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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期、也是本學期第1期歐盟園區電子報於微濕微涼的今日(3/12)重新上線與大家見面了，小編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本期與本學期電子報的重點與改變吧：

本期電子報《歐洲主題專欄》以「2012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為題，於本期拉開序幕後，下

兩期將依序以倫敦奧運之籌辦等相關內容為大家報導今年的運動盛事；《歐洲觀點》本期刊登了羅文笙(Vincent Rollet)
老師的稿件「Horrizon 2020: A new EU framework to financ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介紹由歐洲
執委會提出、橫跨2014-2020的歐盟科研計畫。

本學期另外新增了兩個專欄，分別為《認識歐洲園地》與《歐洲藝文報導》。《認識歐洲園地》由畢業於南華大學

歐洲研究所的陳研壬同學擔任主筆，以自身學習經驗與遊歷過程為內容，將於本學期介紹瑞士、馬爾他、義大利、波蘭、
荷蘭與丹麥等歐洲國家。

《歐洲藝文報導》將由歐盟園區電子報編輯小組人員擔任報導者，針
對自身於歐洲求學旅行所見所聞，或參加臺灣歐洲藝文活動之內容撰寫文
章，提供電子報讀者們不同於網路或書籍資訊整理的個人直接感想；對於
活動的看法與感想或許將褒貶不一，但肯定是編輯人員最真誠的書寫，希
望能給予讀者們不同角度的看法。

說到這裡，小編要來段工商服務宣傳歐盟園區的Facebook粉絲
頁。歐盟園區電子報內固定有《歐盟雙週新聞》專欄，提供歐盟新聞之標
題與網頁連結；而歐盟園區Facebook粉絲頁與網站上於每日發佈歐洲/歐
盟新聞整理與編譯，提供大家更即時、詳盡與更多樣的新聞報導，希望大
家可以上網看看囉！

最後，謝謝本期編輯小組的配合與用心，讓電子報能準時於今日出刊，
You are the best！ 本期電子報編輯小組會議(101.03.02)



各國留遊學講座

03/14(三) 英國留學面面觀&IELTS考試講座(Q002；15:00-17:00)

講座內容：英國教育體系、英國文化簡介、國際學生在英國的福利、英國名校

介紹、如何申請英國碩士程序、如何準備IELTS考試、如何掌握IELTS考試高分

捷徑?

03/15(四) 美加暑期遊學與打工度假諮詢講座(Q003；15:00-17:00)

講座內容：美國與加拿大暑期遊學說明、美國打工度假說明、美國暑期語言學
校申請說明

03/21(三) 英國遊學趣(Q002；15:00-17:00)

講座內容：為何去遊學、為何選擇到英國遊學、熱門遊學地點、英國語言學校

簡介、語言課程簡介、住宿選擇、遊學花費預估

[報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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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與環境關懷特展－森林》(3/5-3/30)

Part 1                                                                     園區活動預告

繼2010/2011年於校內舉辦《環境系列攝影展》後，
歐盟園區於2012年延續與台灣法國文化協會之合作，為
幫助我們更能了解星球並關懷當今的環境問題，再次邀
請台灣法國文化協會策劃之環境系列巡迴展來校展出。

今年特展以「森林」為主題，將於歐盟園區文化藝
廊展出共20幅引人入勝的攝影展品，附有中、法文說明
引導參觀者能進一步認識森林之於我們的重要性。

歐盟園區誠摯地邀請您前來參觀，並讓我們一同思
考：森林，本應不只存在於圖片中。

【展覽資訊】
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廊（求真樓B1）
展期：2012/3/5-2012/3/30
備註：展場中另提供小紙條讓同學書寫對於展品的心得，

想知道大家都說了什麼嗎?請不要錯過本特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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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A4A潘怡心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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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會議 歐元區信心再起(中央社-2012年2月27日)

 歐銀3年期貸款 規模創新高(中央社-2012年2月29日)

 歐盟決定召回所有成員國駐白俄羅斯大使(俄新網年2月29日)

 白俄召回常駐歐盟代表與駐波大使以應對歐盟制裁(俄新網年2月29日)

 反歐盟新預算協定 法工會遊行(中央社-2012年2月29日)

 歐元集團：歐盟執委應專人助希(中央社-2012年3月1日)

 歐通膨升溫 失業率14年新高(中央社-2012年3月1日)



反歐盟新預算協定 法工會遊行

希臘第2輪紓困案已經通過，歐債危機的警報，暫時緩解。歐盟各國領
袖正在布魯塞爾召開高峰會，對各國政府預算赤字列出嚴格控管規定。不過，
新的撙節方案，縮減政府預算，引起歐洲勞工反彈。

歐洲工會聯合會2月29日發起各國串連遊行，為抗議政府以減支為由，
增加值營業稅等措施，抗議即將簽署的預算新協定，認為沒有經民主程序，
徵詢人民意見。

法國總工會響應，在全國各地發動罷工遊行，遊行隊伍中有許多民眾認
為歐債問題導致希臘政府欠債3千億歐元，無力償債而導致國家破產，也擔心
法國也會延伸希臘的狀況，社會福利及生活水準等也逐漸下降。

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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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最早於西元前776年起源於古代
希臘阿費斯(Alpheus)及克雷竇斯(Cladeus)兩河之間的山
谷，奧林匹克，這裡是宙斯(Zeus)的家鄉，希臘人來到這
裡參加競技，追求力與美均衡的理想，後來逐漸形成賽
會活動並衍生為四年一次的奧林匹克運動盛會。奧運競
賽期間，所有紛爭戰事都必須終止，在奧林匹克境內不
准攜帶武器或打鬥。

希臘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希臘人的生活和文
化中，離不開宗教和神話。他們認為只有將人類最美好
的德智體群美全部獻給諸神，才能表示自己對神的崇敬
和感激，才能實現美好的願望。因此祭神活動在古希臘
人的生活中，佔著極重要的地位。

UB1A  簡君伃整理

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圖片來源：http://movie.ifensi.com/article-164438.html

古代奧運競技場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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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奧運會的初燃 (1)



當時最主要祭祠神明的四大集會活動，有
祭 獻 天 神 宙斯 (Zeus) 的 奧 林 匹 克 競 技會
(Olympic Games) 、 祭 獻 太 陽 神 阿 波 羅
(Apollo)的皮西安競技會(Pythian Games)、祭
獻海神波西頓 (Poseidon)的依斯米安競技會
(Isthmian Games)、祭祠大力士神海克拉斯
(Hercules)的尼米安競技會 (Nemean Games)
。

參考資料：
http://lib.rssh.kh.edu.tw/essay/93essay/奧運的起源.pdf
圖片來源：
http://hi.baidu.com/%D0%A1%D1%FD496076606/blog/item/25
309ea0a7fb3f8146106442.html
http://eweekly.atmovies.com.tw/Data/263/22631745/
http://blog.roodo.com/jinxiu/archives/6207157.html

天神宙斯
(Zeus)

太陽神阿波羅
(Apollo)

海神波西頓
(Poseidon)

大力士神海克拉斯
(Hercules)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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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古希臘奧運會的初燃 (2)



西元146年，羅馬帝國統治希臘後，
古希臘奧運會由衰落走向毀滅。起初雖
仍舉行運動會，但奧林匹亞已不是唯一
競賽地了。此時職業運動員已經開始大
量出現，奧運會成了職業選手的比賽，
也漸漸失去了奧運會的原初精神。但此
時運動員健美的身體形象仍是大部分青
年追求的目標，健美的光芒仍未因古奧
運會的衰落而被掩蓋。

圖片來源：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mfa.gov.cn/chn/gxh/tyb/ywcf/t695740.htm

奧林匹亞遺跡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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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古希臘奧運的衰敗 (1)



時序進入西元二世紀後，因為基督宗教統治了包
括希臘在內的整個歐洲。基督宗教不僅倡導禁欲主義，
主張靈肉分開，同時也反對體育運動，這使得歐洲的
體育運動處於一個黑暗時代，奧運會也隨之更趨衰落。
西元349年，羅馬帝國的皇帝宣布廢除奧運會；西元
426年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燒毀
了奧林匹亞部分建築物；西元511、522年接連發生的
兩次強烈地震，使奧林匹亞遭到了徹底毀滅，繁榮的
奧林匹亞變成了一片廢墟，奧林匹亞運動場上的運動
員健美形象至此正式走入歷史，僅留下了大力士神海
克拉斯(Hercules)不朽的神話與偉大的健美藝術雕塑群；
還有，一個即將發芽閃耀光芒的健美種子。

參考資料：http://blog.roodo.com/jinxiu/archives/6207157.html
圖片網址：http://go.4better.co.uk/5-2681-p.asp

奧林匹亞遺跡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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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臘奧運的衰敗 (2)

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現 代 奧運 是 法國 男 爵顧 拜旦 (Pierre de
Coubertin)促成，由於受到古希臘奧運精神及英美
高度發展體育課程的影響，希望以古希臘的身體運
動啟發人類精神，心智發展的神聖教育方式來教育
青年，期望透過運動競賽達成交流促進友誼及合諧，
1894年顧拜旦努力及遊說，舉行了巴黎國際重建
奧運會議，他倡議將體育的地位提升到具有國際性
的價值，讓奧運演變成全世界最重要的體育活動。
顧拜旦原本計劃1900年在巴黎舉行第一屆現代奧
運，但在其他與會者不願等待的情形下，第一屆奧
運在1896年於雅典舉行。

參考資料：http://blog.xuite.net/uchida_ks/6222/17610402
圖片來源：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7/30/content_8846063.htm

第一屆奧運會主會場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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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現代奧運會的復興



參考資料：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04-03/25/content_1846668.htm
圖片來源：http://england.emm3.net/en/news/sports/6520.html

2012倫敦奧運聖火火把

1896年3月25日，第一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雅
典開幕，為了將歷史和現在聯繫在一起，雅典組委會特
意選在那天進行聖火點燃儀式，這是奧運會的一個盛大
儀式，中午12點(雅典時間)，身著白色長袍的女祭司來
到奧林匹亞遺址中心，點燃奧運聖火火種，由此拉開雅
典奧運會的序幕。奧運聖火隨後將遊歷5大洲，並拜訪
曾經舉辦過奧運會的21座城市，最後在8月11日返回雅典
奧林匹克體育場。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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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奧運會聖火傳承

奧林匹克聖火是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標誌。它在古代奧運會上燃燒以紀念古希臘
神話中，普羅米修斯從宙斯手中偷來火。從1928年開始，奧林匹克聖火又重新成
為了奧運會的一部分。從1936年柏林奧運會開始出現了火炬傳遞。它有著傳承火焰，
生生不息的意義。



1. 會旗之式樣顏色及象徵意義

奧林匹克旗為白底無邊，中間為五種顏色的奧林匹
克會徽。其會徽根據顧拜旦的構思而設計製作，以1914
年在巴黎大會上展示者為準。

為慶祝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恢復20週年，在巴黎舉行
的奧林匹克代表大會上首次升起。歷屆奧運會開幕式上
都有會旗交接儀式。由上屆奧運會主辦城市的代表將旗
交給國際奧委會主席，再由主席將旗遞交本屆主辦城市
的市長，然後將旗幟保存在市府大樓，四年後再送交下
屆主辦城市。奧運會升在運動會主會場上空的旗幟是一
面代用品。

圖片來源：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8-08/08/content_9021668.htm

奧運會會旗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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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奧運會的會旗及會徽 (1)



2. 會徽
奧林匹克會徽象徵五大洲的團結，且表

示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在奧林匹克運動會
上齊聚一堂。

奧林匹克會徽當時是顧拜旦以它們能概
括各會員國國旗的顏色而選定的，由五個奧
林匹克環所組成，可為單色或多色。五環的
顏色規定為藍、黃、黑、綠、紅。依據國際
奧會總部存留之正式圖案，其圖案整體約略
成正梯形，短的一邊為底部。

參考資料：http://lib.rssh.kh.edu.tw/essay/93essay/奧運的起源.pdf
圖片來源：http://www.hellotw.com/2008_AY/AY_zl/AY_aybk/200805/t20080516_355775.htm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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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奧運會的會旗及會徽 (2)

奧運會徽



「更快、更高、更強」(Citius, Altius, Fortius)是奧
林匹克運動會的格言。這是國際奧委會主席的密友狄東
(Henri martin Didon)在1895年提出，而顧拜旦對他提出
的格言頗為賞識，後來更將這句說話設定為奧林匹克的
格言，並在1913年獲國際奧委會正式批准。此外，顧拜
旦的名言︰「體育就是和平」(Sports is peace)、「參加
比取勝更重要」(Participation in the Olympic Game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inning)等亦加入為奧運格言。

參考資料： http://www.lstlwwf.edu.hk/w-computer/Olympic/index2.htm
圖片來源：http://a3696467.pixnet.net/blog/post/1631741-

2010%E5%B9%B4%E6%BA%AB%E5%93%A5%E8%8F%AF%E5%86%AC%E5%AD%A3%E5%A
5%A7%E9%81%8B%EF%BC%88vancouver-2010-olympic-and-pa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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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奧運會的格言



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古希臘不僅僅是對神的尊敬，也是
一種不流血的對抗，每個勇士展現出自己的力與美，雖然
古典奧運會在羅馬統治希臘之中，走向衰敗，但是在顧拜
旦的努力之下，也成功的挽救了奧運會。
在現代的奧運會中，人們不需要繼續征戰，但卻以奧運會
當作一種戰爭，不需要真正的攻打敵國，而是靠著每一項
的比賽去贏得國家的光采，不僅僅是國家的榮耀，更是證
明自己的努力與成果。

聖火的傳遞，雖然只是一把火焰，但卻在人們心中充
滿著無限的感激，看著聖火慢慢的向大會跑去，那種興奮
感難以形容，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把帶給人們光明
道路的使者。

圖片來源： http://www.takungpao.com/news/world/2011-07-28/893581.html

2012倫敦奧運主題館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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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倫敦奧運：奧運起源、背景介紹

奧運會-結語



UJ3C 葉瑜芳整理

報導發佈時間：2012/01/12

根據歐盟環境署(the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EEA)的初步估計，歐盟由於經濟衰
退，以及可再生能源來源的增長使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上有持續的進展。

歐盟環境署出版的歐盟溫室氣體趨勢分析內容指出，歐盟整體而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了15.5%。為了達成減少20%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承諾，歐盟會員國持續地實施各種計畫。就
長遠來看，歐盟需要的是建立一個低碳經濟的環境。

初步估計2010年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09年增加了2.4%(正負差0.3%)

歐盟15國內，排放量比基期低了10.7%(基期通常是指1990年)，遠遠超出了集體的目標8%

＊尚未實現自己目標的歐盟國家：奧地利、義大利、盧森堡

非歐盟會員國的歐盟環境署會員國跟合作的國家，除了列支敦士登和瑞士，都已經達成東
京議定書2009年目標。但列支敦士登和瑞士已經決定增加使用京都協議書所設定的靈活機
制，來跟上歐盟的整體目標

在過去20年，歐洲經濟區趨勢分析說明，經濟發展對溫室氣體排放有強烈的影響。

然而，根據歐洲經濟區分析顯示最近的趨勢，顯示歐盟對溫室氣體排放減緩的積極政策，
有其正面影響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01230022

歐盟2010年溫室氣體排放的現況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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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歐洲觀點

By Vincent Rollet (羅文笙), PhD. French Department,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 

Early December 2011,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ublished its new framework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2014-2020) called Horizon 2020. This new
framework programme whose name has been suggested by two teachers from
Czech Republic and Poland and choose through an online vote by European
citizens, comes after a series of seven framework programmes (FP1-FP7) which
encourage research in the EU since 1984.

With a €80 billion budget, Horizon 2020 is part of the drive to tackle the major
societal challenges indentified in Europe such as climate change, developing
sustainable transport and mobility, making renewable energy more affordable,
ensuring food safety and security, or coping with the challenge of an ageing
population.

Page 17

Horizon 2020: A new EU framework to financ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Part 6     歐洲觀點

One of the specificities of this new EU funding programme is the support it will 
provide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research and the market by helping innovative 
enterprises to develop their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to viable products with 
real commercial potential. 

Like its predecessors, through its annual working programmes which cover
various domains such as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SH), health, environment, 
nanotechnology, security, space, etc…, Horizon 2020 will propose specific topics in 
these fields and will call for – and finance! - projects managed b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nsortium of European and non-European partners.

Page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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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penness of the Horizon 2020 calls to non-European partners represent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Taiwanese researchers to work with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in their fields, to share their expertise with European colleagues and
to benefit from the European valuable experience, especially to face common
challenges in Taiwan. Aware of these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in 2008 Taiwan
has created, thematic National Contact Points (NCP) in the principal domains
covered by the precedent EU FP.

Working as a bridge between the research communities in the EU and in Taiwan,
these Taiwanese NCPs work to promote EU Framework programmes for
research here in Taiwan, to help local researchers to contact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Europe as well as to inform Taiwanese scientists about the last calls for
research projects in order to give them the best change to participate to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 financed b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Pag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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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翻譯
《2020新界線》：歐洲經濟研究與改革的嶄新計畫

2011年12月初，歐洲執委會公佈了最新的研究與改革結構計畫（2014-2020）
－《2020新界線》。這項計劃的名稱係由來自捷克共和國和波蘭的兩位教師提議，
再由歐洲人從網路票選而出的結果產生；《2020新界線》為自1984年起鼓勵研究
的7個科研架構計畫(FP1~FP7)後的新發想。

有800億預算的《2020新界線》計畫涵蓋部分歐洲的社會議題，包含：氣候變
遷問題、發展可靠的運輸系統、更經濟的再生能源、確保食物安全或是解決人口
老化問題。

《2020新界線》計畫其中一個特殊之處在於提供研究與市場間的橋樑，強調
將研究成果應用在市場上，協助企業將科技的突破表現發展成有市場潛力的實體
產品。

如同先前的計畫透過年度架構涵蓋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建康、環境、奈米科
技、安全、空間等範圍般，《2020新界線》裡仍會包含這些範疇，並徵求跨國際
聯合計畫。



Part 6     歐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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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翻譯
《2020新界線》：歐洲經濟研究與改革的嶄新計畫

《2020新界線》徵求與非歐洲國家間的合作，提供臺灣學者與從事相關領
域研究之歐洲學者間共事的特別機會，除了能分享自身專業外，亦能從歐洲學
者身上獲得解決問題的寶貴經驗。認知到機會難得後，臺灣方面於2008年成立
歐盟科研架構計畫國家聯絡據點（EU FP National Contact Point），

作為臺歐研究團隊溝通橋樑，歐盟科研架構計畫國家聯絡據點積極推廣歐
盟科研架構計畫，協助臺灣學者與歐洲研究機構接洽，並告知臺灣學者科研架
構申請時間，以提供臺灣學者參與由歐盟贊助之國際研究計畫的最佳機會。



瑞士介紹(一)永久的中立國

陳研壬

七年級前段班，畢業於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曾
經造訪於歐洲數次，對於歐洲事務有濃厚的興趣
。希冀將自我對於歐洲的認識也一同分享於愛好
的人。

Part 7     認識歐洲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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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山區鄉間圖

瑞士簡介
瑞士（德語：die Schweiz；法語：la Suisse；義大利

語：Svizzera；羅曼什語：Svizra），是一個位於西歐中
部的內陸山地國家，面積41,285 km²，人口約770萬。

瑞士是一個聯邦制國家（雖沿用舊稱「瑞士邦聯」，
但在1848年改憲後已實行聯邦制），由26個州組成。伯
恩是聯邦政府所在地，但是該國的經濟中心是三座全球
城市：蘇黎世、日內瓦、巴塞爾。

瑞士北接德國，西鄰法國，南接義大利，東臨奧地利
和列支敦斯登。瑞士擁有很悠久的中立國歷史傳統，自
從1815年以後從未捲入過戰爭；同時許多國際性組織的
總部都設在瑞士，如，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世界貿易組
織以及聯合國在歐洲的兩個辦事處之一。但瑞士並不是
歐盟成員國。瑞士也是全球最富裕、經濟最發達和生活
水準最高的國家之一，按照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是世界
最富裕的國家之一。有世界公園的美譽。

瑞士街道圖

Part 7     認識歐洲園地

此外，瑞士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擁有四種民族語言：德語、法語、義大利語和羅曼什語
。瑞士的建國通常追溯到1291年8月1日，8月1日是國家假日（國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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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歷史年代表

史前時代：

西元前1000年，漁獵先民即分批遷定居今日之瑞
士密特蘭一帶。

羅馬帝國與神聖羅馬帝國：

西元前58年，凱撒大地(Julius Caesar)追逐赫爾維
蒂人，並且在勃艮弟(Burgundy)附近的比布拉克特
(Bibracte)將之擊潰。

西元前771年，日後成為查理曼(Charlemange)大帝
的查爾士王，把瑞士統一在他的法蘭克（Franks）
帝國之下，他在瑞士全境分設郡縣，而這就成為
日後瑞士各州的疆界基礎。

瑞士邦聯的興起

西元12及13世紀：歐陸強權如哈布斯堡家族，薩
扶伊(Savoys)家族和查嚇林格(Zahringens)家族等，
在瑞士境內分別開發出許多今日大城的初步規模
，也為這些城市的自主權和地區勢力奠下基礎。

宗教衝突

西元1518年，改革派教室茲溫利(Ulrich Zwingli)在
蘇黎世講道時，發表攻擊羅馬教皇的驚人言論。

西元1616-18年，瑞士在30年戰爭中保持中立，
並且經由西發里亞(Westphalia)合約正式確保其
主權國家地位。

現在化的開端

西元1712年，西高(Aargau)和約的簽訂，平緩了
天主教會和基度教會間的爭議，瑞士自此經濟蓬
勃發展鄉間地區扔以農業生產為主，但城市則興
起工業化熱潮，尤其是鐘錶工業。

兩次世界大戰的中立地位

西元1901年，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亨利杜南
(Henri Duant) 獲頒歷史上第一座諾貝爾和平獎。

西元1945年，聯合國創立，日內瓦是聯合國歐洲
總部所在地。

西元2001年，瑞士公投，瑞士人投票決定不加入
歐盟。

西元2002年，瑞士加入聯合國，結束了將近一世
紀的孤立。

Part 7     認識歐洲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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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介紹(一)永久的中立國



適用語言的選擇

瑞士人有64%說一種瑞士德語(Schwyzerdütsch，
它是說德語的衍生型，但遊客也可以試著以高地
德語(High-German)與當地人溝通；因為瑞士人從
小就學高地德語，而且德文是官方的書寫文字。

另外三種官方語文則分別是：法語，使用人口約
19%，分布於瑞士西部；義大利語，使用人口約
7%，分布於瑞士南部，尤其是泰辛省(Tessin) 境
內；羅曼什語(Romansch) ，使用人口約0.6%，主
要是在革勞賓燈省境內。

大多數說羅曼什語與義大利語的瑞士居民都聽得
懂也會說德語，但在瑞士的法語區內，恐怕英語
就比較通用一些。

瑞士人一般而言溫和友善，會耐心地傾廳遊客操
著不純熟「瑞士語」來和他們溝通。

瑞士語言分布圖

Part 7     認識歐洲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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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s://www.google.com.tw/imghp?hl=zh-TW&tab=ii&biw=1366&bih=52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1%9E%E5%A3%AB

http://www.swiss.org.tw/chinese/index.htm

http://www.myswitzerland.com.cn/zh/home.html

http://www.taiwanembassy.org/ct.asp?xItem=1744&ctNode=1243&mp=156

王演方，〈知性之旅，瑞士〉。新北市，協和國際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JCB Corp，《瑞士》。新北市，凌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Part 7     認識歐洲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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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斯特是北萊茵洲著名的大學城，在17世紀前半的三十年戰爭的和平條約也是在此簽訂，此城
市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全毀，目前大部分所見的建築均為之後重建。在2004年該城市贏得
LivCom Award世界最適合居住的城市與世界最成功的城市的第二名(INSM-Ranking)，同時也是
一座自行車城，平均每個居明擁有1.6輛的腳踏車且公車系統相當發達班次也相當頻繁，機場則是
坐落在約30公里外的郊區。城市周報Na dann 為節慶、周末跑趴、租房、工作以及相關資訊的好
幫手，在明斯特有許多不一樣的Bar、Disco和Night club，進去之前弄清楚今日的活動內容由較好，
也有學餐Mensa的菜單。

明斯特大學是德國最大和最著名的大學之一，這裡的治安良好(除了腳踏車失竊率高外)，居民
多為大學的學生，此大學以政治和醫學相關科系為名，有一半以上為女學生。此校也有漢學系，
因此在街上有人用德國腔和你說你好然後害羞的跑掉，大部分都是漢學系的學生。在夏季，他們
也會提供暑期國際德文班讓外國的學生(俄羅斯為大宗)進修且今年提供了各式各樣的專業德文課
程。

遊記：讚到有點犯規的城市－明斯特(Münster)

明斯特大學
跳蚤市場

(晚上也可前往但須自備手電筒)
葡萄酒節

XG4A 蕭姿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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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舊城區除了冰淇淋店、百貨公司、飯店、商店、書局、各大銀行以及餐廳外，二座“地標”
教堂，較高的那棟為教堂而旁邊較矮的那棟才是"大教堂"(Dom)，只有Dom前的廣場有傳統市場
(每周三、六)，第三座教堂則在不起眼的小巷子中，運氣好的話，還可以遇見結婚的新人。(PS.
剛到明斯特時，大家常常弄錯那兩座教堂)

由於下雨的時間比其他城市，因此晴天時人們在湖邊(Aasee)曬太陽、念書、約會等，或者
玩帆船、划船等的水上遊戲。或者在舊城區喝杯咖啡、吃冰淇淋、或者在林陰大道散步騎腳踏車。

舊城區
Aasee湖畔的午後

市中心

參考資料:
http://www.muenster.de/ ; http://wipdaf.uni-muenster.de/english.html ; http://www.weinfest-
schlossgarten.de ; google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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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3C 葉瑜芳整理

Ａ：

學生假期多、入學晚、上課時數少、沒有補習、
沒有壓力的北歐小國芬蘭，連續兩次在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舉辦的國際學生能力評比中蟬連冠軍。其原
因何在?

1. 芬蘭的教育方針強調重點在於重視學生運用知識
於生活的能力，測驗的不是學生已經學到了什麼，
而是學生可以 用學到的東西做什麼。 芬蘭上課情況

Q：你知道芬蘭教育，為何第一嗎?

Part 9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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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機會高度平等—所有學童皆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以及密集的基礎教育網路
得到說明。

3. 所有的學校都會提供學生免費的全套營養午餐，家住得遠的學生也有專車免費接
送，每節下課15分鐘，只要還沒 有冷到無法忍受，老師一定會要學生們到教室外去
走動 玩耍。



4. 根據研究，芬蘭學生閱讀能力會如此
優秀，結果來自於整體學習網路 的
互相配合，包括學生對閱讀的興趣、
學校與家庭提供益於學習的環境。

5. 各級學校更是有很大的自治彈性，能
決定各校教學的重點方向。

6. 芬蘭所有基礎學校的教師都有碩士學
歷，教師在芬蘭是個熱門的職業，大
學裡專門培養小學班級導師的系所平
均錄取率只有10％。 技藝課

資料來源 : http://life.newscandinaviandesign.com/?p=40
圖片來源 :
http://www.edweek.org/ew/articles/2005/03/16/27finland.h24.html
http://www.smithsonianmag.com/people-places/Why-Are-Finlands-Schools-Successful.html

Q：你知道芬蘭教育，為何第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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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春季各國教育展資訊

2012 瑞士在台教育展
3/17 星期六13:00-18:00
高雄晶典酒店42F [相關網址]
交通資訊
抵達捷運三多商圈站轉搭紅21至新光路（自強路口）
下車後步行即可到達

2012 美國教育春季展
4/2 星期一16:00-20:00
漢來大飯店9F [相關網址]
交通資訊
抵達捷運中央公園站轉搭100路至漢神百貨
下車後步行即可到達

Part 10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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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貓『？』『！』」不只是貓的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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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0                                                                  校外活動快訊

展覽期間：

2012/03/03-04/29

展覽地點：

駁二藝術特區C2倉庫

開館時間：

週一休館

二、四 10:00-18:00

五、六、日、國定假日 10:00-20:00

［活動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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