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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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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語好好好學歐語好好好學歐語好好好學歐語好好好學Lesson 1

．．．．．．．．．．．．．．．．．．．．．．．．．．．．．．．．．．．．．．．．．．．．．．．．．．．．．．．．．．．．p. 03

．．．．．．．．．．．．．．．．．．．．．．．．．．．．．．．．．．．．．．．．．．．．．．．．．．．．．．．．．．．．．．．．．．．．．．．．．．．．．．．．．．．．．．．．p. 07

．．．．．．．．．．．．．．．．．．．．．．．．．．．．．．．．．．．．．．．．．．．．．．．．．．．．．．．．．．．．．．．．．．．．．．．．．．．．．．．．p. 08

．．．．．．．．．．．．p. 09

．．．．．．．．．．．．．．．．．．．．．．．．．．．．．．．．．．．．．．．．p. 14

．．．．．．．．．．．．．．．．．．．．．．．．．．．．．．．．．．．．．．．．．．．．．．．．．．．．．．．．．．．．p. 21

What’s IN

02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惠安國際教育中心
美國暑期打工說明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11(二二二二)  15:00 – 17: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想一圓你的美國夢嗎想一圓你的美國夢嗎想一圓你的美國夢嗎想一圓你的美國夢嗎？？？？

想一邊打工賺錢一邊練習英文嗎想一邊打工賺錢一邊練習英文嗎想一邊打工賺錢一邊練習英文嗎想一邊打工賺錢一邊練習英文嗎？？？？

那你一定不能錯過美國暑期打工的機會那你一定不能錯過美國暑期打工的機會那你一定不能錯過美國暑期打工的機會那你一定不能錯過美國暑期打工的機會！！！！

����當天亦有瑞士飯店打工說明及海外留學諮詢當天亦有瑞士飯店打工說明及海外留學諮詢當天亦有瑞士飯店打工說明及海外留學諮詢當天亦有瑞士飯店打工說明及海外留學諮詢

►►►►惠安國際教育中心網站惠安國際教育中心網站惠安國際教育中心網站惠安國際教育中心網站
http://www.godiy.info/

►►►►如欲報名請洽如欲報名請洽如欲報名請洽如欲報名請洽0960411725 蕭同學蕭同學蕭同學蕭同學

E-mail:watersister1989@hotmail.com

名額有限名額有限名額有限名額有限，，，，建議先報名以優先保留座位建議先報名以優先保留座位建議先報名以優先保留座位建議先報名以優先保留座位。。。。

(當天也可現場報名參加說明會當天也可現場報名參加說明會當天也可現場報名參加說明會當天也可現場報名參加說明會)

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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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留學講座系列
英倫留學日誌：大不列顛遊學去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13(四四四四)  15:00 – 17: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英國文化協會教育推廣專員

蔡景雰蔡景雰蔡景雰蔡景雰Caroline Tsai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英國遊學集錦英國遊學集錦英國遊學集錦英國遊學集錦

克服文化衝擊克服文化衝擊克服文化衝擊克服文化衝擊，，，，拓展留學生活圈拓展留學生活圈拓展留學生活圈拓展留學生活圈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場次預告場次預告場次預告場次預告：：：：

11/27(四四四四)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黃金學歷金鑰匙黃金學歷金鑰匙黃金學歷金鑰匙黃金學歷金鑰匙

－－－－大學先修大學先修大學先修大學先修／／／／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擴充教育擴充教育擴充教育擴充教育…etc.

12/11(四四四四)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英倫留學日誌－－－－進軍商管碩士進軍商管碩士進軍商管碩士進軍商管碩士

－－－－MBA／／／／行銷碩士行銷碩士行銷碩士行銷碩士／／／／商管課程商管課程商管課程商管課程…etc.

＊＊＊＊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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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當代藝術與創意－
從美術館至當代藝術思潮面面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14(五五五五)  10:00 – 1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旅法台灣藝術家旅法台灣藝術家旅法台灣藝術家旅法台灣藝術家．．．．陳奇相陳奇相陳奇相陳奇相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陳奇相先生在巴黎的所見所得陳奇相先生在巴黎的所見所得陳奇相先生在巴黎的所見所得陳奇相先生在巴黎的所見所得，，，，

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心得與觀感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心得與觀感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心得與觀感以及對當代藝術的心得與觀感。。。。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照片取材自陳奇相先生的個人部落格照片取材自陳奇相先生的個人部落格照片取材自陳奇相先生的個人部落格照片取材自陳奇相先生的個人部落格：：：：

http://www.titien.net/05 

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電影欣賞＆座談會－「香水」
Perfume: The Story of a Murderer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25(二二二二)  10:00 – 1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講師講師講師講師：：：：法文系蔡淑玲教授法文系蔡淑玲教授法文系蔡淑玲教授法文系蔡淑玲教授
����座談會當天不播放電影座談會當天不播放電影座談會當天不播放電影座談會當天不播放電影，，，，有意參加者請事先前往下列場次觀賞有意參加者請事先前往下列場次觀賞有意參加者請事先前往下列場次觀賞有意參加者請事先前往下列場次觀賞。。。。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香水香水香水香水」」」」播放場次播放場次播放場次播放場次：：：：

97/11/12(三三三三) 12:30 – 15:00 Q0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97/11/14(五五五五) 12:30 – 15:00 Q0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97/11/18(二二二二) 10:00 – 12:30 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97/11/20(四四四四) 10:00 – 12:30 Q003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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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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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

日本高等教育機關升學指導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08(六六六六) 10：：：：00-1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

����更多資訊更多資訊更多資訊更多資訊＆＆＆＆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ST000000000021&Rcg=2

2008歐洲教育展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1/08~09 13:00-18: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台北展演二館台北展演二館台北展演二館台北展演二館 (原世貿二館原世貿二館原世貿二館原世貿二館)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各國留學說明會各國留學說明會各國留學說明會各國留學說明會／／／／面對面留學諮詢及獎學金資訊面對面留學諮詢及獎學金資訊面對面留學諮詢及獎學金資訊面對面留學諮詢及獎學金資訊

簽證簽證簽證簽證／／／／旅遊旅遊旅遊旅遊／／／／住宿住宿住宿住宿／／／／交通相關資訊交通相關資訊交通相關資訊交通相關資訊

����免費入場免費入場免費入場免費入場，，，，另有抽獎活動另有抽獎活動另有抽獎活動另有抽獎活動

����更多資訊更多資訊更多資訊更多資訊：：：：http://www.ehef.org.tw



自由與秩序並重自由與秩序並重自由與秩序並重自由與秩序並重 梅克爾勾勒金融市場新規範梅克爾勾勒金融市場新規範梅克爾勾勒金融市場新規範梅克爾勾勒金融市場新規範

德智庫警告德智庫警告德智庫警告德智庫警告：：：：對歐巴馬期待不宜過高對歐巴馬期待不宜過高對歐巴馬期待不宜過高對歐巴馬期待不宜過高

降息救市降息救市降息救市降息救市歐歐歐歐、、、、英英英英、、、、澳央行將跟進澳央行將跟進澳央行將跟進澳央行將跟進

IMF紓困還需數千億美元紓困還需數千億美元紓困還需數千億美元紓困還需數千億美元 英首相布朗籲中國英首相布朗籲中國英首相布朗籲中國英首相布朗籲中國、、、、中東伸援手中東伸援手中東伸援手中東伸援手

英政府再發生資安問題英政府再發生資安問題英政府再發生資安問題英政府再發生資安問題 上千萬民眾個資恐遭竊上千萬民眾個資恐遭竊上千萬民眾個資恐遭竊上千萬民眾個資恐遭竊

歐盟執委會歐盟執委會歐盟執委會歐盟執委會：：：：歐元區歐元區歐元區歐元區 明年經濟幾乎零成長明年經濟幾乎零成長明年經濟幾乎零成長明年經濟幾乎零成長

英國製鼓工匠吸入炭疽熱孢子身亡英國製鼓工匠吸入炭疽熱孢子身亡英國製鼓工匠吸入炭疽熱孢子身亡英國製鼓工匠吸入炭疽熱孢子身亡

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2008勞工輸入將嚴查移民雇主勞工輸入將嚴查移民雇主勞工輸入將嚴查移民雇主勞工輸入將嚴查移民雇主 引發批評引發批評引發批評引發批評

����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40

歐盟一週大事 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一週大事一週大事一週大事一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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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主題國家��瑞典

瑞典家具設計的典範－

卡爾．拉森 Carl Larsson

簡約｜時尚｜人性化｜功能性｜現代化與傳統並存｜IKEA

除了這些詞彙，你還可以對瑞典家具有更多認知……

■資料彙整：四技部應華系 鄭伊珊



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
瑞典瑞典瑞典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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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家具設計的典範－卡爾．拉森 Carl Larsson

拉拉拉拉森出生在森出生在森出生在森出生在斯德哥爾摩的斯德哥爾摩的斯德哥爾摩的斯德哥爾摩的一個貧窮家庭一個貧窮家庭一個貧窮家庭一個貧窮家庭，，，，

童年生活相當拮据童年生活相當拮据童年生活相當拮据童年生活相當拮据，，，，13歲時歲時歲時歲時，，，，學校有一位老師學校有一位老師學校有一位老師學校有一位老師

鼓勵他進入瑞典皇家藝術學院鼓勵他進入瑞典皇家藝術學院鼓勵他進入瑞典皇家藝術學院鼓勵他進入瑞典皇家藝術學院 principskola課課課課

程程程程，，，，而他也幸運的獲得錄取了而他也幸運的獲得錄取了而他也幸運的獲得錄取了而他也幸運的獲得錄取了。。。。拉森在藝術學拉森在藝術學拉森在藝術學拉森在藝術學

院的初期因為自己出身貧窮院的初期因為自己出身貧窮院的初期因為自己出身貧窮院的初期因為自己出身貧窮，，，，而對學校生活感而對學校生活感而對學校生活感而對學校生活感

到相當迷惑到相當迷惑到相當迷惑到相當迷惑，，，，不願意和同學親近不願意和同學親近不願意和同學親近不願意和同學親近。。。。1869年年年年，，，，

拉森拉森拉森拉森 1 6歲時歲時歲時歲時，，，，他被提升到了他被提升到了他被提升到了他被提升到了「「「「 a n t i q u e 

school」（」（」（」（瑞典皇家藝術學院中的頂尖部瑞典皇家藝術學院中的頂尖部瑞典皇家藝術學院中的頂尖部瑞典皇家藝術學院中的頂尖部

門門門門），），），），此後拉森對自己的才華開始感到自信此後拉森對自己的才華開始感到自信此後拉森對自己的才華開始感到自信此後拉森對自己的才華開始感到自信，，，，

並逐漸成為學校中的重要學生並逐漸成為學校中的重要學生並逐漸成為學校中的重要學生並逐漸成為學校中的重要學生。。。。

卡爾．拉森的童年

學學學學校畢業之後校畢業之後校畢業之後校畢業之後，，，，拉森開始為書籍拉森開始為書籍拉森開始為書籍拉森開始為書籍、、、、報紙報紙報紙報紙和和和和

雜誌等繪製插畫謀生雜誌等繪製插畫謀生雜誌等繪製插畫謀生雜誌等繪製插畫謀生，，，，幾年之後他搬到了幾年之後他搬到了幾年之後他搬到了幾年之後他搬到了巴巴巴巴

黎黎黎黎，，，，在繪畫上更為努力練習在繪畫上更為努力練習在繪畫上更為努力練習在繪畫上更為努力練習，，，，但在巴黎但在巴黎但在巴黎但在巴黎，，，，拉森拉森拉森拉森

並沒有變成一位成功的畫家並沒有變成一位成功的畫家並沒有變成一位成功的畫家並沒有變成一位成功的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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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年年年，，，，拉森在格雷修爾盧昂村拉森在格雷修爾盧昂村拉森在格雷修爾盧昂村拉森在格雷修爾盧昂村（（（（Grez-

sur-Loing）（）（）（）（巴黎郊區中巴黎郊區中巴黎郊區中巴黎郊區中，，，，一個斯堪地納維一個斯堪地納維一個斯堪地納維一個斯堪地納維

亞藝術家聚集區亞藝術家聚集區亞藝術家聚集區亞藝術家聚集區），），），），認識了認識了認識了認識了Karin Bergöö

(1859年年年年–1928年年年年)，，，，也就是他未來的妻子也就是他未來的妻子也就是他未來的妻子也就是他未來的妻子。。。。結結結結

婚之後婚之後婚之後婚之後，，，，拉森到哥德堡當博物館藝術老師拉森到哥德堡當博物館藝術老師拉森到哥德堡當博物館藝術老師拉森到哥德堡當博物館藝術老師。。。。

畫風的轉折點

拉拉拉拉森的畫風在此時產生了一個轉折點森的畫風在此時產生了一個轉折點森的畫風在此時產生了一個轉折點森的畫風在此時產生了一個轉折點，，，，這這這這

一時期他畫出了日後最被讚賞的畫作一時期他畫出了日後最被讚賞的畫作一時期他畫出了日後最被讚賞的畫作一時期他畫出了日後最被讚賞的畫作，，，，他使用他使用他使用他使用

大量的透明水彩大量的透明水彩大量的透明水彩大量的透明水彩，，，，在顏色上的運用與過去的油在顏色上的運用與過去的油在顏色上的運用與過去的油在顏色上的運用與過去的油

畫作品大不相同畫作品大不相同畫作品大不相同畫作品大不相同。。。。

這一時期這一時期這一時期這一時期，，，，拉森也創作出了幾個水彩插畫作拉森也創作出了幾個水彩插畫作拉森也創作出了幾個水彩插畫作拉森也創作出了幾個水彩插畫作

品品品品，，，，這些作品可能是瑞典最早的水彩插畫作品這些作品可能是瑞典最早的水彩插畫作品這些作品可能是瑞典最早的水彩插畫作品這些作品可能是瑞典最早的水彩插畫作品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他與妻子他與妻子他與妻子他與妻子Karin與與與與8個孩子的生活都成了個孩子的生活都成了個孩子的生活都成了個孩子的生活都成了

畫作中的人物畫作中的人物畫作中的人物畫作中的人物、、、、情景情景情景情景，，，，畫中溫馨的家庭氣氛讓畫中溫馨的家庭氣氛讓畫中溫馨的家庭氣氛讓畫中溫馨的家庭氣氛讓

拉森的水彩畫作開始受到全世界觀者的喜愛拉森的水彩畫作開始受到全世界觀者的喜愛拉森的水彩畫作開始受到全世界觀者的喜愛拉森的水彩畫作開始受到全世界觀者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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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年年年，，，，拉森一家搬到瑞典達拉納省桑德拉森一家搬到瑞典達拉納省桑德拉森一家搬到瑞典達拉納省桑德拉森一家搬到瑞典達拉納省桑德

波恩村波恩村波恩村波恩村（（（（Sundborn，，，，在法倫東北在法倫東北在法倫東北在法倫東北12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處處處處），），），），住進了一個叫住進了一個叫住進了一個叫住進了一個叫Little Hyttnäs的小屋的小屋的小屋的小屋，，，，

是他的岳父是他的岳父是他的岳父是他的岳父Adolf Bergöö贈送給他們一家贈送給他們一家贈送給他們一家贈送給他們一家

的的的的，，，，他與妻子一同裝飾了這個小屋他與妻子一同裝飾了這個小屋他與妻子一同裝飾了這個小屋他與妻子一同裝飾了這個小屋，，，，屋中相當屋中相當屋中相當屋中相當

有藝術氣息有藝術氣息有藝術氣息有藝術氣息，，，，也為未來的家庭成員準備了一些也為未來的家庭成員準備了一些也為未來的家庭成員準備了一些也為未來的家庭成員準備了一些

特別的空間特別的空間特別的空間特別的空間，，，，如藝術廳如藝術廳如藝術廳如藝術廳、、、、飯廳飯廳飯廳飯廳、、、、遊樂廳遊樂廳遊樂廳遊樂廳。。。。拉森拉森拉森拉森

日後將此屋畫到了許多繪畫作品裡日後將此屋畫到了許多繪畫作品裡日後將此屋畫到了許多繪畫作品裡日後將此屋畫到了許多繪畫作品裡，，，，使得它相使得它相使得它相使得它相

當知名當知名當知名當知名，，，，今日這間小屋是桑德波恩村該地的熱今日這間小屋是桑德波恩村該地的熱今日這間小屋是桑德波恩村該地的熱今日這間小屋是桑德波恩村該地的熱

門景點門景點門景點門景點，，，，也是瑞典列入國家保護的私人博物也是瑞典列入國家保護的私人博物也是瑞典列入國家保護的私人博物也是瑞典列入國家保護的私人博物

館館館館，，，，每年每年每年每年5月到月到月到月到10月對外開放月對外開放月對外開放月對外開放。。。。 拉拉拉拉森與妻子所精心設計的小屋森與妻子所精心設計的小屋森與妻子所精心設計的小屋森與妻子所精心設計的小屋，，，，後日被譽後日被譽後日被譽後日被譽

為瑞典家居設計的典範為瑞典家居設計的典範為瑞典家居設計的典範為瑞典家居設計的典範，，，，瑞典傢具商宜家在公瑞典傢具商宜家在公瑞典傢具商宜家在公瑞典傢具商宜家在公

司簡介上就有提到這位畫家司簡介上就有提到這位畫家司簡介上就有提到這位畫家司簡介上就有提到這位畫家。。。。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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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更多更多更多更多Carl Larsson相關訊息相關訊息相關訊息相關訊息
http://www.carllarsson.net/frame.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7%88%BE%C2%B7%E6%8B%89%E6%A3%AE

����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7%88%BE%C2%B7%E6%8B%89%E6%A3%AE

http://phyllischan.blogspot.com/2007/11/ike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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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部國企系 蔡孟潔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台灣的素食，在台灣的素食餐廳中，每一道菜都是佳餚…



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15

荷蘭與台灣的短暫邂逅

訪談人物簡介

這這這這次的訪談對象是住在荷蘭南部次的訪談對象是住在荷蘭南部次的訪談對象是住在荷蘭南部次的訪談對象是住在荷蘭南部－－－－海牙的海牙的海牙的海牙的

陳文威陳文威陳文威陳文威。。。。陳爸爸是香港人陳爸爸是香港人陳爸爸是香港人陳爸爸是香港人，，，，陳媽媽是台灣華陳媽媽是台灣華陳媽媽是台灣華陳媽媽是台灣華

僑僑僑僑，，，，兩人婚後就移民荷蘭兩人婚後就移民荷蘭兩人婚後就移民荷蘭兩人婚後就移民荷蘭，，，，所以文威是在荷所以文威是在荷所以文威是在荷所以文威是在荷

蘭出生的蘭出生的蘭出生的蘭出生的，，，，是土生土長的荷蘭居民是土生土長的荷蘭居民是土生土長的荷蘭居民是土生土長的荷蘭居民。。。。他們一他們一他們一他們一

家人都是素食主義者家人都是素食主義者家人都是素食主義者家人都是素食主義者。。。。由於他們每年暑假都由於他們每年暑假都由於他們每年暑假都由於他們每年暑假都

會回香港會回香港會回香港會回香港，，，，有時候就會順道與家人來台灣遊有時候就會順道與家人來台灣遊有時候就會順道與家人來台灣遊有時候就會順道與家人來台灣遊

玩玩玩玩。。。。

訪談內容簡介

因因因因文威停留在台灣的時間不長文威停留在台灣的時間不長文威停留在台灣的時間不長文威停留在台灣的時間不長，，，，

訪問內容主要為對台灣的印象和荷蘭的文化訪問內容主要為對台灣的印象和荷蘭的文化訪問內容主要為對台灣的印象和荷蘭的文化訪問內容主要為對台灣的印象和荷蘭的文化。。。。

���� 海牙一景海牙一景海牙一景海牙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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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威與台灣的短暫邂逅

����台灣哪一樣食物台灣哪一樣食物台灣哪一樣食物台灣哪一樣食物，，，，使你印象最深刻使你印象最深刻使你印象最深刻使你印象最深刻?

我們家吃素我們家吃素我們家吃素我們家吃素，，，，但我發現住在荷蘭時但我發現住在荷蘭時但我發現住在荷蘭時但我發現住在荷蘭時，，，，

食物上的取得不像台灣這麼容易食物上的取得不像台灣這麼容易食物上的取得不像台灣這麼容易食物上的取得不像台灣這麼容易。。。。在在在在

台灣短短幾天中台灣短短幾天中台灣短短幾天中台灣短短幾天中，，，，我發現有各式各樣我發現有各式各樣我發現有各式各樣我發現有各式各樣

不同種類好吃的蔬菜水果不同種類好吃的蔬菜水果不同種類好吃的蔬菜水果不同種類好吃的蔬菜水果，，，，還有精緻還有精緻還有精緻還有精緻

的素食自助餐聽的素食自助餐聽的素食自助餐聽的素食自助餐聽，，，，每一道都是佳餚每一道都是佳餚每一道都是佳餚每一道都是佳餚，，，，

使我深深體會在台灣吃素真的非常的使我深深體會在台灣吃素真的非常的使我深深體會在台灣吃素真的非常的使我深深體會在台灣吃素真的非常的

方便方便方便方便。。。。

����台灣哪一個景點令你印象最深刻台灣哪一個景點令你印象最深刻台灣哪一個景點令你印象最深刻台灣哪一個景點令你印象最深刻？？？？

每次到台灣每次到台灣每次到台灣每次到台灣，，，，爸爸的朋友都很熱心的爸爸的朋友都很熱心的爸爸的朋友都很熱心的爸爸的朋友都很熱心的

帶我們去台灣各地遊玩帶我們去台灣各地遊玩帶我們去台灣各地遊玩帶我們去台灣各地遊玩。。。。令我印象最令我印象最令我印象最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台北深刻的就是台北深刻的就是台北深刻的就是台北101，，，，這麼高的大樓這麼高的大樓這麼高的大樓這麼高的大樓，，，，

竟然能坐電梯在短短的幾秒內就到達竟然能坐電梯在短短的幾秒內就到達竟然能坐電梯在短短的幾秒內就到達竟然能坐電梯在短短的幾秒內就到達

頂端的展望台頂端的展望台頂端的展望台頂端的展望台。。。。在那裡俯瞰台北的景在那裡俯瞰台北的景在那裡俯瞰台北的景在那裡俯瞰台北的景

色色色色，，，，對我來說是個特別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個特別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個特別的經驗對我來說是個特別的經驗。。。。

���� 101大樓大樓大樓大樓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http://www.taiwan.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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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威與台灣的短暫邂逅

����你覺得荷蘭與台灣最大的不同點是什麼你覺得荷蘭與台灣最大的不同點是什麼你覺得荷蘭與台灣最大的不同點是什麼你覺得荷蘭與台灣最大的不同點是什麼？？？？

荷蘭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荷蘭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荷蘭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荷蘭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是天氣第一是天氣第一是天氣第一是天氣，，，，第第第第

一次來台灣的時候一次來台灣的時候一次來台灣的時候一次來台灣的時候，，，，我覺得有些不適應我覺得有些不適應我覺得有些不適應我覺得有些不適應。。。。那那那那

時正值暑假時正值暑假時正值暑假時正值暑假，，，，非常悶熱非常悶熱非常悶熱非常悶熱，，，，是個典型的熱帶是個典型的熱帶是個典型的熱帶是個典型的熱帶

氣候氣候氣候氣候，，，，在荷蘭的氣候大多都是寒冷的在荷蘭的氣候大多都是寒冷的在荷蘭的氣候大多都是寒冷的在荷蘭的氣候大多都是寒冷的。。。。

第二是文化第二是文化第二是文化第二是文化，，，，在荷蘭所有的商店在晚上六在荷蘭所有的商店在晚上六在荷蘭所有的商店在晚上六在荷蘭所有的商店在晚上六

點後就關店了點後就關店了點後就關店了點後就關店了，，，，但是台灣的店家都會營業到但是台灣的店家都會營業到但是台灣的店家都會營業到但是台灣的店家都會營業到

十點半十點半十點半十點半，，，，甚至更晚甚至更晚甚至更晚甚至更晚。。。。最特別的就是夜市最特別的就是夜市最特別的就是夜市最特別的就是夜市，，，，像像像像

是市集是市集是市集是市集，，，，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和小吃都有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和小吃都有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和小吃都有各式各樣的生活用品和小吃都有，，，，

這點讓我印象也很深刻這點讓我印象也很深刻這點讓我印象也很深刻這點讓我印象也很深刻。。。。
���� 高雄六合夜市島瞰景高雄六合夜市島瞰景高雄六合夜市島瞰景高雄六合夜市島瞰景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http://kcginfo.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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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威在荷蘭的五四三

����如果台灣學生有機會拜訪荷蘭如果台灣學生有機會拜訪荷蘭如果台灣學生有機會拜訪荷蘭如果台灣學生有機會拜訪荷蘭，，，，

你會推薦什麼景點你會推薦什麼景點你會推薦什麼景點你會推薦什麼景點？？？？

海牙的馬德羅丹小人國海牙的馬德羅丹小人國海牙的馬德羅丹小人國海牙的馬德羅丹小人國(Madurodam)，，，，

在那裡可以看到荷蘭各個風景名在那裡可以看到荷蘭各個風景名在那裡可以看到荷蘭各個風景名在那裡可以看到荷蘭各個風景名

勝勝勝勝，，，，包括阿克馬乳酪市場包括阿克馬乳酪市場包括阿克馬乳酪市場包括阿克馬乳酪市場、、、、和平和平和平和平

宮宮宮宮、、、、街道街道街道街道、、、、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海港海港海港海港、、、、風風風風

車車車車、、、、農莊農莊農莊農莊、、、、鐵路鐵路鐵路鐵路、、、、船舶船舶船舶船舶、、、、鬱金香鬱金香鬱金香鬱金香

等等等等，，，，都縮小在這小人國中都縮小在這小人國中都縮小在這小人國中都縮小在這小人國中，，，，還有還有還有還有

電動的士兵行軍與音樂演奏喔電動的士兵行軍與音樂演奏喔電動的士兵行軍與音樂演奏喔電動的士兵行軍與音樂演奏喔！！！！

���� 馬德羅丹小人國一景馬德羅丹小人國一景馬德羅丹小人國一景馬德羅丹小人國一景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馬德羅丹小人國網站馬德羅丹小人國網站馬德羅丹小人國網站馬德羅丹小人國網站

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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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德羅丹小人國網站馬德羅丹小人國網站馬德羅丹小人國網站馬德羅丹小人國網站

http://www.madurodam.nl/templates/mad/global/index.php



荷蘭與台灣的短暫邂逅

文威在荷蘭的五四三

����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你覺得荷蘭最特別的節日是什麼荷蘭最特別的節日是什麼荷蘭最特別的節日是什麼荷蘭最特別的節日是什麼？？？？

4月月月月30日的女王節日的女王節日的女王節日的女王節(Koninginnedag)。。。。最初是最初是最初是最初是

為了慶祝女王生日為了慶祝女王生日為了慶祝女王生日為了慶祝女王生日，，，，後來設為國定假日後來設為國定假日後來設為國定假日後來設為國定假日，，，，整個整個整個整個

海牙城市充滿紅白藍相間的荷蘭國旗海牙城市充滿紅白藍相間的荷蘭國旗海牙城市充滿紅白藍相間的荷蘭國旗海牙城市充滿紅白藍相間的荷蘭國旗、、、、還有代還有代還有代還有代

表皇室的橙色旗幟表皇室的橙色旗幟表皇室的橙色旗幟表皇室的橙色旗幟、、、、遊行的隊伍和熱鬧的音樂遊行的隊伍和熱鬧的音樂遊行的隊伍和熱鬧的音樂遊行的隊伍和熱鬧的音樂

會會會會。。。。居民和觀光客都會穿著一身的橙色居民和觀光客都會穿著一身的橙色居民和觀光客都會穿著一身的橙色居民和觀光客都會穿著一身的橙色，，，，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節慶的意義節慶的意義節慶的意義節慶的意義。。。。最特別的是每個荷蘭人都可以在最特別的是每個荷蘭人都可以在最特別的是每個荷蘭人都可以在最特別的是每個荷蘭人都可以在

自家門口自家門口自家門口自家門口、、、、熱鬧的市區等任何地方熱鬧的市區等任何地方熱鬧的市區等任何地方熱鬧的市區等任何地方，，，，不受任何不受任何不受任何不受任何

稅務限制地擺起跳蚤市場的攤子稅務限制地擺起跳蚤市場的攤子稅務限制地擺起跳蚤市場的攤子稅務限制地擺起跳蚤市場的攤子，，，，出售各式各出售各式各出售各式各出售各式各

樣的私人寶物樣的私人寶物樣的私人寶物樣的私人寶物。。。。但是如果但是如果但是如果但是如果4月月月月30日是星期日是星期日是星期日是星期

天天天天，，，，所有慶祝活動都會移到所有慶祝活動都會移到所有慶祝活動都會移到所有慶祝活動都會移到4月月月月2 9日日日日。。。。

���� 慶祝慶祝慶祝慶祝女王節的民眾女王節的民眾女王節的民眾女王節的民眾

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19 ����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荷蘭女王節荷蘭女王節荷蘭女王節荷蘭女王節

http://www.nownews.com/2003/06/25/11033-1299587.htm

https://www.ylib.com/travel/inf/data/data_holland-17.htm



荷蘭與台灣的短暫邂逅

文威在荷蘭的五四三

����荷蘭有什麼特別的食物是你比較喜歡的荷蘭有什麼特別的食物是你比較喜歡的荷蘭有什麼特別的食物是你比較喜歡的荷蘭有什麼特別的食物是你比較喜歡的？？？？

Muisjes(小老鼠的意思小老鼠的意思小老鼠的意思小老鼠的意思)。。。。這是傳統荷蘭早餐這是傳統荷蘭早餐這是傳統荷蘭早餐這是傳統荷蘭早餐

甜脆片甜脆片甜脆片甜脆片，，，，可以灑在土司上或麵包上可以灑在土司上或麵包上可以灑在土司上或麵包上可以灑在土司上或麵包上，，，，但我都但我都但我都但我都

用來灑冰淇淋上用來灑冰淇淋上用來灑冰淇淋上用來灑冰淇淋上。。。。其實它是用來慶祝新生兒其實它是用來慶祝新生兒其實它是用來慶祝新生兒其實它是用來慶祝新生兒

出生的出生的出生的出生的，，，，拜訪對象的家裡有新生男嬰孩時就拜訪對象的家裡有新生男嬰孩時就拜訪對象的家裡有新生男嬰孩時就拜訪對象的家裡有新生男嬰孩時就

吃藍白色吃藍白色吃藍白色吃藍白色，，，，有新生女嬰孩就吃紅白色的有新生女嬰孩就吃紅白色的有新生女嬰孩就吃紅白色的有新生女嬰孩就吃紅白色的

Muisjes。。。。還有還有還有還有Stroopwafel(類似楓糖鬆類似楓糖鬆類似楓糖鬆類似楓糖鬆

餅餅餅餅)，，，，它的餅皮比較硬它的餅皮比較硬它的餅皮比較硬它的餅皮比較硬，，，，是加起士製成的是加起士製成的是加起士製成的是加起士製成的，，，，有有有有

點像餅乾點像餅乾點像餅乾點像餅乾。。。。

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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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白色的紅白色的紅白色的紅白色的Muisjes ����

���� Stroopwafel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各式各樣的各式各樣的各式各樣的各式各樣的Muisjes

http://www.wretch.cc/blog/TruffleRose/10366759



歐語好好學 A：：：：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請問你叫什麼名字請問你叫什麼名字請問你叫什麼名字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B：：：：我叫安迪我叫安迪我叫安迪我叫安迪，，，，我來自台灣我來自台灣我來自台灣我來自台灣。。。。

A：：：：哈囉哈囉哈囉哈囉！！！！我是莉莎我是莉莎我是莉莎我是莉莎，，，，我從印度來我從印度來我從印度來我從印度來，，，，今年十八歲今年十八歲今年十八歲今年十八歲。。。。

B：：：：喔喔喔喔！！！！我上個月才剛滿十八歲耶我上個月才剛滿十八歲耶我上個月才剛滿十八歲耶我上個月才剛滿十八歲耶！！！！現在讀大一現在讀大一現在讀大一現在讀大一。。。。

A：：：：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
Lesson 1自我介紹

【英文】

【法文】

A：：：：Hello. What’s your name?

B：：：：I’m Andy. I’m from Taiwan.

A：：：：Hello! I’m Lisa. I’m from India, and I’m eighteen years old.

B：：：：Oh! Last month was my eighteenth birthday! I’m a freshman now.

A：：：：Nice to meet you.

A : Comment t’appelles-tu ?

B : Je m’appelle Andy. Je viens de Taiwan.

A : Bonjour, je suis Lisa et je viens d’Inde. J’ai 18 ans.

B : Oh, je viens tout juste d’avoir 18 ans le mois dernier, 

et maintenant je suis étudiant en première année.

A : Enchanté.
����怎麼唸怎麼唸怎麼唸怎麼唸→→→→http://c047.wtuc.edu.tw/ezcatfiles/c047/img/img/722/207644461.wav歐語好好學歐語好好學歐語好好學歐語好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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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語好好學 A：：：：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請問你叫什麼名字請問你叫什麼名字請問你叫什麼名字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B：：：：我叫安迪我叫安迪我叫安迪我叫安迪，，，，我來自台灣我來自台灣我來自台灣我來自台灣。。。。

A：：：：哈囉哈囉哈囉哈囉！！！！我是莉莎我是莉莎我是莉莎我是莉莎，，，，我從印度來我從印度來我從印度來我從印度來，，，，今年十八歲今年十八歲今年十八歲今年十八歲。。。。

B：：：：喔喔喔喔！！！！我上個月才剛滿十八歲耶我上個月才剛滿十八歲耶我上個月才剛滿十八歲耶我上個月才剛滿十八歲耶！！！！現在讀大一現在讀大一現在讀大一現在讀大一。。。。

A：：：：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
Lesson 1自我介紹

【西班牙文】

【德文】

B: Me llamo Andy. Yo soy de Taiwán.

A: Yo soy Lisa de India. Tengo 18 años.

B: A sí. Acabo de cumplir dieciocho años, y éste es mi primer año en la Universidad. 

A: Mucho gusto.
����怎麼唸怎麼唸怎麼唸怎麼唸→→→→http://c047.wtuc.edu.tw/ezcatfiles/c047/img/img/722/193534017.wav

A:Hallo, wie heiββββst du?

B:Ich bin Andy, Ich komme aus Taiwan.

A:Hallo, Ich bin Lisa,Ich komme aus Indien,Ich bin achtzehn jahre alt.

B:Aha,Ich bin auch achtzehn. Ich lerne deutsch in der Uni. (我在大學裡學德文我在大學裡學德文我在大學裡學德文我在大學裡學德文)

A:Freut mich.
����怎麼唸怎麼唸怎麼唸怎麼唸→→→→http://c047.wtuc.edu.tw/ezcatfiles/c047/img/img/722/198338863.wav

����註註註註：：：：德國的大學並沒有年級的分別德國的大學並沒有年級的分別德國的大學並沒有年級的分別德國的大學並沒有年級的分別，，，，因此以因此以因此以因此以”我在大學裡學德文我在大學裡學德文我在大學裡學德文我在大學裡學德文”代替代替代替代替
歐語好好學歐語好好學歐語好好學歐語好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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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On
下期預告

瑞瑞瑞瑞典享有兩性平權的美譽典享有兩性平權的美譽典享有兩性平權的美譽典享有兩性平權的美譽，，，，女性投入職場高達女性投入職場高達女性投入職場高達女性投入職場高達90%。。。。

然而然而然而然而，，，，對許多長期專注於女權議題的專家學者而言對許多長期專注於女權議題的專家學者而言對許多長期專注於女權議題的專家學者而言對許多長期專注於女權議題的專家學者而言，，，，
「「「「量量量量」」」」的平等並不是真正的平權的平等並不是真正的平權的平等並不是真正的平權的平等並不是真正的平權……

在在在在高雄也能吃到的歐洲美食高雄也能吃到的歐洲美食高雄也能吃到的歐洲美食高雄也能吃到的歐洲美食：：：：

19 to 1 Restaurant餐廳專訪餐廳專訪餐廳專訪餐廳專訪

下期預告下期預告下期預告下期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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