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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每到學期初就要勉勵有個豐富的一學

期；每到學期末便忍不住要回首這學期的

種種。或許是畢業班的同學於本期電子報

出刊時已經考完了畢業考，讓人不得不感

覺到又是另外一個階段的結束。

自前五期接續報導北非政變對於歐洲

的影響之後，今後三期的歐盟園區電子報

將以「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

慶祝活動」為主題，為電子報讀者們介紹

歐洲各國的慶祝活動內容。

猶記得甫於5/15落幕的「公民自覺與

自決作為服務學習內涵的理念與實踐研習

會」，會中邀請到具高度自覺/自決的學者

專家來校，為同樣關懷公民自覺議題的校

內外教職員們講述個人經歷與自主活動策

畫的成效，會中的熱絡討論與會後的迴響

讓人真切地受到感動。

公民自覺力與志願服務與我們有何關

係?這是個適合自問自答的好問題：現今公

民所享有的各種權力與優惠，多為有志之

士願意耗費心力向體制與強權抗爭所得之

成效，坐享其成的我們，是否已覺醒且具

備智慧與力氣繼續向社會與體制中的不公

不義挑戰，進而改變令人不滿、甚至是憤

怒的缺陷?

自覺的人是不滿的、是疲倦的，是傻

氣卻又清醒的，是孤獨又團結的。

讓我們向所有參與社會服務的義工們

致敬，你們讓這個時代成為最好的時代；

也讓我們直視著自己的渾渾噩噩與懦弱，

我們的得過且過造就了最壞的時代。

這世界並非只要有遙控器與滑鼠就能

掌握在手中，只希望我們別滿足於傳媒所

製造出來的假象便自認洞悉了這社會。

讓我們努力成為更好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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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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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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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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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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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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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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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下學期留學諮詢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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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98140@mail.wtuc.edu.tw�


講座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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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學講座】2011暑假英美遊學趣

時間：5/31(二)  15:00-17:00
地點： Q002

1-1 倫敦大笨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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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YE3B 翁欣羽 整理

• 卡恩玩完社會黨提名陷角力戰(法新社/2011.05.19)

• 促成北愛和平愛爾蘭前總理費茲傑拉德去世(央廣/2011.05.19)

• 俄總統: 飛彈防禦恐導致新冷戰(法新社/2011.05.18)

• IMF要求希臘加速結構改革(法新社/2011.05.18)

• 防核恐怖國際刑警設新單位(法新社/2011.05.18)

• 英國女王拜訪愛爾蘭百年來首次破冰(TVBS/2011.05.18)

• 莫斯科禁止同志遊行可能遭人權法院懲罰(中廣/2011/05/18)

• 歐盟反托辣斯突襲搜索長榮海運(自由時報/2011.05.17)

• 511驚魂西班牙地震古城9死130傷(中廣/201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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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YE3B 翁欣羽 整理新聞深度報導
511驚魂西班牙地震古城9死130傷

地震預言在義大利掀起恐慌，導致數千人逃離羅馬，結果預言並未成

真，反而鄰近的西班牙發生該國50多年來死傷最慘重的地震。西班牙東南

部穆爾西亞地區的古城約卡鎮11日遭芮氏規模5.1地震襲擊，導致房屋坍塌、

古老教堂和公共建築損毀，造成至少9人死亡，130人受傷。

規模五．一 震源深度僅十公里

這起發生在當地時間傍晚6時47分（台灣時間12日凌晨0時47分）的地

震，震源深度僅10公里，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也感受到晃動。約2小時前，還

曾發生規模4.4的較小地震，但因屬淺層地震，因此造成的損害不小。西班

牙地質學家指出，地震釋放的能量相當於200噸黃色炸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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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的國家地震資訊中心，測得的數據略有不

同：2次地震規模分別是5.3和4.5，前者震央位於馬德里東南偏南方350公

里處，深度10公里；後者震央亦處於同一地點。

穆爾西亞自治區政府聲明說，地震造成包括9人喪生；約卡鎮鎮長卓

達則告訴當地報紙，死者包括3名婦女，其中1人有孕在身。地震震垮建物

正面、撕裂牆壁，街上四處可見倒塌的建物、磚石瓦礫、崩落的陽台和壓

扁的汽車。建於17世紀的聖地牙哥教堂鐘塔倒塌粉碎，差點擊中1名正在

現場連線採訪的記者，青銅鐘則掉在廢墟中。

居民擔心會有強烈餘震，都寧願在停車場等戶外地方露宿。軍警部隊

也趕緊搭建近400個野戰帳棚和臨時醫院，協助清理殘骸、恢復市容。官

員估計，約有3萬人露宿街頭，將近當地人口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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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511驚魂西班牙地震古城9死130傷



YE3B 翁欣羽 整理

在歐盟會員國裡，有數百萬的人民擔任志工。

各年齡層的民眾皆貢獻自己的時間來服務，服務的

地點包括民間社團、青年俱樂部、醫院、學校、運

動俱樂部等。對歐盟執委會來說，志願服務是積極

參與公民事務的表現，增強了團結或社會融合這類

的歐洲價值。志願服務也提供了重要的學習機會，

擔任志工不僅能獲得新技能，亦能增加就業能力。

志願服務在許多領域都扮演重要角色，特別在教育、

青年、文化、體育、環境、健康、社會照顧、消費

保護、人道救援、開發政策、機會均等、對外關係

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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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歐洲志願年介紹

歐盟執委會提議訂定2011年為歐洲志工年

4-1 志工年標章



志願服務對歐洲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潛力，至今卻尚未完

善地開發與利用。訂定2011年為歐洲志工年，將幫助會員國、區域

或地方社區及民間社會達成多項目標，包含：促進歐盟成為一個更

有力更方便的志工環境，增加志工團體的能力，改進志願服務的品

質，對志工活動給予獎勵與肯定，更喚醒人們注意志願服務的價值

及重要性。

歐洲志工年將增進歐洲各地的志工及志工組織相互交流與學習

之機會。政府部門更可藉此多瞭解自願服務運作方式與流程，協助

改善志願服務，增進大眾對於志工的認識，進而鼓勵更多民眾投身

志工行列；歐洲志工年將讓志工獲得社會肯定。

歐盟執委會預計編列600萬歐元作為2011年年度活動經費，而

在2010年另外增加200萬歐元作為籌備活動的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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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歐洲志願年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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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歐洲志願者年巡迴活動於2010年12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

塞爾正式啟動，比利時3個行政大區的文化部長出席了啟動儀式。

歐盟委員會把2011年定為歐洲志願者年，口號是「做志願者，

改變現實」，希望志願者活動能有助於建設一個更民主、更和諧、

更負責任的社會。據統計，目前歐洲有1億人參加志願者活動，而

在比利時有100萬人參加，佔全國人口的14%。

目前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的比利時是2011歐洲志願者年巡迴活

動的首站，今後1年，整個活動將在歐盟27個成員國裏輪流舉行。

比利時3個行政大區為此次志願者年巡迴活動安排了豐富多彩的節

目，東南部德語區將組織傳統的民俗交誼舞聚會，中部布魯塞爾

法語、荷語雙語區將組織互動遊戲，北部荷語區將安排專家講座

和研討。

歐洲啟動志願年活動

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歐洲志願年介紹



歐盟研討會「未來全球食品與農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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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2001年3月30日假布魯塞爾召開「未來全球食品與農業：如何透過科學研究確

保糧食安全」研討會，來自國際與歐盟組織，以及許多國家的專家、學者和政策官員共聚
一堂，探討如何增加糧食系統的永續性，以支撐世界人口和社會持續發展所需的糧食需求。

研討會主要議題包括：全球共同行動的必要性、永續集約農業的概念及如何將有限資

源的效益最大化。

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約翰．貝丁頓爵士（Sir John Beddington）亦提出糧食議題的

新全球觀點，強調僅憑藉糧食單一面向的政策與行動來解決糧食安全問題是遠遠不足的，

必須將能源和水資源等密切相關的議題，廣泛地納入考量。關於永續集約農業議題，他們
則分別說明科學研究在水資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土壤流失及農作物改良等農業永續發

展的重大問題上所做出的寶貴貢獻。

英國政府科學辦公室最近發表的報告中，所提出的多項未來食品與農業議題亦是研討
會中的關注焦點，包含：糧食供給與需求系統的管理、糧食價格波動、終結飢餓及限制溫

室氣體排放等。與會代表希望透過本次研討會，促進知識、科技合作與分享，以為這些關

鍵挑戰找出妥善的解決方案。

UB4A 侯富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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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04.htm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5/P201105_04.htm�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4/P201104_04.htm�


Part 6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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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你知道在歐盟的盟歌是
哪一首歌嗎?

• A：快樂頌是歐盟的盟歌與
歐洲委員會的會歌，以
1823年由貝多芬作曲的第
九號交響曲最後樂章為基
礎並作為兩組織的正式場
合演奏用。會歌代表了他
們對團結的歐洲的理想：
自由、和平、團結

6-1 貝多芬畫像



義大利音樂家合奏團
I Musici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演出日期：2011/6/10(五) 19:30
演出地點：國家音樂廳(台北市中山南路21-1號)
曲 目：
R.Granci:《愛上電影音樂》I Love Cinema
R.Granci:《卡通幻想曲》Cartoon Fantasy
Antonio Vivaldi:《四季》協奏曲

活動網址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tID=
hx0fZA09nGcIe%2bU%2foZB%2bcw&Area=C&Id=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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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當代韋瓦第《四季協奏曲》最佳代言人的義大利音樂家合奏團，即將在2012年慶祝成立六
十周年，從2011-2012年樂季開始，在全世界安排為期一整年的六十周年巡迴演出，於6月10日來到台
北國家音樂廳，為台灣樂迷帶來享譽全球六十載的頂尖室內弦樂音。
於1955年錄下全世界首張《四季協奏曲》的義大利音樂家合奏團，早已成為這首巴洛克名曲的同義詞，
也被視為當代韋瓦第的最佳詮釋者。義大利音樂家合奏團的《四季協奏曲》錄音，在唱片市場屢屢獲
得驚人佳績，除了成為史上第一個達到百萬銷售的古典音樂唱片外，1983年在全世界累積總銷量更是
一舉突破千萬紀錄，與帕華洛帝等人並駕齊驅，成為古典音樂史上少數達到此一里程碑的音樂家。

7-1 義大利音樂家合奏團



5/27~6/19精選國片售票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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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日期： 2011-05-27 ~ 2011-06-19

影展地點：高雄市電影館

為鼓勵國片之發展，並嘉惠國片支持者以優惠的價
格即可欣賞到優質國片，高雄市電影館將於5月27日
(五) 至6月19日 (日) 期間，舉辦「精選國片」售票影
展，精選兩部高雄在地拍攝的全新話題國片【與愛
別離】以及【靈魂的旅程】，前者恰好與近來發燒
的話題「小三」互為輝映，後者則以原住民的角度
探索一段追尋自我靈魂的內心對話，精選影片不容
錯過。

活動網址：
http://kfa.kcg.gov.tw/n/news/news_detail.php?catid=647

http://kfa.kcg.gov.tw/n/news/news_detail.php?catid=647�


畢卡索特展

巴布羅．畢卡索，現代藝術最具影響力及
獨特創造力的藝術家。
本次精選法國巴黎畢卡索美術館62幅珍藏

原作來台展出。藉由不同時期畫作，表達出
畢卡索對於「人物」、「情感」所描述的故
事，將他對生命中重要的7個女人的愛恨情仇
、子女的關愛呵護、與畫家父親親密又疏離
的微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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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日期：2011/06/18~09/18

展覽地點：國立歷史博物館(台北市南海路49號)

活動網址
http://tickets.books.com.tw/progshow/08010201254480



100學年度
美國來訪高中交換生

NSLI- For Youth 接待家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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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申請對象：本校專科部學生(英文系尤佳)之家庭，願提供100學年度美國
來訪高中交換學生住宿之高雄地區接待家庭。

接待方式：此項接待為有償之國際接待家庭計畫，為期一學年。報酬以
每月400美金計算，給付方式與時程另行通知。每一個接待
家庭必須提供來訪交換生個人房間、開學後一週之學校與住
家間之接送、週一至週五早晚兩餐（中餐交換生自理），週
末時（含長假）原則須提供三餐，若學生有活動則不須供餐，
由接待家庭與交換生自行協議。

申請期間：即日起至6月20日。
申請表單：意者請填寫申請表單，逕送國際合作交流中心。
徵選方式：依據參加徵選之接待家庭申請表所要求條件及相關資料，以

資料審查及家庭訪問方式，選出合適之接待家庭。

活動網址

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000518051&Rcg=2



封面橫幅

http://www.wall001.com/human/castle_wallpaper_01/html/image27.html
Part1
1-1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mages/apple-photos/apple/20100716/large/16cx4p.jpg

Part3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513/78/2rg9q.html

Part4
http://epaper.edu.tw/e9617_epaper/windows.aspx?windows_sn=3552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27824/2010/12/04/782s3078445.htm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27824/2010/12/04/782s3078445.htm
4-1  http://www.cev.be/data/Image/Image_463_resized.jpg

Part5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1104/P201104_04.htm

Part6
6-1
http://1.bp.blogspot.com/_6jnHk2xbZac/SUsUkfqeW1I/AAAAAAAAAQA/ptZc7oajpVg/s320/220px
-Beethoven.jpg

Part 8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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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7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

spx
ProductID=hx0fZA09nGcIe%2bU%2foZB%2bcw&Area=C&Id=9290
http://www.artsticket.com.tw/CKSCC2005/Product/Product00/ProductsDetailsPage.aspx?Produc
D=hx0fZA09nGeXlJcj7z8Lew&Area=C&Id=9300
http://tickets.books.com.tw/progshow/08010201254480
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000518051&Rcg=2
7-1 http://blog.udn.com/community/img/PSN_ARTICLE/wangkwo/f_2576128_2.jpg
7-3 http://farm4.static.flickr.com/3626/3543454436_595d28660d.jpg

Part 8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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