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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安迪 (Andreas Osterbrink)
日期：200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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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講者：華凱翎 (Katrin Wartenberg) 
日期：2009.12.02
時間：17:00~18:30
項目：德國留學
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留學諮詢服務

Part 1                                                          園區十一、十二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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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十一、十二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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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系列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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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講者：華凱翎 (Katrin Wartenberg) 
主題：柏林圍牆的今與昔

日期：2009.12.08 (二)
時間：10:00~11:00 A.M.
地點：Q002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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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名：諾言

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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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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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影放映 ]

Part 1                                                          園區十一、十二月活動預告



2009 歐洲魅影展

罪愛糾葛

短片精選

布拉格練習曲

國家：奧地利

時間：2009.12.07(一)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90 mins

國家：瑞典

時間：2009.12.08(二)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共61 mins

國家：捷克

時間：2009.12.09(三)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100 mins

Part 1                                                          園區十一、十二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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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人自拍/我愛阿拉斯加

商店街殺人事件/謊言三部曲



琴戀克拉拉

甜蜜衝擊 國家：波蘭

時間：2009.12.10(四)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82 mins

國家：德國

時間：2009.12.11(五)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107 mins

聖冠傳說 國家：匈牙利

時間：2009.12.14(一)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118 mins

Part 1                                                          園區十一、十二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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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遊戲

不惑人生 國家：斯洛伐克

時間：2009.12.15(二)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100 mins

賭命法則 國家：西班牙

時間：2009.12.16(三)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100 mins

國家：義大利

時間：2009.12.17(四)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95 mins

巴黎愛相隨 國家：法國

時間：2009.12.18(五)  18:30   
地點：Q002階梯教室

片長：85 mins

Part 1                                                          園區十一、十二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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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擊暖化 法國巴西呼籲各國妥協減碳目標
○ 西西里島垃圾堆積如山 居民放火燒垃圾
● 糧食高峰會富國領袖缺席 人道團體批浪費時間
○ 西班牙新一波金融改革 1/3銀行將整併
● 西西里黑手黨第二號人物 亡命15年後落網
○ 英首相：明年辦NATO峰會 討論阿富汗撤軍時程
● 全球新流感6250人死亡 西班牙希臘接種疫苗
○ 紀念天鵝絨革命20週年 捷克舉辦紀念晚會
● 經濟蕭條 三分之一愛爾蘭餐廳面臨倒閉危機
○ 索國海盜收到400萬美元贖金 西班牙漁船獲釋
● 世足會外賽爭議 法國隊長享利坦承手觸球
○ 歐盟常任主席 比利時總理出線
● 歐盟通過 ING等三家銀行重整計畫
○ 言論自由 丹麥讓希特勒崇拜者入皇家衛隊服役
● 為未來紓困集資 英國支持對銀行課徵全球稅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Page 7
更多歐盟新聞: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17



瑞士人口約773萬9100人，面積41284平方公里，是位於歐州
中部的內陸國家，東鄰奧地利和列支敦士登，南面與義大利為
鄰，西面與法國接壤，北部與德國交界。自古以來，瑞士就是
南來北往的重要交通孔道，再加上地勢很高，戰略位置極為
重要，成為各民族交流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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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舉世聞名的中立國－瑞士
SWITZERLAND

文YE3A 李嘉怡 整理



Part 3                                                          主題專欄

瑞士是聯邦制國家，各州為主權州，有自己的憲法。聯

邦委員會是國家最高行政機構。聯邦議會由具有同等許可權

的國民院和聯邦院組成，是聯邦的立法機構。只有兩院取得

一致，法律或決議才能生效。歷史上，瑞士曾長期處於神聖

羅馬帝國的統治下，1684年才宣布獨立和開始奉行中立。一

個多世紀後它被拿破崙併吞，直到1815年拿破崙戰敗後的維

也納會議，正式確認它為永久中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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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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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結束後聯合國的作用越來越大。在新的形勢下，瑞

士長期以來所固守的傳統中立政策漸顯僵化，使它在國際舞

台上斡旋的空間縮小。在聯合國裡，以觀察員身份出現的瑞

士既無投票權也無決策權，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幾乎聽不

到它的聲音，如繼續下去，難免會被「邊緣化」並在世界上

陷入孤立的境地。



而瑞士這個與世隔絕的形象，在歷經911事件後已不再牢
靠，也從美國的單邊主義中看到自己「中立便是孤立」的危
險性。正因為不少瑞士人意識到這點，促使他們堅定了加快
融入國際大家庭，決定成為聯合國成員，更積極地增長了參
與管理這個世界的決心。

2002年3月3日，瑞士將是否加入聯合國議案付諸公民投
票，最後因贊成占多數，於2002年9月10日正式加入聯合國。

Part 3                                                          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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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來自德國的Achim Klein

文YE3A 李嘉怡 整理

這次訪問到的是來自德國凱
撒勞坦(Kaiserslautern)的
柯安勤同學，目前是文藻英
文系二技部四年級的學生，
在台灣生活邁入第六年了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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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關於台灣:
Q1. 為什麼選擇到台灣來呢？從事過什麼樣的工作嗎？
A:其實在來台灣之前，我在美國工作、唸書待了五年左右，也是在那裡
認識了我的女友，當初來台灣的原因就是因為陪女友過來，而現在我們
已經是夫妻了！我成為台灣女婿。

Q2. 在台灣從事過什麼樣的工作嗎？
A:在進入文藻之前，我曾在中山大學進修過中文課程，同時，也教學生
德文和英文，現在也持續著教學工作，但主要還是以學生的身分學習。

Q3. 你認為在台灣生活的優點是什麼？
A:台灣最棒的地方就是有豐富的自然景觀，我是一個愛好大自然的人，
而台灣有許多令人驚豔的漂亮景點！除此之外，台灣是一個相當便利的
國家，24小時不打烊的便利商店和夜間熱鬧的商圈，似乎到處都有人，
很有安全感。最後，比起德國和美國，在台灣想吃外食便宜又方便，特
別是對吃素食的我來說，種類選擇之多真的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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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Q4. 在台灣生活的缺點呢？
A:在台灣生活最大的缺點，也是我課堂上報告常講到的交通的問題，台
灣的駕駛和機車騎士常常不遵守交通規則，這真的是相當危險。另一項
比較嚴重的缺點就是污染了，空氣污染、水質污染，各式各樣的污染常
常在新聞中所見，還有在風景區隨處可見的垃圾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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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Achim 的中文講的很好，在學習中文方面有
遇上什麼樣的困難嗎？

A:一開始覺得學中文相當有趣也好玩，特別是
象形文字的部份，可以從字形看出意思十分有
趣！學習中文半年後，我發現我還是看不懂街
上的廣告看板，覺得不太開心，而學了一年
後，我還是看不懂，覺得很沮喪，所以我認為
中文是世界上第二難的語言，但會說中文真的
很酷，現在我也開始學習台語了。



Q6. 在台灣最喜歡的休閒活動是什麼呢？
A:最喜歡旅遊，因為喜歡大自然景觀，所以也喜歡登山、游泳、騎自行
車和浮潛。高雄有許多適合騎腳踏車的地方，像是旗津海邊的自行車
道，風景很好；愛河周邊的車道，但有車子吵雜的聲音；還有博二藝術
區周邊的車道也很棒。

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Q7. 曾經去過哪些景點值得推薦給大家呢？
A:我曾經去過大霸尖山旅遊，很漂亮的地方。
阿里山北邊有一片竹林也很漂亮，還有太魯閣和
溪頭的自然風景都很好。另外，在小琉球浮潛真
的很棒，我去了6-7次；澎湖的七美島和蘭嶼的自
然景觀很壯觀，稀奇豐富的魚種也很特別，因為
去蘭嶼觀光的遊客較少，很安靜且景觀特殊感覺
很像置身國外。台灣有相當多很棒的景點都值得
遊客來台灣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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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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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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對此結果表示歡迎。歐洲環境局估計，與2007

年相比，歐盟15國2008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平均下跌1.3％，使得整體溫室

氣體排放量低於基準年（大多指1990年）水準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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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歐盟27國在2008年整體溫室氣體排放量估計

下降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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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P200910/P200910_01.htm

文YE3A 李嘉怡 整理



挪威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站在醫療照護第一線的護理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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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研究調

查顯示，醫療照護人員認為先進科技與醫療服務機器人的引進，可以減低他

們的工作壓力與時間，也能讓老人長久安心地待在家中，而仍然受到妥善必

要的醫療照顧。

由於老年化社會中老年人口將不斷增加，而可工作人口比例相對降低，

因此基本的醫療照護必然成為社會的一大負擔。此項調查主要目的即在指出

醫療照護人員對於即將來臨的老年化社會，所面對的挑戰與壓力。雖然在調

查的過程中，有部分受訪者在初期對醫療機器人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多數

醫療照護人員最終均看到醫療服務機器人所能帶給他們的便利和好處。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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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介紹
挪威將導入醫療服務型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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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主題：第4屆Christina性別、自然與文化研討會將探討性別、自然和

文化之間複雜的關聯性。近來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自然與文化在本質上有

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些研究指出，我們往往是經由性別論述而理解自然，

相反的，性別卻是通過歷史對於自然的暫時性假設而產生意義。針對這樣的

研究說法，此研討會將探討過去與現今如何理論化、描述與經歷如此相互交

織的自然、文化和性別的觀點。因此，此研討會的目的是為來自不同學科的

研究人員製造一個討論平台。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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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報導
第四屆性別、自然與文化研討會

即將於明年五月在芬蘭舉行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0910/CF200910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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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月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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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t t p : / / w w w . h s - k o m p a s s 2 . d e / k o m p as s / x m l / i n d e x _ k o o p _ e n . h t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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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98年12月留學講座

日 期：12月19日（周六）10：00-12：00
主 題：留學美國─獎學金資源及留學貸款
主講 人：林芝立小姐/學術交流基金會顧問

• 高市圖寶珠分館留學資料中心，每個月特別邀請具留學
國外經驗的輔導老師，到館提供安全正確留學資訊，與
您分享留學經驗！本活動完全免費，場次如下，歡迎報
名參加！

• 報名方式：電話：07-3950813 傳真：07-3952429

• E-MAIL：chun@mail.ksml.edu.tw

• 講座日期

日 期：12月17日（周四）15：30-17：00
主 題：留學美國─如何撰寫讀書計畫與推薦信
主講 人：吳俐瑩小姐/美國教育基金會顧問



柏林：新興歐陸藝術交易中心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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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是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

這座象徵冷戰和東西歐分裂的柏林圍牆被

推倒之後，1991年的柏林再度成為兩德統一後

的首都。這座年輕又古老的城市，位於歐洲的

心臟，亦是東西的交匯點，無論是在政治、戰

略、經濟或是人文方面，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因而短短幾年間，柏林迅速的恢復了在歐

洲文化和經濟中心地位。

由於柏林過去東西分隔的歷史，在種種政治的考量下，城市的工業設施與

商業機能大量外移到慕尼黑、法蘭克福等德國大城；圍牆雖然限制了柏林，卻

也讓柏林專注於文化藝術的發展，其中「博物館島」就是個令人咋舌的成就。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在東、西柏林的藩籬除去後，城市重新規劃分區架構，大量釋出空屋和閒

置空間，加上生活費便宜，文化素質高、歷史資源豐富、城市氣氛開放、聯外

交通便捷，自1990年開始，即不斷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定居於此，聚集了

創意產業的新生代，電影、廣告、時尚、設計等產業形成了柏林大都會區的文

創產業。前東柏林殘敗破舊的工廠、麵包場、啤酒廠或是荒廢的住宅，陸續成

了藝術家工作室與畫廊展示空間，正因特殊的歷史痕跡對創意人特別具有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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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代表正義精神的地點、留存歷史傷痕

記憶的點等，讓柏林吸引了新生代藝術家

和走實驗前衛路線的畫廊前來進駐。柏林

圍牆倒塌20年後，柏林的藝術產業雖然規

模遠不及倫敦和紐約，但卻已是歐陸的文

化匯流城市和全球最吸睛的藝術新都會。

柏林成為當代藝術輸出的大本營，嶄新崛

起的當代藝術之都。



去年才開始的「柏林當代藝術」

(abc- art berlin contemporary)，即是裝

置藝術的博覽會。這些博覽會都算是柏

林當代藝術博覽會的衛星博覽會，特色

是每年都換地點展出，顯示出柏林不但

能吸納如此龐大的藝術產業能量，也是

前衛性藝術的市場化實驗場。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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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度告急的柏林當代藝術博覽會，以強調創新性、增加評選機制、減小規

模、但增強顧客服務熬過過渡期，轉型成功，現在也還安然度過了金融風暴。

柏林當代藝術博覽會在今年甚至被《英國財金報》(Financial Times)評論為德

國最重要的博覽會，搶盡「科隆藝術博覽會」(Art Cologne)的鋒頭。Abc博覽

會以大型裝置作品為主，雖然作品都很前衛、材質設置方式都很實驗，銷售意

味卻不濃，但是參展以畫廊為單位，為每位參展藝術家支付4,000歐元的費

用；今年參展畫廊有46家，表現了這些畫廊和柏林藝術產業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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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的藝術產業在地點上是歐陸的中心、東西歐的

樞紐，做為文化交流的腹地廣大，統一後的柏林特殊的

歷史環境和人文氣氛，鼓勵了創意產業的進駐和藝術的

實驗和探索精神，為原本體質就不差的德國藝術產業增

加了激勵因素，也成為德國文化和他國文化交流最具吸

引力的城市。

柏林圍牆倒塌已過20年，歷史也已經付梓，即便城

市無可避免的必須面對一次又一次錯誤的過往，和其所

導致的宿命，當代藝術家卻給了柏林新的樣貌：一種樂

觀開朗的精神，與擁有無限可能的當代藝術新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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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柏林圍牆的查理崗哨
(Checkpoint Charlie)

美國建築師艾森曼(Peter Eisenman)設計的「歐洲受害猶太人紀念碑」
(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由2,000多個碩大的水泥石塊
構成，悲壯肅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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