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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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五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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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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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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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Part 1                                                             園區五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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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五月活動預告

99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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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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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內容：

5/25(三) 各國留遊學諮詢 (Q003；15:00-17:00)

諮詢現場備有專業留遊學老師，可諮詢各國別留遊學問題！

5/31(二) 2011暑假英美遊學趣 (Q002；15:00-17:00)
1. 美國與英國文化特色簡介
2. 遊學課程內容介紹
3. 遊中學：課後及假日活動
4. 旅遊景點與特色
5. 費用和優惠
主講人：簡惠萍(英國Sheffiled Hallam University 碩士畢、中國文化大學推廣部海外遊
學教育顧問)

報名網址: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51

Part 1                                                             園區五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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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 格達費逃過一劫 1子3孫喪命(法新社/2011.05.01)

• 法國出動「混凝土彈」轟炸格達費部隊(中廣/2011.04.30)

• 天籟之音德雲雀合唱團將赴台(中央社/2011.04.30)

• 英王室婚全球爭睹(中央社/2011.04.29)

• 巴黎發明展台灣作品吸睛(中央社/2011.04.28)

• 比利時改選制解無政府僵局(中央社/2011.04.28)

• 降雨量不如預期歐洲傳春旱(中央社/2011.04.25)

• 歐盟批准援葡萄牙780億歐元(中央日報/2011.05.17)

• 外交部因應歐盟免簽後國人赴歐必增之趨勢，為加強服務國人，
已洽定於德國法蘭克福增設辦事處(中央社/201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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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2C 蕭靖儒 整理新聞深度報導
英王室婚 全球爭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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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威廉王子和凱特．密道頓今天(2011/4/29)在西
敏寺舉行隆重王室婚禮，吸引世人注目，也為英國王室挹
注新氣象。這對新人返回白金漢宮後，在50萬祝福民眾
面前演出全球期待的親吻秀。

在這場過去30年來最盛大王室喜慶中，穿著象牙白
婚紗的凱特，與穿著紅色軍服的威廉交換誓詞。兩人莊嚴
宣誓「我願意」，其後威廉把戒指套在凱特手指上，緊接
著坎特布里大主教（ArchbishopofCanterbury）威廉斯
（RowanWilliams）宣布兩人結為夫妻。凱特是逾350年
以來，嫁給離王冠近在咫尺英國王位繼承人的首位「平
民」。

黛安娜王妃於1997年在巴黎車禍隕命，今天的婚禮
雖充滿喜慶氣氛，但仍令人敏銳感受到黛安娜的缺席。這
次婚禮也使用當年在西敏寺舉行黛妃葬禮的一首聖歌。

威廉王子與凱蒂昨日在西敏寺
大教堂結婚

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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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足球明星貝克漢（David Beckham）、歌星艾爾頓強（Elton John）和英
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等1900位貴賓，獲邀進入西敏寺見證王室婚禮，
外頭街道上則估計有百萬民眾揮舞英國國旗慶祝。

完成婚禮後，威廉王子的正式頭銜變成劍橋公爵（Duke of Cambridge）殿下、
斯特拉森伯爵（Earl of Strathearn）和卡里克弗格斯男爵（Baron Carrickfergus），
凱特則成為劍橋公爵夫人殿下。

今天的童話般世紀婚禮，受到全球矚目。當威廉和凱特在西敏寺交換誓詞時，
估計全球約有20億人守在電視機前觀看。在英國首都倫敦，來自全球各地的粉絲，
緊抓著英國國旗，於拂曉前起床或乾脆露宿卡位，為的是爭取到好地點，向在今天
結為連理的威廉和凱特表達愛慕和祝福。

在婚禮舉行地點西敏寺外面，部分王室紛絲從25日起露宿，道路上擠滿祝福人
潮，他們希望能親睹凱特著婚紗進入西敏寺，然後挽著新婚夫婿威廉的手臂步出。
預料全英國各地今天將會有大約5500個街頭派對，慶祝王室婚禮。

新聞深度報導
英王室婚 全球爭睹



UB4A 侯富嚴整理

自中東、北非年初爆發茉莉革命，難民潮不斷

湧入南歐，尤其法國及義大利首當其衝，兩國近來

一致呼籲應改革現行申根（Schengen）措施，恢

復邊境管制。

法國總統府表示，「如果歐盟對邊界管制失靈，

就必須仔細考慮一個允許暫停條約的機制，直到缺

點獲得改正。」兩國要求歐盟加強協助成員國處理

北非難民事宜，雙方領袖26日將在羅馬會商。
4-1 法國總統沙克吉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歐洲對難民潮的回應

歐盟改革申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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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西亞發生推翻獨裁總統的茉莉革命後，
有2萬多人出走。利比亞局勢動亂亦使得2萬6000
人離境，這些北非人大舉過海投奔義大利，獲發
6個月的臨時居留證與旅行證，讓他們可以在申
根區內自由來去，但大多數難民最後的目的地是
昔日殖民宗主國法國。沙克吉的盟友、尼斯市長
艾斯特侯西說：「新移民是去到別人的領土，義
大利當然可以慷他人之慨。」

法國17日曾全天阻擋從義大利載運難民入境
的火車，後來是因為義國抗議才勉強放行。歐盟
會員國得以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遭受重大威脅為
由，暫緩執行申根條約，並實施最多30天的邊界
管制，威脅仍未消失始得延長。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歐洲對難民潮的回應

4-2 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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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申根公約成員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歐洲對難民潮的回應

何謂申根措施

申根條約是在歐盟前身歐洲共同體
期間發展並延伸下來的邊境管制條約，
其目的是取消成員國之間的邊境管制，
只要持有任一會員國的有效身分證、居
留證或簽證，就可在開放邊境的成員國
之間自由行動。

申根條約加入資格不限於歐盟成員
國，歐盟會員國也未全部加入。申根區
目前共有25個國家，歐盟國家如英國與
愛爾蘭並未簽署申根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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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的行政機構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在布魯塞爾表示，申根邊界管控措
施可「在充分正當理由下，非常臨時性的」恢復實
施。申根協定並未排除暫停措施，不過要求唯有
「公眾秩序或內部安全面臨重大威脅」時，方有
「特殊」正當理由恢復實施最長30天的邊界管制。

若威脅繼續存在，則管制期間得以延長。法國
指控義大利濫用申根協定，明知許多講法語的突尼
西亞人有意前往法國，還核發臨時居留許可和旅遊
文件給逃離北非的移民。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歐洲對難民潮的回應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4-4 歐盟行政機構歐盟執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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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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亞危機難以化解

政治立場難統一

5日在羅馬會議上傳出消息說，丹
麥、荷蘭和西班牙當天正式承認了利比
亞反對派，但這三國政府迅即否認了這
一消息。因為這三國的外長都出席了這
次會議，而“主席聲明”指出，利比亞反
對派的地位只是“合法的對話者”。顯然，
各國在是否承認利比亞反對派的問題上
存在分歧。

此次會議建議從政治上向利比亞政府
施加壓力，包括打擊利比亞非法武裝和
雇傭軍、爭取電視運營商取消利政府的
電視播放權以及分化瓦解卡扎菲陣營等。
但此間輿論普遍質疑這些建議的可行性。

4-5 荷蘭

4-6 丹麥 4-7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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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軍事行動難推進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利比亞危機難以化解

3月19日盟國開始對利實施軍事打擊時曾表示
“無需數月，只 需幾週”就將結束戰鬥。然而幾週過
去，利比亞亂局更甚。儘管北約秘書長在羅馬會議
上表示要繼續推進軍事行動，但他並不能如某些盟
國要求的那樣提供一個結束戰事的時間表。

同時，戰火持續燃燒也令多方憂慮，特別是與
利比亞鄰近的非洲國家。以觀察員身份與會的非洲
聯盟委員會主席讓‧平(Jean Ping)5日在發言中說，
由於利比亞危機，非盟成員國正承受著最為嚴重的
風險，其中主要風險就是今後可能從利比亞流向其
他非洲國家的非法武器和恐怖主義滲透。他指出，
使用武力解決不可能獲得持久的結果，須立即停火
並達成和平的政治解決方案。

4-8 利比亞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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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經濟支持難兌現

政治局勢轉變，考驗歐洲應變能力：
利比亞危機難以化解

羅馬會議強調要對利比亞政府實施更加強大的經濟壓力，建議阻止卡扎菲政
權出口石油或進口石油產品用於非人道主義目的等。會議還考慮解凍約60億
美元利比亞政府資產用於支持反對派。但輿論認為，要落實這一措施涉及大
量法律問題，而且可能遲遲無法兌現。

會議“主席聲明”還表示，要給利比亞反對派急需的“短期財政支持”，並贊成
啟用4月在多哈會議上建立的“臨時財政機制”，呼籲有關各方為反對派籌款。
聲明對科威特向反對派捐出1.8億美元表示歡迎。但利比亞反對派代表5日在
羅馬表示，他們需要20億至30億美元才能繼續與政府軍對抗，1.8億美元無
異於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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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環境總署提出災害對於人類、經濟及生態環境之影響

歐洲環境總署在一份新的報告中提出，發生於2003年間侵襲西歐及北歐的熱浪造成了
約達七萬人的死亡。而發生在1999年的土耳其大地震，也造成一萬七千人死亡。報告中並
統計發生在1998至2009年間的各類災害事件數：洪水(213件)、暴雨(155件)、極端溫度
(101件)、以及名列技術類型災害之首的工安意外(339件)。

就經濟影響層面來看，此段時期的洪水事件所引發的財務損失高達520億歐元、而暴
雨、極端溫度及旱災也分別造成了440億、100億及50億的經濟損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油輪的原油外洩、及鑽掘活動所引發的廢毒氣外洩，也使得生態系統受到了極大的衝擊。

目前，對於氣候變遷程度，與災害數量增加的關係仍然未知。然而，許多研究結果卻已
明確指出，極端氣候事件的嚴重性及發生頻率，以及由氣候變遷所導致的損失，在未來都
會增加。

研究最後指出，需要在歐洲各國間、達成更具整合性的風險管理，其中涵蓋對各類災
害所做的預防、應變與重建計畫。對決策者提出的建議則有：
• 改善預警系統及提升民眾認知。這將有助於在未來減輕暴雨及洪水的影響。
• 更精確的極端溫度事件之預測，以及利用新的計算工具，將預測整合至其他資料。例如極
端熱浪對社會經濟活動所可能造成的影響

• 更有效地預防森林大火。

UE3A 蔡瑋婷整理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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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歐盟科研資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4/P201104_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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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正致力開發可減低尼古丁代謝速率的戒菸藥物

芬蘭科學院中的物質濫用與成癮研究計畫致力於戒菸藥物的開發，以應用於戒菸治療
中。目前，計畫目標是減低尼古丁的代謝速率，以減低吸菸者對於吸菸的慾望。

傳統的反吸菸治療著重戒菸，目前市面上已有數種藥物可幫助吸菸者戒菸，例如尼古
丁、安非他酮和瓦倫尼克林等均是常見的藥物，使用尼古丁藥物的主要目的在於減輕戒菸
時不舒適的症狀，以達到戒菸的目標。但是，如此的戒菸方式成功率相對來說並不高。因
此，科學家認為我們應當尋求新的戒菸藥物。尼古丁在吸入後，會快速的在口腔內部以及
肺部被吸收，其中又以肺部吸收速度最快，之後會隨著血液到達身體各部位以及腦部。一
旦尼古丁到達肝部，肝便會分泌一種稱為CYP2A6的酵素來代謝尼古丁。根據加拿大一個
研究團隊的初步研究指出，CYP2A6 酵素的抑制劑可有效的降低吸菸的慾望。可惜的是，
目前的CYP2A6 酵素抑制劑可能導致許多不良的副作用，因此並非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

目前，芬蘭的研究機構正努力開發新的CYP2A6 酵素抑制劑，讓新的藥物僅作 用於身
體一些特殊的部位。目前科學家已非常了解CYP2A6 的結構，因此透過電腦輔助的 模擬，
科學家嘗試設計出僅與CYP2A6 反應的分子，以減少與其他分子反應的機會並減低副作用。
芬蘭已完成第一階段的四年計畫，除了發現數個不同的分子，也更加了解分子與CYP2A6
酵素鍵結的機制，然而若要將這些分子應用在戒菸藥物上，仍需要投入相當多的研究經費
和時間。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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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歐盟科研資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5/P201105_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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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知道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是怎
樣的組織嗎?

A：歐洲議會是歐盟內唯一直選的議會機構，成
立於1957年，並於1979年舉行第一次全民直
選，目前共有736位議員。每個月於法國的斯
特拉斯堡召開一次會議，具有預算權、監督
權與一般立法權。歐洲議會確保歐盟各項政
治活動之整體監督，在歐洲的建設上代表著
歐盟境內全體人民。

資料來源：
http://www.europarl.europa.eu/parliament/public/st
aticDisplay.do?id=146&language=en

Part 6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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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為鼓勵各大專院校學生在旅行中認識土地、體驗生活，並透過旅行者
之記錄，發掘都市中的動人角落，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師大會館特制定青年壯
遊計劃，提供青年學子住宿優惠與免費住宿服務。

辦法：本計畫分為（一）「尋找大師」及（二）「壯遊台北城」兩項子計畫，
說明如下：
（一）「尋找大師」
為鼓勵青年學子學習「大師精神」，故申請者請以本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為出發點，以尋找各行各業之「大師」為主題，於6月15日以前提出行程規劃
與申請書，經審核通過後將於其所規劃之日期提供四人房免費住宿（男女分
宿）。
1、實施對象：年滿18至30歲（即民國70年1月1日至民國82年12月31日間出
生）之國內及在台國際青年（國際在台青年需提出護照及居留證明，在台居
留期間至少應至民國100年12月），皆可報名參加。
2、實施期間：提供100年5月1日至100年6月30日期間4人房（男女分宿）住
宿申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大會館青年壯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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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壯遊台北城
鳳凰花開，五六月是畢業的時節，為鼓勵全臺各地的青年學子在離開校園前能
多認識首善之都，故自民國100年5月1日至100年6月30日止，住宿者本人於入
住師大會館（師大館及迎賓館）時只要提出在學證明或當年度之畢業證書，即
享有住宿優待價。

申請方式：
（1）填寫附件申請表。
（2）以「尋找大師」為主題，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出發點，提出旅遊計劃書。
（3）計畫書內容應至少包括：計畫名稱、計畫動機、執行方法（含事前規劃準
備、旅行過程記錄方式）、行程規劃、路線圖、期程及其他參考資料等。
（4）計劃完成後須提供旅遊記錄一篇(含影音記錄、師大會館住宿心得)，將刊
載於本會館相關網站。

4、申請程序：即日起至民國100年6月15日下午5時止，請將申請資料電子檔
mail至jackkao@ntnu.edu.tw。通過評選者將以電子郵件連絡並公告於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師大會館。

詳情請見： http://www.ntnuguesthouse.com/news/2011-04-18/34.html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大會館青年壯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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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連結: http://ldcc.wtuc.edu.tw/login.asp

多益關鍵解題技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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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感謝各位同學對多益相關考試策略技

巧講座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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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報名到多益講座的同學千萬別再錯過

再次機會囉!

http://ldcc.wtuc.edu.tw/lo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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