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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GIES ?



歐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本所成立於 2016 年，隸屬於本校歐亞

語文學院，係以歐洲暨歐盟事務研究為

導向之獨立研究所，亦為國內南部唯一

之「歐洲研究所」，自成立以來專於歐洲

政經、語言、社會、文史哲及歐亞關係等

研究領域，亦在南部歐洲研究領域中處

於領先地位，致力於培養具備歐洲政經、

國際事務的專業能力之人才，以提供國

內外政商學界人才之需。



教學目標
Teaching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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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Teaching targets

培育具備宏觀國際視野、優異的國際移動

能力之專業人才。

培養具備英外語能力與跨文化溝通

之專業人才。

培養學生具備邏輯思考、閱讀及研究

文之能力，並發展研究、分析、整合與

問題之能力。

培養學生具備歐盟與歐洲各國政

經事務議題整合與分析之專業能

力，以建立研究與就業實力。



教學與發展特色
Teaching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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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深化歐盟與歐洲整合，以及相關
政經、社會、文化等領域之研究，提
高本所師生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之
能見度與影響力。

增進與歐研相關國際學術機構、國家政
府機構與社群之互動與交流，拓展教師
與學生之國際視野、經驗及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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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招收及培養歐洲研究之研究生，在南臺
灣推廣促進歐洲及歐盟教育及研究，啟
發更多年輕學子投入歐洲研究領域，並
為學術生涯剛起步的學子提供豐沃的學
術資源環境。



強 調 個 別 輔 導 ， 推 行 歐 洲 師 徒 制
（Mentorship）。

課程以深入研究歐洲各國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專題，以及歐亞關係為導向，著力於對
歐洲事務、跨文化專題以及歐盟研究之探討，
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專業課程同時融合理
論與實務，將透過專題講座、文化論壇、業
界協同教學課程與海內（外）實習課程提升
跨領域實力及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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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理論與實務兼併之學術研究，將研究
成果落實於教育實務中，配合教師專業領域，
規劃「法政經濟」及「社會文化」等兩大領
域之課程，在歐亞關係框架下，培育歐洲事
務研究人才、外交人才以及經貿人才。

教

學



師資陣容
Fac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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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陣容
Faculty

本所師資團隊多元跨域，學術專業皆與歐洲、歐

盟研究相關，且均為歐洲研究領域著名學者。研

究與教學涵蓋政治、經濟、法律、社會、歷史文化、

國際關係等範疇。

視課程需求，聘請跨院系所之專兼任師資共同授

課，如：法國語文系、德國語文系、西班牙語文

系、國際事務系及吳甦樂教育中心。

不定期聘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至本所講學，使學生

能藉此拓展國際視野、深入了解歐盟事務。



專任師資 Full-time Faculty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陳郁君
Chen Yu-Chun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歐盟莫內教學模組計
畫主持人
Academic 

Coordinator, Jean 
Monnet Module on 

Environmental 
Health

羅文笙
Vincent Rollet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德國語文系系主任

Director of German 
Department

張嘉斌
Chang Chia-Pin

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歐洲研究所所長
Director of GIES

歐盟經貿觀光園區主任

Director of EU 
Center

華明儀
Armin Ibitz

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康夙如
Kang Su-Ju



課程設計
Cours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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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通過「文

藻外語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

要點」所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論文計畫與學位考試

完成論文計畫口試，並通過碩士學位

論文口試始得畢業。

畢業學分 36 學分

本所學生需修滿至少 36 學分，包

括 15 必修學分（含碩士論文 6 學

分）、21 選修學分。

選修學分 21 學分

選修 21 學分中，經學生申請核准後，

有 6 學分可至本校外所修習。

課程設計
Course design



課程
Curriculum

一年級上學期

必修 選修

研究方法論
歐洲語言教育

專題

歐盟整合與共
同政策專題

歐盟與環境衛
生：政策、成
就與主要挑戰

歐洲各國政府
與歐盟治理

一年級下學期

必修 選修

歐盟對外關係
專題 歐洲時事論壇

歐洲電影文化
與社會專題

歐洲經貿專題

歐洲宗教與文
化專題

二年級上學期

必修 選修

歐盟對外關係
專題

歐洲藝術專題

歐洲觀光產業
專題

歐洲教育制度
專題

二年級上學期

必修 選修

碩士論文 -



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行业PPT模板：www.1ppt.com/han gye/ 

节日PPT模板：www.1ppt.com/jieri/           PPT素材下载：www.1ppt.com/sucai/

PPT背景图片：www.1ppt.com/beijin g/      PPT图表下载：www.1ppt.com/tub iao/      

优秀PPT下载：www.1ppt.com/xiazai/        PPT教程： www.1ppt.com/powerpoint/      

Word教程： www.1ppt.com/word/              Excel教程：www.1ppt.com/excel/  

资料下载：www.1ppt.com/ziliao/                PPT课件下载：www.1ppt.com/kejian/ 

范文下载：www.1ppt.com/fanwen/             试卷下载：www.1ppt.com/shiti/  

教案下载：www.1ppt.com/jiaoan/        

字体下载：www.1ppt.com/ziti/

歐盟莫內計畫

模組課程 (JMM)

歐盟與環境衛生：政策、成就與主要挑戰

2019 年歐洲研究所獲得莫內計畫
模 組 課 程 （ Jean Monnet
Modules, JMM）三年期計畫資助，
開設「歐盟與環境衛生：政策、
成就與主要挑戰」（ EU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Policies,
Achievements and main
Challenges），文藻外語大學亦
成為 2019 年臺灣唯一榮獲歐盟
莫內計畫之大專院校。



學術活動
Academic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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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文藻歐洲論壇 The 3rd Wenzao European Forum

COVID-19 疫情時代：歐洲政經、社會之危機、影

響及挑戰COVID-19 pandemic: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Crises, Impacts and Challenges in Europe



第八屆 2018

全國歐盟研究論文發表會
National Student Workshop on EU Studies



專題講座 Lecture

The Battle for Free Information
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 RSF East-Asia Bureau

艾瑋昂執行長 Cédric Alviani



專題講座 Lecture

(Sustainable) Austria in the EU &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Austria
奧地利台北辦事處

Austrian Office Taipei

陸德飛處長

Roland RUDORFER



校外參訪活動
Off Campus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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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參訪活動 Off Campus Visit

歐洲與歐盟之傳統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校外參訪活動 Off Campus Visit

台北歐盟經貿辦事處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EETO



校外參訪活動 Off Campus Visit

法國在台協會 Bureau Français de Taipei



校外參訪活動 Off Campus Visit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校外參訪活動 Off Campus Visit

臺灣歐盟論壇
EUTW FORUM



校外參訪活動 Off Campus Visit: Wind Energy Asia 2021

2021 亞太國際風力發電展



國際交流活動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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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研習 Overseas study

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歐盟代表處 European Union Delegation to Singapore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

新加坡亞歐基金會 Asia-Europe Foundation



海外研習 Overseas study

越南 Vietnam:
越南歐盟代表處 Deleg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to Vietnam/

越南社會科學翰林院歐洲研究所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des, Vietnam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實習
Inter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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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 Internship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EU Centre in

Taipei



實習 Internship

文藻桌 Wenzao Desk
法國中央布爾日

天主教教育集團

Ensemble Scolaire

Bourges Centre



交換生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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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級交換機會

2018 年與

法國大西洋布列塔尼

管理學院Eco le de

M a n a g e m e n t

Bretagne Atlantique

簽訂交換生合約。

本校校級國際交換生一年甄

選兩次，通常上學期約在8-

9月公告甄選簡章，而下學

期則約於2-3月公告。

校級交換生

108 學年度一名研究

生透過校際國際兩岸

交換學生機制前往上

海外國語大學交換。



畢業出路
Career after grad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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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

本所畢業生可於國內大學

進修博士學位，或至歐洲

聯盟會員國大學修讀博士

課程，或前往本校姊妹校

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就業

駐外單位、政府機構、學

術研究機構、公私立外貿

機構、新聞機構以及大眾

傳播等機構皆為本所畢業

生能夠貢獻所學之職場領

域。



誠摯歡迎對於歐盟與歐洲各國政經事務、

社會、文化及歐亞關係有興趣之優秀人才

加入！



THANK YOU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GIES)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ES0002@mail.wzu.edu.tw
+886-7-342-6031 ext. 7901-7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