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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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10/28老師因假無法提供諮詢

同學請預約11/29以後的時間

諮詢時間：每週二、每週四15：00~17:00         

諮詢老師：郭雅芬老師

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西班牙留學諮詢]

[法國留學諮詢]

[日本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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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三10:00~11:00

諮詢老師：李克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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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地利留學諮詢]

[美國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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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五10:00~11:00

諮詢老師：周秀琴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14：00~16:00

諮詢老師：張瑞芳老師

[紐西蘭、澳洲留學諮詢]

有留學諮詢需求的同學，請上園區留學中心之留學諮詢

 服務頁面下載「諮詢預約單」，填寫後mail至歐盟助理

 處(98140@mail.wtuc.edu.tw)，信件主旨請註明：

 「留學諮詢服務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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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德國統一系列活動

2010年適逢德國統一20週年，自10月初開始便

 於歐盟園區熱烈展開之「德國統一系列活動」即

 將進入尾聲，您還在等什麼呢?有空時過來走走

 吧！

<主題書展> Q003留學資訊中心

「大時代轉變」下的文學見證

活動至10/31止

<攝影展覽> 歐盟園區文化藝廊

相同天空下‧不同生活中

活動至10/31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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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家寶抵達希臘

 
展開歐洲四國之行 (中廣新聞網 2010/10/02 )

• 國協運新德里開幕 (中央社 2010/10/03 )

• 亞歐高峰會布魯塞爾揭幕 (中央廣播電台 2010/10/04 )

• 法興業銀行虧空案 魔鬼交易員遭判刑5年(中央廣播電台

 
2010/10/05 )

• 歐盟反恐首長：歐洲遭遇恐怖威脅是「真的」(中央廣播電台 2010/10/06 )

• 歐盟代表籲深度辯論廢死 (中央社 2010/10/08)

• 諾貝爾和平獎

 
在挪威頒獎 (自由時報 2010/10/09)

• 德國數萬人上街

 
抗議新鐵路計畫 (中廣新聞網 2010/10/10)

• 匈牙利毒泥污染 已8死、45傷 (中央廣播電台

 
2010/10/11 )

• 法國再度發動全國大罷工

 
抗議退休改革案 (中廣新聞網 2010/10/12)

• 波蘭罹患新流感人數激增 (中廣新聞網 2010/10/14)

• 瑞士全球最長隧道 15日正式貫通 (中央廣播電台

 
2010/10/15 )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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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多瑙河恐怕要變色了！由於匈牙利一家鋁工廠的廢水池堤防崩

 裂，導致有毒紅泥污染了馬卡河以及拉巴河，這2條河的水最後都流進

 多瑙河。最靠近鋁工廠的馬卡河首當其衝，高腐蝕性強鹼紅色有毒污泥

 滾滾而來，不僅摧毀附近民宅和街道，流經地區內之動植物幾乎無一倖

 免，歐洲第二長的多瑙河，亦面臨生態浩劫。

 
紅泥流侵襲過後，相關單位正在努力善後，此災難遠比豪雨所造

 成的土石流更為凶猛，因為紅泥含有劇毒，工作人員必須穿上隔離衣作

 業；即便清理乾淨，所影響區域內也因重金屬滲入土壤，而不再適合人

 類居住，亦不適農業活動，災民得遷移他處生活。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新聞深度報導 XS4A 紀淳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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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生態浩劫肇於匈牙利西部奧伊考鎮鋁工廠的廢水池潰堤，讓有毒

 的紅色污泥水滾滾洩出，所經街道和民宅無一倖免，污泥水甚至淹到比一

 個人還要高，不幸碰觸到污泥水的居民非死即傷。匈牙利總理9號警告，

 幾天前毒水外洩的廢水池圍牆外又出現多道裂痕，其中一道長達七公分

 寬，隨時可能倒塌。為了避免災情繼續擴大，鄰近的科倫塔村有800人一

 早緊急撤離家園。

匈牙利鋁生產貿易公司(MAL Hungarian Aluminium
 

Production and 
Trade Company)總經理巴康伊(Zoltan

 
Bakonyi)，因為該公司外洩毒泥事

 件所造成之人命和財產損失，已經在12日遭到匈牙利警方逮捕；至於這間

 闖禍的公司，也於12日遭匈牙利政府國有化，政府將凍結該公司所有資

 產。匈牙利總理歐班(Viktor Orban)發言人司吉嘉托(Peter Szijjarto)說，

 全國救災部門首長巴康迪(Gyorgy
 

Bakondi)將接手處理匈牙利鋁生產貿易

 公司善後事宜。該公司的毒泥外洩已經造成8人死亡、150人受傷，並使得

 數百人無家可歸。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XS4A 紀淳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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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柏林市還是一片廢墟，從推動首

 屆柏林影展開幕 的那年起，柏林影展就踏

 上國際影展重點展項的征途。”

與坎城影展並列為世界四大藝術影展之

 一的柏林國際影展(Internationale Film 
Festspiele Berlin) 至今已舉辦過六十次。

 此影展被公認為最有效率的組織團隊，堪

 稱歐洲電影工業的縮影。第一屆柏林影展

 始於於1951年，獲獎名單是由觀眾來票

 選；1956年則改由來自世界各地的專業評

 審團來決定；自1978年起則是在每年的二

 月舉行，活動為期兩週。
3-1

Internationale 
Filmfestspiele Berlin 

柏林國際影展

UG4A 張維恩 整理

Part 3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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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r Essentials
熊是柏林的市徽，所有的節慶、

 活動、商標幾乎都以柏林熊的標

 誌來設計出各種不同的造型。

 1932年女雕像家Rene Sintenis設
 計的金熊雕像從此成為柏林影展

 典禮上象徵最高榮譽的獎座。

頒發「金熊獎」此最高榮譽獎項時一向是

 典禮的最高潮，此獎代表年度最佳電影；

 而台灣導演李安在1993年的作品『喜宴』

 以及1996的「理性與感性」都曾獲得此殊

 榮。「銀熊獎」則是代表最佳導演獎、傑

 出藝術成就獎以及最佳男/女主角獎。

Page 9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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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1)Competition:
競賽單元，想知道金熊、銀熊鹿死誰

 手就在這邊了。
2)Panorama:
電影大觀全景片單元，以商業娛樂電

 影為主，強調具獨立性和專演藝術作

 的電影院，電影能創造出個人風格。

3)Forum:
論壇單元，為國際影壇新興勢力的重

 要觀測站，是影展最具實驗性的項

 目，發掘最具原創性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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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影展自2001年至今開闢了許多新單元，這一系

 列的新穎改變給整個電影工業注入一劑強心針，影

 展的節目總共劃分為七大項目：

3-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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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erspektive Deutsches Kino:
德國電影的生態檢驗站，以風格及

 主題性十足的德國影片吸引來自世

 界各地的觀眾，並介紹近年來的德

 國電影工業的發展。

6)Berlinale Shorts:
短片單元，呈現30多部的電影短

 片，有些作品包括從「世界」以及

 「德國電影展望」項目中選出。

7)Retrospective:
回顧單元，獻給致力於電影工作的

 偉大演員並播放其代表作。

4)Generation:
新世代電影，以活潑的電影吸引年

 輕族群，符合觀眾年齡範圍內影

 片。

Pag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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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tin- 
Gropius-Bau

The Marriott Hotel

Berlinale Talent Campus
柏林影展新秀研習營成立於2003年，鼓勵並支

 持電影創意從校園開始，結合柏林藝術學院尋

 找校園創意。

European Film Market

EFM是負責策劃每年柏林影展的營

 利組織，影展的商業大樓位在展示

 大樓 “The Martin-Gropius”，而

 第二個重要的據點則在 “The 
Marriott Hotel”，柏林融合了改革

 創新和歷史的遺跡，這樣的強烈對

 比為影展注入更多能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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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愛情電影為題材的台灣電影「一頁台北」入選第

 60屆柏林影展「青年導演論壇（Forum)

 
」單元，並且

 獲得「最佳亞洲電影獎」 ，評審團肯定該片傳達「相當

 獨特幽默以及高水準的製作品質」，也讓國際媒體對這

 部台灣電影讚譽有佳，比喻該片是台灣版的「愛在黎明

 破曉時」 。本片由德國名導溫得斯監製，台灣新銳導演

 陳駿霖執導。

Au revoir Taipei

Monga
另一部頗受台灣觀眾歡迎的

 電影「艋舺」則是入圍「電

 影大觀全景片單元」。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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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影展的競賽項目與活動越來越多元，電

 影總能在時代變遷中找到自己新的定位；而

 在全球化的頻繁交流之下，臺灣與其他亞洲

 國家的電影逐漸受到青睞，期盼大家都能繼

 續支持台灣電影也期許台灣會有更多優秀的

 電影導演及演員，讓台灣在國際電影舞臺上

 發光發亮。

結語

3-14

3-15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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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第60屆柏林影展得獎名單

金熊獎：蜂蜜(Bal) -

 
土耳其

 最佳導演：Roman Polanski
最佳女演員：寺島忍
最佳男演員：Grigori

 Dobrigin、Sergei Puskepalis
最佳劇本：團圓 -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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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公私立的研究合作關係〈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PPP〉，第七期

 歐盟架構計畫（FP7）在今（2010）年7月9日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資訊日

 「綠能建築、未來工廠及綠色汽車」。與會的來賓共有八百多人，該資訊日主

 要是讓與會者了解PPP研究計畫的進展，並為即將來臨的跨專題計畫徵求做準

 備。

該活動係由歐盟研究總署、資訊社會與媒體總署，能源總署以及運輸移動總署

 共同主辦。歐盟研究總署的主席Mr. Robert-Jan Smits也應邀出席資訊日的活

 動所有的與會人員名單和會議內容與投影片和語音資料請參照：

 http://ec.europa.eu/research/industrial_technologies/lists/events-fp7-information-day-

 
2010_en.html

會議報導
FP7於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辦綠能建築、工廠、車輛的資訊日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1008/CF201008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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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介紹
歐盟研究計畫開發工具協助殘障者使用電腦和網路

科技可以開門通戶，電腦與網路能使你與全世界接軌，並接觸到大量的資訊，端

 視你有沒有本事來使用它。然而，書面資訊、使用滑鼠，以及資訊表達之方式，

 都可能對於行動不方便者與無法長時間集中注意力者造成障礙。因此歐盟巡航力

 ( NavigAbile

 
) 計畫，正發展一種用來替身障人士移除網路障礙的系統，旨在造

 福廣大的身障人士，包含兒童與成人。本計畫不只是一項解決方案，而是依據使

 用者的不同，分門別類地提供最客製化的解答。

巡航力計畫經理Exeo顧問公司的Leopoldo

 
Ferrč指出，「我們通常會認為，所有

 身障者都是一樣的。我們自己想像他們都面臨類似的情況，因此都有類似的需

 求。但這並不是事實。他們都是具有不同個性、需求及動機之個體，巡航力開發

 者必須依個案逐一去研究。為了要因應這麼多樣性的顧客，巡航力針對每一位使

 用者，進行一系列的問答，來了解他們喜歡怎麼接收及閱覽資訊，以及其喜愛的

 溝通方式。此系統能根據不同的使用者能設定字體大小、螢幕背景及互動樣式。

Part 4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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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方便者，則能選擇讓文件以慢速度自動更換頁面，如此他們就不必一再

 手動更換頁面；或者是可以讓電腦唸出其所視的頁面。而對有閱讀障礙的人，

 巡航力提供如DCS與Bliss等圖畫語言，或是使用有限制簡單字彙範圍的文章。

 其中，歸類側寫是關鍵核心，一般的情況，都是使用者必須適應系統的需求，

 而透過歸類側寫方式，巡航力反過來來適應每一位使用者之需求。我們尚未解

 決所有想要使用電腦的身障者所遭遇到問題，但我們現階段已經可以提供超過

 100萬種選擇。巡航力計畫最成功的部份，是句子編寫及簡化的郵寄系統。許

 多使用者真正珍惜的是，可以和其他人進行溝通，無論是透過一句話、一幅畫

 來表達其意見，或甚至可以與人直接進行討論。是社會網路中最有趣的一部

 分。」

固定使用巡航力的人數正在快速、穩定的成長中。在歐盟資助下的軟體發展計

 畫，也在義大利提供此軟體給超過30個中心，給身障者使用，並已經試驗三

 年，目前計畫探究多語言系統，再推廣至其他國家，也把歐洲其他國家的需求

 納入系統。讓巡航力可以從不同文化中得到學習機會，也學習與其他國家身障

 者合作的不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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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008/P201008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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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你知道歐盟截至目前為止，最後簽訂的是
哪個條約嗎?

A1.里斯本條約

Q2.你知道最晚加入歐盟會員國的是哪兩個嗎?

A1.

 
羅馬尼亞

 
＆

 
保加利亞，兩國於2007年加入歐盟

資料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C%A7%E6%B4%B2%E8%81%94%E7%9B%9F#.E6.9D.A1.E7.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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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三十年戰爭，1756七年戰爭，1870普法戰爭，1914一戰，1939二戰...所謂德

 法歷史就是一部充滿血腥仇恨的戰爭史。
德軍占領巴黎的記憶猶新，但是在今天，德法卻是密友；政府結盟合作，軍事共

 同演習，民間全面交流。從國防，外交，到經濟，科技，教育，兩國互信極深。
是誰，先伸出了友誼的橄欖枝？世仇怎麼變成了密友？敵對的人民如何放下猜

 忌？戰爭，怎麼走向和平？我們能否從德法的「和平」之路得到啟發？

龍應台基金會全英語論壇

 2010年10月30日(六)

 

14:00~16:00 

講者Speaker：歐芮(德國在台協會處長) / 包美城(法國在台協會主任) 
主持Moderator：龍應台

 地點Venue：月涵堂會議廳(台北市金華街110號)
備註：本論壇全程採英語進行，不備翻譯。

資料來源:
http://www.pots.com.tw/node/6444
http://www.eutw.org.tw/info-news_02_com.php?DB_MesID=191

全英語論壇「世仇怎麼變密友? 從德法經驗談戰爭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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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ots.com.tw/node/6444
http://www.eutw.org.tw/info-news_02_com.php?DB_MesID=191


歡迎本校師生報名第1屆「臺灣歐盟論壇」(10/29)

第1屆「臺灣歐盟論壇」訂於99年10月29日(五)假外交

 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舉辦，論壇主題為：「歐洲聯盟

 因應金融風暴的挑戰與作為」，與會講者包含：淡江大

 學張福昌博士、中正大學藍玉春博士、淡江大學卓忠宏

 博士與東海大學楊三億博士。研習會資訊詳如附件議

 程，有意參加的師生們請至臺灣歐盟中心網站填寫線上

 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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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http://www.eutw.org.tw/info-news_02_com.php?DB_MesID=189

附件議程

http://www.eutw.org.tw/info-news_02_com.php?DB_MesID=189
http://c047.wtuc.edu.tw/ezcatfiles/c047/img/img/1104/euhot00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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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 http://c004.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sa10news991013

學校考試可以拿到100分，職場工作表現能拿到100分嗎?
職場趨勢已經改變，你需找到自己的定位，找到屬於自己的職場價值！

 只有正確的職場觀念、工作流程與適應環境的能力，才會帶來幸福快

 樂，而幸福快樂的本身，就是一種人生成功與心靈財富。

本校諮商與輔導中心、生涯志工團特別邀請到國內知名財經理財作家王

 志鈞先生為本校師生演講，有興趣的師生請上網填寫報名表。

時間：99年10月26日(二) 15:10-17:00
地點：行政大樓3F國際會議廳

職場與學校的差別~談職場生存術!

http://c004.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sa10news991013


國合中心將於99年10月29日舉辦萬聖節國際文化之夜，活動

 將邀請國際學生表演各國文化，並歡迎校內師生一同共襄盛舉!

活動日期地點如下：

日期：99年10月29日(五)
時間：18:30~21:00
地點：薪傳劇場

★Hot★萬聖節文化之夜來囉!歡迎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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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 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990607-41&Rc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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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橫幅圖片
http://www.sssccc.net/source/52892.shtml 
PART 2 雙週新聞來源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2/58/2etc3.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08/78/2ejfe.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0/51/2ep65.html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08/8/2ek90.html
PART 3 歐洲文化專題
3-1 http://www.cursprung.de/images_news2009/berlinale_all.jpg
3-2 http://ais.badische-zeitung.de/piece/01/93/20/44/26419268.jpg
3-3 http://www.flickr.com/photos/7765245@N03/4356142764/
3-4 http://www.novinite.com/media/images/2010-02/photo_verybig_113407.jpg
3-5 http://www.morgenpost.de/multimedia/archive/00288/b_plakate_BM_Berlin_288119b.jpg
3-6 http://1.bp.blogspot.com/_zkbc9XiSB-M/S4YmVd0LPzI/AAAAAAAABVs/rDJJJysNDZ8/s1600-h/Berlinale.jpg
3-7 http://www.mendeley.com/blog/wp-content/uploads/2008/06/heart-of-fire.png
3-8 http://www.moviereporter.net/assets/movies/poster/000/001/756/original/Berlinale_Poster.jpg
3-9 http://www.berlinale-talentcampus.de/campus/event/home
3-10 http://www.efm-berlinale.de/en/participants/stand_information/general_information/stands.php
3-11 http://www.berlinale-talentcampus.de/campus/event/home
3-12 http://gallery.photowant.com/b/gallery.cfm?action=poster&filmid=fmtw29902051&pid=P-fmtw2990205101
3-13 http://chinesemov.com/images/2010/au-revoir-taipei-2010-2.jpg
3-14 http://0.blog.xuite.net/0/c/a/0/18573471/blog_978197/txt/31757803/0.jpg
3-15 http://www.hatch-berlin.com/images/big/emf2.jpg
3-16 http://www.berlin-ontherocks.de/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TeddyAward.jpg
PART 5 Do You Know...?
5-1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TelhadosLisboa1.JPG
歐洲聯盟國旗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Flag_of_Europe.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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