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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新的一年充滿著熱騰騰的新意，卻想以「舊」的事物帶入本期的主題：「永
續發展」。

趁著週末假期去了鹿港一趟；那俗稱「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鹿港。在熱
鬧的老街裡隨著人潮流動，偶爾看見尚未被觀光客大舉入侵的午後小弄，便一頭
鑽了進去，然後再深深地著迷。

保存得宜的是標示清楚的古蹟與觀光景點，有時帶著點不合時宜的新，挑戰
著我們尋訪古蹟的原意；年久失修的是遊客漫不經心走過的尋常人家，在後代子
孫無力翻新之下，時光接管了後續的工作，佐以陽光、猖狂的貓、盤根錯節的古
樹、頹圮的木製樑柱，調配出一道無可比擬的氛圍，叫做「過去」。

走在溫潤的古磚上，觸摸著原木家具的滑順，探頭望著透入光線的天井，不
禁想起前人早在提倡環保前，便於生活中實踐「永續發展」：在那時間似乎大把
大把用不完的年代，耐心慢慢去等待一窯子的磚，用整塊的原木去雕刻出那擋風
擋雨擋外患的門板，植下隨著新居落成而紮根的樹苗，樹蔭終將隨著宅院呼吸與
成長，最終成為宅院的一部分。

製作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概念是如何使得實用與耐用並行，最終成為傳承後
代的珍寶與資產；而流傳至今，成為有幸見證的我們眼中那充滿歷史感的古蹟，
以時間沉沉累積之姿讓我們看見自己的微渺。



編按：

而講究效率與速度的現代社會，在追求潮流
中養成了拋棄式的用物習慣，所使用的物品在快
速且大量複製之下，讓我們在試圖節省時間並以
最少的成本獲得相似的成果，也拋棄了時間累積
於物品中那仿造不來的古樸。

或許環保議題中的「永續發展」概念其實是
種回歸，回歸至早期珍惜資源的感恩，除了努力
在現今發展中維持供需間的平衡，更創造出傳承
的可能，用心去對待目前面對的人、事、物，並
用心去為自己尚來不及見證的未來盡一份力。

因此，由「舊」的事物反思「新」的一年該
如何計畫或許也是種可能，在試圖永續發展每段
人生旅程時，也試著讓地球得以永續發展，並讓
後人也能坐在午後的樹下，看著陽光投射於古老
圍牆上而貓咪瞇著眼休息時，想到栽樹的前人與
護樹的你我。

新年快樂，我們下學期見！
鹿港的丁家大宅



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諮詢時間：每週一16:00~17:00

諮詢老師：陳郁君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15:00~17:00
諮詢老師：盧安琪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二11:00~13:00

諮詢老師：劉惠風老師

[法國留學諮詢]

[西班牙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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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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時間：每週二、每週四15:00~17:00             
諮詢老師：郭雅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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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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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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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時間：每週四13:00~14:00                    
諮詢老師：陳佳吟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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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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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留學諮詢]



• 強終身學習丹麥越南教育聯姻 (台灣立報 2010/12/19)

• 俄警逮捕五百人遏止種族暴力 (路透社 2010/12/19)

• 英國雪災汽車保險激增一成 (路透社 2010/12/18)

• 希臘罷工釀暴動前部長濺血 (民視 2010/12/16)

• 義大利民眾抗議總理掀騷亂上百人受傷 (中廣 2010/12/2215)

• 泡泡達人 20個小朋友包泡泡內 (民視 2010/12/14)

• 法國警方進入幼稚園試圖營救遭劫持院童 (中廣 2010/12/13)

• 瑞典街頭連環爆民眾驚逃一死二傷 (TVBS 2010/12/12)

• 英國爆新流感 六週奪十命

• 減赤拼經濟西班牙大手筆投資 (法新社 2010/12/11)

歐盟雙週新聞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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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3A 周佳柔 整理



去年大流行的新流感病毒(H1N1)目前在英國境內迅速散播，截至2010年
12月24日止，英國衛生防護局(Health Protection Agency，HPA)表示共有
24位英國民眾因此死亡。

根據統計，英國今年冬天曾感染流感的人數高達900萬人，感染者年齡
大多屆於16歲至64歲之間，還包含了兒童和5歲以下的幼兒。感染率已是去
年同期的兩倍之高。對此，有專家認為疫情會如此嚴重應與天氣酷寒有關，
但相關當局對於宣導預防流感也有疏失，導致民眾注射疫苗比率偏低，才會
使感染人數不斷上升；而目前已知除了新流感病毒致死率最高外，尚有B型
和H2N3等病毒正在傳播，英國政府提醒民眾應勤洗手，並做好相關預防措
施。

預測2011年1月將達到流感感染最高峰，部分地區已傳出抗病毒藥物
「克流感」(Tamiflu)短缺，英國政府已著手從國家儲備中調集超過5萬袋藥
品加以應對。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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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傳出多起感染新流感死亡案俐



除了英國之外，非洲埃及與亞洲斯
里蘭卡也傳出新流感致死案例；斯里蘭
卡近兩個月來，已傳出342起感染病例，
並造成22人死亡；埃及衛生部官員指
出，自今年10月H1N1已在埃及造成1172
人感染，更有56人已不治。對此，世界
衛生組織警告「北半球即將進入流感高
峰期」，專家也提醒民眾，H1N1新流感
恐將在此區爆發。

台灣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副局長施文
儀建議本國民眾可考慮接種流感疫苗後
再出國，對於自己的生命安全將更有保
障。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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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底下的H1N1病毒。 (維基)

英國傳出多起感染新流感死亡案俐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近年來，環境永續發展議題日漸受到國際重視，氣候的變遷與能源的

逐漸枯竭已成為影響人類與生物間存亡的嚴重問題。國際間開始推動全民
溫室氣體減量、節約能源…等政策與活動，自2005年2月京都議定書
(Kyoto Protocol)生效以來，至今已有183個國家簽署通過該條約，美國則

未簽署該條約。
• 條約中主要以「維持溫室氣體於一穩定的

•水平」作為目標，減量之責任與政策對各國也
•產生衝擊，部分環保人士與專家則認為條約中
•所規範的標準過低，對有效阻止全球溫度上升
•的幫助有限。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UB4A 陳筠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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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源於1980年代的「綠色運
動」。1960年代已開發國家在非洲及南美洲

大量收購咖啡與甘蔗，在此一經濟誘因下各
國開始大量栽植此兩種經濟作物；然而，因缺乏規劃及保護反而使咖啡
與甘蔗供過於求導致期貨貶值，造成南美各國經濟受挫；不當栽種更引
發水土流失、濫用農藥及過度消費等行為，土地貧脊結果產生沙漠化，
進而導致饑荒。「永續發展」此一概念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倡導，便是為
糾正過去的錯誤避免其他國家重蹈覆轍。

目前世界對「永續發展」一詞所公認的定義源於1987年聯合國第42
屆大會中，「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
告，提出永續發展之理念：「Development which satisfies the current 
needs of society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needs of future 
generations」，意為：既能滿足我們現今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後代能

滿足他們的需求的發展模式。
Pag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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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劉阿榮、謝登旺(2009)於兩人合著的
《台灣永續發展之環境與社會經濟的辯證》
期刊論文中認為上述的定義實則表明出兩個
對立的概念：一是「需要」(needs)：人類為
了生存必須滿足生活需求；二是「限制」(limitations)：自然資源有
耗盡的一天，環境也並非永不衰退。當人類的欲望碰上了自然環境的
有限，上述兩種概念並存時便產生了緊張與衝突。

永續發展應包含公平性、永續性及共同性三個原則。且不單只是
環境保護與生態化，更由三個層面所組成，分別為：環境、社會與經
濟，三者之間有著相互關聯的，劉、謝兩人便認為經濟發展的目標必
須兼顧生態環境的生生不息；也須體現社會公平正義與尊重文化的永
續。



永續發展應包含公平性、永續性及
共同性三個原則。且不單只是環境保護
與生態化，更由三個層面所組成，分別
為：環境、社會與經濟。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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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環境－主張人類與自然該諧相處並
減少對環境的傷害。
社會－主張公平分配，滿足當代及
後代全體人民的基本需求，並改善
生活品質。
經濟－藉由科技革新提高生產的質
與量，改變傳統生產和消費模式，
建立環境經濟學的新思維。

永續發展



因此在1993年，加拿大森林部
長委員會與政府官員及來自各界之
專家，進行諮詢、協商、意見交換
及評估後，報告加拿大人民希望維
持並提升森林價值。為履行對加拿
大森林永續經營之承諾，加拿大發
展出一套全國性指標系統，定期評
估並報告進度。

在全球永續發展議題中，歐美各國皆
已針對此議題發展完善之策略，其中加拿
大、澳洲、美國及歐盟皆是相當成功的典
範。以森林立國的加拿大為例，擁有之森
林面積近全世界10%的加拿大在全球林產
貿易中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影響著全球
的經濟、社會及生態系統。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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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成員國為保護自然棲地及野
生動植物，於1992年簽署自然保育
公約，建立跨越歐盟各國之自然保護
區域網絡；防止及杜絕瀕臨絕種之物
種受到獵捕等傷害行為，並設法維持
稀有棲地與物種之分布及品質，進而
達到維持生物多樣性之目標。

歐洲聯盟棲地及物種保護公約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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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歐美各國，台灣也於1997年將原「
行政院全球變遷政策指導小組」擴大提升為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永續會)，
依工作不同分組，其中包含了：節能減碳與
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城鄉發展、能源與
生產、科技與評估…等。此外，更設置了國
家永續發展獎，針對不同對象給予鼓勵，分
別是：永續教育、企業、社會團體、行動計
畫執行績優獎，共四個獎項。在民間也有「
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作為企業
與政府間溝通的橋梁，提供政府、產業及企
業有關環保、能源、資源循環等專業技術服
務。最後，無論政府訂定多少策略或各界組
織提供多少服務，不論是環境、經濟，還是
社會，「永續發展」都必須由全國人民家家
戶戶一起來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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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至2009年間，丹麥國家科技委員會（The Danish Board of Technology）與丹麥的
私人顧問公司Ea能源分析、Risoe國家實驗室能源維持部以及丹麥科技大學合作，為歐洲議會
進行了一個關於歐洲直至2030年未來的能源系統計劃 。

此計劃由隸屬於歐洲議會的科學與技術評估單位（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Options 
Assessment unit, STOA）委託進行。藉由使用交錯式的歐洲模型工具方法檢驗歐盟如何以經
濟且有效率的方式在減低溫室氣體的排放的同時，達成能源供應與需求之目標。小科技方案主
要著重在能源再生的分佈、能源節約與能源再利用，實行方式是藉由更聰明的設備與加熱與動
力產生技術。在這個方案之中，對於能源供應鏈使用聰明的網格系統與各元素間更佳的交流方
式，讓一些高佔有率但是像風力與太陽能源等無法簡單遞送產生的能源，有了更好的整合效
果。

此項工作方案對於歐洲能源工作目標：2020年的EU 20-20-20 氣候行動目標（Climate 
Action Targets）是一個主要的貢獻，並將達到：
- 節約20%的能源
- 減少排放20%的溫室氣體
- 針對整體歐盟的能源消耗，達成20%的能源再利用率
- 對於運輸方面的燃料，將達成10%的能源再利用率

科技政策
歐洲未來的能源系統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12/P201012_02.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PE4C 賴靜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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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年為止，歐盟已經陸續啟動了27個eHealth相關的研究計畫，且不時
發布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FP7）的徵求稿件公告。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將於
2013年執行結束，擁有總共約五百億的總預算金額，主要支持三大研發領域：
「個人健康相關之資訊通訊系統」、「病患安全相關之資訊通訊技術」和「跨
國合作之虛擬生理人開發」。

這個歐盟科研架構計畫的主要目的，就是集合國內不同的研發機構，以及
促進歐洲各國的跨國研發整合，藉此整合每個組織的研發特長，以增進歐洲居
民的整體生活品質。

虛擬生理人計畫也是一項研發整合計畫，結合了生理訊息學、基因學領
域、神經系統領域以開發一套次世代的eHealth健康服務模式。藉由此虛擬生理
人，醫療團隊將可以更有效率的進行研究，達到疾病預防與有效診斷的目的。

其他eHealth的相關計畫包括：「AP@Home計畫」、「Bravehealth計
畫」、「iCARDEA計畫」、「ICT4Depression計畫」和「interstress計畫」。

科技政策
歐盟於2010年將啟動27個eHealth研究計畫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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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4C 賴靜如 整理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12/P201008_06.htm



比利時魯汶大學創新暨育成中心（The Innovation & Incubation Centre 
Leuven）創立於1988年12月，為一獨立的法人機構，初始之時共有包括比利時
法蘭德斯布拉班省區域發展局（G.O.M Vlaams Brabant）、魯汶大學研究發展
中心（K.U. Leuven R&D）、比利時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菲利浦公
司等15個股東，資本額為142萬5000歐元。2004年又再增資25萬歐元。

此創新育成中心與比利時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魯汶大學科學、工程及生
科等等的系所學院相鄰，具有地利上的優勢，便於協助從魯汶大學或是IMEC發
展出的新興公司。比利時魯汶大學創新暨育成中心主要協助的對象是處於草創階
段的創新科技公司。中心會提供健全的創業環境，給予新興企業必要的協助，讓
其能專心致力於發展核心產業，並學習如何將發展出的新興科技導入市場之中，
找到自家產品的市場定位。創新科技產業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且需要大量的資
金投入。為了降低新興企業的成本，比利時魯汶大學創新暨育成中心亦提供租金
合理的辦公室與廠房，降少這些公司的成本花費。

專題報導
比利時魯汶大學創新暨育成中心簡介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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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s-report/SP201012/SP201012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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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你知道歐盟貨幣制度（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的特點嗎?

1. 歐洲通貨單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 ECU) ：歐洲投資銀行管理。以ECU為參

考標準，會員國貨幣與ECU間建立中間匯率，釘住中心匯率浮動。

2. 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以ECU為中心，浮動正負2.25%以

內。

3. 分離指標或乖離率(divergence indicator)：EMS由德法主導，有歧見。弱勢貨幣

（法義）相對於強勢貨幣（德、荷）需付出較大的外匯存底代價，以使其能留在固

定匯率機制之內。分離指標：計算匯率偏離中心匯率程度，發出國家需進行干預之

信號。

4. 國家自主權的（部分）讓渡：匯率改變需藉回員國與執委會的雙邊協議。

參考資料: 2010淡江大學歐洲聯盟夏季研習班研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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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LEXUS校園商業個案競賽，賽程共分為初賽、複賽、
十強賽、總決賽四階段。本屆活動徹底打破過去賽制。【初賽】舉
辦百人「行銷知識競賽」限時機智問答，挑戰你的知識累積力及團
隊合作力【複賽】三十六小時品牌震撼營，重金邀請廣告名人、網
路行銷達人以及汽車雜誌總編輯上陣，行銷夢幻組合傳授「品牌行
銷術」。【十強賽】凡晉級十強賽之隊伍，就能親自駕馭LEXUS
百萬名車款完成極限夢想。【總決賽】發揮熱血青年無限創意，愈
能以顛覆傳統創意簡報方式，就有機會問鼎「LEXUS行銷全能王
」冠軍。

第六屆LEXUS校園商業個案競賽活動【活動說明】

活動網址：
http://c004.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sa509912211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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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頁：

http://c030.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991130-1&Rcg=2

一、活動日期：100年1月24日~ 1月28日
二、活動地點：文藻外語學院
三、招生對象：全國各公私立學校對國際事務

有興趣之高中職學生與五專部一至三年級
學生。

四、報名期限：2010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
共100名，額滿為止。

五、報名費用：新台幣3500元整（含食宿、保
險及參訪車資費用)， 三人團報可享每人
3200元優惠價。

六、報名辦法：一律採用郵寄報名（以匯款日
期為憑，完成報名手續者優先錄取）

2011國際事務研習營招生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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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頁：http://c006.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2010112901

無論你是專科部、大學部或是進修部的學生， 只要你曾讀過「蘇
菲的世界」或「紙牌的秘密」， 對於書裡所探索的哲理欲罷不能
， 那你就不能錯過世界級作者Jostein Gaarder在高雄唯一一場
演講， 除了與一流學府學子共同聽講外，更有機會能與作者共進
晚宴！ 錯過這次，你就不知還要等多久囉！ 你心動了嗎？ 心
動不如趕快行動吧！！此次活動日期將延長至100年1月15日止！

邀請全校學生一同參與，
一窺世界級作者Jostein Gaarder的真面目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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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http://tw.news.yahoo.com/list.html?categoryid=intl&subcategoryid=euroafrica&page=1  

http://tw.news.yahoo.com/list.html?categoryid=intl&subcategoryid=euroafrica&page=8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217/8/2j6u7.html

http://wallpapershd.org/wp-content/uploads/walls/thumbs/Orange-Sunset-620x348.jpg

封面橫幅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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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資料出處：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446232&type=%E5%9C%8B%E9%9A%9B
http://www.nownews.com/2010/12/22/91-2675688.htm
http://udn.com/NEWS/WORLD/WOR4/6058798.shtml
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012280174&pType0=aALL&pTypeSel=0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09&docid=101395360
http://www.nownews.com/2010/12/28/91-2677338.htm

圖片：
(病毒)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H1N1_navbox.jpg
(標示) http://www.hometown.org.tw/



PART 4 歐洲文化專題
資料出處：
劉阿榮、謝登旺(2009)：台灣永續發展之環境與社會經濟的辯證。國家與社會，第六期，頁1-5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0%B8%E7%BA%8C%E7%99%BC%E5%B1%95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A%AC%E9%83%BD%E8%AD%B0%E5%AE%9A%E6%9B%B8
http://biodiv.ntu.edu.tw/biodivctr/upload/article/002.htm#_Toc35856711
http://sta.epa.gov.tw/nsdn/CH/DEVELOPMENT/INDEX.HTM
http://www.tesd.org.tw/index.html

圖片來源：
底圖 http://www.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org/
4-1 http://www.tesd.org.tw/index.html
4-2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B0%B8%E7%BA%8C%E7%99%BC%E5%B1%95
4-3~5http://biodiv.ntu.edu.tw/biodivctr/upload/article/002.htm#_Toc35856711
4-6      http://album.blog.yam.com/yuan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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