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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過了一個不算長的寒假後，新學期開始。文藻歐盟園區的辦公室也出現了一

群新的服務志工團隊，感謝他們的加入協助歐盟園區事務!

這學期的電子報主題共分為兩大部分：1)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2)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第一部份的主題將以五期電子報篇幅報導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家政

變發生的原因與過程；針對歐盟部份除探討歐盟組織對此一連續政變的看法及提

供的協助外，也要介紹政變對歐盟帶來了何種影響。

第二部份將以三期電子報篇幅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並為大家介紹國際志

願年的起源與推行過程，也帶入台灣在志願服務上所設立的相關法規與推動情

況。

從人民群起推翻腐敗政府的自覺力量，到行之有年的國際志願服務，反抗政

權與從事公益之間看似衝突，實為民眾力量的瞬間爆發力與施力面的不同，於本

質上皆是人民覺醒後的自主行動。

自覺的條件包含知識的增長與資訊的搜集，希望這學期的電子報能提供大家

另一種思考面向與資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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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時間：每週二早上11:00~下午15:00

諮詢項目：西班牙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西文系劉惠風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三早上10：00~12:00

諮詢項目：德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德文系李克揚老師

99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德國留學諮詢]

[西班牙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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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法國留學諮詢]

[日本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三中午12:00~下午13:00

諮詢項目：法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法文系盧安琪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三下午16：30~17:00

諮詢項目：日本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日文系郭雅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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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英國留學諮詢]

[澳洲/紐西蘭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五早上10:00~中午12:00

諮詢項目：英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英文系周秀琴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下午14：00~16:00

諮詢項目：澳洲、紐西蘭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英文系張瑞芳老師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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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教育博覽會

歐盟園區於本學期規劃多場留學說明講座與分享會，歡

迎有意願參加的同學上網報名！

近期於3/29舉辦之小型教育博覽會將提供多國留遊學手

冊供索取與閱覽，現場並提供專業人員諮詢留遊學相關

問題。博覽會採開放參觀，歡迎本校師生蒞臨參觀!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歐盟園區

活動時間： 03月29日 14:00 ~17:00

活動地點：歐盟園區 (求真樓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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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反恐部門稱去年全俄有410人死於恐怖襲擊 (中廣/2010.03.10)

英格蘭將禁止商店陳列香煙鼓勵人們遠離煙草 (中廣/2010.03.09)

媒體稱63國通過德國轉運軍火 4年來走私案不斷 (中廣/2010.03.09)

歐洲航空業罷工潮或再起百萬乘客復活節“泡湯” (中廣/2010.03.09)

法國極右翼政黨選舉民調支援率領先總統引熱議 (中廣/2010.03.09)

法國財政部遭史上最嚴重駭客攻擊機密資訊被盜 (中廣/2010.03.08)

利突邊境難民情況嚴峻德國派海軍艦艇參與援助 (中廣/2010.03.05)

普京稱發展與獨聯體國家關係是俄羅斯優先目標 (中廣/2010.03.04)

英國宣佈計劃停止對16個國家和地區的國際援助 (中廣/2010.03.02)

“頭號基地通緝犯”被曝正策劃恐怖襲擊英國 (中廣/201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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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XE4B 蘇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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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盟通過制裁利比亞決議

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制裁利比亞決議
後，歐洲聯盟今天也通過決議制裁利
比亞，其中包括禁止出售武器給利比
亞。歐盟表示，最近一段時間，利比
亞透過暴力鎮壓人民，歐盟因此決定
制裁利比亞，包括武器禁運，凍結格
達費家人在歐洲資產，以及不發給格
達費家人簽證。

歐洲聯盟2月28日通過對利比亞的制裁
後，歐盟成員陸續對利比亞採行制裁
措施。德國政府表示，將凍結利比亞
領導人格達費的兒子，在德國一家銀
行所持有的帳戶，這個帳戶內有200萬
歐元，大約是280萬美元。

3-1 利比亞(Libya)位置圖

UE3A 蔡瑋婷 整理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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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國家紛凍結格達費等人資產

全球最大出版集團、英國金融時報的出版商培

生集團(Pearson)也在1日表示，決定凍結利比

亞官方在培生所持有的股份。培生集團表示，

他們是在檢視聯合國安理會對格達費政權所通

過的制裁案之後，決定採取這項行動。

奧地利中央銀行也在1日發表聲明指出，奧地利

將凍結利比亞領袖格達費、以及他親信的海外

資產。歐盟2月28日在布魯塞爾達成協議，除

了聯合國的制裁措施以外，將對格達費和他的

25名家人和親信，實施凍結資產和旅遊禁令，

同時禁止提供利比亞武器、彈藥與相關物資。

新聞深度報導
歐盟通過制裁利比亞決議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3-2 利比亞反政府示威者手舉
諷刺格達費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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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軍擊落政府軍機
目擊者表示，在密蘇拉塔的反抗軍2月28日擊
落一架政府軍軍機，活擒飛行員，持續奮力抵
抗政府軍企圖收復密蘇拉塔的軍事行動。格達
費二十七日接受塞爾維亞Pink電視台訪問時，
譴責聯合國安理會的制裁決議，並宣稱利比亞
未發生動亂，只是有「一個小勢力團體，但已
被圍剿」，顯然無視國際要求下台的聲音。

美歐不排除施行禁航區
此外，美國和歐洲多國也開始
討論是否對利比亞施行「禁航
區」（請參照頁10注釋），以
防止格達費對反政府民眾發動
空襲，但此選項可能構成軍事
性干預的真正升級，需要時間
考慮。另據未經證實報導，格
達費已在私人飛機上裝滿黃
金，準備逃亡至辛巴威。

新聞深度報導
歐盟通過制裁利比亞決議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3-3  反政府抗議者與利比亞
安全部隊星期四爆發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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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歹戲拖棚，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2月28日在日內瓦與俄羅斯外長、歐
盟外交政策首長國際領袖會談時，敦促國際社會合作，針對結束利比亞危
機採取更多措施。此外，為因應利比亞危機引發大屠殺或大規模的逃亡
潮，西方國家正考量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但除非獲得聯合國通過，否
則不會貿然行事。

新聞深度報導
歐盟通過制裁利比亞決議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3-4  2011年2月28日 於日內瓦之國際領袖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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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歐盟通過制裁利比亞決議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編按：截至本期電子報出刊日(3/22)，目前本新聞的發展整理如下：西方國
家含法國、英國、美國等對利比亞展開空襲，並對格達費官邸進行轟炸，
目前格達費生死未卜。美軍強調，軍事攻擊旨在於利比亞境內設置禁飛
區，而非推翻格達費政府，目前禁飛區面積已達利比亞國土面積1/3。
中國此次未阻止聯軍出兵利比亞；俄國則重申不會出兵也不會參與此行
動。

字彙解釋【禁飛區(No-fly zone)】
指的是某一地的上空，禁止任何未經特別申請許可的航空器（包括飛機、
直升機、熱氣球等）飛入或飛越的空域。劃定禁航區，大部份是基於國防
的理由，例如重要軍事基地、重要政府機構、重要建築（如核電廠、水
壩）上空等。另外也有基於飛行安全的理由，例如摩天大樓、火山活動區
上空等。對於船隻而言，也有類似的禁止航行水域，也稱禁航區。
臺灣境內的禁飛區包含博愛特區(台北車站、中興橋頭、植物園、中正紀念
堂 )與台北101周邊。(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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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4A 施彥甄 整理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中東政變起源（政治權力）

執政長達30年之久的埃及總統穆巴拉
克(Muḥammad Ḥusnī Sayyid
Mubārak )，在埃及民眾為期18天的
示威抗議中下台。

有媒體分析報導認為訊息的成功傳達
與民眾力量集結歸因於”facebook”，
甚至還有一位埃及的父親將剛出生的
女兒取名為”Facebook”以紀念
“facebook”在埃及政變期間做為革命
與反對聲浪的集散地。

4-1

背景圖片：埃及國徽(Wiki)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穆巴拉克與其政府自1981年開始執政，在長達
30年之久的統治期間裡，於國內民不聊生的情
況之下穆巴拉克仍貪污近兩兆台幣，並任命自
己的兒子為黨魁，意圖讓子嗣繼承職位，此舉
引起軍方及人民的不滿。在受到突尼西亞政變
的影響之下，埃及人民複製突尼西亞革命中臉
書傳訊成功經驗，一名埃及年輕男子到開羅示
威，在與警察起嚴重衝突之下憤而自焚，並以
手機傳訊經由臉書傳播，導致更多年輕民眾走
上街頭示威抗議。穆巴拉克不為警察執法之過
道歉，反而下令關閉臉書與網路。美國Google
協助示威的埃及人利用Google通訊，而埃及警
察在鐵腕鎮壓政策中射殺並逮捕外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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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埃及政變過程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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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境內示威活動造成近千名死傷災
情，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聲浪高昂，
世界各國評論輿論並多支持示威的埃
及民眾。

在18天的抗議活動後，穆巴拉克於
2011年2月11日下台，改寫埃及歷
史，並結束他30年的威權統治。目前
埃及為軍人掌權，由國防部長譚他威
(Mohammed Hussein Tantawi)擔任
軍事委員會主席全權視事，處理穆巴
拉克遺留的職務，直到今年9月預定
的總統大選為止。

4-3

(一)埃及政變過程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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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政局動蕩的原因十分複雜，包含政治、經濟等國內外因素。以下針對專
家所提出的分析與討論作出大略整理。

 突尼西亞的成功經驗
埃及為回教大國之一，多數回教國家與
埃及同為世襲獨裁制度，此次觸發埃及
政變的導火線為埃及西邊的小國：突尼
西亞。突尼西亞的總統宰因·阿比丁·班·
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執政23
年，官員腐敗且嚴重貪汙，人民無法忍
受經濟衰退與高失業率，便爆發街頭示
威衝突，在2011年1月14被推翻下台。鄰
近的埃及人民受到突尼西亞政變成功的
鼓勵，開始為捍衛自身利益而抗爭。

4-4

4-5

(二)埃及政變起因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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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阻礙經濟發展

穆巴拉克執政30年，內部官員的貪污和腐敗
情況嚴重。以前農業部部長辦公室主任、農
業部次長、農業發展銀行行長尤素服‧阿卜
杜‧拉赫曼為例，據檢察機關調查顯示，拉
赫曼每個月的平均收入就高達40萬埃鎊(折合
台幣約2百多萬)。

4-6(二)埃及政變起因

拉赫曼除每月支領高額薪水外，另在農業部裏編織了一張巨大
的關係網，處處安插耳目與親信，牢牢把持住了農業部的大
權。此種情況並不只限於像拉赫曼，貪污大案要案還有前吉薩
省長馬希爾‧金迪案、吉薩省執政黨民族民主黨書記塔克‧蘇
維西系列案等等。多名官員貪污腐敗成風，嚴重干擾埃及的經
濟秩序，妨礙經濟的有序發展。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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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貧富不均情況嚴重，多數民眾未享經濟發展成果

埃及近年來經濟雖有成長，但是民眾的生活並未因
此獲得改善。埃及供有8000萬人口，其中有將近
一半生活於貧困中，根據聯合國的標準代表著每天
的生活花費不足2美元。
埃及社會近年來貧富兩極分化現象日趨嚴重，社會
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開羅美國大學的社會學
家阿明(Samir Amin)指出，埃及全國人口與財富分
布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如右圖所示)
窮人階層中，政府下層公務員佔了相當的比重。其
中具有大學學歷的月收入為130埃鎊，其他公務員
的月收入在80埃鎊到120埃鎊之間。據統計，一個
埃及家庭平均每月的生活支出是400埃鎊。因此，
大多數下層公務員生活在貧困狀態。

埃及人口比例

20%

20%

60%

富人集團

中產階級

窮人

埃及財富分布比例

55%
27%

18%

富人集團

中產階級

窮人

(二)埃及政變起因

4-7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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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失業率引發民眾不滿

造成埃及出現高失業率的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政府控制人口增長乏力，致使人口增長過快。而經濟發展速度與新增
的人口數是呈現反比的狀況，因此儘管埃及近年來經濟不斷發展，創造了
大量就業機會，但每年都有大量的新增勞動力找不到工作。
二是受到金融危機衝擊，經濟發展不景氣，就業機會減少。

4-8
4-9

(二)埃及政變起因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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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埃及的失業率時，我們應該
注意：

一、失業人口的年齡結構：在埃及
失業人口中，90%失業者是29歲以
下的青年。
二、失業人口的學歷結構：在埃及
失業的青年中，受過高等教育的學
生所佔比例很高。

根據埃及官方統計，2010年埃及受
過高等教育的人口失業率達到
18%，比全國平均失業率還；埃及
擁有法律和醫學學歷的年輕失業者
最終常淪為計程車司機。

大量的青年、尤其是高學歷的青年失
業人口對於政權企圖維持極權與貪腐
無疑形成巨大的挑戰。此次埃及政局
的動蕩中這群高學歷的年輕人發揮了
主導作用。

《紐約時報》在描述埃及示威人群的
構成時認為：「在人群中，不可忽視
的主體力量是那些二、三十歲的埃及
年輕人。(略) 眼下這群二三十歲的年
輕人卻是遊行的主力軍，而且大多數
人不屬於任何幫派。」

(二)埃及政變起因

 高失業率引發民眾不滿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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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政變

根據美國華爾街日報指出，在分析家眼中此次的
民主改革很有可能是一場軍事政變。
穆巴拉克在24小時內從拒絕到決定下台、宣布辭
職，軍方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據報導美國官員曾
經收到可靠情報，得知埃及軍方眼見局勢急轉直
下，令國家經濟大受打擊，因此與政府高層官員
協議，即時要穆巴拉克移交出主要權力。

4-10

(二)埃及政變起因

而由於軍方是穆巴拉克政權重要的支柱，如今靠山已失，為了能留有一點尊
嚴唯有乖乖就範選擇下台。有分析認為，軍方最後決定出手擺平事件的另個
原因是，軍方內部已出現分裂，較低軍階的士兵很多都傾向支持示威者，而
軍方將領支持穆巴拉克，但既然穆巴拉克已經站不住腳了，也只能選擇站在
人民那邊。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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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中東政變原先從突尼西亞開始，埃及因在國內知名度較高故享有較
多的媒體關注；事實上，突尼西亞政權垮台的效應遠不只如此。

位於非洲的蘇丹近期內也發生政變；約旦在群眾抗議後，也宣布撤換首
相；葉門在1月亦有群眾抗議事件，而其總統也宣布任滿之後不再繼續連
任。

突尼西亞的政變對許多國家都產生極大影響，並激發世界各地的群眾起身
示威。由於中東阿拉伯各國多為王室世襲或獨裁制度，此次的連鎖效應堪
稱為近年來最大的政權洗牌，接續而來的影響更不容小覷。阿拉伯國家壟
斷國際石油價格，連帶影響黃金價格，這些國家今後上任的掌權者與歐美
各國的關係將連帶影響世界物價。我們可以說，這些看似無關你我、遠在
中東的人民抗爭所帶來的衝擊，不僅僅侷限在彼此相隔距離的遠近，而將
會是全面性的。

(三)關於中東政變

Part 4                                                          歐洲主題專欄



根據歐盟執委會主席José Manuel Barroso公布的最新報告，歐洲正浪費許多珍貴的自
然資源。執委會呼籲，歐洲無法持續現今的自然資源使用模式，各國應採取緊急的聯合行
動，以減少廢棄物數量，增加資源回收再利用，並且對現行的商業製造與運作模式進行徹
底的檢討。

執委會也呼籲，除了對溫室氣體排放、再生能源利用，及能源利用效率等現存目標
外，歐盟國家需要一套新的系統來監測與衡量自然資源的使用情形，包含：自然資源的可
取得性、使用情況、回收利用率，以及經濟發展對於自然環境 的影響等監測指標。

這項報告被視為歐盟為達成其2020整體經濟目標的一項旗艦計畫，不過這並不是歐盟
第一個大型的環境永續計畫。在2001年時，歐盟領導人便已經在哥德堡會議中對歐洲永續
發展策略達成共識，然而當時的協議並未能打破經濟增長對資源利用的高度依賴，因此自
然資源濫用的情形並未獲得改善。目前，德國與英國已經成功破除經濟成長與資源利用需
求間的高度連結，然而達成此一目標 的同時，他們也付出了喪失國內重工業與非歐洲國家
競爭優勢的代價。目前，在低度發展的歐洲國家內，如西班牙、愛沙尼亞及羅馬尼亞等，
仍高度依賴由原物料需 求所驅動的經濟發展。

歐盟 報告顯示歐洲正大量浪費自然資源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2/P201102_01.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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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來，歐洲與美國便不斷傳出蜂群數量急遽下降，這項消息獲得世界各國格
外關注，因為世界上超過84%的作物和80%的野生花卉皆需要仰賴蜜蜂來授粉而得以繁
殖。雖然許多造成蜂群死亡的可能因素已被提出，例如：病毒、農藥與基因改造作物等，
但目前的科學研究仍無法確定造成蜂群衰竭失調（Bee Colony Collapse Disorder）的主要
原因與影響幅度。

歐盟執委會在近日提出一份報告，其中不僅探討許多與蜂群健康相關的重要議題，更
倡議應採取更積極的行動，投入更多的資源進行研究，以找出造成歐盟境內蜂群死亡率大
幅上升的真正原因。執委會並警告，因為蜜蜂在植物繁殖過程扮演極關鍵的角色，蜂群消
失將引發作物、水果及鮮花的種類減少及產量降低。

雖然蜂群死亡率增加與基因改造作物之間的潛在關係不斷被提及，但目前的研究結果
顯示，蜂群死亡現象在高度種植基因改造作物的地區與限制基因改造作物種植的區域之間
並無顯著差異。

農藥使用是另一項被高度懷疑的因素。目前歐盟的法律規定，農藥唯有在不對蜂群產
生有害影響的前提下才能被允許使用。然而，根據歐盟食品安全局的研究，雖然蜂群在採
食過程因大量農藥噴灑而中毒的事件曾經發生，但高濃度的農藥使用已被證實與蜂群大幅
消失的現象並無直接因果關係。。

歐盟呼籲應進行更多「蜂群消失」相關研究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1/P201101_09.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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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Do You Know...??

Q：你知道免申根簽證待遇何時生效？
A：民國100 年1 月11 日零時起生效，以進入申根區首站

（含轉機）的當地時間為準。

Q：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可進入哪些歐洲國家及地區？
A：可以免申根簽證方式進入的歐洲申根區國家及地區包括：
（1）申根會員國（25 國）：法國、德國、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荷蘭、比利

時、盧森堡、丹麥、芬蘭、瑞典、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波蘭、捷克、匈
牙利、希臘、義大利、馬爾他、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冰島、挪
威、瑞士。

（2）歐盟會員國但尚非申根公約完全會員國（3 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賽普
勒斯。

（3）其他國家（非屬申根公約會員國，但接受我國人適用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入境
者，共計5 國）：列支敦斯登、教廷、摩納哥、聖馬利諾、安道爾。

（4）其他地區（申根公約會員國之自治領地，並接受我國人以免申根簽證待遇入
境者，計2 地區）：丹麥格陵蘭島（Greenland）與法羅群島（Faroe 
Islands）。

參考資料：Taiwan EU Watch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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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電影中的女性角色，最先浮現在你腦海
的是哪個令你印象深刻的人物？是在聖誕夜
跟著收音機唱著all by myself的布莉琪瓊斯
(aka BJ)，還是當哈利碰上莎莉中佯裝高潮
的sally？
女性，可以是迫於現實，出賣尊嚴的女大學
生，也可以是展現出孕育下一代時慈愛光輝
的母親，更可以是步入遲暮之年，但依舊譜
寫出生命之詩的奶奶。
她的樣貌，總是如此多變而難以捉摸，高雄
市電影館精選八部以女性為主的電影，歡迎
你一同來參與這場華麗的饗宴。

Herstory 她的樣貌售票影展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時間：中華民國100年3月22日~4月10日
地點：高雄電影圖書館
詳情請見： http://kfa.kcg.gov.tw/movie_s.php?belong=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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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英語學習策略講座將由文藻英文
系的林秀珍老師傳授如何快速組織英文
作文的技巧應用。名額有限! 想增進英
文作文組織技巧的同學千萬不要錯過這
好機會!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4/8 (五) 17:00止

名額： 60人

報名連
結: http://ldcc.wtuc.edu.tw/login.asp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99學年度第二學期外診中心講座報名開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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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個學期的徵選，很榮幸能夠擔任這個學期的電子報志工。這是我第一
次嘗試做電子報統整資料的工作。雖然整個整理的時間花了將近4~5小時編
輯與製作內容，時間看似有一點長，但精神上的收穫總是超乎預期的好。由
於電子報的出刊單位為校內歐盟園區的關係，電子報上常會刊載一些有關歐
洲的消息及文章，往往在製作報刊的過程中就會閱讀新聞，順便感受一下世
界上各個國家的人文及文化特色。

我最喜歡看的部分為主題專欄，可能是因為主題專欄比較沒有設限，只要有
主題式的探討就行，所以常常可以很活化的呈現歐洲各方面的美麗風景。像
是有一些歐陸國家的景點介紹或是國家介紹，感覺就像是開啟通往另一個世
界的大門，拓展原本尚未去體會的新知。

真的，每當看完幾期的電子報之後，就會覺得好像對「國際化」這個詞比較
不陌生，

感覺像是在跟它共處似的，一切都是那麼地祥和。

呵呵，原來如此!

Part 8                                                          歐盟志工時間

主持人：XE4B  蘇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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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9 資料來源

封面橫幅 http://www.nipic.com/show/2/72/3c6fa7a5e4c98266.html

PART 3
3-1 http://www.wikidict.de/de/pagelink/zh/%E5%88%A9%E6%AF%94%E4%BA%9A?tab=pics
3-2 http://www.zsnews.cn/News/2011/03/07/1655043.shtml
3-3 http://news.backchina.com/viewnews-127672-big5.html
3-4  http://www.takungpao.com/news/world/2011-03-01/594320.html
新聞：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21038

PART 4
4-2 http://www.islam.org.hk/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14979
4-3 http://news.creaders.net/world/newsViewer.php?nid=461577&id=1042622&language=big5
4-4 http://udn.com/NEWS/WORLD/WORS1/6148984.shtml
4-5 http://tinyurl.com/4j532a9
4-6
http://big5.ifeng.com/gate/big5/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special/aiji/detail_2011_01/27/4481
571_0.shtml
4-7 http://z943631.blog.163.com/blog/static/1662652132011114900226/
4-8 http://www.iask.ca/news/world/2011/0211/57394.html
4-9 http://www.iask.ca/news/world/2011/0211/57394.html
4-10 http://www.iask.ca/news/world/2011/0211/57394.html

Page  27



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46
編輯團隊

2011年03月22日發行

發行人PUBLISHER 張守慧執行長

發行 PUBLISHING 文藻外語學院歐盟觀光文化經
貿園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TEL: +886-7-342-6031 ext. 7502
FAX: +886-7-310-2411

編輯企劃 EDITOR 黃筱涵

文編COPY EDITOR 蘇 白、蔡瑋婷、

施彥甄。

電子報訂閱：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14

Page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