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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新的一學期又開始了。轉眼間已
是十月的事情。 

先來說說這學期電子報的主題規劃吧！
這學期預計發行8期電子報，分別以「歐債
風暴特輯」與「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為
主題。 

「歐債風暴特輯」打算面對歐債風暴無
所畏懼地做個踏實的報導，規劃了4期的篇
幅逐一介紹「歐債風暴醞釀至成形」、 
「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上)－希臘／義大
利」、 「歐債風暴主要影響國家(下)－西班
牙/葡萄牙」與「何去何從? 」。相信做完
特輯的報導之後，歐盟園區電子報編輯小組
的金融知識將會精進不少！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則將以「歐
洲議會」、 「歐洲部長理事會」、 「歐洲
執行委員會」、 「歐洲理事會」為4大主軸，
讓大家了解帶領歐盟向前行的重要組織是如
何組成、如何運作，並扮演著怎樣的角色。 

 

介紹完本學期的電子報規劃後，望著
電腦螢幕突然腦中一片空白。 

在詩人心中「時間無比溫柔，允許美
麗」(楊牧)；而在時間緊迫盯人的編輯企
劃心中，時間不僅會咬人，而且咬得又兇
又狠，亦步亦趨地跟在身邊敲著青春流逝
的警鐘。 

很高興這學期第一期的電子報能如期
出刊，希望內容讓讀者們感覺到有收穫。 

 



100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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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一  11:00-12:00 / 15:00-16:00 

每週五  10:00-12:00 

諮詢老師：西文系 劉惠風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  13:00-15:00 

諮詢老師：德文系 李克揚老師 

 

諮詢時間： 

每週一  09:00-11:00  

每週二  10:00-12:00 

諮詢老師：法文系 華駿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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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留學諮詢】 



【奧地利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二  13:00-14:00 

諮詢老師：德文系華明儀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  10:00-12:00 

諮詢老師：英文系 周秀琴老師 

 

 

諮詢時間：11/4與12/2，14:30-15:30 

諮詢老師：美國教育中心傅鏡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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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留學諮詢】 

【美國留學諮詢】 



【紐西蘭留學諮詢】 

諮詢時間：每週二  15：30-17:00 

諮詢老師：日文系 郭雅芬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五  14:00-16:00 

諮詢老師：英文系 張瑞芳老師 

 

諮詢時間：每週四 15:00-16:00 

諮詢老師：教育博覽會陳慧清執行長 

   

想預約留學諮詢的同學請上歐盟園區留學中心網站填寫報名表。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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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留學諮詢】 

【日本留學諮詢】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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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夢想‧跨步出發－各國留遊學嘉年華】 

Part 1                                                                     園區活動預告 

歐盟園區將於10月14日（週五）舉辦「各
國留遊學嘉年華」，地點位於歐盟園區
（求真樓B1）。 
 
此次活動將邀請教育部國際文教處處長、
高雄市政府消保官、外國駐台教育推廣官
方機構等相關單位來校舉辦說明會，並設
有諮商展覽活動提供諮詢服務，讓參與的
學生能於本次活動中完整獲得留遊學時外
國當局、我國政府之政策及獎學金申請方
式。活動另邀請國內申辦留學貸款之金融
機構設攤，協助學生了解資金規劃與申辦
手續過程中所需考量之重要面向；活動實
屬難得機會，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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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講座】 
1.澳洲遊學及留學說明會 
時間：10/12(三)，15:00-17:00 
地點：Q002 
講座內容：介紹澳洲歷史、文化、生活環境及教育制度，解說澳洲遊學及留學

相關資訊，包含大學銜接方式、學院介紹、申請入學資格、簽證申
請資格、留學貸款及學費等，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觀念，說明會中
將搭配PPT進行解說，同時為學生解答相關問題 

 
2.紐西蘭留遊學講座 
時間：10/19 (三)，15:00-17:00 
地點：Q003 
講座內容：紐西蘭學制介紹、紐西蘭留遊學申請、 

紐西蘭留遊學規劃、留遊學須知 
 

1-1 紐西蘭著名的峽灣之一，米爾福德峽灣。 

Part 1                                                                     園區活動預告 



 
 

 
 

 
 

2011秋季各大教育展資訊 
名稱 地點 時間 官方網站 

OH! Study 
秋季國際教育展 

高雄夢時代8F 
10/18 

1500-2000 
http://ohstudy.net/F11/ 

歐洲教育展 高雄漢來飯店 
10/25 

1600-2000 
http://www.eef-taiwan.org.tw/ 

紐西蘭教育展 
高雄漢來飯店 
15F會議中心 

10/30 
1400-1800 

http://www.newzealandeducate
d.com/tw/en/blog/entry/2011nz
edufair_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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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希臘需多減赤再改革 (路透社/2011.09.19) 

 歐盟：歐元區債券應為選項 (中央社/2011.09.21) 

 反撙節 希臘公私營部門將罷工 (路透社/2011.09.21) 

 教宗訪德 各界批評聲浪高 (中央社/2011.09.22) 

 16銀行體虛 歐盟令加快重組 (中央社/2011.09.23) 

 教宗德國露天彌撒 有人開槍遭警方逮捕 (中廣/2011.09.24) 

 鬥牛國技 加泰隆尼亞立法禁止 (公視/2011.09.26) 

 巴洛索：希臘會留歐元區 (法新社/2011.09.28) 

 德國表態金援希臘 民間反彈(民視新聞/2011.09.29) 

XS5A 紀淳薰 整理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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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希臘需多減赤再改革  
國際貨幣基金(IMF)派至希臘的代表特拉(Bob Traa)說，希臘經濟今年萎縮

幅度可能多達5.5%，衰退將延續至明年。並警告：「為了削減預算赤字，還需要
採行更多措施。若不經由改革以振興經濟，復甦不可能實現。」IMF今天對希臘
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希臘採行更多預算撙節措施，以取得下筆紓困資金、避免在
10月初破產。 

 
國際貨幣基金的警告是個強有力的信號，顯示從國際貨幣基金、歐洲聯盟

(EU)、歐洲中央銀行(ECB)派出的審計員，打算不批准發放第一次希臘紓困方案
的下一筆款項。 

 
歐洲股市近期大幅下跌，因為週末在波蘭召開的歐盟部長會議對歐元區危機

並無結論，加上歐洲和美國出現經濟成長趨緩的徵象。這些評論對希臘政府加壓，
要求它完全做到曾經保證過的改革與撙節措施，以支撐其財政、避免會撼動歐元
區的債務違約。 

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 

XS5A 紀淳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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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歐債風暴特輯 
歐債風暴醞釀至成形 

歐債風暴的開端 
 
2008年，金融危機重創全球經濟，並引爆歐

洲國家債務問題。2009年10月，希臘政府財政赤

字和債務占GDP的比例超過歐盟規定，並於年底

遭評級機構下調主權信用評級。自希臘發生債信危

機後，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IMF)提供了共1,100萬
歐元協助，希臘則需實施緊縮開支措施以削減政府

赤字，包含減少公共部門的工資與退休金、社會保

險的支付等；但在2011年希臘的經濟遲未起色之下，

希臘的債信問題再次成為眾所關注的焦點。 
 
繼希臘之後，歐洲部分國家同樣傳出危機，包

括歐元區內經濟實力較強的西班牙，都被預報未來

三年預算赤字居高不下；愛爾蘭的長期主權信用評

級同樣遭降低，導致愛爾蘭向歐盟與IMF提出金融

援助並經獲准。 

義大利則是繼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塞浦

路斯和希臘之後，第六個被信評機構降級的歐元區

國家，引人關切的不僅因為義大利的財政危機已嚴

重至面臨破產邊緣；更因為義大利的經濟規模遠大

於身陷危機中的其他歐洲各國，並曾為世界第七大

經濟體之一；義大利若真破產，歐洲經濟恐將進入

大蕭條；義大利的經濟規模龐大，營救資金勢必遠

大於希臘。倘若歐盟無力解救義大利的危機，歐元

垮台的威脅將更為巨大。 
 
上述面臨經濟危機的歐洲國家葡萄牙(P)、愛

爾蘭(I)、義大利(I)、希臘(G)與西班牙(S)因身陷債

權危機中而被貶義合稱為「歐豬五國」(PIIGS)。 

黃筱涵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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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歐債風暴特輯 
歐債風暴醞釀至成形 

各國目前狀況概覽 
 
目前PIIGS五國皆面臨借新債還舊債的局面，

並為了縮減財政赤字而推出新政策。以愛爾蘭為例，

自2009年底愛爾蘭便大幅削減公共支出。希臘則

被要求於2014年削弱國家財政赤字低於3%，並削

減公共部門的工資與退休金、社會保險的支付以減

少支出。西班牙削減公部門工資達5%；葡萄牙亦

調降薪資，並增加所得稅、銷售稅與企業所得稅。 
 
 
金融海嘯前，歐元區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歐

元與美元成為世界貿易與儲備的主要貨幣。一旦歐

元發生債信危機或歐元區解體，產生的經濟震盪將

難以想像的。而為了拯救歐元區國家的財政危機，

新的紓困方案與辦法正討論得沸沸揚揚；拯救的方

案包含提供歐洲金融穩定基金。 

歐洲金融穩定基金(The 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EFSF係由歐盟財政經濟部長理事會於2010年

5月9日成立。EFSF是個總值7,500億歐元的救助計

畫，用以確保歐洲整體金融隱定。除了有7,500億
歐元的救援方案之外，透過歐元區成員國提供擔保，

歐洲金融穩定基金能夠發行4,400億的債卷資助有

經濟困難的歐元區國家。      
 

在歐洲金融危機中，EFSF事實上已變成專門

為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三個小國的紓困方案提供

資金；然而EFSF最大的缺陷在於它純粹是一個籌

資機制，是否能動用此一基金的權力掌握在成員國

政府手中。這使EFSF對危機做出反應的效力大打

折扣，因為它還要等候各成員國的投票表決與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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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 

歐債風暴特輯 
歐債風暴醞釀至成形 

以此次的歐債風暴為例，今年7月21日的歐盟

首腦峰會宣布了對希臘提供新一輪總額達1,090億
歐元的救助方案以及擴大EFSF的使用範圍等決定，

但這些措施能否實施仍需待各成員國議會的批准。

歐盟執委會主席巴羅佐(Jose Manuel Barroso)呼
籲各國盡快通過和落實希臘的第二輪救助方案，提

議發行歐元區共同債券和開征金融交易稅，並通過

立法加強經濟治理。 
 
以經濟實力強大的德國為例，9月29日德國議

會投票以523比85投票通過EFSF改革方案，批准

通過EFSF的資金容量和運作權力範圍，將其提供

救助貸款的能力提高到4,400億歐元，並保持AAA
評級。截至9月29日，歐元區17個成員國中已有11
國通過了EFSF修正案，荷蘭和斯洛伐克兩國立法

機構預計於10月初對此進行表決。這表示希臘在獲

得救助金時，尚得等各國投票表決通過才行。 

金磚五國態度(BRICS, 巴西、俄羅斯、
印度、中國、南非) 

 
除了歐洲自身的救助機制外，外傳金磚五國可

能援助身陷困境的歐洲國家；然而，俄羅斯副財長

Sergei Storchak於9月22日反駁此一說法，認為金

磚五國並無救助歐洲的機制，各國的決策機制不同，

聯合救助歐洲是不可能的。 
 
歐元瓦解? 
除了試圖解救各國以維持歐元區的穩定，美國

《華盛頓郵報》曾刊登題為「沒有歐元，歐洲會爆

發戰爭嗎？」(Without the euro, would Europe 
have turned to war?)的評論文章。文中引述經濟

學家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的說法，認為

歐元的推行自開始便相當倉促，在沒有政治共識的

基礎下，歐洲很難團結成為一個統一的經濟區。每

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經濟政策，最後整個歐元制度瀕

臨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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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債風暴特輯 
歐債風暴醞釀至成形 

針對歐元瓦解或要求財政出狀況的各國退出歐

元區的考量，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則
強調，德國無法回到貨幣馬克時代，希臘也不能退

出歐元區。梅克爾表示，在當前歐洲債務危機情況

下，一旦希臘出現債務違約，投資者對歐元的信心

將受到嚴重損害，西班牙或比利時也可能步其後塵。 
 
建立「財政部」 
 
除了通過紓困方案以提供援助資金，目前亦有

專家認為歐元區需建立「財政部」，將財政與稅制

等政策交由歐盟做更強勢之整合。 
現行「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於

2009年12月1日生效，但條約中僅規範歐洲聯盟會

員國形成政治聯盟的規範，並沒有規範歐盟會員國

形成財政同盟的條款，以致歐盟缺乏可對歐元區國

家採取強制行動的實質授權。 

著名投資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表示

歐元區當前面臨的危機較2008年時的金融危機更

為嚴重，因為歐元區缺乏美國財政部那樣能控制危

機蔓延的機構；他建議歐元區各國應建立統一財政

部，採取一致行動解決危機；歐債危機若不能得到

有效控制，可能演變為信貸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增

長放緩。 
 
風暴何時止息 
 
風暴何時會止息、還會延燒至哪些國家，這些

問題是眾所關注的焦點，同時也是歐盟各部會相關

首長正著手解決的難題；在德國堅決力保歐元區穩

定、其他各國正針對是否擴大EFSF使用範圍進行

表決、部分國家態可能加購EFSF債券支持歐洲、

部分國家仍在觀望的種種因素下，歐債風暴何時將

止息、如何落幕、能否有最佳解答?看來短時間內

仍難以結束。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5/P201105_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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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科學家可望創造海嘯早期預警系統  

2004年時，在印尼海岸附近發生芮氏規模9.2的強烈地震，這是人類有地震紀錄以來第2
大地震，並且引發了高達30公尺的巨大海嘯。這次的事件讓歐盟官方開始思考建置海嘯預警
系統的必要性。 

德國與印尼共同建立「德國、印尼海嘯探測與警報系統（German-Indonesian Tsunami 
Detection and Warning System, GITEWS）」。而歐盟也在2007年決定發起「早期預警系統
計劃（DEWS）」。DEWS旨在發展先進的互控式海嘯早期預警系統，目前用來偵測並分析印
度洋區域的地震，進而評估其所釋放能量可能造成的潛在海嘯威脅程度，並迅速對高風險國
家及區域發佈警告訊號。 

預警時，研究團隊必須以不同的語言對超過20個國家進行發佈，加上部份國家間仍有複
雜的政治問題，如何讓各國政府瞭解並重視這些預警訊號，也是DEWS研究團隊必須面臨的另
一項重大課題。 

研究團隊目前正著手將該DEWS預警系統應用至歐洲地區可能受海嘯威脅的區域，例如：
瀕臨地中海和大西洋東北部的沿海地帶。同時，他們大力鼓吹發展一種新職業：早期預警工
程師，以便未來有充足人力可以投入海嘯預警行列。 

UC3A 蔡幸均 整理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5/P201105_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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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人士每月耗時28小時在網路上瀏覽，為了使這些行為能順利完成，並找到所需網址，
上網者必須安裝有使用者名稱及密碼的加碼證書之個人檔案。專家指出，這樣的認證過程已
對許多用途提供足夠的安全性，但是卻沒有完整保護使用者的隱私。提供過多的資訊，不但
可能侵害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也會增加資訊濫用的危險性；ABC4TRUST的目標就是利用證
書制度，來支持網路社群中安全認證與個人資料的安全。 

 ABC4TRUST團隊將在希臘及瑞典啟動隱私權的試驗性測試。他們的測試將讓使用者提
供網站所需資訊，而非一昧道盡使用者本身的所有資料。這兩個教育機構將依照使用者的特
性，例如他們是否選修特定課程等，來授與使用證明。這些資訊將儲存在一張智慧卡或手機
裡，使用者可以運用這些電子證明文件來證明自己的身分。 

 ABC4TRUST系統將使用IBM Identity Mixer與微軟 U-Prove科技，來證明使用者年齡
超過18歲， 而不是強迫他們採用例如：身份證來證明其身份。 

研究人員表示：｢這項科學技術，不止是帶來有效的網路安全服務，同時也提供更好的
隱私。｣ 

 

 歐盟最新技術 保護身份確認個人隱私權  
UC3A 蔡幸均 整理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4/P201104_04.htm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4/P201104_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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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歐洲議會是歐盟唯一一個直選議會機構。考察
及討論歐盟成員國之人權狀況、監獄虐待與酷刑事
件等。並派遣人權觀察委員會，對被揭露的警署或
監獄虐待和酷刑事件進行調查、提醒一個國家和公
眾輿論對種族主義或排外思潮提高警惕。 
 
歐洲議會的特別之處在於：自從1979年以來，它是
唯一成員是由歐盟成員國人民直選產生的機構。 
 
里斯本條約通過後，在很多的政策領域上，歐洲議
會要和歐盟理事會經由共同決定的程序立法，即歐
洲議會和歐盟理事會是平等的立法機構。 6-1 歐洲議會就位於法國的史特拉斯堡 

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D%90%E6%B4%B2%E8%AD%B0%E6%9C%83 

Q：你知道什麼是歐洲議會嗎？ 

Part 6                                                          Do You Know...?? 

UC3A 蔡幸均 整理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D%90%E6%B4%B2%E8%AD%B0%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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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時間：2011.09.03~10.10 
週二至週日10:00~20:00免費入場 
 

展出地點：駁二藝術特區C5 
 
今年夏天，從「關心自然、守護地球」的 

初衷開始，期望為人們帶來純淨、平和與 

美麗讓我們從「紙」開始，為生活注入美 

好的用餐觀念、美好的感官體驗，為身邊 

的一切啟動另一次良善的循環。 

用餐風景:紙，在方寸之間 
葉婕安 整理 

活動網址： 
http://pier2.khcc.gov.tw/content/event/event01in.aspx?sid=220 

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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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23日為文藻外語學院姊妹校週，國際合作交流中心將舉辦一場以
“Beyond the Local Campus”為主題之國際化論壇。將邀請四位姊妹校代表與兩
位本校教師分享推動國際化工作之經驗、跨國性研究、教學技巧、與發表及編輯
國際期刊之經驗。 
 
活動時間： 10月21日（五）13:00~17:00 
 

活動地點：行政大樓3樓國際會議廳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月11日為止。 
 
請點選以下連結線上報名： 
http://c015.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17 

葉婕安 整理 

國際化論壇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um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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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英、法、德、西、日語雜誌中選擇你和朋友最有興

趣的8個文章主題，完成預習即可和口語小老師用外語

談論TAIWAN大事。 

 

上課人數：4-5人(四人即可開班) 

上課時數：自選固定每週2小時8週，共計16小時 

上課教材：台灣今日雜誌(英法德西文版) 

台灣光華雜誌 (日文版) 
 

Part 7                                                                    校內活動快訊 

葉婕安 整理 

迷你口語俱樂部 

活動網址： 
http://c01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24&Rc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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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橫幅 
http://bz1111.com/d/0/3/2006110205422220543.jpg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MilfordSound.jpg 
Part 4-1 
2011年第7次臺灣歐盟論壇手冊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報告(http://forex.hexun.com.tw/2011-04-08/128581375.html) 
社論：歐債危機的前因後果(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1166) 
專譯：沒有歐元，歐洲會有戰爭嗎？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8/4/6/9/101846942.html?coluid=1&kindid=0&
docid=101846942&mdate=0926001157) 
姥姥不疼舅舅不愛 希臘恐遭棄 歐元陰跌不止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0909/KDZ5S7ZO87RCM.shtml) 
IMF與世行年會各國誓言聯手應對危機
(http://news.sina.com.hk/news/12/1/1/2446396/1.html) 
歐元的孽債(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0926/KDZ9EYB2JT1VI.shtml?c=detail) 
德國總理默克爾反對希臘退出歐元區(http://www.chinesetoday.com/news/show/id/543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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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2 
巴西“一頭熱”拯救歐洲 金磚不和你玩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0923/KDZ8S60374WP2.shtml?c=wd_stock) 
索羅斯：歐元危機 比次貸還棘手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235&f_SUB_ID=5083&f_ART_I
D=342893) 
德國議會批准擴大歐盟救助基金(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199668-1.asp) 
索羅斯認為歐元區應建立統一財政部(http://www.chinesetoday.com/news/show/id/542817) 
 
Part 5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5/P201105_03.htm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4/P201104_04.htm 
 
Part 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D%90%E6%B4%B2%E8%AD%B0%E6%9C%83 
http://jane0306.pixnet.net/blog/post/35337741%E6%AD%90%E7%9B%9F%E8%AD%B0%E6%9
C%83 

 
 

Part 8                                                                            資料來源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0923/KDZ8S60374WP2.shtml?c=wd_stock�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235&f_SUB_ID=5083&f_ART_ID=342893�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235&f_SUB_ID=5083&f_ART_ID=342893�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199668-1.asp�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199668-1.asp�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199668-1.asp�
http://www.chinesetoday.com/news/show/id/542817�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5/P201105_03.htm�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4/P201104_04.htm�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D%90%E6%B4%B2%E8%AD%B0%E6%9C%83�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5/P201105_03.htm�
http://jane0306.pixnet.net/blog/post/35337741%E6%AD%90%E7%9B%9F%E8%AD%B0%E6%9C%83�
http://jane0306.pixnet.net/blog/post/35337741%E6%AD%90%E7%9B%9F%E8%AD%B0%E6%9C%83�
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1105/P201105_03.htm�


文藻歐盟園區電子報 54 
編輯團隊 
 
2011年10月7日發行 
 
發行人PUBLISHER 張守慧 主任 
發行 PUBLISHING 文藻外語學院 歐盟觀光文化 
                   經貿園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900號 
TEL: +886-7-342-6031 ext. 7502 
FAX: +886-7-310-2411 
 
編輯企劃 EDITOR 黃筱涵  
文編COPY EDITOR 葉婕安、紀淳薰、蔡幸均 

電子報訂閱：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14  

Page 22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14�

	投影片編號 1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