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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新學期初，在風災肆虐下，我們看見了斜坡小樹的韌性，也見證了全校師生與社會
外界為守護校園的全心付出，歐盟園區在此向所有為學校盡心盡力的人員們致上最
高的敬意與謝意！

本學期歐盟園區十分榮幸又能與上苑文化藝術有限公司合作，並於校內協辦「歐洲
魅影」活動，本影展預計於今年12月開始，盼本校愛影成癡的師生們屆時能到場蒞
臨指教。

而為了配合年底的「歐洲魅影」影展活動，歐盟園區電子報將以四期的篇幅介紹全
球知名影展，本期以坎城影展為主，後續三期將依序以柏林影展、紀錄片影展（瑞
士真實影展、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與台灣各大影展為代表，以管窺天地為大家
呈現部分著名影展之簡介。

就讓能傳遞感動力量的電影帶領我們暫時脫離日常生活的軌道，在光影中釋放我們
最真實的情緒，十二月份的「歐洲魅影」影展我們不見不散！



諮詢時間：每週一16:00~17:00

諮詢老師：陳郁君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二11:00~13:00

諮詢老師：劉惠風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二15:00~17:00

每週四15:00~17:00

諮詢老師：郭雅芬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三10:00~11:00

諮詢老師：李克揚老師

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西班牙]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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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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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時間：每週四10:00~11:00

諮詢老師：華明儀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四13:00~14:00

諮詢老師：陳佳吟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14:00~16:00

諮詢老師：張瑞芳老師

[美國]

[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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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歐盟園區網站下載諮詢預約表後請上歐盟園區網站下載諮詢預約表後請上歐盟園區網站下載諮詢預約表後請上歐盟園區網站下載諮詢預約表後，，，，

回傳至助理處回傳至助理處回傳至助理處回傳至助理處。。。。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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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德國統一系列活動

2010年適逢德國統一年適逢德國統一年適逢德國統一年適逢德國統一20週年週年週年週年，，，，10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歐盟園區結合德國在台協歐盟園區結合德國在台協歐盟園區結合德國在台協歐盟園區結合德國在台協
會會會會、、、、文藻圖書館及本校歐語各系教文藻圖書館及本校歐語各系教文藻圖書館及本校歐語各系教文藻圖書館及本校歐語各系教
師舉辦師舉辦師舉辦師舉辦「「「「德國統一系列活動德國統一系列活動德國統一系列活動德國統一系列活動」，」，」，」，竭竭竭竭
誠誠誠誠歡迎各位老師與同學們共襄盛舉歡迎各位老師與同學們共襄盛舉歡迎各位老師與同學們共襄盛舉歡迎各位老師與同學們共襄盛舉!

活動內容請參見左方海報活動內容請參見左方海報活動內容請參見左方海報活動內容請參見左方海報，，，，或上歐或上歐或上歐或上歐
盟園區網站查詢盟園區網站查詢盟園區網站查詢盟園區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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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園區留學說明講座

10/11 (一一一一)  13:00-14:30 舊金山藝術大學申請說明會舊金山藝術大學申請說明會舊金山藝術大學申請說明會舊金山藝術大學申請說明會
10/15 (五五五五)  15:00-17:00 跟自己挑戰跟自己挑戰跟自己挑戰跟自己挑戰！！！！一前進美國一前進美國一前進美國一前進美國
10/22 (五五五五)  15:00-17:00 飯店管理非難事飯店管理非難事飯店管理非難事飯店管理非難事!

瑞士瑞士瑞士瑞士、、、、英國英國英國英國、、、、澳洲大學申請澳洲大學申請澳洲大學申請澳洲大學申請

講座地點：歐盟園區(求真樓B1)
報名方式：講座採預約報名方式，請有意參加的同學上

歐盟園區網站下載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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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宗對遭性侵兒童苦難表達哀痛 (法新社 2010/09/19)

• 瑞典沒有黨過半形成僵局國會 (法新社 2010/09/20 )

• 助全球減貧歐盟認捐13億美元 (中央廣播電台 2010/09/21 )

• 抗議延退法國1個月內兩度大罷工 (公共電視 2010/09/24 )

• 艾德．米勒班當選英國工黨黨魁 (路透 2010/09/26 )

• 西班牙抗議緊縮政策八年來首度大罷工 (公共電視 2010/09/29 )

• 向向向向“緊縮緊縮緊縮緊縮”說不說不說不說不歐洲歐洲歐洲歐洲30國國國國10萬勞工上街萬勞工上街萬勞工上街萬勞工上街 (公共電視公共電視公共電視公共電視2010/09/30 )

• 法國啟動國安紅色警戒 外交部籲請在法國人提高警戒 (今日新聞
2010/09/30)

• 德西南部鐵路興建案引爆警民衝突 116 傷 (中廣新聞網 2010/10/01)

歐盟雙週新聞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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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S4A 紀淳薰紀淳薰紀淳薰紀淳薰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

向向向向“緊縮緊縮緊縮緊縮”說不說不說不說不 歐洲歐洲歐洲歐洲30國國國國10萬勞工上街萬勞工上街萬勞工上街萬勞工上街

因為不滿政府刪減支出，影響民眾的福利，來自歐洲30個國家的
10萬勞工、集合在歐盟總部所在的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進行示
威；另外在西班牙、雅典和歐洲多各大城市，也有大規模罷工，大眾
運輸嚴重癱瘓。

西班牙公會29號發動八年來首度大罷工，可說是對西班牙總理札
帕提洛(Jose Luis Rodriguez Zapatero )社會黨政府施政表現的一項測
試。在失業率高達20%的西班牙，為了抗議政府實施財政緊縮政策，
上百名工會成員聚集於馬德里最大公車站，用靜坐等方式企圖阻擋準
備發車的巴士，跟警方爆發推擠衝突。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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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雅典的地鐵、電車和鐵路運輸因為罷工陷入癱瘓，乘客在路邊苦
等5小時也坐不到車；而歐盟許多重要機構所在地之比利時首都布魯塞
爾，更有超過10萬名來自歐洲30國的工會成員聚集，集體向緊縮政策說
不，並對他們必須承擔金融危機的苦果表達抗議與不滿。

就在工會爆發示威潮之際，歐盟於9月29號公佈新的經濟制裁方案，
規範成員國的赤字和債務如果超過規定，需將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0.2%
的資金存入指定帳戶；若該國後續無法依照協議降低赤字，這筆資金將
被當作罰款分配給其他沒有違規的成員國。而以西班牙為例，在勞工強
烈反彈聲浪下，政府態度依舊強硬，更將通過新預算，預計明年度要加
稅並減少8%的公共支出，在歐盟其他國家也陸續訂出類似目標的情況
下，像這樣的罷工抗議也將不會是最後一次。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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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舉辦六十逾年的坎城影展堪稱
電影界盛事，創立年份僅次於歷史
最為悠久、始於1932年的義大利
威尼斯影展，並與威尼斯影展、柏
林影展、莫斯科影展並列為世界四
大藝術電影展之一，同時也是國際
電影聯合會確定的國際五大電影節
（坎城影展、加拿大多倫多國際電
影節、捷克的卡羅維發利電影節、
威尼斯影展、柏林影展。）

THE CANNES FILM 
FESTIVAL-LE 
FESTIVAL DE 

CANNES 坎城影展坎城影展坎城影展坎城影展

Page 8

電影節60週年的宣傳海報表現了新跳躍理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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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History:

原定在1939年舉辦的第一屆坎
城影展，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開打因而延至1946年才順利
舉行，成為戰後首次大型國際
文化活動，至今坎城影展已舉
辦63次。

The Team:
團隊由法國國際電影節協會將柏
林影展、電影基金會與電影市場
三者聯繫在一起。
影展常任評審團隊由30多人組
成，工作人員總人數達到850
人。

3-2 (第一屆坎城影展海報） 3-3 (第63屆坎城影展海報）

3-4
Pag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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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Festival:
由世界各地挑選出24部影片參加徵選，
最受矚目的獎項包括：金棕櫚獎、最佳導
演獎、最佳演技獎…等；影展期間的活動
項目則包含：正式競賽、非競賽影片、導
演雙週、影評人週、法國電影新貌…等。

坎城影展舉辦期間同時亦展開
許多節目與活動，以各種新奇
有趣的方式與所有影迷互動，
坎城影展的經典節目包括 “電影
小知識”、“致敬”，以海灘露天
電影院的形式向觀眾完全開
放。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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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é du Film
電影市場電影市場電影市場電影市場

坎城影展於1959年另外創立了
‘’Marché du Film’’，目的在於激
發全球電影產業。至2009年已有
50年歷史的“電影市場”成為全世界
電影人的年度盛會，每年約有101
個國家共一萬個電影人聚集於此搭
搭建合作橋梁，更為製片商提供了
交易平台。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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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néfondation
電影基金會電影基金會電影基金會電影基金會

坎城影展另於1998年創立電影節基金
會，目的在發掘電影新秀的創作，為年
輕電影人提供展露才華的機會。
每年皆吸引1500多名就讀電影學校的在
校生拍攝中片或短片參與評選，初選從
中推選出15至20部的創作作品，評審團
再選出三部優勝影片，得獎者將受邀至
正式頒獎典禮接受表揚，第一名可獲得
15,000歐元的獎金（約675,000台幣)，
幫助得獎者創作下一部電影，優勝者製
作的首部電影更獲得在坎城影展中放映
的殊榮。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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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影展的所在地『坎城』鄰近地
中海，是位於法國南部的一個
市鎮，交通處於義大利到馬賽
間的鐵路運輸線上。此地舒適
宜人的氣候條件相當適合舉辦
影展。

Festivals:
坎城除了每年五月的盛大影展之
外，還會舉辦電視節、大型的商
業不動產展覽會，以及坎城獅國
際廣告等。

3-10

3-11 Pag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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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enade de la Croisette

如果您有機會到坎城一趟卻來不及參
與五月份舉行的坎城影展，那麼買些
電影相關紀念品留念或是當禮物送給
親朋好友也是個不錯的選擇，蔚藍海
岸上著名的“小十字架大道”全長約
有兩公里，它也被法國列為重要文化
遺產之一，所以就算不想花錢買禮
物，也值得遊覽喔。

3-12

3-13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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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結語結語

今年第63屆的坎城影展於2010年5
月23日圓滿落幕；2011年的坎城影
站則將於5月11日至5月22日開始。



根據隸屬於聯合研究中心的歐盟能源研究所日前發表的一份再生能源報告指出，2009年歐盟
27個國家內的再生能源已達到新能源發電量的62%（大約為十七千兆瓦），相較於2008年的
57%有著相當顯著的成長；其中，風力發電是目前發電量最高的新再生能源，共計發出十點二
千兆瓦，在新能源總發電量二十七點五千兆瓦中占了約38%。以絕對值來看，可再生能源去年
所發出的電約供應歐洲20%左右的能量消耗，數字相當可觀。

報告中亦指出，若依照現有的成長速率，在2020年時再生能源發電效率可望上升到一千四百
兆瓦每小時，搭配上各個社區不同的用電政策，可供應歐洲大約35%至40%的總耗電量，屆時
將可順利達成2020年可再生能源的供電目標。

然而，若要順利達成目標仍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像是公平的電力分配、研究設計等方面的
持續投資，以及現有電力設備的更新都是特別需要注意的領域。報告中亦指出成本降低與加速
普及主要取決於電力生產量，而非時間的問題。

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
歐洲利用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持續上升歐洲利用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持續上升歐洲利用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持續上升歐洲利用再生能源發電的比例持續上升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08/P201008_02.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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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歐盟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徵求計畫年度出版日期的接近，挪威研究暨高等教育部長Tora 
Aasland正努力制定政策以吸引挪威各機構積極參與FP7科研計畫。Tora Aasland部長提到未
來善加利用並參與歐盟科研架構計畫是重要的工作目標，並對於挪威研究員、研究機構與公

司的參與準備有著非常大的信心。部長強調：「挪威的國家政策中，對於參與FP7計畫方面
有著高度的重視。」根據挪威創新、研發和教育研究機構所做的一項評估指出，積極參與

FP7計畫對於挪威在爭取良好的合作機會、創新的研究等各方面都有相當大的幫助。挪威政
府對於參與FP7計畫有著相當高的期待，政府方面也將創造更好的科研架構，來幫助各界參
與歐盟研究。部長進一步解釋：「我們正嘗試規劃各種方式來促進挪威的參與程度，強化國
內研究與歐盟研究計畫的連結，並且在計畫申請與執行中提供協助。」最後Tora Aasland強
調：「挪威各部長、挪威研究院與各界人士應當共同合作，以確保我們的高度參與，並且有
效的利用歐盟所提供的科研計畫。」

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科技政策
挪威制定新政策以積極爭取參與歐盟挪威制定新政策以積極爭取參與歐盟挪威制定新政策以積極爭取參與歐盟挪威制定新政策以積極爭取參與歐盟FP7科研計畫科研計畫科研計畫科研計畫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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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08/P201008_01.htm



歐洲未來寬頻網路的發展方向
•增進網際網絡使用便利性
•增進現有網絡傳輸能力並引進先進基礎建設
•因地制宜提出不同的問題解決方式

世界各國政府正逐漸意識到寬頻網路的普及對國家未來整體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的重大影響力，
故2000年歐盟里斯本及2002年巴塞隆納峰會時，歐盟國家即議定以”科學與科技發展”為未來發
展的藍圖；希望在2010年時，歐洲能成為世界最蓬勃且具競爭力的知識經濟體。因此，歐盟執
委會繼e2002、e2005電子歐洲行動方案後，於2005年六月繼續推動i2010行動方案，具體制訂
出2010年之前，歐洲朝著資訊化社會邁進的時程。希望藉著這些方案的推行，積極推動各項科
技的研發，縮小歐盟與其他主要競爭者在電子通訊應用上的落差，以成就更具競爭力的知識經
濟體。歐盟企業與資訊科技執委曾經表示：「寬頻網路的全面發展，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動
力，它開啟資訊社會的大門，使每個人都能參與。目前歐盟寬頻使用率雖然成長快速，但皆集
中於都市等較具競爭力的地區。所有會員國應利用此趨勢，訂下國家寬頻發展時間表加速寬頻
網路的普及及使用。現在正是發展寬頻的好時機。」

專題報導專題報導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歐洲未來世代寬頻網路的發展趨勢歐洲未來世代寬頻網路的發展趨勢歐洲未來世代寬頻網路的發展趨勢歐洲未來世代寬頻網路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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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s-report/SP200908/SP200908_01.htm



Q1.你知道歐盟的會員國已經增加到多少國了嗎你知道歐盟的會員國已經增加到多少國了嗎你知道歐盟的會員國已經增加到多少國了嗎你知道歐盟的會員國已經增加到多少國了嗎?

A1.至至至至2010年目前為止年目前為止年目前為止年目前為止，，，，歐盟會員國共有歐盟會員國共有歐盟會員國共有歐盟會員國共有27個國家個國家個國家個國家

Q2.你知道最早加入歐盟會員國的是哪些國家嗎你知道最早加入歐盟會員國的是哪些國家嗎你知道最早加入歐盟會員國的是哪些國家嗎你知道最早加入歐盟會員國的是哪些國家嗎?

A1.最早在最早在最早在最早在1958年加入的國家有年加入的國家有年加入的國家有年加入的國家有－－－－
1.法國法國法國法國 2.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3.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4.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5.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 6.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盧森堡

資料來源：
1. http://europa.eu/abc/european_countries/eu_members/index_en.htm
2. http://www.eusa-taiwan.org/P2-a3.htm

Part 6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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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單位：臺灣歐盟中心

二、叢書緣起：為推廣並深化歐洲聯盟研究，臺灣歐洲聯盟中心於九十八年八月與臺灣大
學出版中心（NTU Press）正式簽約，共同出版高學術水準之臺灣歐洲聯盟研究叢書，由臺
灣歐盟中心主任包宗和教授任主編，希望結合全國歐盟研究先進之力，以每年出版二本專
書為原則，四年內出版八本為目標。每本專書均經公開發表（workshop）及專家匿名審查
（peer review）通過後付梓。

三、叢書議題：本叢書徵求與歐盟研究相關之政治、法律、歷史、經濟、社會、環保等議
題之學術論文。

四、投稿資訊：凡對上述議題有興趣之學界先進，均歡迎提出撰寫計畫（如檔案），以電
郵寄至ntueutw@ntu.edu.tw陳彥伃小姐，並於主旨註明「臺灣歐盟研究叢書撰寫計劃」，
中心將進行審查並回覆。有任何問題，均歡迎與本中心聯繫。（Tel: 23519641 ext. 352）
凡獲收錄專書出版之各章作者，臺灣歐盟中心將致贈稿酬與贈書若干。

資料來源：
http://www.eutw.org.tw/academic_01-1_com.php?DB_PubID=20

「臺灣歐洲聯盟研究叢書」徵稿啟事「臺灣歐洲聯盟研究叢書」徵稿啟事「臺灣歐洲聯盟研究叢書」徵稿啟事「臺灣歐洲聯盟研究叢書」徵稿啟事
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出版日期 ：：：：2011/12/31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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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辦單位：高雄市立美術館

二、展覽日期：2010年9月18日至 11月14日

三、展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104~105展覽室

當代義式奇才—甜蜜的家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校外活動快訊

文字與照片來源：(高雄市立美術館官方網站)
http://www.kmfa.gov.tw/DesktopKMFA.aspx?tabindex=0&tabid=1&mid=89&pid=0&gid=0&defid=22&cla
ssid=0&showtabs=true&ascx=~/Include/KMFA/UserModules/AnnouncementsDetail.ascx&ItemID=3226

四、展覽介紹：義大利作為下一屆世博會的主辦
國，在本屆上海世博會中的展演活動備受矚目。本
展即是上海世博會義大利館推出的當代藝術展之擴
大版，由位於文藝復興運動發源地之托斯卡尼區的
普拉托市路吉•佩奇當代藝術中心(Centro per l’arte
contemporanea Luigi Pecci-Prato)所策劃，呈現了
義大利積極向世人展現的前瞻未來生活方式的藝術
觀點與設計方案，在其中可觀察到義大利獨特的奠

基於深厚文化內涵的創新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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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下學期國際交換學生甄選辦法分為甲類與乙類，

第一梯次申請日期自第一梯次申請日期自第一梯次申請日期自第一梯次申請日期自10月月月月8日日日日~10月月月月18日日日日。。。。

有意申請的同學請備妥相關文件繳交至國際合作交流中心。

各校甄選標準、注意事項、應繳資料及申請表請參照活動網址。

活動網址：
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990928-41

★★★★99學年度下學期交換生甄選辦法★學年度下學期交換生甄選辦法★學年度下學期交換生甄選辦法★學年度下學期交換生甄選辦法★

Par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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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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橫幅圖片封面橫幅圖片封面橫幅圖片封面橫幅圖片

http://images.china.cn/attachement/jpg/site1000/20080828/0019b91ec9440a2049f721.jpg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出處歐盟雙週新聞出處歐盟雙週新聞出處歐盟雙週新聞出處

1.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30/51/2e2to.html
2.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29/1/2dytv.html
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0929/51/2e090.html

PART 3 歐洲文化專題歐洲文化專題歐洲文化專題歐洲文化專題

3-1   http://theshoegoddess.com/wp-content/uploads/2007/05/festival-de-cannes-60-anniversary0.jpg
3-2 http://www.terramedia.co.uk/Chronomedia/years/Cannes_1946.gif
3-3 http://i.blogs.indiewire.com/images/blogs/brian/archives/Cannes2010Poster.jpg
3-4   http://www.enjoyfrance.com/images/stories/france/news/palme-d-or.jpg
3-5    http://www.mastersofcinema.org/pics/cannesBIG.jpg
3-6   http://www.macultureconfiture.com/wp-content/uploads/2010/05/jean-gabriel-domergue-festival-

international-du-film-cannes-1939-cc078.jpg
3-7   http://frenchsummerclasses.com/medias/palais_cannes.jpg
3-8   https://www.marchedufilm.com/

3-9 http://www.blogoergosum.com/7131-festival-de-cannes-sur-twitter

3-10  http://www.liberty-international.org/Public/LIT/CP-
FRA/Upload/Cannes/VIEUX%20PORT%20ET%20SUQUET.JPG

3-11  http://media.expedia.com/hotels/MAPS/C/Cannes_and_vicinity_USEN.gif
3-12  http://www.ninhthuanpt.com.vn/2010/07/cannes-travel-guide.html
3-13  http://medias.lepost.fr/ill/2010/05/23/h-3-2084339-1274615893.jpg
3-14  http://www.sport-trader.com/image_upload/13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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