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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三月活動預告

活動簡介：

教科文組織及世界遺產協會為推廣保護世界上這

些瑰麗的建築、自然、文化，特設立並考究許多

據點，將其列入世界遺產，這些世界遺產的存在

給了我們多一份歷史的認識，而此次展覽特別選

擇西班牙並且挑出十項世界遺產作為介紹，歡迎

大家前往參觀。

「世界遺產專題」－西班牙篇

展覽日期：2010/03/01 至 2010/04/02

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廊



● 西班牙經濟前景不佳 難達削減公共赤字目標
○ 亞努科維奇：保證天然氣安全運往歐洲
● 力阻放空 歐元區國家向投機客宣戰
○ 英國憤怒城市調查：倫敦怒氣最高
● 米其林新版指南出爐 女廚師中式餐點獲一星
○ 風暴狂襲歐洲至少62死 法國災情最嚴重
● 英國安妮公主 阿富汗慰勞狗及部隊
○ 政經前景堪虞 英鎊匯價直直落
● 西班牙破獲史上最大電腦竊取 信用卡號犯罪案
○ 希臘總理：採取進一步措施國家將會破產
● 法國1/3城市有淹水危險 關係510萬人安危
○ 葡萄牙刪福利救赤字 公務員大罷工
● 德議員：脫離債務危機 希臘可出售島嶼
○ 拼觀光 西班牙政府邀名廚做號召
● 冰島公民投票說不 經濟復甦再陷危機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更多歐盟新聞: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17 Page 2



安東尼 ·高第 ·克爾內特 ( A n t o n i G a u d í C o r n e t，

1852~1926)，西班牙「加泰隆現代主義Catalán Modernisme」

（屬於新藝術運動，與二十世紀初的現代主義Modernism並不

相同）建築家，為新藝術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Part 3                                                          主題專欄

聖家堂(Sagrada Familia)

聖家堂堪稱高第畢生的代表作，啟建於1882年，翌年由高第接手，整體設計以

大自然為靈感，諸如洞穴、山脈、花草或動物。高第曾說：「直線屬於人類，而曲

線歸於上帝。」聖家堂的設計完全沒有直線和平面，而是以螺旋、錐形、雙曲線、

拋物線等各種變化組合，成為充滿韻律動感的神聖建築。

高第將他生命的最後四十年歲月投注在教堂工程上，不但做了模型研究，甚至

藉由鏡子反射來觀測效果，就連外觀上的雕像都是依真實模特兒來雕塑。這座在創

意和野心上都屬龐大工程的教堂雖至今仍未完工，但世人卻早已為他的理念及建築

藝術所撼動。

文UCA2B 王曉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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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高第建築－聖家堂

安東尼·高第(Antoni Gaudí )



聖家堂共計有十八座高塔，分別為：

中央塔樓：高170米－代表耶穌基督。

北塔：高140米－代表著聖母馬利亞。

四座福音塔：圍環繞著中央塔樓，高130米－代表四位

福音傳道者。

十二門徒塔：分為四個立面，每個立面四座，各100米

高；只前只完成「誔生立面」及復活立

面」兩個立面。

Part 3                                                          主題專欄

「復活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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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家堂目前只完成兩項工程－「誕生立面」(Facana del Naixement)及「復活

立面」(Facana de la Passio)，其中描述基督降生的「誕生立面」出自高第之手，於

1912年完成；而描寫耶穌與十二門徒最後晚餐的「復活立面」則是約瑟夫‧薩巴拉

奇斯(Josep M. Subirachs)於1990年完成的作品，由線條簡潔的巨大雕塑構成，其

中耶穌赴刑場一景中的士兵形像，乃是參考米拉之家屋頂的雕塑所創。



教堂內有電梯直達12門徒塔的塔頂，在

此遊客可將巴塞隆納市容盡收眼底。若體力

許可的話，建議可以沿著螺旋梯拾階而上，

別有一番感受。而地下室為一間小小的博物

館，展出聖家堂的藍圖、模型，且能看到高

第為了「誕生立面」所做的素描與石膏模

型，藉此體會他為求逼真所付出的心血。

由於高第的建築設計圖曾毀於火災，後

續建築困難重重，根據保守估計，聖家堂還

需要200年的時間才能完工。這一天會不會

到來甚至還是個未知數，不過巴塞隆納人仍

驕傲視之，並滿心期待「榮耀立面」的完

成。

Part 3                                                          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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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高第的多數作品都充滿了西班牙的代表性意義，有人曾

說，若是少了高第的建築，巴塞隆納充其量只會是塞滿大傢

俱和雜物的城市罷了。經過聖家堂的介紹後，以下將為各位

從高第的建築風格開始探討。

高第之所以擁有源源不絕的創意，及不停超越原有成就

的動力，乃是肇因於「大自然」。高第曾說：「藝術必須出

自於大自然，因為大自然已為人們創造出最獨特美麗的造

型。」高第的作品常使用大量的陶瓷磚瓦和天然石料，以令

人信服的建築語彙：例如門窗柱廊，甚致是單一面牆，和豐

沛的想像力創造出屬於高第式的建築。於信念裡，他認為大

自然是沒有直線存在的，直線屬於人類，而曲線才屬於上

帝，但凡他落實於自然理論的建築作品始終令人眼睛為之一

亮，其理念與作品的新穎度一致，在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絲毫

不顯古蹟滄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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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高第之建築

Part 3                                                          主題專欄

高第一生的建築作品數目繁多，更是西班牙於當代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家，由

左至右分別是米拉之家、文生之家及巴由之家，在在發揮了高第自己對於建築的

特殊見解，奉行「直線給予人類，曲線給予上帝」的原則。

在高第的作品中，人們不復見冰冷硬直的樑，看見的卻是高藝術性的創作以

及獨樹一幟的繁美曲線。這期專欄為各位讀著介紹那仍有待竣工、卻是匠心獨具

的高第代表作：聖家堂。希望能讓各位對這位西班牙的建築家，及其獨特的建築

理念能有更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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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計劃介紹
歐盟投入資金發展奈米醫學相關領域科技

歐盟歐洲研究區域網絡 ( E R A - N E T )  之歐洲奈米醫學

（EuroNanoMed）平台，於2009年5月第一梯次徵求計畫所徵選出

的八個研究項目，已投入一千七百萬歐元，以促進跨國及跨科學領域

奈米醫學（應用於健康的奈米科學）的研究。EuroNanoMed 2009年

第一梯次徵求計畫主要聚焦在診斷、目標傳送、再生醫學等三個領

域；第二梯次徵求計畫預計將在2010年推出。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002/P201002_02.htm

文UCA2B 王曉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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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計劃介紹
歐盟投入資金發展奈米醫學相關領域科技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002/P201002_02.htm

根據EuroNanoMed計畫徵選委員會主席，Frank Barry教授表

示，這些遴選出的研究計畫，均具體描述出奈米醫療所需的高品質科

學技術，並將針對病患的應用，發展出產業界的觀點；這不但顯示出

這些研究計畫的高品質，同時也強調出這些計畫的國際競爭力與創新

潛能。EuroNanoMed平台也是奈米醫學領域產業界與學術界間的橋

樑。透過結合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各種跨界研究計畫的建立，

EuroNanoMed持續增進奈米醫學科技研究成果的應用與商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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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科技政策
歐盟建立雲端運算平台提供更好的行政服務

歐盟執委會近期大力呼籲其會員國應善加利用雲端計算的優勢，努

力建立更完善的大眾網路服務系統，讓人民可以享受更好的行政服務。

歐盟執委會認為，大多數歐盟會員國對這股雲端計算的風潮，反應相當

遲鈍。歐盟資訊社會總署執委指出：「不單是產業界該對此領域有所行

動，也要呼籲歐洲所有的公眾行政服務系統，嚴正看待此未來趨勢，並

採取應有措施以滿足歐洲居民現今的需要。」

歐洲的大眾服務體系無法再逃避直接與民溝通的挑戰。未來電子化

行政服務系統將由目前的「統一制式架構」演變成「專屬客制化」的服

務系統。善加利用雲端計算的特點，將可以讓這些包含醫療健康服務在

內的公眾行政服務，服務範圍涵概更廣、而且更個人化。民眾將可以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電子化行政服務」。

詳細內容請洽國科會簡訊網：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0990130013 Page 10



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科技政策
歐盟建立雲端運算平台提供更好的行政服務

詳細內容請洽國科會簡訊網：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0990130013

此外，藉由雲端計算平台，將可提升大眾行政服務達到：任何地

點、任何時間、任何形式以及普及到任何人的境界。這意味著以往距離

人們較遙遠的公眾服務可將變成高度整合、個人專屬以及使用者主導的

服務。

當然，使用新的雲端計算平台以及新的週邊整合還是需要花費基本

的建置成本的，但長遠的看，這樣的投資，可以讓未來服務的維護以及

IT的維修成本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從環保的角度來看，如果將大多數

的行政服務移到雲端計算平台，將可以大幅減少紙張的消耗。如果採用

雲端計算，到2020年，資訊科技部門使用的紙本文件將可以有效減少

為目前預估總量的一半，並在2015年即達到2020年節能減碳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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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校內留學資訊

2010-2011學年度匈牙利國家獎學金資訊

外交部轉述「匈牙利貿易辦事處」資訊，本年匈牙利國首度將我國納

入其國家獎學金核發對象。匈牙利國家獎學金提供以下課程申請，並

提供每月約200~450美元不等之獎學金。

類別：

(1) 暑期 (4週)

(2) 短期 (3-10個月)

(3) 博士副修 (1年)

(4) 博士專修 (3年)

(5) 博士後及研究訪問(均10個月)

截止期限：於2010年4月15日以前自行備妥相關文件以網路或函寄申

請。意申請本獎學金者可自行上網站查詢： www.scholarship.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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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圖寶珠分館留學講座(1)

時間：3月20日(六) 10：00-12：00

地點：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4樓

主題：「留學荷蘭:留學荷蘭及獎學金申請」

主講：林倩雯小姐(荷蘭教育中心經理)

留學講座

參閱網址：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u00000000136&Rcg=1

Part 6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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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講座 高市圖寶珠分館留學講座(2)

時間：3月27日(六) 10：00-12：00

地點：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4樓

主題：「留學英國講座:一圓您的英國留學夢」

主講：簡箏儀小姐(大英國協專員)



留學講座

參閱網址：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u00000000136&Rcg=1

Part 6                                                          校外活動快訊

高市圖寶珠分館留學講座(3)

地點：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4樓

主講：朱健一先生(紐約大學POLY學院碩士)

時間：3月28日(日) 10：00-12：00

主題：「留學美國講座：如何增進自己的申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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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歐盟文化專欄

國際書展

從台灣書展 讀出下一個盛世

車剛進入台北市，這大刺刺的日光早隔窗潑灑了進來，地上滿

是被印出的紛雜人影。難得在這時節，台北城就給應允了冬陽，本

是為著書展而雀躍的心，又更高興了些許。

搭上捷運，轉乘接駁公車，短短十來分鐘的車程即抵達市貿中

心。手中持著票券，一進入展場，先耳聞人聲如鼎鑊般沸沸然如

是，再見得書攤與書攤間夾道而行的，盡是一片絡繹不絕的人潮，

當然，還有著成堆成疊的那，百千萬來本籍冊書卷。

Page 15

文UG4A 謝芊慧整理



Part 7                                                          歐盟文化專欄

這裡是台北國際書展，由台灣政府主辦、書展基金會策辦而成

的，是一場舉辦了十八年的閱讀盛宴。論其展場規模，不管是現場

的陳設擺列或是相關的論壇活動，全亞洲數一數二，每年皆有亮眼

的舉辦成果與銷售佳績；書展中，參與民眾的踴躍度之高，或是前

來台灣商談合作事宜的國外出版商之多，在在都呈現出其潛在內蘊

的成熟度與重要性，而究其參展人次，全球竟僅次於德國的法蘭克

福書展。

這是否預見了台灣將成一個有國際視野兼具指標性的閱讀文化

之國呢？答案尚未出籠，其結果仍是見仁見智。然而把台北國際書

展放上天平，同它國的國際書展相與之衡量，我們不妨來估出個底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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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歐盟文化專欄

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以版權交易為主的

全世界最大國際書展，近年來的現場版權交

易額多是以億元美金為單位，同時也是最具

資歷的書展，自二戰過後其歲數已逾一甲子

了。不僅在德國出版業內是頗有分量的龍

頭，就連國際出版界也有其聲望權威。

英國倫敦書展：版權代理為其書展交易

主軸，由於對象針對代理商及出版商，現場

較無一般書展活潑潑的人氣，替代的反而是

一股較為濃厚的學術味。身為全球第二大的

國際書展，其身價地位不言而喻，與法蘭克

福書展互為出版界的風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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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歐盟文化專欄

美國圖書博覽會：稱作規模最大的英文

書籍展覽，是歐洲之外具有重要地位的外文

書展。這裡強力宣傳『暢銷』、『熱門』、

『排行』，其書展自是成了坊間民眾參與度

相當高的熱鬧滾滾的閱讀地了。

義大利波隆納童書展：一個主打兒童書

籍的書展，而在這個擺滿了童書讀本與繪本

的地方，有著逗趣且繽紛的背景擺設，書與

書之間散佈著童心童趣。此外，現場還聚集

了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插畫家，喜愛插畫創

作的人們亦是同堂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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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歐盟文化專欄

日本東京書展：早先亦是以版權交易為主

軸的書展，後期為因應亞洲讀者所需，遂改型

為兼具開放給民眾現場購書的大型書展。除了

以國際為基調之外，日本更是首推動漫畫風靡

全球之國度，其現場精彩度與活動場數更是蔚

為奇觀。

中國北京書展：另一華語文出版業的重鎮

地，雖是甫孵化成型，但其展場規劃度及參展

國家數之高可見其雄心一斑。去年第六十一屆

法蘭克福書展的主題國即是中國，挾著華語文

之熱叩問全球閱讀者與國際出版業界，姿態凜

然且莊重，但令國際媒體亟欲一探究竟的，到

底仍是出版自由是否真存在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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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歐盟文化專欄

所謂閱讀，早已內化為國民生活基本需求，不論其型態為詩作

散文小說，或其發表為文字插畫漫畫，閱讀是一種必須，也是一種

歡愉，更是一種無論自覺與否、人類都得要有的生命型態。

沒有閱讀，何來的文化傳承？

處在台北國際書展的一個角落，身旁的人群來來去去，這是少

數時刻能夠把書讀得這麼喧鬧而充滿活力，即便安安靜靜地俯首就

讀，也不因感到吵雜而壞了興致。我回想起這麼一個問號：台灣是

否將成為一個有國際視野兼具指標性的閱讀文化之國呢？

答案留給每一個喜愛閱讀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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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ravel.mook.com.tw/feature/feature_358.htm

• http://travel.mook.com.tw/feature/feature_357.htm

• http://travel.mook.com.tw/feature/feature_359.htm

• http://travel.mook.com.tw/feature/feature_356.htm

• http://travel.mook.com.tw/feature/feature_360.htm

• http://travel.mook.com.tw/feature/feature_363.htm

• http://www.flickr.com/photos/irispscheung/4246943245/

• http://www.flickr.com/photos/irispscheung/4247711250/

• http://www.flickr.com/photos/hot_aro/3381151233/

Part 8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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