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陳嘉彣 

 

媒體：路透社 

標題：歐盟執委會主席確信 英國將會脫歐 

日期：2019.9.22 

新聞內容：歐盟執委會主席確信，英國將會脫歐，且北愛爾蘭和愛爾蘭間將會有新的邊界。愛爾蘭為

歐盟會員國，而北愛爾蘭為英國與歐盟國之間唯一的陸路邊界。北愛爾蘭與愛爾蘭之間特殊且複雜的

地理與歷史關係，將會使兩地之間的邊界問題，在英國脫歐議題中成為受人矚目的焦點之一。 

新聞來源: https://reurl.cc/drWK1y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歐洲智庫調查: 過半數歐洲人 中國「激進競爭」威脅經濟 

日期：2019.9.20 

新聞內容：雖然歐洲與美中貿易戰並無直接的關係。但被這場貿易戰被波及的國家並不在少數。歐洲

外交關係委員會調查，有百分之五十七的歐洲人認為，其所屬國家的經濟，在中國強烈的競爭行為下，

並沒有受到完整的保護。在面對如此大國的經濟侵略下，普遍歐洲人認為，政府與歐盟必須採取更完

善的措施，保護自身國家的利益與價值。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5OjbM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中國不保障港人權利 德報：歐盟可考慮與台建交 

日期：2019.9.4 

德國大報「世界報」集團總主筆舒斯特指出，對於中國政府對於香港反送中事件的所作所為，德國政

府應給予更加強烈的譴責，而不是自我矮化，對於中國政府蔑視人權的行為不敢評論。舒斯特表示，

歐盟面對北京時習慣自我矮化，但他認為，歐盟已強大到足以告訴北京政府，對於香港的極權統治，

只會付出慘痛的代價，不應該無視「中英聯合聲明」中，賦予港人的權利與自由。舒斯特甚至指出，

梅克爾應于出訪北京時，向北京政府主張港人的權利。如中國不領情，歐盟可考慮與臺灣建立實質的

外交關係。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5O05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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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陳嘉彣 

 

媒體：大紀元 

標題：歐洲移植大會 中共濫用器官再成焦點 

日期：2019.9.23 

新聞內容：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辦了為期三日的歐洲器官移植國際會議。而大會上，中共器官掠奪

行為及活摘話題再次引起大會成員的關注。中國（中共）器官摘取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中國（中共）

器官濫用——缺乏器官捐獻的按需移植》指出，中國境內移植器官的產業驚人的發展，以及極短的器

官等待時間，都間接透漏了非法移植器官的龐大數量。有醫學教授指出，中共已腦死為名，而實際上

卻是活摘器官。因為那些所謂腦死的人，並不符合腦死亡也不符合心臟死亡的標準，也就是說，他們

是因為被活摘器官而導致的死亡，而這些極度惡劣的非法行為通常是使用在法輪功的成員身上。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xDQYDL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前丹麥總理投書加國大報 籲邀臺灣參與 ICAO大會 

日期：2019.9.22 

新聞內容：前丹麥總理、前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表示，民主世界應起身反抗自私的世界強權，首先就

從邀請臺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開始。今年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於 9月 24日于加

拿大蒙特婁舉行，但由於受到中國政府無理的打壓，臺灣又未能受到邀請前往大會。拉斯穆森表示，

臺灣為 ICAO的初始成員，且臺灣的領空每年服務了 170 多萬個航班，但由於中共的打壓，臺灣沒能

參與大會是相當可惜且遺憾的。且類似 ICAO或 WHA等大會，與聯合國大會等會議並不相同，因為當

中並沒有政治及領土等敏感問題。臺灣只是想為世界衛生、環境保護及飛安議題等盡一份心力，但中

共政府無理且自私的壓迫，讓臺灣少了能為全世界盡一份心力的機會。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A1OE1e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阿爾卑斯山脈冰川融化 瑞士百人穿黑衣送葬 

日期：2019.9.23 

新聞內容：9月 22日時，約 100 名瑞士居民穿黑衣爬上海拔近 3000公尺的皮措爾山（Pizol），為逝

去的冰川舉行「送葬儀式」，過程約兩小時。全球暖化導致阿爾卑斯山脈冰川消融，瑞士氣候保護協

會指出，皮措爾冰川融化太多了，嚴格來說，它已經不再是個冰川。冰川學家表示，瑞士不只失去過

一個冰山，自 1850年以來，有超過五百個瑞士冰川徹底消失。雖然皮措爾冰川並不是第一個消失的

冰川，但卻是第一個被徹底研究過的冰川。對於科學家來說，付出時間與精力的研究成果，卻眼睜睜

的消逝在眼前，是多麼難受震撼的心情。然而，這並不僅僅是一個研究成果的消逝，也是全球暖化所

造成的一個地球悲劇。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31Y818 

https://reurl.cc/xDQYDL
https://reurl.cc/A1OE1e
https://reurl.cc/31Y818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葉宜靜 

媒體：ETtoday國際 | ETtoday 新聞雲 

標題：歐洲上半年 9萬麻疹病例 歐盟世衛力抗「疫苗猶豫」打擊假消息 

日期：2019.09.13 

新聞內容：據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指出，接種疫苗可讓全球每年減少 200萬至 300萬人死亡。近年疫苗

接種率下降，造成麻疹等疫情增加，有些國家是預算不足導致疫苗接種下降，但更重要的問題是「疫

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除網路上的不實訊息將民眾誤導外，專業人員也趕不上為假消息立

即解釋，成為歐盟及國際必須共同應對的全球性挑戰及問題。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NaR5jp 

 

媒體：中央社 

標題：歐洲麻疹疫情升溫 歐盟世衛急籲接種疫苗 

日期：2019.09.13 

新聞內容：譚德塞指出，接種麻疹疫苗可顯著減少麻疹死亡病例，目前在 194 個國家中有 85 個國家

沒有出現麻疹病例，但在取得進展同時也存在挫折，特別嚴重的問題是在社群網站不斷流傳錯誤訊

息，世衛已經與這些社群網站業者聯繫，希望能致力打擊不實資訊。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與合作夥伴歐

盟聯手協助那些取得疫苗有困難的國家，進而提高孩童的接種率。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W41edx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超傷！歐洲汽車團體警告：若硬脫歐英國停工每分鐘損失 193萬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距離英國脫歐期限 10 月 31 日只剩下約 1 個月的時間，由於英國首相強生缺乏新的脫

歐協議，來取代前任首相梅伊的版本，使得企業界憂慮持續升高。多個歐洲汽車製造商團體聯合發出

警告，如果英國最終無協議脫歐，光是在英國停工每分鐘將損失 5 萬英鎊（約台幣 193 萬），並指

出整體損失將高達數十億歐元，對汽車業造成很大的傷害，數十億歐元的關稅，將影響到消費者的選

擇及負擔能力。。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8lprGR 

  

https://reurl.cc/NaR5jp
https://reurl.cc/W41edx
https://reurl.cc/8lprGR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葉宜靜 

媒體：中央社 

標題：布魯塞爾無車日 民眾騎鐵馬回應減碳 

日期：2019.09.22 

新聞內容：今天是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一年一度的「無車日」（sans voiture），此活動已有

10 餘年歷史，最主要是凸顯空氣污染影響健康的急迫性，歐洲不少國家因工業化或車輛排放廢氣嚴

重，已成為重大公共衛生議題，歐洲環保署（EEA）2013 年報告，高達 88%的歐洲城市居民暴露在超

過聯合國標準的懸浮微粒中，「歐洲公民經常吸入不符歐洲標準的空氣」。而歐盟 2018 年 1 月表示，

在歐盟 28個成員國中，仍有 23 國的污染排放超出空氣品質標準。歐洲議會黨團「歐洲綠党－歐洲自

由聯盟」（Greens/EFA）今天也發表聲明表示，歐盟每年約有 50萬人死於空氣污染，需要更鼓勵民眾

搭大眾運輸、騎自行車和步行。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vnWyDN 

 

媒體：經貿透視 

標題：2019年歐洲商機日即將登場 把握最後與歐洲買主交流機會 9/27前線上報名參加開幕典禮暨

買主名片交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共同主辦之「2019 年歐洲商機日」活

動，即將於本（108）年 10月 2 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登場！為增進更多我商與歐洲買主之互動，開

幕典禮後將進行與買主交換名片之活動。貿協表示，透過歐洲商機日名片交換活動，臺灣業者在國內

即可與歐洲買主面對面交流，實為企業與歐商初步連結、爭取歐洲市場商機的良好機會。同時，為使

我國廠商確切掌握歐洲大型企業之採購方針，本活動特邀請當地大型買主說明其採購政策，以利我商

順利進入其採購供應鏈。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A1OEqE 

 

媒體：經濟日報 

標題：推動 GDPR適足性認定 國發會：已啟動個資法修法作業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國發會主委陳美伶今（23）日赴立院進行業務報告，她指出，為順利推動歐盟一般資料保

護規則（GDPR）適足性認定，國發會已啟動個資法修法作業，全面檢討個資法，8月並舉辦一場公聽

會及三場座談會，瞭解國內各界聲音，以提出符合 GDPR 標準與國內產業需求之修法方向。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4gpkmX 

  

https://reurl.cc/vnWyDN
https://reurl.cc/A1OE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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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葉宜靜 

媒體：財訊 

標題：小蝦米打世界盃，華碩健康躋身歐盟大案 

日期：2019.09.18 

新聞內容：一家成立不到兩年的臺灣公司，去年卻爭取到與歐盟合作的智慧醫療大案子，與 6個國家、

11 個團隊共同合作；今年，還將受邀加入一個更大規模的歐盟智慧醫療計畫，成為唯一加入醫療物

聯網試點計畫的臺灣廠商，堪稱臺灣之光。這是一個源于歐盟最新一期的科研架構計畫 Horizon2020

（展望 2020年），為歐盟科研架構計畫第 7期的延伸，總經費近 800 億歐元，目的在整合歐盟各國的

科研資源，促進科技創新，推動經濟成長，增加就業，堪稱是歐盟近年重大發展計畫之一。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M7NYd3 

 

媒體：中央社 

標題：歐盟諭令補稅 130億歐元 蘋果上訴歐盟普通法院 

日期：2019.09.17 

新聞內容：美國蘋果公司（Apple）今天在歐盟普通法院對布魯塞爾當局發動攻勢，對抗歐盟執行委

員會（EC）諭令蘋果向愛爾蘭補繳 130億歐元（140億美元）稅金的歷史性裁決。蘋果律師畢爾德（Daniel 

Beard）告訴歐盟普通法院（General Court），歐盟 3年前做出的補稅裁決「違背現實和常識」。歐盟

指控蘋果把在歐洲、非洲、中東和印度的未稅收益轉移至愛爾蘭。愛爾蘭已成為美國科技巨擘的歐洲

樞紐。這項特權讓蘋果較其他企業取得優勢，於 2003年至 2014年避免被愛爾蘭課征約 130億歐元稅

金，構成愛爾蘭的非法「國家補助」。歐盟一名律師反駁蘋果和愛爾蘭的主張，堅稱這家 iPhone製造

商需要繳稅。而歐盟最高法院歐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可能要等到 2021年，才會對

任何上訴做出最終判決。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ZnbR76 

媒體：中央社 

標題：英國湯瑪斯庫克集團破產 約 60萬歐洲旅客受影響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英國旅遊業者湯瑪斯庫克集團（Thomas Cook）今天宣告破產，引發英國史上最大規模的

承平時期接運回國行動。全歐洲約有 60 萬名旅客的度假行程受影響。法新社整理目前歐洲各國旅客

受影響的情形，以及湯瑪斯庫克集團、該集團子公司，以及航班起降國家的政府如何因應此混亂局面。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6g0pyV 

  

https://reurl.cc/M7NY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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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葉宜靜 

媒體：時報資訊 

標題：《國際產業》百年老店破產，歐洲觀光業恐洗牌 

日期：2019.09.24 

擁有 178 年歷史的英國老牌旅遊集團湯瑪士庫克（Thomas Cook），不堪債臺高築於 22 日宣告破產，

給歐洲旅遊市場投下震撼彈。其倒閉牽連甚廣，影響遠勝 2017 年無預警破產的英國君王航空（Monarch 

Airlines）。連蘇格蘭英式橄欖球隊也跟著受害，球隊原本指定湯瑪士庫克為官方贊助商直到 2022

年。其破產重創飯店業者，為數不少的度假套裝行程並未預先付款。受打擊的不僅限於英國，海外旅

遊業者也一同遭殃。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GkEM7y 

 

媒體：旺報 

標題：歐洲更換陸電信設備 估價懸殊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大陸 5G 技術應用領先全球，積極走向歐洲；然而，各界對大陸技術潛藏的資安風險始終

憂慮。對此，全球移動通訊系統協會預估，歐洲更換設備將花費 620 億元。Strand Consult 表示，

不論有無華為或是中興通訊，電信業者都會依據技術來更新相關設備，而美、澳封殺華為設備，價格

也並未上漲，華為與中興通訊在歐洲的市占率僅占其全球 6%，更換設備成本只要 35 億元。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5O0E7 

 

媒體：iThome新聞/陳曉莉 

標題：Google未來兩年將投入 33億美元以擴建歐洲資料中心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Google執行長 Sundar Pichai 上周宣佈，未來兩年內將拆資 30億歐元（33.3億美元）擴

建歐洲的資料中心，當中包括會在 2020年投資 6億歐元以擴充位於芬蘭哈米那的資料中心。從 2007

年迄今，Google對歐洲地區網路基礎設施的投資總額已達 150億歐元，所帶動的經濟活動創造了 1.3

萬個全職工作機會。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md3WLV 

  

https://reurl.cc/GkEM7y
https://reurl.cc/e5O0E7
https://reurl.cc/md3WLV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程彥竣 

媒體：巨亨新聞 

標題：重磅回擊！歐盟準備對川普發動 40億美元關稅攻擊 

日期：2019/09/26 

新聞內容：歐盟正考慮向美國加征 40億美元出口產品關稅，涉及 WTO(世界貿易組織)存在 22年的禁

止補貼爭議。針對波音航空器公司收受美國補貼裁決，WTO 將於 2020年上半年才會批准歐盟對美國

進行關稅報復，但因費時過久，歐盟才考慮引用舊爭議進行復仇。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L1Mv4e 

 

媒體：中時電子報  

標題：2019歐盟氣候行動周 臺灣敲鑼打鼓參與 

日期：2019/09/22 

新聞內容：歐盟發起的 2019歐盟氣候行動周（EU Climate Action Week），透過全球 140個代表團在

各地同步舉行各式活動，臺灣早從 20日開始，就由臺灣歐盟氣候行動青年論壇揭開序幕。 

臺灣歐盟氣候行動青年論壇中，有聯合國人道事務駐英青年大使 法第瑪‧阿裡(Fatima Ali)來台主

講，與臺灣青年氣候聯盟代表對話。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Ob42G3 

 

媒體：BBC中文網 

標題：英國政治危機：四面楚歌詹森下一步怎麼走 

日期：2019/09/25 

新聞內容：英國反對黨已公開要求英國首相詹森辭職。大批議員在脫歐問題上向議會呈交了質詢政府

提問。對英國政府來說，行政決定被最高法院認定不合法總歸是十分難堪的。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9zpd7j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瑞典環保少女鬥士 獲另類諾貝爾獎 

日期：2019/09/26 

新聞內容：25日瑞典的葛麗塔‧桑柏格(Greta Thunberg)榮獲「另類諾貝爾獎」（Alternative Nobel）

之「優質民生獎」（Right Livelihood Award）總共 100 萬克朗（330萬台幣）獎金。16歲的桑柏格

也是 2019年諾貝爾和平獎被提名人，她 23日在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United Nations Climate 

Action Summit）中，發表一段痛斥多國領袖無視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的演講。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pDMq3x 

  

https://reurl.cc/L1Mv4e
https://reurl.cc/Ob42G3
https://reurl.cc/9zpd7j
https://reurl.cc/pDMq3x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程彥竣 

媒體：大紀元 

標題：愛爾蘭海關查獲中國走私煙草 價值逾百萬歐元 

日期：2019/09/25 

新聞內容：愛爾蘭稅務局最近集中打擊影子經濟以及非法煙草。9月份，海關在都柏林港截獲大批走

私煙草製品。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總價值超過 100萬歐元。海關查獲了重達 1,4 噸、價值 81.5萬

歐元煙草，財政部損失稅收 72.1 萬歐元。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KRqjv 

 

媒體：大紀元  

標題：德國缺 2.6萬小學教師 年近 8旬退休者被返聘 

日期：2019/09/25 

新聞內容：貝特斯曼基金會近日公佈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到 2025年德國將缺少2.63萬名小學老師，

去年德國各州文化部長聯席會議（KMK）預計的是缺少 1.53 萬名，兩者差距超過 1 萬。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9zpdvj 

 

媒體：科學人 

標題：歐盟最新兩年基改作物大鼠餵食試驗再次驗證安全性值得信賴 

日期：2019/09/25 

新聞內容：為了檢驗基改作物安全性，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ttee, EC）決定進行基改作物的

長期動物餵食實驗計畫《GM plants two years safety testing》（基因改造作物兩年安全性試驗，

簡稱 G-TwYST）。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NaR5l6 

 

媒體：青年日報 

標題：接見德詩人比爾曼 陳副總統：交流民主共用價值 

日期：2019/09/25 

新聞內容：副總統陳建仁 25日上午接見德國詩人沃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妻子時表示，香港

「一國兩制」的經驗向世界揭示獨裁與民主無法共存，希望臺灣與德國未來能夠開啟更多關於人權、

文化及歷史的交流，讓彼此藉由共用的價值成為更堅定的夥伴。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xDQYv1 

 

  

https://reurl.cc/EKRqjv
https://reurl.cc/9zpdvj
https://reurl.cc/NaR5l6
https://reurl.cc/xDQYv1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洪季柔 

媒體：報導者 

標題：當 2萬人死于杜特蒂的「掃毒戰」，菲律賓民眾醒了嗎？ 

日期：2019/09/27 

新聞內容：自杜特蒂上任成為菲律賓總統後，就進行大規模地掃毒行動。員警能在「無審判」的狀況

下直接槍殺他們認為有用藥的百姓，但這其中隱藏著許多問題。毒品大多從海外進口，因海關及員警

的貪腐，他們對於大規模提供毒品及從海外進口毒品的人，選擇無視也不懲處，反而將矛頭指向市井

小民，大多數是窮人，因為他們食用這些毒品，能使他們有精神去做更多工作，我覺得杜特蒂這個掃

毒的做法並沒有從根源剔除問題。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yyM54O 

 

媒體：iThome新聞 

標題：歐盟新著作權法令由法國 10月率先上路，Google 決定讓當地的新聞搜尋結果將不再有文章摘

錄 

日期：2019/09/27 

新聞內容：歐盟理事會在今年 4 月通過《著作權指令》，根據《著作權指令》，出版商有權要求提供新

聞摘錄的平臺付費，所以 Google 將會變更在法國搜尋服務中所出現的新聞結果。法國也將成為第一

個採用這項指令的歐盟國家，新著作權法案將於 10月下旬實施，Google將不會付費給法國的新聞媒

體，而是選擇移除搜尋結果中的新聞內容摘錄。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NaR5Lp 

 

媒體：經濟日報 

標題：美歐緊張恐升高 歐盟傳考慮對 40億美元美貨加征關稅 

日期：2019/09/27 

新聞內容：因歐洲非法補貼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所以世界貿易組織授權美國對近 80億美元的歐洲

商品加征關稅。這也使歐盟想採取一種報復措施，歐盟考慮對 40億美元以上的美國產品加征關稅。

若真的實施下去，只會讓美歐貿易關係更加緊張，對雙方沒有任何好處。但另一面，歐盟也保證等

WTO修改反制措施後，才會提出新的因應關稅政策。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jdGXOn 

  

https://reurl.cc/yyM54O
https://reurl.cc/NaR5Lp
https://reurl.cc/jdGXOn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洪季柔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對抗假新聞亂象！聯大 20 國簽協議「促進多元可信賴內容」 

日期：2019/09/27 

新聞內容：聯合國大會其中的 20 個國家共同簽署一項協定，而這項協定的主要目標是為了制止假新

聞在網路上散播。這項協定是由無國界記者組織所發起的，因現在的網路傳播及消息取得管道越來越

發達，導致許多假新聞及不實言論氾濫，因此聯合國大會中的 20個國家簽署了這項協議，希望能促

進各國媒體獨立報導及提供多元且可靠的訊息。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RdXKQr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法國前總統席哈克逝世 國人最難忘他「親民特質」 

日期：2019/09/27 

新聞內容：86歲的法國前總統席哈克於今天逝世，巴黎市政府和總統府艾裡賽宮都有悼念活動，法

國市民對他的評價都極高，有市民說過，席哈克無論擔任什麼官職，都不會忘記這些市井小民。我認

為這位發國前總統很重視全球環境保護議題，他曾說過一句對抗氣候變遷的名言「我們的家在燃燒」，

他也曾反對加入美國與伊拉克之間的戰爭，他所做的決定及行為讓人感受到他重視的是全球而非只是

法國。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Qpb1DM  

https://reurl.cc/RdXKQr
https://reurl.cc/Qpb1DM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陳嘉彣 

媒體：經濟日報 

標題：專家：歐洲逾半數特有樹種面臨滅絕風險 

日期：2019.9.27 

新聞內容：國際自然保育聯盟表示，百分之五十八的歐洲特有樹種面臨絕種的危機，而其中的百分之

十五更被認為是「極危」物種。，其中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七葉樹。而歐洲特有樹種會面臨此危機是由

於外來物種入侵、都市發展等人為因素。而國際自然保育聯盟主管表示，樹木對於地球上的所有生命

都至關重要，並呼籲大家別因為人類的自私讓地球上的數百萬面臨瀕危的動植物完全消失在地球上。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A1OEvZ 

 

媒體：中時電子報 

標題：英國首相強森與女王關係破裂 國會或提不信任動議 

日期：2019.9.29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森延長國會休會 5星期的決定被最高法院裁定違法且無效後，親自致電英國女

王致歉，但仍難阻與王室關係破裂。國會先前通過法案，要求強森在無法與歐盟達成脫歐協定的狀況

下，必須延遲脫歐。然而，強森一直強調，即使無協議，英國也會如期脫歐。反對派由於擔心強森無

視國會通過的法案，因此打算下周對他發起不信任投票，以阻止強森帶領英國無協議「硬脫歐」。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lLeEKl 

 

媒體：世界日報 

標題：湯瑪斯庫克產業鏈龐大 失業恐掀歐洲骨牌效應 

日期：2019.9.24 

新聞內容：全球歷史最悠久旅遊公司英國湯瑪斯庫克（Thomas Cook）集團 9月 23 日宣佈破產，全球

60萬名旅客受影響。湯瑪斯庫克在 16個國家經營飯店、渡假村和航空公司，另外還有超過 6000家

飯店業者仰賴該公司的生意。除了航班停飛，湯瑪斯庫克旗下旅行社也被迫停業，導致全球 2.2萬名

員工失業，其中 9000人是英國員工。西班牙在野黨公民党警告，旅客喜愛度假的西班牙迦納利群島

（Canary Islands）和巴厘亞利群島（Balearic Islands）可能會連帶爆發失業潮。土耳其酒店聯盟

也表示，有些只做湯瑪斯庫克生意的酒店可能會陷入巨大危機。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gvMgb4 

  

https://reurl.cc/A1OE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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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陳嘉彣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中梵協議一周年 歐洲宗教團體︰中國仍持續迫害教徒 

日期：2019.9.26 

新聞內容：歐洲議會 9月 25日舉辦「天主教宗教自由在中國」研討會，適逢「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

定」簽署一周年之際，因此出席人數相當踴躍。捷克漢學家羅然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推動「宗

教中國化」，宗教事務交由統戰部掌管，將共產黨思想寫入教義，宗教變成為政治服務的工具。他指

出，中國之所以願意在主教任命上對梵諦岡讓步，僅是為了打擊台梵邦交。宗教團體表示，中共政府

推動宗教中國化，使宗教成為政治上控制人民的工具，中國教徒遭中共迫害、限制及監控。宗教倡議

團體駐歐盟代表呼籲歐盟對於此迫害宗教的行為有所表態。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Va1GbN  

https://reurl.cc/Va1GbN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劉鳳琴 

媒體：BBC NEWS 

標題：爭議漩渦中心的瑞典環保少女桑伯格 

日期：2019.10.01 

新聞內容：爭取諾貝爾獎最有爭議也最年輕的一位，少女關注地球環保問題也是一班難解的問題，或

許語言過於激進，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她的發表，似乎就是要藉此喚醒人們對於環保保護的奇的意

識形態而已。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5O0RM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最終版！英相強生「四年雙邊界」脫歐計畫曝光 

日期：2019.10.02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 2日將公佈他的脫歐計畫，脫歐不脫歐是這一兩年內國家爭吵討論的事件之

一，或許脫歐之後稅率規則由自國自行決定，但相對是否影響到進出口貿易與國家的利益，應該也是

想脫歐國家頭痛之，沒有國家願意將百姓帶往貧窮當然總是以稅收利益為先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Qpb1yq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德國民眾募款 買臺灣藝術家康木祥 101鋼索雕塑永久陳列 

日期：2019.10.01 

新聞內容：德國西北部的迪普霍爾茨市（Diepholz）居民主動募款，買下臺灣藝術家康木祥利用臺北

101大樓電梯鋼索製作的藝術品，未來將永久陳列在全城最醒目的廣場。這個城市是一個綠能著名的

城市，其實歐洲藝術歷史是相當悠久，而臺灣藝術家能在德國得到青睞，可見其創作水準，而臺灣藝

術一直是國際知名的，這次能以臺灣的鋼索做成一項藝術品並能在德國永久展覽無疑是更加深臺灣藝

術也更將讓臺灣在國際上的知名度更加提升。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9zpd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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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劉鳳琴 

媒體：環境資訊中心 

標題：一條鯨魚抵幾千棵樹 緩解暖化天然神器 「護鯨就是固碳」 

日期：2019.10.02 

新聞內容：海一生物是一種奇妙的環境保護者但也由於人類的貪而將其捕抓，根據研究鯨魚可以產生

大量二氧化碳，相對地可以影響到整個環境生態，然而環境惡劣變化下，幾乎護鯨的行動不夠積極，

如果能在注重環境之下更能保護海洋生態雙管齊下無疑是對地球暖化速度能有所説明。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A1OEEQ 

 

媒體：臺灣法律網 

標題：與世界接軌：請重視國際新聞報導 

日期：無 

新聞內容：國際新聞是一個讓大家不出國便知道世界各國所發生的事情而自己眼光放遠不再害怕閱讀

新聞的內容也更能知道國際上探討的重要事件。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NaR556  

https://reurl.cc/A1OEEQ
https://reurl.cc/NaR556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洪季柔 

媒體：大紀元 

標題：中共監控延伸香港 港人拒絕 

日期：2019/10/04 

新聞內容：香港抗議活動的象徵「雨傘」，香港示威者用雨傘阻擋胡椒噴霧、阻擋暴力攻擊以及保護

示威者免受照相機和智慧手機鏡頭的監控。香港雖然看似屬於一個國家，和中國大陸是一國兩制的，

但其實一直被中國大陸監控著，北京政府已經花費了數十億美元，將人臉識別和電話跟蹤系統的龐大

網路編織在一起。中國大陸可以檢查中國其內部電話、註冊人員和執行紀律。互聯網員警有權質疑直

言不諱的人。我覺得香港人民的自由許可權備受打壓，連走在路上都要擔心路燈會裝設有人工監控系

統。香港人民擔心的是他們會變成跟生活在大陸的那些人民一樣，言論自由及使用網路的許可權遭中

國大陸政府監控、阻擋及篩選。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ObE70y 

 

媒體：大紀元 

標題：貿易戰效應 美企赴台詢購 2億美元產品 

日期：2019/10/04 

新聞內容：在美中貿易戰影響下，美商的供應鏈重組。據統計，自 2018年 3月美中貿易戰以來，臺

灣對美出口大增。今年 1到 8月年增加 18.7%，8月對美出口 40.8億美元也創下單月新高、年增 22.8%。

其中 IT通訊與視聽產品年增達 85.4%。根據臺灣財政部調查，貿易戰的影響使臺灣企業對出口美國

的成交量大增。此外，貿易戰轉單效應明顯。我想多虧有美中貿易戰，間接使許多台商回流到臺灣，

使臺灣 GDP成長，轉單效應也使臺灣經濟成長。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RdOnbr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伊拉克示威釀 30死！失業男剩 6元嗆：抗爭到政府垮臺 

日期：2019/10/04 

新聞內容：伊拉克在近日產生暴動，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民眾不滿政府迂腐和高達 25%的青年失業率，

上千名抗議者和防暴員警在巴格達和伊拉克南部發生衝突，員警向民眾發射催淚彈及實彈，導致有很

多人死亡、受傷。報導中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有其中一名 22歲的大學生說他口袋中只剩下 250里

拉(約台幣 6元)，使他們必須持續抗戰。伊拉克這國家經濟竟然如此蕭條，人民生活困苦、找不到工

作、賺不到錢，難怪會迫使大批人民去接上抗議。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KX8r1 

  

https://reurl.cc/ObE70y
https://reurl.cc/RdOnbr
https://reurl.cc/EKX8r1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洪季柔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蘇格蘭禁止體罰兒童 英國第一個零體罰地區 

日期：2019.10.04 

新聞內容：蘇格蘭議員 3日投票通過法案，禁止父母親及照護者體罰兒童。蘇格蘭是英國第一個禁止

體罰的區域。這條法案在蘇格蘭引起各個政黨的不同意見，提出法案的綠党議員菲尼認為，無論在任

何狀況下，暴力是不被允許的。而保守黨卻反對這條法案，保守黨議員蒙德爾認為這條法案通過並不

理想且不精確。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W4qakL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脫歐在即 英國管制 B肝疫苗等 24項藥品出口 

日期：2019.10.04 

新聞內容：英國政府宣佈管制 24 項藥品出口，以緩減英國藥物短缺狀況。其中包括賀爾蒙補充劑、B

肝疫苗、腎上腺素注射器的出口將被管制。這項新規定主要是要阻止批發商藉藥物短缺及匯率波動獲

利，把原本要賣給英國病人的藥物賣給價格更高的其他國家。英國衛生大臣韓考克及英國製藥業協會

的醫生葛維裡都贊同這項新規定，他們認為限制出口能確保英國病人獲得需要的藥物及高品質的健保

照顧。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4gX5pX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北愛墮胎禁令 英國法院裁定違反人權 

日期：2019.10.04 

新聞內容：北愛爾蘭的墮胎規定是全歐最嚴格之一，即便是強暴懷孕和胎兒嚴重異常，也不得墮胎，

除非母親本身生命或是精神健康陷入危險，才允許墮胎。如此嚴格的規定，甚至導致產婦即便事前知

道產下的孩子無法存活，也無法中止妊娠。這項規定造成許多婦女的傷痛及不便，即便是知道腹中胎

兒有言中疾病會導致死亡，也只能等胎兒在附中死去或是只能等生下來但卻是死胎。而英國高等法院

今天裁定，北愛爾蘭禁止墮胎的法令違反英國人權規定，這也替北愛爾蘭婦女帶來轉變的希望。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vnm3dN  

https://reurl.cc/W4qakL
https://reurl.cc/4gX5pX
https://reurl.cc/vnm3dN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陳嘉彣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解除與北京姐妹市關係 布拉格市 7日開會討論 

日期：2019.10.6 

新聞內容：布拉格市府將開會討論是否解除與北京的姊妹市關係。布拉格市長曾抱怨，市府曾與中方

多次交涉，但卻得不到任何回應。2016年 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捷克，將首都北京與捷克

首都布拉格締結為姊妹市關係。而姊妹市協定內容包含一個中國政策，並承認臺灣為中國不可分割的

一部份。對此，市府官員瑪爾凡諾娃表示，首都合作的協議不應納入政治宣言，因此條款不合規定，

而布拉格也不應用這種方式去支援極權政府。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vnm30a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歐洲強國推動馬爾他宣言 盼共同分擔移民 

日期：2019.10.6 

新聞內容：歐盟強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與較小成員國馬爾他，10月 8日將尋求歐盟其他國家支援，

推動他們所提分擔海上獲救移民的聯合計畫。這項宣言敦促歐盟各國分擔穿越地中海尋求庇護的移民，

但為避免引起不滿，檔用詞故意含糊不清，沒有提到各國接納人數的配額，也沒說要懲罰不參與的歐

洲國家，或是如何剔除無權申請庇護的經濟移民並遣返回原籍國。這個機制只有 6 個月有效期限，如

果獲得足夠支持才能再延長。 

一名歐盟外交官表示，這項宣言缺少了部分內容，當中幾乎沒有提到下船後的程式及安置難民的機

制。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jdRM32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歐盟避稅黑名單 瑞士、阿聯將排除 

日期：2019.10.5 

新聞內容：歐盟財長預計 10日將瑞士從避稅天堂灰名單中移除，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馬紹爾群島

也將被從黑名單中移除。由於這些國家已兌現承諾，修法以符合歐盟規定。歐盟在 2017年公佈避稅

天堂黑名單與灰名單，黑名單國家是指為與歐盟就稅務事宜進行合作的司法管轄區域。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ObE7G9 

  

https://reurl.cc/vnm30a
https://reurl.cc/jdRM32
https://reurl.cc/ObE7G9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陳嘉彣 

媒體：巨亨網 

標題：雙方立場分歧仍大 歐盟拒絕英國脫歐談判請求 

日期：2019.10.5 

新聞內容：英國政府向歐盟提議於本週末舉行脫歐談判，遭歐盟委員會以雙方立場差距大，以及英國

首相強生新提案無法提供任何達成協議的基礎為由，拒絕英國政府的談判請求。 

英國首相強生稍早提出讓北愛爾蘭與歐盟維持特殊關係，以取代先前的「愛爾蘭邊境保障措施」之脫

歐方案，不過外界普遍認為，此方案不太可能獲得歐盟支持。 

英國政府發言人認為，英國方面已在脫歐方案作出公平讓步，表示其對於達成協議的積極態度，希望

能以此方案為基礎，週一與歐盟進行脫歐談判，呼籲歐盟在邊境協議上作出讓步，共同努力推進協定

進程。儘管強生上任以來堅稱不會再延後脫歐期限，但根據英國政府提交給蘇格蘭的一份法庭檔，強

生政府將致信歐盟，要求若 10 月 19 日前未達成脫歐協定，將會要求延遲脫歐，脫歐態度出現轉變。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248MY9  

https://reurl.cc/248MY9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葉宜靜 

媒體：中時電子報 

標題：全球招商 13家外商投資臺灣 3年 320億元 

日期：2019.10.07 

新聞內容：經濟部昨日舉辦「2019 臺灣全球招商論壇」，會中與 13家外商簽署投資意向書（LOI），

預計未來 3年將投資 320億元，經濟部長沈榮津表示，今年至 9月止，通過投審會審查的投資案金額

比去年同期成長近 1成，預期今年全年可寫下新高紀錄。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ala0jZ  

 

媒體：三立新聞 

標題：美硬起來挺莫雷！拒為利益向中國低頭 

日期：2019.10.08 

新聞內容：美國共產黨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就特地發文表示「為了取悅中國共產黨政府，NBA

居然選擇拋棄莫雷，來保護中國市場」，而整起事件最荒謬的地方在於，莫雷身為「美國公民」行使

言論自由，卻因為言論遭到中國壓迫、抵制，逼得球隊及 NBA官方必須道歉，實在太過荒謬。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5Wv4x  

 

媒體：中時電子報 

標題：一中條款未刪 布拉格解除北京姊妹市 

日期：2019.10.08 

新聞內容：曾來台訪問、對台相當友善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市長賀瑞普，原希望能就與大陸北京市所

簽姊妹市協議裡的「一中條款」，與北京談判，但始終未獲回應。布拉格市府 7日決定，解除與北京

的姊妹市關係，該市議會近期也將通過這項決定。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GkXZqy  

 

媒體：中網新聞  

標題：美國將撤軍敘利亞 川普恐嚇土耳其勿蠢動 

日期：2019.10.08 

新聞內容：美國總統川普決定撤軍敘利亞，這可能成為中東的另一個爛攤子，給土耳其可乘之機，對

庫德族下手。就連共和黨內，都對川普的這項決定很有意見，川普發一連串推文，替自己辯護，他也

同時恐嚇土耳其不要蠢動，否則他會摧毀土耳其的經濟。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KX8v0  

  

https://reurl.cc/ala0jZ
https://reurl.cc/e5Wv4x
https://reurl.cc/GkXZqy
https://reurl.cc/EKX8v0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葉宜靜 

媒體：中廣新聞 

標題：美首次以人權為由 將大陸海康威視列黑名單 

日期：2019.10.08 

新聞內容：美國商務部宣佈，大陸監視器知名大廠「海康威視」等二十八個機構，因涉及中共當局欺

壓穆斯林與在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而將他們列入新一輪美中貿易黑名單。有分析指出，這代表美國

一方面開始關注到新疆人權，另一方面也象徵美中雙方開闢了新戰場。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6gLVRb  

 

媒體：中央廣播電臺 

標題：歐盟新外交首長談願景 將聚焦巴爾幹及俄羅斯 

日期：2019.10.08 

新聞內容：將出任歐洲聯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的波瑞爾(Josep Borrell)7日表示，上任後他

將聚焦於巴爾幹和東歐鄰國事務，並呼籲歐盟堅定制裁俄羅斯的立場。波瑞爾目前是西班牙外交部長，

預計于下個月成為歐盟新的外交首長。他 7日在歐洲議會的確認提名聽證會上表示，應對俄羅斯「擴

張主義」的最佳方式，就是支援諸如烏克蘭等國家邁向民主和繁榮之路。歐盟目前對俄羅斯實施制裁，

以懲罰其兼併烏克蘭的克裡米亞以及支持仍在進行的烏東分離主義衝突。但部份與莫斯科親近的國家

認為，現在是放寬制裁的時候了。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5g8kNv  

 

媒體：法新社 

標題：歐盟挺反送中 中國駐法大使館批評其心可誅 

日期：2019.10.07 

新聞內容：歐洲聯盟曾公開表示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議者，並譴責港警過度使用武力，中國駐法國大使

館指控歐盟「公然美化香港暴徒的極端暴力行為」，「對香港員警面對暴徒致命攻擊而採取的自衛行動

惡意攻擊」，歐盟呼籲緩和情勢與克制，「其心可誅，十分危險」。歐盟還說：「抗議活動爆發至今已 3

個多月，民眾的集會與和平抗議權利，必須依據（香港）基本法與國際承諾繼續獲得保障。」聲明並

強調「對話、緩和情勢與克制」的必要。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lLZkO9  

  

https://reurl.cc/6gLVRb
https://reurl.cc/5g8kNv
https://reurl.cc/lLZkO9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葉宜靜 

媒體：中央廣播電臺 

標題：強生警告歐盟把握最後機會 誓言不延後脫歐 

日期：2019.10.07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6 日警告歐洲聯盟，他不會延後 10月 31 日的分手大限，

強調他的最新提案就是達成脫歐協議的最後機會。強生表示，儘管英國國會議員上月通過法令，要求

他一旦未能確保在 17-18日舉行、將成為脫歐成敗關鍵的歐盟高峰會結束前達成協議，就需尋求再次

延後脫歐，但他不會提出這種要求。唐寧街一名高層消息人士說，這項法令對談判造成傷害，但如果

歐盟領袖押注它能阻止無協議脫歐，那將會是個歷史性的誤解。這名知情人士表示，英國已提出一項

重大提案，現在歐盟執委會也應展現出妥協的意願，否則的話英國將會硬脫歐。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VaRpgy  

 

媒體：中國時報 

標題：蘇格蘭再次要求獨立公投 

日期：2019.10.06 

新聞內容：英國脫歐箭在弦上，與英國脫歐立場涇渭分明的蘇格蘭要求再次舉行獨立公投的呼聲高張。

多達 20萬人 5日走上街頭，規模之大近年來首見。他們希望藉由二次公投，決定到底該跟著英國脫

歐或者自行獨立建國成為歐盟的會員。由於下次蘇格蘭大選預計在 2021年 5月舉行，因此蘇格蘭首

席部長施特金希望，在 2021年以前決定蘇格蘭的下一步。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RdOngg 

 

 

媒體：中央廣播電臺 

標題：如何重新安置移民？歐盟強國推馬爾他宣言 

日期：2019.10.06 

新聞內容：法國、德國與義大利等歐盟(EU)強權連同較小的歐盟國家馬爾他，8日將試圖讓歐盟其他

國家，加入 4國構想的聯合計畫，以處理海上獲救移民的分配問題。屆時歐盟各國內政部長將齊聚盧

森堡開會，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盟國會簽署兩周前達成的馬爾他宣言。馬爾他宣言是試圖有個權宜

之計，等待新任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下月上任後致力解開難民政策的僵局。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K6XK5M  

  

https://reurl.cc/VaRpgy
https://reurl.cc/RdOngg
https://reurl.cc/K6XK5M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葉宜靜 

媒體：u-car Richard撰文 

標題：丹麥領軍 10國，要求歐盟 2030年禁售燃油車 

日期：2019.10.08 

新聞內容：歐洲時間上週五，丹麥與另外 10 個歐洲國家共同要求歐盟制訂汽油與柴油車輛退場機制，

希望能在 2030 年時讓會員國全面禁售燃油車。目前雖然不少歐洲國家傾向禁售，但各國定下的期限

不一，最快為挪威的 2025 年，荷蘭、愛爾蘭、冰島和丹麥則都決定以 2030 年為最後期限。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ala0A3 

 

媒體：中時電子報 

標題：歐盟憂心 Libra 恐帶來金融風險 

日期：2019.10.08 

新聞內容：繼遭到全球央行審查之後，《金融時報》報導，歐盟針對臉書數位通貨 Libra可能產生的

金融風險，包括影響金融穩定、洗錢和資料隱私風險等疑慮，向臉書與 Libra協會提問並要求回應，

而歐盟也在預備修改數字通貨相關法規。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ObE7nD 

 

媒體：經濟日報 

標題：歐盟反壟斷執委將動用臨時措施 禁止博通限制客戶對外採購 

日期：2019.10.08 

新聞內容：歐盟主管反壟斷的執委薇絲塔格本月將動用塵封近 20年的臨時措施，強迫美國晶片業者

博通停止以特定條件限制客戶不得向其他廠商採購晶片，積極打擊不利競爭行為。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4gX5nL  

 

媒體：科技新報/路透社 

標題：傳博通受反托拉斯打擊，歐盟將禁止部分業務 

日期：2019.10.05 

新聞內容：據《路透社》報導，有消息指出，歐盟反托拉斯監管機構將禁止美國晶片製造商博通的部

分業務，也將是歐洲委員會近 20 年來的第一個臨時命令。這個禁令將禁止物件公司進行指定的業務

活動，直到監管機構完成調查為止，但這通常需要花上數年的時間，將嚴重影響公司的競爭力。知情

人士表示，禁令將包括電視和數據機等相關產品，歐盟將於 10 月 7 日向國家競爭管理機構通報其

擬議的臨時措施，在做出正式決定後通知博通。目前歐盟官方及博通都尚未進行正式回應。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jdRMoD  

  

https://reurl.cc/ala0A3
https://reurl.cc/ObE7nD
https://reurl.cc/4gX5nL
http://technews.tw/2019/10/05/broadcom-is-hit-by-anti-trust-the-eu-will-ban-some-businesses/
https://reurl.cc/jdRMoD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葉宜靜 

媒體：經濟日報 

標題：60城氣候示威上路 歐盟可能 2040全禁柴汽車 

日期：2019.10.07 

新聞內容：國際倡議團體「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 XR）警告未來可能發生的環境「大

浩劫」，號召明天起在全球 60個城市展開為期兩個星期的公民不服從示威活動。該活動本週末首先在

法國巴黎上演示威，並與警方發生衝突。XR去年由多名學者在英國成立，是全球成長速度最快的環

保運動之一。鑒於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轉趨嚴重，歐盟環境部長在盧森堡開會，丹麥呼籲歐盟在 2040

年前全面禁止柴油及汽油車，獲歐盟其他 10個成員國支持。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lLZk4q 

 

媒體：財訊快報 

標題：國際財經：歐盟執委會籲歐元區採取先發制人財政刺激，否則長期將面臨低成長 

日期：2019.10.08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qDZz4q 

 

  

https://reurl.cc/lLZk4q
https://reurl.cc/qDZz4q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鬱庭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超傷！歐洲汽車團體警告：若硬脫歐英國停工每分鐘損失 193萬 

日期：2019-09-23  

新聞日期：報導指出若英國無協議脫歐，對汽車業的傷害非常大，若是停工，估計每分鐘將損失約 5

萬英鎊。另外，數十億歐元的關稅，將會影響消費者。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Yl0Gxn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中國奪友邦 歐盟發聲：臺灣是理念相近夥伴 

日期：2019-09-24 

新聞內容：歐洲聯盟表示，儘管與臺灣地理位置相距遙遠，但臺灣以民主、法治及人權為基礎，在許

多方面都是理念相近的夥伴。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D1oe0R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法國年改釀爭議 鐵路員工 24日將再罷工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法國年金改革引發爭議，改革將取消提早退休權，計畫實施共同年金制度。繼 9月 13日

巴黎地鐵罷工，24日法國國內將再受一波鐵路罷工衝擊。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72MngQ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英國湯瑪斯庫克集團破產 約 60萬歐洲旅客受影響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英國旅遊業者湯瑪斯庫克集團（Thomas Cook）今天宣告破產，全歐洲約有 60萬名旅客的

度假行程受影響。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md078A 

 

媒體：大紀元  

標題：德國缺 2.6萬小學教師 學校提出應急方案 

日期：2019-09-13 

新聞內容：德國貝特斯曼基金會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因為學生人數的明顯增加，到 2025年德國將

缺少 2.63萬名小學教師。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9zRx28 

  

https://reurl.cc/Yl0Gxn
https://reurl.cc/D1oe0R
https://reurl.cc/72Mng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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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9zRx28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鬱庭 

媒體：大紀元  

標題：阻止無協議脫歐 英國反對黨一廂情願？ 

日期：2019-09-16 

新聞內容：英國的反對黨正在盡一切努力阻止無協議脫歐、爭取脫歐延期，但 43%的受訪者認為，如

果英國沒有在 10月 31日獲得歐盟的讓步，那麼英國應該無協議脫歐。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rl6op1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Uniqlo創辦人：英國脫歐成真 恐成「歐洲病夫」 

日期：2019-09-20 

新聞內容：柳井表示，正稱，英國「實際上不可能脫歐」，而即使英國想要脫歐，也將因北愛爾蘭和

蘇格蘭邊界問題而難以實現，並且可能會使英國回到 20世紀 70年代、被稱為「歐洲病夫」的經濟停

滯狀態。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al4RQQ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德國財政部看壞 Q3經濟 將會更加疲弱 

日期：2019-09-20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因素。由於出口疲軟，德國第 2 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減 0.1%。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oD5pOV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調查：德國女性養老金低於男性近 3成 

日期：2019-09-22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德國女性平均法定養老金，較德國男性相比，少了近 3成，至 26%。而造成差異原因，是因為德國女

性多為了撫養子女，而減少其工作時間所致。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5dnjR 

  

https://reurl.cc/rl6op1
https://reurl.cc/al4RQQ
https://reurl.cc/oD5pOV
https://reurl.cc/e5dnjR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鬱庭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退歐僵局無解！圖斯克：強生要求去除愛爾蘭邊境保障條款是不可接受 

日期：2019-09-24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歐盟脫歐談判代表表示，難找到打破退歐僵局的方法，因為強生提出的去除愛爾蘭邊境保障條款的要

求，是不可接受的。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zy6o2e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歐洲智庫調查：過半數歐洲人 中國「激進競爭」威脅經濟 

日期：2019-09-20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則超過 1/3 的受訪者表示，歐盟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以保持該地區的經濟競爭

力，並儘量減少中國主導地位造成的負面影響。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k5avNq 

 

媒體：ETtoday新聞雲| ETtoday 國際  

標題：德澳挺台參加 ICAO大會！ 德國在台協會：政治目的排除成員有損飛安 

日期：2019年 09月 24日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第 40 屆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於 24 日在加拿大蒙特婁總部登場，因北京政府打壓，臺灣自 2016年起就

沒有受邀，不過臺灣曾在 2013 年應 ICAO理事會主席邀請，以「特邀貴賓」的身分參加。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1QGzjp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工党脫歐政策不明重創支持度 年會盼敲定策略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柯賓為團結党內親歐和反歐的兩股勢力，主張延後英國脫歐決定或交由選民定奪。但民調顯示，柯賓

的作法已造成工黨支持度大跌。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XXm3DM 

  

https://reurl.cc/zy6o2e
https://reurl.cc/k5avNq
https://reurl.cc/1QGzjp
https://reurl.cc/XXm3DM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鬱庭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法國「黃背心」重出江湖！ 混入氣候遊行放火砸窗 

日期：2019-09-22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法國「黃背心」運動，在 21日趁著氣候遊行之勢再現巴黎街頭。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QpZDn0 

 

媒體：大紀元  

標題：調查：多數歐洲人視中共激進競爭做法為威脅 

日期：2019-09-21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ECFR 對來自 14個歐盟成員國的 6萬名民眾進行了民意調查，多數歐盟公民認為中共的「激進競爭做

法」對他們的經濟利益構成威脅。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9zRyzX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最高院裁定休會違法 英國會將復會 

日期：2019/09/25 16:00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英國最高法院昨天裁定首相強生要國會休會的決定不合法之後，議員今天將重返國會。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md0XdY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強生籲支持提前大選 工黨：先遵守延後脫歐法律 

日期：2019/09/25 07:49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英國首相強生今天再度呼籲工黨支持提前舉行大選，但工党發言人表示，除非確定強生將會遵守國會

通過的延後脫歐法律，工黨不會支持提前舉行大選。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24E349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歐盟強硬反擊！傳將翻 22 年舊帳 對美加征 1200 億元關稅 

日期：2019-09-26  

新聞內容：歐盟擬提出 40億美元（約新臺幣 1241.5億元）的反擊關稅，翻舊帳只為了對美國進行立

即報復，不僅破壞裁決制度，也讓 WTO防止國際紛爭惡化的功能付諸流水。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L16D19 

https://reurl.cc/QpZDn0
https://reurl.cc/9zRy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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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24E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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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鬱庭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歐洲央行高層：Libra可解決全球支付系統問題 

日期：2019-09-26 

新聞內容：德國國會數字議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臉書的加密貨幣 Libra可以解決全球支付系統

的問題，但在推出之前需要經過充分測試。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W4vWdk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拉加德：全球經濟全面衰退可能性不大 但貿易戰是關鍵風險 

日期：2019-09-25  

新聞內容：拉加德 24日表示，全球經濟可能會躲過全面萎縮，不過貿易緊張局勢仍是全球經濟成長

前景的最大威脅。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qD0Xd0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無協定脫歐陰影籠罩 英銀行業務量降至 28年低 

日期：2019/10/01  

新聞內容：項針對 83個金融服務機構進行的季度調查顯示，整體金融服務業信心以 2008年 9月金融

危機以來最快速度衰退。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lL7XVl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傳英國提邊界兩側設通關中心 愛爾蘭外長批行不通 

日期：2019/10/01 

新聞內容：英國提議于英國脫歐後在北愛爾蘭和愛爾蘭邊界兩側設置「通關中心」。愛爾蘭外交部長

柯伏尼立刻駁斥這個媒體報導的提案。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gval7V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法國舉國哀悼 席哈克下葬巴黎墓園 

日期：2019/10/01 

新聞內容：法國前總統席哈克日前逝世，政府將今天訂為舉國哀悼日。由於聖母院目前還在重建，因

此彌撒改在聖蘇必思教堂舉行。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W4vW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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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鬱庭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英相承諾未達脫歐協議也不辭職 工黨不急於逼宮 

日期：2019/09/29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今天承諾，即使未能和歐洲聯盟（EU）達成脫歐協議，他也不會辭職。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Va4eXN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告別法國政壇巨人席哈克 巴黎人龍綿延近一公里 

日期：2019/09/30  

新聞內容：席哈克 26日在巴黎逝世，享壽 86歲。民眾不畏雨天，也不管等候時間有多長，就是要和

席哈克告別，環繞巴黎傷兵院建築群的隊伍綿延近一公里。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NayD6n 

 

媒體：ETtoday新聞雲 

標題：英國 2日提案「最終版」退歐協議！ 強生：歐盟不理就硬脫歐 

日期：2019/10/02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將在保守黨大會上發表談話，表示若歐盟不理會英國的提案，就會在 31日

硬脫歐。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md0X9j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新脫歐計畫 傳 2025 年前北愛歐盟維持特殊關係 

日期：2019/10/02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新提出的脫歐計畫，將讓北愛爾蘭與歐洲維持特殊關係，至少到 2025年前，

北愛都會留在歐盟單一市場，但會立即離開歐盟關稅同盟。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rl6X8N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獲 WTO批准！美公佈對歐盟 75億美元商品關稅清單 

日期：2019-10-03  

新聞內容：世界貿易組織（WTO）週三裁定，允許美國向歐盟 75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徵收稅率最高

達 25%，將於本月 18日生效。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jdvp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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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鬱庭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歐盟執委新主席 未上任即抱頭燒 

日期：2019-10-02  

新聞內容：馮德萊恩於 2019年 7月，當選為新一任歐盟執委會主席，將于 2019年 11月上任取代容

克。面臨著歐洲人民要反貪腐、環保永續及提升人權的要求，壓力不小。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qD0Xm3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德主要經濟機構大幅下修德今明 2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日期：2019-10-03  

新聞內容：德國主要經濟機構預測大幅下修德國今明 2年經濟成長率，今年由 0.8%下調到 0.5%，而

明年則由 1.8%砍到 1.1%。但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表示，並沒有經濟危機，不過政府也許會通過

減稅和對社會保障體系做貢獻來幫助企業。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al4z5Y 

 

媒體：ETtoday新聞雲 

標題：強生承諾遵守《班恩法案》…未達成協議就延後脫歐 反對派：不相信 

日期：2019-10-05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脫歐態度強硬，多次表明，若是沒有和歐盟達成協議，就會在 10月 31日硬

拖歐。蘇格蘭法院在 9月初通過《班恩法案》，若是議會在 10月 19日前未批准脫歐協議，歐盟也沒

有接受的話，政府就必須要求再次延後脫歐期限。   

    雖然強生承諾會遵守法案，但還是有不少反對派認為他不可靠，蘇格蘭民族党國會議員切裡甚至

在 4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試圖厘清若是強生拒絕履行法案的話，會受到何種處分。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rl6XaN 

 

媒體：ETtoday新聞雲 

標題：脫歐倒數！英國管制「B 肝、避孕藥」等 24類藥物出口 藥廠：預防措施 

日期：2019-10-04 

新聞內容：英國政府日前宣佈，將開始禁止部分藥品出口，這項限制將阻止藥商將藥物賣往更出價更

高的國家，讓病患所用的藥物短缺。雖然官方表示，這項規定並非針對脫歐，但藥廠認為，此舉算是

脫歐的預防措施，代表著藥廠在脫歐前幾個月的庫存會受到完整的保護。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b6lxXl  

https://reurl.cc/qD0Xm3
https://reurl.cc/al4z5Y
https://reurl.cc/rl6XaN
https://reurl.cc/b6lxXl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劉鳳琴 

媒體：一眼看天下 

標題：義大利外海移民船翻覆，至少 13人身亡 

日期：108/10/8 

新聞內容：行經外海而怩難，船上還有孕婦，往往令人感傷，移民他國情非得已，若不是歐洲難民潮

大爆發，國家動盪不安，相信沒人願意冒著生命危險顛沛流離，有時自由勝過一切，冒著生命也要一

試，身為在安全自由的國土上，是該珍惜民主下的自由。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gvaEjp 

 

媒體：一眼看天下 

標題：希臘政府採取強硬手段，決定遣送上萬移民至土耳其  

日期：2019.10.01 

新聞內容：在希臘列士波斯島(Lesbos)人滿為患的移民營遭大火肆虐並引發暴動後一日，難民是一大

國際性問題，雖然國家動亂造成百姓流離失所，卻相對也造成歐洲方面的一大治安問題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e5dZ4R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歐洲經濟資料差 小摩這原因反喊「歐股將反彈！」 

日期：108/10/9 

新聞內容：歐洲各項經濟資料令人失望，但摩根大通分析師仍表示，基於歐洲央行（ECB）在 9月宣

佈降息，並啟動量化寬鬆（QE）政策，歐元區股票將有反彈機會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W4vVQk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英法 22國質問新疆問題 陸：已邀聯合國走一趟 

日期：108/10/9 

新聞內容：對於英法等 22個國家致函聯合國最高人權官員，譴責中國大陸在新疆對待維吾爾人與其

他少數民族的方式，中國大陸表示，陸方已向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的人員發出了訪疆邀請。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nVLRdv 

 

媒體：中時電子報 

標題：WEF評比 臺灣名列全球前 4創新國 

日期：2019/10/09 

新聞內容：瑞士世界經濟論壇今天公佈全球競爭力報告，臺灣排名全球第 12、亞洲第 4強，不但總

體經濟穩定度與其他 33國並列第一，而且與德國、美國及瑞士列為全球 4大創新國，表示臺灣經濟

穩定成長中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5gOEWy 

https://reurl.cc/gvaEjp
https://reurl.cc/e5dZ4R
https://reurl.cc/W4vVQk
https://reurl.cc/nVLRdv
https://reurl.cc/5gOEWy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劉鳳琴 

媒體：中國時報 

標題：改變人類對宇宙認知 3人獲諾貝爾物理獎 

日期：2019/10/09  

新聞內容：201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給加拿大美籍物理學家皮布林斯，以及瑞士天文學家麥耶和

奎洛茲，最新諾貝爾物理獎項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gvaEyV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英國若無協定脫歐 88％進口品將免課關稅 

日期：2019/10/08 

新聞內容：英國距離退出全球最大貿易體歐盟只剩下 23天，但脫歐協議仍不見蹤影，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政府正加快腳步，為無協議脫歐可能出現的混亂局面作準備。 

英國原訂今年 3月脫歐，在此之前就首度公佈臨時關稅計畫，作為脫歐準備的一環。將作為生產之間

的平衡標準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31eZnL 

  

https://reurl.cc/gvaEyV
https://reurl.cc/31eZnL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陳嘉彣 

媒體：經濟日報 

標題：不滿土耳其進軍敘北 歐洲數千人示威 

日期：2019.10.13 

新聞內容：美國總統川普 9日下令美軍撤離土敘邊界後，土耳其立刻攻打敘利亞，目標是殲滅庫德族。

因此，歐洲各地的庫德族人為表達強烈不滿，於法國、德國等地舉行示威遊行抗議，並譴責土耳其總

統及川普為連環殺人犯及恐怖份子。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RdyQVz 

 

媒體：ETtoday新聞雲 

標題：譴責土耳其出兵敘利亞 德法宣佈：暫停武器出口 

日期：2019.10.13 

新聞內容：土耳其攻打敘利亞，引來歐盟等國強烈批評。德國及法國表示，因土耳其無端對敘利亞東

北部發動攻擊，因此將立即停止軍事武器出口至敘利亞，避免變相支持土耳其的軍事行動。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lL7MWl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英國脫歐延燒！英農場大缺工 數千噸蔬果放到爛 

日期：2019.10.13 

新聞內容：由於英國脫歐的不確定性延續， 英國農場和果園出現大缺工現象，數千噸的蔬果沒人採

收，只能眼睜睜看著它們腐爛。英國衛報報導，占多數園藝勞動力的海外工人由於不願離開歐盟，因

此不願來英國或是乾脆提早打包回家。缺工的問題主要是受到政府政策及脫歐的影響。因脫歐的不確

定性，海外勞工擔心自由受到限制，再加上英鎊貶值，讓海外勞工寧可去別的國家，也不願承受在英

國工作的不確定風險。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24Ev99 

  

https://reurl.cc/RdyQVz
https://reurl.cc/lL7MWl
https://reurl.cc/24Ev99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陳嘉彣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德國變成「歐洲病夫」，經濟面臨內憂外患 

日期：2019.10.7 

新聞內容：德國第 2季經濟成長年增率僅 0.4%，為逾 6年來最差表現，較第 1季更萎縮 0.1%，成為

唯一萎縮的歐洲主要經濟體。世貿組織（WTO）日前裁定，歐洲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過去 15年非法獲

得政府補貼，為美國向歐洲產品課征 25%關稅鋪路。這個關稅將使德國的酒和咖啡變得更貴，對該國

已經疲弱的經濟再給予重擊。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給梅克爾建議，應給予個人及企業減稅，並解除經濟

管制，讓經濟活絡。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XXm9KD 

  

https://reurl.cc/XXm9KD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家緯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貧窮的怒吼 暴力壓制難平息伊拉克浴血抗爭 

日期：2019/10/06   

新聞內容：伊拉克是繼蘇丹和埃及後今年第 3個陷入大規模示威的中東與北非地區國家。這場以年輕

人為主的抗議人士對失業率急速攀升、公共服務荒頹、各級政府貪贓枉法橫行表達不滿，根據報導，

事件已造成近百人喪生、數百人受傷。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W4vVKk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美眾院通過香港法 北京怒斥勿干涉中國內政 

日期：2019/10/16   

新聞內容：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通過 4項法案與決議案，其中 3項與香港親民主示威相關，另一項則

讚揚加拿大政府啟動對華為財務長孟晚舟的引渡程序。聯邦參議院尚未敲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與「保護香港法案」表決時程，不過，外交委員官員說，聯邦參議院料將在幾週內進行表決。一旦闖

關成功，這些法案將送至白宮由總統川普簽署成法律或予以否決。 

新聞來源：https://reurl.cc/GkKl2p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聲援加獨領袖 巴塞隆納抗議爆發警民衝突 

日期：2019/10/16  

新聞內容：西班牙巴塞隆納聲援 9名被判重刑的加泰隆尼亞獨立領袖集會進入第 2 天，今晚爆發警民

衝突，這 9人在 2017年的失敗獨立運動中扮演要角，最高法院昨天以煽動叛亂罪名，重判他們 9至

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引發許多民眾上街抗議。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160061.aspx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還在攀升！日風災死 73 人 淹萬棟房 

日期：2019/10/16  

新聞內容：哈吉貝颱風重創日本部分地區，至少造成七十三人死亡，十四人失蹤，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十五日在災害防救會議上說，政府將動用預備金來重建，若有必要，還會提出追加預算。日本鐵路交

通十五日大多恢復正常，不過，北陸新幹線東京到金澤全線復駛約需一到兩周。 

新聞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120772/4106589?from=udn-catelistnews_ch2 

https://reurl.cc/W4vVKk
https://reurl.cc/GkKl2p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160061.aspx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家緯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杜芙若獲諾貝爾經濟獎 盼激勵更多女性 

日期：2019/10/15  

新聞內容：諾貝爾經濟學獎 14 日揭曉，由麻省理工學院的巴納吉、杜芙若、以及哈佛大學的克雷默

三位學者共同獲得，以表揚他們解決全球貧窮問題的貢獻，其中杜芙若教授更是經濟學獎史上第二位

女性獲獎者。 

新聞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120764/4105390?from=udn-catelistnews_ch2 

 

  

https://udn.com/news/story/120764/4105390?from=udn-catelistnews_ch2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超傷！歐洲汽車團體警告：若硬脫歐英國停工每分鐘損失 193萬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報導指出若英國無協議脫歐，對汽車業的傷害非常大，若是停工，估計每分鐘將損失約 5

萬英鎊。另外，數十億歐元的關稅，將會影響消費者。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3923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中國奪友邦 歐盟發聲：台灣是理念相近夥伴 

日期：2019-09-24 13:49 

新聞內容：歐洲聯盟表示，儘管與台灣地理位置相距遙遠，但台灣以民主、法治及人權為基礎，在許

多方面都是理念相近的夥伴。  

新聞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065345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法國年改釀爭議 鐵路員工 24日將再罷工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法國年金改革引發爭議，改革將取消提早退休權，計劃實施共同年金制度。繼 9月 13日

巴黎地鐵罷工，24日法國國內將再受一波鐵路罷工衝擊。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230028.aspx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英國湯瑪斯庫克集團破產 約 60萬歐洲旅客受影響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英國旅遊業者湯瑪斯庫克集團（Thomas Cook）今天宣告破產，全歐洲約有 60萬名旅客的

度假行程受影響。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9230316.aspx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3923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065345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23002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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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大紀元  

標題：德國缺 2.6萬小學教師 學校提出應急方案 

日期：2019-09-13  

新聞內容：德國貝特斯曼基金會的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因為學生人數的明顯增加，到 2025年德國將

缺少 2.63萬名小學教師。 

新聞來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19/9/13/n11518911.htm 

 

媒體：大紀元 

標題：阻止無協議脫歐 英國反對黨一廂情願？ 

日期：2019-09-16 

新聞內容：英國的反對黨正在盡一切努力阻止無協議脫歐、爭取脫歐延期，但 43%的受訪者認為，如

果英國沒有在 10月 31 日獲得歐盟的讓步，那麼英國應該無協議脫歐。 

新聞來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19/9/13/n11519408.htm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Uniqlo創辦人：英國脫歐成真 恐成「歐洲病夫」 

日期：2019-09-20  

新聞內容：柳井表示，正稱，英國「實際上不可能脫歐」，而即使英國想要脫歐，也將因北愛爾蘭和

蘇格蘭邊界問題而難以實現，並且可能會使英國回到 20世紀 70年代、被稱為「歐洲病夫」的經濟停

滯狀態。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1749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德國財政部看壞 Q3經濟 將會更加疲弱 

日期：2019-09-20 

新聞內容：德國經濟疲軟，第 3 季將走弱，主要是全球經濟降溫、英國脫歐和貿易衝突的不確定性等

因素。由於出口疲軟，德國第 2 季國內生產總值（GDP）季減 0.1%。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1324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9/13/n11518911.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9/13/n11519408.htm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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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調查：德國女性養老金低於男性近 3成 

日期：2019-09-22  

新聞內容：德國女性平均法定養老金，較德國男性相比，少了近 3成，至 26%。而造成差異原因，是

因為德國女性多為了撫養子女，而減少其工作時間所致。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3414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退歐僵局無解！圖斯克：強生要求去除愛爾蘭邊境保障條款是不可接受 

日期：2019-09-24 

新聞內容：歐盟脫歐談判代表表示，難找到打破退歐僵局的方法，因為強生提出的去除愛爾蘭邊境保

障條款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4900 

 

媒體：自由時報-國際財經  

標題：歐洲智庫調查：過半數歐洲人 中國「激進競爭」威脅經濟 

日期：2019-09-20 

新聞內容：法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則超過 1/3的受訪者表示，歐盟需要採取更多措施，以保持該地區

的經濟競爭力，並盡量減少中國主導地位造成的負面影響。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1904 

 

媒體：ETtoday新聞雲| ETtoday 國際 

標題：德澳挺台參加 ICAO大會！ 德國在台協會：政治目的排除成員有損飛安 

日期：2019年 09月 24日  

新聞內容：第 40屆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於 24日在加拿大蒙特婁總部登場，因北京政府打壓，台灣自

2016 年起就沒有受邀，不過台灣曾在 2013年應 ICAO理事會主席邀請，以「特邀貴賓」的身分參加。 

新聞來源：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924/15420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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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工黨脫歐政策不明重創支持度 年會盼敲定策略 

日期：2019/09/23  

新聞內容：柯賓為團結黨內親歐和反歐的兩股勢力，主張延後英國脫歐決定或交由選民定奪。但民調

顯示，柯賓的作法已造成工黨支持度大跌。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230317.aspx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法國「黃背心」重出江湖！ 混入氣候遊行放火砸窗 

日期：2019-09-22  

新聞內容：法國「黃背心」運動，在 21日趁著氣候遊行之勢再現巴黎街頭。 

新聞來源：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923132 

 

媒體：大紀元 

標題：調查：多數歐洲人視中共激進競爭做法為威脅 

日期：2019-09-21  

新聞內容：ECFR對來自 14個歐盟成員國的 6萬名民眾進行了民意調查，多數歐盟公民認為中共的「激

進競爭做法」對他們的經濟利益構成威脅。 

新聞來源：http://www.epochtimes.com/b5/19/9/20/n11535960.htm 

 

中央通訊社 

標題：最高院裁定休會違法 英國會將復會 

日期：2019/09/25 16:00 

新聞內容：英國最高法院昨天裁定首相強生要國會休會的決定不合法之後，議員今天將重返國會。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250140.aspx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強生籲支持提前大選 工黨：先遵守延後脫歐法律 

日期：2019/09/25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今天再度呼籲工黨支持提前舉行大選，但工黨發言人表示，除非確定強生將

會遵守國會通過的延後脫歐法律，工黨不會支持提前舉行大選。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9250006.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230317.aspx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9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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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9250006.aspx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歐盟強硬反擊！傳將翻 22 年舊帳 對美加徵 1200 億元關稅 

日期：2019-09-26 

新聞內容：歐盟擬提出 40億美元（約新台幣 1241.5億元）的反擊關稅，翻舊帳只為了對美國進行立

即報復，不僅破壞裁決制度，也讓 WTO防止國際紛爭惡化的功能付諸流水。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7295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歐洲央行高層：Libra可解決全球支付系統問題 

日期：2019-09-26 

新聞內容：德國國會數位議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臉書的加密貨幣 Libra可以解決全球支付系統

的問題，但在推出之前需要經過充分測試。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7310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拉加德：全球經濟全面衰退可能性不大 但貿易戰是關鍵風險 

日期：2019-09-25 

新聞內容：拉加德 24日表示，全球經濟可能會躲過全面萎縮，不過貿易緊張局勢仍是全球經濟成長

前景的最大威脅。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26377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無協議脫歐陰影籠罩 英銀行業務量降至 28年低 

日期：2019/10/01 

新聞內容：項針對 83個金融服務機構進行的季度調查顯示，整體金融服務業信心以 2008年 9月金融

危機以來最快速度衰退。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01010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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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傳英國提邊界兩側設通關中心 愛爾蘭外長批行不通 

日期：2019/10/01 

新聞內容：英國提議於英國脫歐後在北愛爾蘭和愛爾蘭邊界兩側設置「通關中心」。愛爾蘭外交部長

柯伏尼立刻駁斥這個媒體報導的提案。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010079.aspx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法國舉國哀悼 席哈克下葬巴黎墓園 

日期：2019/10/01  

新聞內容：法國前總統席哈克日前逝世，政府將今天訂為舉國哀悼日。由於聖母院目前還在重建，因

此彌撒改在聖蘇必思教堂舉行。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010019.aspx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英相承諾未達脫歐協議也不辭職 工黨不急於逼宮 

日期：2019/09/29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今天承諾，即使未能和歐洲聯盟（EU）達成脫歐協議，他也不會辭職。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09290218.aspx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告別法國政壇巨人席哈克 巴黎人龍綿延近一公里 

日期：2019/09/30 

新聞內容：席哈克 26日在巴黎逝世，享壽 86歲。民眾不畏雨天，也不管等候時間有多長，就是要和

席哈克告別，環繞巴黎傷兵院建築群的隊伍綿延近一公里。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930009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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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ETtoday新聞雲 

標題：英國 2日提案「最終版」退歐協議！ 強生：歐盟不理就硬脫歐 

日期：2019/10/02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將在保守黨大會上發表談話，表示若歐盟不理會英國的提案，就會在 31日

硬脫歐。 

新聞來源：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1002/1548067.htm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新脫歐計畫 傳 2025 年前北愛歐盟維持特殊關係 

日期：2019/10/02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新提出的脫歐計畫，將讓北愛爾蘭與歐洲維持特殊關係，至少到 2025年前，

北愛都會留在歐盟單一市場，但會立即離開歐盟關稅同盟。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020045.aspx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獲 WTO批准！美公佈對歐盟 75億美元商品關稅清單 

日期：2019-10-03  

新聞內容：世界貿易組織（WTO）週三裁定，允許美國向歐盟 75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徵收稅率最高

達 25%，將於本月 18日生效。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34600 

 

媒體：聯合新聞網  

標題：歐盟執委新主席 未上任即抱頭燒 

日期：2019-10-02  

新聞內容：馮德萊恩於 2019年 7月，當選為新一任歐盟執委會主席，將於 2019年 11月上任取代容

克。面臨著歐洲人民要反貪腐、環保永續及提升人權的訴求，壓力不小。 

新聞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6809/4081975?from=udn-catelistnews_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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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自由時報  

標題：德主要經濟機構大幅下修德今明 2年經濟成長率預測 

日期：2019-10-03 

新聞內容：德國主要經濟機構預測大幅下修德國今明 2年經濟成長率，今年由 0.8%下調到 0.5%，而

明年則由 1.8%砍到 1.1%。但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表示，並沒有經濟危機，不過政府也許會通過

減稅和對社會保障體係做貢獻來幫助企業。 

新聞來源：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934650 

 

媒體：ETtoday新聞雲 

標題：強生承諾遵守《班恩法案》…未達成協議就延後脫歐 反對派：不相信 

標題：2019-10-05 

新聞內容：英國首相強生脫歐態度強硬，多次表明，若是沒有和歐盟達成協議，就會在 10月 31日硬

拖歐。蘇格蘭法院在 9月初通過《班恩法案》，若是議會在 10月 19日前未批准脫歐協議，歐盟也沒

有接受的話，政府就必須要求再次延後脫歐期限。   

雖然強生承諾會遵守法案，但還是有不少反對派認為他不可靠，蘇格蘭民族黨國會議員切里甚至在 4

日向法院提起訴訟，試圖釐清若是強生拒絕履行法案的話，會受到何種處分。 

新聞來源：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1005/1550296.htm 

 

媒體：ETtoday新聞雲 

標題：脫歐倒數！英國管制「B 肝、避孕藥」等 24類藥物出口 藥廠：預防措施 

日期：2019-10-04  

新聞內容：英國政府日前宣布，將開始禁止部分藥品出口，這項限制將阻止藥商將藥物賣往更出價更

高的國家，讓病患所用的藥物短缺。雖然官方表示，這項規定並非針對脫歐，但藥廠認為，此舉算是

脫歐的預防措施，代表著藥廠在脫歐前幾個月的庫存會受到完整的保護。 

新聞來源：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1004/15497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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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歐洲 2016年逾 40萬人早死 肇因空汙奪命 

日期：2019/10/17  

新聞內容：歐盟報告指出，空氣品質惡劣使得 2016年有 41萬 2000人早死，雖然歐洲城市的危險懸

浮微粒含量已下降，但下降速度還不夠快，因此報告建議歐盟國家減少汽車數量，以降低空氣中的二

氧化氮含量，並且檢視各種汙染物的含量，若汙染物達有害水平就應採取行動。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0170153.aspx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美將對歐洲貨課稅 川普有自信打贏關稅戰 

日期：2019/10/17  

新聞內容：美國準備對價值 75 億美元的歐洲聯盟商品祭出貿易制裁，川普表示，美國不會輸掉與歐

盟的關稅戰。不過義大利總統馬達雷拉說，貿易關係緊張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還稱加徵關稅將招

致「反效果」。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170151.aspx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歐德法英 4大議會議員挺台 成立福爾摩沙俱樂部 

日期：2019/10/17  

新聞內容：中國近年加大對台灣打壓，危害區域和平，歐洲議會再加上德國、法國及英國國會等 4

大議會友台小組共同倡議，成立「福爾摩沙俱樂部」，酒會正式在歐洲議會舉行。 

    各國議會友台小組核心成員在酒會後發布聯合聲明，強調今天啟動新平台將強化對台灣的跨國支

持，及促進台灣與歐洲理念相近國家之間聯繫。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0170015.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0170153.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170151.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10170015.aspx


 

歐洲新聞彙整 

彙整者：戴郁庭 

媒體：中央通訊社  

標題：脫歐協議能否達成 英相強生得和時間賽跑 

日期：2019/10/17  

新聞內容：脫歐協議遲遲無法達成的關鍵在於北愛爾蘭邊境，歐盟官員原本認為強生可以在今天把協

議搞定，，但目前仍因為技術性細節喬不攏。強生的脫歐協議必須在 17日、18日的歐盟峰會取得歐

盟成員國一致同意，這兩天是他的最後機會。 

新聞來源：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170032.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910170032.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