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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這學期的電子報如今也要發行最後一期，
時間的飛逝已經是感慨不完；遠方的戰爭依
舊繼續，志願服務依舊無止盡。

發行電子報不僅對歐盟園區志工而言是
件耗時的難事，對於最後校正、潤稿的編輯
企劃而言，更是為難；語焉不詳的句子？刪！
沒有重點的新聞？刪！重複的稿件？當然刪！
每刪掉一則稿件就代表編輯企劃得補上一則
稿件。

有時截稿日期逼近，連編按都無法靜下
來書寫便直接發行，百般的無奈就連著編按
一起刪除吧。

在編輯連續五期以「政治局勢轉變，考
驗歐洲應變能力」為主題的北非政變報導時，
編輯企劃的最常想到的就是余光中教授那首
著名的詩：

如果遠方有戰爭，
我該掩耳或是坐起來，慚愧地傾聽？

在余教授眼中，編輯企劃應當是屬於
「一邊掩耳一邊坐起來傾聽」的半調子，
在辦公室裡安逸地坐著書寫略帶憤怒的文
章，這倒是種慚愧。

下學期的電子報會關注怎樣的主題？
是永遠都沒有止息的戰爭？抑或富裕國家
舉辦之各項文化節慶活動？或是要認認真
真地探討歐債風暴和歐元區的危機？

如果遠方有戰爭啊這樣的戰爭
情人，如果我們在遠方

此時，可以說「如果」，是種難能可
貴的幸福。

讓我們下學期再見吧，各位；這是個
沒有如果的事實。



《旅外國人急難救助機制》宣導說明

依教育來文，為加強旅外國人急難救助機制，請本校師生即日起依下列說明事項辦理：

一、請學生出國留遊學或旅行前，先至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網站（www.boca.gov.tw）所

設置「出國登錄」網頁完成登錄，所登錄資料將有助於我駐外館處瞭解登錄者動態，當發

生天災、動亂、急難事件或需協尋通報時，可立即聯繫並提供協助；校內單位另於安排學

生、參訪團出國前，將相關聯絡資料列冊函告外交部。相關資料該部將依「個人資料保護

法」規定，保護個人隱私。

二、如遇緊急事故，請就近聯繫外交部駐外館處(點選所在國家地區）或撥打旅外國人急

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電話洽助；如遇國外發生重大事故時，請至該網，在「旅外國人平

安留言板」留下報平安訊息、個人聯絡資料或尋人啟事，以利相關人員作適當之處理。此

留言板專為急難救助緊急聯繫而設，平時不開放使用。

三、相關問題請逕洽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張組長正育先生，電話：02-23432910；e-mail：
chychang@bo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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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希臘擬改組內閣盼息債務危機(法新社/2011.06.11)

 拒載唐氏症兒英航道歉(央廣/2011.06.16)

 英國大罷工 75萬公務員參與(法新社/2011.06.11)

 透明飛機乘客可看到天空和地面(法新社/2011.06.15)

 德國博物館犀牛角頻失竊疑入中藥市場(法新社/2011.06.15)

 羅馬尼亞人每天賺走50萬鎊英國人火大(TVBS/2011.06.14)

 英王妃凱特節儉與裝扮受好評(中廣/2011.06.13)

 9米長紙船航行運河德藝術家籲保護河流(自由時報/2011.06.14)

 希臘三度全國大罷工 國會辯論緊縮政策(中廣/201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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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UB4A 侯富嚴整理新聞深度報導
希臘三度全國大罷工 國會辯論緊縮政策

逾兩萬名示威群眾佔據雅典市中心的憲
法廣場，廣場到處是希臘和西班牙國旗，也
有寫著「反抗」的標語，群眾則高喊西班牙
內戰時的口號「它們（政策）不能通過」。
抗議籌劃者已在此紮營三週。

大批示威者試圖組成人盾，阻止國會議
員進入議會大樓內，辯論政府9日提交的5年
緊縮開支和加稅措施。在希臘議會大廈外，
數千名抗議新緊縮政策的示威群眾與警方發
生混戰。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石塊，警察則向
人群發射催淚彈。稍後，進行罷工的工會成
員，也計劃遊行至國會加入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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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的緊張情勢過去幾天來持續升高，抗議群眾對新一輪削減支出和
增加稅收計劃表達不滿。這些財政緊縮措施是要確保債權人支持新的金援
方案，而國會內正在就這些措施展開辯論。

希臘兩大工會15日在雅典中心組織的這次大罷工，期限預計為24小時。
目前學校、公共交通、全區各地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公務員、反對國企私
有化的部分希臘國企職員等各部門均進行罷工，小企業與零售業者預計晚
間也將加入。

希臘港口、公共交通和銀行服務都因為主要公營和私營機構的工會參
加罷工而受到極大影響。由於國營企業也參加了大罷工，醫院僅提供急診
服務。因航空管制人員宣佈停止罷工，希臘機場仍然正常運行。

這已是希臘本年度的第三次全國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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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希臘三度全國大罷工 國會辯論緊縮政策



聯合國大會於1985年正式宣佈每年的12月5日為國際志願服務日，
並呼籲各國政府、民間，共同來慶祝志願服務工作的成效，目前全世界
已有半數以上的國家將這天訂為志願服務日。此外，又訂2001年為國際
志工年。

每當人間彌漫著令人感傷及沮喪時，擴展重視助人服務的訊息，自
是值得欣慰。志願服務精神代表善意關懷、相互扶持及彼此鼓勵，它是
人類進步、世界活絡的原動力。幫助四周的人是不同型態社會的文明傳
統，它號召男女菁英締造令人感動的真善美事蹟，這些蘊涵關懷的意識、
真誠的參與活動，有時甚至超越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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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台灣志願活動推動情形及相關法規

UE3A 蔡瑋婷整理
國際志願服務日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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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願服務日是屬於獻身任何活動、任何國度內的志工所有。
只要曾經貢獻過時間、才能、改善居住環境、做過慈善捐贈、協助病痛
人們，或是提供技術支援的人，這個節日就是為你而有。

聯合國志願服務工作方案的推動是國際志願服務日的一項重點工作，
經由方案邀約不同的參與國家，提供一些可以提昇資源的媒介，無論個
人或是你的朋友、同事、部屬等，只要在生命過程中，曾經幫助別人，
就可於十二月五日來共同慶祝志工節，以便進一步的提昇及宣傳志願服
務工作，並藉之鼓勵其他人的加入，使得不計其數的其他人，在這一天
都成為是在共同做志願服務的人。

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台灣志願活動推動情形及相關法規

國際志願服務日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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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台灣志願活動推動情形及相關法規

「2001國際志工年標誌」圖意說明

中間核心的圖案是由三個擬人化的
「V」所組成，代表行動中的志工，
圖案外圍則環繞以聯合國的桂冠葉標
誌。圖案下方則飾以「2001國際志工
年」之文字，標示出其意涵

「2011國際志工年標誌」圖意說明

中間核心的圖案即為 International
Year of Volunteers之文字圖像化。

標誌圖意說明－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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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手自然組合，襯托出一顆關懷的心，象
徵從事志願服務者，秉持內心助人意願為
動力，可化為服務利他的行為。人只要願
盡自己之力，就能造眾人之福，彼此串連
起來，蔚為風氣，就可產生「助人最樂、
服務最榮」的人生觀，也可引導我們的社
會漸臻溫馨祥和之境。

標誌圖意說明－台灣

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台灣志願活動推動情形及相關法規



Page 9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IAVE TAIWAN是以為國內及國際志願服務界搭起互動交
流的橋樑為宗旨。致力於宣揚志工精神奉獻價值之理念、
鼓勵志工服務社會、促進志工團體合作與交流及解決人
類社會面臨的問題。IAVE TAIWAN可以將觸角延伸，帶
領國內的志願服務組織與全球的志工組織接軌與互動。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鼓舞志工們奉獻時間、才能
與精神，以解決人類、社會、經濟和環境各方面的問題，
為全體人民建立健全的社會與追求安全、良機和公正的
生活環境。 「志工連線」將於社會各階層、各領域發展
出不同組織型態的志工基地台，匯聚全民愛心連成志工
服務網，建構成志工服務資源的整合平台

台灣志願服務國際交流協會
（IAVE TAIWAN）

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台灣志願活動推動情形及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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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負責推動志願服務之官方單位為內

政部，依據內政部長江宜樺於「全國志願服

務資訊網」上所述，「為了協助各級政府單

位簡化志願服務資訊作業流程，建立志願服

務供需體系，節省管理人力，激勵社會大眾

投入志願服務的行列，本部特規劃建置『全

國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提供各級政府

及志願服務團體使用。希望能隨時傳導最新

的志願服務相關資訊，達到『貢獻有處，呼

援有門』的目標，社會大眾可運用電腦透過

網際網路系統，尋找適合自己服務的處所，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更可透過系統的媒合，取

得符合本身需求的志工資料。」

台灣志願服務官方單位－內政部

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台灣志願活動推動情形及相關法規

志願服務法於民國90年1月20日頒布施行

至今已逾7年，根據「全國志願服務資訊網」

上所述，截至96年12月底已有49萬餘人投入

志願服務工作領域。

據內政部社會司發佈之「99年社會福利

類志願服務總表(全年)－含綜合類」內統計，

民國 99年投身社會福利的志工總人數達

33,373,022人；多數志工年齡層分布於30-49
歲，數據另呈現出學歷越高者投身志願服務的

狀況較不踴躍。

詳細數據請參見下頁。

黃筱涵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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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志願服務官方單位－內政部

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台灣志願活動推動情形及相關法規

99年(全年)社會福利類志工年齡及性別分配(含祥和計畫團隊及綜合類團隊) (單位：人數)

隊數 隊 員 之 年 齡 分 配

按性別分 未滿12歲 12-17歲 18-29歲 30-49歲

合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641 49,212 105,881 239 756 2,717 4,395 8,528 14,730 12,674 30,949 

50-54歲 55-64歲 65歲以上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8,221 19,973 8,560 21,553 8,273 13,525

備註：含綜合類志工團隊：2,641(409)隊 志工人數：155,093人(22,245)人

99年(全年)社會福利類志工學歷及性別分配 (含祥和計畫團隊及綜合類團隊) (單位：人數)

共 計 男 女 研究所 大專

155,093 49,212 105,881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4,741 2,041 2,700 46,585 16,756 29,829

高中(職) 國中及以下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56,928 17,803 39,125 46,839 12,612 34,227

備註：含綜合類志工:155,093(7,262)人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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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志願活動推行

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台灣志願活動推動情形及相關法規

據學者陳武雄於「從『祥和計畫』談臺灣

志願服務的發展」一文中所述，政府於84年
訂定「廣結志工拓展社會福利工作─祥和計

畫」，計畫中明定志工任務編組、招募對象、

服務項目、教育訓練、獎勵與福利等實施方式，

制度化的模式與規範成為之後「志願服務法」

催化劑。

訓練外，更須確保志工工作環境之安全；對於

服務滿三年、時數達三百小時的優秀志工，另

可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

據學者賴兩陽於「我國志願服務法的立法

過程」一文中所述，其他國家雖然多未設有

「志願服務法」，卻有類似精神的法規，我國

立法係以「低度管理，高度自治」為立場，並

期望透過立法促使志願服務轉為「法定業務」，

增進志願服務工作推行。

就賴兩陽的看法，「志願服務法」的內容

有待商榷，但仍有其值得肯定之處，包含對於

績優志工的獎勵與認證、提供可依循的法令依

據、對督導制度的重視、志工權益的保障等。

「志願服務法」頒布
據90年由內政部所頒布「志願服務法」

中所述，「志願服務」為「民眾出於自由意志

[...]以知識、體能、勞力、經驗、技術、時間

等貢獻社會，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

輔助性服務」，志工運用單位除了須辦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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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國際志願年十週年，歐洲舉辦慶祝活動
台灣志願活動推動情形及相關法規

在促進志願性組織的同時，學者張英陣於

「志願性部門與社會資本：創造或消耗？」一文

中從另一觀點切入，提到志願性部門近年來趨向

「專業化」與「正式化」，全國性組織替代了地

方性組織，志願性部門逐漸由支薪的工作人員領

導，導致志工邊緣化。

此外，在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的影響

下，許多志願性組織開始從事營利性活動，走向

企業化與商業化的結果便可能將志願活動最初的

互助關係轉換成利益交換的買賣關係，導致捐贈

者因為志願性組織的企業化降低捐贈意願，進而

影響組織原先能創造的社會資本。這是在推動志

願服務時不可不小心謹慎之處。

志願服務性質變革之省思

除了各縣市政府設有社會局處理志願服務

業務外，國內財團法人機構於推動志願服務上

更是不遺餘力，著名的機構包含：勵韾社會福

利事業基金會、陽光社會福利基金會、張老師

基金會、法鼓山全球資訊網、佛教慈濟基金會、

伊甸社會福利基金會、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會、台灣世界展望會等。

志願服務係透過官方機構與民間團體的努

力組織國內的志願服務力量，不僅於於災難發

生時結合人力、物力等資源提供各項協助，並

給予志願服務者及服務對象成就感與關懷感，

透過無私的奉獻給予社會溫暖。

結語



歐洲SMILING計劃 (改善老年人活動力及防止跌倒, Self mobility improvement in the
elderly by counteracting falls)開發了新式行走訓練儀器，來訓練肌肉與腦部的連結，增加
穩定度，預防老年人在活動時跌倒。這項計畫包括了來自義大利、荷蘭、斯洛伐克及英國
等4個歐盟會員國，加上以色列和瑞士等11位專家。

現有資料顯示，年紀超過65歲的33%有較高跌倒的機率或有跌倒的經驗。根據調查，
歐盟其境內約有8千萬老年人。跌倒不只會造成身體傷害，也會導致情緒創傷而迫使個人的
活動力減低。最好的改善方式是增加活動能力，以及避免可能的跌倒。活動力不僅加強個
人的幸福感，也允許老年人參與許多日常活動，如：與家人和朋友的聯繫與逛街。

SMILING系統已備妥進行下一階段的價值工程，先前的臨床試驗已經提供設計者及開
發者一些具體回饋。其主要產品是SMILING–PRO系統，旨在協助與老人復健相關的物理
治療師、臨床醫生、心理治療師、健身教練。主要市場是老人醫院及診所，在歐洲大陸有3
萬個這樣的潛在客戶，或是老年人健身中心，大約有6萬8千個潛在客人。除了老年人外，
其他可受益人士包括在歐洲及海外的復建中心、醫院以及護理之家。在一些人口老化嚴重
的地區，促使政府部門投入很大的公共資源投入到老年人口之上。

歐盟微笑計畫
為老年人設計新的行走訓練儀以預防老人跌倒傷害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5/P201105_02.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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沮喪是老年人最普遍的心理疾病之一，來自瑞典Nordic公共衛生學院發現，心理干預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在防治65歲以上人口的沮喪症狀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這
項研究部份是由DATAPREV(Developing the evidence bqse for ;entql health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in Europe: a database of programm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guideline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計畫所完成，旨在加強促進及防治心理健康之政策研究的實證基礎。
DATAPREV計畫由荷蘭社會科學中心學院( the Academic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s in
the Netherlands)統籌，共有來自捷克、西班牙、奧地利、波蘭、芬蘭及英國之研究人員
加入。

研究人員在評估許多種心理社會干預方式之後，確定社會活動對老年人心理健康具有
舉足輕重之力量。他們的研究報告登載在人口老化與健康雜誌上(the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這項研究是建立在11個系統化的電子資料庫，2009年10月以前的資料。主
要的目的是去匯編與評估以實證為基礎的知識與案例，防止老年人沮喪並促進其心理健康。

研究發現，在老年人照護計畫中應考慮到，依老年人個別的需要，適度地將有意義的
社會活動與照護計畫結合。另外，研究也發現運動、技能訓練、支援團體、回憶錄等和結
合以上活動的干預活動，對於老年人的心理健康並無顯著的影響。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4/P201104_06.htm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歐盟研究心理干預的關鍵，讓憂鬱症不要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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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你知道小紅帽的故鄉在哪裡嗎?

• A：來到德國的童話大道，只要問起小紅帽的故鄉，大概都
會指向「阿爾斯費爾特（Alsfeld）」這座城市。有些研究
顯示，小紅帽的故事源頭應該從法國流傳到德國，但民間
的鄉野傳奇原本就難以界定。倒是在德國的此區，從阿爾
斯費爾特到修瓦姆城（Schwalmstadt）一帶，未婚女性的
傳統民族服飾就是在頭上戴頂紅色小帽，所以此一地區被
稱為「小紅帽」（Rotkäppchen）的故鄉。嚴格說起來，
小紅帽的故鄉並不在某個城市，而是修瓦姆城附近區域都
可以歸為小紅帽的故鄉。

修瓦姆城自古即以製帽業聞名，每年五、六月當地慶
典期間，就可以見到許多戴著小紅帽的可愛身影。再加上
，古時小城周圍都是森林與原野，因而格林兄弟在此蒐集
鄉野傳說，便誕生了「森林裡的大野狼，不但吞食了生病
的外婆，還吃掉了小紅帽」這樣的故事情節。

參考資料: http://www.epochtimes.com/b5/8/11/17/n2331871.htm

Part 6                                                             Do U Know...??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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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巧克力冒險工廠」裡，強尼戴普所扮演的威
力旺卡嗎？這一次我們不用像電影裡必須抽金獎券，
只要在100.6.4~9.12來到高雄國立科學工藝博物館，
每位小朋友都能在夢想般的「巧克力奇幻世界特展」
裡，體驗一場最濃郁浪漫的巧克力奇幻世界。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展覽日期：2011/06/04~09/12

展覽地點：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活動網址：http://chocolate.ishow.gmg.tw/

這次我們邀請大家從「巧克力的製作流程」與「可可樹中的精靈」中穿入，體
驗巧克力的歷史、文化與各類經典創作，打開您所有的感官，體驗一場多元豐
富的巧克力奇幻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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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診中心暑假英文密集訓練課程

感謝大家熱情參與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英語密集學習課程
為了響應同學熱烈的支持，中心再次推出全新課程，歡迎大家踴躍
報名~

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為止!!!

•7/4-7/15 筆記技巧密集訓練班
•7/25-8/5 閱讀技巧-Skim&Scan密集訓練班
•8/1-8/9 精聽精讀技巧密集訓練班
•8/9-8/17 概念圖寫作技巧之初探訓練班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活動網址：http://c01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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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橫幅

http://bz1111.com/d/0/3/2006110205422220543.jpg

Part3
http://djyimg.com/i6/1106152155171820.jpg

Part4
http://1199333084986.web66.com.tw/
http://times.hinet.net/times/article.do?newsid=5483306&option=recreation
http://soc.miaoli.gov.tw/web/nservice/int4.asp
http://www.pumn.org.tw/policy01.php
http://www.unv.org.ph/index-iyv10.php
•陳武雄：「從『祥和計畫』談臺灣志願服務的發展」

http://sowf.moi.gov.tw/19/quarterly/data/109/21.htm
•賴兩陽：「我國志願服務法的立法過程」

http://vol.moi.gov.tw/vol/home.jsp?mserno=200805210003&serno=200805210005&menudata
=VolMenu&contlink=ap/article_view.jsp&dataserno=200807150062&logintype=null
•張英陣：「志願性部門與社會資本：創造或消耗？」

http://vol.moi.gov.tw/vol/home.jsp?mserno=200805210003&serno=200805210005&menudata
=VolMenu&contlink=ap/article_view.jsp&dataserno=200807150065&logintype=null

Part 8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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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6
6-1 http://deutsche-maerchenstrasse.com/de/mitglieder/landkreis-schwalm-eder.html

Part7
http://tickets.books.com.tw/progshow/08010701799610
http://tickets.books.com.tw/progshow/08010201291396
http://tickets.books.com.tw/progshow/08010701539546

Part 8                                                                            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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