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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時間：每週一下午13:00~15:00

諮詢項目：法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法文系陳郁君老師

諮詢地點：歐盟園區Q003留學諮詢中心

諮詢時間：每週三下午17：00~18:30

諮詢項目：德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德國學術交流總署華凱翎老師

諮詢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98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德國留學諮詢]

[法國留學諮詢]

有留學諮詢需求的同學有留學諮詢需求的同學有留學諮詢需求的同學有留學諮詢需求的同學，，，，請與我們連絡並預約請與我們連絡並預約請與我們連絡並預約請與我們連絡並預約！！！！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342-6031 #7502



歐洲文化時尚展
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活動簡介：：：：

歐洲的精品時尚世界聞名，無可比擬的質感、令人愛不釋手的細
膩、跨越世代的手藝傳承，幾世紀以來風靡全球。

六月份，歐盟園區將帶領師生進入歐洲時尚精品的世界，針對五
個時尚品牌：Georg Jensen、ic! Berlin、萬寶龍、施華洛世奇、
Riedel做介紹，以海報展的方式呈現出此五大品牌的歷史與迷人
之處。

此外，我們將特別介紹荷蘭木鞋橫跨古今的時尚美感，以及您所
不了解的魯爾區、伊斯坦堡與台灣茶這三者之間和歐洲文化時尚
的關聯。邀請大家與我們一同欣賞這些時尚精品的完美工藝與精
神！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歐盟園區

活動時間：即日起至 09月15日止

活動地點：歐盟園區 文化藝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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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卡索畫作法南部再傳失竊
○展現親民英正副首相徒步或乘地鐵上下班
●英國外相赫格：阿富汗撤軍無期限
○英國即將研究少年為何不關燈關電視
● IMF警告西班牙成長疲弱急須改革
○歐元疲軟反有利德國經濟
●義通過撙節措施達240億歐元
○傳中國憂歐元債信墨國披索走貶
●英國宣布核彈頭儲存上限225枚
○柏林機場罷工航班取消
●海岸巡防隊：英國石油必殺一擊奏效
○西班牙國會1票險過財政緊縮方案
●杯葛退休年齡調高計畫法國發起罷工
○希臘上萬青蛙佔公路 駕駛驚慌出車禍

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17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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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

All about Italy

有人說義大利和台灣很像，人民很熱情、
天氣有點熱、東西很好吃、文化歷史很悠
久，環境同樣是亂中有序，相信只要到義
大利逗留一天，就會清楚我在說什麼了。
義大利人給外國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會非常
主動地打招呼；從威尼斯一路往南走到拿
坡里，愈南邊是愈熱情。

南北狹長像靴子一樣的義大利，曾是羅馬帝
國的所在地，在政治、藝術和建築上皆為後
代留下不少豐富資產，不只是有名建築如競
技場，文藝復興便是在此萌芽，米開朗基羅
等大師在此地亦留下為數眾多的藝術瑰寶，
在羅馬市區內，隨便一座噴泉便是大師名
作。

UCA2B 王曉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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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

Roma

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不曾到過羅
馬一探究竟，似乎便無法了解全盛時期的
壯觀；羅馬市內的競技場、君士坦丁拱
門，以及梵蒂岡境內的聖彼得大教堂，讓
人不禁讚嘆它們的宏偉；而神話色彩濃厚
的噴泉與廣場，則給人一份浪漫與典雅的
感受，充分展現羅馬輝煌的歷史。

古羅馬時期的遺跡，在羅馬經隨處可見；
各式廣場與競技場呈現出壯觀的建築美
學；聖彼得大教堂與梵諦岡，則為天主教
世界的經典做了最佳詮釋。在這個文化源
遠流傳的古今相交都會中，每一眼都只是
傳承的冰山一角，只有靜下心來細細體
會，才有機會淺嚐古人遺留的傲人智慧與
藝術結晶。

Page  5

Part 3                                                          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主題專欄



如百花綻開的翡冷翠(Firenze)，其實是個
義大利文名字，如果你習慣用英文稱呼它
為佛羅倫斯(Florence)也可以，一樣是充
滿文藝氣息的感覺。比起義大利其他的城
市，翡冷翠多了些優雅而安靜的特質，因
為它保有著文藝復興時期非常重要的藝術
資產，值得一提的是文藝復興時期許多重
要的藝術家都出生於此，也為此地創造出
許多寶貴的藝術品。米開朗基羅、達文
西、人文主義之父佩脫拉克和文學家薄伽
丘、但丁等人，都出生於此，我們似乎可
以說翡冷翠如同天才的孕育地。

翡冷翠

Firenze

學
院
美
術
館

聖
琪
奧
王
宮

聖
母
百
花
大
教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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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座大教堂(Duomo)為中心的米蘭(Milan)，是主導義大利經濟、工業發展的現代
都市，更是與巴黎、紐約齊名的流行之都，幾乎大家耳熟能詳的義大利名牌皆出自
米蘭，或以米蘭為發展據點，想當然耳，購物是參觀這個城市最有樂趣的部份。不
只有雄偉古蹟，更有居於流行尖端的服飾，喜歡逛街的人有福了！
以下將為大家介紹幾個義大利著名的時尚品牌。

米蘭
Milano 

米蘭大教堂維托艾曼紐二世迴廊
Santa Maria delle Grazie 拿破崙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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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高級品牌Loro Piana素以喀什米爾
(cashmere)為設計重點，不論是研發新種布料，或
是設計新的衣飾，春夏秋冬，必有喀什米爾的份
兒，Loro Piana與喀什米爾彷彿畫上了一個隱形的
等號。
來自Trivero的Loro Piana家族是十九世紀初的毛絨
織品商人，Pietro Loro Piana於1924年4月24日一
手創立現有的Loro Piana公司。
在過去二百年來，Loro Piana一直追求卓越的質量
和手工，為滿足顧客對生活品味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需求，推出男裝，女裝，童裝，家用飾品，配飾及
禮品系列。由於品牌家族成員代代愛馬術和揚帆出
海等活動，所以，不難發現品牌的衣飾設計，都包
含不少運動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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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美形象著稱的Blumarine，是由Anna Molinari與友人Gianpaolo Tarabini於
1977年所創立。該品牌以設計製作針織服裝為主，而其品牌的服飾不僅擁有鮮明形
象，更有極佳的行銷通路。

Blumarine

歐洲女性心目中的最佳品牌

1981年，Blumarine在Manzoni大道上設立了
服裝展示室，正式進入米蘭流行服裝業界，
每年也會固定在此舉辦兩次的服裝發表會。
到了1987年，Blumarine正式躋身進入米蘭
名服裝設計師的行列，同時也開始授權該品
牌其他產品的製作及行銷，像是有Blumarine

簽名的瓷磚、香精、皮帶、皮包等配件，以
及文具用品、眼鏡、皮衣、家居服等。設計
師之一的Anna Molinari以她最擅長的針織、
蕾絲、絲綢等柔軟材質，創造出性感、浪
漫、柔美的女性形象，不僅廣受世人喜愛，
在台灣也擁有極多的女性支持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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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簡風格極簡風格極簡風格極簡風格平穩設計平穩設計平穩設計平穩設計
在兩性性別越趨混淆的年代，服裝不再是絕對的男女有別，
GIORGIO ARMANI即是打破陽剛與陰柔的界線，引領女裝邁向
中性風格的設計師之一。ARMANI在校內主修科學課程，大學
念醫科，服兵役時擔任助理醫官，理性態度的分析訓練，以及
世界均衡的概念是他設計服裝的準則。

ARMANI創造服裝並非憑空想，而是來自於觀
察，在街上看見別人優雅的穿著方式，便用他的
方式重組在創造出屬於ARMANI風格的優雅形
態。許多世界高階主管、好萊塢影星們就是看上
這般自我的創作風格，而成為ARMANI 的追隨
者。好萊塢甚至還流行了一句話：「當你不知道
要穿什麼的時候，穿ARMANI就沒錯了！」。茱
蒂 佛 斯 特 就 是 ARMANI 忠 實 的 擁 護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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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

All about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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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這個歷史與現代交融的國家。有著惡名昭彰的交通，也有著讓
人安靜駐足的歷史遺跡；有著走在時尚尖端的城市米蘭，也有著致力保
存古蹟的佛羅倫斯。
在所有元素互相衝突與碰撞之後，產生的熱能帶領這個國家不斷走向更
璀璨的未來。
無論你是重度義大利旅遊成癮者，或者才剛要認識這個國家，這個暑假
給自己一次沉溺的機會，去趟義大利之旅吧！
也或者我們都一樣，對於世界各個國家有著許多美麗的憧憬，卻總是抽
不出時間亦籌不出昂貴的旅費出國；那麼，何不在台灣這個小島上發現
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義大利風情呢？可能是一個主動且熱情招呼，可能
是一杯香醇可口的義大利咖啡，也可能是換上最流行的一套義大利時
裝，讓我們用愉悅的心情、最奔放的想像，沉溺於現實中的與想像中的
義大利風情吧！



IRMM的角色其實就是提供必須的度量衡計量、標準、法規調和極可靠的量測數據
給歐盟總管理事會的委員。它的研究計劃是專注於相關領域制訂政策所需的資料，
並提供資料給歐盟總管理事會的各領域委員，如負責健康和消費者保護、環境、農
業、能源、企業公司、貿易、稅務及海關聯盟、及對外關係等。該委員會的其他部
門也可以要求IRMM進行年度計劃外的特別研究項目，以應映特別的狀況需求。
作為歐盟會聯合研究中心之其中一研究單位，IRMM通常進行會員國間任務互補的
計畫，但也執行歐盟層級的研究。IRMM經常保持與各國國家和國際研究機構，計
量機構和主管當局，大學以及與工業界緊密合作關係。

專題報導專題報導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歐洲研究機構簡介歐洲研究機構簡介歐洲研究機構簡介歐洲研究機構簡介：：：：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參考材料暨量測研究所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參考材料暨量測研究所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參考材料暨量測研究所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參考材料暨量測研究所（（（（IRMM））））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099043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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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投資銀行（EIB）與歐盟執委會期望「歐洲地方能源援助」（ELENA）能加速展開
提高能源效率及永續能源計畫，投入金額預期將超過十億歐元。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
永續能源週時，歐洲投資銀行宣佈了其與巴塞隆納省的協議定於四月份簽訂，此外他們
也表示正與16個城市及區域細商促進能源效益及發展永續能源的投資計畫。

這項高達五億歐元的巴塞隆納計畫預計每年將節省280百萬千瓦小時的能源，並降低年
度二氧化碳排放量17萬噸。一旦其他四項計畫完成，預計在未來12個月內將獲得超過五
億歐元的投資。

由於都市地區的能源消費佔歐盟整體能源消費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永續能源相關的投
資卻付之闕如。ELENA主要是透過提供技術上的協助，來幫助城市及區域架構出有效
率的計畫，使他們能夠從當地銀行或其他來源，例如歐洲投資銀行，獲得所需資金。

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
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投資銀行將投資十億歐元改善都市及區域的能源效率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投資銀行將投資十億歐元改善都市及區域的能源效率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投資銀行將投資十億歐元改善都市及區域的能源效率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投資銀行將投資十億歐元改善都市及區域的能源效率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05/P201005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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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技術協助是由（IEE）計畫所贊助。目前已有超過200個城市及區域從該計畫獲
益。

歐洲投資銀行的主席 Philippe Maystadt表示，ELENA是以有限的經費槓桿操作歐
洲銀行貸款以支持歐盟政策目標的最佳例證。目前的結果顯示，這些對城市及區域的
援助計畫也有獲利機會。未來幾個月內，他們將會繼續與執委會合作，尋求具有財務
創新能力的計畫進行投資，以支持歐洲2020發展策略。

歐洲能源執委 Günther Oettinger表示，對於許多城市及區域來說，ELENA是一個好
機會，因為透過ELENA的協助，不僅能讓他們實施永續能源行動計畫並創造就業，
同時也讓歐洲達成整體改善氣候變遷的目標。在看到各城市及地區的積極回應後，他
們計劃將ELENA的補助金額提高到三千萬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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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
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投資銀行將投資十億歐元改善都市及區域的能源效率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投資銀行將投資十億歐元改善都市及區域的能源效率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投資銀行將投資十億歐元改善都市及區域的能源效率歐盟執委會和歐洲投資銀行將投資十億歐元改善都市及區域的能源效率

UCA2B 王曉涵整理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05/P201005_02.htm



EUCN紐西蘭歐盟中心將於2010年11月25至26日舉辦研討會「 European 

Integration at 60: Progress, Problems, Perspectives」。

此研討會為多學科的討論會議，旨在探討歐洲整合後所歷經的改變，以
及未來將面對的挑戰；同時，亦關注這些變化所帶給亞太地區的衝擊與
影響。

研討會現正徵稿中，歡迎研究生踴躍投稿，並可申請補助。
詳情請見： http://www.eutw.org.tw/info-news_02_com.php?DB_MesID=145。

2010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25至至至至26日紐西蘭歐盟中心日紐西蘭歐盟中心日紐西蘭歐盟中心日紐西蘭歐盟中心(EUCN)舉辦研討會舉辦研討會舉辦研討會舉辦研討會
歡迎踴躍投稿歡迎踴躍投稿歡迎踴躍投稿歡迎踴躍投稿

Part 5                                                          校內外活動快訊校內外活動快訊校內外活動快訊校內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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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文藻桌(Wenzao Desk)海外實習專案計畫甄選已開
跑，申請對象為「專科部五年級/大學部三(含)年級以上」，
詳細甄選辦法、學校名額及資格條件等請參考活動網址。

有意申請99學年度文藻桌海外實習生者，請於6月25日(五)前
備妥相關文件繳交至國際合作交流中心蕭伊倩老師處。

活動網址：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990607-41&Rcg=2

99學年度文藻桌學年度文藻桌學年度文藻桌學年度文藻桌(Wenzao Desk)海外實習專案計畫甄選公告海外實習專案計畫甄選公告海外實習專案計畫甄選公告海外實習專案計畫甄選公告

Part 5                                                          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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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岸的悅耳篇章左岸的悅耳篇章左岸的悅耳篇章左岸的悅耳篇章────法國音樂劇法國音樂劇法國音樂劇法國音樂劇

說到音樂劇，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字眼便是「百老匯」(Broadway)。美國
的百老匯從二十世紀初發展至今，是帶動紐約文化產業的大功臣，豪華的大
型舞台，搭配絢麗的聲光效果，演員在台上載歌載舞，讓台下觀眾看的如痴
如醉。百老匯創造出許多經典名劇，像是作曲家理查˙羅傑斯 (Richard 

Rodgers)及劇作家漢默斯坦(Oscar Hammerstein II)所合作的《奧克拉荷
馬》、《真善美》；伯恩斯(Leonard Bernstein)的《西城故事》，或是《屋
頂上的提琴手》等，還有安德魯伊˙偉伯 (Andrew Lloyd Webber)的
《貓》、《歌劇魅影》。一齣又一齣的音樂劇，唱出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歌
曲，在電影業開始發展後，也有多部劇作被改編為電影，「百老匯」名揚世
界，幾乎已成為音樂劇的代名詞。

XF41A 張丞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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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近年來崛起的法國音樂劇也不讓倫敦
西區和百老匯專美於前，法國音樂劇在二十世
紀的八九零年代開始迅速發展，雖然比英美晚
上許多，但劇本多半改編自人們耳熟能詳的文
學名著及故事，因此擁有廣泛的觀眾基礎，在
短短的時間內，成為另一個令人矚目的舞台。
不同於英美音樂劇有著傳統的舞台表演模式，
法國音樂劇的表現方式更為現代，並搭配大量
的現代舞及街舞來表現。

法國音樂劇的成功，部分源自於法國本土及魁北克出色的流行樂文
化，許多音樂製作人、流行歌手及現代舞者都會參與這項文化活
動，而使用現有的故事劇本演出，也為他們省去了不少的時間，使
法國音樂劇更能著重於音樂詞曲的創作、舞台設置及舞蹈的編排。
法國音樂劇在巡迴上演的同時，也會發行現場錄音版原聲帶以及
DVD，如此的行銷手法，是這些音樂劇能迅速竄紅的另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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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到法國音樂劇的創新，我們可從《鐘樓怪人》(Notre-Dame de 

Paris)這部劇作為例。此劇於一九九八年在巴黎國會大廳首演，是加拿
大魅北克省的詞曲家路˙帕蒙敦(Luc Palmondon)及法義混血的歐洲創
作歌手理查˙科香堤(Richard Cocciante)的作品。不同於英美音樂劇的
舞台，《鐘樓怪人》的舞台設計十分現代，主要演員僅僅七位，雖然都
是唱現場，但和聲及配樂是預先錄製好，而非由樂團現場演奏，這恐怕
讓許多看慣英美歌舞劇的人十分不習慣，而演員的耳掛式麥克風多少也
跟古裝有些衝突，不但如此，在《鐘樓怪人》裡，歌手並不參與舞蹈演
出，也就是說，唱歌的人不跳舞，而跳舞的人不唱歌，這突破了以往歌
舞融合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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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齣音樂劇雖然引發了許多爭議，但是極具渲染力的音樂，還有歌手獨特的嗓音卻也
緊緊的扣住了觀眾的心，首演的卡司都是法國及魁北克的著名歌手，飾演主角加西莫多
(Quasimodo)的Garou，其沙啞獨特的嗓音，用來詮釋身世悲慘的Quasimodo在適合不
過，而女主角艾絲梅拉達(Esmeralda，法國首演由Hélène Ségara飾)的聲音溫柔中帶點沙
啞，富有情調，有著強烈渲染力，完美演出了吉普賽女郎的奔放。
《鐘樓怪人》從頭到尾都以歌曲貫穿，人物對話均以吟唱或誦唸的方式呈現。一開

場，吟遊詩人葛林果(Gringoire)踏著沉穩的步伐，唱出了極具震撼力的〈大教堂時代〉
(Les Temps de Cathédrales)，訴說人類為了更靠近天堂，在西元1428年開始興建一座座
的聖母院，接著，發生在巴黎聖母院的愛恨情仇也一一上演；在〈美麗佳人〉(Belle)一曲
中，三位同時愛上艾絲梅拉達的男子，唱出了自己的心聲，也預告了悲劇的到來。值得一
提的是，〈美麗佳人〉這首主題曲，曾在法國歌曲排行榜上獨占鰲頭達三十三星期，最後
賣出三百萬張單曲唱片。

Page  20

Part 6                                                          歐盟文化專欄歐盟文化專欄歐盟文化專欄歐盟文化專欄



《鐘樓怪人》是繼一九八零年代的法文音樂劇《悲慘世界》後又一個成功
作品，在這之後，法國出現了帕斯卡˙歐畢斯伯Pascal Obispo的《十誡》、傑
哈‧皮斯葛維克(Gérard Presgurvic)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以及同樣是理查˙
科香堤(Richard Cocciante)所寫的《小王子》等經典作品，並維持每年一部在
全法巡演成功的劇作，法國音樂劇開始在國際市場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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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編按編按編按：：：：

不知不覺地，當蟬叫響徹了寧靜的小巷，雨中巡禮校園的應屆畢業生奔向

社會的懷抱之後，這繽紛且熱鬧的98下學期漸漸要歇了腳步，緩緩地走入

回憶了；而迎接我們的，是未知因而讓人勇敢做夢的99上學期。

感謝各位讀者長期以來的支持與鼓勵，使得我們能夠持續地為大家報導更多

關於歐洲的歷史、國家風情、學術研究報導、新聞時事等資訊；此外，還要

特別感謝這學期的電子報志工們－芊慧、丞安、曉涵、韻巽、雨新－為我們

撰寫與整理電子報文章與報導，並協助出刊。

如果說，生命就該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我們衷心希望各位在每天的旅程中，

發現最單純的感動與喜悅，縱使是在最例行公事的生活，也能看見烏雲旁那細

細密密所鑲上的銀邊。

歐盟園區在此祝福各位有個最璀璨的假期！期待下學期與各位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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