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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獎雲集－諾貝爾文學獎之德語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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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28~01/22

地 點：文藻外語學院

圖書館1F展示區

Part 1                                                          園區一月活動預告園區一月活動預告園區一月活動預告園區一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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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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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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主創新產品辦法中國自主創新產品辦法中國自主創新產品辦法中國自主創新產品辦法歐洲雇主組織疑慮歐洲雇主組織疑慮歐洲雇主組織疑慮歐洲雇主組織疑慮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愛爾蘭財政赤字愛爾蘭財政赤字愛爾蘭財政赤字愛爾蘭財政赤字歐元區經濟隱憂歐元區經濟隱憂歐元區經濟隱憂歐元區經濟隱憂
●●●●隧道內外溫差大隧道內外溫差大隧道內外溫差大隧道內外溫差大歐星三列客車拋錨受困海底歐星三列客車拋錨受困海底歐星三列客車拋錨受困海底歐星三列客車拋錨受困海底

○○○○哥本哈根成就低哥本哈根成就低哥本哈根成就低哥本哈根成就低WWF與與與與IUCN寄望未來寄望未來寄望未來寄望未來
●●●●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尊者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尊者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尊者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封尊者前秘書歡喜讚嘆前秘書歡喜讚嘆前秘書歡喜讚嘆前秘書歡喜讚嘆

○○○○羅馬尼亞總統決選羅馬尼亞總統決選羅馬尼亞總統決選羅馬尼亞總統決選兩位候選人都聲稱獲勝兩位候選人都聲稱獲勝兩位候選人都聲稱獲勝兩位候選人都聲稱獲勝

●●●●歐洲各地大雪紛飛歐洲各地大雪紛飛歐洲各地大雪紛飛歐洲各地大雪紛飛交通混亂停擺交通混亂停擺交通混亂停擺交通混亂停擺
○○○○法國取得中國自造客機引擎法國取得中國自造客機引擎法國取得中國自造客機引擎法國取得中國自造客機引擎50億美元生意億美元生意億美元生意億美元生意
●●●●奧斯威辛集中營標牌被竊奧斯威辛集中營標牌被竊奧斯威辛集中營標牌被竊奧斯威辛集中營標牌被竊波蘭警方尋回波蘭警方尋回波蘭警方尋回波蘭警方尋回
○○○○ 50年來首例年來首例年來首例年來首例英國毒販將遭中國當局處決英國毒販將遭中國當局處決英國毒販將遭中國當局處決英國毒販將遭中國當局處決
●●●●大選將屆大選將屆大選將屆大選將屆英三黨領袖將首度進行電視辯論英三黨領袖將首度進行電視辯論英三黨領袖將首度進行電視辯論英三黨領袖將首度進行電視辯論

○○○○ YAMAHA裁員裁員裁員裁員義員工上屋頂抗議義員工上屋頂抗議義員工上屋頂抗議義員工上屋頂抗議6天天天天
●●●●迫害法輪功成員迫害法輪功成員迫害法輪功成員迫害法輪功成員阿根廷法官要求逮捕江澤民阿根廷法官要求逮捕江澤民阿根廷法官要求逮捕江澤民阿根廷法官要求逮捕江澤民

○○○○徵碳關稅制裁高污染國家徵碳關稅制裁高污染國家徵碳關稅制裁高污染國家徵碳關稅制裁高污染國家？？？？德國反對德國反對德國反對德國反對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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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glist.phtml?Rcg=17

Page 3



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全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第15次締

約方會議暨《京都議定書》第5次締約方會議，這一會議也被稱為哥本哈根聯

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於2009年12月7日—18日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12月7

日起，192個國家的環境部長和其他官員們在哥本哈根召開聯合國氣候會議，

商討《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後的後續方案，就未來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

行動簽署新的協議。是繼《京都議定書》後對全球氣候變遷意義重大的一份全

球氣候協議書，協議內容對地球今後的氣候變化走向產生决定性的影響。為期

兩週的哥本哈根會議在現代化的Bella中心舉行，被喻為“拯救人類的最後一次

機會”的會議。

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哥本哈根會議

文UG4 吳明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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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根據2007年在印尼巴里島舉行的第13次締約方會議通過的《巴里路

線圖》(Bali Roadmap)的規定，2009年末在哥本哈根召開的第15次會議將

努力通過一份新的《哥本哈根議定書》，以代替2012年即將到期的《京

都議定書》。考慮到協議的實施操作環節所耗費的時間，如果《哥本哈

根議定書》不能在今年的締約方會議上達成共識並獲得通過，那麼在

2012年《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到期後，全球將沒有一個共同文件來

約束温室氣體的排放。會導致遏制全球變暖的行動遭到重大挫折。因

此，很大程度上，此次會議被視為全人類聯合遏制全球變暖行動一次重

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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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稱全稱全稱全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第15次會議。

日程日程日程日程：2009年12月7日－18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丹麥首都哥本哈根Bella中心。

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參與人員：：：：超過85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192個國家的環境部長出席。

焦點焦點焦點焦點：氣候變遷的責任共擔。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商討《京都議定書》一期承諾到期後的後續方案，就未來應對氣候

變化的全球行動簽署新的協議。

結構和成員國結構和成員國結構和成員國結構和成員國：到目前為止已有192個國家批准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

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合作伙伴：與全球環境基金合作，向窮困家轉讓資金，支援它們減排。

宗旨及預期目標宗旨及預期目標宗旨及預期目標宗旨及預期目標：達成一個新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協議，並以此作為2012年

《京都議定書》第一階段結束後的後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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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概況會議概況會議概況會議概況



根據UNFCCC秘書長德波爾的表述，在此次會議上，國際社會需就以下

四點達成協議：

1.工業化國家的温室氣體減排額是多少？

2.像中國、印度這樣的主要發展中國家應如何控制温室氣體的排放？

3.如何資助發展中國家減少温室氣體排放、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4.如何管理這筆資金？

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宗旨與預期目標宗旨與預期目標宗旨與預期目標宗旨與預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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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減排4%目標亦難以承諾。奧巴馬上任之初曾希望借助自己的超高人

氣，推動美國在哥本哈根會議前通過一項氣候法案，儘管美國的承

諾僅相當於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温室氣體4%左右，與發展中國家期

望的仍有巨大差距。

歐盟：承諾於2050年減排95%。歐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試圖重新確立自己

的國際領導地位，指出如果哥本哈根峰會能夠達成氣候變化協議，

歐洲將在2050年前削減高達95%的温室氣體排放，在2020年前減少

30%。

印度：印度環境部長拉梅什3日宣布，印度將在2020年前將其單位國内生產

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削減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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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英國：2009年英聯邦政府首腦會議28日發表《西班牙港氣候變化共識：英

聯邦氣候變化宣言》，强掉在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各方

應該達成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發達國家應該對困難國家給予幫

助，尤其是資金援助。

澳洲：澳洲國會參議院2日卻再度否决了澳工黨政府提出的氣候變遷法案，

這使得澳總理路克文將空手赴會。澳大利亞是全球最大的煤碳出口

國，澳人均排放量超過美國。提議未來十年内温室氣體排放量將較

2000年減少5%到15%。

主要國家的態度主要國家的態度主要國家的態度主要國家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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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會議和京都議定書第五次

締約方會議於當地時間十九日下午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落幕。會議達成

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

Page 10

會議成果會議成果會議成果會議成果

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當天發表了一篇充滿感情色
彩的談話。他說，過去的兩天令人「 筋疲力盡」 。我
們進行的討論「時而有戲劇性 ，時而非常熱烈」 。
《哥本哈根協議》維護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及其《京都議定書》確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
任」原則，就發展國家實行强制減排和發展中國家採取
自主減緩行動作出了安排，並就全球長期目標、資金
和技術支持、透明度等焦點問題達成廣泛共識。

潘基文表示，他對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所取得
的進展感到滿意，本次會議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了
一步。他表示，過去十三天的談判相當複雜，進展相
當艱難。雖然本次會議沒有達成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
的協議，但他將盡力推動在2010年實現這一點。



科幻電影中機器人與人類共存的未來世界，也許即將實現。不久的將

來，機器人將可以陪伴老年人，也可以幫我們處理清潔等繁瑣的工作。歐盟

已經持續投入資金開發多項下一世代的機器人研究計畫，這些計畫涵蓋了提

供人們很多不同的服務。一項創新的研究計畫DustBot就展示了機器人將如

何在社區中，安全的導航、閃避障礙物，並順利執行任務。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計畫介紹
歐盟投入資金推動清潔機器人的開發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12/P200912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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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DustBot是歐盟第六期科研架構計畫（FP6）資訊通訊科技（ICT）領域

中的一項計畫，總經費約兩百萬歐元。此計畫的目標在於設計開發一個足以

改善社區區域衛生的智慧型管理機器人。該計畫日前舉行的發表會中，展示

了該計畫從2006年執行以來的成果。此次成果發表展示了兩款機器人的雛

型：第一款為專門收集廢棄物品的DustCart機器人；另一款為高約五十公分

的DustClean機器人，其主要任務為清理道路上的灰塵或雜物。這兩款機器

人都有能力在崎嶇不平的戶外道路上巡航行走，也可以深入人們較難到達的

區域進行清潔工作。此外，這些機器人有配置氧氣和一氧化碳感測器可以偵

測空氣品質，已確保社區居民的空氣品質。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12/P200912_02.htm

計畫介紹
歐盟投入資金推動清潔機器人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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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機器人的設計目標，就是清理那些人們比較難清理的區域，或提供

那些行動不便的人們將垃圾搬運到門口或垃圾收集區的服務型機器人。藉由

此計畫的研發成果，機器人可以成功的定位目前的所在地、安排最適當的行

進路徑、並且有效地和其他機器人交換訊息，達到分工合作、自主最佳化且

多用途的汎用型清潔機器人小組的目標。這意味著，這些機器人也可以在其

他地區進行任務。例如：提供適當地空間地圖資料後，DustBot機器人將可

以監控廣大的區域，在購物中心或博物館執行導覽任務、搬運貨品，或者在

室內或室外提供需要幫助的人協助。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12/P200912_02.htm

計畫介紹
歐盟投入資金推動清潔機器人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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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透過各種不同感測訊號的整合，例如：紅外線、超音波和雷射掃描等

等，這些機器人都足以快速且安全的在戶外導航，避開途中的障礙物。此

外，為了讓使用者可以更方便的與機器人溝通，這些機器人都配置了無線網

路介面。藉由這些自主的智慧型清潔機器人，電影裡面未來場景將會比我們

想像的更早實現。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12/P200912_02.htm

計畫介紹
歐盟投入資金推動清潔機器人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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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科技政策
歐盟發表未來核能研究走向

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在一份其合作撰寫的報告中，針對歐盟應如何在未來

幾年內處理核數據研究，提出相關建議。歐盟聯合研究中心指出，高水準的

核數據是設計和安全運行目前和未來核電廠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針對新式的

先進核能系統，所設想出的嚴格安全界線值，卻限制了核數據的準確性。因

此，為了因應現今對於深入、徹底的核數據研究計劃的期待，歐盟集合了研

究界和核數據最終用戶（產業）的代表，一起進行了一項名為

CANDIDE(Coordination Action on Nuclear Data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urope)的合作計畫。CANDIDE計畫的主要目標，是在探討

核數據的各項相關問題，因為，核數據對於各項廢物管理策略安全性和有效

性的評估，具有相當重要影響力。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12/P200912_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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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實現此主要目標，此計畫召集了此領域的各相關者，包含企業、研

究機構和學術機關，而此計畫建立於一個由上而下的基本結構，即主要由企

業指出需要改進的數據為何，而這些由企業所指出的需求，就成為進一步行

動的規劃起點。此外，CANDIDE計畫還包括透過發展歐洲核數據青年專業人

員的課程、以及整合核數據研究界的工作坊，來促進培訓和整合。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12/P200912_04.htm

科技政策
歐盟發表未來核能研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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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這項由歐盟聯合研究中心所參與的計畫，針對歐盟未來核能研究走向，

提出了以下幾項重點建議，以確保核數據發展的永續性：

1. 長期致力於歐洲現代核數據的評估

2. 支持發展能提供所需的、以及高準確度的核測量設施

3. 提供能力來發展先進的核模型

4. 確保能靈活地將已改善的核數據圖書館，實行於核技術和核設計之中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12/P200912_04.htm

科技政策
歐盟發表未來核能研究走向

Page 17



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歐盟執委會日前公佈最新eHealth市場發展方針（LMI）初期成果報告。

報告中指出，雖然多項eHealth相關計畫的執行已產生許多成果，但目前仍

然太早判斷這份市場發展方針對於歐洲eHealth市場的成長是否產生重大效

益。為了促進eHealth市場的成長，歐盟執委會在2008年初提出市場發展方

針（LMI）以移除eHealth發展上的法規障礙，並促進各相關單位間的溝通協

調。

在eHealth市場的發展上，像市場分散、缺乏資金、缺乏法律保障等等

因素，都是eHealth市場成功發展的障礙。檢視目前相關領域執行中的計

畫，大多數計畫均能符合原始進度執行，研發成果也在掌握之中，因此無需

進行任何修訂措施。即使如此，目前仍然沒有足夠的證據顯示這些是由於

eHealth市場發展方針推動的成果。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12/P200912_01.htm

科技政策
eHealth 發展已在歐洲步上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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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科技政策
eHealth 發展已在歐洲步上軌道

Health期中計畫報告中列出幾項已達到原訂目標的重要方針。其中包括

採用跨國電子病例整合系統（electronic health record；EHR）的建議。

還有多項大規模遠距醫療先期計畫的推動，旨在提昇遠端健康醫療的品質。

另一個較具有指標性的成果則是Calliope網路的開發，主要目的在促進

eHealth研發的跨國合作成果。另一項Q-Rec計畫主要是確保電子健康紀錄系

統的品質穩定。此外，歐盟執委會同時資助另一項「Good eHealth」的研

究，以建立一個數據資料庫，展示目前eHealth領域各項成功執行成果。檢

閱此資料庫可以透過下列連結：http://www.epractice.eu，也可以進入此

網站上傳新成功案例以便與其他機構進行交流。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12/P200912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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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科技政策
eHealth 發展已在歐洲步上軌道

eHealth、保護性織品開發、永續性建設、資源回收利用、有機產品與

再生能源，是促進歐洲未來經濟成長的六大發展領域。歐盟執委會希望藉由

eHealth市場發展方針的推行，能在目前全球艱鉅艱的經濟環境中，推動歐

盟此領域市場的大步成長，進而增加就業機會，已達到刺激歐盟整體經濟市

場成長的使命。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12/P200912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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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

2010歐盟ERC三項進階獎金開始開放申請

ERC進階獎學金提供卓越的科學家與學者機會，去研究由這些科學家與學者自
身選擇的創新科學領域，其補助對象不限國籍，不論是駐在或將移入歐洲的各國
學者都在補助的範圍內。此項高度競爭的獎學金，將資助歐洲境內最卓越的研究
計畫，並增值國家等級的研究投資，旨在推動創新領域知識的實質性進展，並鼓
勵新的研究問題、研究方法和技術的產生。換言之，ERC進階獎學金的目的是為
了資助與鼓勵，由資深、名望崇高、創新與積極的研究人員，所領導的個別團
隊，建立其在歐洲的研究地位，並且追求具突破性與高風險的研究，以開闢在己
身研究領域或者其他領域的新研究方向。也就是說，ERC進階獎學金將協助優秀
學者成立事業上第一個研究團隊或研究計畫，其申請人必須擁有良好的研究成果
記錄，其科學的領導形象和紀錄，將是評估的重要標準，而申請計畫是否包含多
學科、跨學科研究，也將會評估重點之一。整體而言，ERC希望藉由這項獎金來
鼓勵這三項學科內的新興研究。

計畫類別：
1. 工程暨物理科學領域計畫 (ERC-2010-AdG_20100224)

2. 生命科學領域計畫 (ERC-2010-AdG_20100317)

3. 社會科學暨人文學科領域計畫 (ERC-2010-AdG_20100407)

預算：共 € 590, 05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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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

2010歐盟ERC三項進階獎金開始開放申請

計畫徵求截止日：

1. 工程暨物理科學領域計畫：布魯塞爾時間2010年2月24日下午五點

(即台北時間2010年2月24日晚上十二點)

2. 生命科學領域計畫：布魯塞爾時間2010年3月17日下午五點

(即台北時間2010年3月17日晚上十二點)

3. 社會科學暨人文學科領域計畫：布魯塞爾時間2010年4月7日下午五點

(即台北時間2010年4月7日晚上十一點)

主題：

ERC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歐洲研究委員會，由歐盟執行委員會(EU 

Commission) 於2007年設立，爲歐盟第七架構計畫的一部分，主要負責基礎研究的資

助事務。ERC進階獎金(ERC Advanced Grant) 的資助對象為資深、名望崇高，而且已

經取得卓越成果的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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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籍

�《《《《玻璃珠遊戲玻璃珠遊戲玻璃珠遊戲玻璃珠遊戲》》》》
作者：Hermann Hesse(赫曼．赫塞) ／國家出版社

「玻璃珠遊戲」是作者畢生的精心傑作，也是他
最後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描述主人翁克尼克在藝術
的理想國成為最佳珠戲導師的過程，全書通過完整的
奏鳴曲的結構，把主人翁的出生、感召、修業的心路
歷程淋漓地鈎勒出來，可以說是赫塞畢生文學的高
峰，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總結這部小說出版三年後，赫
塞榮獲地位崇高的歌德文學，同年又獲得1946年諾貝
爾文學獎的桂冠及獎金。這部小說是瞭解赫塞思想及
文學音籟的鎖鑰。

Part 6                                                          諾貝爾文學獎專欄諾貝爾文學獎專欄諾貝爾文學獎專欄諾貝爾文學獎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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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籍

�《《《《魔山魔山魔山魔山（（（（上上上上）））） 、、、、 （（（（下下下下））））
作者： Thomas Mann(湯瑪斯．曼) ／桂冠出版社

書中所描寫的死神統治的「山莊」國際療養院，實際上
是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精神空虛、道德淪喪、危機
四伏的資本主義歐洲的縮影。整個「山莊」都未能逃脫
死亡的厄運，這意味著「山莊」所象征的世界已經衰
敗、沒落，歐洲戰前代表自由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在精
神上已經衰敗、沒落。

Part 6                                                          諾貝爾文學獎專欄諾貝爾文學獎專欄諾貝爾文學獎專欄諾貝爾文學獎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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