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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11月17日晚間4時，「2010 歐洲教育展－高雄場」正式於育美體育館展開，4小時
內湧入逾2,200名參觀民眾；而在晚間8時展覽結束後，開始徹夜的收拾工作，直至
18日凌晨1時最後一台施工車輛駛離校園，漆黑的校園頓時歸於平靜。

11月20日至21日，歐盟園區內50名高中職學生、5位教師、7位工作人員、2位職員
在Q001教室參加歐盟園區首次舉辦之「歐洲文化研習營」活動。

2場大活動，兩千多人的第一次全在這短短一個禮拜內發生。誠如在觀看喜劇時大
笑總是容易，而在看驚悚片時不尖叫總是需要忍耐，當生活陷入難關與挫折時，在
工作壓力之下，如何去維持心的平靜總是需要智慧；而在試驗後，很高興我們又能
心懷感恩、笑著跟彼此說聲：「謝謝，妳/你辛苦了!」

那麼，12月的歐盟園區便會沉寂了嗎?那可不!12月1日開始，歐盟園區與台灣法國
文化協會－高雄辦事處合辦之「歐洲與環境關懷特展」將於歐盟園區文化藝廊展
出，展覽內容包含：「能源」、「生物多樣性」與「永續發展」三部份，將各展出
兩個禮拜。電子報也將於下期起接續為大家介紹此三項議題。

真心邀請大家有空時便過來走走看看，我們不都聽說旅程中最美的風景，往往總在
不經意時出現嗎?

祝福大家的每一天滿足與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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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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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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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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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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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

11/25 (Fri.) 15:00-17:00

侯潔芬小姐 (法國教育中心)：
跳脫框架‧成就夢想－留

學法國面面觀

內容：法國學制與留學申請

【影展】
12/22 12:30-15:00《春風化雨》(Dead Poets Society) 
12/23 13:00-15:00《惡魔教室》(The Wave) 
12/24 12:30-14:30《放牛班的春天》(The Choir) 
12/25 12:00-15:00《心中的小星星》(Taare Zameen Par)
11/26   12:30-14:30 《我和我的小鬼們》(Entre Les Murs)
11/29 13:00-15:00《我們一定贏》(We Shall Overcome) 
11/30     12:30-15:00《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12/01     13:00-15:00《蒙娜麗莎的微笑》(Mona Lisa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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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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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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警方逮捕涉嫌槍殺外來移民的男子 (中廣新聞網2010-11-08)

•英國首相卡麥隆訪問中國 (中廣新聞網2010-11-08)

•捷克交通部長違反交通規則 吊照半年 (中廣新聞網2010-11-10)

•英研發「安寧程式」 助癌末病人掌握狀況 (中廣新聞網2010-11-10)

•德國前總理指布希回憶錄說謊 (中廣新聞網2010-11-11)

•英警稱上月郵包炸彈險在美東岸爆炸 (中廣新聞網2010-11-11)

•台免簽案 歐盟部長理事會支持 (中央社2010-11-11)

•僅5分鐘 歐洲議會壓倒性通過台灣免簽案 (new talk2010-11-11)

•抗議學費高漲 數萬學生上街抗議 (公視2010-11-11)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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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5分鐘 歐洲議會壓倒性通過台灣免簽案

台灣申請免申根簽證案，預計台灣最快民眾年底就可免簽赴
歐！歐洲議會（EP）全會11月11日以559票贊成、40票反對、13
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表決過程僅5分鐘即通過，這項決議實施
後，台灣民眾將可免簽證進入歐盟22個申根公約國及瑞士、冰
島、羅馬尼亞等28國，半年內可停留90天。

今年7月5日，歐盟執委會正式提出台灣免簽案，交由歐洲議會與
歐盟部長理事會審查。經過將近半年的努力，台灣免簽案即將達
陣。觀光局看好申根免簽，將讓國人到歐洲更方便，歐盟申根免
簽若拍板，台灣民眾一下子可以享受歐洲20多國免簽證的好處，
旅遊產品的包裝也可以更多元，勢必帶動新一波赴歐旅遊成長。

UCA3B 劉蔓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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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免簽案的法案說明人、保加利亞籍歐洲議會議員科瓦契夫
（Andrey Kovatchev）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歐洲議會通過台灣申請
歐盟免簽案後，最後，也最具關鍵性的階段是全案將移交定12月2、
3日舉行的司法暨長理事會審查，一旦通過，台灣的免簽案將於歐盟
公報上公告20日後生效。

爭取歐盟免申根簽證待遇案是當前台灣重大外交目標，台灣免
簽案首先於10月上旬在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中通過，接著內政委員
會於下旬更以壓倒性多數通過。過程算是相當迅速。

UCA3B 劉蔓君 整理



Taipei Golden Taipei Golden 
Horse Film FestivalHorse Film Festival

台北金馬國際影展台北金馬國際影展

4-2

4-4

4-3

4-1 Logo

UB4A 陳筠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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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台灣的電影始於日治時期，發展至今已有百餘年。

現今世界各國幾乎皆有代表自己國家的影展，像是享
譽國際、知名的四大影展－「奧斯卡金像獎」、「坎
城」、 「柏林」、「威尼斯」影展；台灣當然也不
例外，舉凡「台北」電影節、「高雄」電影節、女性
影展、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國民戲院、金穗獎…
等。其中，最具知名的即為台北金馬國際影展，也就
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金馬獎」。

4-5 Page 10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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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Festival：
金馬獎創立於民國51年，至今已舉辦46
屆，47屆的頒獎典禮也將於今年的11月
20日舉行。此獎項之設立，原先用意是
政府為促進國片製作所舉辦的獎勵性競
賽。
「金馬」二字取自金門、馬祖的頭字所
組成，創辦至今已更名為「台北金馬國
際影展」。金馬獎為華語電影最高榮譽
之一，是台灣電影界的年度盛事，亦是
華語地區中創立歷史最悠久的電影獎
項，又與香港的金像獎及中國大陸的金
雞百花獎並稱華語電影三大最高榮譽。
活動分為四個主軸：金馬獎、金馬國際
影展、金馬創投會議、金馬電影學院。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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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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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Golden Horse：
民國79年，第27屆金馬獎由行政院新聞局交由中華民
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主辦，因而設立了台北金馬影
展執行委員會，負責策劃影展一切事宜。
主要活動分為：金馬獎與金馬影展兩部份。第一部份
之目的在獎勵華語(人)電影的創作與發展；第二部
份，主辦單位廣邀世界各國的年度傑出電影作品參
展，目的為使國內外優秀影視創作者可以互相觀摩交
流，以推廣電影藝術及提升文化交流，亦可拓展國人
的視野提升創作力。
另外兩個主軸分別為：金馬創投會議與金馬電影學
院。近年來，華語電影市場的潛力大幅提升，不少國
外影視創作者跨國合作。金馬創投會議設立之目的在
提供影視創作者與投資發行雙方的合作機會；為能提
升年輕華語(人)影視創作者的能力與視野，因此台北
金馬影展於2009年首度舉辦「金馬電影學院」，由
侯孝賢導演擔任學院長，此學院設立之宗旨：一為傳
承頂尖創作者的創作視野與觀念，二為促進未來電影
新秀的交流與合作。

Page 12

4-9

4-10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4-11

以2008年為例，即是國片市場急
速竄升的一年，總觀影人次創下近五
年來的新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海
角七號》、《不能說的秘密》、《冏
男孩》…等等，均創下票房佳績，
《海角七號》的票房更高達5.3億。

隨著影視創作的多元化出現，金
馬影展近年也增加了國際數位短片競
賽，作為影像創作的新趨勢。

4-12

Page 13

Golden Horse Awards：
早期香港與中國大陸並無設置電影競賽之相關
獎勵，因此更顯得金馬獎的重要，也因而成為
華語電影界之指標，台灣與香港電影界的知名
導演與演員也都非常重視金馬獎。
過去幾年，台灣國片市場一度陷入低迷，不過
近年來，許多後起新秀導演以較新穎的手法拍
攝出屬於台灣人的故事，使得觀眾對國片的信
心提升，也使台灣國片市場重新燃起希望。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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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log：
2010金馬影展於11月4日起展開為期三週的展出，多達兩
百多部電影，讓觀眾大飽眼福。開幕片由李崗導演監製的
《茱麗葉》拉開序幕，此片分為三部份，分別由侯季然、
沈可尚、陳玉勳導演所執導。
金馬獎47屆頒獎典禮則於11月20日舉行，當天由評審團選
出22部影片及個人獎項得主，其中影片部份獎項包括：最
佳劇情片、紀錄片…等；個人獎則為大家耳孰能詳的：最
佳導演、男女主角、男女配角、音效…等；以及年度台灣
傑出電影與工作者兩個特別獎。此外，還有幾個會外獎，
例：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終身成就獎…等。
希望台灣觀眾都能一起共襄盛舉，一起支持台灣的國片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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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金馬影展】

11/4～18   於微風國賓、長春國賓及新光影城盛大展開

11/19～25 單廳放映的侯麥專題週

詳細售票資訊及場次表請上金馬官方網站查詢：
http://www.goldenhorse.org.tw/ui/index.php

【2010金馬創投會議】

11/16~18  於桃園南方莊園

活動詳情請至下列查詢：
http://www.goldenhorse.org.tw/ui/index.php?class=ftpp&func=ev
ents

【2010第二屆金馬電影學院】

11/3~11/18

附錄－影展資訊

4-15

4-16
Page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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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研究員發現北極地區冰冠的覆蓋率急速減少可能肇因於空氣環流模式的改
變，新的環流造成風向改變，進而將冰冠吹離北極，而使之急速減少。

挪威研究員觀察到2000年時一個劇烈的氣候變化，正好符合冰冠覆蓋下降率加
速的時間點，他們發現問題的答案藏在風中。研究員開始分析北極的環流模式。挪
威研究員指出：「我們發現環流的改變可以解釋為何2000年後覆蓋率下降如此明
顯。直到2000年，北極震盪對冬天的北極冰冠覆蓋有重大影響，然而2000年後的
劇烈變化顯示北極天氣與風向變為由北俄羅斯的高低壓決定，而北極震盪已不再扮
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風向的變化將大量的冰吹向格陵蘭的東岸，同時當北極的風
是由北俄羅斯氣壓系統決定時，形成的冰冠也較少。

此研究的結論在於：當我們使用冰冠覆蓋率做為極地的健康狀態指標時，需格
外小心。覆蓋率與風向有相當大的關聯，短期的覆蓋率改變並不能作為北極氣候變
遷的依據。

科技政策
挪威科學家發現來自西伯利亞
的風將減少北極冰冠的覆蓋率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006/P201006_02.htm

PE4C 賴靜如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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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氣候上的變遷已造成全球許多地區的改變。如地中海、中歐和西南歐的夏天產
生乾旱可能性增加；其他歐洲區域正經歷年降雨量分配的改變與能源和水資源的平衡改
變。這些現象長時間水資源缺乏的可能性，以及增加高年降雨量和極端氣候現象的發生
率。因為對乾旱資料的要求持續增加，歐洲聯合研究中心(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正籌建歐洲乾旱監測中心(European Drought Observatory, 
EDO)，來監測、評估和預測乾旱所賴帶來的災害，而歐洲防洪系統預報中心（EFAS）
提供了很多專家和資訊，來協助EDO的成立。

研究報告顯示，歐洲過去三十年來經歷的乾旱災情，已造成至少一百億歐元以上的
損失。2003年，中歐和西歐的乾旱，造成超過十二億歐元的經濟損失。2004年11月，
葡萄牙和西班牙南部地區的乾旱災情，對其農業產生嚴峻的挑戰，並影響家庭和工業上
的正常供水。因此，歐洲聯合研究中心(European Commission Joint Research Centre, 
JRC)正準備著手進行籌建歐洲乾旱監測中心(European Drought Observatory, EDO)，
來監測並評估乾旱將會帶來的災害，使歐洲人民有進一步的心理準備。

科技政策
歐洲聯合研究中心籌建歐洲乾旱監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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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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1007/P201007_02.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PE4C 賴靜如 整理



會議主題：2011年歐洲生物技術產業世界會議
會議日期：2011年2月22日～2月24日
會議地點：荷蘭阿姆斯特丹 Okura Hotel
會議說明：世界生物技術產業會議(Industrial Biotech World Conference)主要提供與生物科
技、生物精煉、原料相關之工業界翹楚進行交流、學習、拓展業務之平台，期望藉此會議規
劃與生物科技相關策略，使更了解生物技術發展及促進此一新產業的發展。

2011年大會探討的議題包括：
生物科技工業相關之商業模式和經濟學
透過有效合作關係達到推動創新
技術轉讓和新技術的取得
改善監管環境和刺激生物科技機制
原料和原料
實現生產過程中能源減少
融資和投資生物科技
生物程序
生物製造

活動網址：http://www.terrapinn.com/2011/whitebiotech

會議報導
2011 年歐洲生物技術產業世界會議於荷蘭阿姆斯特丹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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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1010/CF201010_02.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PE4C 賴靜如 整理



Q:你知道歐盟對內與對外的主權有何不同
嗎？

A:
1).對內：歐盟憲法及其法律之地位高於成
員國的法律，取歐盟法律與各國相等。
2).對外：歐盟以獨立國際法人的身分與其
他國家或國際組織建立外交關係，對之派駐
代表。並有共同外交與防衛政策機制，有集
體防禦的義務。

資料來源：淡江歐盟夏季研習班之歐盟研習手冊
(2010)

Part 6                                                         Do You Know...??

PE4C 賴靜如 整理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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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站：http://www.eutw.org.tw/academic_04_com.php?DB_ForID=57

2010年12月31日提供申請學術活動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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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歐盟中心針對未加入本中心之國內大學院校教研單位或政府
登記立案之國內歐盟研究團體，於舉辦歐盟相關學術研討會或論
壇，提供補助。

有意申請補助單位請參閱「EUTW學術活動補助辦法」，填妥附
件檔案，將電子檔寄送至中心信箱ntueutw@ntu.edu.tw，信件
主旨請註明「申請臺灣歐盟中心學術活動補助」，並將紙本郵寄
至「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1號」，信封請註明「申請臺灣歐盟中
心學術活動補助」。

聯絡人:白綺萍小姐
電話:02-2351-9641#351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外交官生涯不是夢! 」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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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成為外交官嗎？今年最強卡司～南台灣第一場～
外交特考經驗分享座談，邀你一起去圓夢!

講者：
外交部中南美司科員
曾永銳校友（第29屆西文科B班）
【教你如何準備外交特考】

外交部非洲司科長
周啟宇校友（第19屆英文科A班）
【與你分享外交官生活】

講座時間：99年12月6日（星期一）下午1:10 - 3:10
講座地點：文園2樓
活動網址：
http://c042.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0110002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越南語優惠價課程招生中

課程網址：
http://c016.wtuc.edu.tw/front/bin/ptdet
ail.phtml?Part=eec-v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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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刷卡，不收刷卡手續費喔！
＊本課程為單一優惠價，無論新舊
生報名皆可享優惠價折扣，不再與
其他優惠方案併用。

意者請洽於推廣教育中心!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封面橫幅圖片
http://img.club.pchome.net/upload/club/2009/3/16/pics_xwbk_1237143763.jpg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出處
中廣新聞網、中央社、公視

PART 4 歐洲文化專題
4-1 http://www.goldenhorse.org.tw
4-2 http://go.eslite.com/Event.aspx?id=3165
4-3      http://skywolf.pixnet.net/blog/post/25341996
4-4 http://www.gamebase.com.tw/news/news_content.php?sno=88743844
4-5      http://www.spot.org.tw/intro/book_info.cfm
4-6      http://www.spot.org.tw/intro/info.cfm
4-7      http://www.rayli.com.cn/zixun/LT_391436.html
4-8      http://www.goldenhorse.org.tw/ui/index.php?
4-9~10 http://movie.mop.com/poster/2006-11-13/4697.shtml
4-11      http://zh.wikipedia.org
4-12 http://pocato.pixnet.net/blog/post/25635561
4-13~14 http://www.goldenhorse.org.tw/ui/index.php?class=ghff&func=programme&work=detail&regist_id=1
4-15~16 http://www.goldenhorse.org.tw

PART 6 Do You Know...?
6-1 http://ec.europa.eu/avservices/2010/photo/photoDetails.cfm?sitelang=en&ref=P-01099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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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8                                                          資料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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