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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園區這學期是忙碌的。 

十幾場留遊學講座、一場大型留遊學活動、一場歐洲教育展、一場工作坊、兩場校友分享
講座、兩場國際化專題講座、三場歐盟學術演講、每隔兩週發行一次電子報... 

還有嗎?歐盟園區的志工們或許也是如此問著吧。 

有些努力是徒勞無功的，如同每趟旅程並不一定對人生產生影響，每段戀情並不必然值得
懷念。我們反覆著相似的動作，邀約、宣傳、登記、簽到、拍照、錄影、回收問卷、統計、核
銷、結案。彷彿只要再重覆一次，水波也會印刻固定。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吧，我們一起堅持下去，然後再回頭看著當時的自己，希望會覺
得盡興或無愧。 

 

.. 



100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德國留學諮詢】 

【西班牙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 

每週一  11:00-12:00 / 15:00-16:00 

每週五  10:00-12:00 

諮詢老師：西文系 劉惠風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  13:00-15:00 

諮詢老師：德文系 李克揚老師 

 

諮詢時間： 

每週一  09:00-11:00  

每週二  10:00-12:00 

諮詢老師：法文系 華駿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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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留學諮詢】 



【奧地利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二  13:00-14:00 

諮詢老師：德文系 華明儀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  10:00-12:00 

諮詢老師：英文系 周秀琴老師 

 

 

諮詢時間：11/4與12/2，14:30-15:30 

諮詢老師：美國教育中心傅鏡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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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留學諮詢】 

【美國留學諮詢】 



【紐西蘭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二  15：30-17:00 

諮詢老師：日文系 郭雅芬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  14:00-16:00 

諮詢老師：英文系 張瑞芳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四 15:00-16:00 

諮詢老師：教育博覽會 陳慧清執行長 

   

想預約留學諮詢的同學請上歐盟園區留學中心網站填寫報名表。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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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留學諮詢】 

【日本留學諮詢】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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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講座】 

1. 瑞士凱撒里茲飯店管理大學說明會 
時間：10/26(三)，12:30-13:30 
地點：Q003 
講座內容：邀請到學校代表Mr.Phong Huynh介紹瑞士飯店管理課程3年大學

國際飯店管理學士學位及1年餐旅管理碩士學位、瑞士支薪實習安
排、國際就業安排、全球校友會。 

 
2. 瑞士BHMS飯店及商業管理大學 
時間：10/26(三)，15:00-17:00 
地點：Q003 
講座內容：由瑞士學校代表Dr. Erb介紹瑞士經濟概況 
                     及就讀瑞士飯店管理之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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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英政府不准漲收視費 BBC被迫裁員 (中廣新聞網 /2011.10.7) 

 表彰台法交流 巴蓬來台受勛 (中央社 /2011.10.7) 

 歐債效應 歐洲經濟民族主義風潮再起 (自由時報 / 2011.10.8) 

 歐盟禁八歲以下兒童吹氣球 (中廣新聞網 / 2011.10.10) 

 德國知名雜誌系列報導台灣  (中央廣播電台 /2011.10.10) 

 柏林鐵道發現可疑爆裂物 (中央廣播電台/ 2011.10.11) 

 描寫黑手黨而受威脅 義大利作家獲勇氣獎 (中廣新聞網/2011.10.11) 

 成立基金會！拉圖領柏林愛樂創新局 (TVBS/2011.10.11) 

 馬總統:盼台法遷打工度假協定 (中央社/2011.10.12) 

 失業者眾 英國經濟前景堪憂 (中央通訊社/2011.10.13) 

 G20財長會 救歐元區危機 (路透社/2011.10.14) 

XS5A 紀淳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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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希臘 

希臘為西方文明起源，是希臘神話故事中貿
易之神(God of Trade) 赫密斯 (Hermes)的故鄉。
希臘人口數約1,100萬，約有10萬多家公司和企
業，其中95%以上是民營之中小型企業，大部分
從事進出口國際貿易，以進口高附加價值工業產
品居多。 

希臘經濟部與外交部為希臘主管對外經貿與
雙、多邊工作之政府單位。希臘是歐盟中之小國，
其經濟發展水準比歐盟整體水準落後，和葡萄牙
被稱為歐盟中之「發展中國家」。至於經濟結構，
由於希臘進入工業化的時間尚不長和受制於相關
資源，因此，整體結構不盡合理，行業種類不齊
全。 

出口品以農產品，如菸草、棉花、橄欖油、
新鮮蔬菜和加工蔬菜、新鮮水果、水果罐頭、乾
果、果仁及肉類製品等為大宗。另礦產如大理石、
鋁錠、珍珠岩和膨脹土等資源性初級加工產品以
及金屬及其製品也是重要出口產品。出口品中技
術性高產品或附加價值較高之新產品較少。 

希臘經濟概況介紹 

UE3C 蔡莛萱 整理 

歐盟於2001年元旦簽發希臘成為第12個歐元
區國家。據歐洲央行行長表示，希臘之所以獲准
入盟是基於其過去兩年中在經濟上所做努力。 

綜觀希臘加入歐盟的歷程，1998年5月，
希臘因為不甚理想的經濟現狀在第一批歐盟候選
成員國中被淘汰出局，爾後儘管實施了改革措施，
成效仍不彰。根據歐洲統計局(Eurostat)近年來
的統計顯示，1999年希臘經濟的通國民生產總值
的1.98%。長期利率在6脹率下降了2個百分點，。 

而在1990年，通脹率則上升到20%，國債
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率為16%。實行緊縮政策
之後，經濟得以復甦。自1997年開始，經濟的年
增長率為3%，與歐盟國家相比也為最高。但失
業率仍維持在10.5%到11.7%之間。   

希臘加入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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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領導的泛希社會黨(PASOK)於
2009年10月4日大選擊敗原執政黨－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次(5)
日旋籌組新政府，並於7日宣誓上任。 

新任財長帕帕康斯坦季努(Giorgos Papaconstantinou)於20日出席
歐盟財長會議時表示，預測希臘全年財政赤字將超過12%，而非前政府
所宣稱的6%，遂引發市場震盪。 

接著於12月下旬全球三大信用評等機構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相繼
調低希臘的主權信用評等，導致國際市場上希臘的信用違約交換(CDS)
價格大幅攀升，並被認為有可能危及歐元區整體經濟穩定，甚而導致歐
元解體，由此正式拉開希臘政府債務危機的序幕。 

2010年4月27日標準普爾將希臘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由 BBB+ 降為 
BB+，短期主權信用評級由 A-2降至B，評級展望定為負面。是歐元開始
使用以來，第一個歐元區國家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被評為垃圾級，歐洲
央行為維持金融穩定，於5月3日宣佈暫時取消希臘政府借貸的主權信用
評級門檻，希臘政府未償債務、新債務以及保證債務仍可作為抵押品向
歐洲央行借貸。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希臘 

希臘債務危機序幕 

4-1 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George_Papandreou_(junio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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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智庫－經濟和工業研究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 Industrial 
Research) 主任 Yannis Stournaras於2010年4
月接受訪問時表示，政府財政長年來超支、公務
員人數龐大、逃漏稅嚴重是使希臘陷入債務危機
的三大重要因素： 

1. 政府財政長年來超支 

屈服於政黨和工會的壓力，希臘政府多年來
大量增加公共支出，提高工資和退休金等社會福
利待遇水準，使財政不堪負荷，造成的工資成長
卻無法反映在勞動力的提高上，降低了希臘經濟
的競爭力。 

以瑞士國際管理學院(IMD)2009年世界競
爭力排名為例，在57個受評比的國家中，希臘排
名第52位，2004年和2008年則分別為第37、42
名;世界經濟論壇(WEF)200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
在133個國家中，希臘排名第71位，2004年與
2008年則分別為第35、67名。 

 

2. 公務員人數龐大  

據估計，公務員數量佔希臘全國勞動人口的
10%；如果加上退休金管理機構等一些公共部門
的從業人數，比例將會更高，而龐大的公務員人
數勢必帶來巨大的財政負擔，同時也造成政府官
僚行政效率低落。例如世界銀行 2009年全球營
商環境報告，在183個國家，希臘排名第109，
2008年則是第100名。 

3. 逃漏稅嚴重  

希臘政府多年來在打擊逃漏稅方面一直欠
缺具體作為，另據OECD報告指出，會員國地下
經濟(Shadow economy)佔GDP的比例，希臘高
居首位，將近25%。另依據國際透明組織2009
年發佈世界180個國家貪腐的調查報告，希臘為
歐盟會員國最後一名，以上都是造成財政收入大
筆流失的原因。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希臘 

希臘債務發生原因 

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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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政府為改善赤字共計提出三波開源節流方
案，簡述如下： 

穩定及成長計畫（Stability and Growth 
Program, SGP） 

2010年1月4日希臘財政部向歐盟提交SGP草案，
經歐盟經濟及財長會議(ECOFIN Council)於2月16
日通過，惟附加要求希臘政府須在1個月內制定削
減赤字的具體方案及時間表，並於3月16日前提送
歐盟，且須包含補充措施，以確保今年的削减赤字
目標得以確實達成。併規定希臘於5月15日提出第1
季的執行成果報告。 

該計畫係預計於2010至2012之三年內將預算
赤字佔GDP之比率由2009年之12.7%降至2012年之
3%以下。 

 

 

  2010 2011 2012 

Public deficit （% GDP） 8.7 5.6 2.8 

Public debt（% GDP） 120.4 120.6 117.7 

Growth rate （%） -0.3 1.5 2.8 

為求能達成SGP所揭櫫之縮減赤字的目標，
希臘政府提出短及中期之財政及結構改革策略，
涵蓋預算、稅收、社會安全、政府行政改革以及
組織變革等面向。財政政策主要係以減少支出及
增加稅收為主、結構改革政策主要係解決長久以
來之結構性缺失，以確保經濟得以永續成長及發
展。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希臘 

希臘政府措施 

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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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措施中，主要內容如下： 

1. 2010年1月立法通過分別提高菸及酒的課稅
20%及10% 

2. 調高遺產稅累進稅率 
3. 初調高燃油稅 
4. 進行稅法改革 
    (註：新的稅法已於4月15日經國會通過) 
5. 各部會費的經費預算按月核撥 
6. 各部會預留預算10%作緊急準備金 
7. 凍結公務員薪資及削減10%的加給，總理、
部長及各部會祕書長層級的官員削減薪資10%，
所屬事業機構主管設立薪資上限 
8. 政府部門取消短期聘僱契約及人事遇缺不補、
自2011年起，每退休5名方晉用1名 

結構改革措施中，主要內容如下： 
1. 設立獨立的統計局，俾與歐盟之標準與規範相調合； 
2. 設定各部會按月提報的規範 
3. 設立跨部會小組監督及執行預算目標 
4. 將省及地方政府以及所屬機構縮併的法案已經內閣

會議通過(註：預計將目前的76個省併為13個大區
(regions)，將市(municipalities)的數目從1,034縮
減至330至343個，每年可節省18億歐元，並提升行
政效率) 

5. 部份服務業的開放 
6. 社會安全保險基金所給付的藥品清單縮減 
7. 設立預算局，每月審計會計科目 
8. 2011年預算採零成長 
9. 延長退休年齡，至公務部門男女退休年齡一致將俟

歐洲法院裁定後執行 
10.於2010年修改投資法 
11. 設立希臘發展基金 
12. 簡化公司設立登記、許可及經營的流程等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希臘 

希臘政府措施(續) 

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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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出方面，為減少薪資及退休金，包括： 
1. 第14個月的薪水減60%、薪資加給再減2%； 
2. 公營企業薪資減7%及第14個月的薪水減60%； 
3. 透過預算分配減少電力公司(Public Power  

Corp.)及電信公司(OTE)員工退休金；公私部門
的退休金凍結；加班費減30%。 

以及減少經常及資本支出，包括： 
1. 公共投資計畫削減5億歐元； 
2. 降低教育支出2億歐元(含公共投資計畫項下的1

億歐元及取消新的教育計畫支出1億歐元)； 
3. 減少軍購費用4.57億歐元。 
 
 
 

希臘政府依據歐盟附加要求於2010年3月3
日公布預計可以縮減赤字達48億歐元的補充措
施，並經國會於3月5日通過，在稅收部份為提
高加值稅： 

 
1. 簡化公司設立登記、許可及經營的流程等。 
2. 分別從4.5%增加至5%(書籍及報紙)、9% 增

加至10%（食品與藥品）、及19%增加至
21%（其他項目）及提高貨物稅，包括： 

 (1) 汽油0.08歐元、柴油0.03歐元； 
    (2) 菸酒分別增加2%及20%； 
    (3) 菸酒分別增加2%及20%； 
    (4) 對汽車遊艇等奢侈品課特別消費稅 
    (5) 恢復對國營電力公司柴油貨物稅的課徵。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希臘 

希臘補充措施 

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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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政府於2010年5月2日宣布為獲取歐盟、

歐洲中央銀行及IMF提供1,100億歐元的貸款，已
達成協議同意再採取下列措施，預計在2014年可
因此節省360億歐元，並將2014年的財政赤字佔
GDP的比例降至2.6%(註：原先規劃是在2012年
就達成將赤字降至3%以下，其他更新後的預測
數據如下表)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Public deficit(% GDP) 8.1 7.6 6.5 4.9 2.6 

Public debt (% GDP) 133.3 145.1 148.6 149.1 144.3 

Growth rate(%) -4.0 -2.6 1.1 2.1 2.1 

主要措施包括： 
  
1. 月退1,400歐元以上者，削減5-10%不等； 
2. 凍結薪資及退休金至少3年不調增； 
3. 月薪3,000歐元以下的公務員的假期補貼

每年以1,000歐元為限、退休者每年補貼
以800歐元為限；月薪及月退休金3,000
歐元以上者無該假期補貼； 

4. 加值稅10%增加至11%(食品與藥品)、及
21% 增加至23%(其他項目)； 

5. 對燃油、煙酒等產品的稅率調高10%； 
6. 公共投資計畫預算未來一年縮減15億歐元。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希臘 

希臘補充措施 

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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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債務危機危及歐盟經濟復甦 

債務危機對於歐盟經濟的衝擊首先體現在金
融領域。如果危機愈演愈烈，不排除引爆第二輪
金融危機的可能。 
    一旦債臺高築的希臘等歐元區國家出現債務
違約，持有這些國家國債的金融機構首當其衝，
將面臨大規模資產減記。屆時，金融機構為了避
險，紛紛收緊貸款，導致信貸緊縮。這一幕與
2008年9月爆發的金融 危機如出一轍，而率先倒
下的歐元區國家就好比是當初的雷曼兄弟。 

其次，債務危機對於歐盟經濟的衝擊還表現
在信心層面。由於擔心經濟形勢可能因債務危機
而惡化，消費者不得不考慮節約開支，企業也會
削減投資做好裁員準備，導致私人消費和投資進
一步萎縮，令歐盟脆弱的經濟復甦失去兩個重要
的增長引擎。此外，歐元區國家接下來削減赤字
的努力勢必會拖累經濟復甦步伐。 
 
  

鑒於目前的形勢，對於希臘等債務問題比較
突出的歐元區國家來說，加大力度削減赤字、鞏
固財政是當務之急。 

在經濟復甦勢頭依然十分脆弱的情況下，增 
稅和削減公共開支等財政緊縮措施可謂是把雙刃
劍，從希臘等國的情況來看，為應對債務危機，
這些國家將不得不經歷更長一段時間的經濟衰退。 

最後，歐洲央行考慮大量向市場注入流動性
也容易引發通脹擔憂，尤其是歐洲央行前所未有
地決定購買歐元區成 員國政府債券和私人債券，
此舉標誌著歐洲央行最終還是步美聯儲和英國央
行的後塵，選擇“量化寬鬆”政策，有人形容這
種極端做法相當於開動了印鈔機。 

 
(以上資料轉載整理自「全球台商服務

網」: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Pag
e.do?id=10&country=GR)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希臘 

歐盟對希臘歐債風暴反應 

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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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傳出恐引爆歐債風暴，而義大利為

全球第2大的太陽能市場，市場擔憂，義大利
金融危機將使太陽能補貼和市場需求大減。 

義大利僅次於德國為全球第2大太陽能市
場，根據市場研究機構預估，今年義大利太陽
能市場規模約來到5GW水位，較去年大幅成
長，不過隨著歐債危機恐再度爆發下，市場憂
心義大利需求將急縮，對於太陽能各廠來說，
目前市況好不容易有回溫跡象，現在又面臨主
要市場需求大降，營運恐怕是雪上加霜。  

太陽能廠挺過了歐洲市場政策不確定因素，
歐洲庫存高檔等利空，稼動率近期也逐步回升，
需求開始回暖下，6月份營收大多交出回溫成
績單，營收表現普遍走揚，不過在ASP處於低
檔下，半年報恐多為虧損狀態。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義大利 

UE3C 蔡莛萱 整理 

義大利陷歐債風暴 太陽能股價慘綠 義大利國會通過撙節預算方案 

義大利國會於2011年7月15日以316贊成、
284票反對、以及2票棄權，通過4年期、480億歐
元(約合680億美元)的緊縮預算方案，預計在確實
履行方案內容後，於2014年之前，大幅削減國內
公共債務；同時義大利國會通過這項方案，也可
以穩定市場投資人的信心。 
  義大利國會在歐盟準備公布對91家歐洲銀行
的「壓力測試」結果之前，通過這項撙節方案，
其中包括大幅削減地方補助、家屬納稅優惠以及
一些相當優渥的養老金等措施。 
  歐債風暴繼席捲希臘、葡萄牙與愛爾蘭之後，
現在義大利及西班牙也告急，市場近日擔憂義大
利無法償還借貸款項，恐怕出現債信違約，使義
大利股市下滑，債券殖利率上升。如今義大利通
過緊縮財政方案後，應該可以暫時穩定投資人的
信心。 

 

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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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區第3大經濟體義大利債務危機風險驟升，

若步上希臘後塵，影響所及難以估計，而義大利
面臨的債務危機壓力衝擊歐元匯價，更讓歐洲聯
盟領導人頗為憂心。 

正當各方焦點關注希臘債臺高築之際，歐元
之父孟德爾(Robert Mundell)卻發出警語，義大
利的政府債務總額達1兆8000萬歐元，幾乎是希
臘的5倍，才是值得關注的對象。 

如彭博社(Bloomberg)的專欄作家強生
(Simon Johnson)的分析，目前美國金融機構持有
義大利的貸款約350億美元，若義大利債務出現
問題，美國勢必首當其衝，對於國際金融市場勢
必產生連鎖效應的衝擊。 

而近來浮出檯面的數據及指標顯示，義大利
債務危機風險驟升。特別是歐盟即將於15日公布
第二回合91家歐洲銀行壓力測試結果，這些陸續
浮現的數據及指標，印證孟德爾的先見之明。 

 6月底國際信評機構如穆迪(Moody’s)發出聲
明，由於義大利的經濟成長面臨挑戰、減債失敗風
險大增，正考慮調降義大利的主權債信評等。而跟
義大利同樣也陷入債務危機的「歐豬四國」(PIGS)
之一的葡萄牙則是在本月初，債信評等被穆迪打入
垃圾級。 

 此外，根據網路報紙「歐盟觀察家」
(Euobserver)的報導，和公債指標國德國比較，兩
國的10年期公債收益率利差達到2.45個百分點左右，
創歐元問世以來的歷史新高，顯示義大利財務狀況
面臨沉重壓力。 

 而歐盟公布的各成員國政府債務佔國內生產
毛額(GDP)的比例，義大利更是高達119％，次於
希臘147%，為歐盟第2高。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義大利 

歐債危機燒向義大利 

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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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債危機燒向義大利 (續) 
 

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范宏畢(Herman Van 
Rompuy)趕在歐盟晚間召開財長會議前夕，今天上
午召集歐盟巨頭研商挽救歐債危機的對策。范宏畢說，
他緊急召開這項會議，即因義大利的情勢讓他擔憂。 

以匯率市場的反應而論，原本希臘通過緊縮方案
後，歐元對美元匯率一度回檔至1歐元兌換1.45美元
的價位，但今天早盤歐元對美元匯價已跌破1.42關卡，
來到1.412附近徘徊，債務風暴有再度衝擊歐元之勢，
不難想見范宏畢的憂心。 

陷入債務危機泥淖的南歐四國，已有葡萄牙與希
臘接受紓困，而義大利的情勢也不容樂觀，雪上加霜
的歐債風暴能否化險為夷，前景更不明。 

 
 
  

歐債風暴特輯：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義大利 

歐債危機擴大 義大利挨轟 

金融市場對義大利施加的壓力增強，把歐洲
最大債務國進一步推向歐元區危險地帶，促使義
大利當局召開緊急會議。 
  義大利公債的殖利率攀升至歐元問世11年來
新高，預示會達到跟西班牙一樣的水準，意味羅
馬正取代馬德里，成為投資人擔憂債務可持續性
的主要焦點。 
  義大利的股市指數下跌至27個多月以來的新
低點，主要是受到持有義大利債務龐大曝險部位
銀行的拖累。各界擔心，經濟成長緩慢會讓歐洲
更難克服歐元區債務問題，導致歐洲股市下跌至
9個月以來新低。 

Part 3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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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欄 

歐洲整體的醫療服務形式正處在一個轉型的階段，每個國家共同的目標都是利用更低的成本來增進更
好的醫療服務品質，可以照顧到更多的病患以及老年人口。 

這些新的eHealth措施，誠如：遠距醫療(telemedicine)等等，都是把居民的健康視為最優先的地位。
這些遠端存取的技術 也讓居民可隨時監控並獲取自己的病史資料，可以更容易地掌握自己的健康狀況。 
CSC Healthcare EMEA於2011年7月 所發表的ㄧ篇報告，對遠距醫療的發展作了以下的建議： 
 
＊遠距醫療的發展策略需結合醫療計畫代表、病患、醫療人員，共同協商計畫內容、程序和負責人員，來

規劃實行藍圖。 
＊策略發展應以最直接、最少障礙的計畫為始。應將重點放在能夠讓醫療系統直接獲益的項目，例如慢性

病。 
＊相關政策的制定應越早越好。 
＊遠距醫療技術需商業化，並以消費者為導向，取得容易且價格優惠，以減少施行上的阻力。 
＊若有可能，應將遠距醫療技術與全方位的臨床平台結合，以降低資料重複、照護警訊的數目， 並減少維

護介面的設立。 
＊不要忽略雲端、服務軟體和其他外包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可加強產品技術上的功能，並可降低成本。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8/P201108_14.htm 
 

 遠距醫療是為落實eHealth的重要基礎技術  
UC3A 蔡幸均 整理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8/P201108_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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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Do You Know...?? 

Q：你知道什麼是歐洲國家盃嗎？ 
 
A ：歐洲國家盃（UEFA European Championship）是一項
由歐洲足協成員國間參加的最高級別國家級足球賽事，於
1960年舉行第一屆，其後每四年舉行一屆。賽事創辦時名
稱為 European Nations Cup，其後於1968年改名為 
European Football Championship。 
所有歐洲足協成員國如要參加歐洲國家盃決賽週，除了主辦
國可以自動晉身決賽週之外，其他球隊必須要參加外圍賽，
透過外圍賽賽事，成績最好的球隊可以晉身決賽週。現時歐
洲國家盃由十六支球隊分成四組，每組各有四支球隊，每組
分別進行單循環賽制，每個小組成績最好的球隊可以出線半
準決賽。半準決賽及準決賽均以一場過決定出勝方，直至決
賽決定出冠軍球隊，但衛冕冠軍不會獲得下一屆歐洲國家盃
決賽週參賽席位。 
由於歐洲國家盃的規模及比賽質素僅次於世界盃足球賽，因
此被人們稱為缺少巴西和阿根廷的世界盃。 
 
參考資料: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6090204595 
圖片來源： 
http://xiaki.blog138.fc2.com/blog-entry-108.html 

6-1歐洲國家盃2012年logo 

UC3A 蔡幸均 整理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6090204595�
http://xiaki.blog138.fc2.com/blog-entry-108.html�
http://xiaki.blog138.fc2.com/blog-entry-108.html�
http://xiaki.blog138.fc2.com/blog-entry-108.html�
http://xiaki.blog138.fc2.com/blog-entry-108.html�
http://xiaki.blog138.fc2.com/blog-entry-108.html�


Page 20 

Part 6                                                                    校外活動快訊 
時間、地點： 
10/25(二) 高雄漢來飯店9F金龍/金鳳廳 
 (台灣高雄市成功一路2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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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校內活動快訊 

ALLEX留美獎學金開放申請至10/31 

 
2012年度獎學金名額約20-25位，第一梯次申請截止日期至10/31；面試
日期為12/16-12/18期間。 
 
地點：高雄市中正三路2號5樓 (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 
 
申請方式、所需文件等相關資訊請至ALLEX臺灣中文網站查詢。 
 
[前往了解] 
 
 

http://allextaiwan.tjm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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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資料來源 
Part 4 
4-1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George_Papandreou_(junior).jpg 
台商網：希臘 -  經濟環境 
http://twbusiness.nat.gov.tw/countryPage.do?id=10&country=GR 
2011-09-15  鉅亨網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0915/KDZ72RHMS26WR.shtml?c=headline_sitehead%20For
ceRecrawl:%200 
2011/7/12  鉅亨網 
http://www.ttv.com.tw/100/07/1000712/07201112122577303B7ECF014D9497213BEFE73A5C53C
CB9.htm 
2011 / 07/ 15/ 22:31   撰稿 * 編輯: 張子清   新聞引據: 採訪、法新社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07638 
歐洲聯盟（歐盟）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2/19/content_664530.htm 
2011/07/11 19:35 中央社 
http://tw.money.yahoo.com/news_article/adbf/d_a_110711_1_2oj5i 
中央社記者曹宇帆布魯塞爾2011年7月11日專電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06843 
時間：2011/8/2 22:47  撰稿‧編輯：黃啟霖   新聞引據： 中央社.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10652 
Part 5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8/P201108_14.htm 
Part 6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7006090204595 
http://xiaki.blog138.fc2.com/blog-entry-1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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