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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面媒體報導 

1. 自由時報 - 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南大登場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7日 

報導標題：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南大登場 

報導版面：台南都會新聞 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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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華日報 - 法學者:台灣電價便宜到令人訝異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7日 

報導標題：法學者:台灣電價便宜到令人訝異 

報導版面：台南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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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由時報 - 台法能源會議 德學者提倡廢核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8日 

報導標題：台法能源會議 德學者提倡廢核 

報導版面：台南都會新聞 A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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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華日報 - 核能存廢 外國專家南大激辯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8日 

報導標題：核能存廢 外國專家南大激辯 

報導版面：台南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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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華日報 - 南大研究人工智慧管理能源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南大研究人工智慧管理能源 

報導版面：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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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華日報 - 南大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昨落幕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20日 

報導標題：南大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昨落幕 

報導版面：台南綜合 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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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由時報 - 談能源發展 學者籲多元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20日 

報導標題：談能源發展 學者籲多元 

報導版面：台南都會焦點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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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站媒體報導 

1. 蕃薯藤新聞 - 電價制定合理化 台南大學聯合舉辦「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電價制定合理化 台南大學聯合舉辦「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網址：http://n.yam.com/taiwanhot/society/201205/20120516669813.html 

 
 

http://n.yam.com/taiwanhot/society/201205/201205166698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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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評論新聞網 - 比利時學者：台灣電價便宜到令人想不透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比利時學者：台灣電價便宜到令人想不透 

報導網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1/0/2/102110277.html?coluid=46&kindid=0&docid=102

110277&mdate=0516163136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1/0/2/102110277.html?coluid=46&kindid=0&docid=102110277&mdate=0516163136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1/0/2/102110277.html?coluid=46&kindid=0&docid=102110277&mdate=051616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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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NN數位臺南地方新聞網 - 臺南大學與法國國家資訊暨自動化研究院、南巴黎大學、國家科

學委員會及國內多所大學共同舉辦台法雙邊會議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臺南大學與法國國家資訊暨自動化研究院、南巴黎大學、國家科學委員會及國內多

所大學共同舉辦台法雙邊會議 

報導網址：http://tn.news.tnn.tw/news.html?c=6&id=47701 

 

http://tn.news.tnn.tw/news.html?c=6&id=4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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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壹凸 - 電費漲漲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電費漲漲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網址：http://news.e2.com.tw/utf-8/2012-5/3765416.htm 

 

http://news.e2.com.tw/utf-8/2012-5/37654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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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OWnews今日新聞網 - 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網址：http://www.nownews.com/2012/05/16/11689-2814631.htm 

 

http://www.nownews.com/2012/05/16/11689-28146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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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NN中央社新聞網 - 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網址：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205160219.aspx 

 

http://www.cna.com.tw/News/aEDU/20120516021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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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olanews新聞臺 -電費漲漲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電費漲漲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網址：http://mypaper.pchome.com.tw/coolanews/post/1322960259 

 

http://mypaper.pchome.com.tw/coolanews/post/1322960259


15 
 

8. UUTW 悠遊臺灣新聞網 - 臺南大學舉辦台法雙邊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臺南大學舉辦台法雙邊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網址：http://uutw.com.tw/shownew.asp?id=15003&model=&page=1 

 

http://uutw.com.tw/shownew.asp?id=15003&model=&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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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勝利之聲廣播公司 - 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網址：http://www.e-go.org.tw/victor/news_detail.asp?CateID=1&NewsID=19584 

 

http://www.e-go.org.tw/victor/news_detail.asp?CateID=1&NewsID=1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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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勝利之聲廣播公司 - 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網址：http://www.e-go.org.tw/esound/news_detail.asp?CateID=1&NewsID=19584 

 

http://www.e-go.org.tw/esound/news_detail.asp?CateID=1&NewsID=1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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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新浪新聞 - 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網址：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516/6774718.html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516/6774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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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iNet 新聞 - 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網址：
http://times.hinet.net/news/life/8287821;jsessionid=D61D1CE126B003E1369CE76DE5C3E694 

 

http://times.hinet.net/news/life/8287821;jsessionid=D61D1CE126B003E1369CE76DE5C3E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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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Yahoo新聞 - 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9%9B%BB%E8%B2%BB%E6%BC%B2-%E9%9B%BB%E5%83%B

9%E5%88%B6%E5%AE%9A%E6%9C%89%E6%B2%92%E6%9C%89%E6%9B%B4%E5%A5%

BD%E7%9A%84%E6%96%B9%E6%B3%95-%E8%AE%93%E5%8F%B0%E6%B3%95%E5%B0

%88%E5%AE%B6%E4%BE%86%E5%91%8A%E8%A8%B4%E4%BD%A0-1548539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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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華視新聞 - 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網址：http://news.cts.com.tw/nownews/society/201205/201205161004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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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台灣好新聞報 - 電價制定合理化 台南大學聯合舉辦「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電價制定合理化 台南大學聯合舉辦「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網址：http://www.taiwanhot.net/portal.php?mod=view&aid=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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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aiwan News - 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網址：http://www.taiwannews.com.tw/etn/news_content.php?id=19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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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CNN中央通訊社 - 電費漲漲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臺南大

學舉辦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電費漲漲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臺南大學舉辦台

法能源管理會議 

報導網址：http://www.cna.com.tw/Postwrite/P5/10519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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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時電子報新聞 - 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網址：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11050201/1320120516013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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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聯合新聞網 - 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法國學者：台灣調漲電價很合理 

報導網址：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1/70966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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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國評論新聞網 - 歐洲專家：比利時廢核電 電價至少漲兩倍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6日 

報導標題：歐洲專家：比利時廢核電 電價至少漲兩倍 

報導網址：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21/1/0/2/102110256.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21

10256&mdate=051616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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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NN中央社新聞網 - 日本教授 vs.法國專家 核電能源存廢觀點不同～2012台灣-法國能源管理

會議 持續探討能源管理、氣候變遷與能源危機議題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7日 

報導標題：日本教授 vs.法國專家 核電能源存廢觀點不同～2012台灣-法國能源管理會議 持續

探討能源管理、氣候變遷與能源危機議題 

報導網址：http://www.cna.com.tw/postwrite/P5/105289.aspx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P5/10528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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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SN新聞 - 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7日 

報導標題：電費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網址：http://news.msn.com.tw/news265595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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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UUTW 悠遊台灣新聞網 - 日本教授 vs.法國專家 核電能源存廢觀點不同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8日 

報導標題：日本教授 vs.法國專家 核電能源存廢觀點不同 

報導網址：http://uutw.com.tw/shownew.asp?id=1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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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Yahoo新聞 - 台法能源會議 德學者提倡廢核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8日 

報導標題：台法能源會議 德學者提倡廢核 

報導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25E5%258F%25B0%25E6%25B3%2595%25E8%2583%25BD%25E6%

25BA%2590%25E6%259C%2583%25E8%25AD%25B0-%25E5%25BE%25B7%25E5%25AD%25

B8%25E8%2580%2585%25E6%258F%2590%25E5%2580%25A1%25E5%25BB%25A2%25E6%2

5A0%25B8-2023474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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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華日報 - 南大研究人工智慧管理能源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8日 

報導標題：南大研究人工智慧管理能源 

報導網址：http://www.cdns.com.tw/20120519/news/nxyzh/T900090020120518194954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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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UUTW 悠遊台灣新聞網 - 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 

報導網址： http://uutw.com.tw/shownew.asp?id=1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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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中央日報網路報 - 台灣/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齊聚南大 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台灣/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齊聚南大 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網址： 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12&docid=10191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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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NN中央社新聞網-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 齊聚臺南大學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齊聚臺南大學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網址：http://www.cna.com.tw/postwrite/P5/1054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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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TNN數位台南地方新聞 - 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齊聚臺南大學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齊聚臺南大學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網址：http://tn.news.tnn.tw/news.html?c=6&id=4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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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青年日報 - 臺法能源管理會議 南大激盪創新思維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臺法能源管理會議 南大激盪創新思維 

報導網址：
http://news.gpwb.gov.tw/news.aspx?ydn=026dTHGgTRNpmRFEgxcbfbjKsCva%2FLwCh0gk73GF

CubUjBMaq1bCuKAjMB8MrhGyg6AcgP4y7731rB0CexN8Ar4sf%2FvljDQ3Te4e5aZy6Q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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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新浪新聞 - 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齊聚臺南大學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齊聚臺南大學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網址：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519/68056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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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NN中央社新聞網 - 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齊聚臺南大學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法國電力公司 vs.台灣電力公司~齊聚臺南大學激盪能源管理創新思維 

報導網址：http://www.cna.com.tw/Postwrite/P5/10542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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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CNN中央社新聞網 - 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網址：http://www.cna.com.tw/postwrite/P5/10543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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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Chome新聞 - 南大 2012 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網址：http://news.pchome.com.tw/living/cna/20120519/index-133741960466327180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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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Coolanews新聞台 - 南大二０一二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南大二０一二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網址：http://www.cna.com.tw/postwrite/P5/105438.aspx 

 

http://mypaper.pchome.com.tw/cool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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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新浪新聞 - 南大 2012 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網址：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20519/6806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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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CNN中央通訊社 - 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網址：http://www.cna.com.tw/Postwrite/P5/10543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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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UUTW 悠遊台灣新聞網 - 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網址：http://uutw.com.tw/shownew.asp?id=1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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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幻想空間社區門戶 - 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20日 

報導標題：南大 2012台法能源管理會議圓滿成功 

報導網址：http://tw-box.com/?action-viewnews-itemid-139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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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中華日報新聞網 - 南大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昨落幕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19日 

報導標題：南大台法能源管理會議 昨落幕 

報導網址：http://www.cdns.com.tw/20120520/news/nsxw/T900090020120519183028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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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南大報導 - 電費漲漲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日期：2012年 05 月 22日 

報導標題：電費漲漲漲，電價制定有沒有更好的方法?讓台法專家來告訴你 

報導網址：http://www2.nutn.edu.tw/randd/epaper/e_paper_ser.asp?id=1426 

 

http://mypaper.pchome.com.tw/coola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