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刊日：2011/04/05

園區活動預告 ...........................................……....1

歐盟雙週新聞 .....................................................2

新聞深入報導..................................................3~4

歐盟主題專欄................................................5~14

歐盟學術專欄…............................................15~17

 Do U Know...??..............................................18

校內外活動快訊 ..........................................19~22

資料來源 ……................................….....…........23

編輯團隊..........................................................24



Page  1

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身在家鄉為異客 －從《銀娜的旅程》
之傳記書寫談「文學翻譯」講座

活動簡介：

為擴展歐盟園區與各學術機構暨業界之合作
關係，本學期規劃「歐洲紀念文化專題講
座」，陸續邀請國內外學者、翻譯專家及出
版從業人員來校舉辦演講，以期拓展本校師
生對於歐洲近代史及現代思潮的了解及與國
內外學者專家及業界人士晤談之機會。

近期邀請到《銀娜的旅程》(Ina aus China)
之譯者馬佑真來校，針對文學翻譯與歷史記
憶為本校師生作專題演講。歡迎本校師生蒞
臨指教！

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歐盟園區

活動時間：04月18日 (一) 15:00-16:30

活動地點：求真樓 Q002教室



難民公署：利比亞動亂 難民成千上萬(央廣2011.03.22)

歐美聯軍連番炸 格達費總部半毀(TVBS/2011.03.21)

民主玩真的埃及首次修憲公投(聯合/2011.03.20)

威廉王子婚期近英警全面配電擊棒(中廣/2011.03.20)

法：數小時內空襲利比亞(法新社/2011.03.18)

牛津助窮學生方案挨批(中廣/2011.03.16)

德7座反應爐停止運轉受檢(法新社/2011.03.16)

日核爆瑞士暫緩批准新建核電廠(法新社/2011.03.14)

車諾比爾核災料不會在日重演(路透社 /201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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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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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新聞深度報導
難民公署：利比亞動亂 難民成千上萬

UF3A 蘇怡禎整理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UNHCR；以下簡稱難民公
署)於3月22日表示，利比亞因為內部動
亂導致東部地區有成千上萬民眾逃離家
園淪為難民，目前暫時棲身於學校或公
共場所。
難民公署引述難民的話指出，難民們擔
心效忠格達費(Moammar Gadhafi)的部
隊可能對反抗軍盤據的東部地區展開攻
擊。
反對派佔據幾座大城，和政府軍相抗，
形成內戰的局面。聯合國安理會則通過
決議案，把利比亞劃為禁航區，授權英
美法聯軍以保護利比亞人民。

3-1 利比亞難民



新聞深度報導
新難民公署：利比亞動亂 難民成千上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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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軍陣營也是派系糾結

反抗軍統治委員會由律師、學者、企
業家組成，他們高談民主、透明、人
權與法治，而當他們面對間諜嫌疑份
子時，不是訴諸粗暴的部族正義，就
是更為審慎的司法程序。

如同格達費政府，反抗軍委員會的行
動充斥家族關聯，如同利比亞國營媒
體的主管，他們宣布不存在的戰地捷
報，在關鍵據點落入格達費之手後幾
天，對外表示仍在奮戰，發佈錯誤訊
息。

3-2  格達費畫像

Part 3                                                          新聞深度報導



中東政變的起源 (經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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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盟主題專欄

中東、北非動蕩持續，近日
法英等國聯軍更向利比亞發動空
襲，引起了各方對該區前景以及
會否影響世界經濟復蘇的廣泛關
注，事實上，自中東動蕩開始以
來，國際市場已受到頗多影響，
如股、匯、債市出現較大波動，
而石油及黃金價格均已飆漲。中
東動蕩的根本原因中，經濟因素
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無論從經
濟成因及影響，和今後變局中的
政經如何互動，都是值得探討的
問題。

4-1 抗議民眾

UF3A 陳瑋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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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北非地區各國，雖有屬於回教國家並以阿拉伯民族為主體
的共同特點，但在政治制度及經濟發展水平、模式上都有顯著差
別，在政治制度上有的是帝制、有的是軍事強人專政，也有的是
西式民主或一黨專政為實等。

在經濟上按差別可分為三大類：

 石油主要出產及出口國，如沙特阿拉伯及海灣
諸國等，大都收入多人口少生活富足。

 人多收入少的窮困國家如埃及、葉門等。

 在上述富國與窮國間，雖無石油資源但仍有一
定經濟特色的國家，如約旦及黎巴嫩等。

此次民主政變中，上述三類國家皆受波及，如巴林
屬首類，埃及屬次類，而巴林是帝制，埃及則是軍
事強人專政。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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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政變的起源 (經濟、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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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經濟影響

• 中東北非的突尼西亞、埃及、利比亞等國近來局勢動蕩，經濟、社會和安全

受到嚴重衝擊，民眾生活也受到很大影響。

• 經濟遭受沉重打擊。

• 局勢動蕩使埃及、突尼西亞、利比亞等國經濟蒙受了重大損失，中東北非中

主要產油區的不安定也令全球投資者感到緊張，推動國際油價和金價迅速走

高。

• 埃及最近的政局動蕩已經給製造業、建築業和旅遊業造成了超過100億埃鎊（

約合17億美元）的損失。這一數字接近埃及2010年國民生産總值的二十分之

一。

• 多家跨國金融機構已經將埃及2010至2011財政年度的經濟增長率從先前預計

的6％以上調低到3.5％至4％左右。

Part 5                                                               歐盟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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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尼西亞經濟同樣遭受了巨大衝擊。據初步估算，全國直接經濟損失達30億第
納爾（約合21.4億美元），全國40％的企業停工減產，甚至被搶被焚。

• 旅遊是突尼西亞經濟的支柱產業，每年產值約佔國民經濟的5.5％，外匯收入
佔全國外匯總收入的19％。突尼西亞有200萬人直接或間接靠旅遊業生活，約
佔全國人口1/5。但自政局變化以來，該國外國遊客銳減了2/3。

• 目前，突尼西亞80％的企業已經開工生產，但由於資金、人員、設備和材料等
問題，短期內還難以恢復到此前的水準。非洲開發銀行2月14日宣佈，突尼西
亞今年的經濟增長率預計不會超過1％，比原先預期下調三個百分點以上，該
國還可能面臨資金短缺、財政失衡等困難。

突尼斯貨幣 (英：Tunisian Dinar/中：第納爾) 標準符號為TND4-3

Part 5                                                               歐盟主題專欄

(一) 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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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利比亞局勢發生重大變化，
尚無法準確評估其經濟、社會所受
到的影響，但可以確定的是，作為
該國經濟支柱的石油行業已經遭受
重大衝擊。

• 受利比亞國內緊張局勢影響，國際
油價和金價近兩日大幅上漲。倫敦
市場油價突破每桶105美元大關，
創2008年9月以來最高收盤價；金
價突破每盎司1400美元大關，創
七周來新高。而全球股市則普遍大
幅下跌。

4-4

Part 5                                                               歐盟主題專欄

(一) 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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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安全受到嚴重削弱，動蕩在一些國家引發了嚴峻的社會安全問題。

• 埃及政府機構在動蕩期間幾乎陷於停頓，一些部門部長辭職或缺位。由
於宵禁仍未解除，埃及開羅國際機場的航班未完全恢復正常，一些國外
航空公司也取消了往返開羅的航班。

• 動蕩期間，埃及有逾2.3萬名囚犯越獄，其中一半以上已重新落入法網，
但仍有大量犯人在逃，給社會造成不穩定因素。

• 動蕩也使埃及西奈半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極端分子趁機發動襲擊。2月
5日，西奈半島北部城市阿裏什附近一處天然氣管道被炸。同時，一座基
督教堂被投擲炸彈。2月7日，又有一處靠近加沙邊境的埃及安全部隊駐
地遭到火箭彈襲擊。

(二) 社會影響

Part 5                                                               歐盟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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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突尼西亞的安全

局勢雖有明顯好轉，各公園、
影劇院、文物古跡、旅遊景點
相繼重新開放，各類展覽、體
育比賽從本週起恢復舉辦。但
社會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一
些不法分子，特別是在局勢動
蕩期間越獄的近萬名囚犯大多
尚未歸案，恐怖分子也趁機在
民眾中製造恐慌，上周發生了
綁架和殺害一名波蘭籍神甫的
事件。

此外，不少地方還發生“泄私憤、報私仇”現象，一些人無法無天，隨意強佔
他人住房和公共設施，這些都影響了突尼西亞的社會穩定。

4-5

(二) 社會影響

Part 5                                                               歐盟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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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隊、宗教力量、教派、部落、
民族此五種要素於中東社會中並非彼

此並列，而是相互疊加或重合。

2011年1月14日，執政23年的突尼

西亞總統本‧阿里倉皇去職，中東所

有國家都感受到強烈的衝擊波。一度

被認為處於“超穩態”的一些阿拉伯國

家，紛紛出現動蕩。隨著埃及總統穆

巴拉克下台，新興社會力量的作用備

受矚目，但是這並沒有讓人忘記這些

國家中最重要的兩個社會力量：軍隊

和宗教力量。

4-6

(二) 社會影響

Part 5                                                               歐盟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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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軍隊構成政權的核心，以穆斯林兄弟會(註)為代表的
宗教力量長期受到打壓，軍隊和宗教力量處於對立狀態。

在伊朗，以哈梅內伊為代表的宗教力量和以革命衛隊為代表
的武裝力量結成同盟，共同應對挑戰。軍隊與宗教力量的關系，
構成中東伊斯蘭國家政治中的兩個關鍵要素。二者的關係對國家
的政治社會生活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二) 社會影響

註：穆斯林兄弟會(The Society of the Muslim Brothers) 於1928年
在埃及創立，以打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名號反對英國在埃及
的殖民主義。他們採取非暴力的改良路線，因此雖然受到獨裁
統治，穆斯林兄弟會的活動在穆巴拉克治下沒有遭受到太大打
壓，並在今次的反政府浪潮中擔當了關鍵角色。

Part 5                                                               歐盟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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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局勢的發展，教派和部
落兩個要素的作用也日漸凸顯出
來。事實上，還有一個要素也不
容忽視，那就是民族的要素。上
述五個要素－軍隊、宗教力量、
教派、部落、民族－之間錯綜複
雜的組合，讓我們在分析中東國
家局勢的時候，需要更多的審慎
。高度概括和簡單化，只能使原
本就複雜的問題更複雜。

4-7

(二) 社會影響

Part 5                                                               歐盟主題專欄



最近一項新的注水技術解決了法蘭西斯水輪機（Francis turbine）在壓力震盪與震
動的問題。此項技術目前正在歐洲最大的再生能源公司進行測試，如果實驗成功，
未來全球市場可能對此技術將會有相當大的需求，並且為大型能源生產者帶來許多
利益。
法蘭西斯水輪機是目前現行水輪機中最古老的一種機種，然而卻也是挪威水力發電
廠中最常見的一種。過去壓力震盪與震動一直是法蘭西斯水輪機的主要問題。經過
了六年的發展與測試，現在這個技術已經進入最後測試階段－在水力發電廠的自動
化運作。這項成就經過許多平行的測試與研究，此技術得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進行
修正與改良，開發者對於成果也非常有信心。目前已有許多人對這項注水技術表示
高度的興趣，並且表示透過小額的投資將可能使水輪機獲得極大的改善，帶來更多
的利益。
挪威科學家表示根據這項新技術，未來一千兆瓦發電量的水力發電廠一年可能可以
多獲利好幾百萬克朗。該技術本身也受到許多人的重視，此注水技術已申請美國專
利，目前正在等待歐洲的專利核發。開發者認為目前其他的解決方案在測試後均未
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因此他們非常有信心未來這項發明將會在全球市場上有亮眼的
表現。

挪威發明的新注水技術可望大幅提升水電渦輪機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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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3/P201103_01.htm

Part 6                                                          歐盟學術專欄
UF3A 陳瑋芝整理



歐洲的森林面積正面臨著氣候變化與土地濫用的雙重傷害，火災、颶風與乾旱

發生的次數，都在節節爬升中。歐盟MOTIVE計劃 (適應森林管理模型，

Models for adaptive forest management)旨在調查因應氣候與土地變化，森林

資源互相競爭的影響。

本計畫由德國Baden-Wurtemberg森林研究學院(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of 
Baden-Wurtemberg，FVA)主導，合作夥伴來自奧地利、保加利亞、捷克、丹

麥等國的專家；以及歐洲森林協會。研究的區域包括: North Karelia (芬蘭)、
Kronoberg (瑞典)、Wales (英國)、 Southeast Veluwe (荷蘭) 等國。

研究區域個案反映出歐洲森林的多樣性與不同功能性，MOTIVE正在調查這些

變化如何影響林產品與服務。MOTIVE的研究方向包含：不確定因素、危機，

以及如何運用這些不確定因素與危機來加強其支援工具。

歐洲科學家積極保護歐洲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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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3A 陳瑋芝整理

Part 6                                                          歐盟學術專欄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3/P201103_01.htm

MOTIVE 的目標也包括了記錄最近觀察到的歐洲成長與生產力趨勢，來預測品

種與生產力的變化，總結氣候變化所衍生的危機，以及如何因應未來預期的影響

與不確定性的資訊。歐洲森林的多樣性，導因於土壤、氣候和管理歷史。專家指

出，森林管理是來決定樹種組成、結構與未來發展。

本計劃之結果將會建立一個資料庫，並提供給森林業主，協助他們了解管理的方

式如何影響到未來的結果。MOTIVE期待能提供各種完整的資料，包含適應森林

管理之進階方式、在個案研究地區的適應森林管理建議，以及歐洲森林適應森林

管理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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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科學家積極保護歐洲森林



• Q：你知道在歐洲如何看火車時刻表嗎?

• A：若外語不太好，又想快速查詢，可以用此方法：在火車站內均
有火車時刻表，一般來說，黃色紙代表離境列車的時間、車次；白
色紙代表入境列車的時間、車次。在時刻表上均標有列車停靠的站
台號。

在乘車時應主意：歐洲的火車有一個特點，即不是每列火車的車廂
都去一個地方，也可能是同方向，但是不同的終點站。故在上車時
，應看清車廂外標出的行駛終點站。特別是在乘夜車時，應更加注
意。如需在火車裡過夜，將座位扶手朝上搬，這樣就變成一個沙發
床，用個小包墊在枕頭下面(用小包當枕頭)，身上再蓋上件衣服，
大大方方地睡覺，非常舒服。若怕半夜東西被偷，可在列車員檢票
後，用自備的彈簧鎖將包廂門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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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www.epochtimes.com/b5/9/1/9/n23917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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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宗旨：本部為加強國際交流，增進歐洲、非洲及中南美洲之優
秀青年對我國之瞭解，規劃以Discovering Taiwan 為主題之12天行程，
以深度參訪的方式讓各國青年瞭解我國人文歷史、政經發展、環保生
態、醫療防疫及兩岸關係等方面之最新發展。參訪過程中將安排國外青
年與我國各界青年深入交流，互相認識彼此文化，增進各國青年對我國
之認同與支持。

二、活動時間：第一梯次：2011年7月4日至15日
第二梯次：2011年8月15日至26日

※每人限報一梯次，無法兩梯次都報名。

三、參加對象：每梯次有來自歐洲、非洲及中南美洲之國際青年50人，
國內大學院校、臺灣經濟研究院及NGO團體25人，合計每梯次75人。
詳情請見： http://www.eutw.org.tw/info-news_02_com.php?DB_MesID=145 。

外交部2011國際青年臺灣研習營即日起受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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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覽日期：100/04/09~100/04/20

二、展覽地點：高雄市立文化中心第一文物館

三、畫家簡介：插畫家Peter Uchnar先生出生於

1970年Sobrance，斯洛伐克共和

國。畢業於布拉迪斯拉瓦美術學

院，主修自由派繪畫與插圖創作。

斯洛伐克共和國插畫家Peter Uchnár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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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hnar先生不僅發展斯洛伐克現代美術，是斯
洛伐克眾所皆知的重大貢獻藝術家。他還擅長版
畫，油畫，書籍插圖和郵票的創作。其作品在歐
洲、亞洲均有展出。且先後被授予多個兒童書籍
插畫獎項，並於 1998-2000年、2003年及2008
年榮獲斯洛伐克最美麗的書刊。

活動網址：http://www.khcc.gov.tw/home02.aspx?ID=$5700&IDK=2&EXEC=D&DATA=1812



一、 上課時間：2011年4月19日至2011年5月3日，每週二下午14:00至
17:00。

二、 上課地點：中華經濟研究院B003會議室（台北市長興街75號）。
三、 上課方式：以中文或英文進行並以講習、討論、經驗交流方式為主。
四、 上課人數：每班預計招收60人。
五、 學員考核及核發結業證書：修滿9小時課程，並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繳

交學習心得報告（至少600字）者，授予結業證書。
六、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WTO中心 臺灣歐洲聯盟中心
七、 報名方式：

1.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額滿截止。
本課程可擇單堂報名，採「線上報名」，請至本院報名系統登錄。

網址：http://seminar.cier.edu.tw/Regfrm.asp?id=201104191

活動網址：http://www.eutw.org.tw/info-news_02_com.php?DB_MesID=243

歐盟研習專班系列－歐盟經濟整合現況與前瞻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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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屆華碩校園CEO的招募講座來囉! 
想要擁有不同的大學生活嗎?
想要比別人搶先一步體驗職場嗎?
就讓華碩CEO來告訴你。

時間：4/12(星期二)下午2:00~4:00
地點：求真樓Q001教室

當天邀請到華碩國內業務部 資深經理張錫宏來為同學指點職涯的規劃，並有
好禮摸彩活動喔！事不宜遲快來報名喔！

講座報名網站：http://0rz.tw/2KngS

第14屆華碩校園CEO的招募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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