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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於去年將境內羅姆人(Roma, 又與另一
少數民族合稱為吉普賽人)驅逐出境，並於今年
(2011)4月成為繼比利時之後禁止回教徒女性於
公共場所穿戴全身式罩袍(Burqa)的國家。

4月17日，芬蘭於大選中由反歐盟、反移民
為訴求之極右派「正統芬蘭人」(True Finns)獲
得勝利，該黨並成為芬蘭國會第三大黨

身為境內擁有400萬穆斯林民族的國家，德
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已承認德國的多
元融合政策失敗。這群於六０年代來到德國工作
並已定居超過30年的土耳其移民們在德國建立起
自己的群落，形成了德國媒體與學者口中的「平
行社會」(Pallalelgesellschaft)。德國央行董事
Thilo Sarrazin更因出版的書中抨擊土耳其人憑
藉高出生率正慢慢占領德國的言論遭到撤職。

在歐洲經濟普遍蕭條之下，境內的移民容易
變成為眾矢之的，以反移民為訴求的黨派在操弄
社會大眾對於移民的反感情緒中試圖以極端的政
見理念獲取選民的支持。

話說至此，是否離題?

或許不然。

編按：

本期電子報整理了北非政變後對於歐洲國家
的影響，特別針對北非難民大量湧至義大利並取
得臨時居留證後，歐盟其他會員國面對可能出現
的難民入境現象做出的反應。在人道救援與國內
經濟、社會狀況兩相權衡之下，如何取得平衡的
確是需要智慧與溝通。

報導總有結束的一天；然而，我們都知道這
並不代表著問題儼然同時解決。台灣新聞台的主
播們總愛在報導無關緊要的消息後，以「看完嚴
肅的話題，我們來點輕鬆的」作為串聯。

可惜難民；甚至是每個人的生命中並無太多
廣告與花絮可博君一笑。幸運的我們擁有的多半
是深刻反省的機會。

而生活在戰區與災區的難民們所擁有的，多
半是他人/他國深刻反省後可能給予他們的生存
機會。

話說至此，或許果真離題了。希望你們的今
天是深刻且認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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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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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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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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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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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1                                                             園區四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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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五月活動預告



「2011暑期台灣學生赴大陸研習與實習計劃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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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五) 2011暑期台灣學生赴大陸研習與實習計劃說

明 (Q003；15:00-17:00)

• 5/10(二) 實現留學夢想in Australia (Q002；15:00-17:00)

• 5/12(四) 各國打工渡假說明會（Q002；15:00-17:00）

• 5/17(二) 澳洲留遊學講座 (Q003；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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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51�


英國王室婚禮全球翹首 (央廣 2011/04/25)

英相拚經濟擬調快時鐘一小時 (法新社 2011/04/25)

德鐵道電纜改造輸電網 (中時 2011/04/25)

英選舉制度公投執政聯盟反目 (法新社 2011/04/24)

英皇室婚禮賓客名單歐巴馬未受邀 (TVBS 2011/04/24)

德國巴伐利亞邦要求蘋果解釋追蹤功能 (中廣 2011/04/23)

比利時民眾抗議旅館餐廳咖啡廳禁菸令(中廣 2011/04/23)

法國想要重新審查申根邊界協議 (中廣 2011/04/23)

法國總統沙科吉原則同意訪問利比亞班加西 (中廣 2011/04/23)

人道救援歐盟擬出兵利比亞 (中央 2011/04/23)

英國石油提撥10億美元協助重建沿海樣態 (中廣 2011/04/22)

XE4B 蘇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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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英國王室婚禮全球翹首

英國王子威廉及相戀八年的女友凱特•密道頓兩
人婚禮訂於2011年4月29日。婚禮將於早上十一
點於西敏寺大教堂舉行，儀式中將由西敏寺牧
師團長約翰•豪爾博士出任司儀，並由坎特伯雷
大主教羅恩•威廉姆斯證婚。而新娘密道頓會搭
轎車抵達禮堂，途中將會經過林蔭路(The Mall)、
騎兵御林軍廣場(Horse Guard‘s Parade)、白廳
(Whitehall)和國會廣場(Parliament Square)等
許多倫敦歷史景點。待儀式完成後，威廉與密
道頓將乘坐馬車回到白金漢宮，而當此對新人
抵達白金漢宮以後，他們還將站在陽臺上停留
片刻，與民眾互動。為方便英國人民前往白金
漢宮一睹王室新人的風采，早在之前，英國首
相卡梅倫已宣佈2011 年4月29日為英國之公共
假日。

3-1 英國威廉王子
(William Arthur Philip Louis)
與未婚妻凱特‧密道頓
(Catherine Middleton)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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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E4B 蘇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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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婚禮席位的安排，包含英國伊莉莎白女王、
愛丁堡公爵菲利普親王、威爾士親王查爾斯王
子與康沃爾公爵夫人卡米拉，以及為兄長出任
伴郎的哈里王子，皆安排於教堂最前排的席位。

同樣將坐在前排的尚有凱特的父母親：邁克爾
•米道頓與卡蘿爾•米道頓，以及出席擔任伴娘
的凱特的妹妹菲利帕·米道頓。

於英國聖詹姆斯宮公布的1900名獲邀賓客當
中，其中有超過200人是英國政府、議會及各
國使節代表，另有60名重要人士為英聯邦國家
的總督或總理。

請柬近日已經由宮務大臣奉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之命發出。據請柬上所示，賓客的著裝要求是
「制服、晨禮服或深色套裝」。

3-2  英國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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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英國王室婚禮全球翹首



另一方面，對於社會之貢獻人士而言，英國
皇室也相當重視。由於威廉王子目前主持了
多家慈善機構，涵蓋支援露宿者、生態保育
和醫療等範疇。王室方面則將透過抽簽從這
些機構當中選出80人觀禮。
此外，還有30名武裝部隊代表，以及英國
聖公會等宗教團體的代表獲邀出席。
約600名親朋好友與各界代表將獲邀出席隨
後由女王於白金漢宮所設的午間酒會。只有
300名賓客獲邀繼續參與晚上的婚宴和舞會。

3-3  英國西敏寺大教堂
(Westminster Ab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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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英國王室婚禮全球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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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亞難民逃至班加西及突尼西亞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發言人馬赫
西奇(Mach Milicic)4月19日表示，據估算聚
集在班加西(Benghazi)地區的利比亞籍難民
數量已上升至近10萬人。難民署發言人在新
聞發佈會上說， 據統計，班加西共有約3.5
萬利比亞難民，但難民署認為，由於大量難
民從附近的艾季達比耶(Ajdabiya)湧入，班
加西的難民人數很可能已接近10萬。

難民署表示，多數難民目前借住在班加西
當地居民家中，另有約六千人暫居幾處難民
點內。據聞，近1萬1000名人逃離政府軍和
反抗軍爆發戰火的偏遠西部山區，進入突尼
西亞。大多數難民都是來自利比亞西部的納
魯特鎮(Nalut)，當地距離突尼西亞邊界只有
50公里。

4-1 利比亞與突尼西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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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3A蘇怡禎 整理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北非政變對於歐洲的影響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突尼西亞
(Tunisia)



1月15日是突尼西亞總統本阿里辭國
後的第一天。突尼西亞憲法委員會經緊
急磋商，認定眾議長福阿德‧邁巴扎
(Fouad Mebazaa)依據憲法有關規定從
15日起代行總統職權，邁巴扎當天宣誓
就任代總統。危機中的突尼西亞社會秩
序仍未恢復，一些犯罪團夥實施搶劫，
嚴重威脅著民眾的生命和財産安全。

突尼西亞動蕩的政局引發了新一波
難民潮。自從突尼西亞總統本‧阿里政
權被推翻後，大量來自突尼西亞一些貧
困地區的難民相繼通過海路偷渡到義大
利。

4-2 抵達義大利的突尼西亞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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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北非政變對於歐洲的影響



突尼西亞人民革命成功，
但卻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大
批民眾相繼偷渡，逃向歐洲，
尋求更好的生活。過去五天來，
已有五千多人搭船抵達義大利
海岸。

義大利南部一個偏遠小島
- 蘭 佩 杜 薩 島 (aLmpedusa
Island)頓時擠滿了這些難民。
面對突然湧現的難民潮，義大
利當局有些措手不及，因此提
議派遣一支警察部隊，前往突
尼西協助阻止偷渡。

4-3 一艘載滿突尼西亞難民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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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北非政變對於歐洲的影響



義 大 利 總 理 貝 盧 斯 科 尼 (Silvio
Berlusconi)承諾將用船運送難民離開。

據傳，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3月30
日到訪蘭佩杜薩島，宣佈展開「自由蘭
佩杜薩」行動，他承諾在本週末之前，
將擠在島上的數千難民轉移到義大利本
土上，進行安置。義大利因而呼籲歐盟
27國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移民政策。

過去在突尼西亞獨裁統治時期，民
眾不得移民歐洲，否則將面臨重罰及牢
行，現在民眾利用政權真空，偷渡前往
歐洲。目前已有不少突尼西亞難民被轉
往「西西里島」，等候裁決是否獲准難
民庇護。義大利外長也已趕到突尼西亞
討論難民潮問題。

4-4 突尼西亞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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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北非政變對於歐洲的影響



為安置來到蘭佩杜薩島的難民，歐盟
撥款1億歐元給義大利政府；為減少難民，

義大利將與利比亞簽訂協議，於2011年至

2013年給予利比亞5,000萬歐元加強邊界

巡邏，突尼西亞亦可獲得8,000萬歐元補

助建置庇護中心，顯示歐盟希望藉由改善

鄰國生活條件減少移民，但政策仍需經由

長期執行方可奏效。

激增的難民為義大利帶來巨大的安置

壓力，義大利因此向歐盟發出請求希望啟

用2001年55號法令(註)，動員所有歐盟國

家分攤義大利境內的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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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難民潮湧至歐洲‧歐盟內部爭議聲浪起

黃筱涵整理

突尼西亞與藍佩杜薩島距離

(註) 2001年7月20日，歐盟為應對科索沃問題所
引發的難民潮頒佈了當年55號法令，其宗旨是由
27個成員國來共同承擔和分散由大規模難民湧入
所帶來的壓力。根據該法令，由歐盟委員會提議、
並經歐洲理事會批准後，歐盟國家可以在一定期
限內對所有入境避難人員給予難民身份，這些難
民將由歐盟各成員國在自願的基礎上分批予以接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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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表示在移民未能證明財力足以於

第二國停留前，他們只能請移民回去難民

抵達的第一個國家－義大利。以歐盟申根

協定內容來看，這些北非難民所持有僅為

臨時居留證，既非歐盟護照亦非歐盟簽證，

法國當然有權力僅讓能提出財力證明的難

民們入境。

義大利對於歐盟各會員國與官方此時

所表現出的反對意見與態度深感失望與不

滿，認為歐盟在此時若無法發揮歐洲一體

的功能性，義大利身為歐盟會員國的必要

性將遭質疑。

此項請求遭到了多數歐盟會員國的反

對；身為歐洲國家接受難民數之最的德國

表示無法接受大量非法移民經過義大利進

入歐洲；在義大利發出近2萬張臨時居留證

與簽證後，這群移民得以於簽證有效的6個
月內自由進出申根國家區，這措施也引起

多數歐盟會員國的不贊同，奧地利與德國

並表示將加強邊境地區身份檢查。

身為義大利鄰國的法國，因殖民時期

曾為突尼西亞的保護國，來自突尼西亞的

難民在會說法語且有法國境內的親友可接

應之下，於義大利取得六個月的臨時居留

證與旅行證後大量進入法國。法國對此表

示嚴正抗議，並曾於4月17日阻擋來自義大

利載著這批新移民的所有火車入境，導致

義大利抨擊法國違反歐盟法律。

北非難民潮湧至歐洲‧歐盟內部爭議聲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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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會議化解了兩國日前因北非；

特別是突尼西亞難民所造成的嫌隙，雙方

更就此一移民問題應於歐盟範疇內解決達

成共識。

歐盟委員會內政事務專員 Cecilia
Mallstrom表示，義大利政府在確認難民

持有有效護照的情況下有權利發放居留許

可；就歐盟的「難民問題緊急處理規定」

中所列，在出現難民潮時歐盟各國的確有

義務分攤接納難民；但在各國間未取得

「難民潮」定義的共識下，此一規定仍無

法解決北非難民問題。

在歐盟各會員國無法為處理難民問題

取得共識的情況下，這波被稱為「出埃及

記」(Exodus)的難民潮與其權利仍將在大

海中載浮載沉。

法國與義大利雙邊因北非難民產生的

緊張氣氛終於在近日獲得趨緩：兩國於4
月26日召開雙邊高峰會，兩國元首針對北

非革命爆發後湧入歐洲的移民潮進行討論。

法國總統府秘書長蓋諾(Henri Gaino)
強調，法國的訴求並非暫停申根國家公約

原則，而是在特殊情況下檢視保護條款，

並找出方法以避免單方面承受大量移民潮。

法國與義大利將提交一份共同屬名之

信函給歐盟執委會，呼籲對申根協定進行

改革，並希望歐盟加強對來自北非國家移

民的管理，在保持申根國家間自由流動必

要的同時，也維護各國的法律與規則。

北非難民潮湧至歐洲‧歐盟內部爭議聲浪起



歐盟對核能電廠展開壓力測試

日本福島所發生的核子反應爐重大事故在歐盟也引發熱烈討論與反應。歐盟環境部長
理事會上，來自各會員國的環境部門首長紛紛呼籲，應對核能電廠展開全面性壓力測試
(Stress Test)，而歐洲議會議員們則表示歐盟官方應重新思考能源發展政策。

歐盟能源執委Günther Oettinger表示，經過與各會員國能源部長及核能問題專家學者
的深入討論後，歐盟官方將針對其境內共143個的核能反應爐展開一系列的安全測試，以衡
量這些電廠面對大型天然災害的危機控管和緊急應變程序。此外，並將針對歐洲核能安全
議題進行更廣泛地討論。歐盟氣候變遷行動執委Connie Hedegaard 則認為，歐盟未來的
能源政策勢必將受到此事件影響，任何新核能開發計畫都會面臨更嚴格的檢視和審核；同
時，歐盟將視其溫室氣體減排承諾，考慮納入更多的替代能源選項，提高再生能源佔歐盟
整體能源消耗比重。

Günther Oettinger指出，核能電廠壓力測試最重要的目的為，使各會員國在核能安全
議題上，擁有共同且一致的危機處理程序，並符合歐盟安全標準。主要的測試項目為，在
各種重大天災時，例如：地震、洪水及大風暴，核能電廠是否有適當的緊急應變措施；加
上，歐盟許多核能電廠如同日本福島核能電廠一般，皆位於海岸邊以便利用海水來達到反
應爐冷卻目的，為避免電力與冷卻系統因災害而故障的類似情形發生，冷卻與備用電力設
備將是此次壓力測試的重點項目。

歐盟正籌組負責執行壓力測試的專家委員會，近日將會宣布其成員名單，並共同訂定
歐盟的測試標準。環保團體則強烈呼籲，應慎選該委員會的專家學者，避免任用與電廠或
核能工業有利益關係的成員，並且廣泛考慮各種可能的災害情況，包含：恐怖攻擊、複合
型災害，以及退役核電廠的核廢料儲存風險。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4/P201104_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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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今(2011)年2月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辦抗震建築研討會，吸引來自所有會員國及世
界各地，超過兩百名的工程師與建築界專業人士與會，一同探討歐盟現行的建築抗震設計
標準：歐盟規範 8(Eurocode 8)，並讓相關研究機構、培訓組織、企業界及官方代表有機
會進行多方交流。

根據歐盟的決議，最遲至去年年底，所有會員國須完全遵守歐盟建築設計標準。歐盟
規範8主要用於管理位於地震帶內的建築物和土木工程的設計與建造過程，旨在控制地震所
帶來的損害程度，確保建築結構在災害時有效發揮保護功效，保障居住者的生命及財產安
全。

此項名為「歐盟規範8：建築抗震設計」的研討會，是由歐盟聯合研究中心公民保護
及安全協會(Institute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ecurity of the Citizen, IPSC)主辦，並獲得
歐盟企業與產業總署(European Commission‘s Enterprise and Industry Directorate-
General)、歐盟標準委員會(The 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 CEN)、各會
員國及葡萄牙國家土木工程實驗室(Laboratorio Nacional de Engenharia Civil, LNEC, 
Lisbon)的共同參與及支援。該研討會的主要目的在於將歐盟規範8相關知識和技術有系統
地傳授予來自各國的培訓講師及相關專業人士。

歷經至去年底的校準階段(National Calibration Stage)，各會員國已將其現行建築法
規內與歐盟規範相衝突的部分加以修正或刪除，使歐盟規範成為歐盟地區建築結構設計的
共同規範，以促進單一市場內建築產品和服務自由流通的目標。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4/P201104_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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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知道目前27個歐盟會員國中，
有哪些國家不使用歐元嗎?

A: 目前共有11個會員國不使用歐元，
分別是: 丹麥、希臘、英國、波蘭、
立陶宛、拉脫維亞、捷克、匈牙
利、塞普勒、羅馬尼亞、保加利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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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之音管樂團2011年度音樂會

「高雄之音管樂團」在南部地區深耕十餘年，每年冬夏兩季的定期
公演已是南部具指標性的音樂型態活動。我們的成員來自大高雄地區，
除了專業的音樂工作者之外，也不乏公教人員、商務人士等各行各業的
管樂好手。十多年來舉辦大小形式不同的音樂會、校園推廣，並多次受
邀國際管樂節的演出，兼顧多樣性與精致化的曲目，更是讓聽眾讚不絕
口。

2011年度音樂會由輔仁大學指揮研究所碩士－張詠順指揮，並且由
本團薩克斯風首席、留法薩克斯風演奏家－張桓碩，演出薩克斯風協奏
曲－魔鬼的散拍，以及多首管樂原創曲目，誠摯地邀請您一同來體驗，
「聽見高雄之音」！

• 地點 : 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德堂

• 時間 : 2011/06/14 19:30
• 票價 : 150 元

• 售票連結: http://www.ticket.com.tw/dm.asp?P1=0000011596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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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師致敬系列：
還真於藝－蒲添生百年紀念展

本展將展出蒲添生(1912-1996)代表
性的人像雕塑，以及其具原創性及研究價值
的油畫、粉彩、速寫等作品，完整呈現了蒲
添生一生的藝術創作樣貌。蒲添生出生於嘉
義，年少即嶄露藝術天份，青年時期赴日留
學期間曾於知名雕塑大師朝倉文夫門下學習，
返國後雕塑風格自古典邁向社會寫實，奠定
了國內人像雕塑的典範。2011年適逢蒲添生
百歲冥誕，本館特舉辦本展向蒲添生致意。

展覽日期：100.03.26- 100.06.26

展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二樓201-203
展覽室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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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民 國 ： 沒 人 共 和 國

由非常廟藝文空間策展的《後民國》是一個站在歷
史軸線高度上的展覽，以「民國」這個多重意涵概
念，爬梳臺灣當代藝術中所具有的政治意識。「後」
除了象徵著「民國」一詞於政治學上前途未卜的況
味，同時有著對這個島嶼懸置現狀的未來預言觀照。

展覽日期：100.04.23- 100.06.05

展覽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前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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