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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講者：安迪 (Andreas Osterbrink)
日期：2009.11.16/ 11.23/ 11.30
時間：15:00~17:00
項目：德國生活風情
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留學諮詢服務

報名網址：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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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徐慧韻 老師
日期：2009.11.26
時間：15:00~16:00
項目：法國留學進修/申請學校/

國外生活
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日期：2009.11.12 (四)
時間：11:00 A.M.
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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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 開幕式 ]

柏林圍牆倒塌 20週年海報展

日期：2009.11.12~12.17
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廊

[ 海報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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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講者：華凱翎 (Katrin Wartenberg) 

主題：柏林圍牆的今與昔

日期：2009.11.17 (二)

時間：10:00~11:00 A.M.

地點：Q002階梯教室

講者：周欣老師

主題：圍牆彼端－2009德國國家獎得主

Monika Maron的心路歷程

日期：2009.11.27 (五)

時間：14:10~15:0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 系列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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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名：諾言

時間： 2009.11.17 (二)  11:00~13:00

2009.11.26(四)  10:00~13:00

16:00~18:0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 電影放映 ]

柏林圍牆倒塌 20週年海報展

片名：再見列寧

時間： 2009.11.19 (四)  10:00~12:00

12:30~14: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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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片名：柏林圍牆

時間： 2009.11.20(五)  10:00~13:00

16:00~18:0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 電影放映 ]

柏林圍牆倒塌 20週年海報展

片名：竊聽風暴

時間： 2009.11.27(五)  10:00~13:00

16:00~18:0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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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反應部隊軍事演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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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哥本哈根高峰會若失敗英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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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歐-綠能
文YE3A 陳玟棋 整理

廣義的綠色能源包括在能源的生產及其消費過程中，選用對生態

環境低污染或無污染的能源，包括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狹義的綠色能

源是指可再生能源，如水能、生物能、太陽能、風能、地熱能

和海洋能。這些能源消耗之後可以恢復補充，可減低污染量產生。

Part 3                                                          主題專欄

其中，人類可開發和利用的綠色能源，則可分為風能、太陽能、熱核能、氫能

源，以及反物質能量。再生能源（非耗竭能源）有太陽能、水力、風力、生質

能、潮汐、地熱、海浪能、海洋熱能轉換、核融合能等能源，這些能源能在短期

內自行補充，並反覆使用。

北歐國家的地理環境和天然資源各自有別，但與自然共處的態度如出一轍。

丹麥首座熱電聯產製造廠（ＣＨＰ）成立於百年前。當時，就已使用焚燒生活垃

圾以生產能源，提供社區發電，並把發電產生的餘熱提供給附近居民和醫院作為

暖氣。此外，丹麥是目前全球風力發電比重最高的國家，丹麥政府在海邊建蓋的

大規模風力發電廠，目前佔全國用電20％，預計在2030年，將可達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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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 power - Flevoland, 

Holland

荷蘭曾是一個風車王國,當年他們圍海造田使用

風車來排水，現在荷蘭發展再生能源，並利用風車來

發電。荷蘭的北海風電場每年的發電量大約可供10萬

家庭使用，風力發電目前已佔荷蘭總發電量的3%。風

電場不僅給居民帶來清潔能源，而且還成為一處旅遊

景點，吸引許多世界各地的遊人前來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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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欄

瑞典總理則發表了一個「邁向2020的無油國家」

宣言（Making Sweden an Oil-free Society by 

2020），堪稱驚豔全世界。根據歐盟統計，永續能源

目前已占瑞典能源消耗量的28％，比歐洲其他國家總

平均值的6％，遠高出四倍多。目前瑞典只有32％的

能源來自於石油，比起1970年的77％，已大幅降低，

石油替代率堪稱世界第一。



Part 3                                                          主題專欄

挪威是世界第三大石油輸出國，卻極力主張節

省能源。海浪、海流和潮汐是海洋所蘊涵的巨大能

量，它們與風能和太陽能具有明顯差異。挪威擁有

世界上第一座水下潮汐電站，更擁有全世界半數的

地下水電站，供應挪威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電力。

身為一個能源充裕的國家，挪威不但不浪費能源，

在別人排放二氧化碳時，挪威盡心研發二氧化碳儲

存（ＣＣＳ），把廢氣從產品中分離或捕捉出來，

儲存在深海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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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島的地熱能源發展橫跨二十世紀，2003年4月，冰島第一座加氫站在首都設

置，以氫為能源的巴士隨後在首都試行，成為冰島二十一世紀初的里程碑。冰島

首都雷克雅未克人口十八萬，是世界上唯一完全靠地熱提供熱能的都市，位在高

處由六個圓柱體組成的儲熱槽，自1928年開始，以地熱轉換供給建築物熱能，每

一個圓柱體容量四百萬升，標誌著這個城市在能源經濟上的成果。

Hellisheldi, Iceland
地熱設施



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來自法國的Fatima

本期人物專訪，訪問到的是從
法國馬賽來台灣當交換學生的
法蒂瑪同學，目前在文藻華語
中心學習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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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YE3A 陳玟棋 整理



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關於台灣:
Q1. 對台灣的印象是什麼？

A: 台灣跟想像中的不太一樣，很進步也有點美國的風格，但是我會期望台灣

能有更多自己的味道。因為便利的生活，使得我雖然到了一個陌生環境卻不

會太難熬。

Q2. 你覺得台灣人和法國人有什麼不同？

A: 比起法國人，台灣人很友善，對外國人都很歡迎也願意幫助別人，每次我

看到年輕人幫助老年人都覺得很感動。但是台灣人似乎比較不是那麼成熟和

獨立，尤其台灣男生和法國男生差蠻多的。

Q3. 在台灣有很多美食，你最喜歡的食物和不喜歡的食物是？

A: 其實我沒有非常喜歡台灣的食物，因為我在法國吃很多蔬菜，很多台灣的

食物對我來說味道太重了，但是我還蠻喜歡台菜的，一桌菜可以吃很多不一

樣的東西，而且很有台灣的味道。不喜歡的食物就是臭豆腐了，那種味道讓

我覺得很不舒服，這大概是我最無法嘗試的台灣食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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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Q4. 你在台灣最不習慣什麼事情？

A: 因為這個國家和城市對我來說都是新的，常常迷路讓我很不安。還有台灣

交通量真的好大，無時無刻都有好多的車和機車，每次過馬路都怕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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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請問法國著名的食物？

A: 我的城市馬賽是個漁港，我們有一種特別的魚湯叫BOUILLABAISSE，只

有在馬賽的一些地方能找到，味道有點重但真的很棒。另一個是在法國很普

遍卻很受人們歡迎的STEAK FRITES，很大一片有飽足感又美味，所以在

法國的任何地方和餐廳，都是高人氣的菜餚喔！

STEAK FRITES

關於法國:
Q1. 請推薦你覺得法國不錯的景點。

A: 我最推薦的地方就是法國南方的 PROVENCE，
因為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景點，除了美麗的薰衣草

還有許多果園和不一樣的景觀，尤其在夏天是植

物生長的季節，整個普羅旺斯呈現生氣和鮮豔的

色彩，以及那裡的建築和房屋都很有特色充滿鄉

村氣息。



專題報導
歐洲未來世代寬頻網路的發展趨勢

現今網際網路和生活密不可分，「全民寬頻」的概念已成為各國家、區
域，還有地方政府在資訊通訊領域發展的策略依據。為了讓歐洲公民享有高品
質網路傳輸服務，歐盟資訊通訊科技領域未來的研究重點，就是寬頻網絡傳輸
設施的研發。

歐洲未來寬頻網路的發展方向：

1. 增進網際網絡使用便利性－
提升現存網路設施傳輸的能力，同時亦積極開發更新的網路傳輸技術，使得
網際網絡的運用不再受到硬體設施的限制。

2. 增進現有網絡傳輸能力，並引進先進基礎建設－
將新傳輸技術運用於傳統線路中，以提升網路傳輸速度。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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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YE3A 陳玟棋 整理



3.  因地制宜提出不同的問題解決方式－
開發出高效能、低成本的網路傳輸技術，可以拓展鄉村以及偏遠區域民眾的
教育與經濟機會。

世界各國政府正逐漸意識到寬頻網路的普及，及其對於國家未來整體的經
濟及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力。

2000年歐盟里斯本及2002年巴塞隆納高峰會時，歐盟國家即議定以「科學
與科技發展」為未來發展的藍圖；希望在2010年時，歐洲能成為世界最蓬勃且
具競爭力的知識經濟體。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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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歐洲未來世代寬頻網路的發展趨勢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s-report/SP200908/SP200908_01.htm



根據歐盟近期公佈的2008年初步數據顯示，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量已經連續

四年持續下降。這對歐盟15國實現京都議定書的減排目標（在2008-2012年間，

溫室氣體排放量低於基準年水準的8％）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歐盟環境執委迪馬斯（Stavros Dimas）表示：「歐盟已經成功證明，經濟增長

與廢氣排放量下降可以並行不悖。歐盟氣候與能源計劃的迅速執行，應更能推

動此一趨勢的走向。」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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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
2008初步數據顯示，

歐盟廢氣排放量正朝向京都議定書目標前進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10/P200910_01.htm



計畫介紹
挪威將導入醫療服務型機器人

挪威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站在醫療照護第一線的護理人員，將十分歡迎各

種生理感應器與醫療照護機器人，進入老人家中及醫療照護院所。由於老年化

社會中老年人口將不斷增加，而醫療服務機器人能處理一些規律性的重複事

項，例如：清理工作、搬運髒衣服以及移動病患等的任務。

雖然調查結果相當正面，未來還需針對所有使用者進行更多更確切的調

查，而要如何將現有的技術落實於現實的應用卻又是另一個挑戰，必須確認這

些技術確實可以提昇整體的醫療服務水準，而不是一昧的強迫人們使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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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0910/P200910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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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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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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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與台灣的學術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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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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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圍牆的歷史:

德國統一前後，及柏林圍牆倒塌後20年的今天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根據雅爾達協定，蘇美英法分區佔領德國，柏

林作為特殊單位由四國共同管理。1949年5月，美、英、法三國佔領區合

併，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同年10月，蘇聯佔領區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

和國，德國自此遂分裂為兩個國家。

Part 8                                                          柏林圍牆20周年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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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柏林危機爆發，年底，柏林

正式分裂成為兩個城市。1961年，民主德

國在東西柏林邊界各自一側修建柏林圍

牆，並且切斷西德與西柏林的交通運輸，

冷戰到達了最高峰。當時，美國靠空投物

資支援西柏林，即為所謂的「空中橋

樑」。

文YE3A 陳玟棋 整理



Part 8                                                          柏林圍牆20周年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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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聯邦德國經濟發展較快，70年代，德國出現「經濟奇蹟」。到統一

前，聯邦德國儼然已成為世界經濟第四大國，貿易第三大國。民主德國在東

歐國家中，經濟則是發展最健康且快速的，統一前，東西德國都被世界銀行

列為世界十大經濟體之一。

1989年11月9日夜晚，當幾個東德人首度通過

布蘭登堡門附近的保恩－何馬關口時，幾乎沒有

人敢相信，東德警衛竟然未加以阻擾。隨後，成

千上萬的人站上柏林圍牆，德意志民族隨及歡聲

鼓舞邁向統一之路，全世界都為之屏息與動容，

德國人的命運再度重新改寫，那是一個無與倫比

的時刻，正如當時的總理柯爾的名言：「今天的

德國人是全世界最快樂的民族」。1989年11月9
日，屹立28年的柏林圍牆倒塌，兩德重歸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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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統一近20年，由於德國東西部歷史發展上的差異，及二次大戰結束

後長達40餘年的分隔，早已衍生不同的思維及行為模式，因此實可將德東、

德西民眾視為兩個不同的族群來看待，藉由此種途徑觀察德國社會的歧異。

就德東人民的物質文化層面來說，過去前東德共黨統治時期，雖遠超過

其他共產集團國家，而且還是一個工業化國家，然其物質生活水準仍與前西

德相差甚遠。

以兩性關係而言，前東德時期婦女，相對於前西德婦女而言，擁有較為

平等的社會地位，因為勞動市場中女性人口佔了一半，儘管前東德婦女所從

事的職業多半為收入少、地位低的工作，但無疑地前東德女姓在經濟上較為

獨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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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德國統一一度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並使其增長在統一後數年持

續放緩。根據柏林大學所發出的文章，兩德統一的經濟代價約為一萬五千億

歐元，比全國的國債還多。時至今日，德國東部仍需倚仗每年一千億歐元的

特殊補助來重建其經濟，而從西部提供的商品資助亦使西德資源緊缺，大部

份前東德地區被「反工業化」，導致近20%的失業率。高失業率導致數以千

計的德東人移居到西部找尋工作，反令當地人口持續下降，其中尤以專業人

士的流失最為嚴重，而轉用歐元作為通行貨幣，亦被視為德國大部份問題的

根源。

Page 22

德國中央銀行（Deutsche Bundesbank）

則一直強調經濟問題的起因不是歐元，

問題只有德國自己才可以解決，意有指

這代表著中央銀行暗示統一才是經濟問

題的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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