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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歐盟園區 5、6月份活動

2222

4/13-6/30 歐盟知識問答展

5/18-6/30 西班牙文化沙龍展

6/12 13:30-15:00歐洲文學講座:
「英國詩人與詩」講者王希成作家 歐盟園區Q002



�更多歐盟新聞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4

★營運欠佳營運欠佳營運欠佳營運欠佳英駿懋集團總裁引咎辭職英駿懋集團總裁引咎辭職英駿懋集團總裁引咎辭職英駿懋集團總裁引咎辭職

★國會議員濫報公帳國會議員濫報公帳國會議員濫報公帳國會議員濫報公帳英女王也看不下去英女王也看不下去英女王也看不下去英女王也看不下去

★迎接迎接迎接迎接2012倫敦奧運倫敦奧運倫敦奧運倫敦奧運倫敦眼摩天輪將翻新倫敦眼摩天輪將翻新倫敦眼摩天輪將翻新倫敦眼摩天輪將翻新

★立陶宛大選落幕立陶宛大選落幕立陶宛大選落幕立陶宛大選落幕誕生首位女總統誕生首位女總統誕生首位女總統誕生首位女總統

★睽違睽違睽違睽違18月再勝納達爾月再勝納達爾月再勝納達爾月再勝納達爾費德瑞馬德里網賽封王費德瑞馬德里網賽封王費德瑞馬德里網賽封王費德瑞馬德里網賽封王

★IMF：：：：金融危機未落幕金融危機未落幕金融危機未落幕金融危機未落幕經濟恐又遭新流感攪局經濟恐又遭新流感攪局經濟恐又遭新流感攪局經濟恐又遭新流感攪局

★普丁呼籲加強俄羅斯在航天領域的地位普丁呼籲加強俄羅斯在航天領域的地位普丁呼籲加強俄羅斯在航天領域的地位普丁呼籲加強俄羅斯在航天領域的地位

★俄內務部長俄內務部長俄內務部長俄內務部長：：：：燃料盜竊使俄每天損失幾十萬美元燃料盜竊使俄每天損失幾十萬美元燃料盜竊使俄每天損失幾十萬美元燃料盜竊使俄每天損失幾十萬美元

★英國下院議員提案對議長進行不信任投票英國下院議員提案對議長進行不信任投票英國下院議員提案對議長進行不信任投票英國下院議員提案對議長進行不信任投票

★英議員津貼風暴擴大英議員津貼風暴擴大英議員津貼風暴擴大英議員津貼風暴擴大布朗布朗布朗布朗:提前大選會更亂提前大選會更亂提前大選會更亂提前大選會更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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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
跟東歐的狗仔隊合照、布拉提斯拉瓦街頭三大必拍雕像

東歐遊記

當亞洲的台灣為了意識形態，對於是否要拆除紀念性雕

像吵得鬧哄哄，波羅的海小國愛沙尼亞也為了搬遷俄軍戰

士塑像的問題上，與俄國關係陷入膠著，此時不妨來看看

東歐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如何結合

市政府的創意與藝術家的巧思，設計的這一系列令人會心

一笑的雕像。

雕像位置雕像位置雕像位置雕像位置
看守人看守人看守人看守人CumilCumilCumilCumil (The Watcher)(The Watcher)(The Watcher)(The Watcher)：：：：
PanskaPanskaPanskaPanska街及街及街及街及RybarskaRybarskaRybarskaRybarska branabranabranabrana街交叉口街交叉口街交叉口街交叉口

狗仔隊攝影師狗仔隊攝影師狗仔隊攝影師狗仔隊攝影師(the Paparazzi)(the Paparazzi)(the Paparazzi)(the Paparazzi)：：：：
LaurinskaLaurinskaLaurinskaLaurinska街街街街

法國士兵雕像法國士兵雕像法國士兵雕像法國士兵雕像：：：：
位於市中心廣場位於市中心廣場位於市中心廣場位於市中心廣場((((HlavneHlavneHlavneHlavne namestienamestienamestienames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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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
跟東歐的狗仔隊合照、

布拉提斯拉瓦街頭三大必拍雕像

東歐遊記

到過布拉提斯拉瓦的旅客，沒有人會錯過跟這些雕像合照

的機會，如真人大小的雕像散置在市區多處，完成及設置

的時間不一，最早可追溯至1989年布拉格之春，由力圖改

革的市政府出資，請來多位藝術家發揮創意，在市區設立

多尊雕像，希望藉此吸引觀光客。

這一尊尊都是厚重紮實的銅鑄雕像，以標準歐洲人的尺寸

打造，雖然名聞中外，但作者都不是大名鼎鼎的藝術家，

雕像的旁邊沒有任何解釋說明，連雕像數目究竟有多少，

或位置到底在哪裡，也很難找到正確的官方資料。唯一比

較確定、遊客一定會造訪的，是位於市區的三座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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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
跟東歐的狗仔隊合照、

布拉提斯拉瓦街頭三大必拍雕像

東歐遊記

這三座雕像各有其暱稱，分別是看守人、狗仔隊攝影師、

法國士兵，不過，如前所述，雕像旁並無任何名稱說明，

這些暱稱是由眾多旅客彼此口耳相傳，根據雕像的外型來
稱呼，因此有時在網路上搜尋，會發現沒有統一的版本。
據說，這正是市政府的用意，不刻意為它們命名，讓它們
像是在路上遇到的路人一樣 ，拉近與民眾的距離感。

狗仔隊攝影師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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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
跟東歐的狗仔隊合照、

布拉提斯拉瓦街頭三大必拍雕像

東歐遊記

就以這三座雕像來說，狗仔隊攝影師身著大衣，手中握著
長鏡頭相機，躲在街頭角落，作勢獵取前方開心地與古典
建物合影的觀光客，有時不知情的遊客還真以為被某家八
卦雜誌的攝影記者給跟縱了！而狗仔隊攝影師雕像旁，也
正好有家影視名流出入的高級餐廳，常有狗仔攝影師出沒
捕捉鏡頭。
另外一座深受觀光客喜愛的看守人Cumil(The Watcher)，
這座青銅塑像是現在布拉提斯拉瓦最有名的一號人物。這
位身著消防員大衣的老兄，從蓋子半開的下水道裡探出頭
來，笑看著眼前熙來攘往的人群，不管是大晴天、颳強
風、下大雪，數十年如一日，悠閒地趴在人行道上，半身
暴露在街道，下半身則被水溝蓋遮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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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布拉提斯拉瓦
跟東歐的狗仔隊合照、

布拉提斯拉瓦街頭三大必拍雕像

東歐遊記

布拉提斯拉瓦市市政府當初的這個可愛構想，希望帶給市
區更輕鬆、更友善的氣氛，在多年後的今天，許多遊客慕
名而來，而與雕像拍照的遊客與雕像一起構成了市區景觀
的一部份，替布拉提斯拉瓦的觀光業帶來顯著的成效。
下次拜訪布拉提斯拉瓦，別忘了稍微動一下腦筋，在這些
雕像前擺個最有創意的拍照姿勢，將布拉提斯拉瓦的巧思
帶回家紀念！

看守人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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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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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會議報導

「第三屆國際地圖學學會」

延續上兩屆的成功範例，「第三屆國際地圖學學會年會
（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Association）：地理空間
分析與模擬」將於二００九年八月六日至八月七日於瑞典耶
夫勒再度隆重豋場，尾隨傳統的工作坊型態，「第三屆國際
地圖學學會年會」的主要目標為匯集空間分析及模擬之相

關領域研究者，發表、分享其研究歷程與成果。

將在瑞典耶夫勒召開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0903/CF200903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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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會議報導

「第三屆國際地圖學學會」

第三屆國際地圖學學會年會徵求下列兩大範疇之論文發表：
（一）地理空間分析與模擬相關的視覺及分析工具之發展；
（二）地理空間分析與模擬相關的視覺及分析工具所擷取的

龐大資料庫之數據分析及採擷。
藉由此兩大範疇的深入研究及探討，我們希望討論會的成

果，能夠幫助參與者在地理空間分析及模擬實務上，
有作出更精確計畫，並延伸作出更完善的決定。

將在瑞典耶夫勒召開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0903/CF200903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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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科技政策

歐盟執委會宣示歐洲科研方向：

歐盟執委會為了因應當前的金融危機，並為了加強歐盟能源
供應的穩定性，於2008年11月所提出的歐洲經濟復甦計劃
(European Economic Recovery Plan)，已經由歐洲理事會

於2008年12月批准、通過。

及時投注心力以因應未來的能源需求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4/P200904_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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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科技政策

歐盟執委會宣示歐洲科研方向：

此經濟復甦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是希望透過提供歐盟
能源領域各項方案，財政方面的援助，來幫助歐盟經濟的復
甦。這些方案將會針對能源供應安全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
目標，作出明確的貢獻。35億歐元的財務金額預計將投資在
此三大方向：天然氣與電力聯網、新一代海上風力技術、

以及碳獲取與儲存。

及時投注心力以因應未來的能源需求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04/P200904_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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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計畫介紹

芬蘭研發利用養殖漁業排遺

歐盟執委會提撥總額約兩百五十萬歐元之研究經費，偕同芬
蘭外務部的經費籌措，支持一項名為ENERFISH的國際合作計
畫，透過芬蘭漁業與能源科學家以及越南養殖漁業的技術合
作，發展從魚類排泄物提煉成為再生能源的研究，並藉此幫

助發展中國家進行養殖漁業的轉型與加值。

做為再生能源的技術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4/P200904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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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計畫介紹

芬蘭研發利用養殖漁業排遺

可再生能源為當前全球熱門科研發展方向，如何發展乾淨並
且供給穩定的替代性能源，藉以取代傳統具環境污染特性的
石化燃煤，是相當迫切的課題。科學家發現，養殖漁業的排
遺或許是個選項之一。尤其是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中，一些大
規模內陸養殖與近海養殖漁業相當興盛的地區，此研究的發

展性將提供更多的就業市場與機會。

做為再生能源的技術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4/P200904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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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歐盟資訊

計畫介紹

芬蘭研發利用養殖漁業排遺

有鑑於此，芬蘭技術研發中心（VTT Technical Research 
Centre of Finland）與越南鯰魚養殖場合作，並整合包括
法國Technofi公司、德國TUV Rheinland集團、英國國家能
源基金會（National Energy Foundation）等中小企業體的
商業通路，以三年的研究時間（2008-2011），投入總額約
五百萬歐元的研究經費，尋求以養殖漁業排遺做為再

生能源的量產需求與技術突破。

做為再生能源的技術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04/P200904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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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相關研討會

國科會

行政院2009年傑出科技貢獻獎

行政院2009年傑出科技貢獻獎自即日起至2009年06月30日止
公開受理推薦。凡中華民國國民，從事自然科學與工程、生
物醫農或人文社會等科技工作，其研發成果有特殊傑出發明
或創新，對於國家社會具有重大影響性、改革性及創造性

之貢獻者，均有被推薦參加選拔之資格。

自即日起至2009年06月30日止公開受理推薦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20cd6bb101211371bbee01c8&ctuni
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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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相關研討會

國科會

歐盟創新醫藥研究先導計畫 (The Innovative

歐盟創新醫藥研究先導計畫(IMI)的目標在改善歐洲製藥業
的競爭力，吸引優秀的醫學研究人才，藉此讓歐洲的公民享
有最先進的醫學產品，並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質。IMI於2008
年展開，由歐盟和歐洲製藥工業各投資十億歐元(約四百

億台幣) 預計在十年內完成以上的目標。

Medicines Initiative, IMI)介紹（專題報導）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ncp-tw.ntust.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vents_20090505_a&Rc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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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相關研討會

國科會

歐盟創新醫藥研究先導計畫 (The Innovative

IMI的前身是「歐洲技術平台 (European Technology 
Platform)」的一部分，當時在2008年三月所提出的策略性
研究計畫書(The Strategic Research Agenda, SRA) 就提
出了IMI的詳細構想，計畫書中建議以IMI為主導，逐步

突破目前歐洲醫藥研究與新藥開發的瓶頸。

Medicines Initiative, IMI)介紹（專題報導）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ncp-tw.ntust.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vents_20090505_a&Rc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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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訪問的對象是來自於奧地利的Florian Anton Fehringer，因為名字

太長的原因，所以大家喜歡簡稱他Flo。目前身分是學生，而這也是

他第一次到訪台灣。

介紹人物介紹人物

Flo與台灣
你對台灣的第一印象你對台灣的第一印象你對台灣的第一印象你對台灣的第一印象？？？？
台灣很熱，人很多，而且在台灣人很愛美食，你在任何地
方都可以找到食物。

你曾去過台灣的哪些地方嗎你曾去過台灣的哪些地方嗎你曾去過台灣的哪些地方嗎你曾去過台灣的哪些地方嗎？？？？
我去過了很多地方，幾乎踏片整個島嶼。去年聖誕節還和
遠從奧地利來的父母一起環島旅行，去了太魯閣、日月潭
等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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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呢你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呢你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呢你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呢？？？？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我最喜歡台灣的東海岸。太平洋很美，很奧妙，而且在
那裏的鄉鎮和城市人也比較少，生活比較愜意，會讓我
想起奧地利的家。

你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你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你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你最喜歡的食物是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我喜歡蝦仁炒飯，很好吃。因為奧地利是一個內陸國
家，所以想要吃到海鮮很不容易，而且奧地利的海鮮
也很貴。

你覺得台灣和奧地利這兩個國家有什麼共通點嗎你覺得台灣和奧地利這兩個國家有什麼共通點嗎你覺得台灣和奧地利這兩個國家有什麼共通點嗎你覺得台灣和奧地利這兩個國家有什麼共通點嗎？？？？
我覺得兩個國家的人都很愛美食，但是食物在生活中
卻又不是那麼重要。

Flo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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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與台灣
你覺得台灣和奧地利這兩個國家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你覺得台灣和奧地利這兩個國家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你覺得台灣和奧地利這兩個國家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你覺得台灣和奧地利這兩個國家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嗎？？？？
在奧地利，年輕人可以自由的去尋找他們生活上的目標；
但是台灣的年輕人卻沒有辦法像奧地利人那樣自由，感覺
好像被束縛住了。

在台灣住了一陣子在台灣住了一陣子在台灣住了一陣子在台灣住了一陣子，，，，對你而言對你而言對你而言對你而言，，，，有什麼好的印象和壞的印象有什麼好的印象和壞的印象有什麼好的印象和壞的印象有什麼好的印象和壞的印象
嗎嗎嗎嗎？？？？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幾乎所有的台灣人對待
外國人的方式都是非常友善而且尊重；把你當作自己人一
樣的看待。而且這個城市好像一個不夜城，有些地方會營
業24小時。
然而我很不喜歡台灣這種過度保護和強壓式的教育和升
學。雖然我知道教育在台灣很重要。但我認為年輕人是可
以被相信的，而且可以藉由各種挑戰來累積他們自己的經
驗。



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人物專訪

25

如果有些外國人來到台灣如果有些外國人來到台灣如果有些外國人來到台灣如果有些外國人來到台灣，，，，你會推薦他們什麼你會推薦他們什麼你會推薦他們什麼你會推薦他們什麼？？？？
我會說，來台灣先不要帶任何期待。花你的時間，試著去尋
找你自己的美景也試著去對任何事物做出自己的看法。這
是一個有著很多很好的人的很棒的島嶼。

你覺得高雄如何你覺得高雄如何你覺得高雄如何你覺得高雄如何？？？？
我很喜歡高雄，它讓我有家的感覺。讓我沒有花太多時間去感
受就直接愛上它了。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你想帶什麼禮物回奧地利呢你想帶什麼禮物回奧地利呢你想帶什麼禮物回奧地利呢你想帶什麼禮物回奧地利呢？？？？
我會說是天氣。因為我實在想不出來什麼可以帶回去。而且在
奧地利，實際的夏天只有兩個多月，基本上平常的天氣比較
冷，冬天也會下雪，像現在同樣的時間，奧地利那邊應該
只有25度左右。

Flo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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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為推廣全球歐盟研究，並促進與各
國學術界和公民社會之交流合作，自一九九八年起在全球
先進國家擇重要學府設立「歐洲聯盟頂尖中心」。歐盟首
先在美國設立該中心，然後逐步擴展至加拿大和紐澳，並
於二OO四年在日本東京成立第一個亞洲的歐盟中心。目
前，全世界共有二十七個歐盟中心，其中十一個在美國、
四個在加拿大；澳洲、日本及韓國則各有三個，而紐西
蘭、新加坡及台灣各有一個，形成一個全球性的歐盟研究
網路。各個中心儘管名稱稍異，但均受歐盟官方委任，為
該國社會和學界與歐洲交流合作的平台，彼此之間更串連
形成了全球和區域性的歐盟研究社群。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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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promote EU research globally, and to encourage 

cooperation and civilian and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EU and the 

third countries, since 1998, the EU has established European Union 

Centres of Excellence(EUCE) in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European Union set up its first centre 
in United Stats, and later expanded its centres to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2004 the first EU centre in Asia was set up in 

Tokyo, Japan. There are currently 27 centres in the world, eleven 

centres are in the USA, four centres in Canada, there centres each 

respectively in Australia, Japan and Korea while New Zealand, 
Taiwan and Singapore each has one centre. Despite variations in the 

centre’s names, each centre is commissioned by the EU and 

functions as a platform of civilia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host country and the EU. The interlinking between these centres

forms a global and network and regional societies on the EU study.

The European Union Centre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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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執委會(以下簡稱執委會)於二OO八年元月決定在台灣籌
設歐盟中心後，臺灣大學隨即成立「爭取籌設委員會」，並
經李嗣涔校長、包宗和副校長暨沈冬國際長積極奔走後，於
同年九月二日與政治大學、中興大學、中山大學、東華大
學、輔仁大學和淡江大學等六校締約結盟，成立「以臺大為
首之大學聯盟」，向歐盟正式提出合作計畫，並獲同意。臺
大遂與執委會於二OO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完成簽約換
文，並於二OO九年元月十三日校務會議通過臺灣歐盟中心
設置要點。

成 立 經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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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2年中心總預算為155萬歐元，其中110萬歐元由執
委會挹注，45萬歐元由結盟各校按比例負擔。依據協議及設
置要點，臺灣歐盟中心設於臺大，其它各校則成立聯繫合作
單位；中心設指導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構，由臺大校長任
主席，另設諮詢委員會，專司對中心整體運作提供具體意
見。中心設主任一職，對外代表中心，對內總攬行政，並設
二位執行長，兼主任之意，管理中心運作以及執行策劃各項
活動；下設秘書處，計有執行祕書一人、幹事二人及絡干兼
職人員。現任主任為包宗和教授，執行長為蘇宏達副教授與
甘逸樺副教授。

成 立 經 過

30



成 立 經 過

31

組
織

圖



成 立 經 過

32

組
織

圖



Immediately afte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d revealed its intention 

to create the EU Centre in Taiwan (EUTW) in January 2008,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stablished the ‘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Creation of the EU Centre in Taiwan.’
At the initiative of the NTU and after a series of intensive contacts 

conducted by its President Lee, Vice President Bau and Dean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r. Shen, the following universities in Taiwan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2nd September 2008 to create a 

Consortium with NTU as the Lead University and submitted jointly its 
proposal to the Commission. The Consortium is consisted of NT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Tamkang University ( TKU) , 

Catholic Fu-Jen University(FJU),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NCHU) and National Sun Yat Sen University(NSYSU) .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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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cember 31st, NTU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signed solemnly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EU Centre in Taiwa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lan will last four years from 2009-2012, and the total budget will 
amount to 1.55 million euros. The EU will inject 1.1 million euros while 

the Consortium will provide 450,000 euros.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the EUTW has created its advisory board as the highest 

authority and a consultative committee to give advice. The Centre is 

governed by a director, who is assisted by two executive directors. The 
secretariat is composed of an executive secretary, two programme

coordinators and some part-time staffs. The director now is Dr. Tzong-

He Bau and the executive directors are Dr. Hungdah Su and Dr. Yi-

Hwa K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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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前述協議和台灣歐盟中心設置要點，中心的主要任務包
括；
第一 : 建構成為國內歐盟暨歐盟政府政策歐盟之交流合作平

台,並發展成為台灣歐盟延舊社群國際交流的介面。
第二 : 深化並進化推廣台灣關於歐盟暨歐盟政策的研究。
第三 : 促進台灣與歐盟雙方學術界和公民社會間的交流合

作。
第四 : 提升台灣各界對歐盟暨歐盟政策的暸解。
第五 : 積極參與全球暨亞太歐盟中心網路活動。

中 心 宗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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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agreements and EU Centre in Taiwan and

the main installment points, the centre’s main objectives include:

1.To be the domestic platform of the study of EU and its policy for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nd to be the international interface for   
the exchange of Taiwan research communities on EU.

2.Deepen the EU Studies in all academic fields and contribute to the  

expans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people-to-people and academic link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EU and Taiwan.

3.Develop policy research on the EU in Taiwan.
4.Develop EU-related outreach activities.

5.Participate actively in the existing network of EU Centres.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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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宗旨與任務，中心目前規劃的年度活動主要包括；
� 舉辦一系列的論壇、午餐演講、小型研討會和大型會議；
� 邀請歐盟研究重要學者來台講學短訪，深化歐盟研究和對歐盟
政
策的瞭解，主題包括歐盟的最新發展、談灣與歐盟間的貿易關
係、歐盟高等教育現況、歐盟關於氣候變遷的主要政策；

� 規劃出版歐盟就系列專書；
� 逐步在各校推動設立「歐洲聯盟研究學程」，在各校主要圖書
館
規劃「歐洲聯盟研究專區」；

� 在夏季舉行以中學教師為主要對象的「歐洲聯盟暑期學校」，
在
其它時間舉行以在職人士為主要對象的「歐洲聯盟週末專班」；

� 提供獎學金,鼓勵大學生及研究生赴歐短期進修，也支持歐盟年
經

活 動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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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achieve these aims, the activities of the centre will constitute of 
following parts: 

� The centre will host a series of forums, lunch talks and seminars that will   
discuss EU’s recent developments,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EU,  
the current status of EU’s higher education, and EU’s main policies on  
climate change etc.

� The centre plans to publish books on EU studies in the future.
� Each university will install EU Study Programmes and also allocate space 

to  
create EU study areas in libraries.

� The centre will hold Summer School on EU Studies aimed at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and Weekend Schools throughout the year aimed at civil  
servant, people from enterprises or media organizations that are interested  
in the EU.

� The cuntre will also provide scholarships that will encourage 
undergraduates  

and graduates to go to Europe for short-term advanced studies, and will also   
support students from EU to study in Taiwan.

Activities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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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台大共同成立台灣歐盟中心，象
徵了台灣與歐盟的關係進一步加強，
與歐盟提升台灣歐盟研究的決心，中
心實肩負推廣並深化歐盟研究、促進
雙方交流、參與全球歐盟研究網絡等
重任。在第一期四年計畫中，中心期
望能建構成為國內歐盟研究社群、台
灣與歐盟公民的社會往來，以及雙方
政策溝通對話的平台。長期而言，中
心期望能透過與東亞暨全球歐盟中心
的交流，發展成為中文世界最重要的
歐盟研究和雙邊公民社會交流之據
點。

願 景 與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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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and the consortium led by NTU forms the EU Centre in 

Taiwan. This union symbolizes the improv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EU, and EU’s determination to advance EU 

studies in Taiwan. The centre is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and 
improving EU studies, encouraging exchange between both 

parties, and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EU research network. During

the first phase of the four year project, the centre hopes to be able 

to establish EU research societies in Taiwan, encourage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Taiwanese and EU citizens, and become a 
platform for policy communication between both parties. In the 

long run, the centre aspires that, by participating in EU activities in 

East Asia and the world, the centre will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EU research, social and civilian exchange nexus in the

Chinese-spaeking world.

Expectations and Future 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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