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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還是走到了這個時候，必須為本學期最後一期歐盟園區電子報寫下編按。文編回顧自己在99學年度下學期最後一期電子報編按中，假文青地引用了余光中教授的《如果遠方有戰爭》作為串連與結束，檢討自己在面對北非政變時的掩耳消極；在100學年度上學期結束之際，再次附庸風雅地選首詩穿插於編按中是否會成為「此風不可長」的推託怠惰??有開始，便有結束；而在起點與終點間的過程成了一條拉直繃緊的線，學期初時我們大刀闊斧地將這條線截成片段，接著苟延殘喘努力達成每個設立下的目標，以順利從段與段之間移動，直到抵達結束點。「愛情太短，而遺忘太長」，聶魯達如是說；「寒假太短，而夢想太多」，文編我如是說。還是引用了詩人的智慧，果然還是別說嘴的好。我們下學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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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消息公告園區消息公告園區消息公告園區消息公告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機制》宣導說明

為加強旅外國人急難救助機制，請本校師生留意：

一、請學生出國留遊學或旅行前，先至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網站（www.boca.gov.tw）
所設置「出國登錄」網頁完成登錄，所登錄資料將有助於我駐外館處瞭解登錄者
動態，當發生天災、動亂、急難事件或需協尋通報時，可立即聯繫並提供協助；
校內單位另於安排學生、參訪團出國前，將相關聯絡資料列冊函告外交部。相關
資料該部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保護個人隱私。

二、如遇緊急事故，請就近聯繫外交部駐外館處(點選所在國家地區）或撥打旅外國人
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電話洽助；如遇國外發生重大事故時，請至該網，在
「旅外國人平安留言板」留下報平安訊息、個人聯絡資料或尋人啟事，以利相關
人員作適當之處理。此留言板專為急難救助緊急聯繫而設，平時不開放使用。

三、另附教育部「維護我國留學生安全具體措施」連結，請欲出國的同學務必點閱。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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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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打折季啟動日倫敦繁華商業街兇殺(大紀元2011年12月27日)

◎訪問簽證上訴英國政府每週搭進100萬鎊(大紀元2011年12月22日)

◎部分銀行開始制定歐元區解體應急計劃(大紀元2011年12月26日)

◎◎◎◎ 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大紀元大紀元大紀元大紀元2011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27日日日日)

◎荷莫茲海峽：全球石油重要通道(大紀元2011年12月28日)

◎調查顯示瑞士央行行長未進行不正當交易(大紀元2011年12月27日)

◎歐元波動仍受歐債危機影響(大紀元2011年12月27日)

UF2B 陳昭淇陳昭淇陳昭淇陳昭淇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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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

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
UF2B 陳昭淇陳昭淇陳昭淇陳昭淇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近月來，歐元區債務危機的不斷加劇，至少有兩家跨國銀行已採取行動安裝後備技術
系統，為希臘德拉克馬(Drachma)、葡萄牙埃斯庫多(Escudo)、意大利里拉(Lira)等歐洲貨
幣重新在市場上交易做準備。目前銀行正在考慮全面的應對計劃一旦有成員國退出歐元區，
將牽扯到銀行貸款協議、分行員工的安全等方方面面的問題。

英國外交部已開始制定應急計劃，萬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銀行體系崩潰，英國將幫助
本國公民撤離這兩個國家。不過這也反映出歐洲政客、銀行以及企業當前面臨的難題﹕在
努力安撫市場的同時又要共同著手為歐元區解體做準備。過去幾週來，政府、金融機構和
企業都在悄悄加大力度制定應急計劃，為最壞的情況做打算。歐洲銀行業一方面正努力向
外界表明自己對歐元的信心，另一方面又要著手為歐元區可能解體做準備。

一些在希臘等南歐國家經營業務的企業已經開始轉移現金，防範這些國家重新啟用以
前的本幣瞬間造成匯兌損失的風險。以往這些企業每隔兩週才轉移一次，但現在幾乎每天
一次。這也是歐元區擔憂情緒仍在不斷升溫的一個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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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

考慮到成員國突然退出歐元區的可能性，銀行業目前正採取各種防範措施，以減輕將來
自身主要業務可能受到的衝擊。安置適用於歐洲舊貨幣代碼的技術系統正是銀行的準備措施
之一。

在銀行交易系統中，貨幣代碼通常由三個字母組成例如美元用“USD”。從複雜的投行交
易到基本的轉帳，銀行的各類金融交易都要用到貨幣代碼，這套貨幣代碼由總部位於日內瓦
的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簡稱ISO)制定，被Swift所採用。
Swift是一家合作企業﹐為來自全球200多個國家的大約1萬家公司提供付款指令的格式化和
發送服務。

技術專家指出，一旦一家銀行知道新貨幣的確切代碼，那麼建立一套技術系統就會相對
容易一些。接下來這家銀行就必須對其用於估計交易量的基礎設施進行調整，並確保提供給
對手方銀行的數據是正確的。倫敦一家銀行的高級技術人員稱，之後，銀行的系統必須要經
過修改和測試，這一過程需要一、兩週的時間。

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歐元區銀行在歐洲央行隔夜存款規模創新高
UF2B 陳昭淇陳昭淇陳昭淇陳昭淇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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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歐洲歐洲歐洲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理事會(European(European(European(European Council)Council)Council)Council)，也被稱為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首腦會議首腦會議首腦會議首腦會議、歐盟高峰會歐盟高峰會歐盟高峰會歐盟高峰會或歐洲高峰會歐洲高峰會歐洲高峰會歐洲高峰會，是由歐盟27個
成員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共同
參加的首腦會議。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理事會職責分為兩部份，設立歐盟基本政治目標
與優先順序，並處理困難或敏感議題；雖對於歐盟政
治議程具影響力，但無立法權。

歐洲理事會係由各會員國政府首長、執委會主席
與歐洲理事會主席、歐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共同參與，視情況所需各
國政府首長另可指派一部長協助參與會議。Herman
Van Rompuy為目前歐洲理事會主席，任期自2009年
12月1日起至2012年5月31止。

歐洲理事會每半年聚會2次，歐洲理事會主席可
視情況召開特別會議，會議通常於布魯塞爾Justus
Lipsius大樓舉行。除非另有條約規定，歐洲理事會的
決議採共識決。理事會主席、執委會主席與高級代表
無投票權。

歐洲理事會主席人選採多數表決決定，主席任
期為2年半，得以連任一次。歐洲理事會自1974年開
始，創設的原意在建立歐盟元首談論事情的非正式
論壇，於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生效後，成為歐盟7大機構之一，規劃歐
盟策略與危機應變處理。

歷史發展歷史發展歷史發展歷史發展

第一次歐洲元首聚會於1961年2月與6月分別於
法國巴黎與德國波昂召開，原因在於當時的法國總
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對於在融合過程中成
立超國家的治理機構(亦即歐洲執委會)感到不滿；
而第一個對歐盟產生影響力的歐洲理事會為1969年
的海牙會議(The Hague summit)，會議中達成了英
國成為會員國的協議，並開啟了外交合作，將歐洲
統一的過程擴展到非經濟領域中。

首屆正式歐洲理事會於1975年3月10日與11日於
愛爾蘭都柏林召開。1987年，歐洲理事會第一次被
列入條約中，並於《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
Treaty)》中定義其角色。起初，理事會每年只須召
開2次，如今則平均召開6次。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

UE3C 蔡莛萱蔡莛萱蔡莛萱蔡莛萱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Page 7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部分歐洲理事會召開時間被視為歐盟發展的轉折
點，如：

1969年海牙：外交政策和擴張
1974年巴黎：理事會成立
1985年米蘭：《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
1991年馬斯垂克：《馬斯垂克條約 (Maastricht

Treaty)》
1997年 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條約(Amsterdam

Treaty)》
1998年布魯塞爾：部分會員國採用歐元
2002年 哥本哈根：同意2004年5月的擴張，納入更多

會員國
2007年里斯本：《里斯本條約(Lisbon Treaty)》
2010年：歐洲金融市場穩定基金

因此，歐洲理事會早在《里斯本條約》生效並確
認其地位前便已存在並開始運作。

圖圖圖圖4-1 2009年於里斯本召開會議時的合照

歐洲理事會的職權歐洲理事會的職權歐洲理事會的職權歐洲理事會的職權

歐洲理事會為歐盟官方機構之一，如《里斯本
條約》中所述，理事會提供歐盟發展進程中所需之
動力，透過確立歐盟政策議程的職能，歐洲理事會
被視為歐洲整合的動力引擎。歐洲理事會本身並無
任何正式權力，理事會的影響力來自於成員皆為成
員國元首。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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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除了提供歐盟發展所需之動力外，歐洲理事會尚
需解決棘手議題，並以「集體國家元首」的方式帶領
外交政策、簽署正式文件、參與條約修正討論。

歐洲理事會能任命理事會主席、執委會主席、歐
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與歐洲中央銀行主席；歐
洲理事會的影響力還展現在警政司法、執委會的組成
、輪值主席相關事宜、會員國權力終止，並改變投票
制度。

歐洲歐洲歐洲歐洲理事會議組成理事會議組成理事會議組成理事會議組成

歐洲理事會係由各會員國元首、理事會主席與執
委會主席組成，各國外交部長通常連同各元首出席，
執委會主席亦會與另一執委共同參與會議。然而，在
《里斯本條約》將「跨會員國關係」定義為內政而非
國際政策後，外交部長不再定期參與歐洲理事會會議
；若有需要，會議召開時亦可有國家各部會首長共同
參與討論。歐盟理事會總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ouncil)也是定期列席者，此一職位另因籌備
會議變得格外重要；歐洲議會主席通常會在討論前發
表演說。此外，因各發言人皆以其母語進行探討，
…..

圖圖圖圖4-2 2011年3月於布魯塞爾召開的會議合照

口譯人員亦為會議參與者之一。

但因歐洲理事會各國僅能有2名列席名額，當會
員國中行政權力分工過細時，亦可能出現哪位部長
得以出席會議的困擾。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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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理事會主席歐洲理事會主席歐洲理事會主席歐洲理事會主席

歐洲理事會主席目前為比利時籍的Herman Van
Rompuy，任期為2年半，主席的職權並不等同於各國
元首，僅高於各國部會首長。歐洲理事會主席主要負
責籌備與主持會議，並無行政權力，並須在歐洲理事
會議後向歐洲議會報告。

圖圖圖圖4-3 2011年 11月 18日Van Rompuy與英國首相
Cameron會面

歐洲理事長主席原則上為歐盟於世界舞台上之
代表。自1975至2009年止，歐洲理事長領導一直為
非正式的角色，於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條約》聲
明歐洲理事會可指派任期為2年半之全職主席，並得
以連任一次。

歐洲理事會成員歐洲理事會成員歐洲理事會成員歐洲理事會成員

主席：Herman Van Rompuy[比利時]
各國代表：
《《《《請請請請參照下頁參照下頁參照下頁參照下頁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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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

克羅埃西亞首相

Zoran Milanović

賽普勒斯首相

Dimitris
Christofias

丹麥國務部長

Helle Thorning-
Schmidt

愛沙尼亞首相

Andrus Ansip

芬蘭首相

Jyrki Katainen

德國聯邦總理

Angela Merkel

匈牙利內閣總理

Viktor Orbán

法國總統

Nicolas Sarkozy

希臘首相

Lucas Papademos

捷克首相

Petr Neč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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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

愛爾蘭總理

Enda Kenny

義大利部長
委員會主席

Mario Monti

拉脫維亞內閣總理

Dalia 
Grybauskaite

立陶宛總統

Dalia 
Grybauskaitė

馬爾他首相

Lawrence Gonzi

荷蘭首相

Mark Rutte

盧森堡首相

Jean-Claude
Juncker

波蘭部長委員會主席

Donald Tusk

葡萄牙首相

Pedro Passos
Coelho

羅馬尼亞總統

Traian Băsescu



保加利亞首相

Boyko Borisov

比利時首相

Elio Di Ru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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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

斯洛伐克政府領袖

Iveta Radičová

斯洛維尼亞
政府領袖

Borut Pahor

西班牙政府領袖

Mariano Rajoy

瑞典國務部長

Fredrik Reinfeldt

英國首相

David Cameron

歐洲執委會主席

José Manuel Barroso

奧地利聯邦總理

Werner Fay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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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召開方式會議召開方式會議召開方式會議召開方式

歐洲理事會通常每年於布魯塞爾召開4次，部份
特殊會議則在輪值主席國境內召開。會議慣例每次為
期2天，若有特殊議程會議將延長。

每次理事會舉行之後，輪值主席國公布會議的決
定，這些決定隨後必須向歐盟委員會以提議的方式提
出，然後由歐洲議會表決。只有在歐洲議會表決通過
之後，這些決定才會具有真正的法律意義。

改革改革改革改革

在2004年羅馬簽訂的《歐盟憲法》提出未來的歐
洲理事會主席將通過選舉方式產生，任期為兩年半。
這個改革的主要原因是：歐盟在2004年和2007年連
續擴大之後，擁有的27個成員國的歐洲理事會輪值主
席國制度難以繼續實行，每個國家要每隔13年半才能
輪值主席國一次。2009年11月，時任比利時首相范龍
佩當選首任非輪值主席。

與歐洲執委會間的關係與歐洲執委會間的關係與歐洲執委會間的關係與歐洲執委會間的關係

歐洲理事會主席與歐洲執委會主席間的關係與
角色因《里斯本條約》中語意不詳的定義而充滿爭
議。某些定義將歐洲理事會主席視為「策略者」，
而執委會主席則為「政府首腦」，歐洲理事會則制
定廣泛性策略，而執委會則負責執行。

自從歐洲理事會主席一職創設後， Van
Rompuy與執委會主席Barroso便已開始競爭；Van
Rompuy從權力自執委會轉移至歐洲理事會中獲利
，而Barroso則仍掌有實權。有人認為此一雙主席制
度可能導致兩個行政單位間的內鬨，另有主張希望
兩個職位能合併。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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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3B蔡玉娟蔡玉娟蔡玉娟蔡玉娟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01130011

有機太陽能電池是一種既經濟又環保的太陽能電池。現在，一群歐洲科學家利用超高速雷
射裝置發現了將有機─無機複合式太陽能電池的效率提高兩倍的方法。除了環保與低廉的製造
成本以外，亦可以造在如塑膠般的柔性基板上，以增加其應用範圍。但是其發電效率卻仍低於
其他傳統的無機半導體電池。將光線轉換成電流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是自由電荷載體產生
的過程。
在有機太陽能電池的光電轉換步驟中，首先，當有機物(通常是聚合物)元件吸收到光線後，

會釋放出電子，然後這些電子會被電池的另一個元件(此研究是用矽奈米顆粒)所吸收，接著電
子會被進一步的傳輸來形成電流。這突破性的關鍵在於一個獨特的飛秒雷射實驗裝置，它的時
間解析度高達40飛秒(fs)，並且可以偵測非常寬的波段範圍。這項裝置幫助研究團隊即時觀察
元件吸收光子時所產生的超高速過程。
這項研究的第一作者丹尼爾赫爾曼Daniel Herrmann解釋：「為了獲得自由電荷載體，電

子和電洞都必須充分的移動來克服庫侖力。」該團隊發現，有秩序排列結構的聚合物比無序排
列的聚合物更能提高電子電洞的分離效率。換句話說，一個聚合物的自我排列的程度愈高，愈
能顯著增加電荷的分離效率。該研究團隊所使用的聚合物是少數已知具有自我排列能力的聚合
物之一。研究人員成功地倍增自由電荷載體的分離效率，也因此提高了有機太陽能電池的發電
效率。

歐洲科學家發明更有效率的有機太陽能電池歐洲科學家發明更有效率的有機太陽能電池歐洲科學家發明更有效率的有機太陽能電池歐洲科學家發明更有效率的有機太陽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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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00930017

歐盟科學家製造可以發紅光的奈米碳管歐盟科學家製造可以發紅光的奈米碳管歐盟科學家製造可以發紅光的奈米碳管歐盟科學家製造可以發紅光的奈米碳管

奈米碳管是極佳的導體，並會吸收其附近發光物質的能量，以肉眼觀察奈米碳管，通常就是一些黑色粉
末；因此讓奈米碳管發光是一項研究瓶頸。位在華沙的波蘭物理化學研究院（IPC PAS, the Institute of
Physical Chemistry of the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的研究人員，最近使用一項非常簡單的方法做出
一項貢獻，讓紫外光照射奈米碳管而發出紅光。

這些研究人員參與了國際FINELUMEN計畫1，係由位在義大利波隆那（Bolonia）的研究機構CNR-ISOF
（Istituto per la Sintesi Organica e la Fotoreattivita, Consiglio Nazionale delle Ricerche）之Nicola
Armaroli博士擔任計畫協調員；他們已經發展出一套有效的方式製造新的光晶體材料；即在奈米碳管鍍上可
以發出紅光的化學物質。來自華沙的波蘭物理化學研究院的Marek Pietraszkiewicz教授說：「我們專注於研
究鑭系元素。因此決定結合鑭系元素的良好發光特性與奈米碳管良好的機械與電子特性作為研究主體。」

奈米碳管可以視為將石墨烯（graphene）滾成一個無縫之筒狀。奈米碳管表面積對體積比是很大的；因
此也可以與許多分子相結合，包括發光材料。華沙的波蘭物理化學研究院之博士生Valentina Utochnikova表
示，因為奈米碳管具有吸收光的特質，所以並不建議將發光材料直接黏附在碳管表面上。他們的新製程，是
引進一個類似錨的結構。錨的一邊是奈米碳管，另外一邊是發光分子。並透過正負液態離子的化學發法，使
奈米碳管在照射到UV光之後可以放出紅光。

調整奈米碳管與其反應試劑，已被華沙的波蘭物理化學研究院的Pietraszkiewicz 研究團隊所發明；另一
方面，奈米碳管的調整與光譜研究是由比利時Namur大學的研究團隊與義大利波隆那的CNR-ISOF團隊所貢
獻。

這種光晶體材料有許多用處，包含生物分子方面的應用。以奈米碳管發光改變的情形，就可以研究不同
生物分子附著的特性。此外，好的導體再加上具有好的發光特性，將可以使這種新的奈米碳管成為具有相當
吸引力的有機發光二極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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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歐洲歐洲歐洲經濟大經濟大經濟大經濟大不同－德、西兩樣情不同－德、西兩樣情不同－德、西兩樣情不同－德、西兩樣情

西班牙新政府正面臨一大挑戰，於2011年12月底
該國失業人口數已達442萬人，創1996年以來數據新高
，失業率攀升至22%。西班牙勞工部將國內衰弱的經
濟視為失業率增加的主因。

西班牙政府已將2011年的國內生產毛額逆差從原
先預估之 6%調升至 8%。西班牙新任首相拉霍伊
(Mariano Rajoy)表示將縮減89億歐元的支出，並提升
60億歐元的稅收以減少逆差，但此計畫對西班牙的高
失業率危機似無顯著幫助。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失業率創新低失業率創新低失業率創新低失業率創新低

2012年12月份，德國失業率降至6.8%，據路透社
(Reuters)報導，失業率為德國統一以來新低，與西班
牙失業率創新高的情況產生明顯對比；德、西的經濟
數據呈現出歐洲境內兩個不同的經濟體。

德國亦有其問題，因十月的出口量大幅下跌，德國中
央銀行預期德國2012年的經濟成長率只有0.6%，但仍
會是歐洲大經濟體中最強大的國家。

希臘經濟壓力與日俱增希臘經濟壓力與日俱增希臘經濟壓力與日俱增希臘經濟壓力與日俱增為歐元區情況最為歐元區情況最為歐元區情況最為歐元區情況最糟糟糟糟的一員的一員的一員的一員

希臘政府發言人卡普西斯(Pantelis Kapsis)於今早
警示，希臘恐遭強迫驅逐出歐元區，除非希臘同意第二
輪紓困方案的細節。卡普西斯表示希臘必須簽署金融救
助合約，否則一旦遭逐出市場或歐元區，對希臘的打擊
將會更大。

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高峰會於2011年10月已同意總
值1,300億的紓困方案，過了近10週後，希臘政府仍未
同意該協議，採取更多的削減政策及與債權人債務互換
協議。

當務之急是設法與希臘的債務持有者達成協議。原
訂計畫是將扣減率設為50%，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官員表示，此舉仍
不足以拯救希臘的財政危機。

希 臘 國 家 銀 行 (National Bank) 主 席 Vassilis
Rapanos也警告希臘人必須降低生活水平，或是退出歐
元區讓經濟倒退十年，並認為希臘的發展情勢將取決於
未來4個月內的發展。

新聞原文：Guardian(衛報)， http://goo.gl/qEsTW

UT3A 黨俊龍 / 林智文編譯



針對近期出版的書中提出法國小孩為何不吵鬧的見解，同樣在巴黎教育小孩的Kim Willsher則有不同見解。

------------------------------------

英國女人首先因相較於法國女人顯得豐腴且不性感而遭受攻擊，如今又有另外一項針對教育小孩的指
責正朝英國發射而來。

現居於法國巴黎的Pamela Druckerman，是位有著三年育兒經驗的美國媽媽，在她於今年一月發行
的新書《French Children Don’t Throw Food》中，談論法國小孩如何有別於英、美的孩子，睡覺時不哭鬧
、不挑食、不會在逛超市時大發脾氣，更會乖乖上床睡覺，法國媽媽們卻仍性感依舊。Druckerman的書
當然充滿了刻板印象並過於泛泛，但是部分教養方式的差異性的確存在。

高盧人(法國)與盎格魯薩克遜人(英國)間的管教二分法為：紀律與鼓勵，責罰與放任，大聲地喊出「
Ça suffit!(夠了！)」或「我們不要這樣做，好不好？」，相較於英國父母的謙柔，法國父母最基本的教育
方法則是打屁股(la fessée)，雙方看待孩子的分歧便展現在教育方式上。

在法國，小孩被視為有待教育體系與父母形塑的小小人，發脾氣的後果會挨打，若情況持續發生將被
父母帶去兒童心理學家檢查。因此，「可怕的兩歲」(the terrible twos)的現象在法國較少見。

有四個孩子的Lise Fuccellaro在英國住了七年後回到巴黎，她認為和法國相比，英國母親對待孩子極
度溫柔且有耐心，英國母親非常少生氣，幾乎不會像生氣大吼；然而，法國孩子的餐桌禮儀則較好，英國
小孩在餐桌上坐立難安且不尊重週遭的人，這是法國家長所難以想像和接受的。

37歲的法語教授Bénédicte Juston目前與她分別為6歲、8歲與10歲的孩子居住在倫敦西部，她同樣認
為英國父母不可能對子女大喊：「住手！」，反而是保持冷靜地問：「為什麼你要這麼做？」法國則比較
拉丁風情，管教的方式偏向「住手，不然就等著挨打！」而她經常發現自己是唯一會在街上對小孩大聲斥
責的媽媽。

UE4A馮亞真編譯

教育大不同：法國父母為何偏好威權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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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on補充：「造成法國和英國的孩子最大的區別是學校。舉例來說，英國小孩若精於藝術但對數學
不拿手，大家會說不要緊；但若在法國，老師會通知家長，並告訴他們『你的孩子不會寫字，不會加法
，這令我們非常擔心。』」

兒童心理學家兼家庭治療師的Caroline Thompson博士認為，父母的教育差異決大部份取決於母親對
於自己的觀感，法國母親對於從女人變成母親的身分轉換較不如英美母親熱衷；在法國，孩子在母親心
中較屬於獨立的個體。一個英國母親會想「小孩覺得怎樣？」，而法國母親則會問「我覺得怎樣？」如
果我們過於同情孩子，便會無法懲罰或限制小孩的作為，進而造成反效果。

Thompson博士提到，當母親小孩變成生活的全部時，反而對孩子造成壓力；孩子的教育是否成功取
決於孩子能否脫離父母進入自己的世界。

----------------------------------------

歐盟園區補充：

原文文章《The parenting gap: why French mothers prefer to use the firm smack of authority》於2012年1月1日刊登在《
觀察家報》(The Observer)，此處原文出處取自《衛報》(The Guardian)網站。

原文文章刊登後，下方評論自有反對聲浪，包含：法國小孩絲毫不如作者所認為的乖巧、嚴格的管教和體罰早已經研究證
實對於孩子的發展有負面影響、英國人似乎擁有原罪怎麼做都無法盡如人意等評論；亦有讀者反應此篇文章僅在討論不同
的文化觀，適當的體罰絕無壞處。

作者文章內容的正確性與客觀性每位讀者自有判斷與解讀，藉由此篇文章與下方的讀者討論帶出歐洲人對於文化差異與偏
見的不同看法與探討非常有趣，建議大家上網觀看。

新聞原文：《衛報》(Guardian)，http://goo.gl/rlcTb

UE4A馮亞真編譯

教育大不同：法國父母為何偏好威權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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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9

QQQQ：：：：你知道法國人為何紀念你知道法國人為何紀念你知道法國人為何紀念你知道法國人為何紀念11月月月月11日嗎日嗎日嗎日嗎????

AAAA：：：：這一天是法定節假日，紀念在1918年11月11日簽署了停
戰協議，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此結束。在這一天，法國每個城
市都會舉行紀念儀式，遊行隊伍會最後在上午11點這一個象
徵性的時刻停在該市的戰爭紀念碑前。因為11月11日11點整
正是停戰協議生效的時刻。在紀念儀式上，市長會宣讀這個
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死的士兵名單。前來的市民會在
市長念出的每個人名停頓間，大聲喊出「為法國而死」。每
年的7月14日國慶節閱兵時，法國總統都要從凱旋門下通過
；而每當法國總統卸職的最後一天也要來此，向無名烈士墓
獻上鮮花。

法國、英聯邦地區和加拿大等國，人們在紀念一戰停戰
日時，常在外套上佩戴虞美人花，虞美人花的紅色正代表了
戰壕中的鮮血。在法國，人們也有用藍莓來紀念，因為它讓
人們想起一戰中法國士兵的制服顏色。如今，對於法國人來
說，雖然戰爭已是久遠的過去，但人們仍把每年的11月11日
作為一個機會，回憶上個世紀因戰爭帶來的恐怖，並更好地
瞭解歷史。

UC3B蔡玉娟蔡玉娟蔡玉娟蔡玉娟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Part 7                   Do You Know...??

巴黎凱旋門正下方的無名烈士墓。
碑上刻著墓誌：「這裡安息著一名
為祖國而死的法國士兵。」（攝影：
蘇惜雨/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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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高雄市6××××6攝影會攝影會攝影會攝影會101年會員聯展年會員聯展年會員聯展年會員聯展

活動型態活動型態活動型態活動型態：：：：攝影
展覽地點展覽地點展覽地點展覽地點：：：：高雄美術館至美軒
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101/01/27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101/02/07

高雄市6×6攝影會成立於民國77年，於86
年10月至市府登記，成為一個正式立案的藝
文團體。攝影會會員皆使用6×6相機，表現
出高品質的精緻畫面，尤其是近年來 數位
影像的崛起，會員們仍以傳統專業相機來拍
攝，卻能運用數位後製作方式，充分突破過
去傳統後製作的技巧，拓展更精緻的影像，
更進一步的以6×6構圖，拍攝全景的接圖來
表達更廣闊的畫面，希望能讓大家擁有耳目
一新的感受。

Part 8                   校外活動校外活動校外活動校外活動快訊快訊快訊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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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振油畫個展陳金振油畫個展陳金振油畫個展陳金振油畫個展

作品表現畫法，將表象的「景」，轉化為
具有思想的 「境」。為求畫面統一，把形與
物，依自己個人「喜好」重新组合成形。 畫
面以裝飾性處理。色調採用「自我」色彩，抛

棄自然的界限，互相重疊，以顔色與顔色的關
係構成畫面。以色彩塑造立體的感覺，取代以
光暗來塑造立體感。筆法 也從線性風格，轉
變成探討動感的繪畫性風格。

藉由現代藝術的思潮觀點、透過內心的表
白方式、利用不同的視覺感受、將「現實的表
象」與「意念虚象」結合營造成一種內心思维

的空間、探求「存在」的意義。新思维觀念配
合畫法技巧的應用，不同繪畫的表現，利用畫
展的機會，與大家共同研究。

Part 8                   校外活動校外活動校外活動校外活動快訊快訊快訊快訊

活動型態活動型態活動型態活動型態：：：：繪畫－油畫
展覽地點展覽地點展覽地點展覽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

至真堂一館
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101/01/28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101/02/08



Page 22

活動型態活動型態活動型態活動型態：：：：繪畫－油畫
展覽地點展覽地點展覽地點展覽地點：：：：高雄美術館至真堂三館
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開始日期：：：：101/01/19
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截止日期：：：：101/03/25

本展以「策展」方式辦理，策展主題為：高雄˙
美術『藝 術家的最愛─ 一張畫˙一個故事。展
出藝術家擬由策展小組依據高雄美術的創作發展，
藉由交叉討論及展出空間考量，擇取35位平面藝
術創作者參與展出。每人提出一件藝術 家的最愛：
最特別、最深刻、最具意義、在創作階段中最具
有代表性、自己最想珍藏、最具爭議、最挫折的、
或創作風格改變的關鍵作品…等，來揭發藝術家
最私 密、私人、不為人知的藝術故事。

Part 8                   校外活動校外活動校外活動校外活動快訊快訊快訊快訊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美術美術美術美術「「「「藝術家的最愛藝術家的最愛藝術家的最愛藝術家的最愛----一張畫一張畫一張畫一張畫‧‧‧‧一個故事一個故事一個故事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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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國際合作交流中心
研習地點：文藻姐妹校─法國里爾天主教大學(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ille-France)
研習時間：2012年6月29日至7月20日(出發時間以實際機票日期為準)
研習對象：
(一)年滿15歲對進修法文、對法國文化有興趣或希望瞭解歐盟背景之本校同學。
(二)身心狀況良好健康、配合度高、須可配合團進團出、能承受長期旅行並聽從帶團老師

指導。
課程內容 : ESP2提供General Program分兩部份(一)英語授課課程及(二)法語密級課程：
(一)英語授課課程：Elective course(28hr.)+Common core(12hr.)
(二)法語密集課程：Common core(40hr.)
※主辦學校將另安排旅遊(如Bruges,Brussels,里爾市區觀光等；實際景點以學校安排為
準)，也額外提供自費旅遊行程讓學生自由報名。

遊學團相關介紹與報名表暨相關費用、手續請參照國際合作交流中心網站。

2012年年年年法國暑假研習團法國暑假研習團法國暑假研習團法國暑假研習團

Part 8                   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

詳細詳細詳細詳細資料資料資料資料：：：：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1120011&Rc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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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封面圖片封面圖片封面圖片

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images/view;_ylt=A3eg.xQGsv1O2D8AgnRt1gt.;_ylu=X3oDMT
BlMTQ4cGxyBHNlYwNzcgRzbGsDaW1n?back=http://tw.image.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
p=%E6%AD%90%E6%B4%B2&ei=utf-8&fr=yfp-s&fr2=sfp&

PartPartPartPart 2222
http://chinese.wsj.com/big5/beu.asp

PartPartPartPart 4444
http://europa.eu/about-eu/institutions-bodies/european-council/index_en.htm
http://www.european-council.europa.eu/the-institution?lang=en
圖4-1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Tratado_de_Lisboa_13_12_2007_(08)_edited.jpg
圖4-2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ropean_Council
圖4-3 http://goo.gl/I2opf

PartPartPartPart 6666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1/11/n3427309.htm%E6%B3%95%E5%9C%8B%E4%BA%BA%E7
%82%BA%E4%BD%95%E7%B4%80%E5%BF%B511%E6%9C%8811%E6%97%A5
PartPartPartPart 7777

http://www.khcc.gov.tw/home02.aspx?ID=$5700&IDK=2&EXEC=D&DATA=1913

http://www.khcc.gov.tw/home02.aspx?ID=$5700&IDK=2&EXEC=D&DATA=1918

http://www.khcc.gov.tw/home02.aspx?ID=$5700&IDK=2&EXEC=D&DATA=1919

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1120011

http://c022.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1120017

Part 9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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