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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三月活動預告

活動簡介：

教科文組織及世界遺產協會為推廣保護世界上這些瑰麗

的建築、自然、文化，特設立並考究許多據點，將其列

入世界遺產，這些世界遺產的存在給了我們多一份對於

歷史的認識，而此次展覽特別選擇西班牙為焦點，並且

挑選十大世界遺產作為介紹，歡迎大家前往參觀。

「世界遺產專題」－西班牙篇

展覽日期：2010/03/01 至 2010/04/02

展覽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廊



Part 1                                                          園區三月活動預告

諮詢時間：每週一下午13:00~15:00

諮詢項目：法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法文系陳郁君老師

諮詢地點：歐盟園區Q003留學諮詢中心

諮詢時間：04/07，下午17：00~18:30

諮詢項目：德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德國學術交流總署華凱翎老師

諮詢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報名網址：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u00000000138&Rcg=1

98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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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留學諮詢]

[法國留學諮詢]



● 歐盟執委會對14國的經濟穩定與復甦計畫進行評估

○ 德國漢莎航空持續罷工抗議造成歐洲航空大亂

● 歐洲投資銀行和南非國家銀行將繼續緊密合作

○ 歐盟執委會將更大力支持基本人權的保護

● 希臘總理呼籲歐盟給予明確的債務支持

○ 歐盟執委會和德國強力支持成立歐洲貨幣基金

● 歐盟將父母雙方的育嬰假延至每人四個月

○ 歐盟將提供微型貸款給失業者及小型企業

● 歐洲投資銀行將幫助歐盟及塞浦路斯經濟回升

○ 歐盟將提升對女權的關注

● 歐盟總統要求會員國要自己負責航空安全的責任

○ 歐盟執委會計畫要為保護歐洲森林發行公債

● 歐盟計畫以節能環保車款來帶動經濟成長

○ 歐盟居中協調下法國同意幫助希臘度過信債危機

● 歐盟議會立法限制手機上網費用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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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3



羅馬聖彼得大教堂
文UC2B 孫韻巽 整理

聖彼得大教堂（Piazza San Pietro）為全世界第二大教堂，於西元326年落

成，由君士坦丁皇帝在聖彼得墓地上所修建。16世紀，教皇朱利奧二世決定重建

聖彼得教堂，並於1506年破土動工。在長達120年的重建過程中，義大利最優秀

的建築師布拉曼特、米開朗基羅、德拉．波爾塔和卡洛．馬泰爾相繼主持過設計

和施工，直到1626年11月18日才正式宣告落成。

Part 3                                                          主題專欄

聖彼得教堂不僅是一座富麗堂

皇、值得參觀的建築聖殿，它所擁

有高達百件的藝術瑰寶，更被視為

無價的資產。參觀這座教堂的幾個

重要特色一定要把握，因其佔地廣

闊，進入之後可能會不知從何看起

呢。 聖彼得大教堂（Piazza San Pi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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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教堂的廊簷上方有11尊雕像，中間是耶穌基督；兩側各有一座鐘，右邊是格

林威治標準時間，左邊是羅馬時間。大殿下面有5扇門，平常一般遊客都是走中

門。如果有幸遇上的話，可以隨教徒們從右邊的聖門進入大殿，不過這得要25

年才有一次機會。按規定，每逢25年的聖誕之夜，聖門打開後由教皇領頭走入

聖堂，意為走入天堂。其他三門分別是「聖事門」、「善惡門」和「死門」。

通過中門進入如同藝術寶庫般的聖彼得教堂內部。教堂內的屋頂和四壁都飾有

以《聖經》為題材的繪畫，不少蔚為名家之作。

圓頂（米開朗基羅設計) 眾聖者（貝尼尼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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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西元1506年時，由於年代久遠，大教堂漸漸的倒塌，當時的教宗朱利爾斯二

世下令重建，重建時間歷經一個世紀，跨越了文藝復興時期及巴洛克時期，集合

了當時最有名的建築師跟藝術家的參與設計，其中最有名的是布拉曼特、拉斐

爾、米開朗基羅、貝尼尼，而目前看到的聖彼得大教堂除了圓頂之外，大部分

都是貝尼尼的設計成果！

↑埃及方尖碑

↓聖彼德
（手握天國與地獄之鑰）

米開朗基羅嶄露頭角之作
聖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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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日本國家科技經費之結構

日本行政改造會議主導進行的「國家事業精簡（事業整理）方案」，引起各

界對科技預算的高度關注。有許多裁定為「廢止」或「縮減」的國家事業，

不僅遭諾貝爾得獎人或現場的研究人員抨擊，連政府綜合技術會議也表示反

對。日本投入巨額資金發展科技之目的與用途何在，茲分析如次：

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文UC2B 孫韻巽 整理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099031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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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科技經費用途廣泛】

以科技研究為主之事業預算被稱為「科學技術振興費」，今年度最初預算額

度為1兆3777億日圓。然遭裁定「縮減」的國際太空站的補給機（HTV），

卻已投入了250億日圓。判定為「凍結」的「新世代超級電腦開發」之明年

度預算額度為268億日圓。

在行政改造會議的「國家事業精簡方案」中，亦批評關於競爭性資金制度散

亂而造成資金集中於少數研究員。其背景在於市公所權力分立，整理和統合

是今後的焦點之一。競爭性資金目前8府省計有47種類，今年度的預算額為

4912億日圓。日本依據科學技術基本法標榜著「科技立國」。國家支援多種

的研究開發，目標在於藉由獨創性的成果創出而使得「經濟社會發展與提昇

國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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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科技成果之成敗】

成功案例以京都大學中山伸彌教授的IPS細胞製作，最具代表性。1997年110
萬日圓的研究經費而開啟的研究，相對其進展性受採用了鉅額的競爭性資

金，進而加速。山形大學城戶淳二教授等人的有機EL研究，經濟產業省於

2002年開始5年間提供了46億日圓的補助金，得以朝向實用化。太空領域

上，成功了開發出國產火箭「H2A」，並提高發射成功率至94%。

失敗的例子以2002年起5年間投入了578億日圓之文科省事業「蛋白3000」，

解析與疾病相關的蛋白質構造，希望能幫助開發新藥，但是期待落空結束。

這樣顯著的成功或失敗在全體中幾乎是例外，鉅額投資果真還原給經濟或社

會，其評價非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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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科技經費遠不如歐美】

與2000年度相比2007年度的科技相關預算，日本僅是107%，相對的美國則

為185%。英國也同樣的提昇，特別是基礎研究預算方針已訂為年平均5.4%
比率增加。其目標為運用傳統科學基礎的長處，希望創造出有高度附加價值

的新產業或社會改革等，歐巴馬總統亦對科學基礎列為重點投資。

【政府主導預算】

行政改造會議的「國家事業精簡方案」單在文科省的科技相關係方面已有40
個事業廢止或縮減。審議作業結果，於去年11月30日同會議中大略承認。此

外政府的綜合科學技術會議於12月8日，對於科學技術領域的主要事業評價

了優先程度。新世代超級電腦開發等，對於國家事業精簡方案中受到嚴格判

定的事業也有很多積極的評價。科學技術負責人菅副總理9日對於今後的方

針表示：「總結兩會議的結論，並加上政治性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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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口業的景氣依舊低迷，無法擺脫困境。「但在支撐產業發展的科技領

域上，日本科學家的研究佳績卻誇耀於世界。」科學技術振興機構（JST）

理事長北澤發表談話，分析日本科技研究現況與窘境。

北澤理事長語重心長指出，日本大學等機關積極申請到的技術專利沒有充分

被利用，反而是外國企業積極爭取日本大學等技術專利，呈現日本大學的研

究成果無法使用的「可悲實況」。其原因在於日幣升值，迫使日本的製造業

者轉向海外尋求廉價勞工和原料。

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專題報導
日本 JST 北澤理事長談日本科技研究現況與窘境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099031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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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2008年《科學雜誌》10大新聞的綜合第一名的是京都大學中山伸彌教授的

ips細胞研究。物質科學第一名也是鐵系超傳導和透明導電體的專家東工大學

的細野秀雄教授，日本科學家的旋風正在席捲世界。北澤稱許：「日本的基

礎研究已到達前所未有的高峰，金牌科學家輩出。」「重要的是這些科學家

都是由科學研究費所培育，而且是靠JST（日本科學技術振興協會）的戰略

性創造研究推進事業的團隊型研究（CREST）或ERATO型的第二階段的研

究資金援助加速其研究成果。」

北澤又表示：「最近被內閣選為最先端研究計畫代表而成為話題的30位研究

員，除了以天文、高能量等的大型研究、水處理或半導體研究為目標的綜合

技術研究之外，大部分也都是靠這兩階段性資金所培育的研究員。」強調日

本獨到的兩階段式研究資金支援方式，確實提升了日本的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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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對於產學合作，北澤說到：「1998年起日本大學的產學共同研究的件數急速增

加，大學第一個合資企業正式開始，並達到1500家合資公司的目標。專利申請

件數從2002年開始急速增加。從指標來看，日本的大學已經振作起來。」

但是，現在日本的企業卻對大學研究成果失去熱誠，反而是外國企業想買下日

本大學的專利。日本有9個大學已委託美國的公司販售已經申請的專利。也有大

型國家研究機關委託新加坡企業販售專利。這些企業就如拖網漁船一般將所有

的專利一網打盡，可見日本企業對日本大學的專利的不重視。

北澤憂心這是「國家政策的悲哀」。日本製造業者不買專利的原因在於「在日

本已無法生存，不需要專利」，而在海外創業新專利無用武之地，反而是老技

術比較管用。「日本過於投資出口只會造成日幣升值。新政府推出的擴大內需

政策，首先要讓廠商留在國內生產。大學等研究機構用人民稅金研究開發取得

的專利，廠商應將之活用於國內生產。否則，大學研究員在基礎研究的努力已

失去意義，而我們的相關事業也沒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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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官方表示，為提升國家競爭力，韓國政府已開始重新檢視，擔任推動國

內經濟成長重要角色之科技研究與發展體系的效率問題。

韓國知識經濟部長官崔炅焕表示，由於現今韓國在勞力與資本運用上已達一

定極限，目前唯有透過科技創新等方法，才能推動國家經濟持續成長。因

此，未來韓國 政府將會釋出部份權力給民間企業或組織，促使國內研究體

系更趨活化且有效率，以利促進其等在高新科技領域的持續發展。崔炅焕強

調，此舉主要是因為韓國政府認為私部門比公部門更能快速適應國際經濟情

勢變化發展。

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科技政策
為推動經濟成長韓國開始檢視國內研發體系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09903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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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為使韓國科技研發體系更有效率運作，及使研發成果能夠快速運用在推動經

濟發展上，對於研究經費的投入，韓國政府計畫將使其體系更趨透明，對於

無法看到具體成績及應用成果的計畫案，將會進行檢討，甚至停止資助。

基此，韓國政府計畫成立一由韓國知識經濟部官員與民間主要企業領導人組

織的委員會，作為政府與民間意見交流的重要渠道。未來此一由官方與民間

所組成的委員會，將共同出資 3兆韓元（約26億美金），選定10項具前瞻性

的發展產業，計畫在未來 7 年內，儘速推動韓國產業發展，其主要目的在於

協助韓國企業及商品發展成為全球市場之龍頭地位。其中所謂10大產業係指

電動汽車、第四代移動通信、核能發電、太陽能電池、次世代顯示器、碳素

纖維、半導體、生化抗癌藥物、智慧型電網管理、核心零組件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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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據資料顯示，韓國政府在研究經費方面的投入，由1999年的3.7兆韓元（約

32.06億美金），增加到2009年的13.7億韓元（約118.73億美金），呈現正

向發展趨勢，儘管如此，韓國產品在全球市場上佔有領導地位的產品數量卻

出現遞減現象，由2000年的87項，減少到2007年的53項。此等情形突顯韓

國政府在支持國內商品研發體系上存有效率與競爭力問題，雖然無可否認，

在此同時韓國也面臨一些新興國家的挑戰，例如中國大陸的生產的產品，具

有領導地位的商品數量，由2000年的698項，增加到2009年的1128項，然

此仍不足為研發成果不力的藉口。

對此，韓國政府預計將於今年6月份提出一新的獎勵制度，藉以鼓勵研究人

員與企業進行科技研發，進而達到以強化科技研發成果方式，推動國家經濟

持續成長之目的。韓國政府認為此舉將有助國民所得快速增加，預計屆時韓

國國民所得將由現今不到20,000美金，達到2020年40,000美金預定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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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校外活動快訊

國立臺灣大學舉辦「2010 ASAIHL大會」

國立台灣大學謹訂於99年4月16日（星期五）至17日（星期六）舉辦「2010 

ASAIHL大會」，歡迎踴躍參加。

說明：

ASAIHL 全名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譯名為東南亞高等教育協會。該協會由8所東南亞國家大學校長共

同於1956年發起成立，為東協(ASEAN)的外圍組織之一，旨在加強東南亞地

區高等教育機構間之交流合作，以提升教學、研究等學術發展。其成員包括

東協大部分國家之一流學府，為東南亞最有影響力之高等教育國際組織，歡

迎有意願與東南亞高教機構合作及招生的單位參與本次會議。

詳細內容請上國合中心：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990319-21&Rc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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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歐盟文化專欄

「飲食文化」

和皇帝同起同坐的天賦權利

一個人氣定閒神地坐在餐桌前，檯面上擺放是熱騰騰的菜餚，氣氛悠閒而

寧靜，舉箸，挾起一口菜，就著碗沿扒了些白米飯，幾經咀嚼後，再另外舀起

一匙湯水，吹涼些，唏哩呼嚕地喝下，滿口飄香滋味，一臉心滿意足。待一切

都入了喉，彷彿吞嚥下的不只是安撫腸胃的食物，竟也安撫了一根根亟需鬆弛

放懶的神經。進食，本是一種生物本能，但透過飲與食的動作，人們卻同時嚥

下了傳承百千萬年來的偉哉文化─飲食文化。

關於吃吃喝喝，你怎麼看待？飲食這種隨時隨地可見的人類活動，看似太

尋常瑣碎而致使難以和學術研究劃上連結符號，縱然坊間食譜食記食經自成一

片書潮，而與美食相關的節目新聞部落格又是如此為數繁多，但要如何透過吃

吃喝喝來為飲食文化下一定論？更甚，要如何在眾文化領域中，為飲食在歷史

洪流裡覓得一處立身地，好讓人類在學習自身文化時，能多一個宏觀立場呢？

Pag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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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Ulrich Tolksdorf的一席話：「在需求（飢餓）和滿足（吃和喝）之間，

人類確立整套饌食文化體系。人類滿足自己感官需求的方法，幾乎清一色是傳承

而來，換言之是經由文化習得的。除此之外，飲食也以社會運作架構之姿出現，

以確保群體和個體之間的定位和交流。」

上述這一番見解，始見於一本我無意間尋得的書中引言，書名倒也氣魄，

《歐洲飲食文化─吃吃喝喝五千年》（Europäische Esskultur），作者是一位任

職於德國波昂大學的民俗學家，他的專長領域正是飲食文化。

尚未翻開此書前，看在我這名東方人眼裡，姑且不論台灣人中國人之屬，歐

洲的飲食文化？這有什麼好說的呢？論吃吃喝喝的文化，論得過列位古文明國度

的我們嗎？然而掀開書皮後，先是一系列饒富趣味的十來幀圖片，下方敘述了相

關活動說明，看到不同時期的歐洲人物像，畫面出現或吃食烹調，或耕作漁獵的

文化意象，還滿符合書名的嘛。接續而來的是一篇精略而大意誠足的導讀，更讓

我看得眼直了，這本書可是紮紮實實地把歐陸那自舊石器時代的飲食紀錄，一路

吃香喝辣到二十世紀的近代後期給完全收錄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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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好奇心被勾起的我接看了引言，就這樣信服在作者既理性嚴謹又考究

獨到的筆觸下，完全認同飲食之於文化的必備性，更重要的是，在透過飲食文化

的傳承與變遷中，歐洲歷史又重新用一種閒話家常的姿態，予我道盡五千年來的

吃吃喝喝！

話說六十萬年前，彼時歐陸上的人類文化與文明進展相當緩慢，接續到西元

前一百年左右的「古典時期」前，這一段冗長的時期被統稱為「史前時代」。期

間依照人類對於器具製作與使用方法個別區隔命名，便出現了我耳聞過的舊石器

／中石器／新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等等。據考察該區域，約莫在舊

石器時代初期，人們即能以火烹煮食材。

火不單單讓生活更趨進化，在飲食方面，更是大幅減少了細菌感染的危機。

此外，由於飲食漸漸講究而不再粗糙如昔，人類的臼齒由大而小，口腔更是便於

言語發音動作。同時也透過飲食概念建立，開始出現群體飲食現象，幫助發展良

好的社會互動關係。社會互動？殊不知，當人與人之間出現群體現象，這意味著

在組織化後，人們將逐一發展出文明根基的前提。於是焉，接下來的歐陸始步入

以希臘和羅馬文化為主調的「古典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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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論及這一區塊時，還得同時探討超前歐洲文化兩千年的埃及文化與兩河

文化。兩造皆身為歐洲文化交會處，透過了貿易傳輸路線或是軍事征戰路線，深

深影響了希臘與羅馬文化。

無論是貨幣單位、書寫文化或者城市制度，可窺視初期地中海一帶的生活體

制皆有其掠影，更遑論飲習起居了。舉例來說，兩河流域初發展時期，其節慶饗

宴或是祭典餐宴，餐點以珍貴肉類與麵包為主，再依據與會人士的社會地位來分

配食糧，並藉由同飲共食的概念來強化社會結構這一項舉動，深深影響了希臘文

明中的民主思想：人們習慣坐下來一同用餐，且於餐桌上一起來商討國家事項。

又例如在埃及文化中，有著因應水患而因地制宜的相關措施，進而也影響到

羅馬文明中對於飲水的重視度，此外也由於受到埃及主要以小麥來製作麵包或釀

造啤酒的飲食習慣，一直到十八世紀中馬鈴薯成為餐桌上的主角之前，殼粥與麵

包始終是歐陸上的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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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進入中世紀初期之後，原本強盛的羅馬帝國逐一勢微，在被日耳曼部落

征服前，自身已內部分裂為東西兩半。理國有方的君士坦丁大帝，則是遷都至

拜占庭，除了將之更名為君士坦丁堡之外，更是將羅馬宮庭料理一併帶去，並

進而將之發揚光大，彼一段時期被史稱為拜占庭文化。相較於歐洲人在十六世

紀才普遍使用叉子，拜占庭約莫在西元一○○○年即應用在餐桌上了。此外，

在知識發達的君士坦丁堡裡，有著一批著重史實和科學根據的學者，在十五世

紀中葉、西羅馬帝國被滅之際，將知識推廣至歐陸，除了使農業技術有所進

步，更是第一隻促使文藝復興運動萌發的推手。

當知識水平大幅提升，人類除了專業技能更為精進之外，對於生活水準更

是有所講究，這點亦是在飲食文化可視其樣貌。因為到了中世紀中期，拜農莊

模式所賜，向來資源匱乏且征戰不休的歐陸，已有賦稅制度，雖猶處貧窮但已

可求溫飽；而中世紀後期，逐一發展出城市雛型，此時古騰堡活字印刷術問

世，知識更為普遍化，國與國之間的互動更是頻仍，而餐館文化崛起，人們開

始著重餐桌禮儀，不少禮儀籍冊紛紛上市，而此時，已經到了十五世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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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卷至此，我不禁停下閱讀的腳步，遙想起歐洲這一大片面積的土地，於

當今國際間自許為文化之地，在彼一時，竟是以如此跌跌撞撞的步伐，蹣跚行

走至此？

而在早期的歐陸，其名「歐洲」可是在若干百年後才能使「歐洲人」有一

致的認同，當初莫不是以「西方」或是「基督教世界」為主稱呼呢！歐洲一詞

可僅指地中海一帶而已。而今對照出歐洲乃是一個集體名詞，其向心力凝聚且

具備自我意識，是不是，所謂的必也正名乎也可以套用在這上面呢？

接下來的時間走得快多了，步入到啟蒙時期的歐陸，在「啟蒙運動」、

「法國大革命」和「工業化」三項大事件洗禮下，紛紛在思想、政治以及經濟

方面引發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

航海技術的發達帶來了殖民地文化之外，飲食方面，馬鈴薯正式成為歐洲

人的主食，而咖啡、茶與香料開始普及化，其他像是肇始於澱粉類產量大增而

蒸餾酒（白蘭地等烈酒）產量也大增，致使酒館文化也在歷史頁上留有一筆紀

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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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話叫「衣食足而知榮辱」，說的是吃得飽、穿得暖後，人們才會去意

識到物質生活面以外的社會。在資源匱乏又偶遇氣候延滯的歐陸，並不像現在

我所知曉的氣候宜人且豐饒富足，那個年代啊，時不時出現收成欠佳而導致飢

荒連連，吃喝都成問題了，哪管得著榮辱不榮辱呢？於是知識形成一種封閉的

現象，幾乎僅餘握有權力的少數人才有所謂的受教育，諸如王公貴族，諸如宗

教教庭。

但這一現象在啟蒙運動叩問社會普羅大眾，而普羅大眾的飲食狀況較之以

往已然改善許多（至少餓肚子的人慢慢少了），知識呀，就變成了零散分佈在

各處的星火，待得匯聚了一定的集體意識後，竟成了足以焚燎這塊封閉土地的

大火了。

後續，虧得工業化所賜，人類的生產力逐一增多，可說是以倍數的速度在

激增。這本該是好事一樁吧，卻在文化、科學、經濟、飲食等面欣欣向榮之

際……戰爭，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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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國家談不攏的事、民族與民族講不成的事…全都給兜成一塊了，後

續的世界大戰之事，我也不贅言，總的來說，本來是民生生活箭頭直指向上攀

升如同股票上揚之勢的歐洲，因連年戰爭，又給打到民不聊生的狀況去。卻也

在這一波戰爭之勢中，調理包、罐頭、速食……為因應當下需求，便給大批大

批地從加工廠裡蹦出來，蔚為一股風潮，更甚影響到現今的我們的飲食型態。

言提至此，我真是佩服極了寫成這本書的德國學者，他以飲食為主軸，逐

一將人類的生活演變細述如此，僅管只針對歐洲的飲食文化所撰，但也讓人歎

為觀止。拿我來說吧，我可從沒想過歐洲人在文藝復興時吃些什麼、喝些什

麼，也沒啥興致去猜想歐洲人不吃馬鈴薯的話可以吃什麼，我光是要應付課堂

上必考的歷史專有名詞可就頭很痛了。

但是透過這些吃吃喝喝，竟也不知不覺地把以往放在腦中某些不知名角落

的片段歷史給演活了，就好像……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人們，起身邀請我來一

同坐在餐桌旁，指著地中海一片碧海藍天，拈起一粒醃漬橄欖入口，對我說古

道今來了，還有，今晚上可能有鮮魚湯，就留下來一道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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