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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WHAT’’S INS IN

◎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 P03

◎歐盟一週大事 P12

◎歐洲文化專欄:比利時巧克力 P13

◎本週主題國家:與藝術結合的中古王國－捷克 P18

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本期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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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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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時間時間時間：：：：97/12/16(二二二二) ~97/12/22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求真樓Q002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場次表場次表場次表場次表：：：： 12/16 (二)    15:10     心如潮湧/比利時 106min

12/16 (二)    18:30     虛情假意/法國 88min

12/17 (12/17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13:10     )    13:10     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波蘭波蘭波蘭波蘭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85min85min

12/17 (12/17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18:30     )    18:30     藍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93min93min

12/18 (12/18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15:10     )    15:10     錄到鬼錄到鬼錄到鬼錄到鬼錄到鬼錄到鬼錄到鬼錄到鬼//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80min80min

12/18 (12/18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    18:30     )    18:30     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108min108min

12/19 (12/19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15:10     )    15:10     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80min80min

12/19 (12/19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18:30     )    18:30     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106min106min

12/22 (12/2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5:10     )    15:10     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106min106min

12/22 (12/22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18:30     )    18:30     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德國德國德國德國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127min127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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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h Taiwan European Film Festival



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 12/17 (三三三三)    13:10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 85min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Michal Kwiecinski麥克文辛斯基麥克文辛斯基麥克文辛斯基麥克文辛斯基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故事發生在1938年。富家子弟傑西，郵局工之子瓦薩克和來自軍人
世家的安德烈三人，雖然家庭背景不同，卻感情深厚，他們深信將
來的人生一定會與眾不同，對未來充滿希望。但納粹的入侵讓家園
變色，歐洲大陸深陷戰火，面對愛國情操、友情和正義，孰輕孰
重？他們從中學到最真實的一課。本片改編自編劇Jerzy Stawinski
的親身經歷。

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青
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青春變奏曲（（（（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 Jutro idziemy do kina 

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 Tomorrow We Are Going To The Cinema

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

04040404



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 12/17 (三三三三)    18:30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 93min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Alice Nellis艾莉絲奈莉艾莉絲奈莉艾莉絲奈莉艾莉絲奈莉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茱莉，有個英俊多金的老公和聰明伶俐的女兒，翻譯的工作也做得
輕鬆愉快。為了一圓兒時夢想，茱莉打算買一架鋼琴，因此和失意
的音樂家老闆熟識。原來看似美滿幸福的家庭背後隱藏著巨大的秘
密：茱莉在外頭包養小男人，老公也和秘書有一腿，女兒最近情竇
初開。當事情全部曝光後，面臨危機的茱莉該怎麼挽救這個曾是她
理想中的完美家庭？音樂家一首「Little Girl Blue」，道盡邁入中年
婦女心中多感的情懷...。

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藍
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藍調女孩（（（（捷

克捷克捷克捷克））））

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 Tajnosti

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 Little Girl Blue
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

05050505



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 12/18 (四四四四)    15:10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 80min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Jaume Balaguero & Paco Plaza 豪梅巴拿蓋魯與帕卡布拉豪梅巴拿蓋魯與帕卡布拉豪梅巴拿蓋魯與帕卡布拉豪梅巴拿蓋魯與帕卡布拉
扎扎扎扎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電視台決定製作一個消防隊員夜間工作的深度新聞報導，便指派美麗記者與
攝影師到消防局坐鎮以便在緊急發生時一同出動採訪。沒想到整晚風平浪
靜，正當他們要放棄打道回府時，一通911電話響起，消防隊突然接到報
案，指稱一棟老舊公寓中有人受傷。記者與攝影師跟著消防隊員來到現場，
沒想到一進公寓就聽見慘叫聲。一行人開始發現事情不對勁。原來，神秘病
毒在大樓裡散布，住戶個個都成了恐怖的怪物，僥倖逃過一命的記者與攝影
師卻發現自己被困在大樓內，遭到軍隊隔離，水電都被切斷。攝影機成為唯
一的證人，紀錄了慘絕人寰的恐怖畫面...。

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錄
到鬼錄到鬼錄到鬼錄到鬼（（（（西班

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 Rec.

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 Rec.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

06060606



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 12/18 (四四四四)    18:30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 108min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Alessandro D'Alatri 亞歷山卓達拉迪亞歷山卓達拉迪亞歷山卓達拉迪亞歷山卓達拉迪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三十多歲的馬力歐和母親同住，長期以來一直做著不穩定的工作。
父親死後，馬力歐受邀進入政府部門任職。他原本以為有了固定收
入，就能和他的朋友們一起將一棟廢棄的工業大樓改造成Disco舞
廳。但他的這份熱情和夢想卻不被保守的義大利社會接受。就在他
的熱忱受到打擊的同時，美麗且追尋自由的女學生琳達出現後，讓
他的人生似乎又有了新的轉機。

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熱
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熱情人生（（（（義

大利義大利義大利義大利））））

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 La Febbre

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 The Fever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

07070707



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 12/19 (五五五五)    15:10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 80min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Dušan Rapoš杜珊哈波斯杜珊哈波斯杜珊哈波斯杜珊哈波斯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斯洛伐克影史上傳奇性的代表作之一。導演杜珊哈波斯藉由這部影
片描述城市中年輕男女的悲喜生活。這些年輕人必須面對真實人
生，並學習浪漫愛情有時可能也會帶來傷害。本片雖然歷史悠久，
但是片中音樂氣氛的營造讓本片在斯洛伐克影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青
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青春蘇珊納（（（（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 Fontana pre Zuzanu

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 The Fountain For Suzanne

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

08080808



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 12/19 (五五五五)    18:30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 106min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Nimród Antal尼姆洛安塔尼姆洛安塔尼姆洛安塔尼姆洛安塔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2005年台北電影節參展片。二十來歲的主角布蘇，和同伴一行人是
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地下鐵系統的驗票員，彼此性格炯異，因為驗
票工作經常和乘客發生衝突。最近地鐵站發生一連串墜軌事件，當
局派員清查，卻發現事情並不單純...所有跡象顯示死者都是被人刻
意推落鐵道。神秘少女柔依和布蘇，兩人將攜手揭開耐人尋味的事
件真相。《針孔旅社》導演尼姆洛安塔以此片奪得2004年坎城影展
最佳青年導演獎。

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地
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地鐵迷宮（（（（匈

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 Kontroll

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 Control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

09090909



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 12/22 (一一一一)    15:10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 106min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Hu Mei胡玫胡玫胡玫胡玫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由真實故事改編。1931年中國派遣12名留學生到奧地利警官學校學
習，學員馬雲龍英俊的外表與率直的個性吸引了教官18歲的女兒芬
妮，兩人陷入熱戀。馬雲龍學成歸國，芬妮下定決心跟著情人遠赴
陌生的中國大陸。兩人在中國舉行古式婚禮，互相承諾永遠不分
離。異國愛侶經歷七十年的風雨、社會變遷、文化轉變，深刻地表
現出愛情化解種族與文化差異的強大力量。本片由中奧合作拍攝，
為了實現劇中真實人物的夢想，影片特地在中國的黃山開鏡，在奧
地利的阿爾卑斯山殺青。

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芬
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芬妮的微笑（（（（

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

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 Am anderen Ende der Brücke

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 For All Eternity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

10101010



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放映時間：：：： 12/22 (一一一一)    18:30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 127min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Doris Doerrie多莉絲朵利多莉絲朵利多莉絲朵利多莉絲朵利

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內容簡介：：：：
本片可望代表德國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魯迪和妻子杜莉在德國
鄉村過著恩愛的生活。直到有天，杜莉得知丈夫魯迪身罹絕症後，
決定對他隱瞞實情，把握時間去完成兩人一直盼望做的事。杜莉說
服魯迪一同到柏林探望子女，沒想到子女無暇理會父母。兩人轉往
波羅的海度假，沒想到一天醒來魯迪發現杜莉在睡夢中去世。傷心
欲絕的魯迪，輾轉得知深愛他的妻子為了家庭放棄了原本想要的生
活。魯迪決定前往東京，代替妻子完成她的遺願。

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中文片名：：：：當
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當櫻花盛開（（（（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原文片名：：：： Kirschblüten

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英文片名：：：： Cherry Blossom Hanami
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影片介紹

11111111



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

◎嚇阻索馬利亞海盜 歐盟將決定展開軍事行動

◎「歐盟主席」薩科奇晤達賴中共跳腳

◎希臘暴動擴大 全國停課 工潮蠢動

◎阿姆斯特丹拚觀光 4千萬歐元整頓紅燈區

◎德財長猛批英紓困方案 歐盟峰會蒙陰影

◎希臘青年騷亂潮蔓延歐洲多國

◎報告：德將連兩年負成長 衰幅創歷年之最

12121212更多歐盟新聞：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40



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
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 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圖片來源：http://www.travelrich.com.tw/members/traveltimes/index.aspx?Area_Class_id=2&Nation_Class_ID=57

blog.chinatimes.com/.../gallery/image/6115.html

文文文文：：：：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 應華系應華系應華系應華系 林桂帆林桂帆林桂帆林桂帆

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 應華系應華系應華系應華系 鄭伊珊鄭伊珊鄭伊珊鄭伊珊

13131313



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

比利時簡介比利時簡介比利時簡介比利時簡介比利時簡介比利時簡介比利時簡介比利時簡介 BelgiumBelgiumBelgium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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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 巧克力巧克力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比利時位於西北歐，西面與南面和
法國相鄰，東南臨盧森堡，東方為德國，
北方則為荷蘭和北海
首都首都首都首都：布魯塞爾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法蘭德斯語、法語和德語

比比比比比比比比利時的地理環境優良，多天然良港，為歐洲海上交通要衝；在
路上交通方面比利時為法、英、德、荷、四國交界處，位置重要。
比利時早年曾受多國統治，因此，語言差異一直是紛爭的來源，也
直接影響工作生活、教育、政治和文化。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baike.baidu.com/view/105462.htm
http://www.lrn.cn/travel/travelworld/tavelEurope/200804/W02008040783159205591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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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 歷史歷史

比利時巧克力被公認為世界第一，巧克力的製造

與消費都算是大工業：每年每個比利時人平均消

費8公斤的最佳巧克力。巧克力原本是阿茲特克上

層階級的專屬，可可豆在1520年，隨著探險家科

提茲從南美來到西班牙沿岸，很快便風靡歐洲。

在1815年一名阿姆斯特丹人卡斯怕凡胡頓成功將

可可油和果核分離，現代化的製造方式於是產

生。比利時巧克力工業在1870年代起飛，1885年

佔領剛果後景況更盛。

圖片來源：jesstsai.pixnet.net/blog/post/18664806
jesstsai.pixnet.net/blog/post/1866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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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 巧克力巧克力 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博物館

Musee du Cacao et du ChocolatMusee du Cacao et du Chocolat，，，，，，，，BrusselsBrussels
可可及巧克力博物館，館內有巧克力展覽、幻燈片放映。
地點：Maison des Ducs de Brabant，Grand Place 13，Brussels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星期日，早上10點～下午5點
門票：大人200法郎、12歲以下兒童150法郎

Museum Temple of Chocolate Cote D'OrMuseum Temple of Chocolate Cote D'Or

地點：Brusselsesteenweg 450，1500 Halle
只提供學校、公家機關以及特殊團體參觀。



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歐洲文化專欄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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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 巧克力巧克力

http://www.visitbelgium.com/
http://www.mucc.be/EN/page7/page7.html
http://www.mucc.be/EN/indexEN.html
http://blog.janietsai.com/rewrite.php/read-1044.html
http://www.leonidas-chocolate.com/
http://www.leonidas.com
http://gisc.tcgs.tc.edu.tw/student/europe/belgium2.pdf
http://www.visitflanders.com.cn/themes/chocolate_inspired.aspx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0705220
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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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藝術結合的中古王國與藝術結合的中古王國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圖片來源：：：：blog.roodo.com/millamovies/archives/4497913.html www.lotour.com/.../snapshot_25433.shtml
http://www.1adh.com/2007/20081004/0002/550/20080001-0007.JPG http://www.1adh.com/2007/20080824/20080001-0003.JPG
http://p0.p.pixnet.net/albums/userpics/0/7/426507/118414518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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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文：：：：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四技部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德文系何孟醇何孟醇何孟醇何孟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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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捷捷捷捷捷捷捷捷克共和國克共和國克共和國克共和國，簡稱捷克，是一
個中歐地區的內陸國家，其四個

鄰國分別為北方的波蘭，西北方

的德國，南方的奧地利，與東南

方的欺洛伐克。首都與最大城市

為布拉格。今日的捷克主要包含

了過去奧宏匈帝國時代波希米亞

與摩拉維亞這兩個傳統省份，與

一小部分的西里西亞之土地範

圍。而捷克的歷史影響著藝術的

發展。

19191919 圖片來源：http://www.travelrich.com.tw/members/europe/article.aspx?Article_ID=5485&CheckID=bb7bc9a1-15b0-44a0-8bc0-a04d5c21e872
http://www.lotour.com/imagessnapshot/20070528/s014632474.JPG
http://p0.p.pixnet.net/albums/userpics/0/7/426507/118726011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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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捷捷捷克首都布拉格在世人眼中向
以音樂之都的國際形象著稱，這
個美譽是建立在布拉格所擁有的
音樂文化、古蹟勝地和音樂組織
及活動上。同時，人們在談論幾
位偉大作曲家時也不會忘記這城
市。創始於1946年的「布拉格之
春」文藝季就經常吸引舉世聞名
的演奏家登台獻藝，由於這項藝
術活動，布拉格被譽為歐洲的音
樂學院。

20202020

是捷克戲劇活動中最特殊、知名度
也最高的一種。特色是將燈光和色
彩作特殊處理，營造出奇幻的效
果，因此也有人稱它為「幻象
劇」。黑光劇的舞台佈景是全黑
的，演員也全身著黑衣或蒙上黑
布，台前只以兩盞燈光照射，因此
演員看起來幾乎是隱形的。演出時
演員手持塗上螢光的道具、或在身
體某些部位塗上色彩，讓舞台上顯
現出許多奇妙的影像，黑光劇的演
員全身都是默劇表演的細胞，他們
嫻熟多變的肢體語言，是黑光劇表
演的靈魂所在。

音樂音樂音樂音樂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黑光劇黑光劇黑光劇黑光劇黑光劇黑光劇黑光劇黑光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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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卡舞經常被誤以為是源自波蘭
的舞蹈，事實上它卻是不折不扣
的捷克傳統舞蹈，只是受到某些
蘇格蘭舞蹈及波蘭Krakowiak舞
蹈的影響。1831年抗爭結束後，
波蘭人進駐捷克，因此波卡舞的
命名才會與波蘭有密切的關係。

21212121

波卡舞波卡舞波卡舞波卡舞波卡舞波卡舞波卡舞波卡舞 木偶劇通常會以絲線拉住木偶表
演、甚至製作與真人一樣大的木偶
和演員一同演出，兩種演出都相當
有趣。音樂演奏和一般音樂會大同
小異，但氣氛比普通音樂會生動活
潑得多，也較能跳脫語言的隔閡，
即使看捷克語的木偶劇，也不擔心
會沉悶睡倒在劇院裡。即使不買票
上劇院看木偶劇，也常有機會在街
上看到玩耍木偶的街頭藝人表演，
有的藝人當場配合木偶清唱一曲歌
劇，有的藝人則會播放原本錄好的
音效。不論以何種型態表演，藝人
和木偶的服飾造型，以及配合的佈
景、音樂都不馬虎，頗有看頭！

木偶劇木偶劇木偶劇木偶劇木偶劇木偶劇木偶劇木偶劇 PuppetryPuppetryPuppetryPuppetryPuppetryPuppetryPuppetryPuppetry
捷克的木偶劇始於十七世紀，
而且很快的成為中層階級最愛
的休閒活動，因此說它是歷史
悠久的民俗傳統並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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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的演奏多以室內樂、管風琴
等為主，節目的時間、內容都會
張貼在教堂門口；教堂音樂會雖
少有大型的演出，但門票不貴，
對不挑選特定節目的愛樂者來
說，是很不錯也很隨興的選擇。

教堂音樂會教堂音樂會教堂音樂會教堂音樂會教堂音樂會教堂音樂會教堂音樂會教堂音樂會

有人曾說布拉格是舉辦音樂會最
多的城市，這種說法並不誇張，
因為市區裡每一座教堂或宮殿
裡，都經常舉行音樂演奏會。有
些教堂或宮殿平日並不對遊客開
放，因此參加音樂會也是入內參
觀的好機會。經常舉辦音樂會的
教堂有聖詹姆斯教堂、聖尼古拉
斯教堂、聖法蘭西斯教堂、以及
聖維徒斯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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