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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end of 2020, the first glimmer of hope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appears. Several companies have been able to develop effective vaccines against

Covid-19 and these will soon be on the market. The UK will be the first European

country to start vaccination. However, despite the upcoming vaccination, a rapid

return to normality is not expected, as vaccinating 7.8 billion people is a huge

logistical and health challenge. The situation calls for patience and perseverance,

even if we sometimes find it difficult. But with confidence in science and combined

efforts, even the biggest crises can be overcome. This should give us the courage to

face the next challenge - climate change.

In this issue, we look at topics that are currently preoccupying Europe,

ranging from digitalization, education, and film series to new forms of tourism.

Enjoy reading!

2020年結束之際，這場對抗Covid-19的戰役，終於露出希望的曙光。許

多藥廠已經開發預防Covid-19的疫苗，而且很快就能問市。英國將會是第一個

推動疫苗接種的國家。然而，疫苗的出現也無法保證生活將很快地回歸正常，

要讓78億人口都接受施打疫苗，也是個龐大的物流困境，以及健康政策上的挑

戰。此刻世界需要的是耐心與堅忍，雖然看似不太容易。但是，藉著科學的進

步和眾人的努力，再怎麼大的危機大家都能克服的。這也將帶給我們勇氣去面

對下一個挑戰─氣候變遷。

在這一期的歐盟園區電子報中，我們認識歐洲目前面臨的許多議題，從

數位科技、教育、電影藝術到新型態的旅遊，內容精彩。

祝大家閱讀愉快。

文藻歐盟觀光文化經貿園區主任
華明儀Armin Ibitz

編輯觀點 Editorial

編輯觀點歐洲的數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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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數位時代
A Europe fit for the digital age

人工智慧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的數位時代

〔YE3A黃亭娟/UG4B余思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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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發達的21世紀，數位科技正在改變人們的生活。為了趕上科技的

時代變化，歐盟也提出相應的策略---一個同時具備便利性與安全性的數位時

代。對此，歐盟的主要目標為，如何使科技為人們和企業帶來最大的效益，並

同時實現歐洲2050年的氣候中和目標。

簡介

為了達成此目標，

歐盟的作法將基於三大要點：

1.提供人類更親民的數位科技服務

2.創造公平的商業經濟環境

3.發展出一個民主且可持續發展的

數位化社會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的數位時代

為了打造⼀個更安全且強大的數位時代，

歐盟將嚴格控管及執行於以下八大目標：

1. 線上平台

2. 網路安全

3. 數位人才的培訓

4. 強化區塊鏈的技術

5. 人工智慧

6. 歐洲數據資料的使用

7. 歐洲製造業的轉型

8. 高效能計算(H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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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是電腦科學的一個分支，它致力於在機器中複製或模擬人類

智慧。因此，人工智慧機器可以代替人類執行許多人力工作。而其中人工智

慧系統包括策劃、學習、推理和問題解決。透過人工智慧系統內建的機器學

習與深度學習演算法，使得人工智慧機器在執行工作時，能夠自行的運作。

儘管目前科技還無法到達小說裡與人類相似度極高的機器人的水平，科學

家、研究人員和技術人員仍然在人工智慧的技術研究上有許多偉大的成就。

人工智慧簡介：
什麼是人工智慧（AI）?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的數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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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數位時代 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在人工智慧上的應用？

人工智慧不僅為人類生活帶來許多便利，更是為經濟和政府帶來了極大的

利益，接下來，我們將以人工智慧如何運用在醫療保健方面作為例子。近年

來，醫務人員已人工智慧的技術應用在他們的工作流程上，也使得患者的治

療更加的快速及便利。

醫療保健智能化

對於醫療界來說，時間就

是金錢，能及早發現患者的病

狀是很重要的。因此，透過AIR

Recon DL（人工智慧軟體）能

縮短磁共振成像的拍攝時間、

減少拍攝的失誤率和保持該圖

像的品質。也因為這樣的人工

智慧技術，能夠更快速的為患

者找出病狀並及早接受治療。

根據數據指出，臨床醫生

僅 將 27 ％ 的 時 間 花 在 病 人 身

上，其餘的時間皆花在研究數

據、追踪結果以及繁瑣的行政

工作上。人工智慧能夠為這些

醫生節省許多時間和將整個流

程精簡化，讓醫生能更專注於

在治療患者上。

胸腔X光

目前歐洲正評估將人工

智慧使用在胸腔X光方面，例

如肺結核的評估、結核病或肺

炎的檢測或是彌散性肺病的量

化。對於放射科醫生來說，人

工智慧所內建的放射學軟體、

圖像識別功能和自動分析數據

的功能，能夠為他們大幅的提

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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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的數位時代

婦產科醫師在對孕婦進行20週檢查的過程時，通常會檢查

胎兒的中樞神經系統，因為在這個階段，胎兒可能會出現嚴重的

大腦問題。但是測量胎兒的大腦並非易事，因為該過程需要超音

波技術人員進行大量的數據輸入。在檢查的過程中，技術人員僅

有41次的點擊上限次數。而藉由設備中內建的的人工智慧深度學

習系統，點擊的上限次數可以減少至8次。這不但能有助於簡化流

程，更能減少出錯的次數。

德國明登市的胎兒醫學專家Ralf Menkhaus，在使用超音波系

統(GE Healthcare Voluson E10)上 已有多年的經驗。在幾個月前，他

開始使用一個名為SonoCNS的超音波人工智慧軟體，而該工具可

以自動執行對胎兒大腦的測量過程。Menkhaus博士表示：『我要

做的就僅需測量胎兒大腦的體積，之後即可獲得所需的測量值。

該軟體也能將點擊上限次數減少至75％以上，使得醫生們更能夠

專注在患者身上。』 而這對經驗不足的婦科醫生來說是一大益

處，因為只需點擊一個按鈕，便能進行準確的測量。

孕婦超音波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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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的爭議：

雖然AI可以為人類帶來許多效益，但是對人工智慧系統的日益依賴也帶來

了潛在的風險，如：大量人員因人工智慧而失業、對人民基本權利的侵犯及隱私

權遭竊取等。為了促進人工智慧的發展和顧及其所帶來的風險，在2020年2月19

日，歐盟發布一份「人工智慧白皮書」。

其中包含了政策和規章制度，其宗旨為建立一個優秀且值得信賴的人工智

慧生態系統並著重於三個不同要點：

1. 對於整個歐盟的經濟和公共行政，提供對人工智慧的具體支持。

2. 未來關於人工智慧的規章制度

3. 人工智慧的安全和責任問題

歐洲的數位時代
歐洲主題專欄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VXZk7A

https://reurl.cc/q8bQXg

https://reurl.cc/k0bDvr

https://reurl.cc/ygbzXD

https://reurl.cc/Y65yQD

https://reurl.cc/14LyzW

https://reurl.cc/j54LpZ

https://reurl.cc/j5ZaV1

圖片來源：
封面 https://reurl.cc/WLYlgy

圖2 https://reurl.cc/ygbzlD

圖3 https://reurl.cc/GrqWlW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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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疫情下的兒童發展：口罩也會影響孩子學習？

新冠肺炎自爆發以來已奪取無數人的性命，為了降低傳染的可能性，人

們必須時時刻刻都戴著口罩，兒童也不例外。然而，多了一層口罩，卻成

為兒童和大人互動的阻礙。

根據德國新聞台《3sat. Nano》10月5日的報導，瑞士托兒所老師表示：

「因應新冠肺炎他們必須整天配戴口罩，但這項規定對他們來說是一大挑

戰，因為兒童必須學習如何說話，而在學習的過程中也需要模仿大人的臉

部表情。」兒童在學習語言的期間需要同時運用聽覺及視覺，不僅會模仿

大人的嘴型及臉部表情，也會透過清楚的發音去嘗試掌握自己的母語。然

而，若長期受疫情影響而需配戴口罩，則會使得兒童在學習發音時深受影

響。而這份影響將挑戰老師們們如何在疫情下維持一定的教育水平。

除此之外，戴上口罩會影響兒童和老師之間的互動。兒童無法透過視覺

得知老師的情緒，造成兒童對情緒辨識的能力下降。報導中也有舉出美國

一項關於口罩是否影響孩子與家長互動的實驗，實驗對象為一歲孩童和她

的媽媽，從實驗中可以發現當孩子看見媽媽的表情時，心情是愉悅的，反

之當媽媽面無表情如同戴口罩時，小孩就開始焦躁試圖要引起媽媽的注意。

疫情下的兒童發展：

口罩也會影響孩子學習？
〔UG3A 陳筠 聶立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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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疫情下的兒童發展：口罩也會影響孩子學習？

雖然目前還沒有研究指出口罩和影響孩童學習有絕對關係，但今年

因疫情造成特殊的口罩文化，更值得大家留意口罩所帶來的影響。

在閱讀這份報導前，通常認為口罩有時只是使人聽不清對方說些什

麼，卻完全無法想像到口罩竟也會間接影響到孩子的學習和成長。我們

應該持續關注的是，在疫情還未完全消失前，不能因為會影響孩子學習

而不戴口罩，增加彼此傳染的風險，而是教育者盡快地討論出適當的解

決方式以面對疫情所帶來的影響才是當務之急。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j5Zp51 (3:3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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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策展：轉機台灣
校外藝文報導

Make Every Migrant‘s Journey

Worthy and Inspiring
〔UF3A 張乃仁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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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在台灣每四十人中，就有一名來自東南亞的移工。我們俗稱的外勞

──撐起台灣舒適的生活。來自印尼、越南、泰國與菲律賓的移工，擔任

我們的家庭看護、工廠勞工，亦或遠洋近海的漁工。移民移工人口日趨

增，台灣與移工朋友的連結將更為深層，從社會到個人，我們又該如何彼

此認識與理解，看見這份轉機呢？「轉機台灣」是由非營利組織 One-Forty

所舉辦的攝影策展，期待透過影像與文字紀錄，帶領民眾聆聽移工的故

事，認識 One-Forty的議題倡議與教育計畫。

工作轉機於異鄉、生命的轉機與台灣社會的轉機 ——轉機台灣

圖(1) 高雄轉機台灣駁二倉庫
圖(2) One-Forty Logo

校外藝文策展：轉機台灣



校外藝文報導
校外藝文策展：轉機台灣

展區⼀原鄉啟程、展區二異鄉日常

One-Forty的攝影作品從印尼

田野調查到台灣，用人像、田野及

台灣移工們日常相聚的場所呈現，

讓觀展者能夠看見這個在我們土地

上的陌生群體。

第一區展覽原鄉啟程中，有

一項VR互動裝置，配搭上印尼田野

調查中的影像，帶領觀展人身歷其

境，感受移工的家鄉、家、街坊與

移工開的店。

圖(4) VR影片連結

圖(3) VR 互動裝置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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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策展：轉機台灣
校外藝文報導

展區三移工之聲、展區四移工之外

每年在One-Forty 的召集下，都有數百名移工朋友投稿自己的攝影

作品，經過篩選再於年度策展中展出，移工朋友們分享著台灣的生活，

透過圖像訴說自己的心情寫照和日常；在移民工文學獎中的文學作品，

也以文字方式表達對家人和家鄉的思念。

超乎人想像的生活，使

共同在一片土地上生活的我們

看見移工對台灣的反饋，我們

該如何相待與共處。當我們口

中 的 「 外 勞 」 撕 下 外 勞 的 標

籤，他會是什麼樣貌？

[ ⼀⽀社會實驗影片 ]
⼀個人 x 三個故事
= 幾種想像？

圖片 筆者拍攝

圖(5) [ ⼀⽀社會實驗影片 ] 影片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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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成立五年的非營利組織One-Forty，長期關注於來自東南亞的移工，

並投入於移工教育，期待台灣成為移工朋友們生命的轉機。組織主要為兩

個工作方向，「移工倡議」「移工人生學校」。

非營利組織 One-Forty

「移工倡議」

東南亞移工與台灣之間的

認識，經常止於新聞媒體，和間

接朔造的既定印象。與其說是嚴

謹的議題探究，One-Forty的方式

則是成為分享與交流的橋樑，讓

台灣社會有更多認識東南亞移工

的機會。透過定期的文化交流活

動、藝術展覽、自媒體經營等，

將東南亞移工的故事散佈在台灣

這片土地上，打開我們認識東南

亞的窗口，創造一個實質友善的

社會。

宗旨是希望能夠讓每一位

來參與課程的移工，在學習的過

程中 更 認識 自 己、 發覺 自 己所

愛、及找到自己所能。One-Forty

非常注重在課堂上鼓勵學生與同

學、和老師們分享自己的生活與

想法，讓他們可以有發展自我的

機會。除了基本中文課程，更期

待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的旅程能更

具價值，移工人生學校設計各種

線上 與 實體 的 多元 專長 培 力課

程，例如創業、理財、基礎電腦

軟體或讓移工在工作之餘，學習

並累積自我。

「移工人生學校One-Fort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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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策展：轉機台灣
校外藝文報導

筆者觀點

台灣的東南亞移工日趨增

加，相信生活中也能明顯的感

受，不論是廠工、長照看護或

是漁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資

源 ， 對 於 未 來 台 灣 的 移 動 人

口 ， 東 南 亞 移 工 更 是 不 可 忽

視。在原有的文化與生活差異

下，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我們如

何交流與認識是基礎，相較於

備受重視的經濟成長與勞動力

發展，移工在社會上的共融也

是 重 要 的 課 題 。 如 同 覽 名 稱

「轉機台灣」，這份轉機需要

我們三方——移工、民眾與台

灣共同創造。

今年十月有幸參與了「轉

機台灣」的導覽服務，在展覽

工作中，每一次的導覽都能從

民眾的反饋中，使我更堅信分

享的力量。對我而言，分享是

讓人看見我所看見的，或許情

緒與感受無法複製，但對方一

定能從中找到分享人最初傳達

的意義。

能夠 發 揮影 響 的不 單是

One-Forty及策展夥伴，而是社會

中的每個人，我期待對議題的

認識與關注中，能導向認同。

或許不以國籍、族群與工等加

以 區 分 ， 議 題 的 討 論 更 為 簡

單 ， 將 會 是 人 權 、 勞 權 與 平

等，達到沒有差異的看待，就

是核心的價值與目標。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R179l6

https://reurl.cc/pybKjb

https://reurl.cc/LdxQr3

圖片來源：

封面 https://reurl.cc/LdxQr3

圖1 https://reurl.cc/LdxQr3

圖2 https://reurl.cc/LdxQr3

圖3 https://reurl.cc/LdxQr3

圖4 https://reurl.cc/3LE71M

圖5 https://reurl.cc/Q3AZ2O

其餘圖片 筆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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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蜜莉在巴黎(Emily in Paris)是最近十分受歡迎的美劇，引起了法

國以及世界各地的極大關注。女主角每一集別出心裁的時尚穿搭更是整部影

集的焦點之一，而劇中的文化刻板印象也是大家熱烈討論的話題。

這部影集講述一位在芝加哥工作的女主角艾蜜莉，被派往他們公司在

巴黎收購的一間行銷公司任職一年，負責在社群媒體的宣傳上，從美國人的

角度提供不同層面的想法。然而，在語言不通和兩國文化差異帶來的衝擊

下，艾蜜莉是如何在「浪漫之都」巴黎展開全新的生活以及面臨工作上的種

種挑戰。

世界觀點

艾蜜莉在巴黎－文化刻板印象

艾蜜莉在巴黎－文化刻板印象

〔 UA2A朴善熙/YE3A邱怡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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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集艾蜜莉剛進公司見到法國的同事時，無法流利地用法文溝通，對他

們來說是個極大的問題，特別是有一幕艾蜜莉要和大家介紹自己並先表示只會說

英文的那一刻，一名女同事直接站起來走出辦公室。即使其他員工還是會用英文

和艾蜜莉交談，但仍然能感受到他們並沒有非常歡迎她的到來，因此從同事明顯

的態度上來看，讓人非常好奇法國人不說英文究竟是否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首先，法國有百分之三十九的人口會說英文，尤其在吸引許多觀光客朝聖的

大城市之一「巴黎」，能找到法國人會說英文的機會，比在法國的其他地區還要

來得高一些。然而，為什麼當法國人一聽到對方開口用英文尋求協助時，會表現

得不那麼友善呢？原因是法國人不認為在法國講英文是理所當然的。雖然英文是

國際語言，但既然觀光客選擇來到法國旅遊，體驗當地的文化，具備一些基本的

法文句子和單字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尊重。即便沒有完美的發音，只要讓他們感受

到對方是有嘗試努力用他們的母語溝通，這會讓觀光客在法國旅行的過程中比較

順利且愉快。

法國人不說英文

世界觀點

艾蜜莉在巴黎－文化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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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原因之一是法國人害怕犯錯，在學習外語的這條路上，每個人都

有講錯文法或是發音錯誤的時候，那是因為我們都還在學習。尤其當另一個

語言建立在不同的組織結構上，以及受文化和思考邏輯的影響，都會讓學習

充滿許多挑戰。但是法國人因為害怕沒有說出一口流利、完美的英文會被嘲

笑，所以可能寧願沈默到底也不願開口，卻因此失去許多可以不斷開口練習

的機會。而到頭來，要將語言學好的成功因素之一就是日積月累的練習。

世界觀點艾蜜莉在巴黎－文化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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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都很散漫？

世界觀點

在劇中，艾蜜莉很早就出現在她的辦公室，卻發現沒有一個同事到達公

司。她在外面等了很久，最後她的同事到早上十點時才慢悠悠地來上班，艾

蜜莉的同事還很訝異為何她要提早來上班，因為在法國他們十點才上班。更

令人驚訝的是法國人通常要花上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在午餐休息時間上，這

讓艾蜜莉產生強烈的衝擊，種種的情況下皆讓艾蜜莉覺得自己格格不入，也

明顯地感受到美國和法國的生活習慣有很大的差距。

在劇中編劇給法國人貼上的「懶惰的」標籤，是真實的情況還是文化刻

板印象呢？根據法律，法定每週工作時間為三十五小時，但這並不意味著法

國人喜歡偷懶。法國人會按時完成工作，有些人每週工作時數甚至超過三十

五個小時，而正常辦公時間在早上八點至九點半之間至晚上六點半到七點之

間結束。

準確來說，法國非常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因此在劇中法國同事對愛

蜜莉說了這句話「你是為了工作而活，我們為了生活而工作。」由此可見法

國人充滿美感的生活質感及態度。

艾蜜莉在巴黎－文化刻板印象



剛進新公司，艾蜜莉就被同事從頭到腳品頭論足了一遍，也因為她不會

說法語，還被公司同事當面說壞話，甚至被當面取外號「鄉巴佬」，午餐休

息時間同事們更是排擠艾蜜莉，沒有邀她一起共進午餐，近乎冷漠且不近人

情。

對此，法國人對劇情中給法國人貼的「標籤」感到不滿。根據當地人的

說法，巴黎人不會像其他人那樣表達自己的喜悅和興奮，比起美國人，法國

人更為含蓄。法國人認為他們在劇中法國人被貼所謂「傲慢無禮」的標籤，

其實只是文化的不同而已，例如一個習慣微笑的人可能會覺得法國人不常微

笑是很奇怪的，進而將其解讀成不友好或是冷漠的意思；再者，艾蜜莉不通

法文，所以她沒有辦法和同事進行完整的溝通，她甚至需要靠手機的翻譯與

同事對談。在她感到挫敗的同時，她的法國同事也會感受到他們之間有一層

隔閡，所以態度自然不是很友善。

世界觀點

法國人無禮又冷漠

艾蜜莉在巴黎－文化刻板印象



世界觀點艾蜜莉在巴黎－文化刻板印象

我認為所謂的文化刻板印象都是人們不理解其中的文化及生活習性，因而給對

方貼的標籤。也因為每個國家有不同的環境、語言及歷史，才造就出不同的人與文

化。媒體評論《艾蜜莉在巴黎》這部影集充滿著文化刻板印象，也讓法國人不斷地

批評影集過度強調刻板印象及華而不實的生活。以趣味性來看這部影集，它是個輕

鬆愉快的美劇，若單看文化刻板印象的部分，因為影集是美國人所拍攝的，劇情的

呈現有太鮮明的美國人的觀點去斷定法國人的風俗民情。有些法國人甚至認為這部

影集過度美化巴黎，巴黎並不是一直美侖美奐的。當我們沒有對現實有一定的瞭

解，在影集過度強調文化刻板印象下，在文化交流過程中，就很可能會引起曲解，

甚至是不必要的對立，因此在以文化認知層面來說有些過於狹隘。

筆者觀點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9XAD7a

https://reurl.cc/R17YWZ

https://reurl.cc/n0bmre

https://reurl.cc/ygbRLE

https://reurl.cc/2gAKYE

https://reurl.cc/k0bMkb

https://reurl.cc/KjzOzn

https://reurl.cc/Ldx5D7

https://reurl.cc/q8bnXp

https://reurl.cc/avbZzQ

https://reurl.cc/r8b3n1

全文圖⽚來源：

https://reurl.cc/VXZY2Z



歐洲影展

[ UF3B 吳珮毓 整理 ]歐洲影展

歐洲影展



一年一度的歐洲影展在文藻開播了！12/02到12/31會在文藻的Q001和002教室播放

，歡迎各位同學、老師及民眾一同欣賞電影，來認識歐洲文化、藝術和語言，體驗

歐洲電影的美麗之處。

TEFF歐洲影展邀請17個歐洲國家個別選出一部電影供民眾觀看，17部電影都獲得

各大獎項，例如：屋頂奇緣榮獲2020捷克獅獎7項入圍、罪人的控訴連續七週稱霸德

國電影票房冠軍等，都是值得大家來觀賞的精采電影。

走私教父

112 mins

2020/12/02 Wed 18:10

Q001教室

★以真實歷史、邊緣社會及多元族群為背景的電影

光年

89 mins

2020/12/03 Thur 18:10

Q002 教室

★細膩且扣人心弦的手足劇情片。

每張圖片都有內嵌超連結

歐洲影展歐洲影展



無辜的罪人

114 mins

2020/12/07 Mon 18:10

Q002教室

★擁有神秘過去的女主，遇到出獄的前男友，生活

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光年

89 mins

2020/12/03 Thur 18:10

Q002 教室

★細膩且扣人心弦的手足劇情片。

屋頂奇緣

97 mins

2020/12/09 Wed 15:10

Q001教室

★兩位素不相識的人在屋頂相遇，而充滿衝突的共居

生活即將展開

海的顏色

95 mins

2020/12/09 Wed 18:10

Q001教室

★述說面對人性的抉擇與掙扎、探討做與不做的兩難

父親的腳踏車

90 mins

2020/12/10 Thur 18:10

Q002教室

★探討各年齡層男性內心世界的衝突與秘密。

每張圖片都有內嵌超連結

歐洲影展歐洲影展



只想與你相聚

105 mins

2020/12/14 Mon 18:10

Q002教室

★以真人真事改編

求愛冤家

90 mins

2020/12/16 Wed 15:10

Q001教室

★充滿義大利風情的浪漫愛情喜劇

落跑劇團

102 mins

2020/12/16 Wed 18:10

Q001教室

★劇情豐富且戲劇性十足的電影

罪人的控訴

123 mins

2020/12/17 Thur 18:10

Q002 教室

★德國懸疑劇情電影，擁有讓觀眾反思的魔力

歐洲影展歐洲影展

每張圖片都有內嵌超連結



逐夢自行車

96 mins

2020/12/28 Mon 18:10

Q002教室

★看著男主為夢想全力衝刺，並且面對難關的心靈成

⻑電影

我的青春幸福

92 mins

2020/12/21 Mon 18:10

Q002教室

★以詼諧的方式闡述重要議題，令人值得省思

菜鳥新編劇

100 mins

2020/12/23 Wed 15:10

Q001教室

★用幽默的方式述說以巴衝突，是部喜劇諷刺電影

薇拉的奇幻人生

87 mins

2020/12/23 Wed 18:10

Q001教室

★⼀部描述女主如何藉由心理治療及臨摹⾓⾊扮演克

服創傷的電影

歐洲影展歐洲影展

每張圖片都有內嵌超連結



寂寞心風暴

114 mins

2020/12/30 Wed 18:10

Q001教室

★⾓⾊之間的情感糾葛、細節的描述，都相當耐人尋味

今日優選

88 mins

2020/12/30 Wed 15:10

Q001教室

★以風趣手法呈現遊子返鄉後的心境轉變，讓觀眾都能

產生共鳴

亡命女毒梟

92 mins

2020/12/31 Thur 18:10

Q002教室

★是部社會寫實驚悚劇情片，描繪女性如何在社

會邊緣求生存。

注意事項：

 不需事先報名，活動當天現場排隊入座

 請提早10-15分鐘抵達，並填寫防疫健康聲明書

 進場前請消毒雙手及全程配戴口罩

 全台皆有場地播放電影，詳細資訊請看官網（https://reurl.cc/KjzqMe）

歐洲影展歐洲影展

每張圖片都有內嵌超連結



圖片來源：

圖1 https://reurl.cc/14Llz8

圖2 https://reurl.cc/2gA7km

圖3 https://reurl.cc/GrqgOA

圖4 https://reurl.cc/x0beb5

圖5 https://reurl.cc/Y65mN4

圖6 https://reurl.cc/Y65ma4

圖7 https://reurl.cc/r8bkOb

圖8 https://reurl.cc/pyb8E4

圖9 https://reurl.cc/m9bzmj

圖10 https://reurl.cc/Y65mxL

圖11 https://reurl.cc/LdxeRe

圖12 https://reurl.cc/D6MYa5

圖13 https://reurl.cc/5qLX0V

圖14 https://reurl.cc/EzNYOk

圖15 https://reurl.cc/Q3lmpZ

圖16 https://reurl.cc/Q3lmpZ

圖17 https://reurl.cc/d5b95V

歐洲影展歐洲影展

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0ObknK

https://reurl.cc/Z7dEyV



歐盟園區活動回顧

疫情下的旅行:VR遊學團出發啦!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使得我們無法出國旅遊及遊學，因此歐盟園區為

了彌補大家因這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而無法出國、遊學的遺憾，在10月28日和

29日舉辦了首次的VR體驗活動。利用VR讓大家彷彿置身於國外，而這項體驗

不僅讓大家減少了搭乘飛機的疲勞，更多了體驗VR的新鮮感，以及老師如同

導遊般的詳細解說；在人人感到無力和辛苦的2020年，戴上VR暫時讓自己看

看不同的風景，享受短暫的休息。

[ UG3A 陳筠 聶立欣 整理]

疫情下的旅行：VR遊學團出發啦！

圖(1)

30



疫情下的旅行:VR遊學團出發啦!

28日由薛欣怡老師帶著大家遊德國，9日則由華明儀老師帶著大家遊奧地

利。這次參加的學生們表示一開始要操作VR會有些困難，觀看太久會頭暈，

但整體確實覺得身歷其境。

此外，學生們表示希望之後有更多VR系列的活動，藉此了解及遊遍更多

國家；而老師們表示：『歐盟園區第一次舉辦了虛擬的歐洲之旅，不得不說

這是一次種很特別的經驗。戴上VR裝備後，便能讓我們360°的沉浸在全新的

環境中，也讓我們有機會帶著學生到奧地利和德國的一些著名景點，例如教

堂、劇院和令人嘆為觀止的景點。我們在美麗的湖泊上乘船，甚至去阿爾卑

斯山滑雪。對我們來說，VR技術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機會讓學生更進一步的了

解歐洲。透過VR裝置彷彿身歷其境，也可以對歐洲的模樣有更好的理解。由

於學生也喜歡VR系列的活動，所以我們希望將來我們可以使用VR裝置開展更

多活動，並定期舉辦VR之旅。』

圖片來源：筆者提供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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