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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漸漸地，歐盟園區電子報已經發行到第41期－同時也是本學期的第3期；關於世界
各大影展的介紹將於本期結束，下期的主題專欄則為台灣舉辦的影展介紹。

開學以來，歐盟園區至今已舉辦幾場系列講座、幾場留學講座、幾場影片放映、
幾場個人留學諮詢預約服務...等，如今，在同學即將進入期中考的同時，歐盟園
區也要開始自己的期中考－那便是此次「2010 歐洲教育展－高雄場」(以下簡稱
歐教展)的正式開幕。

自暑假開始，籌辦過程便如火如荼地展開，歐洲教育展為國內知名大型教育展之
一，今年首次於台中與高雄舉辦，歐盟園區便有機會能邀請歐教展於本校舉辦，
真的得非常非常感謝校內各單位的協助和配合；此外，也要謝謝同學們踴躍報名
展場/攤位助理，此次歐教展所需的42名助理名額全都開放給本校學生，希望能讓
協助展覽的同學獲得更多實習的機會。

說到這，當然得提到此次歐教展的開放時間為11月17日(三)下午16:00-20:00，
地點於育美體育館1樓，希望本校師生於繁忙的期中考期間，能撥空來參觀歐教
展，歐盟園區在此先為當天參觀人潮可能帶來的不便向本校全體教職員與學生們
致歉，希望我們都能有個愉快的參展經驗！

話不多說，「瑞士真實影展」的介紹正等著我們，翻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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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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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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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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奧地利留學諮詢]

[德國留學諮詢]

[美國留學諮詢]

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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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上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紐西蘭、澳洲留學諮詢]

[英國留學諮詢]

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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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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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園區歐洲教育系列講座

為配合此次「2010 歐洲教育展－高雄場」活
動，歐盟園區特別舉辦歐洲教育系列講座與
影展，活動內容請參見下方介紹，活動日期
與時間隨時更新於園區網頁上，請有興趣的
師生隨時上網查閱，並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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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18 (Thu.) 15:00-17:00
Mr. Johan van Wegen (唐吉柯德學院)：
「留學西班牙說明會」

(2) 11/19 (Fri.) 15:00-17:00
穆瑪俐主任 (台灣法國文化協會高雄分會)：
「DELF-DALF法語鑑定文憑講座」

(3) 11/25 (Fri.) 15:00-17:00
侯潔芬小姐 (法國教育中心)；
內容：法國學制與留學申請



Part 1                                                          園區十一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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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園區留學講座

歐盟園區於本學期規劃多場留學說明
講座與分享會，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報
名參加！活動詳情請參見左方海報。

近期場次
日期：11/24(三) 15:00-17:00
主題：「讓留學夢想與現實零距離」
內容：
1. 英國大學學制介紹
2. 英國生活環境/學術訓練差異比較
3. 英國留學優勢比一比
4. 成功申請名校的必備條件
地點：歐盟園區



• 法國驅逐吉普賽人可能違反歐盟法律 (中廣新聞網 2010/10/16)
• 梅克爾：德國多元文化社會失敗 (中廣新聞網 2010/10/17)
• 法國政府面對罷工堅不妥協 (中廣新聞網 2010/10/18)
• 赤字超標不改善 歐盟將開鍘 (路透社 2010/10/19)
• 谷歌街景圖疑似違反個資 西班牙提告 (台灣醒報 2010/10/20)
• 歐洲議會通過 產假增為20週 (法新社 2010/10/21)
• BDI改革計劃 擬攬超大型貨輪 (台灣新生報 2010/10/22)
• 歐盟與俄國促伊朗下月會談核子問題 (路透社 2010/10/23)
• 歐洲六極右翼政黨會師 要求公投反土耳其入歐盟 (新頭殼 2010/10/24)
• 斯洛維尼亞選出東歐第一位黑人市長 (中廣新聞網 2010/10/25)
• 世足八爪神算 德國「章魚哥」暴斃 (TVBS 2010/10/26)
• 31日起 英國時間調慢1小時 (中央社2010/10/27)
• 法國國會通過退休改革法案 (法新社 2010/10/28)

歐盟雙週新聞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Page 6



XS4A 紀淳薰 整理

法國參議院於10月11日表決，以174票對159票，通過將申領全額退休金的
年限從65歲提高到67歲。這是法國總統沙柯吉(Nicolas Sarkozy)提出的退休
改革方案中兩大重點之一。

此一政策引爆民眾憤怒，數十萬民眾走上街頭，展開全國性的罷工抗議，
抗議群眾除了學生老師與郵務人員，機場航管人員也都加入抗爭行列，不但
多數學校校舍損毀，街頭髒亂不堪，連法國陸空交通都幾近癱瘓。抗議族群
罷工超過1星期；法國境內有超過2600座、占法國5分之1的加油站無法供油，
街頭到處是抗議遊行後的垃圾。法國總理費雍(Francois Fillon)表示，絕不讓
供應受阻問題影響法國經濟。他強調，縱使民眾有其罷工權利也不應阻擋燃
油供應。

新聞深度報導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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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全國性大罷工事件



XS4A 紀淳薰 整理

即使全國性的罷工越來越嚴重，總統沙柯吉態度依舊強硬並於日前聲明，
儘管罷工風潮再起，但政府絕不退讓；法國政府強調，唯有調高退休年齡，
才能確保退休年金體系財務健全，否則到2020年時，年金缺口將從目前的每
年320億歐元惡化至500億歐元。

在下議院進行表決後，國會於10月27日通過備受爭議的退休改革法案最
終版本。國會下院「國民議會以336票贊成和233票反對，表決通過最終版本
法案。國會上院「參議院」已於昨天表決通過最終版本法案。這項法案把退
休年齡從60歲提高至62歲。如今沙柯吉必須把它簽署成為法律，並在官方公
報上公告，沙柯吉的一名顧問先前表示，那將會在11月15日左右。

但工會仍呼籲於28日展開第9天抗議行動，包括罷工和在超過100個城鎮
上街示威遊行。近一個月來，法國各大工會已先後發動4場大罷工與5場示
威。此次罷工事件之後續效應目前仍是各方矚目的焦點。

新聞深度報導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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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全國性大罷工事件



Visions du RVisions du Rééelel
NyonNyon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Festival

瑞士真實影展瑞士真實影展

4-1 (Visions du Réel 2010年海報)

Visions du Réel
台灣將其名直譯為瑞士真實影展，
但其原意卻有「真實的多重視野」
的意思，是目前世界最重要的紀錄
片影展之一。

4-2 (Visions du Réel-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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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4A 陳筠婕 整理



4-3 (Visions du Réel 前主席－Jean 
Perret於2010年卸任)

History：
☆源起於1969年瑞士西南方的一個小城－
Nyon(尼翁)，當地的藝術電影節，至今已有41
年歷史。1955年，在Jean Perret接下影展主
席身分後，從此更名為－Visions du Réel。

4-4

Location：
☆瑞士－歐洲的地理中
心 ，比鄰著德國、法
國、義大利及奧地利。
尼翁是鄰近日內瓦湖畔
的一個小城鎮，從日內
瓦搭火車約15分鐘就可
抵達，亦是歐洲足聯的
總部所在地。 4-5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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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Festival：
每年的四月，來自世界各地的紀錄片愛好者
就會湧入這鄰近日內瓦湖畔的小城－Nyon。
當地的四大節慶－電影、魔術、音樂、戲
劇，按照月份接續舉辦。
為期一週的展演活動裡，將在四個放映廳裡
播放超過150部影片，以及十幾場與紀錄片和
影展相關的論壇、酒會、表演、展覽…等，
各種精彩節目。

4-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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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Visions du Réel：
在電影節放映著非主流的紀錄片，Visions du Réel
的目標就是放棄原本世界所認知的主流，提供多元化
且具啟發性的觀點，同時也使它可以將相關經驗各界
回響及激勵作結合。
真實影展在去年恰逢第15週年，影展雖有41年歷史，
卻是在第25屆時，才將其定位為紀錄片影展，並固定
在Nyon舉行。

4-9 (Visions du Réel 2009年海報)

4-8 Pag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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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共有兩個主要競賽單元，國際競賽及新導
演競賽(Regards Neufs)，而2008年台灣導演沈可尚
的《野球孩子》就是入圍此單元；此外，還有八個觀
摩單元，包括真實的虛構(Fiction du Réel)、瑞士精
選、焦點影人...等。其中，「第一步」(First Steps)
單元，主要是播放學生或年輕工作者所拍攝的紀錄短
片，希望藉由此單元讓有潛力的創作者增加曝光率，
進而獲得更多的拍片機會。

4-11

4-10

影展強調抽象的「真實」
概念，虛構與真實元素的
交互作用，正因如此開放
的思維，打破以往對紀錄
片的傳統想法。在真實影
展裡，對美學的不設限與
束縛，這或許就是它最吸
引人的特色吧！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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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瑞士處於歐洲的樞紐中心，加上多元
化的語言(包括法、德、英語)，使得真實影展的
市場展幾乎成為歐洲紀錄片工作者的爭相前往
交流的地方；2008年時，市場展共有來自35個
不同國家，超過700人到此交流。許多紀錄片
工作者、世界各國的公共電視台及投資者也會
受邀至此；而參展者除繳交規定之文件外，須
在經過投資者們的面談和審議，才決定是否投
資這部影片。

此外，真實影展也和波蘭華沙影展(Planete
Doc Review Warsaw)、捷克伊赫拉瓦影展(IDFF 
Jihlava)、德國萊比錫影展(DOK Leipzig)、丹麥
哥本哈根影展(DOX Copenhagen)…等五個影
展，共組了一個名為「歐洲紀錄片同盟」(Doc 
Alliance)的組織，提供資金給紀錄片工作者，倘
若獲得投資，完成後的影片還可以在這五個影
展中輪流播出。

由於瑞士處於歐洲的樞紐中心，加上多元
化的語言(包括法、德、英語)，使得真實影展的
市場展幾乎成為歐洲紀錄片工作者的爭相前往
交流的地方；2008年時，市場展共有來自35個
不同國家，超過700人到此交流。許多紀錄片
工作者、世界各國的公共電視台及投資者也會
受邀至此；而參展者除繳交規定之文件外，須
在經過投資者們的面談和審議，才決定是否投
資這部影片。

此外，真實影展也和波蘭華沙影展(Planete
Doc Review Warsaw)、捷克伊赫拉瓦影展(IDFF 
Jihlava)、德國萊比錫影展(DOK Leipzig)、丹麥
哥本哈根影展(DOX Copenhagen)…等五個影
展，共組了一個名為「歐洲紀錄片同盟」(Doc 
Alliance)的組織，提供資金給紀錄片工作者，倘
若獲得投資，完成後的影片還可以在這五個影
展中輪流播出。4-13

市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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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log
為滿足無法親自前往瑞士參加真實

影展的本國影迷，文建會「國民戲院」
特別邀請到甫卸下瑞士真實影展主席職
務的Jean Perret先生來台策劃「真實的
展演」影展，Jean Perret曾多次來台擔
任「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的評審；
此次影展預計播放的影片除了Jean 
Perret精選的19部呈現各種面向且敘事
方式具特殊視野的紀錄片外，亦將放映
14部入圍「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
灣映像單元的台灣紀錄片，與所有台灣
觀眾一同分享。

4-14(底圖)

4-15

Pag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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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10/15-11/05 (光點台北)
高雄：11/12-11/18 (高市電影圖書館)

(影展詳細資訊請參考本期電子報頁21。)

展出時間展出時間

4-17

4-16

Pag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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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表示，2010年穀物產量將接近自2005年以來的平均記錄。根據一份聯合
研究中心(JRC)的報告指出，雖然整體耕地面積逐漸縮小，每公頃耕地的產量將高於平均
水準達5%。此外，雖然這一年以來歐洲遭遇多次極端氣候，如洪水和雨水不足，該報告
也指出，歐盟部分地區的豐收有助於抵消其它地區因惡劣氣候對農作物所造成的負面影
響。

該報告亦顯示，2010年整個歐盟地區穀物的耕作面積與去年相比，下跌3％。大致來
說，自2005年以來，歐盟27國的作物產量皆有成長。以穀物為例，玉米成長幅度最大
（7.7％），其次是大麥（4.4％）、軟粒小麥和硬粒小麥。至於其他作物類，增幅最高的
代表是葵花籽，產量成長達7.2％，其次是馬鈴薯（6.9％）和甜菜（2.3％）。而2.4%.油
菜籽產量則下降2.4％。

此外，報告推論極端炎熱和乾燥的天氣將對俄羅斯的冬季作物生產造成很大的影響。
俄羅斯為全球排名第四大的小麥出口國。但今年以來，因為竄燒的森林野火嚴重肆虐所
致，俄羅斯政府已經宣布，從8月15日起至今年年底為止，禁止小麥、玉米、大麥、黑麥
與麵粉出口的禁令。

科技政策
歐盟執委會聯合研究中心報告指出

極端的氣候不影響穀物的生產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10/P201010_03.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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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發經費預計有8億歐元用來資助中小企業的研發，這也將是歐盟首次限
定計畫補助特定研究方向。舉例來說：中小企業參與者必須有超過35%的預算在健
康、環境以及奈米科技這些特定項目；而將研究成果轉成新的科技應用、產品以及
服務，則是此計畫的核心。

在健康相關提案中，大約有2億6百萬歐元的經費，將會被使用在新藥物的臨床
試驗，這超過2011年三分之一的經費預算。

在奈米科技方面(2億7千萬歐元的預算)，將會投入更多的研究在取得專利與產
品商業化上。資訊和通訊科技的資金中，大約有6億歐元的資金投入下個世代的網
絡、硬體設備、自動化系統、電子與光晶體結構研究，還包含科技數位化議題。超
過4億歐元的資金將會研究低碳經濟、老年化人口；此外，9千萬歐元的資金則將
會在2011年，投入未來公共網絡的公私夥伴關係(Future internet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讓歐洲的網路硬體設備更加”聰明”。

科技政策
歐盟投入史上最大一筆研發經費64億歐元

增加研究發展和工作機會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UB4A 謝函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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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10/P201010_04.htm



瑞典政府認為今日的資訊通訊科技可以提供醫療保健上許多的幫助，協助人民、病人及家屬快速且方便地
取得醫療資訊及照顧。而一個良好的e-Health系統必需要容易使用、並可透過網路與醫療服務及個人相關病歷
資料相結合，時時提供大眾所需的醫療協助。為此瑞典政府定出五項e-Health的策略運作方針以及六個e-
Health行動領域，希望藉由有系統的引導規化，讓瑞典e-Health系統更為完善。以下即針對此其五項e-Health
的策略運作方針以及六個e-Health行動領域列點簡介。

五項e-Health的策略運作方針
- 提升人民與病人參與e-Health相關系統的程度
- 讓e-Health系統打破領域及彊界化分
- 提供使用者友善方便的專業使用介面，並加強相關使用功能
- 確認在提供醫療照顧上有良好資源管理，並尋找最合於經濟效益的方式
- 創造適用於資訊通訊科技的醫療照顧環境

六個e-Health行動領域
- 在擴張資訊通訊科技的使用上，帶入法律與規範的管制
- 創造公眾資訊交流架構平台
- 創造基本通用技術基礎
- 協助建構能夠進行資訊交流的系統
- 協助各個組織間的資訊交流無礙
- 確認人民可以輕易上手使用相關資訊及服務

專題報導
瑞典實現歐盟e-Health政策之國家發展策略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UB4A 謝函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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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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200806/SP200806_01.htm



Q. 為什麼歐洲的國家紛紛要加入歐盟，對加入歐盟的該國經濟有何影響？

A. 歐盟對經濟方面的影響可以從歐元的重要性得知:
歐元(EURO)紙幣和硬幣於2002年1月1日正式流通。歐元的出現使歐洲各國的金融市場和股
票交易更趨一體化，歐盟在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中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地位。經濟暨貨幣聯盟
(EMU)的成立與歐元正式問世，不但可以增加歐國家的競爭力，更可進一步促成區域性經濟
整合和鼓勵政治合作。就經濟上言，EMU對歐盟內部將帶來預期的利益包括有：

(1) 歐洲各國間的外匯交易風險將會大大降低，歐洲區域內的投資程序將會更為簡化；
(2) 會員國間的外匯交易成本降低；
(3) 單一貨幣形成後將會著重國與國之間價格的差異，套匯有助於減少價格上的差異發生，利於消費

者與製造業；
(4) 對政府公債之收益部分，因為區域內金融情勢穩定性提高，將僅剩政府的信用風險一項，所以在

加入EMU前公債獲益愈高者，其收益將會愈大；
(5) 德國馬克由歐元取代，將可紓解德國經濟作為支撐區域經濟儲備貨幣所付出的成本，因為資金大

量流向馬克，將會導致馬克面臨升值壓力，德國經濟相對失去國際競爭力；
(6) EMU境內，因為各國貨幣的消失，改以統一歐元記帳，流向他國儲存的資金，將無所遁形會被

課稅。

資料來源：http://credit.vljw.cn/article.aspx?id=20330

Part 6                                                         Do You Know...??

UB4A 謝函玲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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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活動網站：http://w4.kcg.gov.tw/~kmfa1/movie_s.php?belong=262

真實的展演
Les spectacles de réel

Page 21

「瑞士真實影展」主席Jean Perret
於2010年卸下該職務後，文建會
「國民戲院」此次特別向他致意並
邀請他策展，為他16年的影展策展
經驗留下註解。選映敘事方式與書
寫具特殊視野的紀錄片，或打破紀
錄片與劇情影片之間牢不可破界線
的原創作品。

本影展活動高雄場播放時間為
11/12~11/18，地點於高雄市電影圖
書館， 放映時間表如左圖，影片介
紹請參見高雄市影圖官網。

(回頁16)
麵包棒村抗爭記Grissinopoli -
Bread-Stick Ville

19:0011/18 (四)

打不倒的證人
Unwanted Witness

19:0011/17 (三)

來自異鄉的探戈
Enrique y Judita

19:0011/16 (二)

我摯愛的公路遊俠
Driving Men

19:00

以眼復仇Avenge But One of 
My Two Eyes

14:0011/14 (日)

核你到永遠 Into Eternity19:00

治療 Treating14:0011/13 (六)

高加索的惡龍
Pipeline Next Door

19:0011/12 (五)

片名時間日期



鬥智鬥字字彙爭霸戰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即日起，外語能力診斷輔
導中心將開放同學至中心
體驗競賽工具—英語字彙
五子棋，歡迎大家組隊(3
人1隊)參賽！

◎ 若與課程衝突，可申請公
假出賽，中心將提供出賽證
明佐證。如欲報名或對以上
試玩遊戲有問題者，歡迎致
電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洽
詢。

相關網頁：http://c01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27
Page 22



封面橫幅圖片
http://tw.myblog.yahoo.com/jw!avRU7l.QAwShChF1u0v86rcg/article?mid=57110&prev=57394&next=57069&l=f&f
id=113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出處

1.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8/58/2f6gx.html
2.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12/1/2esrc.html
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01020/8/2fauo.html

PART 3 歐洲文化專題
背景圖 http://www.visionsdureel.ch/
4-1 http://genevalunch.com/blog/tag/nyon/
4-2 http://en.wikipedia.org/wiki/Visions_du_R%C3%A9el
4-3   
http://www.swissinfo.ch/fre/Dossiers/_Festivals_2009/Festivals_2009..._tous_azimuts!/Le_festival_Visions_du
_Reel_assume_sa_necessite.html?cid=5394874
4-4 http://nona.net/features/map/placedetail.428465/Nyon/
4-5 http://www.autoshippers.co.uk/Overseas_Moving/International_Removals_Switzerland.htm
4-6~8    http://www.visionsdureel.ch/
4-9 http://docworker.blogspot.com/2009/09/2009visions-du-reel_30.html
4-10~11 http://www.visionsdureel.ch/
4-12 http://www.google.com.tw/images?hl=zh-TW
4-13~15 http://www.visionsdureel.ch/
4-16 http://www.cmu.edu/faces/facesofreal/themother.html
4-17 http://www.twfilm.org/spectacles/
4-18       http://www.facebook.com/posted.php?id=91790892736&share_id=150837028288518&comments=1

Part 8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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