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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華凱翎 (Katrin Wartenberg) 

日期：2009.11.04

時間：17:00~18:30

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講者：安迪 (Andreas Osterbrink)
日期：2009.11.02
時間：15:00~17:00
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德國留學諮詢

報名網址：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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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11.12~12.18
地點：歐盟園區藝廊

柏林圍牆倒塌
20週年海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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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柏林圍牆倒塌
20週年海報展
－講座

柏林圍牆倒塌
20週年海報展
－東德文學導讀

講者：華凱翎 (Katrin Wartenberg) 

日期：2009.11.17

時間：10:00~11:00 A.M.

地點：Q002階梯教室

講者：周欣老師

日期：2009.11.24 (暫定)

時間：另行通知

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 法國農民收入大減圍堵香榭大道抗議
○ 俄羅斯與四中亞盟國舉行快反應速部隊軍事演習
● 生命誠可貴馬德里萬人遊行反對墮胎法提案
○ 冰島重生打造全球伺服器中心
● 哥本哈根峰會若失敗英相：全球恐見氣候災難
○ 刺探員工電郵德國國鐵被科罰金
● 活力百歲不是夢器官移植可能讓人不老
○ 英銀行恢復獲利今年預測發60億英鎊紅利
● 抹黑案法前總理遭求處緩刑18個月徒刑
○ 接種H1N1疫苗雙軌制惹爭議德總理以身作則
● 歐盟財長會未通過金援開發中國家抗暖化協議
○ 英開打新流感疫苗 6成醫護卻步
● 前納粹戰犯上訴最後一搏德憲法法庭駁回
○ 勞資談判破裂英郵政大罷工
● 迴避特權爭議沙柯吉之子放棄出任要職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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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歐盟新聞: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17



歐洲的自行車天堂－荷蘭/丹麥/德國

歐洲國家的自行車運動之所以盛行，除了民眾對

能源的使用早已存有危機意識之外，國家政策的介入

也是一項重要的推力。經由政策的強制執行，才能讓

節能減碳，以及降低對石油依賴性的終極目標得以達

成。為了節省能源與提升休閒等因素，歐盟各國政府

貼心地提供完整的租車服務，讓騎士們可以更輕鬆自

在地享受騎車樂趣。例如德國發達的租車業務，可分

為私人車行和政府提供的租車服務兩種。這兩種方式

都可以甲地取車，乙地還車，大舉提升了便利性。

文UT2A 孫珮玲 整理

自行車的發明，距今已有一、兩百年的歷史，在現代人的生活中不再是新奇的交通

工具。然而仰賴人們不斷地技術改良與材質研發，將古時候的玩具木製車逐漸改進成今

日象徵健康與休閒的交通工具。各式各樣的多功能需求，滿足了現代人對精緻生活品質

的要求，而騎乘自行車也是一項花最少成本、卻能得到最大健康利益的運動，且自行車

用不到汽油、不會製造污染，對環保而言，可謂是相當友善的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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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民眾在柏林公園騎乘單車

Part 3                                                          主題專欄



2002年，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也推出自行車政策計畫

（Cycling Policy Plan），目標在2012年時，讓哥本哈根

一半以上的通勤人口使用自行車。現今丹麥各大城市的

交通，有五分之一的行程是由自行車完成，而荷蘭城市

的自行車騎乘率更高，提供城市三分之一以上的行程需

求。

荷蘭政府在1990年，推出為期七年的荷蘭自行車大

計畫（Dutch Bicycle Master Plan），提倡騎乘自行車，

改善自行車路線、安全和停車等問題。在荷蘭，騎乘自

行車儼然已成為一種表達生活品味的方式，每個人擁有

的自行車數量超過全國人口總數的兩倍以上，加上荷蘭

國土平坦，無疑是自行車騎士的「伊甸樂園」。荷蘭許

多大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自行車已毋需在馬

路上與汽車爭奪地盤，反而設有許多汽車禁行的自行車

專用道，而且到處都有為自行車保留的專用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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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路標

Part 3                                                          主題專欄



Part 3                                                          主題專欄

這些城市承諾，在市民通勤中，自行車使用比

例佔有率到2020年將達到15％，目前已經實現這一

目標的城市，則將進一步提升自行車出行的比例；

且到2020年自行車的事故死亡率將減少50％；制訂

有關自行車停放和防盜政策，以及有關參與和推廣

使用自行車上學和上班的計劃；改善和增加自行車

旅遊項目，促進城市旅遊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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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塞爾於2009年5月15日，舉行了為期四天的第 15 屆歐洲自行車推廣大會，在會

議閉幕當天，歐洲近30個城市的與會代表簽署了布魯塞爾宣言，承諾將在城市中大力推

廣自行車的使用。布魯塞爾、哥本哈根、布達佩斯、馬德里、赫爾辛基、慕尼黑、波爾

多和米蘭等近30個歐洲城市在簽署的宣言中一致認為，在提高城市交通效率、減少交通

擁堵和噪音、促進體育運動的開展、應對氣候變化、節約化石能源和發展可持續旅遊等

方面，自行車的使用和推廣都將發揮重要作用。

荷蘭自行車停車處



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來自德國明斯特Münster的何欣熹老師
文UT2A 孫珮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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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訪談的人物是在推廣教育
中心任教德文的何欣熹老師
(Gerhard Hinrich Homann)。
老師來自德國明斯特，為人親
切大方，已來台多年，希望能
與台灣學生多多交流。

明斯特夜間街景



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Q1. 對台灣的印象是什麼？以及最感興趣的台灣文化？

A: 我喜歡台灣的寺廟、信仰及宗教。我對一些神秘的事物都很感興趣，一開始來到台灣

時，我還以為台灣是個神祕的國度，人民早上五點就會起床冥想，實際上來到這裡後，

才發現根本沒有這回事。

Q2. 最不習慣台灣的什麼，例如：天氣、人文、食物？

A: 來台灣一切都還習慣，只是覺得蟑螂很多。

Q3. 台灣人和德國人的相似和差異？

A: 相似點就是兩方都很積極、樂觀。差異在於，德國人喜歡思考，對於事情都要找出它

的原因，德國和台灣的教育環境也有不同差異，而且德國的政府法律管太多，不像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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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Q4. 老師覺得台灣哪些部分還可以再加強？

A: 我認為台灣人要對自己的文化感到驕傲。台灣人對自己的本土文化比較沒有自信，要

多加強調自己本土文化的優點，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

Q5. 請老師推薦自己的國家。

A: 德國的大自然環境、水質比較好，明斯特西北地

區的景點很漂亮，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去參觀。特

別推薦地勢平坦的「明斯特灣(Münstersche Bucht)」
適合騎單車和徒步遠足旅行的愛好者，水上城堡也

吸引著人們前來一遊。喜好大自然的朋友可以享受

這裡草原、牧場和河流低地的那份寧靜，而河流低

地和沼澤是眾多珍稀植物和鳥類的棲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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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在明斯特灣划船



專題報導

瑞典實現歐盟e-Health政策之國家發展策略

瑞典政府認為今日的資訊通訊科技可以提供醫療保健上許多的幫助，協助人民

快速且方便地取得醫療資訊及照顧。而一個良好的e-Health系統必須要容易使用、

並可透過網路與醫療服務及個人相關病歷資料相結合。為此瑞典政府訂出五項e-

Health的策略運作方針，以及六個e-Health行動領域，希望讓瑞典e-Health系統更

為完善。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文UT2A 孫珮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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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e-Health的策略：

提升人民與病人參與e-Health相關系統的程度、讓e-Health系統打破領域及彊界

劃分、提供使用者友善方便的專業使用介面，並加強相關使用功能、確認在提供

醫療照顧上有良好資源管理，並尋找最合於經濟效益的方式、創造適用於資訊通

訊科技的醫療照顧環境。

六個e-Health行動領域：

在擴張資訊通訊科技的使用上，帶入法律與規範的管制、創造公眾資訊交流架構

平台、創造基本通用技術基礎、協助建構能夠進行資訊交流的系統、協助各個組

織間的資訊交流無礙、確認人民可以輕易上手使用相關資訊及服務。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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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瑞典實現歐盟e-Health政策之國家發展策略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s-report/SP200806/SP200806_01.htm



2009年四月，義大利阿奎拉地震之後，歐盟執委會在聯合研究中心的密切支持
下，成立一個隸屬執委會的監測與訊息中心，用以密切關注災區狀況，並協助當地政
府進行災難管理。此中心主要任務是在緊急救援活動中，傳播關於保護公民的準備和
支持協調上，提供歐洲援助機制。

歐洲結構評估實驗室(ELSA)下一步將打造一套全球災害警報和協調系統，並在國
際救災過程中，提供救災相關機構一個可以相互交流救災資料、自動分析衛星影像、
以及判讀地理空間數據的平台，以利量化分析因衝突或人為與自然災害所造成之傷害
狀況。計畫進行期間，亦將配合產業需求進行各種大規模實驗，並根據歐洲各地研究
建設測試結果建立數據資料庫。

由於歐洲各國間零散的研究基礎，及地震工程研究單位間的相互隔閡，歐洲區域
關於地震的研究始終積弱不振，歐盟執委會殷切期望透過ELSA研究計畫的推動，能加
強歐洲區域主要地震研究機構間的資源共享，以提升歐洲地震防災與救援能力，並縮
小歐洲實驗地震工程與美國或日本之間的差距。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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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

歐盟執行加強地震研究工程的實驗設備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8/P200908_03.htm



歐盟投入資金發展智能衣物，為你的健康把關

你總是在長期使用滑鼠和盯著螢幕之後感到肌肉痠痛嗎？專家表示，一天必須要
有幾次的短暫休息時間，但人們往往忽視了這項建議，讓自己處在重複性疲勞傷害的
危險下。然而這一切將因智能衣物的研製而有所改變，歐洲研究人員已經成功研製可
監測肌肉超負荷和疲勞指數的智能衣物。這項由歐盟贊助的計畫 ConText ，主要目標
就是要建立一套植入衣物中，能隨時偵測人體狀況的系統。

ConText 代表了非接觸式感測衣物系統 ( Contactless sensors for body monitoring 
incorporated in textiles ) ，未來將運用於肌電圖和心電圖感測，這些感測器被織入衣物
中，製成可穿戴式背心。計畫主要是將傳統紡織和信號處理結合，以實現個人健康偵
測系統。在長達30個月的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主要在於解決三個問題：在服裝內置
入創新而先進的電子感測器、測量肌肉收縮、探討如何利用肌肉收縮的狀態推測受試
者所受的壓力。

雖然此項計畫具有多重的挑戰性，研究團隊仍成功研發了可偵測重複性疲勞傷害
的背心，目前正加強它的性能，成功往前邁進了一大步。研究小組表示，他們的智能
型織物也可使用於妊娠監測帶和運動服裝，如耐磨物理遊戲控制器，或是可自動提供
訓練的運動服飾。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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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2/P200902_01.htm



Part 6                                                          校內留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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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台德暨台奧第二次交換獎學金甄選

• 「2009台德第二次交換獎學金」及「2009年台奧第二

次交換獎學金」即日起開放報名，有意申請之同學請

於11月25日前將申請表件逕繳交至國際合作交流中心

(至善樓2F)。

• 協約學校查詢網址更改為：

ht tp: / /www.hs-kompass2.de/kompass/xml/ index_koop_en.htm

• 聯絡人：許乃薇老師，校內分機：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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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秋季國際教育展

• 「國際教育展」今年參展的學校包括美、 加、 英、

澳、 紐、 歐洲等各區域的大學，對出國留學有興趣

的同學可自行前往參加，展覽時間地點如下：

• 高雄場次－

活動時間：2009年10月20日 15:00~20:00
活動地點：夢時代

• 詳情資訊請見：http://ohstudy.net/F09/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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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 「歐洲高等教育展」的主旨為推廣歐洲高等教育及歐

洲及台灣的學術交流。今年歐洲各國將聯合在台北舉

辦第八屆歐洲教育展，提供歐洲教育與文化相關的資

訊，以及推廣各國家的留學課程。

• 時間及地點：

2009年11月7-8日 台北展演二館（台北市松廉路 3 號）

2009年11月9 日 高雄國賓飯店（高雄市民生二路202 號 ) 
(小型教育展)

• 詳情資訊請見：www.ehef.org.tw

第八屆歐洲高等教育展



Page 17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講者：莊雅雯－旅歐鋼琴家與人文工作者／

華梵大學助理教授

活動時間：2009年11月07日(週六) 14:30-16:00 
活動地點：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
主辦單位：歐洲聯盟研究協會

歐洲教育展
國父紀念館

2009魅力歐洲系列講座(11月):

「素履之往-留歐音樂人文記事」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前往參與！



「柏林圍牆倒塌」及「柏林圍牆20週年」
的記憶、紀念與視角

各國人民每到國慶日就揮舞國旗

慶祝國家生日，不過對於歷史上一路

荊棘走來的德國人而言，面對這一天

的到來，卻顯得沒這麼容易，德國今

年就以回顧這段歷史的方式，來慶祝

國慶，以紀念當年風起雲湧的和平革

命。今年正逢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

德國總理梅克爾特地呼籲民眾勿忘歷

史的教訓，反省前東德共產黨的獨裁

體制，期使讓新一代民眾對於獨裁能

有更深刻的體會。

Part 8                                                          柏林圍牆20周年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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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UT2A 孫珮玲 整理



Part 8                                                          柏林圍牆20周年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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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到10月3日的國慶日，德國政府就會

接連在各大城市輪流舉辦大型的慶祝會，柏林的

布蘭登堡門被視為兩德統一的象徵，門前廣場年

年也都洋溢著園遊會的歡樂氣氛。不過，今年統

一紀念日的氣氛和往年相比稍有不同，因為柏林

圍牆倒塌，到11月9日正好滿20週年。就像許多

告別威權體制、20年來歷經巨變的中東歐國家一

樣，德國在全國各地都舉辦各式各樣的研討會、

展覽和紀念活動。共產黨垮台前百萬東柏林市民

示威的亞歷山大廣場（Alexanderplatz），直到年

底以前都可觀賞到大型的露天展覽，藉以回顧當
柏林街頭上演巨型木偶街頭劇

年風起雲湧的和平革命，加上德國當地歷史博物館、國家電影博物館等大小博物館和

畫廊所舉辦的展覽，今年光是首都柏林的東德歷史和生活展細數起來就多達十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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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民主浪潮席捲全東歐，該年11月9日，象徵冷戰和東西歐分裂的柏林圍牆

倒塌，導致東德共產黨垮台，並促使德國統一，歐洲從此走向了一體化，波蘭、捷

克、匈牙利等中東歐數十國也在2004年5月1日正式加入歐盟。為了紀念這個寫下歷史

的一天，德國將於今年一整年在全國和東歐各地舉辦多場研討會、展覽和紀念活動，

邀請來自東歐各國的領袖和當年參加民運的人士共襄盛舉，一同見證歐洲20年來

的重要巨變。

在柏林圍牆倒塌20年後的今天，柏林舉

辦許多展覽，以紀念兩德長達近30年的分裂

狀態。柏林輕軌是兩德分裂的象徵之一，在

柏林圍牆建造之前，它被許多人作為從東部

逃亡至德西地區的交通工具。在高牆建起以

後，輕軌受到許多西柏林居民的抵制，理由

是它由前東德經營。目前，人們在馬林費爾

德，即原東德居民避難收留營紀念場所舉辦

展覽，展會大廳內展示許多老舊照片，歷歷

細數見證人對當年德國被一分為二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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