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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編按：

自3月22日發行本學期第一期(即第46期)電子報以來，歐盟園區電子報自3月 發行本學期第 期(即第4 期)電子報 來 歐 電子報

編輯團隊接續於「歐洲主題專欄」裡以「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

力」為主題報導了北非民主運動的開端與過程。本期電子報中針對最先綻

放的「茉莉花革命」(即突尼西亞境內的政變)進行介紹，接著報導仍未落幕放的 茉莉花革命」(即突尼西亞境內的政變)進行介紹 接著報導仍未落幕

的「利比亞革命」之政變原因、過程與目前狀況；希望連續三期的報導能

給予讀者較完整的北非革命起源。

於下期電子報起，我們將自北非政治局勢延伸至此一政變對於歐洲國

家的影響，包含因為戰亂而逃往歐洲各國尋求庇護的難民潮，以及歐洲各

國對於北非爆發多起政變之看法與所採取的措施。

希望透過一系列的專題報導讓歐盟園區電子報的讀者們對於北非的政

變有較為完整的概念，並能自區域性的角度轉換至歐美的立場觀看政變對

於歐美國家的影響與其反應於歐美國家的影響與其反應。

也讓我們為世界上所有因戰爭而流離失所的群眾祈禱，希望他們皆能

早日獲得平靜且安全的生活。早日獲得平靜且安全的生活



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99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諮詢時間：每週二早上11:00~下午13:00

諮詢項目：西班牙留學進修

[西班牙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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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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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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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99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法國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三中午12:00~下午13:00

諮詢項目：法國留學進修諮詢項目：法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法文系盧安琪老師

[日本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三下午16：30 17:00[日本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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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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99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英國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五早上10:00~中午12:00

諮詢項目：英國留學進修諮詢項目：英國留學進修

諮詢老師：英文系周秀琴老師

[澳洲/紐西蘭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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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紐西蘭留學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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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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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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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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留學說明講座與分享會

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歐盟園區於本學期規劃多場留學說明講座與分享會，歡

留學說明講座與分享會

迎有意願參加的同學上網報名！

近期活動:

4/26(二) 英國留遊學諮詢（Q003；15:00-17:00）

諮詢現場備有專業留遊學老師，可諮詢國別不限於
英國喔！

4/29(五) 瑞士飯店管理學院說明會（Q002；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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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 墜海兩年的法航機機身殘骸與罹難者尋獲(中廣/2010.04.06)

烏克蘭外交官毆打俄航空姐為此道歉(中廣/2010 04 06)• 烏克蘭外交官毆打俄航空姐為此道歉(中廣/2010.04.06)

• 肯亞獨立運動人士控告英政府凌虐(中廣/2010.04.06)

• 推廣健康生活英國有個無鹽鎮(中廣/2010 03 31)• 推廣健康生活英國有個無鹽鎮(中廣/2010.03.31)

• 法國總統沙柯吉訪問大陸隨後訪日(中廣/2010.03.30)

• 倫敦會議共識：格達費不走軍事行動不停(中廣/2010.03.30)倫敦會議共識 格達費不走軍事行動不停(中廣/ 3 3 )

• 歐巴馬：美在利比亞軍事行動有限(BBC/2010.03.29)

• 英國首次查出微量放射性物質(BBC/2010.03.29)

• 法國摧毀更多利比亞政府軍飛機(BBC/201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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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UF3A 陳瑋芝整理新聞深度報導 UF3A 陳瑋芝整理新聞深度報導
倫敦會議共識：格達費不走 軍事行動不停

世界四十多個國家為處理利比亞問題，3月29號召開「倫敦會議」；據

瞭解，各國在會中已經達成共識，就是利比亞領袖格達費(Muammar
Gaddafi)必須離開利比亞，否則軍事行動勢必將繼續。

此次倫敦會議，是世界各國為了討論利比亞情勢而召開的特別會議，

會中除了呼籲利比亞領袖格達費下台之外，也針對人道援助利比亞與協助會中除了呼籲利比亞領袖格達費下台之外，也針對人道援助利比亞與協助

利比亞民眾規劃未來等事宜進行討論。與會的義大利外長佛拉第尼(Franco
Fratiini)透露，在格達費的去留問題上，各國一致同意格達費絕對必須離開

利比亞。早在會議舉行之前，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及法國總

統沙柯吉(Sarkozy)便已發表一項聯合聲明，指出格達費政權在利比亞已經

完全失去合法性，呼籲格達費與他的支持者最好及早「認清時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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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
倫敦會議共識：格達費不走 軍事行動不停

與會代表在會中也都同意，利比亞必須先停

火且格達費下台，多國聯軍的軍事行動才會停止。火且格達費下台，多國聯軍的軍事行動才會停止。

英國外長海格(William Hague)強調，多國聯軍

絕對不是以武力介入利比亞內政，但從格達費砲

口向內，造成利比亞民眾死傷無數的行徑看來，

唯有國際介入逼迫格達費下台，才能拯救利比亞

人民。海格並表示，格達費應該面對國際法庭的人民 海格並表示 格達費應該面對國際法庭的

審判。

  利比亞領袖格達費3-1  利比亞領袖格達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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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XE4B 蘇白 整理
突尼西亞政變過程與影響

突尼西亞政變過程

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的政變過程源於一

起26歲水果攤攤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被警察以

突尼西亞政變過程

起 歲水果攤攤販穆罕默德 布瓦吉吉因被警察以

無照營業為由取締之自焚事件；自焚事件一路演變

成政變，並以利比亞國花為名被稱為「茉莉花革

命命」。

「維基解密」網站於政變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

色，該網站於2010年12月揭露2009年6月突尼西亞

的美國外交電文，指班阿里家族(突尼西亞之總統

家族)與一名黑道老大連手掌控突尼西亞經濟，並

指第一夫人興建貴族學校獲得巨額利益。指第 夫人興建貴族學校獲得巨額利益

4-1 Page 8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突尼西亞政變過程

這些電文揭開突國統治菁英貪腐的面紗。另一封

電文詳述第一家庭如何被受人民唾棄，美國駐突

國大使葛戴克寫道：「掌權小圈圈內的貪腐日益

4-2 群眾在街頭示威抗議

嚴重，連一般老百姓都注意到，民怨四起。」

幾周內，這些電文內容經口耳相傳和社群網站傳

播，最終讓民眾走上街頭，演變為人民革命。鐵播 最終讓民眾走上街頭 演變為人民革命 鐵

腕統治突尼西亞23年的總統班阿里倉皇流亡海外。

這堪稱是阿拉伯世界近代第一場人民革命，稱為

「茉莉花革命」，鐵腕統治突尼西亞23年的總統茉莉花革命」 鐵腕統治突尼西亞23年的總統

班阿里倉皇流亡海外。這堪稱是阿拉伯世界

近代第一場人民革命，稱為「茉莉花革命」，也可說是爆料網站「維基解
密」壓垮最後一根稻草的第一起革命。年輕人透過社群網站和手機串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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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壓垮最後 根稻草的第 起革命。年輕人透過社群網站和手機串連上
街示威，突破政府箝制的媒體。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茉莉花革命對北部非洲及中東產生了極大

突尼西亞政變過程

茉莉花革命對北部非洲及中東產生了極大

的影響，其示威抗議的模式亦受一些國家的

民眾所效法（如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導

致反政府的示威浪潮在一個月內席捲整個北致反政府的示威浪潮在 個月內席捲整個北

部非洲與中東地區。

2011年3月3日，突尼西亞臨時代理總統宣布，

2011年7月24日將舉行制憲議會選舉，這可能2011年7月24日將舉行制憲議會選舉，這可能

意味著原定於7月舉行的總統大選將往後推延。

儘管班阿里在最後關頭承諾改革、解散內

閣 半年內改選國會 並不再連任 但憤怒閣、半年內改選國會，並不再連任，但憤怒

的群眾仍在首都突尼斯暴動，要他下台。政

府表示至少廿三人在三周的暴動中喪生，但

反對陣營估計死亡人數是三倍多。 4-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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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事件直至2011年1月13日當晚，班·阿里發表全
國電視講話 表示將會國家進行改革並尊重國家憲

突尼西亞政變過程

國電視講話，表示將會國家進行改革並尊重國家憲
法，且保證不會為謀求連任而修憲。

1月14日，他宣布解散執政黨憲政民主聯盟組成
的一黨制政府，決定提前進行議會選舉。當天晚上， 4-5 前任突西尼亞總統

宰因·阿比丁·班·阿里
（Zine El Abidine Ben Ali）

的一黨制政府，決定提前進行議會選舉。當天晚上，
突尼西亞總理穆罕默德·加努希在國家電視台宣布，
接下來將由他代理總統職務，而班·阿里則流亡國外。
對於班·阿里的倉皇出走，長期盟友的法國表示不歡對於班 阿里的倉皇出走 長期盟友的法國表示不歡
迎，最後是由沙烏地阿拉伯同意收留班阿里全家。
然而，突尼西亞憲法委員會認為總統職位「處於永
久性空缺狀態」，因此總理任代總統乃違反憲法，

4-6 突尼西亞(Tunisia) 國旗

久性空缺狀態」 因此總理任代總統乃違反憲法
應由眾議院議長擔任。

1月15日，眾議院議長福阿德·邁巴扎宣誓就任
代總統。 4 6 突尼西亞( u s a) 國旗總統

4-7 突尼西亞(Tunisia) 國徵
Page 11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利比亞簡介

利比亞政變過程與影響
黃筱涵 整理

利比亞簡介

利比亞(Libya)位於東非，與埃及、

蘇丹、突尼西亞等國相鄰，國土多

為沙漠地形。600多萬的國人中約

有83%為阿拉伯人，居民多信仰伊有83%為阿拉伯人，居民多信仰伊

斯蘭教，並以阿拉伯語為國語。利

比亞因國內豐富的石油資源是該國

4-7 利比亞國旗

背景圖片 利比亞位置
的經濟命脈，石油生產佔國民生產

總額的50%~70%，出口更佔出口

總值的95%以上。

背景圖片：利比亞位置

Page 12

總值的95%以上。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格達費的崛起與利比亞境內隱憂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格達費的崛起與利比亞境內隱憂

利 比 亞 領 袖 格 達 費 (Muammar
Muhammad al-Gaddafi)於利比亞實施

比亞伊斯蘭戰鬥團」(LIFG)便以此為

反對格達費政權之根據地。

獨裁統治，因沉迷於「輸出革命」被稱

為「利比亞狂人」。

格達費政權於1969年的革命後建立。

此外，利比亞面積雖然較鄰國的

埃及大，人口卻不及埃及，在大城市

外各部落領袖勢力依舊維持強大，來

利比亞於二戰前原為三個獨立的國家，

二戰後才統一為利比亞，並於1951 -
1969由國王伊迪里斯(King Idris) 掌權。

自小部落的格達費雖曾試圖打破部落

主義，仍未獲得成效。

上述兩項元素於此次革命中便發

格達費革命推翻國王伊迪里斯政權後，

進行中央集權改革。執政時國土境內仍

含隱憂，主要兩大隱憂包含東部反對勢

揮極大影響力：反對勢力由東部發起，

且獲得Warfalla與Al-Zuwayya兩大部

落領袖公開表態支持，加上境內失業

力與部落主義盛行。

格達費以利比亞西部的「的黎波里

(Tripoli)」為首都後，勢力侷限於此，

青年因憤怒而團結起來，造成了革命

力量。此次革命除了突顯民眾追尋民

主的表現，更是國內對於高失業率的

Page 13

東部則為反對格達費勢力基地；如「利 不滿反彈。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利比亞民主革命過程

受到突尼西亞與埃及民主化革

利比亞民主革命過程

命影響，示威民眾分別佔領控制了
利比亞首都內兩家國營電視台與政
府機關大樓。

格達費面對國內反抗聲浪拒絕 國際制裁與斡旋

4-8 聯合國通過決議在利比亞設禁飛區

格達費面對國內反抗聲浪拒絕
下台，並以血腥鎮壓反對群眾，遇
害評估計已超過千人。格達費除下
令鎮壓民主運動，出動戰機空襲示

國際制裁與斡旋

國際制裁方面，歐盟已通過對格達
費家族與其他利比亞高級官員實施資產

威者，並下令安全部隊破壞國家石
油設備。

聯合國安理會遂通過決議案譴
責格達費政權的暴行。

費家族與其他利比亞高級官員實施資產
凍結與旅遊禁令，聯合國安理會亦通過
對格達費的制裁案，禁止他與親信出境；
此外，決議案要求停止將武器販售給利
比亞 並將利比亞境內的暴力事件移交責格達費政權的暴行。

相較於格達費本人拒絕下台的
堅決，身為格達費左右手的內政部
長阿比迪(Mustafa Abdel-Jalil)已

比亞，並將利比亞境內的暴力事件移交
國際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處理。

歐盟更於4/13加大對利比亞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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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辭職。
歐盟更於4/ 3加大對利比亞制裁

試圖切斷格達費政府通過出口油氣資源
獲得資金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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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制裁與斡旋

面對格達費的血腥鎮壓，美歐因
此聯軍出兵利比亞；隨著禁飛區任務
的執行 多國部隊 削減利比 空軍

國際制裁與斡旋

歐盟內部雖有成員國主張歐盟應動用
軍事力量保證利比亞人道主義援助任務順
利執行 但亦有成員國認為執行軍事任務的執行，多國部隊已削減利比亞空軍

力量，並將集中打擊利比亞的地面部
隊。北約(註)自美國手中接過掌控權後，
雖保持著軍事攻擊力，卻難打破利比

利執行，但亦有成員國認為執行軍事任務
應由北約而非歐盟來完成。但芬蘭外長亞

歷山大‧斯圖布(Alexander Stubb )正在
為動用歐盟軍事力量作準備，若聯合國請雖保持著軍事攻擊力 卻難打破利比

亞僵局。英法兩國便批評北約在對利
比亞的軍事行動中作為不夠，並認為
北約在保護利比亞平民上仍有待加強。

義大利於 / 表 希望國際社會

為動用歐盟軍事力量作準備，若聯合國請
求歐盟出動軍力運送人道主義救援物資或
者撤離難民，歐盟將採取更加切實的措施，
但目前聯合國還沒有發出這樣的請求，歐

義大利於4/13表示希望國際社會
經聯合國授權保護利比亞平民，並考
慮武裝利比亞反抗軍。

此一想法遭比利時反對，比利時 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盟也正處於計劃階段。

此 想法遭比利時反對 比利時
外長范納克(Steven Vanackere)便表
示聯合國決議為保護平民，而非武裝
平民。德國亦發表同樣看法認為利比
亞危機無法以軍事解決

北約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是一個為實
現防衛協作而建立的國際組織。總部設在比利時
的布魯塞爾，共有28個會員國，包含比利時、加
拿大、丹麥、法國、冰島、義大利、盧森堡、荷
蘭、挪威、葡萄牙、英國、美國、德國、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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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危機無法以軍事解決。 蘭、挪威、葡萄牙、英國、美國、德國、西班牙
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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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聯盟(註)則試圖解決此次利

國際制裁與斡旋

非洲聯盟(註)則試圖解決此次利
比亞危機，積極推動利比亞政府與反
對派停火；相較於格達費願意與反對
派展開和談的意願，反對派則堅決要

在北約無法以軍事手段解決危機

4-9 反對派支持者對拒絕停火路線圖表示支持

求格達費與其親信離開利比亞。
據分析表示，格達費的態度趨於

軟化是為了爭取民心與獲得喘息空間；

而反對派在取得西方國家的支持之下

在北約無法以軍事手段解決危機、

反對派無意與格達費展開談判之下，利

比亞實現停火的希望仍相當渺茫。利比

亞前外長庫薩因此發表聲明，認為利比而反對派在取得西方國家的支持之下

則無意求和，並對格達費可能做出的

任何承諾皆抱持懷疑。

亞前外長庫薩因此發表聲明 認為利比

亞可能淪為新索馬利亞(註)，除非各方

能阻止利比亞陷入內戰。

索馬利亞(Somalia) ：索馬利亞位於東非，因內戰

非洲聯盟： (AU, African Union)是一個包涵了53
個非洲會員國的聯盟，屬於集政治、經濟和軍事
於一體的全非洲性的政治實體。最終目標是建立
非洲合

索馬利亞(Somalia) ：索馬利亞位於東非，因內戰
連連而導致社會體系崩解，1990年起便無政府存
在，海盜猖獗。地緣政治學與阿拉伯世界專家穆
罕默德．哈珊(Mohamed Hassan)認為美國實行一
種渾沌理論來阻止索馬利亞任何一種和解，並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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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合眾國。 持國家的分裂，以利於宰制。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歐盟 再生能源需要更快速的發展以達到2020年的目標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歐盟政府目標在2020年前，將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至總消耗能源的

20%。根據27個會員國整理的報告指出，每年可再生能源 的成長比例平均約

歐盟 再生能源需要更快速的發展以達到2020年的目標

20%。根據27個會員國整理的報告指出，每年可再生能源 的成長比例平均約

為6個百分比，其中又以風力發電、太陽能以及生質燃料預期將有最高的成長

速率。若會員國依照計畫的速率成長，則在2020年時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

將超過20% 可望達到20 7%將超過20%，可望達到20.7%。

從目前會員國的報告來分析，目前的情況如下：

＊可再生能源中的42%將用作供電，41%的可再生電力將來自風力發電。

6%的可再生能源將用作加熱以及冷卻 其中 8%將來自於生質能＊46%的可再生能源將用作加熱以及冷卻，其中78%將來自於生質能。

＊運輸將佔可再生能源的最小部分，僅消耗12%，但相較於以往，使用可再生

能源的成長比例將會是最高。

＊可再生能源的生產量每年預計可提升6%。2005年每年生產的可再生能源相

當於一億噸的原油，而2020年可望達到相當於2億4500萬噸原油的生產量。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3/P201103_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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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歐盟將發布更詳盡的分類與標籤以加強有害化學
物質的資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歐洲化學品管理局近來收到超過三百萬件化學物質分類的通知，根據歐盟新法規定，
所有製造或是進口有害化學物質的公司必須在2010年12月1日前完成新的藥品分類，並且

物質的資訊

所有製造或是進 有害化學物質的公司必須在 年 月 前完成新的藥 分類
在2011年的1月3日前知會歐洲化學品管理局。此分類是為了確認化學物質是否會危害環境
以及健 康，並且將會影響化學物質標籤上的信息，以提供消費者與工人正確的化學資訊。

歐盟新法「分類、標示與包裝法規」(CLP)旨在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並且統一歐盟
單 市場內化學物質與混合物的標示 分類 標示與 包裝法規將根據聯合國的化學品全球單一市場內化學物質與混合物的標示。分類、標示與 包裝法規將根據聯合國的化學品全球
調和制度做分類，以確保全球統一的化學有害物質標籤。這次的分類也將成為歐盟第一份
有害化學物質分類的清單，這份清單將 會提供所有公司以及消費者詳細的安全使用須知，
除了可以改善化學藥品處理之外，未來下游業者或是消費者將有更多的資訊去選擇含有較
少有害物質的化學藥品。 這項政策的目標在於提供所有利益相關者有害物質的資訊，根據
蒐集到的資訊，未來幾個月內歐洲化學品管理局就會發布分類與標籤清單。

未來如果製造商或是進口商的標籤內容 與標準規格不符，則公司將必須更改並且統一
分類與標籤，若是在通知截止日期之後才第 次上市的化學有害物質，則公司必須於 個分類與標籤，若是在通知截止日期之後才第一次上市的化學有害物質，則公司必須於一個
月內通知歐洲化學品管理局。 此政策未來將可整合歐盟內的有害物質分類，並且促進歐盟
化學工業的競爭力與永續發展。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3/P201103_07.htm Page 18



Part 6                                                         Do You Know ?Part 6                                                         Do You Know...?

Q：你知道什麼是「歐洲日」嗎?

A：1985年於米蘭舉辦的歐洲理事會決議

將5月9日訂為歐洲日，以紀念1950年5月9
日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 1886-
1964)在巴黎宣佈倡議建立「歐洲煤鋼共同

體」，使歐洲國家及人民邁向歐洲的團結、體」 使歐洲國家及人民邁向歐洲的團結、

和平與繁榮。(參考資料：歐盟園區歐盟簡

介走廊)

6-1  2011 歐洲日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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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藝漾眷戀：莫迪里亞尼與他的朋友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藝漾眷戀：莫迪里亞尼與他的朋友

一、展覽日期：100/04/10~100/07/31

展覽地點 高雄市立美術館二、展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一樓101-103展覽室

三 畫 家 簡 介 莫 迪 里 亞 尼 (A d Cl三 、 畫 家 簡 介 ： 莫 迪 里 亞 尼 (Amedeo Clemente
Modigliani,1884~1920)為義大利猶太裔，被藝術史
視為20世紀最著名的藝術家之一，擅長油畫、素描
與雕刻 本展由高雄市立美術館與義大利莫迪里亞

圍著白頭巾的年輕
女孩

與雕刻。本展由高雄市立美術館與義大利莫迪里亞
尼法定文獻庫共同舉辦，展品除了莫氏作品外，也
包括與莫氏深交的同儕莫依斯‧奇斯林(Moise
Kisling)與馬克斯‧雅各(Max Jacob)等人之重要作

活動網址

Kisling)與馬克斯‧雅各(Max Jacob)等人之重要作
品以及相關文獻資料。

活動網址：
http://www.kmfa.gov.tw/home02.aspx?ID=$1003&IDK=2&EXEC=L&DATA=570&AP=$1003_HISTORY-
0^$1003_P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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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赴美國企業實習計畫徵求實習生中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赴美國企業實習計畫徵求實習生中

由 I t 全 球 文 化 交 流 機 構 主 辦 之 S E t hi由 Intrax 全 球 文 化 交 流 機 構 主 辦 之 Summer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專案，歡迎有興趣於暑期赴美充實自我的同學報名！
承辦單位：Intrax台灣辦事處 -- 全球文化交流機構

* 此赴美國企業實習方案,有意了解專案內容或報名之同學，請逕向校
外主辦機構─Intrax全球文化交流機構洽詢或報名。

* 承辦單位連絡方式：
Intrax台灣辦事處－全球文化交流機構
連絡人：林文俐 Claudia Lin / 專案經理 Program Manager連絡人 林文俐 專案經理 g g

網址: 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0004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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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風華-臺灣五大家族特展」史蹟勘考活動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百年風華 臺灣五大家族特展」史蹟勘考活動

堪考活動有霧峰林家、高雄陳嘉、鹿港辜家、基隆顏家、板橋林家

- 報名對象：以文化、教育單位、各大專院校校師生、高中職、國中小老師、

為 為

考活動有霧峰林家 高雄陳嘉 鹿港辜家 隆顏家 板橋林家
五大家族(每一家族一張報名表)，參與學員一律免費。

無使工作人員等為主；又考量本活動舉辦時間為夏季，且各行程均有長時間

搭車或步行之需求，固年齡限制18-70歲，身體狀況良好者。

- 報名方式：一律傳真至049-2372495報名

- 報名後請於上班時間9:00-12:00、13:30-17:00，電話049-2316881-207確認

- 聯絡人：俞惠鈐

- 本館地址：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1路254號本 南投市中 新村光 54號

- 報名截止日：200年4月30日

網址 h // h / b/ h ?ID 196&PG 0網址: http://www.th.gov.tw/web/news.php?ID=196&P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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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多益關鍵解題技巧講座
多益考試策略技巧講座加場大放送！

外診中心額外加碼舉辦一場多益關鍵解題技巧講座，特別邀請到文藻英
文系的林桂年老師和同學分享多益各類型試題之關鍵解題技巧，還沒報文系的林桂年老師和同學分享多益各類型試題之關鍵解題技巧 還沒報
名到多益講座的同學千萬別再錯過再次機會囉!

演講時間：5/23(五) 15:10~17:00演講時間：5/23(五) 15:10 17:00
演講地點： Q00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為止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報名連結: http://ldcc.wtuc.edu.tw/lo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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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橫幅

Part 8                                                                            資料來源

封面橫幅
http://www.wall001.com/human/castle_wallpaper_01/html/image12.html
Part3
3-1:http://globalvoicesonline org/wp-content/uploads/2009/09/200px-Muammar al-3 1:http://globalvoicesonline.org/wp content/uploads/2009/09/200px Muammar_al
Gaddafi_at_the_AU_summit-199x300.jpg
Part 4 
(突尼西亞)
4-1 http://www2.hchs.hc.edu.tw/blog/resource/20/5174
4-2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aravane_de_la_lib%C3%A9ration_4.jpg
4-3 http://big5.ce.cn/gate/big5/tripdv.ce.cn/news/16331.html
4-4 http://tw.epochtimes.com/10/4/27/137382.htm
4-5 
http://www.voafanti.com/gate/big5/www.voanews.com/chinese/news/international/
20110131-EU-TUNISIA-114948209.html
4-6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Flag_of_Tunisia.svg
4-7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oat_of_arms_of_Tunisia.svg

Page 24



Part 8                                                                            資料來源

Part 4 

Part 8                                                                            資料來源

Part 4 
(利比亞)
http://big5.cnfol.com/big5/news.cnfol.com/110227/101,1278,9395458,00.shtm
http://www.takungpao.com/opinion/hk/2011-02-22/569881.html
http://www.jkforum.net/thread-2014672-1-1.html
http://blog.udn.com/chen25415712/4918418
http://www.chinesetoday.com/news/show/id/480931
http://iservice libertytimes com tw/liveNews/news php?no=485040&type=%E5%9C%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485040&type=%E5%9C%

8B%E9%9A%9B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

04/14/c_121302183.htm
http://www pots com tw/node/7309http://www.pots.com.tw/node/7309
4-8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3/18/n3201538.htm
4-9 http://news.sina.com.hk/news/12/1/1/2073264/1.html

Part 6
6-1 http://europa.eu/abc/symbols/9-may/gallery/2011/index_en.htm

Page 7 背景Page 7 背景
http://fs.huntingdon.edu/jLewis/AL/Images/US_MAP.jpg

Page 25



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48
編輯團隊編輯團隊

2011年04月19日發行年 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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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7-310-2411FAX: +886 7 310 2411

編輯企劃 EDITOR 黃筱涵

文編COPY EDITOR 蘇怡禎、陳瑋芝文編COPY EDITOR 蘇怡禎、陳瑋芝

蘇 白、蕭靖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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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