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職業人士及歐盟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指南書，
讓您在第一時間獲得第一手的權威資訊！

連 結 歐 盟

歐盟實用導覽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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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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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為一個獨特的經濟及政治合作體，其會員國包括了 27 個歐洲國家。自歐

盟成立後，已替歐洲帶來了半世紀的和平、穩定及發展，提升了人民生活水準，

發行歐洲單一貨幣，並逐步建立歐洲單一市場，讓人、商品、服務和資金流動，

能如在一個國家內一樣通行無阻。現今歐盟國之間取消邊境管制，使其人民能

在多數歐洲國家內自由旅行，而在其他歐盟國家內生活和工作，也變得比過去

更容易。

擁有五億人口的歐盟，是世上最大的經濟體，同時也是最大的貿易實體、投資

區和市場。現今，在攸關全球的國際事務議題上，歐盟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

色。歐盟積極推動人權和民主，為了因應氣候變遷，也制定了高標的碳量減排

目標。

若您想尋找更多歐盟的一般資訊，請參考下列連結。

資料與圖表

 歐盟基本數據 
 http://europa.eu/about-eu/facts-�gures/living/index_en.htm　

 歐盟基本經濟資訊 
 http://europa.eu/about-eu/facts-�gures/economy/index_en.htm　

 歐盟基本統計資訊 
 http://europa.eu/documentation/statistics-polls/index_en.htm　

歐盟組成要素

 歐盟象徵符號 
 http://europa.eu/about-eu/basic-information/symbols/index_en.htm　

 歐盟會員國家 
 http://europa.eu/about-eu/countries/index_en.htm　

 歐盟歷史 
 http://europa.eu/about-eu/eu-history/index_en.htm　 

歐盟主要政策入口網

 http://europa.eu/pol/index_en.htm　

一 . 歐盟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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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相關機構

歐盟的運作模式，是旗下各機構相互討論與制定決策。一般而言，歐盟優先探

討的方向，是由歐盟高峰理事會所制定的。高峰理事會的成員包括各國及歐盟

層級領袖，而各國政府則透過歐盟部長理事會，來維護自己國家利益。歐洲議

會則是由歐洲公民透過直接選舉，選出代表人民的議員。作為歐盟行政機關的

歐盟執委會，乃負責確保並促進歐盟的整體利益。另外，歐盟對外行動總部負

責歐盟相關外交及安全政策。

關於歐盟相關機構的資訊請見

 http://europa.eu/about-eu/institutions-bodies/index_en.htm　

各機構官方網站

 歐洲議會 
 http://www.europarl.europa.eu/portal/en　

 歐盟高峰理事會 
 http://www.european-council.europa.eu/home-page.aspx?lang=en　

 歐盟部長理事會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homepage.aspx?lang=en　

 歐盟執委會 
 http://ec.europa.eu/index_en.htm　 

 歐盟對外行動總部 
 http://eeas.europa.eu/index_en.htm　 

 歐洲法院 
 http://curia.europa.eu/　

 歐洲中央銀行 
 http://www.ecb.europa.eu/home/html/index.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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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歐盟在台灣

歐洲經貿辦事處

歐盟與台灣之間的整體關係相當穩固，雙方有著緊密的經貿關係。這一點，從

台灣是歐盟在亞洲第四大貿易夥伴，以及歐盟是台灣第四大對外市場可見一

斑，而歐盟更是台灣最大的外資來源。

雙方的交流不僅於商業，也針對技術研究、資訊社會、教育和文化、漁業、環

境、氣候變遷、智慧財產權和標準與規範等方面，多有著墨。

每一年歐盟與台灣，更會就彼此關心的議題進行協商。歐洲經貿辦事處於

2003 年成立，另外有 16 個歐盟會員國，也在台北設有辦事處。

歐洲經貿辦事處聯絡資訊

 官方網站：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　

 臉書：http://www.facebook.com/euintaiwan　

 Email: admin-taiwan@eeas.europa.eu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 1 段 333 號 16 樓 1603 室

 電話：02-2757 7211

 傳真：02-2757 7209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由台灣七所大學共同創立的臺灣歐洲聯盟中心，2009 年在歐盟的資助下成立。

其主要辦公地點位於國立台灣大學校園。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致力於

 1. 建構成為國內歐盟暨歐盟政策研究之交流合作平台，並發展成為臺灣歐 

  盟研究社群國際交流的介面。 

 2. 深化並推廣臺灣關於歐盟暨歐盟政策的研究。 

 3. 促進臺灣與歐盟雙方學術界和公民社會間的交流合作。 

 4. 提升臺灣各界對歐盟暨歐盟政策的瞭解。 

 5. 積極參與全球暨亞太歐盟中心網絡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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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地址：(10055)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3343 3621

 傳真：02-3343 3623

 電子信箱：ntueutw@ntu.edu.tw　

 網站：http://www.eutw.org.tw/index-e.php　

台灣歐盟資訊中心

台灣共有兩個歐盟資訊中心，一個是位於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另一個位

於國家圖書館。此資訊中心除了備有歐盟官方文件，也提供關於歐洲研究的各

種書籍和期刊。 

 

歐盟資訊中心聯絡資訊，請參考如下。

 淡江大學歐盟資訊中心

 地址：(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電話：02-2621-5656 分機號碼 2483

 傳真：02-2623-5140

 電子信箱：sunny@mail.tku.edu.tw　

 網站：http://eui.lib.tku.edu.tw/main.php　 　

 國家圖書館

 地址：(10001) 台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

 網站：http://eui.ncl.edu.tw/en/sour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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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歐洲商務協會

台北市歐洲商務協會是極具指標性的組織，其不僅代表與歐洲在台企業，也和

歐洲經貿辦事處保持密切的工作關係。台北歐洲商會旗下會員超過 400 間公

司，也是台灣外資的最大代表，也因此歐洲商務協會針對在台歐商有絕對的代

表性。

聯絡方式

 地址：台北市 106 忠孝東路四段 285 號 11 樓

 電話：02-2740-0236

 傳真：02-2772-0530

 網站：http://www.ecct.com.tw　  

台北英僑商務協會

 地址：(11073)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9-11 號統一國際大樓 26 樓

 電話：02-2720-1919

 傳真：02-2120-9200

 電子信箱：info@bcctaipei.com　

 網站：http://www.bcctaipei.com/　

法國工商會

 地址：(10583)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307 號 2 樓之一

 電話：02-2514-7959 

 傳真：02-2514-7522 

 電子信箱：service@ccift.org.tw　

 網站：www.ccift.org.tw　

http://www.ccif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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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歐洲學校

目前台北歐洲學校有 1,250 名學生，他們來自世界各地 50 多個國家。此所學

校採取獨特的授課模式，在課程、行政、總務、教室和設施方面，整合了德國、

英國、法國和高中部的學生，此舉除了吸引當地人們的關注，也享譽國際。台

北歐洲學校不僅是優秀的教育機構，同時也讓社會聚焦歐洲文化。

關於台北歐洲學校相關資訊，請參考下列資訊。 

網站：http://www.taipeieuropeanschool.com/　

 歐洲學校 ─ 小學部 

 地址：(11159) 台北市士林區文林路 727 號

 電話：02-8145-9007

 傳真：02-2832-5058

 歐洲學校 ─ 中學部 

 地址：(11193) 台北市士林區建業路 31 號 

 電話：02-8145-9007

 傳真：02-2862-1458

http://www.taipeieuropeanschoo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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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參考歐盟各大機構的官方網站，是獲得第一手正確資訊的最佳方式。

歐盟各大機構網站皆提供予媒體記者，大量的新聞資源與背景資料。機構網站

上設有線上新聞中心，提供新聞稿、免費電子報與新聞快訊等服務，另外也備

有新聞處官員與發言人聯絡資料等等。　

歐盟線上新聞中心 
 http://europa.eu/press_room/index_en.htm　

歐盟線上新聞中心網羅了歐盟主要單位的新聞資料，如執委會、理事會和歐洲中

央銀行。新聞中心也提供免費新聞電子報，透過電子信箱註冊，便能輕鬆訂閱。 

歐盟線上新聞中心的網站包含以下資訊： 

 - 最新歐盟新聞稿及資料庫，網站上包含 1985 年至今所有新聞稿。 

 - 即時活動訊息日曆。 

 - 所有歐盟機構相關新聞服務網頁連結。

使用新聞資料庫 
 http://europa.eu/rapid/　

「Rapid」新聞稿資料庫包含了 1985 年至今，歐盟執委會所有的新聞稿，並精

選歐盟其他單位新聞稿，提供全文搜尋服務。但請注意，若該稿非由執委會發

出，而是其他單位發出的新聞稿，可能要花上好幾週的時間，才會被加入資料

庫中。也就是說，若你想找理事會的最新公開聲明，最好直接上理事會官方網

站瞭解詳情：http://www.consilium.europa.eu/　

如何搜尋：直接輸入你要搜索的時間範圍，在「text」框中輸入關鍵字，然後

點選「search」。舉例而言，若是搜尋關鍵字「Taiwan」，就會出現執委們的

演講內容、外交部高層的公開聲明，和歐洲議會的會議紀錄與決策內容等等。

網站也提供全文下載服務。

歐盟出版品

所有歐盟的出版品，都能直接從歐盟線上書店下載。 

 http://bookshop.europa.eu/　

三 . 記者實用指南

http://europa.eu/rapid/
http://bookshop.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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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服務 
 http://ec.europa.eu/avservices/index.cfm?sitelang=en　

歐盟視聽服務提供大量歐洲新聞的相關影片、照片和聲音檔，欲報導歐盟議題

的記者，將從中獲得許多協助。關於歐盟資訊與教育的相關報導，所有照片檔

都能免費使用，但版權為歐盟所有。若欲將照片作為其他用途，請事先獲得執

委會中央視聽圖書館的許可： 

http://ec.europa.eu/avservices/2010/copyright/index.cfm?sitelang=en&pagesecti

on=copyright&page=copyright　

歐盟部長理事會新聞中心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press?lang=en 

歐洲議會新聞中心 
 http://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　

歐盟衛星線上電視新聞 
 http://ec.europa.eu/avservices/ebs/schedule.cfm　

「歐盟衛星」會播放歐盟相關的新聞影片、紀錄片、報導，以及透過衛星和網

路即時播報新聞，每日長達數小時，透過網路就能觀看這些報導。

歐洲記者專業組織與培訓中心

 歐洲記者協會：http://www.aej.org/　 

 國際新聞工作者聯盟歐洲分會：http://europe.i�.org　 

 歐盟科學記者協會：http://www.eusja.org　 

 歐洲新聞訓練協會：http://www.ejta.eu/　 

 Journalists @ Your Service：http://www.brusselsreporter.org/　 

 歐洲新聞記者中心：http://www.ejc.nl/　 

 EU for Journalists：http://www.eu4journalists.com/　

http://www.aej.org/
http://europe.ifj.org
http://www.eusja.org/
http://www.ejta.eu/
http://www.brusselsreporter.org/
http://www.eu4journalists.com/


10

運作中的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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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經濟

作為單一市場，歐盟是世上最大的經濟貿易體，領先美國與中國。歐盟在促進經

濟成長的同時，也確保環境和社會之可續性發展。2010 年歐盟國內生產毛額超過

12 兆歐元，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歐盟人口佔全世界 7% 的人口數，對外貿易

額約佔全球進出口貿易值 20%，是全球最大出口體和第二大進口體。

為了因應近年來的公債危機，歐盟已採用嚴格新規，以期能提升歐盟政府的預算

管理能力，並提出共同計劃協助會員國面對危機。為了使經濟持續穩固發展，歐

盟提出了「歐洲 2020 藍圖」，此為未來十年內歐盟的經濟成長策略，其在就業、

研發創新、氣候變化、能源政策、教育、減少貧困和減輕社會排斥等方面，均展

現出強烈企圖心。

更多相關資訊請見經濟及財政事務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dgs/economy_�nance/index_en.htm 

關於「歐洲 2020 藍圖」： 

 http://ec.europa.eu/europe2020/index_en.htm 

歐元

關於歐元的歷史，最早能追溯到 1991 年通過的「馬斯垂克條約」。當時該條約

推出的歐洲單一貨幣，後來在 1995 年正式命名為歐元，於 1999 年納入全球會計

制度，並在 2002 年開始流通歐元鈔票及硬幣。如今，歐盟 17 個會員國均廣泛使

用歐元，而歐元更成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

當初創建單一貨幣的目的，是希望減少匯率波動，和提高歐洲地區的金融穩定度。

歐元運行的成果顯著，全歐洲的經營及消費者，以及全球市場都已採用歐元。然

而，提升會員國預算管理能力──此原先設定的目標，在諸多會員國都尚未達成，

因此也導致了部份國家，有嚴重主權債信危機。為了解決危機，歐盟制定新政策，

促使歐元區大幅度改善提升，其財政和經濟的協調發展，並加強監督其會員國。

此舉也寫下歐元的歷史新階段。

四 . 歐盟經濟與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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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相關資訊請參考下列網站。

歐洲中央銀行網站：http://www.ecb.int  

歐元區經濟治理：http://www.european-council.europa.eu/eurozone-governance 

歐元：http://ec.europa.eu/euro/index_en.html

歐盟經濟法規

歐盟經濟法規的起草和執行，乃經由許多不同總署 (DGs) 來主導。每一個總署

都負責不同的政策議題。以下將總署分為兩類，一為主要部門政策總署，另一

為跨部門總署。

主要政策部門總署

關於農業與鄉村發展相關政策，請參考「農業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dgs/agriculture/index_en.htm 

關於能源相關政策，請參考「能源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dgs/energy/index_en.htm 

關於環境相關政策，請參考「環境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dgs/environment/index_en.htm 

關於資訊社會與媒體相關政策，請參考「資訊社會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dgs/information_society/index_en.htm 

關於海事暨漁業相關政策，請參考「海事暨漁業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dgs/maritimea�airs_�sheries/index_en.htm 

關於運輸及交通相關政策，請參考「交通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transport/index_en.htm 

關於研究相關政策，請參考「研究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research/index.cfm?pg=dg 

關於健康暨消費者保護相關政策，請參考「健康暨消費者保護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dgs/health_consumer/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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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門總署

關於稅務暨關務相關政策，請參考「稅務暨關務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index_en.htm　

關於內部市場與服務相關政策，請參考「內部市場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dgs/internal_market/index_en.htm　

關於企業與產業相關政策，請參考「企業與產業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enterprise/index_en.htm　

關於公平競爭相關政策，請參考「公平競爭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dgs/competition/index_en.htm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index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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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政策的制定屬於歐盟層級，因此只有歐盟才能就貿易相關事務立法，和簽

訂國際貿易協定，而非個別會員國。歐盟專屬權力的範圍，不僅於貨物貿易，

其觸角也延伸至服務、商業方面的智慧財產權和外商直接投資等等。此外，歐

盟在其他領域，如運輸與資本流動等，也有其專屬權力。

在貿易的進行與協商，以及制定貿易協定中，歐盟執委會均扮演重要角色，

除此之外，執委會也在世界貿易組織 (WTO)，和其他商業國際論壇中為歐盟發

聲。執委會更代表歐盟與貿易夥伴交涉。它與歐盟理事會的會員國互動良好，

並隨時向歐洲議會回報。與貿易夥伴進行協商前，執委會必須先向議會取得授

權。協商進行期間，執委會也得定期向理事會會員國報告，同時也必須知會議

會。協商完畢後，執委會有責任將結果，向理事會及議會呈報，並由它們正式

通過該協商結果、簽署和批准該協議的執行方式。

貿易總署負責歐盟貿易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主要目標如下：

 1. 創建公平且開放的全球貿易體系。 

 2. 提供歐洲企業其員工及投資者進入市場。 

 3. 確保大家都依規定行事。 

 4. 確保貿易行為是為了促進永續發展。

關於貿易相關政策，請參考「歐盟貿易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trade/ 

關於歐盟與台灣間的貿易與投資流量，請參考歐洲經貿辦事處報表：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more_info/publications/index_

zt.htm

關於貿易統計請參考：http://ec.europa.eu/trade/statistics/  

或造訪歐洲統計局「Eurostat」網站：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portal/

page/portal/eurostat/home/ 

五 . 貿易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more_info/publications/index_z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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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市場進入規則或進出口關稅的相關疑問，請參考線上海關與關稅資料庫： 

 http://ec.europa.eu/ecip/information_resources/databases/index_en.htm  

線上海關稅務網 TARIC 有關於進口關稅的最新資訊：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dds2/taric/taric_consultation.

jsp?Lang=en 

歐盟執委會的線上資料庫「Taxes in Europe」，包含了其會員國目前主要的

現行稅收：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taxation/gen_info/info_docs/

tax_inventory/index_en.htm 

請參考歐洲經貿辦事處出版的「投資歐盟指南」：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documents/eu_taiwan/trade_

regulation_events/2012_invest_in_eu.pdf

http://ec.europa.eu/taxation_customs/taxation/gen_info/info_docs/tax_inventory/index_en.htm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documents/eu_taiwan/trade_regulation_events/2012_invest_in_e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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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的外交及安全政策漸趨多元，與幾年前相較之下，現今政策所涵蓋的範圍

更廣，擴大至全球，而非侷限於歐洲地區。歐盟一向以「軟性力量」出名，舉

例而言，歐盟推動對外發展援助，全球 50% 的國家發展資助金就來自於歐盟，

但現在歐盟不止有「軟性力量」而已。面對多項艱難的全球及地域性問題，如

核擴散危機，歐盟都扮演領導的角色，並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內的民間和軍事行

動危急時，出手相助干預，例如打擊亞丁灣海域附近的海盜，或訓練阿富汗的

警力。

歐盟已大幅改善其外交政策的手段，現在不僅有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艾希

頓女士 (Catherine Ashton)，更成立了歐盟對對外行動總部 (EEAS) 處理外交事

務，其總部設於布魯塞爾，指派了 138 位代表至全球，並成立辦事處，台北歐

洲經貿辦事處便是其一。

歐盟在亞洲的影響力與日據增，亞歐兩地強大的經濟聯繫是主要因素，目前歐

洲是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和外資來源，而亞洲更已成為歐洲增長最快的市場。

但歐盟的全球規模，也意味著在亞洲安全問題上，有著利害關係。

欲瞭解歐盟外交政策，請參考歐盟對外事務部網站：http://eeas.europa.eu/  

以及其臉書頁面：http://www.facebook.com/EuropeanExternalActionService   

或推特：http://twitter.com/eu_eeas 

大部分歐盟在世界各國的代表處皆有網站以供參考：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web_en.htm  

歐盟在外交政策上，主要決策機構為部長理事會中的對外關係理事會，詳情

請見：http://www.consilium.europa.eu/policies/council-con�gurations/foreign-

a�airs?lang=en 

關於歐盟的發展政策，請見「EuropeAid」網站： 

 http://ec.europa.eu/europeaid/index_en.htm  

歐洲同樣致力於緊急人道援助，請參考歐盟人道救援事務處網站： 

 http://ec.europa.eu/echo/index_en.htm 

六 . 外交政策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policies/council-configurations/foreign-affairs?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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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尊嚴、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尊重人權，是歐盟成立的核心價值。所

有核心價值都在歐盟條約中，受到基本權利憲章的保護並確保被執行。

這些價值也同樣適用於歐盟的外交政策：透過各類協議、會談與合作計劃，歐

洲將盡可能保護普世價值，這也是「歐洲民主與人權倡導」所努力的成果。

欲瞭解歐盟人權政策與更深入的相關資訊，請參考以下兩個網站： 

http://europa.eu/pol/rights/index_en.htm   

http://ec.europa.eu/justice/fundamental-rights/index_en.htm  

關於歐盟對於全球的人權政策，請參考： 

http://eeas.europa.eu/human_rights/index_en.htm  

歐盟更致力於推動全球廢除死刑，關於此議題的相關資訊，請參考： 

http://eeas.europa.eu/human_rights/adp/index_en.htm 

七 . 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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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氣候變遷是歐盟的當務之急，為了達成目的，也設定了高標的目標，歐盟

通過一個整合氣候與能源的策略，便是所謂氣候能源目標「20-20-20」（http://

ec.europa.eu/clima/policies/package/index_en.htm ）。該計劃旨在減少 20% 溫

室氣體排放量；提倡使用再生能源，使其使用率達到 20%；以及提高 20% 能

源效率，並預計在 2020 年達到此目標。歐盟正倡導低碳和節約能源的經濟型

態。

歐盟仰賴類型廣泛的方法來達到此目標，從具有實際法律約束力的法規，如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至提出政策建議，如「2050 低碳經濟策略規劃藍圖」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roadmap/index_en.htm )。歐盟也帶頭致力

減少國際社會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因應全球氣候變遷，並調動其財政資源，

來幫助其他國家對抗氣候變遷所產生的影響。

歐盟也要負責維持內部能源市場的良好運作，包括確保能源供給安全或核能等

領域，並資助相關主題的研究活動，對象也包含非歐盟國家的研究機構。

更多歐盟的政策與行動，請參考下面網站：

一般資訊

氣候行動總署：http://ec.europa.eu/dgs/clima/mission/index_en.htm  

能源總署：http://ec.europa.eu/energy/index_en.htm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index_en.htm 

關於歐盟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努力

 國際氣候變遷會議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international/negotiations/index_en.htm 

 歐盟因應氣候變遷，對外所做的援助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international/negotiations/index_en.htm 

八 . 氣候變遷與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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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相關議題

歐洲能源保護：http://ec.europa.eu/energy/security/index_en.htm  

核能與安全：http://ec.europa.eu/energy/nuclear/index_en.htm  

原能供應局：http://ec.europa.eu/euratom/index.html  

再生能源： http://ec.europa.eu/energy/renewables/index_en.htm  

能源效率：http://ec.europa.eu/energy/e�ciency/index_en.htm  

歐洲能源局：http://www.eea.europa.eu/ 

能源研究與革新

關於低碳科技與研究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lowcarbon/index_en.htm 

能源科技與革新 

 http://ec.europa.eu/energy/technology/index_en.htm 

關於能源立法與統計資訊

能源相關立法綱要： 

 http://ec.europa.eu/energy/doc/energy_legislation_by_policy_areas.pdf 

能源統計資料： 

 http://ec.europa.eu/energy/publications/statistics/statistics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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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擁有全球最嚴格，且發展超過數十年的環境保護標準，如今歐盟優先保護

事項為：保護瀕臨絕種物種和棲息地，以及更有效利用自然資源。此舉不但激

發創新與企業發展，也有利於經濟發展。

環保總署提出與執行的政策，是為了維持歐盟高水準的環境保護，如此一來，

才能使歐洲人民享有高品質的生活。

歐盟環保行動的重點為兩個主要目標： 

 1. 保護生物多樣性： 

  歐盟有一項策略，以期在 2020 年前減少瀕臨絕種的物種及其棲息地。此 

  策略的核心規範為「Natura 2000」，此規範包含了 26,000 個受保護的區 

  域，範圍約涵蓋會員國近 20％的領土。 

 2. 水、空氣和廢物資源使用：針對這些議題，歐盟設立了志向遠大的標準 

  和法規。

「LIFE 計劃」是歐盟支持環境與自然保護的財政計劃，此計劃也確保環保行動

的資金無虞。自 1992 年以來，「LIFE 計劃」資助了 3,506 計劃項目，在環境

保護的行動上，貢獻了約 25 億歐元。

一般資訊

 歐盟環境總署： http://ec.europa.eu/dgs/environment/index_en.htm  

 環境政策：http://europa.eu/pol/env/index_en.htm  

 關於「Natura 2000」計劃：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nature/natura2000/index_en.htm  

 關於「LIFE 計劃」：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life/index.htm 

九 .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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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與科技發展上，歐盟可謂領先全球。此二者被視為呼應歐洲對於就業及

競爭力，與成為全球知識經濟領導者等需求方面的關鍵要素。支持研究與創

新，是歐盟這十年的核心經濟發展策略。

「第七架構計劃」是歐盟主要資助盟內外共同研究計劃的來源，與相同類型

的計劃相較，此為資金最雄厚的計劃，在 2007 年至 2013 年，總預算超過 5

百億歐元 (2012 年的預算約為 70 億歐元 )，關於「第七架構計劃」的更多資訊

請參考：http://ec.europa.eu/research/fp7/index_en.cfm?pg=understanding 　  

「第七架構計劃」歡迎世界各地研究人員間的國際合作，並公開徵求任何研究

課題。此計劃不僅向各大院校教授提出徵求，也向私人部門的研究人員招手。

想知道如何加入研究計劃，或瞭解更多目前或即將進行計劃，請參考：

CORDIS 研究發展資訊服務：http://cordis.europa.eu/fp7/home_en.html 

有興趣加入「第七架構計劃」的台灣研究人員，詳情請參考： 

 http://ec.europa.eu/research/participants/portal/page/home 

「第七架構計劃」將在 2013 年終止，全面整頓晉級為「地平線 2020 計劃」，

該計劃在2014年至2020年，增加預算為8百億歐元。更多「地平線2020計劃」

資訊請參考：http://ec.europa.eu/research/horizon2020/index_en.cfm 

另外，針對各層級領域的研究人員，歐盟提供了居里夫人國際獎學金 (http://

ec.europa.eu/research/mariecurieactions/how.htm )，而對於往返歐洲的研究人

員，則提供了歐洲研究院獎學金 (http://erc.europa.eu )，使來自世界各地的研

究人員，能夠在歐洲更穩定地工作。

有鑑於研究與創新是跨領域的議題，大部份的歐盟執委會總署，都負責科學與

技術相關領域的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為：

研究創新總署： http://ec.europa.eu/research/index.cfm?lg=en

資訊社會與媒體總署：http://ec.europa.eu/dgs/information_society/index_en.htm

十 . 研究與創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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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約有 4,000 所高等教育機構，超過 1,900 萬名學生和 150 萬名教職員，並擁

有許多全世界頂尖的大學。

英國文化協會、法國教育中心、德國學術交流總署、荷蘭教育中心與歐洲經貿辦

事處，每一年都會在台灣共同舉辦歐洲教育展。這是台灣最大型的教育展覽，讓

台灣學生得以瞭解在歐洲求學的相關資訊，此教育展通常都在每一年的十月或

十一月舉辦。想知道更多關於教育展的資訊與消息，請參考歐洲教育展官方網站：

http://www.eef-taiwan.org.tw/  

Erasmus Mundus 碩博士學程及獎學金

「Erasmus Mundus 世界計劃」是高等教育間的合作並具流通性的計劃，旨在透

過與非歐盟國家的合作，促進彼此人民與文化間的交流與理解。

「Erasmus Mundus 世界計劃」提供了超過 130 個碩士學程，和超過 30 個博士學

程。這些學程提供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年齡層的學生，能在多個歐洲國家與大學

讀書的機會，並且提供獎助學金。

「Erasmus Mundus 世界計劃」的碩士學程資訊請見： 

http://eacea.ec.europa.eu/erasmus_mundus/results_compendia/selected_projects_

action_1_master_courses_en.php 

「Erasmus Mundus 世界計劃」的博士學程資訊請見： 

http://eacea.ec.europa.eu/erasmus_mundus/results_compendia/selected_projects_

action_1_joint_doctorates_en.php 

欲瞭解 Erasmus Mundus 學程申請資訊，請參考：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travel_eu/education/application/

application.htm 

台灣的 Erasmus Mundus 校友協會，由許多「Erasmus Mundus 世界計劃」的校友

所組成。該協會提供臉書社群網頁，讓有興趣加入計劃的學生提出疑問，校友們

也能分享他們的經驗。你可以透過在臉書上搜尋「Erasmus Mundus Taiwan」找到

該社群， 或是直接前往：http://www.facebook.com/groups/EMTaiwan/  

十一 . 教育

http://eacea.ec.europa.eu/erasmus_mundus/results_compendia/selected_projects_action_1_master_courses_en.php
http://eacea.ec.europa.eu/erasmus_mundus/results_compendia/selected_projects_action_1_joint_doctorates_en.php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travel_eu/education/application/applic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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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是歐洲平衡與維持經濟發展的核心，而這並不只有單一施行的方式，

因每個歐盟會員國面對社會政策，都有自己的傳統與方式，因此歐盟也成為社

會政策領域，經驗最多元的實踐者。

欲瞭解更多歐洲相關社會政策，請參考歐盟就業、社會事務暨融合總署的網站： 

 http://ec.europa.eu/social/home.jsp?langId=en 

透過該網站，你能訂閱關於歐盟社會政策的新聞快訊，和每一季的 Social 

Agenda。

欲瞭解歐盟此領域的相關立法，請參考：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employment_and_social_policy/  

 index_en.htm 

欲瞭解相關決策機構的資訊，請參考：

 歐盟社會事務部長理事會：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policies/council-con�gurations/  

 employment,-social-policy,-health-and-consumer-a�airs.aspx?lang=en  

 歐洲議會就業暨社會事務委員會： 

 http://www.europarl.europa.eu/committees/en/EMPL/home.html 

十二 . 社會政策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employment_and_social_policy/index_en.htm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policies/council-configurations/employment,-social-policy,-health-and-consumer-affairs.aspx?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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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

歐盟衛生政策賦予每個人，享受同等的高標準健保照顧，和優質的醫療受護

權。為此歐盟要求所有會員國遵守下列規定：

 - 使人民免受健康與疾病威脅。 
 - 倡導健康生活方式。 
 - 協助歐盟有關當局，在健康議題上有所合作。

由於健康問題不僅限於個別國家，在這方面歐盟也與國際組織合作，如世界衛

生組織，也與像台灣這樣的貿易夥伴共同努力。

欲總覽歐盟的健康政策，請參考：http://europa.eu/pol/health/index_en.htm 

更多相關資訊，請參考健康暨保障消費者總署網站： 

 http://ec.europa.eu/health/index_en.htm 

網站「Health-EU portal」提供市民方便查詢相關資料： 

 http://ec.europa.eu/health-eu/index_en.htm 

其他深入相關資訊，請參考健康與消費者保護政署網站： 

 http://ec.europa.eu/eahc/ 

消費者保護

歐盟透過消費者保護政策，以期保護消費者的健康、安全和生活水準。該政策

倡導消費者的資訊與教育權，此舉有助於維護他們的利益，和鼓勵他們成立消

費者自助協會。關於跨境交易方面，消費者保護政策提供了高度保護，並確保

政策法律有效地執行，加強消費者信心。

總覽歐盟消費者保護政策，請見：http://europa.eu/pol/cons/index_en.htm  

更多消費者事務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ec.europa.eu/consumers/index_en.htm 

關於食品安全的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ec.europa.eu/food/index_en.htm

十三 . 健康暨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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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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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是很容易造訪的地方，尤其在 2011 年頒布持台灣護照的旅客，享有免簽

證待遇後更是如此。各式現代化交通工具，使旅客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在歐洲

境內穿梭自如，這也意味著，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在交通上，旅客便能盡情探訪

美麗風情，體驗不同文化和品嚐各式美食。

為了使遊客的旅途順利，歐盟更建立了旅遊網，幫助旅客在其 27 個會員國內

暢行無阻，無論遊客是度假或出差，都能在該網上找到各類實用建議、有用秘

訣或是相關資料，像是該如何取得醫療保健或使用手機。請由此造訪該網站：

http://europa.eu/travel/index_en.htm 

若你想瞭解更多歐洲的旅遊地區，請參考： 

http://www.visiteurope.com/Home?lang=en-CA  

持台灣護照的旅客，可享有三個月內旅行免簽證的待遇，若你仍有關於簽證方

面的疑問，請見網站中的問與答： 

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taiwan/travel_eu/visa/index_zt.htm 

歐盟層級的法律涵蓋了廣泛的領域。在名為「EUR-Lex」的資料庫中，你能找

到關於歐盟法和其他公共文件的法律資料。

「EUR-Lex」網站提供歐盟 23 種官方語言版本： 

http://eur-lex.europa.eu/en/index.htm  

欲總覽歐盟核心政策，請參考：http://ec.europa.eu/policies/index_en.htm 

歐洲政策與法規的制定過程，會廣納各方意見，讓歐盟內外都能表達其立場。

公共諮詢也是推動政策不可或缺之服務： 

http://ec.europa.eu/yourvoice/consultations/index_en.htm 

十四 . 在歐盟旅遊

十五 . 法律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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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處

歐盟共有 16 個會員國在台北成立代表處，關於各單位的聯絡資訊與網站 ( 若

有提供 ) 詳列如下。

 奧地利台北辦事處

 地址：(10549) 台北市敦化北路 167 號 10 樓

 電話：02-8175 3283

 傳真：02-2514 9980

 電子信箱：taipei-ot@bmeia.gv.at 

 網站：http://www.bmeia.gv.at/taipeh 

 比利時台北辦事處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31 號 , 6 樓 601 室

 電話：02-2715 1215

 傳真：02-2712 6258

 電子信箱：bta@ms1.hinet.net 

 網站：http://www.beltrade.org.tw/ 

 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在台灣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9 號 26 樓

 電話：02-8758 2088

 傳真：02-8758 2050

 電子信箱：info@btco.org.tw 

 網站：http://ukintaiwan.fco.gov.uk/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200 號 7 樓之 B

 電話：02-2722 5100

 傳真：02-2722 1270

 電子信箱：cekktaip@ms63.hinet.net 

 網站：http://www.mzv.cz/taipei 

 

十六 . 歐盟會員國在台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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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麥駐台商務辦事處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05 號 12 樓 1207 室

 電話：02-2718 2101

 傳真：02-2718 2141

 電子信箱：tpehkt@um.dk 

 網站：http://www.tcdnet.org.tw/ 

 芬蘭商務辦事處

 地址：(11012)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5 樓 1511 室

 電話：02-2722 0764

 傳真：02-2725 1517

 電子信箱：taipei@�npro.� 

 法國在台協會

 地址：(105) 台北市敦化北路 205 號 10 樓 1003 室

 電話：02-3518 5151

 傳真：02-3518 5190

 電子信箱：taipei-ift.afe@diplomatie.gouv.fr

 網站：http://www.france-taipei.org/ 

 德國在台協會

 地址：(1104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7 號 33 樓  ( 台北 101)

 電話：02-8722 2800 

 傳真：02-8101 6282

 電子信箱：info@taipei.diplo.de 

 網站：http://www.taipei.diplo.de/Vertretung/taipei/zh-tw/Startseite.html 

 匈牙利貿易辦事處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一路 97 號 3 樓

 電話：02-8501 1200

 傳真：02-8501 1161

 電子信箱：hutro�@ms24.hinet.net 

 網站： http://www.hungary.org.tw/ 

mailto:taipei@fi�npr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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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經濟貿易文化推廣辦事處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8 樓

 電話：02-2345 0320

 傳真：02-2757 6260

 電子信箱：visti.taipei@esteri.it 

 網站：http://www.italy.org.tw/ 

 盧森堡台北辦事處

 地址：(112) 台北市北投區奇岩路 201 巷 8 弄 5 號 

 電話：02-2891 6647

 傳真：02-2894 8314

 電子信箱：luxtrade@luxtrade.org.tw 

 網站：http://www.investinluxembourg.tw/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地址：(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33 號 5 樓 B 室

 電話：02-2713 5760

 傳真：02-2713 0194

 電子信箱：ntio@ntio.org.tw 

 網站：http://www.ntio.org.tw/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2 樓 1203 室

 電話：02-8780 3231

 傳真：02-2723 5096

 電子信箱：seco.taipei@mzv.sk  

 網站：http://www.mzv.sk/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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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

 地址：(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49 號 10 樓 B1 室

 電話：02-2518 4905

 傳真：02-2518 4891

 電子信箱：ofc.taipei@maec.es 

 瑞典貿易委員會台北辦事處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1 樓 1101 室

 電話：02-2757 6573

 傳真：02-2757 6723

 電子信箱：taipei@swedishtrade.se

 網站：http://www.swedishtrade.se/sv/vara-kontor/asien/taiwan/in-english/ 

 華沙 ( 波蘭 ) 貿易辦事處

 地址：(110)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 333 號國貿大樓 16 樓 1601-1602 室

 電話：02- 7718 3300

 傳真：02-7718 3310

 電子信箱：warsaw.o�ce@msa.hinet.net 

 網站：http://poland.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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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會員國在台專門領域辦事處

除了上述的代表處，歐盟會員國也在台設立，處理專門領域的辦事處，如貿易、

投資與教育。關於他們的聯絡資訊詳列如下。

貿易與投資

 奧地利商務代表團台北辦事處

 電話：02-2715 5220

 電子信箱：taipei@advantageaustria.org 

 網站：http://www.austria.org.tw/ 

 法國在台協會商務處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0 樓 1008 室 

 電話：02-2757 7080

 傳真：02-2757 7090 

 電子信箱：taipei@ubifrance.fr 

 德國經濟辦事處

 地址：(11002) 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333 號 19 樓之 9

 電話：02-8758 5800

 傳真：02-8758 5833

 電子信箱：Info@taiwan.ahk.de 

 網站：http://www.taiwan.ah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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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英國文化協會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高路 9 號 26 樓

 電話：02-8722-1000  

 傳真：02-8786-0985  

 電子信箱：educationuk@britishcouncil.org.tw 

 網站：http://www.britishcouncil.org/taiwan.htm 

 法國教育中心

 網站：http://www.taiwan.campusfrance.org/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

 地址：(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20 號 11 樓

 電話：02-2367 7871

 電子信箱：info@daad.org.tw  

 網站：http://www.daad.org.tw/ 

 荷蘭教育中心

 地址：(105)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33 號 7 樓 D 室

 電話：02-8770 7621

 傳真：02-2716 0775

 電子信箱：nesotpe@neso-taipei.org.tw 

 網站：http://www.neso-taipei.org.tw 

文化

 德國文化中心

 地址：(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20 號 12 樓

 電話：02-2365 7294

 傳真：02-2368 7542

 電子信箱：info@taipei.goethe.org 

 網站：http://www.goethe.de/ins/cn/tai/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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