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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安迪 (Andreas Osterbrink)
日期：2009.12.28
時間：10: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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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3
時間：16:00~17:00
項目：法國留學
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留學諮詢服務

Part 1   園區十二月、一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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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獎雲集－諾貝爾文學獎德語區得主
二部曲專題展

[ 海報展 ] 首部曲： 2009/12/21~12/31
二部曲： 2010/01/01~01/22
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廊

[ 書展 ] 日期：2009/12/28~2010/01/22
地點：圖書館 1F 展示區

Part 1   園區十二月、一月活動預告



歐洲聯盟的「柔性權力」運用研討會

[ 研討會 ] 日期： 2010/01/08
日時： 08:30 a.m.~17:30 p.m.
地點：歐盟園區Q002階梯教室

「柔性權力」一詞是由哈佛大學教授Joseph S. Nye Jr.在1990年提出的概念。

柔性權力相對於過去傳統仰賴之「硬性權力」（hard power）。前者指一國

以其制度上、文化上、政策上的優越性或道德性，完成國家政策目標；後者

係指一國以軍事上或經濟上的優勢來壓制對方。柔性權力的運用藉由自己思

想的吸引力，或者決定政治議題的能力，讓他國自願效法或接受體系的規

則，從而間接地促使他人確定自身偏好。而硬性權力的表現則借助威脅或利

誘手段，直接迫使他人改變自身意志或行為。歐洲是目前全球發揮「柔性權

力」（Soft Power，亦譯為軟權力、軟力量、柔性權力、柔性力量）最大的

地區，歐洲文化、藝術、音樂、設計、時裝、飲食等長久以來吸引著全世界

的目光焦點。

Part 1   園區十二月、一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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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本哈根救氣候 逾百領袖確定出席峰會
○ 義國性愛遊戲謀殺案 美國女學生被判有罪
● 義七成家庭今年收入 維持過去生活水準
○ 破產大老闆涉隱匿名畫 義國警察監聽查獲
● 避免沾惹政治 北韓製牛仔褲遭瑞典百貨下架
○ 羅馬尼亞總統決選 兩位候選人都聲稱獲勝
● 誤殺少年事件週年 希臘警方與抗議民眾衝突

○ 梵蒂岡銀行涉洗錢遭義大利調查
● 傳英政府考慮對銀行家 紅利課徵暴利稅
○ 歐盟施壓美中提高減碳承諾
● 民調落後 英國執政工黨向對手發動階級戰爭
○ 英國人的耐性只剩下 八分二十二秒
● 歐盟籲以巴共享耶路撒冷 成為雙方首都
○ 查理王子阮囊羞澀 向隨扈借3000鎊付旅費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更多歐盟新聞: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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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世界花卉消費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長。目前世界花卉消費

額為400億歐元，其中鮮切花為300億歐元，盆花、觀葉植物為100億歐

元。三大花卉消費區域主要劃分為三個部分：美洲、歐洲、亞太地區。

其中歐洲市場是鮮切花消費量最大的市場。全球花卉年批發交易額為

100億歐元，出口額48億歐元，大部分是由荷蘭出口到世界各地。

Part 3                                                          主題專欄

荷蘭－花卉出口及市場營銷
文UG4 張富媜/E5B 吳璟楦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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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荷蘭花卉出口的目標市場是歐盟市場，佔整個出口額的86%左右。荷

蘭花卉銷售前5位的歐盟市場依次是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及本國市

場。這5大市場佔荷蘭花卉銷售額的75%。這些市場都有一個共同的特

點：與荷蘭近鄰。此外，荷蘭花卉也出口到一些較遠的國家，如東歐國

家、亞太地區、中東、拉丁美洲及北美市場，但份額小。根據目前發展

情況，預計荷蘭花卉的出口增長點在東歐國家，所以今後荷蘭會將出口

重點放在波蘭、立陶宛、俄羅斯、烏克蘭等東歐國家，此外出口到西班

牙、希臘的份額也會有所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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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荷蘭會主導花卉市場的理由，主要是位於最大消費地域（歐洲）、溫和的

氣候、具優秀技術的勞力資源、企業家精神及拍賣系統（auction system）、

公平健全的配送網路。例如，擁有1.2萬種產品，可以提供交易商一次購足服

務，同時直接付款制度使賣方不用擔心取不到貨款，不會有呆帳問題。買方也

可以透過銷售網路將商品銷往世界各地。另外荷蘭的冷凍行業非常發達，世界

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均制冷和冷凍容積量能夠超過荷蘭，這一行業的公司

大都具有現代化的制冷和冷凍技術設備，且工作效率高，能充分保証高質量的

農產品的運輸、儲存和配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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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市場及物流服務

Part 3                                                          主題專欄

荷蘭的阿斯米爾拍賣市場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場，共有51個國家向

市場供貨；市場會員（種植戶）有7000戶；佔地面積100萬平方米；鮮切花、盆

花的年交易總量為55億支（盆）；雲集的花卉品種達12000種。2002年花卉產品

的市場交易額為16億歐元，比上一年增長了6.5%，其中鮮切花為10億歐元，室

內觀葉植物5億歐元，庭院植物1億歐元，每天（約4～5小時）有55000筆交易成

交。長期駐場的大型購買商有300家，包括工作人員、種植商、出口商、經紀人

及市場雇傭的工作人員在內，每天市場流動人數1萬人次；每天啟用的台車有

25000台；經拍賣市場拍賣的產品由出口商出口到84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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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阿斯米爾拍賣市場是種植者利益的聯合體，種植者是市場的主人，為了保護

種植者利益，必須用更專業化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手段來進行市場運作，最大限度

地控製成本。要吸引更多的購買商進入市場購花，必須加強市場的吸引力。 阿斯

米爾拍賣市場從以下六個方面來加強這項工作：

一、發展新的交易模式和方法，為購買商提供更大的方便。

二、用高品質產品、低成本服務樹立市場形象，為市場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

三、為採後處理（包括包裝）等提供良好的、成本相對較低的設施、設備，為購

買商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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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務。這項服務不是由市場來完成，而是由市場引進的大量

的運輸商來為客戶提供，例如邀請荷蘭皇家航空公司進駐市場為客戶現場提

供包裝運輸，邀請大企業進駐市場為購買商提供採後處理、運輸服務。

五、對一些市場准入條件較高的國家（如日本），邀請其檢驗、檢疫機構派員長

期入駐市場為購買商提供服務。

六、全年不間斷地為購買商提供品種備註服務，並儘量降低服務價格以保持競爭

優勢。

Part 3                                                          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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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米爾花卉拍賣市場現場不做實體花卉交易，而是透過網路及電子交易系

統，在場外終端機或筆記本電腦前的使用者，也可以透過遠距交易系統參與拍賣。

平均每天四至五小時內，經由網路視窗完成的交易量達5.5萬筆。這套交易機制，

可為花農、交易商、零售商創造價值，形成價值鏈。在阿爾米爾花卉拍賣中心，每

天成交的鮮花總量約1400萬支，裝滿鮮花的箱子源源不斷地運進來，再發往世界各

地。

Part 3                                                          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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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斯米爾花卉拍賣市場內，所有流程都是由電腦控制自動進行，而這完全

得益於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FID）的使用。無線射頻識別技術是一種非接觸式的

自動識別技術，它通過射頻信號自動識別目標並獲取相關資料。這種技術能識別高

速運動物體並同時識別多個標籤，操作快捷方便。無線射頻識別技術不僅提高了貨

物交通管理的效率，還有在零售業中代替條碼，大顯身手的趨勢。無線射頻識別技

術不僅能追蹤貨物的發貨，而且通過RFID閱讀器，商店的店員可以及時知道貨物

銷售情況及存貨量。此外無線射頻識別技術帶有安全防盜功能，只有在顧客交款

後，防竊程式才會自動取消。

Part 3                                                          主題專欄

RFID是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的縮

寫，是由感應器(Reader)和RFID標籤(Tag)所
組成的系統，其運作的原理是利用感應器發射

無線電波，觸動感應範圍內的RFID標籤，藉

由電磁感應產生電流，供應RFID標籤上的晶

片運作並發出電磁波將資料回傳給感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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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的今與昔」講座
文YE4A 李嘉怡

在一系列柏林圍牆二十周年的系列活動中，歐盟

園區在十二月八號，邀請到了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駐台

代表華凱翎 （Katrin Wartenberg）老師，與文藻師

生們一同分享柏林圍牆的今與昔。講座全程華老師都

以德文進行演說，讓聽眾更能感受到柏林圍橋倒塌前

夕那股緊繃的氣息，現場更有口譯人員為聽眾們進行

即席的翻譯，讓這場講座巧妙的成為歷史與學術的完

美結合。

在講座的開始，華老師和大家簡短的介紹了戈巴

契夫這位蘇聯政治家對統一的影響，隨著戈巴契夫上

臺，蘇聯在東德的立場迅速軟化，加上民主德國內部

激進派的響應和鼓動以及美國的支持和蘇聯的默許

下，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拆除。

Part 4                                                          歐盟園區活動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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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園區活動專欄

在講座內容中，華老師更詳細的敘述了柏林圍
牆倒塌前夕，德國突然發生的改變，在一九八九年
十一月，新東德政府開始計劃放鬆對東德人民的旅
遊限制，但由於當時東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錯誤地
宣佈柏林圍牆＂即刻開放＂，導致數以萬計的市民
在當晚走上街頭，在圍牆邊的哨所前等待走向國家
的另一方，激動的群眾甚至拆毀圍牆，頓時整個德
國陷入極度興奮的狀態。最終，十一個月後，兩德
終於統一。

華老師在講座中不僅講述了柏林圍牆倒塌前，
東德和西德生活、政治和情勢上的差異，更提到了
當初她年輕時在東德生活時的情景，華老師認為她
的童年過得相當快樂，只是在公共場合時要特別注
意自己的言行舉止，舉例來說，當初東德禁止收看
西德的電視節目，但華老師與她的家人們仍然會偷
偷收看，只是在學校與朋友間不能夠討論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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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園區活動專欄

最後，華老師拿了幾幅漫畫作為例子，講述兩
德統一後所衍生的差異，雖然柏林圍牆不再存在，
但仍有其他無數障礙存在著，西德的資本主義席捲
東德企業，導致數百萬的東德人失業。而東德人認
為西德人貪得無厭，西德人覺得東德人好吃懶做，
此一現象並反映在德東與德西地區之間的社會及經
濟現象。

在一個多小時精彩的演講後，觀眾們也熱情的
參與討論，現場除了相當多與會教師的發問之外，
前校長李文瑞教授也與大家分享他的問題和心得，
而德文系張守慧教授更與華老師展開專業的學術交
流，將華老師所表達的看法翻譯的淋漓盡致！這場
豐富的講座就在熱烈的討論聲中圓滿落幕，更讓聽
眾們，對柏林圍牆倒塌的意義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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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由歐盟資助的研究計畫將利用數位電視作為媒介，開發出新一代的

數位學習系統。此項研究經費將近三百萬歐元的「無限學習」（Enhanced 

learning unlimited）計畫，將研究發展新程式技術，讓授課者可以透過各

種不同方式，將學習內容更有效地傳授給教室以外的學生。此計畫的主要目

標之一就是希望利用新的互動數位電視技術讓電視與觀眾之間的互動變得更

多樣化，達到更有效率的資訊交流。此外，藉由數位化訊號的傳遞，也能將

更多知識推廣至更多接收群體，尤其是歐盟的新會員國。根據統計，目前歐

洲僅有四成到六成的家庭具備有寬頻網路的基本連線設備，而電視的擁有率

卻高達九成五以上，截至目前為止，歐盟新成員國的寬頻網路使用率並沒有

明顯增加的趨勢。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歐盟「無限學習」（ELU）計畫
將e-Learning帶進家中客廳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7/P200907_03.htm

文UJ1C 丁怡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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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歐盟「無限學習」（ELU）計畫
將e-Learning帶進家中客廳

此計畫將「電視」視為一個最有利的媒介，因為它能以輕鬆、潛移默化

的形式有效地將資訊傳遞給潛在學習者。計畫主持人之一的Alex提到，若觀

眾可以在觀賞電視的同時也能有效率地學習到新知識，這是讓此計畫成功最

主要的關鍵。目前此計畫已經發展出一些新應用方法，包括：事先製作好的

軟體格式架構、簡報的格式樣版或多媒體簡報架構等等。這些模組的推出，

已經可以符合大部分使用者的需求。

此計畫研究成員提到，市場上數位電視軟體不斷推陳出新的同時，教學

軟體開發業者有責任繼續推動數位學習的發展。捷克廣播電視已經表明有興

趣設立學習頻道，以提供其國民電視學習的管道。此項行動將有助於ELU產

品進入市場。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7/P200907_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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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世紀開始，科學家們即持續不斷地研究電動運輸科技。二○○九年

二月底開始的歐盟「愛迪生計畫-在多元及開放市場的再生能源電動車應

用」 (EDISON, Electric vehicles in a distributed and integrated 

market using sustainable energy and open networks)，計畫目標就是開

發出一套智慧架構，提供可再生能源取代目前電動車的供電系統 。

愛迪生計畫的執行地點是丹麥，丹麥目前正在大規模推出電動車以及興

建相關的電動車基礎建設。多虧北歐的市場推動和投資方向，丹麥國內目前

的可再生能源供應已達到了百分之二十，而在不久的未來，丹麥十分之一的

車輛將會是純電動車或者是油電混合車。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歐盟推動可再生能源和電動車的結合
打造更環保的運輸工具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5/P200905_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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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歐盟推動可再生能源和電動車的結合
打造更環保的運輸工具

研究人員指出，因應電動車的普遍應用，必須發展出一套新型改良的電

力基礎建設，因為如果每個人都隨便的把電動車插入區域網路的電力補給，

將會產生嚴重的問題。在這種新型的設施中，電動車在充電的時候可以和電

網交換訊息，讓充電更有效率，而充電的時間將會因再生能源的供給量以及

電網上的使用人數而有些許變動。使用可再生能源能夠讓運輸業有效的減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特別是擁有智能科技的電動車，可隨時控制充電和放電的

狀況，使能源系統運作達到最佳效益。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5/P200905_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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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歐盟推動可再生能源和電動車的結合
打造更環保的運輸工具

這項研究工作將分成三個階段：研究、技術開發和實地測試。實地測試

部分將在丹麥著名的風力發電島 --- 波羅的海上的博恩霍爾姆(Bornholm)

上實行，愛迪生計畫的目標是由風力發電來驅動全島的電動車。藉由博恩霍

爾姆上的測試，研究人員將能夠實地評估在車輛數目變化時，對供電系統功

能將造成何種影響。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5/P200905_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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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因應現今嚴峻的全球經濟環境，歐盟執委會日前舉辦了一場「歐洲

該如何因應目前經濟衰退」的討論會，讓各部門官員與專家學者針對經濟環

境提出建言，作為制定下一階段政策的基礎。與會人士針對歐洲該如何對抗

全球經濟衰退達成多項共識，最重要的共識即是：科技研發將是維繫歐洲經

濟成長之鑰。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歐盟面對全球經濟衰退的因應策略-
科技研發是維繫歐洲經濟成長之鑰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5/P200905_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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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歐盟面對全球經濟衰退的因應策略-
科技研發是維繫歐洲經濟成長之鑰

與會歐盟研究官員表示，在教育、科學研究以及改革創新上投入更高更有

效率的投資，是讓已具競爭力之歐洲經濟社會永續不斷成長的重要因子，即便

在全球經濟進入衰退的現在，這些投資仍有其優先必要性。同時他也強調了，

研發經費佔整體GDP之3%達成率的重要性，並呼籲歐盟各會員國鼓勵其私人

單位在科研上投入更多資金。另外，歐盟教育官員亦表示「創新的中小企業與

機動性強的高學歷研發人員，是歐洲區域抗衡經濟衰退的最佳良方。」因此，

推動歐盟區域內各大學、研究單位、以及產業界間的密切合作，能讓歐洲在這

場全球經濟衰退中，維持其持續不墜的競技競爭力；目前，歐盟執委會所成立

的「歐洲創新科技學院」（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EIT）即是歐盟推動產、官、學界合作的重要機構。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5/P200905_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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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歐盟面對全球經濟衰退的因應策略-
科技研發是維繫歐洲經濟成長之鑰

為了強化最前端研發單位其角色的重要性，與會人士也建議重新評估歐

洲研究委員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簡稱ERC)的架構與運作方式。

會中更呼籲歐盟執委會與各會員國攜手合作，從研究基礎設備、聯合研究計

畫、研究人員生涯規劃、國際合作以及知識分享等五方面著手，推動歐洲研

究區域（European Research Area；ERA）的整合，使歐洲研究區域發揮真

正的效用，提升歐洲整體經濟競爭力。

對於歐洲該如何因應當前經濟情勢，與會人士共提出多達三十項的重要

建言，除了上述部分之外，還包括：提出中小企業在研究與創新上所需的幫

助，以及增進國際研發計畫合作的重要性等等。根據這些建言所制定的政策

將排入下次歐洲議會赴表，隨後推動執行。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5/P200905_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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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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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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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籍

《諾貝爾文學獎作品介賞 》
作者：劉啟分編著 ／水牛出版社

本書列舉八個國家，十七位諾貝爾獎得獎

者，從他們的生命中，你可看到踏上「成功之

路」是何等艱難；從他們的著作裡，你能摸索

些該讀的作品；此外，還能幫助你如何去選擇

一本好的讀物，並且告訴你如何欣賞一部世界

名著。

Part 7                                                          諾貝爾文學獎專欄
文UJ1C 丁怡方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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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籍

《錫鼓(上)、(下)》(Die Blechtrommel)
作者：葛拉斯／胡其鼎 譯／貓頭鷹出版社

奧斯卡，一個身高僅九十七公分的侏儒，對生命

的初始反應是拒絕長大。擁有超高智慧的他，敲著心

愛的錫鼓，擾亂納粹集會的秩序，用「唱碎玻璃」的

絕技，讓人無法忽視他的存在。《錫鼓》是格拉斯的

長篇小說代表作。亦莊亦諧的筆觸，諷刺現實處，既

辛辣又貼切，似觀賞一齣荒謬劇，教人捧腹，又無法

忽視其內蘊的悲劇基調。

Part 7                                                          諾貝爾文學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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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grext.coa.gov.tw/blog/7344/album/99/1220416051002.JPG

http://www.rnw.nl/data/files/imagecache/must_carry/images/lead/3406481161_988c0a6e1e_b.jpg

http://www.hanroc.com/about/latest_detail.aspx?ArticleId=114

http://www.bufbook.com.tw/index.php?PA=book_view&book_id=648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153501

http://www.noblechinese.com/guiren-news2/infoimg/200736101764.gif

http://www.zjagri.gov.cn/html/zjhh/summarizeView/2006012545612.html

http://ebrc.ntpu.edu.tw/modules/news/print.php?storyid=12

http://f158.5d6d.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f158.5d6d.com/thread-104-1-1.html

http://bbsbig5.chinesewings.com/eu/2009/07156744560.shtml

Part 8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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