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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進入了2010年的最後一個月，同時也進入學校評鑑的最後衝刺階段、98-99卓越
計畫的最後執行月、民國兩位數年的最後一個月；雖說如此的感嘆語似乎就要拖
拖拉拉一個月沒完沒了，要重新審視自己一年中的作為與成就總是令人有無限的
感觸。

兩千人於操場集體點燈排成真人聖誕樹，聖誕節的氣氛便於校園內悄悄蔓延開
來，先是化雨堂紅磚道前的聖誕紅大張旗鼓、一字排開的陣仗，艷紅的姿態、光
潔的葉面，讓人可以就這樣坐在旁邊盯它個一整天；接著，聖誕燈點亮夜晚的校
園，聖誕樹頂端偌大的星星也呼應般地閃耀著；馬槽立著等待耶穌的誕生，一切
似乎是已萬事具備。

從彌撒、祈福禮、成年禮到聖誕節，無論是感恩的季節或歡慶的節日，都是種提
醒我們內省、感謝和歡慶的叮嚀；提醒著我們在繁忙的工作與學業之外，督促著
我們去成長、去學習、去付出的那股力量與途中獲得的幫助，才是生命之所以美
好與值得回味的因素。

讓我們謝謝宗輔中心全體老師與學生的努力付出，神讓聖誕紅欣欣向榮，而沒有
彎腰與出力的人，我們又怎能欣賞到原本只在他處綻放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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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時間：每週一16:00~17:00

諮詢老師：陳郁君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二11:00~13:00

諮詢老師：劉惠風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二、每週四15:00~17:00             

諮詢老師：郭雅芬老師

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西班牙留學諮詢]

[法國留學諮詢]

[日本留學諮詢]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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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時間：每週三10:00~11:00

諮詢老師：李克揚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四10:00~11:00

諮詢老師：華明儀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四13:00~14:00                    

諮詢老師：陳佳吟老師

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奧地利留學諮詢]

[德國留學諮詢]

[美國留學諮詢]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Page 3

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紐西蘭、澳洲留學諮詢]

[英國留學諮詢]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諮詢時間：每週五10:00~11:00

諮詢老師：周秀琴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14:00~16:00

諮詢老師：張瑞芳老師

有留學諮詢需求的同學，請上園區留學中心之留學
諮詢服務頁面下載「諮詢預約單」，填寫後mail至
歐盟助理處(98140@mail.wtuc.edu.tw)，信件主旨
請註明：「留學諮詢服務預約」。



2010 國際展─『環境』系列攝影展‧
12/1 起文藻歐盟園區登場

為幫助我們更能了解星球並關懷當今的環境問
題，台灣法國文化協會自2010 起舉辦『環境』系
列巡迴展。推出一系列引人入勝的攝影展，附有
中、法文說明使參觀者能夠進一步認識這些我們生
活其中卻又相當陌生的環境。

此展覽今年於台灣法國文化協會 (台北與高雄) 
開展後，分別於台北東吳大學 (9/21-29 )、高雄市立
文化中心 (10/9-20 ) 開始在台灣的一系列巡迴展。

12/1 - 1/12『環境』全系列攝影展將於文藻歐盟
園區文化藝廊展出，內容包括以「能源」、「生物
多樣性」及「永續發展」為主題之系列攝影作品、
講座及影片。

邀請您前來參觀『環境』全系列攝影展，
2010/2011 跨年之際讓我們與歐洲同步齊來關心地
球！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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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歐洲魅影影展
邀請您參與年度歐洲電影盛事

「2010歐洲魅影」影展於文藻的場次將於12/6(Mon.)開始，活動持
續至12/24；期間將播放歐洲影片共計18部，並採免費入場參觀方式，喜
歡電影的同學怎麼可以錯過文藻校園內年底前的電影盛事?!

時刻表與影片介紹除了可於網站上下載外，文藻全家超商佈告欄上亦放
置簡章供同學索取喔!
播放地點：求真樓Q002教室
播放時間：12/6~12/24週間，每晚18:30準時開播。

活動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uhot00000035&Rcg=1

※ 觀影小叮嚀：無論是香噴噴的漢堡或是無滋無味的蒟蒻都不能跟隨
主人的腳步進入放映地點，請大家吃飽飽後再來看電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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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園區留學講座

歐盟園區於本學期規劃多場留學說明
講座與分享會，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報
名參加！活動詳情請參見左方海報。

有意願參加的同學請上網下載報名表
後，回傳至歐盟園區助理處，以利講
者準備書面資料!

活動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
Part=euhot00000011&Rc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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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11月消費者信心意外攀升 (中央社 2010-11-22) 

• 回收率98％環保捷運車廂波蘭推出(台灣醒報 2010-11-24)

• 赴歐洲35國明起免簽(new talk 2010-11-24)

• UN：非洲愛滋感染率降東歐中亞惡化(公視 2010-11-24)

• 德總理：歐盟應勇於對市場設限(新法社 2010-11-25) 

• 葡萄牙大罷工交通癱瘓(新法社 2010-11-25)

• 英國學生再次示威 抗議調漲學費計畫 (中廣新聞網 2010-11-25)

• 愛爾蘭負債不透明恐爆擠兌潮(自由時報 2010-11-25)

• 教廷：中國祝聖主教違反良知(新法社 2010-11-25)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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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英國學生再次示威 抗議調漲學費計畫

數以萬計英國學生走上街頭，抗議政府以三級跳的方式調漲大學的計畫，有
零星的衝突傳出；兩個禮拜前的學生示威，亦曾引發小規模騷亂。

由於國庫窘迫，英國政府打算實施一系列緊縮財政的計畫，調漲大學學費也
列入可行方案；一旦實施後，英國大學一年學費將索費九千英鎊，折合台幣
約四十多萬。

全英各地都有大學生上街示威，連中小學生也加入抗爭行列，群眾從特拉法
加廣場一路步行至國會，沿路高喊著「不要如果、不要但是、不要犧牲教
育」的口號。多數抗爭民眾擔心此政策一旦實施，高等教育將成為有錢人的
專利。

除了倫敦之外，抗爭地點還包括利物浦、布里斯托等地，示威民眾皆達千
人，倫敦有一輛警車、好幾個電話亭被搗毀，還有巴士站的售票機被縱火，
兩名警員在衝突中受傷，警方共計逮捕32個滋事份子。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UCA3B 劉蔓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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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特輯》《能源特輯》
荷蘭荷蘭

The NetherlandsThe Netherlands

荷蘭，一個以風力發電聞名的國
家。因為獨特的地理位置與地形，荷蘭
境內有源源不絕的風可以用來發電，用
以取代荷蘭境內其他缺少的能源。

荷蘭國徽 4-1

荷蘭國旗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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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3A 周佳柔 整理



• 荷蘭，位於歐洲西北
部，瀕臨北海，與德國、
比利時接壤。荷蘭國土海
拔低，很多地方地勢接
近、甚至低於海平面，因
此又常稱低地國。

• 荷蘭首都為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總人口

數約為一千六百五十萬
人。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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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基本介紹國家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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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坦是荷蘭地形最特別的地
方。其國土面積約有一半海
拔低於一公尺，甚至有約
26%的國土低於海平面，部

分地區係以圍海造地形成。

於能源運用上，因荷蘭位於
西風帶，一年四季盛吹西
風，因此採用風力來彌補境
內所缺乏的動力資源。

4-4

國家基本介紹國家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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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年，荷蘭人發明了世界上第一

座為人類提供動力的風車。人們採
用原始的方法加工輾磨穀物，最初
是手工體力操作，演變為馬拉踏車
和以水力 推動的水車，之後才逐漸
發展成藉由風力運轉的風車。

因為荷蘭平坦、多風，風車因此迅
速普及，並帶動了風車技術的改
造。風車的用途也不再侷限於輾磨
穀物，而是發展為加工大麥，把原
木鋸成桁條和木板、製造紙張，從
各種油料作物如亞麻籽、油菜籽中
榨油，以及將香料磨碎製成芥末。

4-5

4-6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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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能源風力能源



荷蘭在風力發電技術上領先全球，並不
斷創新、研發。荷蘭目前新的構想為在
新建築物上安裝風力發電設備，滿足住
戶電力需求。

這項計劃從阿姆斯特丹開始實施，市政
府與建設公司簽約，要求建設公司在新
建大樓上安裝風力發電機組，提供大樓
內居民1/3的電力需求。

此計劃除可減少大樓內居民電費支出，
更能幫助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對地球的影
響，避免海平面上升殃及國土面積。

4-7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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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力能源風力能源



在石油工業方面，荷蘭原本只有
煤和鹽兩種礦產，自二次世界大戰在
北海發現石油後，便帶動荷蘭煉油業
及石油化學工業的發展。1960年代

以後，天然氣的發現更將荷蘭的石化
工業帶入高峰，世界知名的荷蘭皇家
殼牌集團就是其中的代表。

4-8
4-9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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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能源石化能源



石油和天然氣扮演荷蘭能源產業的
重要角色，卻也是加速溫室效應的
主因之一。這對低地區的荷蘭來說
是種威脅，如果不防範，恐怕會被
上升的海平面淹沒。於是荷蘭積極
開發新的替代能源。他們興建了先
導性風力電場，善用風來生產所需
的能源。因此，即使缺乏石油或天
然氣時，荷蘭不需依賴其他國家來
得到能源。

荷蘭將於2011年執行一項可提供額
外2000MW、其發電效益將提昇
現有電產量達2倍的濱海風力發電
計畫。 4-11

4-10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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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之設備與服務，占了歐盟8%
的用電量，並製造4%的二氧化碳排量；而到2020年，這個數字將倍增。針對此一問題，歐盟
執委會聯合研究中心(JRC)計畫採取自發性自律行動規範原則來管理。雖然是項自律行為，目
前已有36家歐洲最大的資訊與通訊技術公司，申請加入此行動規範；在布魯塞爾「資訊與通訊
技術 2010-數位主導」活動中，新加入的16家資訊與通訊技術公司，同意降低其寬頻及資料處
理的用電量。歐盟要求資訊與通訊技術業者，在減低溫室氣排放量的政策上，扮演先驅的角
色。行動規範提供歐洲利益關係者一個對話平台，並同意以自律行為來改善能源效應。其所提
出的行動規範包括了對寬頻設備及資料中心的規範。

寬頻設備用電量約佔資訊與通訊技術業用電總量的15%，即歐盟在2010年約消耗47TWh的電
量。寬頻設備之行動規範自2007年已經存在，並設定各個電器的最高耗能量，包括：數據
機、開關、路由器及家用連接器。這項規範強制規定廠商使用最好的低耗能零件，在2020年
能提供歐盟人民超寬頻網路的使用。

科技政策
歐盟推動各大電子通訊公司加入減少電

力消耗量的行動規範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11/P201011_01.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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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教育與研究部以及研究創新基金將投入大量經費，從2009到2018年間將發出總額超過二
十八億挪威克朗的設備補助經費，平均一年大約會發出三億的經費。雖然這已代表了相當長足
的經費成長，然而委員會提醒各部門仍需根據提出的升級計畫，朝每年八億的設備經費邁進，
除了增進國家的研究競爭力外，同時一大部份的經費也已分配到跨歐洲的研究設備當中。委員
會主要負責的將會是以國家為導向的大型基礎研究設備，這類設備以國家整體利益為考量，僅
能設置在一個或少數幾個地點。舉例來說，像是挪威離岸型風力發電研究基礎設備(The 
Norwegian Offshore Wind Energy Research Infrastructure)正在為挪威製造商研發浮動式渦
輪測試機；挪威奈微米研究設備分布在奧斯陸、特隆赫姆以及霍爾滕等三座城市內，未來將會
提供各研究機構奈微米研究所需的設備協助。雖然這些設備集中在少數幾個地點，但未來其他
的研究機構人員也都有機會可以使用。委員會同時也會支援與儀器相關的支出，因此大學或研
究機構若需要購買或租借儀器已審核通過的計畫將可獲得經費贊助。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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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4A 謝函玲 整理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11/P201011_02.htm

科技政策
挪威預計挹注更多資金

加強研究設備



組織架構
由於VIB是個自主的非營利機構，因此整個機構的策略與方針均由VIB自己來訂定。VIB設有常
務理事會（general assembly）與理事會（board）負責管理整個機構的業務。常務理事會會員
35人，理事會成員共13名，其中包括了名來自法蘭德斯大學﹑工業界與政府的代表。此外在研
究部分，除有職掌各研究小組科學研究工作的十五位科學主管（scientific directors）外，還設
有小組領導人委員會（The group leader committtee）來協助科學策略的推行。另外VIB並設
有制度顧問委員會（The institutional advisory board）在制度的政策制定上給予協助。VIB每
年約五千八百萬歐元的年度預算，是由法蘭德政府與各合作的大學所提供，其中90%的經費是
用在基礎研究上。

VIB的研究架構與現況
VIB選擇法蘭德斯既有的優勢項目為目標進行研究，這些優勢項目包括癌症、發炎性疾病、老年
痴呆症、血管疾病、植物生長以及與這些議題有關的基礎研究。目前的研究重點在細胞生物
學、發展生物學、遺傳學、癌症生物學、細胞凋零與死亡、血管成型、各種發炎性疾病、免疫
疾病、微生物學、神經學、老年痴呆症、訊息傳導、基因表現與調節、功能基因體學與蛋白質
體學、植物生長與發展學、系統與整合生物學、蛋白質結構與功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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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s-report/SP201004/SP201004_01.htm

專題報導
歐洲研究機構簡介：比利時法蘭德斯生

物技術中心（VIB）

UB4A 謝函玲 整理



Q. 你知道歐盟如何定義“奈米”材料嗎?

A. 儘管有愈來愈多的奈米材料，被運用在消費性產品和創新技術的應用中；目前仍沒有
任何明確的定義，來規範奈米材料(nanomaterials)；也就是在這社會上，還沒有其立法的
基礎，在安全使用奈米材料的條件下，規範其使用規則。為了回應歐洲議會的要求，歐盟
執委會聯合研究中心，今天發表一份報告「在規範監管的目的下，思考奈米材料的定義
(Considerations on a definition of nanomaterial for regulatory purposes)」。

這項報告研究了奈米材料的不同屬性對法律規範的明確界定，旨在減少模擬兩可和讓人困
惑的定義，讓監管機構、工業界以及一般大眾，對奈米材料，擁有一個共同的概念。這份
報告並建議微粒奈米材料(particulate nanomaterial) 這個專有名詞，應該在定義的規範
下被使用，來避免與其它的定義不符，並強調奈米材料的大小應該是其唯一界定的屬性。
下限為1奈米的大小，是個合理的數字建議。最高的上限則應該是等於或大於100奈米，來
包含目前所有奈米材料大小使用的範圍。奈米材料其他具體的物理化學性質和其屬性；像
是：分子聚合、生物相容性或是特意製造的奈米產品，可能會被其他特定法律所約束。因
此，新的規範必須採取綜合的定義來落實現實生活上的需求。

資料來源：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10/P201010_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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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
http://www.khcc.gov.tw/home02.aspx?ID=$5201&IDK=2&EXEC=D&DATA=17210&AP=$5201_DATE-
099/12/31^$5201_START-1930^$5201_END-2130

狂歡德意志2010林孟樺
鋼琴獨奏會

演出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廳
演出時間：99年12月31日 (五) 19:30
演出單位：林孟樺
入場方式：索票
聯絡電話：0922947951 

邊境，或抽象，或具象國與國的邊境不再是柵欄，鐵網，哨站，與衛兵當廣播裡的Guten
Morgen變成 Bonjour, Ja / Nein 變成 Oui / Non, 赫然發現無形的邊境仍舊在原地只是以更軟性
的方式呈現它的面貌 孟德爾頌(Felix Mendelssohn)與拉威爾(Maurice Ravel)，雖然相差了將近
一個世紀，身處音樂氛圍大相逕庭的德國與法國，卻不約而同地，從之前的古典時期與巴洛克時
期重要作曲家身上，汲取靈感，分別以變奏曲以及組曲的型式，表現了新與舊揉合的美。

此次音樂會的曲目，呈現了貝多芬與孟德爾頌的先後傳承，以及拉威爾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時，向法國偉大的巴洛克大鍵琴大師 François Couperin 致敬，同時也對戰爭中犧牲的人們致
意。

旅美鋼琴演奏家林孟樺，畢業於中山大學音樂系，卡內基美隆大學鋼琴演奏碩士，曼哈頓音
樂院職業演奏家文憑，目前於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攻讀鋼琴演奏博士。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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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頁：
http://c018.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101123SingingContest&Rc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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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橫幅圖片
http://tw.myblog.yahoo.com/jw!avRU7l.QAwShChF1u0v86rcg/article?mid=57110&prev=57394&next=57069&l=f&f
id=113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出處

1.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8/58/2f6gx.html
2.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2/1/2esrc.html
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20/8/2fauo.html

PART 4 歐洲文化專題

投影片背景圖片：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KeizersgrachtReguliersgrachtAmsterdam.jpg
4-1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0/Coat_of_arms_of_the_Netherlands.svg
4-2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Flag_of_the_Netherlands.svg
4-3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EU_location_NED.png
4-4 http://www.epochweek.com/b5/148/7160.htm
4-5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womlab.com/tu/he/085.jpg&imgrefurl
4-6 http://citypictures.org/r-windmills-234-windmills-reflected-kinderdijk-netherlands-3027.htm

4-7 http://holland.portfoliocms.com/Brix?pageID=111
4-8 http://119.160.244.204/news_article/adbf/d_a_070727_30_iykk
4-9 http://belongnews.pixnet.net/blog/post/30504620
4-10 http://www.holland.com/global/activities/culture/windmills/schermermuseummill/index.jsp
4-11 http://www.ntio.org.tw/chinese/trade/trade7_01.asp?i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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