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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終身學習指標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DN:IP/03/619 

日期：Brussels, 05/05/2003 

 
歐洲人認為終身學習對個人與專業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他們也知覺到他們已學

的與知識歐洲所需的技能兩者之間有差距；但是，平均而言，逾三分之一歐洲

人目前並無接受任何形式的終身學習，而且有十分之一也不想終身學習，問題

在於時間與金錢，造成追求終身學習的障礙。 

 
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在歐洲職業訓練發展中心（CEDEFOP）協助下，在歐盟十

五會員國、挪威與冰島等國自 2003 年一月十五日至二月廿八日對歐洲人的終身

學習狀況進行調查，並與一萬八千位受訪者進行面對面口頭訪問。 

 
在提出這份調查報告時，歐盟文教執委雷汀女士表示：＜這項調查肯定里斯本

高峰會所訂的目標及突顯執委會終身學習及 e.learning 計畫的重要性，也強調歐

盟與各會員國未來政策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我們需說服民眾有關終身學習

對個人或社會的重要性，刺激民眾學習動機來提昇及更新本身技能，特別在 ICT

與外語能力方面＞；雷汀女士接著又說：＜我們的目標是提供終身學習機會予

全民，特別是那些最需要的人及最不可能取得學習機會的人；我們必須動員更

多資源，交流與宣傳典範與良好政策，如執委會最近所強調“更有效投資於教

育與訓練＂＞。 

 
這項終身學習指標是繼執委會 2001 年十一月份“創造終身學習的歐洲＂報告

後具體方案之一，雷汀女士提到歐盟已請各會員國於 2003 年五月底提出各國終

身學習的實施報告，根據各國的報告，執委會擬訂於 2003 年十一月提出綜合報

告。 

 
終身學習指標調查重要發現如下： 

終身學習無論對社會與經濟發展都非常重要。 

十分之九的歐洲公民認為終身學習很重要，即使各國之間重要性程度有所不

一，德國與冰島幾乎毫無異議的贊同它的重要性，但在比利時、愛爾蘭、荷蘭

與希臘等一般人民則持懷疑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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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民眾（十分之八）認為終身學習是為了經濟與社會目的，有助於人民適

應社會的改變與符合勞力市場的要求，亦有助於人民更能掌控自己生活、充實

生活及達到滿意的生活。大部份歐洲人認為終身學習不分年齡，換言之，終身

學習不限定於年輕或年老者，而是指個人終其一身不斷學習。 

歐洲人認為他們缺乏 ICT 與外語能力 

幾乎人人同意讀、寫及算是一生中所有領域最有用的技能，同時，他們也知覺

到需要具有更多技能，才能造就一個知識的歐洲，這些技能如 ICT 技能、外語

能力、社交與溝通能力。 

 
雖然幾乎每位歐洲人都自信讀寫算能力相當不錯，但談及新的技能時，則信心

較少，如只有 58%受訪者表示會使用電腦，一半受訪者表示不會使用 Internet，

60%表示不會使用外語；缺乏 ICT 技能在希臘與葡萄牙更明顯，約三分之二受

訪者不會使用電腦，西班牙、愛蘭爾及英國有 70%受訪者表示不會外語。 

 
大部份歐洲人認為在非正規場所學得最好 

歐洲公民認為在非正規場所學得最好，例如在家學習、休閒中學習、工作中非

正式學習、或在各地方學習中心或圖書館等，正規的學習場所如學校、大學與

學院等作為終身學習場所只佔受訪者 17%。另外也值得一提的是遠距學習管道

與出國學習是最不受歡迎的學習場所。在芬蘭、瑞典與冰島較希臘、葡萄牙的

學習環境更多元化，例如在家、休閒，甚至旅行中也學習。薪水階級之受訪者

表示傾向於工作場所中學習，男性更明顯，但女性表示在家或在當地學習中心

或圖書館學習東西。 

 
歐洲人一方面認為在非正規場所學得最好，但另一方面也表示如果他們想改進

或更新專業技能時，會考量正規學習場所；這就回到長久以來認為學習就要回

到學校、學院、大學或訓練中心等等；但在日常生活，一般歐洲人認為在不同

的環境都可以學習，這點肯定歐盟執委會強調非正規學習場所的重要性。 

 
終身學習主要障礙：金錢與時間 

北歐國家有一半受訪者表示未接受教育與訓練，但希臘與葡萄牙只有十分之二

民眾於去年曾接受教育與訓練，對終身學習表示不感興趣之比率偏高者特別在

西班牙（47%）與葡萄牙（50%）。這項調查也證實教育水準與職業水準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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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可能接受教育與訓練。 

 
雖然民眾認同學習對個人與社會都有益處，但也強調基於工作與家庭因素造成

沒有時間進修是一主要障礙，然而提供個別化與彈性學習安排是有效的學習誘

因；一般而言，金錢也是一主要問題：一半受訪者表示希望任何方式的學習都

不需付費，但有趣的發現為：一旦他們認為學習對其個人非常有利時，他們願

意花費學習；他們也不認為與工作相關的學習純為個人責任而已。進一步資訊

請上網查獲： 

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http://europa.eu.int/comm/dgs/education_culture/indext_fr.htm
歐洲職業訓練發展中心（CEDEFOP）：http://www.cedefop.e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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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學生閱讀能力進展研究:歐盟的表現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IP/03/516  

日期：Brussels, 9 April 2003 

 
全球小學四年級學生閱讀能力如何？全球學生閱讀能力進展研究（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ading Literacy Study, PIRLS）全世界三十五個國家九至十歲學

童的閱讀能力第一份研究報告於四月八日於美國波士頓出爐。歐盟已有八個國

家參與（英格蘭、德國、希臘、法國、義大利、荷蘭、蘇格蘭及瑞典），及 12

個候選國或歐盟經濟區國家（保加利亞、賽普勒斯、捷克、冰島、匈牙利、拉

脫維亞、愛沙尼亞、挪威、羅馬尼亞、斯洛伐克、斯洛維尼亞及土耳其）；總

計十五萬學生接受調查研究。 

 
歐盟執委雷汀女士表示：＜雖然歐盟部份會員國與候選國的學生閱讀能力表現

傑出，但是 PIRLS 的排名顯示歐盟大多數國家仍有待多努力以趕上美國及其它

高水準國家＞。雷汀接著又說：＜這份研究報告證明一點，即擴大後的歐洲迫

切需要全力追求教育與訓練領域一致的目標，須付出更多心力以達成里斯本高

峰會所訂的目標與挑戰，於 2010 年成為全世界最具競爭力與活動的知識經濟實

體＞。 

 
全球學生閱讀能力進展研究（PIRLS）是一項國際評量，由波士頓學院國際研

究中心（Boston College,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re, ISC）與教育成就評量國際協

會（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共同執行，三十五個國家參與該項調查研究，PIRLS 評量小學四年級學

生（九至十歲）閱讀能力並蒐集相關資訊，這些資訊為家庭及學校影響閱讀能

力的因素。資料蒐集在北半球國家自 2001 年三月起，南半球國家自 2001 年十

月起。PIRLS 評量學生全面性的閱讀能力為達兩項主要目的：即閱讀文學作品

經驗與閱讀所蒐集的資訊。PIRLS 並應用研究結果作為 OECD PISA 報告的輔

助說明文獻（2001 年十二月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瑞典學生的卓越表現，是全球參與 PIRLS 國家中得分最高者，接

著為保加利亞、荷蘭與英格蘭。德國、義大利、拉脫維亞、愛沙尼亞與美、加

相同水準，表現也比大部份國家較佳。土耳其、賽普勒斯、斯洛維尼亞與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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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陪末座，法國、蘇格蘭與希臘表現平平。 

 
所有國家，女學生表現顯著較男學生傑出，閱讀能力在整體教育的角色及各國

協助學童發展閱讀能力的措施，其重要性再次在 PIRLS、PISA 及其它調查研究

獲得重視強調。整體而言，全球學生閱讀能力進展研究突顯一些出人意外的結

果，例如北歐國家瑞典（最好）與挪威（最差）兩個極端例子，及一些歐盟候

選國令人振奮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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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在知識歐洲的角色 

資料來源：Communication fro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Europe of Knowledge」

http://europa.eu.int/comm/education/com_2003_0058_f_en.pdf
 
歐盟執委會對大學在知識社會與經濟應扮演的角色展開 debate，知識社會

的成長賴於創造新知、教育新知、傳播新知、及於產業界應用新知。因

產業界的合作與支持，使得大學在創造新知、教育新知及傳播新知佔獨

一無二重要角色；大學對教育與訓練，尤其是研究人員的訓練，及對社

區發展貢獻顯著。 

 
歐盟因此需要一個健全及昌盛的大學世界，歐洲需要卓越的大學，俾能

充分支持知識社會的需求與達成歐盟里斯本高峰會所訂下創造歐洲成為

世上最具競爭力的知識經濟體及提供更佳的工作機會與更大的社會凝聚

力；歐盟接著在巴塞隆納高峰會強調卓越性的重要，因此要求歐洲教育

制度於 2010 年成為世界參考指標（world reference）。 

 
然而，歐洲大學世界不是 trouble-free，而且歐洲大學目前與其對手相比，

即使有高水準的科學刊物，也不具世界競爭力；歐盟執委會注意到在許

多方面須反省與改進，因此提出一系列問題如下： 
－如何獲得足夠與長久的大學經費來源，及如何保證大學經費有效使

用？ 
－如何保證大學學術與管理的自主與專業主義？ 
－如何集中足夠資源於卓越性，及如何創造大學達成與發展卓越性的條

件？ 
－如何使得大學對社區的需求作出更大貢獻？ 
－如何加強歐洲高等教育與研究區域的一致性、相容性及競爭力？ 

 
因此歐盟執委會歡迎各界關心教育的團體或單位對上述這些問題作出回

應，執委會將於 2003 年夏再檢討這些 debate，並且確定一些適當的重要

方案；可能的話，進一步向歐盟教育部長理事會與研究部長理事會於競

爭力理事大會中提出報告，及於 2003 年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在柏林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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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歐洲高等教育高峰會提出討論。 

 
創造知識的歐洲已成為歐盟自 2000 年里斯本高峰會後一個主要目標，對

大學來說是一個機會，也是一個挑戰，的確目前大學處於不斷改變的全

球化環境，因此今日大學必須提高競爭力以吸引及留住優秀人才、及面

對新時代要求的挑戰。歐洲大學相較於美國，一般來說大學經費較少，

歐洲大學能否與世界其它最好大學競爭及提供永續卓越性的水準？尤其

在歐盟擴大之際，更須省思候選國大學在人力資源及財政上的困境。 

 
為了實現里斯本高峰會所訂的目標，歐盟已著手一系列教育與研究領域

的行動方案，例如為創造歐洲研究與創新區域，目標在 2010 年歐洲研究

與發展的投資佔歐盟 GDP3%。另外配合布隆尼亞歷程，創造歐洲高等教

育時代，及配合哥本哈根宣言，創造歐洲技職訓練制度。近來，歐洲大

學不僅成為歐盟反省與 debate 的重點，歐盟執委會也開始對這樣的 debate
作出貢獻；因此執委會檢討歐洲大學在知識經濟與社會的地位與角色（詳

後述：今日的歐洲大學），並就歐洲觀點提出歐洲大學理念及說明大學所

面臨的主要挑戰（詳後述：今日歐洲的問題）與應考量的議題(詳後述：

創造歐洲大學為世界參考指標)。 

 

今日的歐洲大學 

大學為知識歐洲的心臟 
知識社會與經濟由四項獨立因素組成：創造知識（主要為科學研究）、教

育與訓練的傳授（ transmission）、資訊與科技的傳播（dissemination）及

對科技創新的應用等。目前，創造新知、教育新知及應用新知正進行結

合，其影響是國際性的。目前正處於研究、教育與創新的十字路口，大

學在許多方面掌握知識經濟與社會的關鍵；確實，大學佔歐洲研究人員

總數的 34%（儘管各國有所差異，如德國 26%、西班牙 55%及希臘逾

70%），同時也佔歐洲基礎研究的 80%；此外，歐洲大學培育更多學生擁

有高等教育文憑，對提高歐洲競爭力貢獻不淺：如今日三分之一歐洲人

在高度知識密集（highly knowledge-intensive sectors）的部門服務（在丹

麥與瑞典逾 40%），這些高度知識密集的部門提供 1999 年與 2000 年間一

半的新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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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對就業與社會凝聚力及歐洲教育水平作出貢獻，今日有更多的歐洲

年輕人較老一代取得高等教育文憑，例如 35 至 39 歲的歐洲人大約 20%
有高等教育文憑，55 至 59 歲人口約 12.5%；再看 25-64 歲的總人口，具

高等教育文憑者其就業率佔 84%（2001 年），反之，持高等學歷文憑未就

業者只佔 3.9%（2001）。 

 
歐洲大學景觀 

1在歐盟大約有 3,300 所高等教育機構，全歐洲大約 4,000 所 ，而學生人

數日增，在 2000 年逾 12.5 百萬，十年前只有 9 百萬學生。歐洲大學主要

是國立的或地方的，就組織、管理與運作條件包括法規、就業條件及教

職員的聘用等方面來看歐洲大學景觀呈現高度異質性（heterogeneity）；
因為文化與法規的不同，不僅各國呈現異質性，同時在一國之內，不是

所有大學有相同天職或宗旨（vocation）。布隆尼亞歷程提出大學結構的

改革，期望這些多樣性能在一個更一致性與相容的歐洲架構下出現，才

能提高歐洲大學在歐洲及全世界的競爭力。歐洲大學很早即塑造自身成

為某種模式的大學，這種理念模式源自二百年前由德國大學洪保得大學

校長洪保得（Wilhelm von Hymboldt）創導，渠將研究視為大學活動的核

心，將研究視為教學的基礎；今日的趨勢完全不同這種模式，這導致當

論及研究與教學時，出現許多專門學院集中於特定能力的培養，也就是

藉由成人教育或訓練，歐洲大學整合於區域發展策略內。 

 
歐洲大學所面臨的新挑戰 
全世界，特別是歐洲大學面臨 imperative need 來調整與適應全世界整體

一系列重大改變，這些重大改變分述如後： 

 
對高等教育的要求俱增： 
在未來數年，對高等教育的要求將持續增加，同時急速增加高等教育學

生人數及終身學習的新需求，面對有限的人力資源及經費能力，如何迎

合這些日增的要求？如何保證大學經費無虞？在保證公平與民主化的歷

                         
1 相較於美國，美國大約有逾 4,000 高等教育機構，其中 500 所有博士課程，125 所是所謂“研

究型大學＂，在研究型大學中，大約 50 所是美國學術研究最優、政府補助及科學諾貝爾獎的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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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學必須能維持與加強教學與研究的卓越性，而無須降低品質。 

 
教育與研究的國際化 
國際化的驅動力因新資訊與傳播科技而顯著加速前進，結果是提昇競爭

力，要求大學經費的補助必須依競爭力來分配；但相較於對手美國，歐

洲大學吸引來自他國較少的學生及研究人員；在 2000 年，歐洲大學有

450,000 學生來自其它國家，美國逾 540,000 學生（大部份來自亞洲），有

許多是攻讀電機、數學與資訊。在美國取得博士文憑的歐洲留學生，50%
留在美國多年，甚至不返回歐洲，長久居留美國。歐洲大學對研究人員

與學生較不具吸引力，原因之一為歐洲大學無重要集團(mass)，這樣的集

團促使大學進行聯合課程或聯合文憑的方式進行；外另就業市場的嚴格

與較少的企業都導致在創新部門較少的就業機會。歐洲無論在企業界對

研究基金的贊助或專利權比例或 spin-off creating rate 都比美國與日本低。 

 
創造新知的場所極增 
企業界日增與最好的大學簽約從事研究的趨勢，促使大學面臨更競爭的

環境，企業界不再以傳統地理接近的模式來挑選合作夥伴，高科技的企

業界傾向與最好的大學合作，因此要求在短期內提出研究成效以利市場

行銷的作法，令人反省大學對科技新知的貢獻與角色及他們與企業界的

關係。 

 
知識重組 
知識的重組（reorganization）可從兩種趨勢來看，而且是完全不同的方向；

一方面，知識的多樣性與專業化日增，而且新的研究與教學專業更趨專

門化；但是另一方面，今日社會主要問題如永續發展、新醫療難症及危

機管理等等，迫使學術界迫切需要跨科際學門的訓練；可是大學活動，

特別是教學活動，傾向停留在傳統學門訓練模式，不願被區分

（compartmentalized）。 

 
知識的重組可視為模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兩者的界線，當然它不是取

消這兩種研究的不同意義，基礎研究對知識的追求出自自身因素（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essentially for its own sake），應用研究為特定目標，

特別將現有知識變為產品或科技。 

 10



基礎研究因此在大學仍保有主要地位，在美國研究型大學因為基礎研究

而使得他們更能吸引企業界投資，在此脈絡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結

合，但同時並無喪失基研究的特徵。歐洲大學傾向直接為企業界從事應

用研究，甚至擴大到科學服務的準備，如果作的過度，將扼殺大學創造

新知的能力。 

 
新期待的出現 
大學除了傳統基本使命外，尚需迎合知識經濟社會的要求，這些要求包

括增加科學與科技教育、水平技能培養（horizontal skills）、及終身學習

的機會等等；歐洲大學直接與科學教育相關，因為他們為中學教育培育

科學老師，除此之外，要求大學的終身學習策略放寛入學條件，意即除

了高中文憑外，應接受職照等文件，而且向企業界開放，改進對學生的

服務，訓練的對象、內容及方法應多樣化。知識經濟與社會的成長引導

大學與社區更息息相關，大學除了創造新知與傳授新知外，今日大學的

功能應為無數領域專家的來源，歐洲大學必須成為知識反思的論壇，同

時也是民眾與科學家間 debate 與 dialogue 的論壇。由於政府與民間巨額

補助，大學才得以生存運作，大學所創造的新知及傳授知識對社會與經

濟都有主要影響，大學也須對其贊助者與大眾負責管理與經營績效，大

學管理與經營模式面對日增來自非學術界商圈代表的壓力。 

 
今日歐洲的問題 
大學與歐洲取向（European dimension） 
歐盟各會員國對大學權責通常由中央或地方負責，歐洲大學所面臨最重

要的挑戰是全歐洲的挑戰，也是全球的挑戰。在今日，卓越性的追求不

僅是各會員國的目標，也是全歐洲或全世界教師與研究人員的目標。在

本文中所提到大學制度的相容性與透明性（即促進學歷文憑認可），及在

歐洲教師與學生交流的困難所在，例如學生交流在歐洲仍處邊縁地位，

2000 年大約 2.3%歐洲學生出國留學，教師交流人數提高，仍低於美國，

各會員國大學組織制度與國際上所出現的挑戰兩者之間的差異性在過去

數年成長快速，未來亦將持續增加，綜合問題的徵結如下： 
－歐洲勞力市場新局面促使歐洲人必須流通自由及資格文件相互認可。 
－歐盟創辦的活動如伊拉斯莫斯活動鼓勵學歷認可制。 
－趨勢要求大學課程符合全球化走向，人才外流造成頂尖學生與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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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流失，歐洲大學較少參與國際性活動。 
－上述這些問題，基於歐洲大學的異質性，將隨著歐盟擴大更形嚴重。 

 
上述這些挑戰的性質與範圍，均與歐洲大學的未來密切相關，意謂必須

由歐盟層級來解決這些議題，特別要求各會員國與候選國聯合努力協調

及歐盟將大力支持以達成實現創造一個真正知識歐洲的願景。 

 
歐盟對大學的行動方案 
歐盟教育與訓練一糸列方案對歐洲大學進行各項補助，在研究領域，大

學獲得架構計畫三分之一的補助從事科技研究與發展，特別是支持研究

訓練與交流的行動方案。對大學架構計畫的支持將進一步擴增為第六架

構計畫（the sixth Framework Programme），補助創辦訓練與交流方案、提

出訓練卓越年輕種子的計畫、卓越互聯網或聯合計畫的基礎研究（特別

是創造知識的前線）。 

 
大學在科學與社會的計畫中亦扮演重要角色，旨在加強研發與改進各國

有關科學觀念、對話、倫理、科學教育、及女性與科學等活動的協調。

大學也參與歐盟提倡的科技創新，例如補助大學應用由科學園所創造的

R&D 成品。歐盟的蘇格拉底計畫，特別是伊拉斯莫斯計畫由歐洲各大學

全力參與，至今已有逾一百萬位學生受惠，每年大約有 12,000 位教師交

流，校際間主題互聯網建立對加強歐盟的合作著有貢獻，特別是扮演智

庫（a think tank）角色，歐盟亦補助學分轉換制度，達文西計畫補助大學

與企業界的交流計畫，自 1995-1999 年約四萬人參與，大學也參與 e 化歐

洲 2005 行動方案，鼓勵各大學建立虛擬校園。 

 
另外歐盟的研究架構計畫開放於非會員國參與，特別是與地中海地區、

蘇俄、及新獨立國家及發展中國家；歐盟田普斯計畫補助歐洲大學與前

蘇聯國家、東南歐國家合作，其它方案如歐亞交流計畫、及歐洲與中南

美洲交流計畫等；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伊拉斯莫斯世界計畫將鼓勵歐

洲大學吸引全世界最好學生赴歐留學。歐盟亦支持布隆尼亞歷程創造歐

洲高等教育時代，使得歐洲大學學制組織一致、相容及具競爭力。 

 
創造歐洲大學為世界參考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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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歐洲大學欲盡全力創造知識歐洲，他們必須在各會員國與歐盟支持

下，面對許多挑戰，只有當他們進行一系列徹底改革才能創造歐洲教育

制度為世界參考指標。歐洲大學必須同時追求下列三項目標： 
１．保證歐洲大學有充足與長久的資源及有效地運用資源。 
２．加強研究與教學的卓越性，特別是藉由互相合作。 
３．對外開放大學並增加參與國際性活動。 

 
１．保證歐洲大學有充足與長久的資源及有效的運用資源。 
資源不足 
歐盟各會員國平均投資 5%GDP 於教育公共支出，與美國相當，較日本

（3.5%）高，在近年來歐洲公共支出並未增加，甚至下降，高等教育總

支出並未增加，特別在相對於學生人數的增加，大約佔歐盟 GDP 的

1.1%，相較美國佔 2.3%，幾為歐盟兩倍，兩者顯著差距主因為私人補助

歐洲大學較少，只佔歐盟 GDP 的 0.2%，而日本佔 0.6%，美國 1.2%。 

 
美國大學資源遠比歐洲大學豐厚，例如每位學生享有資源大約為歐洲的

2-5 倍高，美國大學獲政府及民間高額補助，大型私立研究型大學也擁有

可觀財富，來自募捐或畢業校友。歐洲大學經費的不足斲傷大學能力，

導致無法留住優秀人才及維持教學與研究的卓越性，如果政府補助不可

能提高，歐洲大學必須自行尋找不同財源管道。歐盟打算對歐洲大學經

費來源與補助進行調查，以了解各大學作法及提出良好策略。2002 年巴

塞隆納高峰會要求會員國增加研究經費佔 GDP 的 3%。 

 
增加大學經費來源 
通常下列四種方式為大學經費來源： 
－政府補助（Public funding），包括研究補助契約（依據競爭力）：歐洲

大學傳統上主要經費來源為政府補助。 
－民間捐款（private donations）：礙於歐洲的企業環境及相關規定，歐洲

大學獲得民間捐款補助有限。 
－大學提供服務取得相關經費補助如提供終身學習課程或與企業界合作

研究產品。但歐洲大學礙於相關規定，不允許大學利用研究成果營利。 
－學生貢獻：向學生收學費及註冊費，基於人民有受教育的權利，歐洲

在這方面其所得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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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問題 

－在各國財政短絀及民主化歷程，如何保證政府對大學經費補助無虞？

－如何使得私人機構對大學更願意提供捐助，特別是自扣稅與法律角度

來看？ 
－如何給予大學必要的彈性，俾利其善用新興的服務市場？ 

 
有效運用大學經費 
大學必須對教育利益相關者如學生、政府、社會負起績效，將大學經費

發揮最大功能；但目前在歐洲許多跡象顯示歐洲大學未有效運用經費：

大學生輟學率高、學歷文憑與就業市場兩者之間失調（mismatch）、學制

差異性、研究人員的聘用辦法呈現差異、及缺乏大學研究經費的透明性

等。 
Debate 問題 

－如何在持有高等教育自由入學的理念之際，亦同時能減少高輟學率及退

學率？ 
－如何建立良好的勞力市場供需配合？ 
－是否可能建立同等學歷文憑相同的求學期限？ 
－如何提高大學研究經費的透明性？ 

有效應用科學成果 
大學是新知主要來源，在今日技科創新時代更形重要，可是歐洲大學並

未做到其能為及應為之地步；自 1990 年代中期後，大學創立的新 spin-off
公司正興起，但又比美國校園差許多，歐洲大學創新的 spin-off 公司成長

緩慢而且壽命不長。主要因素為智慧財產權爭議，如美國之 Bayh-Dole
法，明定政府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成果及智慧財產權之歸屬應本公平與

效益原則，得歸研究機構或企業所有或運用，不受國有財產法之限。近

年來歐洲有些國家朝向 Bayh-Dole 法，但有些國家並未採納此種作法；此

外，歐洲大學尚未發展一套妥善管理研究成果的制度，許多研究人員與

大學領導者對應用研究成果的觀念抱持不信任態度，主因為經濟應用的

要求與保持大學自主權及受教育的自由兩者之間微妙複雜關係。 
Debate 問題 

－如何使得大學與研究人員更容易應用研究成果創立公司並從中受惠？ 
－有無任何鼓勵大學與研究人員管理與善用其研究的商業潛能措施？ 
－今日限制應用學術研究成果的障礙為何？法律規定或智慧財產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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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克服這些因素，特別是政府補助的大學？ 

 
２．加強歐洲大學卓越性 
２．１創造卓越性的條件 
歐洲大學追求卓越性必須對大學制度及相關法規進行改革，這項改革是

歐洲所有大學全面性同時努力，以達成布隆尼亞歷程的目標：一致性及

整合的高等教育結構，如此才不會減少卓越性的價值。 
要求長期計畫與永續經費來源 
卓越性不是一夕之間達成，追求卓越性費時耗年，同時不僅同儕合作，

亦是全球性合作，結合願景與毅力（vision and doggedness）來達成；另

外各國政府對大學卓越計畫補助通常不會超過四年，一旦改朝換代，政

策改變，大學卓越性計畫可能亦隨之改變；因此各國政府與民間應對卓

越性貢獻應有一致共識，克服經費短絀問題，及大學應能妥善規畫卓越

計畫。 
有效管理組織與策略 
創造卓越性的第二個條件為大學的管理組織必須能符合大學與社會所

需，因此要求大學有效的行政決策、良好經費管理及具水準的學術環境，

同時也須負起績效；現代大學的管理相當複雜，補助自由化將改變大學

經費來源，但並未提高管理品質。 
需要培養跨科際學門能力 
創造卓越性的第三個條件是大學發展跨科際學門的課程，目前所遭遇的

問題要求不同專業來共同解決。因此大學組織與管理必須具彈性，方能

使得不同專業者共同工作或教學，跨科際學門的課程不是獨立於傳統正

規系所框架之外，反而是要求各系所應接受所謂全面性（cross-border）
的課程。 
Debate 問題 

－結合大學自主權與有效管理，如何加強追求大學卓越性需要的共識？ 
－是否有鼓勵大學有效管理與符合社會需求的措施？ 
－鼓勵大學實施跨科際學門訓練的可行方案為何？由誰負責執行推動？ 

２．２發展歐洲中心與卓越互聯網 
一所大學的卓越性必須經由校外專業團體來評鑑，其內涵應包括該大學

是否進行跨國合作方案，歐盟藉由卓越互聯網計畫建立虛擬校園加強卓

越性，要求重要集團參與及進行跨科際學門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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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ate 問題 

－如何鼓勵大學贊助者，尤其是具國際競爭力的重要集團集中其經費於卓

越性，特別在研究領域？ 
－當大學面臨所有衝擊時，應如何追求與宣傳卓越性？ 
－歐盟對歐洲學術卓越的發展與維持如何作出更好的貢獻？ 

２．３人力資源的卓越性 
為了維持與加強歐洲在國際上地位，歐盟需要一個頂尖研究人員／教

師、工程師與技師之人力資源庫，大學仍然是培訓這些人員的重要來源；

目前在歐盟呈現一個吊詭現象，即歐洲比美國培養更多的科技畢業生，

但研究人員卻比美國少，造成這種吊詭現象原因為歐洲研究職位空缺不

多，大約只有 50%的歐洲研究人員在企業界服務，相較於美國為 83%及

日本 66%。 

 
這種吊詭現象在未來數年會更糟，缺乏生涯前景現象會扼殺學生就讀科

學與科技學門的意願；此外目前約有三分之一歐洲研究人員將於十年內

退休，在美國也雷同，大學之間國際性競爭將更激烈。解決這種現象作

法之一為鼓勵女性就讀科學與科技學門，平均而言，在科學學門，男生

人數約為女生人數二至四倍，在歐洲研究人事部門，女性只佔四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比重。另一解決之道為加強歐洲境內學術研究，及大學與企

業界合作。 

 
另一核心議題為學歷文憑及資格文件認可，缺乏學歷相互認可制度，造

成今日研究與交流的障礙，歐盟推動學歷文憑認可制，有利大學充分運

用人力。人力資源卓越性的追求有賴於可利用的經費來源，當然工作條

件與生涯前景也會影響人力資源；一般來說，歐洲大學畢業生的生涯前

景有限且不確定，因此歐盟鼓勵提倡雙博士或聯合博士學位，並且培養

具跨科際學門的博士生。歐洲大學比美國提供較少博士進修課程，歐盟

亦實施一系列方案創造歐洲研究區域。 
Debate 問題 

－該採取什麼措施讓科學與科技領域與生涯更吸引人？及如何加強女性

在科技學門就讀人數？ 
－如何解決博士人員生涯發展黯淡問題？及由誰負責？如何加強研究人

員獨立研究能力？大學又應如何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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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方式可以協助歐洲大學取得人力資源庫，以建立歐洲取向的教育與

克服交流障礙？ 

 
３．擴大歐洲大學的視野 
３．１更廣的國際觀 
歐洲大學相較於美國對手，吸引較少留學生赴歐洲求學，更別提最優秀

學生與研人員所佔的比率。總之，歐洲大學的環境較不具吸引力，另有

關學生簽證、居留許可等不利外國學生赴歐留學，最近歐盟幾個國家提

昇大學吸引力，為吸引最優秀研究人員、學生與工作人員，有所謂“科

學簽證＂之核發。最近歐盟執委會也提出改進簽證與居留證計畫，歐盟

另也藉由第六架構計畫的實施來提昇歐洲大學的吸引力，並實施伊拉斯

莫斯世界吸引全世界最頂尖學生赴歐留學。 
Debate 問題 

－如何使歐洲大學更具吸引力，吸引全世界最頂尖學生與研究人員留歐？

－在教學與研究日趨國際化的走向下，歐洲大學的結構、課程與管理應如

何改革來維持競爭力？ 

３．２地方與社區發展 
歐洲大學有助於社區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大學增加區域發展策略

與企業界結合，有利加強歐洲凝聚力，如果大學區域發展能達成知識歐

洲目的，爾後區域走向將更加強，歐盟藉由第六架構計畫與組織基金計

畫支持這種策略。大學區域發展同時也不可忽略國際化走向，而且國際

觀將有助於區域發展更有效。 
Debate 問題 

－在那些領域及大學如何可以對社區貢獻更多？ 
－什麼方式可以在社區創立知識中心？讓創造知識者與傳播者結合？ 
－如何創造歐洲大學區域取向更好的價值？ 

 
歐盟執委會對歐洲大學所遭遇重大變化提出許多反思觀點，歐洲大學因

為經費保障與大學自主權的尊重，導致孤立於社會及世界有好長一段歷

史了，歐洲大學歷經廿世紀下半紀而毫無回應他們對社會應扮演的角

色；歐洲大學經歷如此深刻改變迫使我們反省這個最基本問題：歐洲大

學在現在這種情況與組織架構可以期望在未來保持其在社會與世界的地

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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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婦女社經地位現況報導 

資料來源：歐洲通訊社 Bulletin Quotidien Europe No. 8415 
日期：Brussels,07/03/2003 

 
為慶祝三月八日國際婦女節，歐盟統計局（Eurostat）出版歐盟婦女在人

口、經濟、社會及文化各方面的現況報導：１）人口統計：愛爾蘭與法

國婦女生最多小孩，分別為 1.98 與 1.90 個小孩（2001），然而歐盟國家

生育率最低為西班牙（1.25 個）與義大利（1.24 個）；２）教育：2002 年

歐盟婦女成完高等教育比率最高的國家為芬蘭（36%）及愛爾蘭（33%），

相對地，完成高等教育比率最低的國家為萄萄牙（11%）及義大利（10%）；

３）高等教育：歐盟婦女偏愛的科系為醫藥科學、文學及教育，男性偏

好工程與科學，社會科學則為兩性的最愛；４）就業：荷蘭約四分之三

（72.8%）婦女擔任兼職工作（part-time,2002），英國為 44%，婦女兼職

比率最低的國家為希臘（8.1%）；５）家庭：英國婦女最晚生小孩（平均

約 29.1 歲），最早生小孩的為奧地利與葡萄牙（26.4 歲，2000）；６）文

化活動：在 2001 年更多婦女閱讀書籍與雜誌、欣賞戯劇及參與文藝活動，

男士則閱讀更多報紙、上網、看電影或做運動；７）健康：婦女比男士

較少抽煙，較不愛喝酒，而且較無吸毒問題（1996）。進一步資訊請上網

查詢：http://europa.eu.int/comm/eurostat

 
 

歐盟終身教育與訓練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DN:IP/03/483 

日期：Brussels, 3 April 2003 

 
終身教育與訓練：選中 17 件區域合作計畫，四月三日至四日在布魯塞爾召開

“學習區域＂（Learning regions）會議。如何可能藉由連結各區域來改進教育

策略、進而增進區域經濟發展、提高公民對社會的參與？如何可能加強各區域

的文化活動、資訊科技的教育用途？歐洲一百二十個區域分組共同參與十七件

區域合作計畫，十八個月來，交換彼此知識與專長以推廣終身教育與訓練。這

十七件終身學習區域互聯網的推廣者第一次於四月三日至四日在布魯塞爾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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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所主舉的 R3L 大會，該會議並受到歐洲議會與區域委員會

的支持。 

 
文教執委雷汀女士表示：＜創造終身學習的歐洲的報告中，執委會承諾支持成

立區域與城鄉互聯網的終身學習教育與訓練策略，該項新方案在本週正式上

路，首先支持十七件區域合作計畫，以表示歐盟的承諾。補助的計畫包括 120

個區域，總計獲執委會補助 2,095,000 歐元＞。 

 
該方案命名為 R3L(代表 Regional Network for Life-Long Learning) 致力於推廣

成立學習區域互聯網，以達成歐洲地區終身教育與訓練的長久合作；鼓勵以歐

洲為主的經驗與良好範例交流，“學習區域＂一詞意指一個區域或城鄉努力於

破除障礙以達成教育與訓練方面所有主要人物之間真正交流與更多合作。執委

會提出十項主題，但其中對學習區域的發展策略的經驗交流、地方經濟成長、

推廣終身學習的服務、資訊科技的應用可能性及社會整合等議題最感興趣。活

動方式自良好範例交流、資訊庫的製作、各種評鑑工具至舉辦研討會與座談等

不一；最後有關社會融入、多元文化面向、殘障者的整合及兩性平等機會等都

是執委會水平面向的政策，也受到區域計畫的支持。 

 

 

歐盟伊拉斯莫斯大學憲章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DN:IP/03/542 

日期：Brussels,15/04/2003 

 
2000 所高等教育機構在 2003/04 學年將參與歐盟伊拉斯莫斯（Erasmus）計畫，

新伊拉斯莫斯大學憲章（New Erasmus University Charters）剛授予大學及高

等教育機構，這些學校提供所有歐盟 Erasmus 活動的訊息，如同一個入口點

（entry point），獲得伊拉斯莫斯憲章的大學得以向歐盟申請推廣伊拉斯莫斯方

案如課程發展、密集計畫及主題網絡等計畫的補助，也可向各國教育主管機關

申請師生交流補助或推廣學分轉換制度的補助等。 

 
歐盟文教執委雷汀女士表示：＜去年十月發行伊拉斯莫斯學生憲章主要為慶祝

第一百萬位伊拉斯莫斯學生，該憲章無論對學生或大學都是一個利器，對伊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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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斯學生與參與的大學保證更透明的權利義務。對大學而言，伊拉斯莫斯大

學憲章自 2003-04 學年起將取代先前架構，我深信伊拉斯莫斯方案將吸引更多

學生與高等教育機構加入歐盟活動＞。 

 
伊拉斯莫斯大學憲章上週由歐盟文教總署教育司司長 David Coyne 先生簽訂，

該憲章規定大學實施歐盟合作計畫時應盡的義務，大部份與提供學生交流服務

有關（如學費多少、留學期間學歷認可等等），除了伊拉斯莫斯大學憲章外，參

與交流的學生亦獲頒伊拉斯莫斯學生憲章，其載明留學生的權利與義務。 

 
過去十六年來，伊拉斯莫斯方案歷經數次改變，起先它只是一個網絡，稱為校

際大學合作計畫，由各校教授發起；剛開始只有 150 所教育機構參與，自 1997

年起，歐洲大學合作活動在Institutional Contracts下分組合作，迄今參與數已達

1850 所，學生交流人數在 2002-03 學年達至一百萬人。進一步資訊請上網：

http://europa.eu.int/comm/education/erasmus.html
有關伊拉斯莫斯大學憲章詳細資訊： 

http://www.socleoyouth.be

 

 

歐盟年輕吸煙人口調查 

資料來源:歐洲通訊社 Bulletin Quotidien Europe No. 8443 

日期:15/04/2003 

 
依據歐盟 Eurobarometer2002 年十月調查顯示：歐盟十五會員國，幾乎有三分之

一年輕人經常抽煙:年紀 15-24 歲之間，大約有 36.8%年輕人表示經常抽煙，其

中年輕男性有 38.8%，女性有 34.9%經常抽煙。12-18 歲爲拒絕抽煙或改變抽煙

習慣的關鍵時刻；另由 WHO 進行的調查亦顯示歐盟所有會員國年輕抽煙人口

正逐漸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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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文化 2000 與 Media 計畫延長至 2006 年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DN:/IP/03/549 

日期：Brussels,16/04/2003 

 
雷汀女士表示＜歐盟計畫受到文化專家的認可及有興趣者參與，Media 計畫每

年補助近 250 件作品，及補助逾五十件歐洲影片於國外發行。文化 2000 經費較

少，但過去三年來，已補助逾 700 件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學與遺產保存等，

亦補助宣傳活動與專業訓練，將很難想像歐盟執委會不再繼續這些補助計畫，

這也是為什麼執委會提議將這些計畫延長至 2006 年，如此一來，新的計畫將有

充裕時間準備＞。 

 
歐盟打算將文化 2000 延長兩年至 2006 年止，Media Plus 及 Media 計畫延長一

年至 2006 年，文化 2000（2000-2004 年）的經費為 167 百萬歐元，增加為 236.5

百萬歐元（2000-2006），Media Plus 將從 350 百萬歐元增加為 435.6 百萬歐元

（2001-2006），Media 計畫則自 50 百萬增至 57.4 百萬歐元。 

 
未來新計畫將依據現行的經驗及改進建議來訂定，執委會希望在 2003 年底提出

2006 年後一個更有效率與遠大的計畫。延長文化 2000 與 Media 計畫不影響現

行持續應用創新方案，例如視聽領域，與歐洲投資銀行合作創辦“i2i 視聽＂計

畫，而使得 Media 計畫更充實；文化領域方面，新方案將補助文化產業與加強

文化、教育與訓練彼此連結。 

 

 

歐洲議會舉辦文化產業公聽會 

資料來源：歐洲通訊社 Bulletin Quotidien Europe 8449 

日期：Brussels,24/04/2003 

歐洲議會文化委員會與 200 個文化專業協會四月廿四日在布魯塞爾召開“歐洲

文化產業的優劣勢＂公聽會，會中將就文化產業雙重性質、大小企業間的競爭、

發行問題、智慧財產權及來自美國文化產業的競爭等議題交換意見。 

 
歐洲議會議員 Myrisini Zorba（希臘社會黨）創辦這項公聽會，強調文化與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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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強公民認同感、提昇社會凝聚力與增加就業與經濟發展等方面扮演複雜的

角色。接著又指出：目前在歐洲地區文化產業大約有 7.2 百萬就業人口，歐盟

執委會企業與資訊社會總署（DG Enterprise & Information Society）官員也表

示：執委會已分析歐洲地區文化產業的財力與技術之優劣勢、競爭力與人力資

源的缺乏問題等。至關與美國競爭方面，Philippe Kern(比利時，director of Kern 

European Affairs)指出：歐洲電影只佔美國市場的 3%，歐洲音樂則好些，佔 7%。 

 
接受 Ms Zorba 女士採訪的與會者，有 69%表示有必要透過跨國文化合作來解

決這些問題，與會者亦強調本土內容的重要性，也認知到政府補助會扭曲競爭；

他們同時也贊成減少文化財產的增值稅及為書籍定不二價，如 Jacques Delors

（八十年代擔任執委會主席）在 1989 年所說的：文化不可以像其它產業一樣被

商業化。 

 

 

外國講師抗議歧視待遇 

資料來源:歐洲通訊社 Bulletin Quotidien Europe 8452 

日期:Brussels, 30/04/2003 

 
四月廿九日歐洲議會陳情委員會(Petitions Committee)聽取蘇格蘭人 David 

Petrie 有關過去這些年來外國講師用自己語言教學受到歧視的證詞。歐洲議會

議員 Neil Mac Cormick 是一位法學教授，在四月八日寫一封信予義大利駐歐盟

代表 Umberto Vattani，自己被列為 shameful or scandalous 教師名單上的待遇，

認為其違反歐盟法院的規定。 

 
David Petrie 在 the University of Verona 教書並為義大利講師工會主席，藉此機

會與歐盟執委會代表請教，有關歐盟執委會 2002 年十月十六日的決定，執委會

已對義大利下最後通牒，希望它能停止這些不合法及歧視的措施，不然將面對

歐盟法院巨額罰鍰。外國講師依法院規定等同 associate professors 或 confirmed 

researchers，但十五年來無法隨年資自動加薪，但義大利的同仁卻可以隨年資提

高薪資，外國教師在義大利的 Bologna 每月領 600 歐元，如同 1986 年時所領薪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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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教育部長理事會通過五項要求提高歐洲教育水準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IP/03/620 

日期:05/05/2003 

今日歐盟教育部長理事會(Education Council)採取另一項教育與訓練的雄心策

略以朝向里斯本目標邁進，通過歐洲各級教育平均水準參考指標（reference 

levels of European average performance or European benchmarks），其有助於實現

歐盟各會員國教育制度的目標，並將於明年歐盟高峰會提出。 

 
歐盟文教執委雷汀女士表示：＜藉由重點放在知識、教育與訓練，我們傳達我

們的公民最關心的議題－繁榮、更多及更佳的工作、更強的社會凝聚力與更乾

淨的社會。沒有一流終身學習機構教導我們一技之長、沒有彈性勞力市場、沒

有凝聚力的社會、沒有世界級產品的研究、沒有將知識轉化為商機的刺激，將

不可能達成里斯本目標創造歐盟成為世界上最具競爭力與更強社會凝聚力的經

濟實體＞。雷汀女士接著說：＜讓我們不要害怕向最好的會員國學習經驗，讓

我們使用這些教育標準為一項工具，在各教育決策者與教育單位開始進行對話

與學習歷程＞。 

 
歐盟教育部長理事會提出五項具體教育目標，於 2010 年改進歐洲教育與訓練體

制，這五項教育要求基準為： 

１．至 2010 年，歐盟早年輟學平均率降低至 10%以下。 

２．在數學、科學與科技學科的畢業總人數於 2010 年歐盟應增加 15%，同時

減少男女性別差距。 

３．至 2010 年歐盟至少 85%的 22 歲人口應能完成高中教育。 

４．至 2010 年，歐盟 15 歲閱讀能力低成就學生比率相較於 2000 年至少降低

20%。 

５．至 2010 年歐盟 25-64 歲人口至少有 12.5%參與終身學習。 

 
歐洲需要這些雄心壯志來評量及加強我們的努力，相同的教育水準是第一步，

藉由達成這些共同目標，以進一步朝向里斯本目標邁進，這些教育基準將刺激

典範交流與教育政策新思維，並促使各會員國互相學習，希望最終歐盟會員國

不僅符合這些要求而且超越之，甚至達世界級最好（world-beating）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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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文化遺產獎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DN:IP/03/630 

日期：06/05/2003 

歐盟/Europa Nostra 文化遺產獎頒獎典禮五月九日於布魯塞爾舉行。歐盟文教執

委雷汀女士與 Europa Nostra 文化基金會執行長 Otto von der Glabentz 將在比利

時 Lorenz 駙馬爺（the husband of Princess Astrid of Belgium）面前進行頒獎；六

項首獎，各獲獎金一萬歐元，分別頒於建築遺產、風景與文物收藏等不同領域

傑出作品。另外也頒獎予文化研究與遺產特別服務之個人或團體；Europa Nostra

文化基金會獲歐盟執委會“文化 2000”(Culture 2000)計畫項下補助。 

 
文教執委雷汀女士表示：＜保存、復興與發揚歐洲文化遺產是一項重要任務，

因為在擴大的歐盟，開放與其它大陸對話，因此文化與文化遺產成為標榜歐洲

文化多元性與我們共同遺產的利器。我很高興歐盟文化 2000 計畫支持Europa 

Nostra文化基金會舉辦文化遺產獎活動＞。歐盟支持Europa Nostra文化基金會舉

辦 2002 與 2004 年文化遺產獎，目的希望推廣最佳典範及刺激遺產領域在歐盟

層級的交流，歐盟補助Europa Nostra基金會每年十五萬歐元，五月九日歐洲日

頒獎予 2002 年參賽作品，總計有來自 33 國家 282 件作品報名，並經由中立專

家評審團進行審核。報名作品包括：捷克Cesky Krumlov城堡戲院設備、傳統服

飾等的收藏、愛爾蘭十八世紀花園的修復及丹麥 1930 年代飛機場的保存等。有

關Europa Nostra基金會與歐盟遺產比賽計畫詳細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www.europanostra.org

 

 

歐盟青年理事會通過運動對青年有益宣言 

資料來源：歐洲通訊社 Bulletin Quotidien Europe 8456 

日期：07/05/2003 

 
歐盟各國青年部長主張有必要宣傳運動的好處，推廣自我訓練的價值與道德、

自尊與運動強調不斷努力與練習的精神。各國教育部長也感覺到：＜藉由團隊

精神、尊重他人、參與及公平遊戲，運動教導年輕人更具有社會意識、鼓勵他

們投入公眾生活，進而朝向民主與公民精神邁進＞。歐盟青年部長理事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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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出運動的特色，同時也讓年輕人參與各種打擊歧視問題；另外也推廣義工服

務與反毒活動。雷汀女士表示 2004 年將為歐洲運動教育年，歐盟推廣運動所帶

來的各種好處，年輕朋友絕不會將之視為一種過度需要（overkill）。 

 

歐盟文化理事會通過捍衛伊拉克文化遺產宣言及 2006 年歐

洲文化首都:希臘 Patras 城 

資料來源：歐洲通訊社 Bulletin Quotidien Europe 8456 

日期：07/05/2003 

歐盟文化部長理事會五月六日召開大會一致通過捍衛伊拉克文化遺產宣言

(declaration on safeguarding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raq)，在這份宣言中歐盟表達

對有關伊拉克文物、古蹟及無可取代的歷史價值紀念碑遭到破壞及博物館與圖

書館遭到破壞(vandalism)或洗劫（pillage）等表示憤怒；歐盟文化部長表示主動

支持聯合國教科文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保護世界文化遺產。今日會議亦通過選定

希臘Patras城為2006年歐洲文化首都及一致通過成立便利殘障者取得或接近文

化的基礎建設及活動。 

 

 

歐盟姐妹市金星獎 

資料來源：歐洲通訊社 Bulletin Quotidien Europe 8461 

日期:14/05/2003 

 
自 1993 年起，歐盟執委會每年頒發“姐妹市金星獎＂（Golden Stars of Town 

Twinning）予十個最優姐妹市計畫，此獎主要目的藉由經費補助來達成具體促

進歐盟的整合與幫助公民認識彼此，頒獎典禮將於五月十五日在歐盟區域理事

會大會舉行。歐盟評審團依據如下標準來審核：教育價值、當地民眾參與率、

具體成果與未來發展潛力。得獎者分別為：英國Bradford、德國Bremen、愛爾

蘭Cormons、匈牙利Keszthely、德國Nuremberg、法國Pouzauges、拉脫維亞Riga、

葡萄牙Samuel及Santa Maria da Feira、匈牙利Szolnok county，進一步資訊請上

網：http://europa.eu.int/comm/dgs/education_culture/towntwin/index_en.htlm or 

http://www.cemr.poznan.pl。歐盟文教執委雷汀女士表示：＜今年歐盟執委會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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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大約 1,400 個姐妹市合作夥伴關係，補助金額約一千二百萬歐元，這些合作

計畫由來自不同國家二個以上城鎮締結關係，共同分享觀念、解決共同問題與

發現彼此文化遺產，迄今已有逾 11,000 個城鎮獲得歐盟補助＞。 

 

 

歐盟文化理事會通過考古檔案的決議 

資料來源：歐洲通訊社 Bulletin Quotidien Europe 8457 

日期：08/05/2003 

歐盟文化理事會（Culture Council）通過一項有關會員國的考古檔案（archives）

的決議，要求歐盟執委會：１）召集成立專家代表小組亦包括候選國，並依各

國相關政府機關推薦人選聘用，藉以了解各國政府考古檔案的現況與推廣具體

活動如鼓勵適當措施以防考古檔案因災難如水災造成損害，２）在 2004 年中提

送專家小組工作報告予文化理事會，內容包括未來在歐盟層級有關考古檔案增

加合作機會的指導方針。 

 

 

歐洲通訊社五十週年慶 

歐洲通訊社（Agence Europe）於本年五月廿日在歐盟部長理事會新聞室

參加五十週年慶，由歐洲議會議員兼歐洲

大會委員 Mr. George Katiforis 主持，邀請

歐盟高峰會輪值主席國主席 Mr. George 

Papandreou、前歐盟執委會主席 Mr. 

Jacques Delors、歐洲大會委員（前執委會

主席）Mr. Jacques Santer、歐洲議會制憲

委員會主席 Mr. Giorgio Napolitano、前歐

洲議會議員 Ms. Antoinette Spaak 等致詞，

另由歐洲通訊社資深主管分享五十年經驗

與回顧。大約有三、四百位聽眾與記者與會。 

 
綜合歐盟高層官員演說重點為一個字即是願景（vision），歐盟五十年前

成立之父亦基於一個願景：創造和平的歐洲。與會演說者均提到願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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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並強調無論個人或決策者都需要有一個願景，然後努力奮鬥讓夢想

成真。擴大的歐盟將包含廿五個成員，讓歐盟機構得以順利運作關鍵在

於“妥協＂（Compromise），沒有互相讓步妥協，無法達成決議，沒有

決議就無法推動任何方案。近來歐盟正在研訂與公辯歐盟憲章、歐盟高

峰會及執委會主席制、歐盟國防政策等重大議題，必需讓歐洲民眾知道

歐盟在做什麼！並且讓歐洲人 e-Vote 您想要的歐盟，任何政策必須 make 

it work! 

 
歐洲通訊社創辦於一九五三年，其出版的「歐洲每日通訊」（Bulletin 

Quotidien Europe）所提供的及時資訊為歐盟研究權威的報導；歐洲每日

通訊發行紙本與線上通訊（DanteNet），有英文、法文、德文與義大利

文四種版本，每期約廿至卅頁，其消息及文章普遍為歐美歐盟研究學者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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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候選國教育指標概況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Le Magazine Spotlight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An outline of the future EU Members 

日期：二００三年十九期 

 
歐盟目前有十五會員國，至 2004 年將有波羅的海三小國（立陶宛、拉脫維亞、

愛沙尼亞）、前中東歐共產國家（波蘭、捷克、斯洛伐克、匈牙利、斯洛維尼亞）

及地中海國家（馬爾他、賽普勒斯）等十國加入，2007 年羅馬尼亞與保加利亞

亦隨之入盟，土耳其正在申請入盟談判中。 

一、ＧＤＰ 

歐盟候選國平均國民所得(單位一千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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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1 美元） 

二、政府教育經費 

歐盟候選國政府教育經費佔GDP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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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Labour Force Survey, Eurostat, Europe report on quality indicators of 

lifelong learning, 2002，台灣為 3.85%,2000） 

由分析歐盟各候選國的政府教育經費佔 GDP 多少百分比，可得知普遍而言，中

歐國家較歐盟（平均 5.2%）低，雖然少數國家如波羅的海國家比歐盟高。 

 
三、中學教育程度 

歐盟候選國25-64歲人口完成高中教育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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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Eurostat, Labour Force Survey, 2001, 其中馬爾他資料出自 National 

sources，歐盟候選國平均 25-64 歲人口成完高中教育比率（77.4%）較歐盟十五

會員國高( 63.8%)。 

四、大學教育程度 

歐盟候選國25-64歲人口高等教育程度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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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Labour Force Survey 2002, Eurostat, 馬爾他資料由 National Sources 提

供，歐盟平均約 22%人口完成高等教育，然而候選國只有 14%。) 

 
五、早年輟學者 

歐盟候選國18-24歲早年輟學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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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Labour Force Survey, Eurostat, Europe report on quality indicators of 

lifelong learning, 2002，歐盟候選國輟學率平均為 12.9%，較歐盟 19.3%低。） 

六、繼續教育 

歐盟候選國25-64歲人口繼續教育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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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long learning, 2002，歐盟候選國繼續教育人口比率平均為 3.6%，相較於歐盟

8.4%有相當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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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指南(Euro Guidance)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補助成立的Euro guidance互聯網

http://www.euroguidance.org.uk

 
歐洲指南（Euro Guidance）是歐盟執委會成立的達文西技職指南國家資源中心

LEONARDO National Resource Centres for Vocational Guidances, NRCVG)互聯

網名稱。NRCVG 是資源與資訊中心，負責推廣全歐洲的交流。NRCVG 分布於

所有歐盟會員國與 EEA 經濟貿易區國家及中東歐許多國家，連結各國指南服

務、全歐洲地區工作或留學或訓練機會的交換資訊等。各國的 NRCVG 代表各

國教育、訓練、勞工及青年各部門。創立於 1992 年，目前有來自 31 國家 65

個 NRCVG 指南中心組成該歐洲指南互聯網。 

 
以比利時荷語文化體的NRCVG為實例說明其所提供的指南服務，其服務範疇分

三大類：Ａ）荷語文化體教育與訓練資訊，Ｂ）荷語文化體就業勞力市場資訊，

Ｃ）青年交流互動計畫。有關教育與訓練資訊提供一般資訊如下： 

１） 居留許可：停留逾三個月，須申請短期居留許可（Temporary Residence 

Permit, TRP,D 證即學生簽證），向比利時駐各國大使館洽辦。此外尚須出具

財力證明（proof of solvency）才能取得短期居留許可。一些大學甚至將財

力證明作為註冊的先決條件；在比利時不易以工讀所得補貼學費，抵達後

開銀行帳戶需要護照與在比國的居住地址。 

２） 學生聯盟：任何學生只要出示學生證即可成為荷語文化體學生聯盟一

員（VVS，Vlaamse Vereniging van Studenten），須付小額會員費；另外有各

學院的新生訓練與區域新生訓練等等活動。 

３） 住宿費：住宿資訊與連絡地址可向大學／中學索取，所有大學與中學

都有自己的學生宿舍，費用依父母收入而定，並提供各式宿舍包括適合全

家的公寓等等。 

４） 健保與必要保險：在比利時荷語文化體大學或中學就讀，依規定必須

強制投保健康保險、意外事故險、第三人責任險、火險及汽車險等。 

５） 學生健康服務：所有大學與中學都有醫療與社會服務，且為免費。 

６） 生活費：在比利時荷語文化體生活一個月大約需住宿費 175-300 歐

元，膳費 400 歐元、書籍或旅行或其它活動約 150 歐元，總計約需 725-850

歐元。另外再加上一年學費，中學約為 375 歐元上下、大學 500 歐元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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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所課程學費相當高！此外再考量額外的語言課程費用與交通費及

保險費用等等。 

７） 學費與獎助學金：中學學費約 375 歐元上下、大學 500 歐元上下，有

些研究所課程學費相當高！如果獲得“交流獎學金＂（自 Erasmus, Tempus, 

Alban, Leonardo..）則學費全免，因為在本國大學（home university）註冊。

有關上述這些交流獎學金請洽辦本國所讀大學。另外一些獎助學金來自：

－補助開發中國家學生，可查歐盟開發中國家總署網站 DGDC－與比利時

合作發展。－在國際文化交流計畫架構下。－雙邊文教合作計畫，洽比利

時駐各國大使館；－聯合國教科文組織、WHO、FAO、NATO 等等提供的

獎助學金；最重要是與本國教育部接洽，或其它官方或私立機構，獲得有

關獎學金訊息。 

８） 工讀相關規定：十五歲以上依法可以工讀，但一些危險工作則禁止讓

學生做，工作前必須與雇主簽訂契約（三份：一為雇主、一為學生、一為

勞工視察，labour inspectorate），另須取得“勞工規定＂（Labour regulations）

並簽名後送交予勞工視察。試用期為最短七天，最長十四天。工資依據年

齡與工作性質，完全依據全體勞工協定或公司協定等等，雇主有必要投保

勞工意外險；如果工作期限不超過一個月，則不需付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如果所得一年逾 5,075 歐元，則需付稅。如何找到工作？大部份

大學與中學都有提供學生工讀服務資訊。如果在工讀時遭遇問題，請與學

生工讀服務中心（student job service）或社服中心或商會或勞工視察連繫。

須注意：在比利時工讀機會不多！ 

９） 學歷認可：外國學生如持有比利時中學教育畢業證書或同等文憑依據

法律、法令、歐盟指令或國際公約等或個別審核比照其本國升學要求條件，

皆可申請大學就讀。大學與高等教育學歷認可承辦機構為：ENIC-NARIC

（http://www.enic-naric.net/），更多資訊請洽歐盟文教總署學歷認可與學分

轉換制度等等，至關中學與技職教育學歷認可承辦機構為荷語文化體教育

部。 

 
歐洲指南於 2003 年三月首次出版各國NRCVG年度綜合報告（Information Flow 

and Annual Synthesis Report）提出NRCVG具體成果，可上網查獲更多報告內

容：http://www.euroguidance.org.uk/english/networkactivities/ASRContent.htm。另

外歐洲指南目前一些計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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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EUS.NET  GUIDENET 

PLOTEUS是全歐洲學習機會的入

口網站，在此入口網站可找到教育

與訓練資訊。PLOTEUS 是歐盟執

委會創辦成立的，資訊更新與提供

來自歐洲指南（Euroguidance 

network）  

  

跨國互聯網計畫，主要目的為認

可歐洲指南服務新興的與創新的

典範。 

 

 

EURODIME   

歐洲取向的指南服務訓練 

FIT FOR EUROPE

 

     

 

Fit for Europe 以七種語言提供歐盟所有

會員國技職訓練與工作資訊及連結，以及

提供十一種官方語言的語言考試，該網站

由歐盟 the Leonardo da Vinci programme

支持成立.  

ON THE MOVERAINBOW    

RAINBOW  提高各會員

國指南輔導人員跨國文化

認知的在職訓練課程 

   

On the Move III 提供歐洲青年

交流的互動計畫 

ESTIA EUROSTAGE    

提供歐洲地區的

工作經驗與學生實習資訊 

   

目前有廿五個ESTIA 提供

連結於各國官方網站的教

育與技職資訊。 

 

ACADEMIA GO-BETWEEN     

該網站提供成人教育課程，訓練

歐洲指南輔導人員。    

歐盟補助成立的機構，提供

家歐洲指南輔導人員的出

國實習機會。 

PERMA    

提供各區域製造業就業機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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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頓大學漢學研究院簡介 

作者: 林欽惠,萊頓大學漢學系講師 

萊頓大學成立於 1575 年，是荷蘭最古老

的大學之一。共設有八個學院，包括：

考古人類學、文學、法律、數學和自然

科學、醫學、哲學、社會科學以及神學

等學院，並開設六十多個學位課程。學

生人數共約 15,000多人，其中包括 1,500

位來自 55 多個不同國家的學生，目前也

有不少台灣學生在萊大攻讀碩士或博士

學位。 

 
萊頓大學所在的萊頓市則是一個典型的

大學城。為荷蘭西部交通輻輳，離阿姆斯特丹及海牙都相當近，搭乘火車大約

半小時以內就能到達。而位於萊頓市中心的萊頓大學漢學院則與英國歐亞學

院、德國海德堡大學等同為歐陸享有盛名之幾個漢學重鎮之一。 

 
筆者於 2001 年在教育部中文教師輸出計畫的補助之下，先於萊頓大學漢學院擔

任了一年的教職，繼於 2002 年正式獲聘於萊頓大學漢學院，擔任專職中文講師。 

 
目前漢學院共有三位教授及十多位專兼任教師，學生約有一百多名。課程主要

分為三大方向：中國語言及文學、歷史以及當代中國研究。柯雷(M. van Crevel)

教授主掌中國語言與文學，田海(B. ter Haar)教授是中國文化與宗教史專家，施

耐德(A. Schineider)教授則主掌當代中國研究領域。漢學院相當注重學生的語言

能力，一年級的現代漢語不但是必修課，要是期末成績不及格，不但無法拿到

第一年的修業證明，還必須再重修一年。到了一下，學生便可依照自己的興趣

準備在二年級選擇不同方向的課程，二年級的學生可以選修語言學、文學、藝

術史、歷史或是當代中國研究等專題，為將來的畢業論文做準備。 

 
另外，漢學院的學生在結束第二年的學業之後，可選擇到台灣的師範大學國語

中心、台灣大學或中國的北京語言大學留學一年。就筆者所知，師範大學與漢

學院訂有學術交流計畫，萊頓大學文學院每年提供師大教授及交換學生各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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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一年之研究助學金，而師大每年目前則提供五個名額（包括教育部所提供

之兩個獎學金名額）供漢學系學生赴台學習中文。而台灣大學文學院則提供了

兩名獎學金名額，供高年級學生進行語文進修或是研究。由於到台灣或中國的

學生必須經由委員會遴選，遴選過程不但重視學生的課業表現，也對學生自己

進行獨立研究或學習的能力有一定要求，因此學生們莫不全力以赴。 

 
繁體字，而閱讀方面則繁簡並列。由於學

生在一年級時已經對漢字的書寫概念奠下

了良好的基礎，因此二年級再學習簡體字

時亦可達事半功倍之效。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漢學院不但為全荷蘭

唯一的漢學研究中心，萊頓大學漢學院圖

書館更是歐洲數一數二，擁有大量中文藏

書的圖書館。館中藏書除了中文以外，亦

有不少日文及韓文藏書。可貴的是，館中

不但藏有當代中文圖書，更存有許多古文

珍本，還有幾類相當具有特色的藏書，例

如荷蘭漢學家高羅佩藏書、明末清初耶穌會在中國活動資料、中國沿海史史料

等。而漢學院圖書館雖以文史哲方面圖書為主，但由於是荷蘭唯一之中文圖書

館，因此也收集了其他學科如天文、中國醫藥、生物等各方面的學報及書刊。

可說是一個相當全面性的研究圖書館。 

 
近年來，萊頓漢學院與台灣交流頻繁，除了每年派遣學生到台灣，也透過教育

部邀請國內優秀學者至漢學院講學，如台大的傅佩榮教授、政大的沈清松教授

都曾應邀來訪，傅教授更將他在萊頓講學的生活寫成了《那一年，我在萊頓》

一書。漢學院也有許多博士生常至台灣進行研究，甚而長居台灣，如目前台北

大稻埕偶戲博物館執行長羅斌 (Ruizendaal, Robin)就是萊頓漢學系的畢業生。 

 
（萊頓漢學院內部是木造建築，相當宜人。上圖為萊頓大學漢學院中庭。平常

是師生們討論交流課業之處。） 

參考資料：吳榮子〈漢學研究在荷蘭〉，《漢學研究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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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學生申請荷蘭大學博士班---個人經驗談 

作者:潘鳳娟,萊頓大學神學院博士班 

 
和其他國家教育制度不同之處，從 1986 年起，荷蘭法規認定，攻讀博士學位的

人(promovendus, doctorate candidate)不被視為學生，而是研究員(junior 

researcher)。大部分荷蘭籍博士候選人均受大學聘任為研究助理，稱為

AIO(assistent in opleiding)或 OIO(onderzoker in opleiding)。以合約方式提供為期

四年的工作機會，每個月薪資大約 1500-2200 歐元，以及辦公室和電腦等必要

設備。合約期間可能要修課或被指派部分工作，定期作工作報告等等相對的義

務。四年期間完成論文和答辯，大學就頒與博士學位，但是，合約期間所完成

的著作則歸大學所有。 

 
一般而言，外國學生不容易取得研究助理的工作，而且，還有同等學歷認定的

問題。不少外國學生均先修一年的AMP(advanced Master’s Programme)，通過之

後才能成為博士候選人。至於，外國學生若想取得AIO或 OIO工作，在人文領

域，部分非西方研究機構，例如位於萊頓城，跨大學的非西方研究中心(CNWS)

則提供不少機會。有興趣這可以透過網路檢索所相關消息，一般而言，截止日

期在每年三月底之前。CNWS網址：www.leidenuniv.nl/interfac/cnws。 

 
另外，還有部分則是自費或由其他單位資助前來荷蘭攻讀學位，他們的情況則

與 AIO 或 OIO 不盡相同。就設備而言，自費者必須自由負擔攻讀學位期間所

需要的費用，大學不會提供相關設備，然而，自費者沒有時間限制，也不需要

長期居留荷蘭(某些人則同時在自己的國家工作，透過網路等管道與指導教授維

持聯繫)。整體而言，論文寫作則由指導教授和自費攻讀學位者之間的互動，相

當自由。申請流程的制式規定可在各大學網站下載。以下，本人以個人經驗，

從幾方面介紹個人申請的過程。 

 
一、申請流程 

一般而言，博士班沒有特定的申請期限，沒有所謂春季班或秋季班的規定，隨

時都可以進行，因為申請最重要的關鍵是指導教授，由指導教授主導過程。因

此必須找到教授願意指導你，收你作博士生，才有可能正式進入申請程序。我

是在台北荷蘭辦事處主辦的教育展期間，和萊頓代表面談，告知自己的研究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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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並同時將自己的履歷和著作目錄，請她帶回大學詢問神學院教授的意願。

不久，那位代表回信給我說，神學院有一位教授對我的研究方向感興趣，要我

把詳細的研究計劃和大綱，以及選擇萊頓的動機一併回覆。經過幾次電子郵件

往來之後，教授還要求我提供兩位推薦人，最好是以前的老師，她要透過電話

直接詢問我過去的學習紀錄。前後大約經歷六個月時間，教授才表達收我入學

的意願，此時她才將申請表格寄給我，我才開始蒐集所需文件：包括過去畢業

證書、成績單英文本等等(細目可在網站下載)，寄回大學 admission office，由

招生委員會評鑑。同時指導教授必須寄一封信到招生委員會，向大學表明指導

的意願，招生委員會才會受理申請。又過了約兩個月，終於收到大學寄來的入

學許可。 

 
二、簽證和居留問題 

前述已經說明，依據荷蘭法規，攻讀博士學位的人不是學生，所以，申請簽證

時和學生也不相同。需要同時申請工作許可和入境簽證。萊頓大學的人事部門

有專人負責這項工作。我是詢問 admission office 的秘書為我轉信到人事部門，

連絡上負責神學院的職員，才順利完成申請。但是因為碰上暑假，我又倚賴電

子郵件，所以拖延兩個月，以致我的簽證延後取得。如果時間比較緊迫的話，

我建議用傳真或是打電話直接聯絡會省下不少時間。 

 
入境之後第一週就要向學院和外事警局報到並申請居留證。萊頓的 International 

office 有專門辦公室負責簽證的申辦。但是，我被告知必須申請工作居留，而

非學生居留，二者最大差別在於有無工作許可。因此，我就前往人事部門取得

我的工作許許可之後再前往申辦。因此，我的居留期限就是根據工作許可的期

限設定。每年更新一次。 

 
我的居留證雖然是工作居留，但是我其實卻是來讀書。在入境之後中，遇到不

少困難。因為不是學生，所以我沒有學生證，又沒有學生號碼。而我又不是受

僱大學的 AIO 或 OIO，因此也不是大學工作人員，又沒有職員的帳號。再加上

在神學院攻讀博士學位，卻又不是受僱大學的研究助理，我是第一個例子。教

授們沒有前例可循，完全不知道如何為我解決困難。因此，我沒有正式身分來

申請大學的帳號，也無法進入電腦系統使用線上資源。甚至無法申請借書證。

經過與指導教授溝通之後，學院開會決定給我一個客座人員(gastmedwerker, 

guest-coworker)的身分，我才得以順利申請一個帳號，成為大學一員。前後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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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四個月，終於開始使用線上資源檢索我論文所需要的資料。 

 
三、修課和語言問題 

一般而言，攻讀學位期間大學並沒有規定要修課，完全依據指教教授和個人需

要而定。博士論文可以從荷文、英文、德文、法文四種語言中任選一種撰寫。

和教授的互動焦點就是論文，雙方自行規劃見面和討論方式，相當自由。 

 
四、學費 

學費方面，大部分學院博士班是免學費的，不過每個學院的情況也不盡相同，

最好在申請時就問清楚，比較妥當。 

 
經歷這些過程之後，我給計劃申請前來荷蘭攻讀博士學位的同胞的意見是，主

動積極和多開口問。因為這裡的分工細，各部門各自為政，常常不清楚整體流

程和規定，做事也慢慢來。所以，如果想要大學職員優先處理，就必須親自跑

一趟，要求當場辦理。同時，對於某些規定，常常出現不同職員的回答各不相

同的現象，所以，最好多問幾個比較保險。貨比三家不吃虧，也適用在這裡。

有些時候，甚至必須自己去爭取，只要說出一個理由，他們覺得合理的話，就

會為你處理。 

 
祝每一位有興趣前來荷蘭攻讀博士的同胞，申請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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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補助學術機構從事歐洲整合研究計畫 2003 年簡章:莫

內計畫與 A-3022 前導計畫 

資料來源: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 

 
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前言: 

歐盟執委會補助學術機構從事歐洲整合研究計畫，藉由補助開設新課程及補助

年輕研究人員。以往前者新課程屬於莫內計畫（Jean Monnet Project），後者補

助年輕研究人員屬於 A-3022 前導計畫，2003 年簡章合併這兩項補助並開放給

全世界參與。補助案包括: 

類型 活動 

莫內歐洲卓越中心 莫內計畫補助教學活動 

莫內講座與個人名義莫內講座 

歐洲模組課程 

各國 ECSA 所舉辦的活動 莫內計畫補助大學互聯網與研究 

成立區域與跨國研究團體 

補助年輕研究人員 A-3022 前導計畫 

為年輕研究人員舉辦高層會議或研討會

舉辦大學研究成果會議 

 
莫內計畫的目標與範圍： 

莫內計畫以合資補助方式（co-financing）補助歐盟及全世界大學的歐洲整合課

程，例如莫內講座（Jean Monnet Chair）。但歐洲整合研究不包括：比較研究（如

各會員國比較）及會員國研究（研究一或多國）。歐盟莫內計畫目標在於這些社

會科學學門如：歐洲共同體法律、歐洲經濟整合、歐洲政治整合、及歐洲建構

歷程的歷史。歐盟莫內計畫以合資方式補助大學開設這些課程（start-up grants）。 

 
自 1990-2002 年間，歐盟莫內計畫已補助逾 2,294 件新開設歐洲整合研究學術

計畫，包括 82 件莫內卓越中心（Jean Monnet Centres of Excellence）、595 件莫

內講座（Jean Monnet Chairs）、1,595 件長期課程與模組課程（Permnanent courses 

and European modules）。目前將近 735 所大學提供莫內教學課程，每年逾 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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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教授與 250,000 位學生參與。2001 年莫內計畫開放給歐盟候選國及非會員國

(全世界)參與，至今全世界有 48 個國家參與。 

 
莫內計畫：教學活動 

歐盟莫內計畫補助教學活動對象包括： 

 莫內歐洲卓越中心（Jean Monnet European Centres of Excellence） 

 莫內講座內(Jean Monnet Chairs)與”個人名義”莫內講座（ad personam Jean 

Monnet Chairs） 

 歐洲模組課程(European modules) 

 
莫內歐洲卓越中心（Jean Monnet European Centres of Excellence） 

莫內歐洲卓越中心為歐洲整合領域的專業機構或組織，藉著引用莫內這個顯著

抬頭，促使一或數所大學匯集歐洲整合議題的科學、人力與文獻資源。 

 
莫內歐洲卓越中心匯集（pool）各大學或各地區的資源如下：莫內教授、大學

內其它教導歐洲整合研究的教授、現存歐洲文獻中心、歐洲整合的研究生活動、

歐洲整合的研究計畫、大學內從事歐洲整合議題的機構或中心、學術界或地方

上參與歐洲整合研究之學者專家及歐洲共同體事務非學術型專家。 

 
莫內歐洲卓越中心必須符合三項目標：必須使得歐洲整合議題的資源在大學或

社區內可開放運用、可利用的資源間相互合作發展、舉辦歐洲建構歷程的辯論

活動開放全民參與達到最大效果。為達上述三項目標，卓越中心必須提供所有

大學歐洲教學與研究活動的簡章、及在校園設有公布欄通告歐洲整合活動，舉

辦博士生歐洲整合議題的研討會與會議、教授與研究員等團體的研究活動，舉

辦歐洲整合模組課程對象為大學內數個或所有學院，開設研究生課程如暑期課

程或碩士課程等等；舉辦歐洲整合活動歡迎大學以外專家或民間參與如會議、

研討會、辯論等，利用媒體與新科技宣傳歐洲整合活動。 

 
 莫內講座(Jean Monnet Chairs)與”個人名義”莫內講座（ad personam Jean 

Monnet Chairs） 

 
在 2003 年莫內講座有兩種類型可申請： 

１．莫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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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個人名義”莫內講座。 

 
１．莫內講座 

莫內講座是一個象徵名詞，代表全時教職（大約每學年依大學體制 180 至 250

教學時數），所有法定的課程與教學活動必須完全致力於歐洲整合的教學。 

 
莫內講座至少有部份須為核心或基礎課程的必修課，莫內講座者必須百分之百

奉獻於歐洲整合的教學。莫內講座包括大學及研究所的教學及指導研究所學生

作研究，莫內講座者必須是教授級或歐洲整合研究資深講師（Senior lecturer），

並由大學決定誰可擁有莫內講座頭銜。只有一位教授可擁有莫內講座頭銜，而

且必須實現所有莫內講座所計畫的活動，歐盟不接受由數位教授合作的莫內講

座計畫，而且莫內講座者不得為大學邀請的訪問學者（Visiting Lecturer）。 

 
２．”個人名義”莫內講座(“ad personam” Jean Monnet Chairs) 

“個人名義”莫內講座經由學術委員會評審後頒予完全符合莫內講座標準的申請

者，目標對象為眾所週知的歐洲整合專家，其個人 CV、著作等足以證明為歐

洲整合專家。“個人名義”莫內講座經歐盟與大學雙方簽訂正式協議，該頭銜與

此專家相關，如果該講座者離開學校，大學不可以其它教授來取代他。”個人名

義”莫內講座教授雖然離開原本大學，如果想繼續使用這個頭銜，須續留在學術

界，而接受這位”個人名義”莫內講座者之大學應致力符合莫內講座應達之歐洲

整合教學與研究活動之標準。 

 
 歐洲模組課程(European modules) 

歐洲模組課程為短期課程，完全教導莫內計畫內歐洲整合四大學門任何一項，

即為：歐洲共同體法律、歐洲經濟整合、歐洲政治整合、及歐洲建構歷程的歷

史。歐盟將優先考量模組課程開設給非上述四項學門研究的學生，如醫學院、

理工學院、教育學院、藝術與語言學院等的學生。模組課程必須由專長歐洲整

合研究的教師擔任。模組課程可採多元學科（multidisciplinary）方式進行，由

數位教師共同參與，但大學必須指定一位教師為模組課程的協調人，並且為與

歐盟接洽的連絡人。模組課程至少有 30 小時教學時數，而且至少包括一學年內

之一學季，因此密集課程一週或短期課程不符合補助標準。 

 
莫內計畫：補助大學互聯網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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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補助對象包括: 

各國 ECSA 所舉辦的活動。 

成立區域與跨國研究團體。 

 
各國 ECSA 所舉辦的活動。 

歐盟與各國的歐洲共同體協會合資分擔 ECSA 活動，各國 ECSA 是由專長在歐

洲整合的教授、學者與研究員組成的大學協會，目前全球有 49 個 ECSA，ECSA

互聯網總計含逾 6,000 位教授、學者及眾多深入歐盟事務的獨立大學合作夥伴

與專家。 

 
歐盟莫內計畫補助各國 ECSA 活動目的在於結合該國莫內與非莫內教授、學者

與研究人員來共同探討歐洲整合議題，並推廣國內新開設的歐洲整合研究課程

或活動的價值，但歐盟不補助更廣泛國際或全球的活動，因此其目標對象為各

國 ECSA 年度大會活動或論壇，邀請莫內與 ECSA 教授齊聚討論歐洲整合議題

的研究方案或相關活動，並舉辦國內資訊宣傳活動如設立網站作為國內 ECSA

與莫內活動主要資訊站，及出版 ECSA－Jean Monnet Newsletter 以該國官方語

言發行。 

 
成立區域與跨國研究團體。 

莫內計畫補助創立區域研究團體、各國 ECSA 和／或莫內歐洲卓越中心建立合

作夥伴關係。申請補助的計畫必須有區域特色，即與地中海區、歐盟東境、拉

丁美洲、亞歐會議、東協（ASEAN）等等區域相關連；目標在於幫助年輕研究

人員進行聯合研究工作，有助於區域整合與歐盟建構的辯論。 

 
申請補助的計畫必須包括至少三個國家的 ECSA 或莫內歐洲卓越中心（至少三

個國家），其中一位合作夥伴負責計畫的協調，指派一國 ECSA 理事長或卓越

中心代表作為計畫協調人，負責與歐盟執委會連絡。該項補助案只接受各國

ECSA 與莫內歐洲卓越中心提出的計畫，活動可包括研討會、辯論、會議、聯

合研究、反思或研究計畫，且計畫也利用多媒體與網際網路宣傳資訊。 

 
A-3022 前導計畫：補助年輕研究人員有關歐盟的研究活動 

執委會的目標在鼓勵年輕人於生涯之始即從事歐洲整合的研究，補助由學術界

舉辦的歐盟研究與資訊宣傳，目的在於推廣歐洲整合歷程的討論、反思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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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計畫內容可分三種類型： 

１．補助年輕研究人員：補助年輕研人員於他國進行研究，補助金額將依據下

列基準來決定： 

（１）每月固定一千歐元的津貼，最多六個月，其它交通補助費最高可至

一千歐元。 

（２）如果由協會及大學教師組成之互聯網提出的申請案，額外補助甄選

費用最高至二千歐元。 

 
２．為年輕大學研究人員舉辦高層會議或研討會（不得逾 35 歲）：能提出研究

成果證明，符合本簡章莫內計畫與 A-3022 前導計畫申請補助共同基準的

特定符合資格基準 b 項的條件，優先考量由各國舉辦的國際活動，歐盟補

助將包括交通費與生活費，特別是年輕研究人員（35 歲以下）。 

３．舉辦大學研究成果會議、研討會及圓桌會議：優先考量符合本簡章莫內計

畫與 A-3022 前導計畫申請補助共同基準的特定符合資格基準 b 項的條

件。這些會議開放給年輕研究人員(35 歲以下)。 

 
補助款依據每年報告評鑑核發，未來不授予任何抬頭；每項計畫最高補助額為

五萬歐元，歐盟補助款不得逾實際總支出的 50%。 

 
莫內計畫 2003 年可利用的經費為三百六十萬歐元，補助成立區域及跨國研究團

體的最高額度為兩年共計 15 萬歐元，其它項申請案最高補助額如下表： 

活動 歐盟會員國 候選國 其它國家(非會員

國) 

歐洲卓越中心 6 萬歐元 4.5 萬歐元 3 萬歐元 

莫內講座 3 萬歐元 3 萬歐元 1.5 萬歐元 

個人名義莫內講座 1.5 萬歐元 1.5 萬歐元 1.5 萬歐元 

歐洲模組課程 1.2 萬歐元 1.2 萬歐元 1.2 萬歐元 

2.4 萬歐元 1.2 萬歐元 1.2 萬歐元 歐洲共同體研究協

會互聯網 

歐盟補助額度不得逾申請案總支出的 80%。 

 

 
申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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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莫內計畫及 A-3022 前導計畫申請簡章（vade mecum）明載申請條件及

相關表格，可自網站取得簡章資訊： 

http://europa.eu.int/comm/education/ajm/call.html

 
或逕洽歐盟執委會文教總署: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Education and Culture 

Unit A2 Higher Education-Jean Monnet Project 

Rue Belliard, 7(B-78/06) 

B-1049 Brussels 

E-mail: EAC-JEAN-MONNET-PROJECT@cec.eu.int 

Tel: +32-2-296-0312 

Fax: +32-2-299-4153 

 
報名截止日期：2003 年四月十五日(郵戳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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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參加歐盟第七屆多媒體線上設計比賽活動 

Netd@ys 2003---文化對話 

資料來源: http://www.netdayseurope.org/ 

 
1. 什麼是歐盟 Netd@ys? 

Netd@ys 是歐盟創辦的活動，推廣應用新媒體（多媒體、特別是網際網路、影視

會議、或新視聽設備）在教育與文化領域，並提供參與者藉比賽主題，培養取得

與交換資訊技能的機會。比賽活動將於十一月份在歐洲境內及境外舉辦線上與線

外作品展出，為期一週。 

 
主要目標 

歐盟Netd@ys創辦於 1997 年，當時主要目標為喚起認知應用新媒體、聲音、影

像作為學習與教學資源的可能性；該項喚起認知的活動推廣非常成功，Netd@ys

目前也鼓勵發展優質教材內容的作品參賽，此舉目的在於鼓勵不同組織間相互合

作，這些組織包括公私立教育或文化組織。 

 
Netd@ys 的哲學 

歐盟 Netd@ys 的推廣成功在於歐盟與各會員國的策略與政策架構下整合成功。

各國教育部的支持對該活動產生重大影響，加上其它眾多組織的支持，才有今日

的成就。歐盟 Netd@ys 提供一個開放性的平台予所有有興趣展示教育與文化線

上資訊，及有興趣推展國際合作關係者。焦點放在新媒體如何可被創意地應用於

日常教學活動中， ‘Netd@ys 2003 Labelled Projects’ 即是優質作品的實例，可作

為典範。歐盟 Netd@ys 是無數個人參賽作品的總集，在 Netd@ys 週，將展出參

賽作品，如同一個活生生充滿色彩的萬花筒，展現參賽者的熱情與創造力。歐盟

Netd@ys 逐漸向全世界開放，目前有澳洲、巴西、加拿大、以色列和瑞士等國參

加，與歐盟 Netd@ys2002 同時舉辦各式各樣活動。 

 
歐盟 Netd@ys 2002 一些數字 

2002 年大約有 500 件作品報名參賽，471 件獲頒 Netd@ys labels，在 Netd@ys 週

2002 年十一月前二個月，將近三百萬次上網數查詢相關資訊，這些訪客來自逾

三十個國家。最受歡迎的網頁是有關 Netd@ys 計畫的詳細資訊，這証明 Netd@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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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在全世界各國受到推廣。 

 
2.Netd@ys 2003 多媒體線上設計比賽主題：文化對話 

對話 

在日益多元化的社會，基本上必須確保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和諧互動，及

願意共同生活。因此，推廣文化多元性是很重要的，文化多元性與尊重人性尊嚴、

了解及保護文化遺產不可分離，因此可將人類經驗與成就的紀錄留給未來一代。

Netd@ys 繼續擴大活動於更多國家，不僅是那些有興趣者；今年，例如，歐盟候

選國將受邀聘任各國國家通訊員的代表，增加與這些國家及其它參與 Netd@ys

者的接觸，應可以提昇我們對不同文化傳統及背景的了解；藉由對各國政策、性

別、宗教、種族、區域多樣性等議題的認識，我們應更能打擊偏見與種族歧視。

 
當 Netd@ys 讓所有背景與種族的人聚在一起時，它提供一個重要機會去創造作

品，這些參賽作品基於不同的文化傳統；今年，新科技可被應用於學習各會員國

及其它國家的傳統、文化及目前的藝術發展。Netd@ys 的參與者也許有興趣學習

更多有關特定國家的歷史，及學習不同文化對今日世界的影響，這些都可能提供

未來可能發展趨勢指標。他們可以學習主動積極參與社會、學習民主、提供創新

的教育文化措施來培養對不同文化的尊重及社會上包容的精神。例如，他們也許

對議會民主、平等權利、和平或新聞檢查等議題有自己看法，或他們可以思考更

實際的議題，例如為什麼在某些國家特定的衣著與飲食比其它國家更普遍。 

 
許多年輕人操作ICT的技能已非常熟練，Netd@ys 2003 將鼓勵他們與自己同胞及

其他國家分享他們的成果；為克服語言的障礙，如果有些作品使用聲音與影像（音

樂、影片、錄影帶及相片）等將非常有幫助；例如，參賽者可以使用錄影帶描述

居家或在校生活，或提供史蹟或傳統服飾的相片紀錄；這些溝通方式可被全世界

了解、欣賞，不需再要求書寫內容。所以，當創造文化對話時，試著讓自己成為

一位攝影家、畫家或電影電視製作者。 

 
 發現它 

歐洲地區的博物館與圖書館蘊藏豐富的歷史與文化資訊，可提供參與者設計作品

參考價值的資源，學校、大學或其它教育文化組織的老師也能告訴歷史資料的參

考來源，或造成今日趨勢的資訊出處。花點時間學習本國及其它國家的文化與傳

統，經常會有不同，但不是永遠被了解或欣賞，因此有時產生不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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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了解它 

一旦有了這些資料，試著好好了解它的意義及蘊涵。例如，對特定議題有不同看

法，如果是這樣的話，設計作品時，非常重要的是將這些不同看法列入考量；您

想去了解他人的觀點嗎？例如您的朋友？同事？或老師？善用歐盟 Netd@ys 網

站與世界其它國家的人接觸，詢問資訊或問問他們對您的作品的看法。 

 
欣賞它 

一旦你對蒐集的資料有很好的了解後，再想想自己對它的蘊涵的看法。什麼是你

的文化傳統的優勢？與其它國家比較又如何？你對其它國家的觀感是否已改

變？你將會至少改變你自己目前某些態度或工作方式？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不

如創造你自己的作品，或許與朋友或同事合作，作品強調Netd@ys文化對話的主

題，在Netd@ys網站(www.Netd@yseurope.org)完成線上報名；如果作品與其它國家共

同合作或應用“影像＂者將特別受到歡迎。 

 
3.誰可以參加歐盟 Netd@ys 2003 第七屆多媒體線上設計比賽活動? 

歐盟 Netd@ys 2003 開放給所有組織，這些組織希望推廣應用新媒體的好處，將

之視為一種工具來創造優質教育文化內容。作品的創造者可以是學校、青年社

團、大學及其它教育或文化組織，例如訓練中心、博物館、戲院、電影院、圖書

館、及當地主管。這些組織對推廣文化間對話具有專業知識；例如，學校或大學

將特別受到歡迎參與，如去年例子，Netd@ys 將目標對象放在青年族群，即 15

至 25 歲。 

 
4. 什麼樣的作品得參賽? 

參賽作品應能證明其能應用線上科技於學習、教學及發現等各領域，他們可以在

今年任何時間舉辦，但必須於 Netd@ys 週自十一月十七日至廿三日舉辦特別活

動，在此週，所有作品將被展出。Netd@ys 2003 將使得參與者設計有關文化對

話的資訊與建議的作品，並與其它個人或組織合作，歐盟 Netd@ys 作品例如可

以為： 

設計與呈現新教育觀念應用線上媒體； 

經由網際網路創造與交換訓練及學習教材； 

鼓勵發展藝術技能； 

創造新電子網絡或擴大現存網絡及公共設施的資訊容易取得（如圖書館）； 

涉及喚起認知的活動，例如開放空間活動或設計不同主題的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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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青年教導青年＂、“青年教導家長＂等等的主題或活動。 

 

 
5.如何能獲得歐盟官方 Netd@ys label? 

所有報名作品及符合 Netd@ys 原則者，將由歐盟執委會註冊為官方 Netd@ys 

labelled 作品，大部份會員國皆有各國任用的國家通訊員，其它一些國家，將考

量提供各種不同的輔助材料如宣傳單及海報等等，所有 labelled 作品將註冊在歐

盟 Netd@ys 網站上，報名申請表格必須依據格式完成線上報名手續。 

 
6. 獲得歐盟執委會授予官方 ‘Netd@ys 2003 Label Project’有何益處? 

獲得歐盟 Netd@ys 2003 Label 的作品可在各方面幫助作品推廣者，特別是

Netd@ys 自 1997 年至今已成為品質的新品牌代表。Netd@ys 是歐盟推廣線上科

技於教與學領域最重要的活動，所有作品將吸引全歐洲的注意，參與 Netd@ys

的多媒體合作夥伴將在全歐洲報導 Netd@ys，一些參與 Netd@ys 的好處如下：

藉由接觸教育、文化和其它組織參與相似的作品，互相學習。 

在你的區域將吸引更多注意與認可，帶來更多機會於當地或區域媒體推廣作

品。 

帶來更好的機會與當地或區域贊助者或其它夥伴共同合作。 

 
7. 歐盟執委會在Netd@ys活動扮演什麼角色? 

歐盟 Netd@ys 的成功主要在於讓來自不同單位的參與者聚在一起，以迎合他們

興趣的方式進行。歐盟執委會將扮演鼓勵及總協調的角色，藉由以下功能來達成：

歐盟層級提供一個喚起認知的架構，並連結至欲宣傳的對象及創造特定的

Netd@ys 形像與網站； 

藉由在許多參與者包括學校、政府單位、商界、媒體、歐洲互聯網、青年組織

等推廣與協調活動，鼓勵合作夥伴關係。 

歐盟執委會請求各會員國、候選國及歐盟經濟區等政府層級的支持，各國皆受邀

聘用一個歐盟 Netd@ys 國家通訊員；在過去幾年，各國國家通訊員有效地在各

國推廣 Netd@ys 活動，各國國家通訊員是 Netd@ys 成功的關鍵所在。 

 
8. 各國國家通訊員的角色為何? 

National Correspondents即是各國Netd@ys的國家通訊員，歐盟會員國、候選國、

及歐盟經濟區等各國的國家通訊員獲得歐盟執委會特定補助，藉以創立與推廣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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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計畫及鼓勵更多符合他們國家的特別旨趣的作品參賽。各國國家通訊員的詳細

連絡通訊表可於Netd@ys網站www.Netd@yseurope.org，在"National Correspondents"項下

查獲，各國國家通訊員的角色為： 

推廣當地、區域與國家創辦的活動且將之連結至歐盟 Netd@ys 網站。 

向大眾宣傳 Netd@ys 活動 

舉辦及推廣各國的 Netd@ys 

向準私有合作夥伴募款 

與其它國家建立連絡 

 
9.進一步資訊 

進一步資訊，請洽歐盟執委會 Netd@ys 工作小組或上 Netd@ys 網站查詢： 

<http://www. Netd@yseurope.org> 

附註：作品請以歐盟十一種官方語言中任一種報名參賽（英語、法語、德語、義

語、西班牙語、丹麥語、希臘語、荷語、葡萄牙語、芬蘭語及瑞典語）。

 

 
後記:有關歐盟文教簡輯所有的內容與方向都還在摸索與探究中，希望各界指教

與賜稿，俾期能符合所需，本組連絡相關訊息如后： 

 

林代組長基仁：Mr.Ji-jen Lin, Director 

梁秘書琍玲：Ms. Li-Ling Liang, Assistant 

楊諮議奕商：Mr. I-shang Yang, Consultant 

外籍雇員：Miss Els Hedebouw 

地  址：Cultural Division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Belgium 

         Boulevard du Regent, 40  

1000 Brussels, Belgium 

Tel:002-32-2-511-0687; 002-32-2-2189-230 

Fax:002-32-2-502-1707 

Website: http://www.edu.tw/bicer/belgium

E-Mail: culturaldiv.taipei.office@skynet.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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