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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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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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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馬賢伉儷訪英會威廉夫婦 (法新社/2011.5.24)

• 南非總統朱瑪30日訪巴格達 (路透/2011.5.25)

• 歐洲央行新總裁強調反通膨 (央廣/2011.5.25)

• 瑞士巴士失控六人受傷 (中廣/2011.5.28)

• 德國大腸桿菌疫情增加到8人死亡 (路透/2011.5.28)

• 大麻店遊客止步荷蘭管理趨嚴 (路透/2011.5.28)

•德國宣布2022年前全面廢核 (公視/2011.5.30)

• 網路攻擊威脅英國發展網路武器計畫 (新頭殼2011.5.31)

• 「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疫情肆虐歐洲

XS4A 紀淳薰 整理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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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6/15止，肆虐歐洲的O104:H4型大腸桿

菌疫情已造成37人死亡(其中含36位德國人) ，

並造成3,200多人感染，其中有800多人併發溶

血性尿毒症。肆虐歐洲的「腸出血性大腸桿菌」

疫情已擴散至14國，德國國家疾病管制中心擔心

死亡人數可能會再上升。

目 前 查 出 病 源 來 自 德 國 下 薩 克 斯 邦

(Niedersachsen)某座有機農場生產的豆芽菜。

德國已解除生吃小黃瓜、番茄與萵苣等蔬菜的警

告。

雖然我國近兩年來皆未有歐洲芽菜類產品進

口，為求保險我國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已於

6/13宣布暫停進口德國豆芽類食品，含：黃豆芽、

綠豆芽和苜蓿芽等產品。

3-1 培養皿中的出血性大腸桿菌

黃筱涵 整理

新聞深度報導
「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疫情肆虐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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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傳出後，德國首先鎖定病原來自西班牙黃瓜，

造成歐洲聞「瓜」色變；在確認西班牙國黃瓜非感染

源後，西班牙農民要求補償與道歉，並認為歐盟建議

的1.5億歐元(新台幣63億)不足以補償農民損失，法國

與西班牙皆要求全額補償農民。

歐盟衛生事務執委更重批德國不應在感染源未確

認前貿然發布消息，造成不必要的恐慌，亦對食物產

業造成嚴重影響。

3-3 羅馬尼亞集中銷毀滯銷的黃瓜

3-2 歐盟的西班牙代表偉格納
（Francisco Sosa Wagner）於7
日在歐盟議會上高舉黃瓜，請德
國「還西班牙黃瓜一個清白」。

新聞深度報導
「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疫情肆虐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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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腸出血性大腸桿菌」疫情肆虐歐洲

此次疫情突襲歐洲導致民眾與政府措手不及，

致病菌種非常見病原體O157，而是從未引發嚴重

疫情的O104:H4型大腸桿菌；病源襲擊的並非兒童

與老人，成年人此次患病比例高達87%；且不同於

以往大腸桿菌疫情多來自未經烹煮或烹煮不熟的肉

類與奶製品，此次的傳染載體為生菜沙拉中常見的

芽菜。因患者染病於一周後甚至更長才會出現症狀，

隨著時間流失，依循患者記憶尋找病原體更顯困難。

造成此次大規模感染且多人死傷的O104:H4

型大腸桿菌對醫學界來說仍是個謎。新型大腸桿菌

除了造成患者腹部絞痛、腹瀉、出血性腹瀉與腎功

能受損外，多數患者還出現了健忘、語言障礙、暫

時性肢體麻木、抽蓄與休克等神經系統紊亂症狀，

染病者更可能因為腎功能衰竭導致須長期洗腎或需

換腎的後遺症。

科學界發現此種變種菌結合了腸出血性大腸桿

菌和腸黏附性大腸桿菌的基因特徵，透過團聚形成

細菌生物膜產生對抗生素的抗藥性。此種腸出血性

大腸桿菌所產生的毒素不僅直接傷害腎臟，並導致

大量紅血球遭受破壞；若病情嚴重則可能引發溶血

性尿毒症候群。

預防染病的方法包含：

1. 保持廚房清潔，並妥善棄置垃圾。

2. 進食、如廁或處理食物前，都應用肥皂洗淨

雙手。

3. 避免吃生的食物，食物加熱至攝氏70度，自

來水煮沸後再飲用。

4. 生、熟食分開處理和存放，避免交叉污染。

5. 冰箱應定期清潔和化冰，溫度應保持在攝氏4

度或以下。



UJ2C蕭靖儒整理

為了響應「2011歐洲志願年」活動，丹麥將在全國舉行一系列以志願行動為內
容的活動，其中包括設立專項經費、舉行志願者年活動啟動儀式、迎接歐盟派出的
志願者年巡迴團、舉辦研討會、幫助愛滋病患者、志願者報名等活動，並於年底
舉行表揚大會。同時開設專門網站，就志願者活動每月提出一個主題，讓民眾從多
角度參與討論。

歐盟將2011年定為「歐洲志願年」，其宗旨是為了鼓勵和宣傳志願活動，為開
展志願者活動創造條件。「歐洲志願年」的目標在於歐盟建立志願者活動友好型
社會，將志願者活動作為公民參與社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賦予志願者組織更多的
權力，提高志願者活動的品質，使人們能更便捷地參與志願者活動；加強對志願者
活動重要性和價值的認識，提高志願者活動意識。為此，歐盟要求其成員國協調一
致，在國家、地區和地方等各個層面開展志願者活動，通過經驗交流和具體實踐，
提高歐洲志願者活動的可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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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歐洲志願年活動報導

丹麥積極參與「2011歐洲志願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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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委員會正式啟動「歐洲志願年」，歐盟輪值主席國匈牙利1
月8日在布達佩斯舉行了啟動大會。今年的目標是幫助志願者服務組
織和分佈在歐洲 的約1億名志願者，擴展志願者活動的範圍並提高活
動的品質。“歐洲志願者服務聯盟”是歐洲志願者活動中非常活躍的
一支力量，並將積極參與今年的各項活動。歐洲企業社會責任協會是
「歐洲2011志願者服務聯盟」的會員，也會投身於今年的活動。2011
年2月「企業2020」聯合「歐洲員工志願者服務獎」將在布魯塞爾評
選此次活動的獲獎者。

CSR Europe聯合「員工志願者服務獎」貢獻「歐洲志願年」

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歐洲志願年活動報導



即日(2011/3/24)起至4月16日期間，當地5，000名已申請奧運會志願服務的候
選人在位於索爾福德碼頭的數碼世界中心接受面試。通過面試的申請者將在英國各
地的比賽場館內擔任倫敦2012奧運會志願者工作。

全英國將有100,000人參加奧運會志願者的面試，在八大選拔區域中，索爾福
德是第二個正式啟動面試工作的地區，全部面試工作預計將於2011年8月中旬結束。

倫敦奧組委志願者專案負責人表示：「我們希望集中全英國最優秀的人才擔任
2012年奧運會和殘奧會的志願者工作，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透過全國選拔尋找最
合適的人選擔當奧運會的代表人物。我們的團隊正在全力發掘那些符合奧運會志願
者要求，且樂於竭盡所能，幫助奧組委共同打造一屆偉大的奧運會和殘奧會的申請
者。」

選拔過程中，所有申請者將有機會與倫敦奧組委工作人員見面、進行一段有關
奧運會和殘奧會志願工作的表演以及每人有30分鐘回答有關提問。

倫敦2012年奧運會和殘奧會共需要70,000名志願者參與比賽期間的志願服務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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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2012奧運志願者選拔活動已展開

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歐洲志願年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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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巡迴活動日程



研究指出2015年全世界將有五億人口透過行動 裝置使用m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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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由歐洲Research2guidance研究中心所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目前市場
上成長最快速的智慧手機產業將促使全世界到西元2015年以前，有高達五億人
口透過行動上網裝置使用eHealth的相關服務。

至今，在智慧型手機的軟體商店裡，已經有將近一萬七千多個行動健康相關
的應用軟體可供下載或購買。這些軟體包括：專門設計用來紀錄遠端健康監測的
軟體或是生理健康管理的相關應用程式。研究報告也明 確指出，長期看來，這
些行動裝置將革命性的改變人類傳統的生活習慣與模式。。

此研究報告也指出，這些行動健康服務軟體當中，其中大約有26%是免費供
使用者下載使用的應用軟體。其餘的才是需要額外付費，或者需要加入會員才有
使用權的商用服務程式。最主要的商業獲利 會在於其背後所提供的相關健康服
務或者結合行動裝置來偵測人體生理訊號的相關感測元件。

此研究報告最後指出，隨著越來越多傳統的醫療服務院所加入這個行動健康
的市場，mHealth的商業模式將會使越來越多的獲利來自於其背後的醫療專業服
務、生理監測裝置的製造與銷售、相關廣告產業以及伴隨 而至的藥物生產製造
產業。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歐盟科研資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1/P201101_17.htm

XS4A 紀淳薰 整理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1/P201101_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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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你 知 道 IMF(Interna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怎樣的組織嗎?

A：
IMF (Internaional Monetary Fund, 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 成立於1945年，為世界重要金融機
構之一，職責為監察貨幣匯率與各國貿易狀況，
總部設於華盛頓。

基金會最高權力機構為理事會，各成員國皆設
有正、副理事代表，通常為該國財政部長或中
央銀行行長。理事會每年9月舉行會議一次。
執行董事會由理事會委託行使理事會權力，並
設有1名總裁(Managing Director)與3名副總裁。
總裁任期5年並可連任。

6-1 IMF標誌



主題：歐洲聯盟推動對外政策的策略與主軸
時間：2011年6月24日（星期五）9：50至13：30
地點：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5樓 (台北市敦化南路1段280號) 
主辦單位：臺灣歐洲聯盟中心、政治大學歐洲聯盟莫內教學模組計畫、

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WTO法律研究中心

議程：09:50-10:00 報到
10:00-12:00 主持人張台麟博士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教授兼主任、莫內計畫主持人)

張台麟博士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教授兼主任、莫內計畫主持人)：歐盟推動建構共同人權
政策的理論與實踐

鍾志明博士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歐盟推動綠色政策的理論與實踐
卓忠宏博士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副教授)：歐盟推動對外援助政策的基礎與實踐

12:00-13:30 午餐餐敘 / 論壇籌備會議
主持人張台麟博士 (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教授兼主任)

詳情請見： http://www.eutw.org.tw/info-news_02_com.php?DB_MesID=264&page=1

2011年6月24日第五次臺灣歐盟論壇，歡迎報名參加!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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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藝術‧烏托邦－慕夏大展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今年適逢新藝術大師阿封斯‧慕夏(Alphonse Mucha, 1860-1939)
的150周年，從2009年起歐洲各地就陸續展開各項主題展覽以及回顧活動，

《新藝術‧烏托邦－慕夏大展》亞洲巡迴展正可提供從百年前即展開藝術、

設計、生活美學等跨領域創作的啟蒙特展。

展覽規劃成六大主題，包含：

1. 巴黎發跡的波希米亞人 / 2. 「慕夏風格」創立者 / 3. 享譽國際的名

人藝術家 / 4. 深具宗教情懷的慕夏 / 5. 熱愛祖國的慕夏 / 6. 具哲學家特質

的藝術家。

展覽資訊：

展覽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館

展覽日期：6/11-9/12

展覽時間：09:00-17:00 (16:30停止購票與入場)

公告票價：全票250元、學生票220元、學生團體200元 (20人以上學

生團體，需事先訂票，不開放現場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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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止日：100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23:59 截止

◎報名方式：(下列兩種方式請擇一報名)
A. 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B. 紙本傳真報名【報名表下載】

會議名稱：科學創意教學研習會會議主題
通識科學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實務研討

指導單位：文藻外語學院主辦單位

文藻外語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緣由：本校是以外國語文類科為專長的學校，學生的科學素養或接受科學教育的

機會相對有限，因此在全人教育的理念下，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是非常重要的。為進一

步強化通識教育中的科學教育，以及科學領域教師的教學能量，並促進教學經驗的交流，
特舉辦此次研討會。

 活動目的：透過專題演講與參訪活動，提升教師科學教育多元化的創意與經驗交流，

並藉以應用到課程設計與教材製作。
 活動日期：民國 100 年 6 月 25 日（星期六）9:30 ~ 17:30
 活動地點：文藻外語學院求真樓 Q002 階梯教室

 進修對象：各大學校院通識教師、中小學教師，以及有志成為教師之大學生與研究生。

科學創意教學研習會

詳情請見： http://c034.wtuc.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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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幅照片

http://connect.taylorswift.com/forum/thread/6878/Your_Town/5

Part 3

3-1 http://news.rti.org.tw/index_newsContent.aspx?nid=302069&id=2&id2=2

3-2 http://www.nownews.com/2011/06/09/91-2718883.htm

3-3 http://udn.com/NEWS/WORLD/WOR3/6385219.shtml

資料來源

http://news.chinatimes.com/realtime/110101/112011061401745.html

http://www.chinesetoday.com/news/show/id/503373

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106130286&pType0=aALL&pTypeSel0

http://www.chinesetoday.com/news/show/id/504045

http://iservice.libertytimes.com.tw/liveNews/news.php?no=505453&type=%E5%8D%B3%E6%99%82%
E6%96%B0%E8%81%9E

http://udn.com/NEWS/WORLD/WOR3/6385219.s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5/31/n3272540.htm
4-1 http://europa.eu/volunteering/sites/default/files/EYV_Schedule_OK.pdf
6-1 http://eternal-bliss11.blogspot.com/2010/04/greeces-financial-crisis-explain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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