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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

11/28晚間，本校吳甦樂教育中心舉辦了
「聖誕燃燈禮」活動，邀請本校人員再現去年南
台灣最大聖誕樹的丰采，今年南台灣最大的星星
便在眾多工作人員的努力之下在操場誕生。

而歐盟園區於11/29與本校法文系合作，邀
請駐校藝術家李宗霖老師與周尚德老師於園區開
放空間辦理街頭表演活動，除了同學們耳熟能詳
的樂曲外，兩位老師也應景地演奏了幾首聖誕歌
曲。

聖誕節的來臨相信師長與同學們不難感覺，
走在校園中，除了引人注目的紅磚道「聖誕紅軍
團」外，各科系中心皆陸續擺出了聖誕裝飾，在
一片燈火輝煌中，我們期待著。

本期電子報新增「歐洲觀點」專欄，由本校
法文系羅文笙 (Vincent Rollet)老師以「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s main0000
humanitarian aid donors」為題撰文，歐盟園區
另於原文後附翻譯供讀者參考；而原先接續於
「歐盟學術專欄」後之「Do you Know…??」小
問答則後挪。

此外，本期電子報另針對歐盟園區於11/25
舉辦的「公民自覺/自決工作坊」作篇報導，大
略摘要所邀請來的三位講者之演講內容，為當日
活動狀況與成果作個簡短的報告。

希望以上的異動與編排不會造成讀者的困擾；
讓我們開始吧！

照片來源：Angela Merici Facebook頁面

照片來源：歐盟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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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活動預告園區活動預告園區活動預告園區活動預告

歡迎報名歡迎報名歡迎報名歡迎報名歐盟園區留遊學講座歐盟園區留遊學講座歐盟園區留遊學講座歐盟園區留遊學講座

12/07((((三三三三)))) 美國藝術設計留學經驗與準備美國藝術設計留學經驗與準備美國藝術設計留學經驗與準備美國藝術設計留學經驗與準備((((Q003；；；；15:00-17:00))))

講座內容：
- 美國留學生活與工作經驗(why need study abroad ?!)
-留學規劃腳步: 語言?費用?作品?
-排名?環境? 專業作品?工作機會?( Rough mentioned全美)
-Q&A
講者簡介：Michelle Hsu (徐寧壎)
學歷：碩士(Master of Fine Art), 流行商品行銷系(Fashion Merchandising)
經歷：現任舊金山藝術大學臺灣代表 & 校友(Taiwan Outreach Representative for 
Taipei office of AAU).
歐/美/亞商品採購銷售與行銷與(Buyer/Merchandiser for Luxury or Mass brands 
from Europe/Asia/ U.S. Markets).

12/16((((五五五五)))) 瑞士飯店管理大學瑞士飯店管理大學瑞士飯店管理大學瑞士飯店管理大學 BHMS SHMS IHTTIBHMS SHMS IHTTIBHMS SHMS IHTTIBHMS SHMS IHTTI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 ((((Q002；；；；15:00-17:00))))
講座內容：申請資格 / 截止日期 / 準備文件及費用 / 注意事項 / 專人分享 /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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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活動預告園區活動預告園區活動預告園區活動預告

歐洲魅影影展又來囉歐洲魅影影展又來囉歐洲魅影影展又來囉歐洲魅影影展又來囉！！！！((((12/14-12/16))))

國家 影片 片長 級別 播映時間 播映場地

POLAND

波蘭
Wygrany

優勝
111 min 輔 12/14 (三)

18:30
Q002

LUXEMBOURG

盧森堡
Schrebergaart

花園人生
56 min 普 12/15 (四)

18:30
Q002

ENGLAND

英國
An Independent mind

獨立之心
90 min 普 12/16 (五)

18:30
Q002

更多場次請見：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euhot00000075&Rcg=1

活動名稱：第七屆歐洲魅影 (The 7th Taiwan European Film Festival)
活動時間：2011年12月14日-2011年12月30日
官方部落格：http://teff.pixnet.net/blog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2011T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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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歐盟雙週新聞

◎ 西班牙救經濟與失業率 新政府首要考驗(大紀元2011年11月22日)

◎ 德國慕尼黑環保同盟要求停建工商區(大紀元2011年11月23日)

◎ 丹麥政府撥款18億幫助弱勢群體(大紀元2011年11月23日)

◎ 芬蘭態度雖變 東歐兩國仍難入申根區(大紀元2011年11月23日)

◎ 柏林新政府出爐 結束左派聯盟十年執政(大紀元2011年11月22日)

◎◎◎◎ 美經濟學家新觀點美經濟學家新觀點美經濟學家新觀點美經濟學家新觀點：：：：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大紀元大紀元大紀元大紀元2011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22日日日日))))

◎ 布魯塞爾地鐵員工計劃罷工抗議(大紀元2011年11月23日)

◎ 歐盟禁獵鯊取翅 半島酒店將禁魚翅(大紀元2011年11月22日)

UF2B 陳昭淇整理陳昭淇整理陳昭淇整理陳昭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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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

美經濟學家新觀點美經濟學家新觀點美經濟學家新觀點美經濟學家新觀點：：：：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

美國知名金融專家、千禧波證券有限公司總裁約翰‧墨登( John
Mauldin)，提到歐元區的債務危機包括主權債務太多、債權人都是銀行及
歐元區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之間存在的巨額貿易失衡。墨登表示，如果要
避免歐元崩潰必須要同時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此外歐元區必須要有至少3
萬億歐元來支付主權債務「削發」和銀行的損失，而這筆巨資絕對不可能
僅僅通過借貸或建立特別基金來獲得。他認為唯一能解決的途徑是歐洲央
行印錢。特別是意大利和西班牙這兩個歐元區大國，無法用常規手段救助。
目前法國必須允許歐洲央行為銀行提共所需的資金，但是因為債務收

益率的上升，使法國的赤字難以得到控制，任何稅收水平的增加都將適得
其反。因為希臘人不願採取緊縮措施，導致法國正在接近經濟能力所能吸
收的債務極限。如果把法國農業補貼、養老金、政府工資進行削減，法國
自己也會陷入困境。

UF2B 陳昭淇整理陳昭淇整理陳昭淇整理陳昭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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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新聞深度報導

德國總理默克爾(Merkel)說，發行聯合歐元區債券和歐洲央行作為最
後貸款人的路行不通。默克爾於11月18日在柏林發表講話說：「如果政治
家認為歐洲央行印鈔票就可以解決歐元問題，那麼等於試圖說服自己太陽
從西邊出來。」
從歐洲人的角度來看，印鈔票對一些國家來說是經濟災難。但對美國

和世界各地來說，不要讓歐洲的銀行系統崩潰才是重中之重。歐洲經濟衰
退會損害美國出口，但歐洲只佔美國出口市場的10%，即便少了20%，也
只是個問題，並非災難。如果歐洲搞不定自己的銀行業，再導致另一個
2008年雷曼兄弟式的銀行業危機，對美國來說才是真正的災難。正如約
翰‧墨登表示，最令人擔心的是歐洲銀行的危機影響到美國和世界其它地
區。
約翰‧墨登得出的結論是，無論歐洲採取甚麼措施，歐洲的衰退已成

定局，他更預計，德國最終會讓歐洲央行印鈔票。

美經濟學家新觀點美經濟學家新觀點美經濟學家新觀點美經濟學家新觀點：：：：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歐元區印錢搞定危機

UF2B 陳昭淇整理陳昭淇整理陳昭淇整理陳昭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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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議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議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議會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議會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歐洲議會歐洲議會歐洲議會歐洲議會（（（（EuropeanEuropeanEuropeanEuropean ParliamentParliamentParliamentParliament））））是歐盟唯一的一個直選議會機構。與一般意義上的

議會相比，歐洲議會創設之初擁有的職能少了很多。它會考察歐盟成員國的人權狀況、監獄

虐待與酷刑事件等，並會討論人權問題和派遣人權觀察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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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議會是歐洲聯盟的議會機構。雖然其他歐洲國家參與的組織，如北約、歐洲安全與

合作組織、歐洲委員會、西歐聯盟等也都擁有議會，歐洲議會的特別之處在於它的成員是由

歐盟成員國直接普選產生的，而且擁有立法權（但沒有創議權）。而其他幾個組織的議會成

員是由各國議會任命。

雖然歐盟的兩個行政機關歐盟執委會和歐洲理事會都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阿姆斯特

丹條約》（The Treaty of Amsterdam）卻規定歐洲議會每月必須在法國史特拉斯堡

（Strasbourg）召開一次會議。但實際上幾乎所有的立法準備工作和議會委員會會議都在布

魯塞爾舉行。議會每月只在史特拉斯堡開4天會，舉行常規會議和最終的投票工作，其他所

有會議都在布魯塞爾（Bruxelles）舉行。雖然歐洲議會多次表示希望自行決定開會地點，之

後的多個歐盟條約都規定，歐洲議會的開會地點需由歐盟各成員國政府定奪。

UB2A 林思如整理林思如整理林思如整理林思如整理



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議會是歐盟三大機構（歐盟理事會、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之一，為歐
盟的立法、監督和諮詢機構，其地位和作用及參與決策的權力正在逐步擴大。
歐洲議會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議會（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當時由法國、西德、意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
堡6個成員國的78名議員組成。1958年，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y

Communities，EEC）和歐洲原子能（The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inty
EURATOM）成立，三個共同體共有一個議會，時稱「歐洲議員大會」，成員增至
142名。1962年改稱「歐洲議會」。
德國統一後，1992年底歐共體愛丁堡首腦會議決定將歐洲議會議員增加到567

名。1995年1月奧地利、芬蘭、瑞典正式加入后，歐洲議會議員達到626名。
歐洲議會的議員原由各成員國議會指派，1979年6月起，改由歐共體成員國直

接選舉產生。 目前為2004年6月經歐盟各成員國普選產生的第六屆歐洲議會。 每
屆議會任期五年。議長、副議長及專門委員會領導人每兩年半改選一次，可連選連
任。

Page 8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議會的成立和發展歐洲議會的成立和發展歐洲議會的成立和發展歐洲議會的成立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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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歐洲議會總秘書處名義上設在盧森堡，但大量的會議，包括每月一次的小型全
會、各專門委員會和黨團會議均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每月四天的全體議員大會
在法國斯特拉斯堡舉行，同時每月在布魯塞爾召開兩個半天的全體議員大會。
歐洲議會設議長1人，副議長14人，總務官6人，組成議長執行局（Bureau of

Presidents），負責領導議會及其機構的日常行政工作。副議長來自各黨團。總務
官（Quaestors由全會選舉在議員中產生）負責議員的行政和財政事務，在執行局
會議上僅有諮詢權。議長和各黨團主席組成黨團主席聯席會議（Conference of

Presidents），負責協調議會各項政治決策和確定全會的會議議程。
歐洲議會共有多個專門委員會，涉及對外關係的主要有：（1）外事委員會

（簡稱「外委會」），（2）發展委員會，（3）國際貿易委員會，預算委員會；內
部市場和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憲法委員會等等。
歐洲各國議員分配請參照下頁圖表：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議會歐洲議會歐洲議會歐洲議會的組織機構的組織機構的組織機構的組織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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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左側圖表為各國歐洲議會議員數
與所屬政黨；其中，議員數最多者為
德國的99名，位居第二名的分別有法
國、義大利與英國，議員數各有72名。
最上方欄位之圖示為議員中所屬

黨團為何；黨團因歐洲議會為超國家
之集會，因此歐洲議會議員們所組成
的黨團並非政黨，而是聯盟，不僅無
法參與歐洲選舉，黨團皆有其核心原
則。
目前歐洲議會內8大黨團的組成

人數請參照下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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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1.

2.

3.

4.

5.

6.

7.

8.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議會黨團：歐洲議會黨團：歐洲議會黨團：歐洲議會黨團

EPP（歐洲人民黨）：265席。

S&D（歐洲社會黨）： 184席。

ALDE（歐洲自由民主聯盟）：84席。

Greens-EFA（歐洲綠黨／歐洲自由陣線聯盟）：55席

ECR（歐洲保守改革黨團）：54席

GUE/NGL（歐洲聯合左派／北歐綠色左派）：35席。

EFD（歐洲自由民主黨團）：31席

NI（無黨派）：28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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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1. 共同立法權：在大市場、科研、泛歐運輸網絡、消費者保護、教育、文化及衛

生等領域，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擁有「共同決策權」；在歐盟接納新成員國和同

第三國簽訂國際協定方面有審批權；在農產品價格方面有諮詢權。

2. 監督權和人事批准權：《歐洲聯盟條約》規定，新的委員會主席及其成員在任

職前必須接受歐洲議會的質詢。委員會每年需向歐洲議會報告工作並予公開討

論。《阿姆斯特丹條約》則進一步規定，理事會提出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及其委

員的人選必須得到歐洲議會的批准。歐洲議會可以三分之二多數（法定有效人

數需過半數）彈劾委員會，迫其集體辭職。

3. 預算決定：歐共體開支分兩大類：一是強制性開支，包括佔歐盟總預算近一半

的共同農業政策開支和有關執行國際協定的開支等，這類開支的決定權屬理事

會；二是非強制性開支，包括結構基金、科研、環境、能源、產業政策及對第

三國的發展援助等，對這部分預算，歐洲議會與理事會有共同決定權。

4. 施加其他各種政治影響。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議會：歐洲議會：歐洲議會：歐洲議會的職能的職能的職能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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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歐洲主題專欄

歐盟政策和決策的意義一方面在於確保和促進成員國的國家利益；另一方面在

於保障歐盟整體的利益以及發展。而在歐盟裡代表著超國家主義者有執行委員會、

歐洲議會、歐洲共同體法院，其中的歐洲議會又分為三個組織，包括主席、委員會、

黨團體系。其功能有關立法權、有關預算權、有關其他組織。歐體法院的設立代表

著歐盟超國家性質的表現，沒有歐體法院的監督則歐盟的政策將無法被成員國確實

的執行，就無法達到條約中所要達成的目標。其組織為法官、主席、總推事其功能

為初步裁定程序、一審法院。

然而，歐盟為檢視內部政策是否做好，會讓各個組織相互監督著。而歐洲議會

的職權為最大，他必須判斷各部門所討論的事務來下結論。其也掌控著歐洲裡面許

多權力，像是預算審議權、同意權等等，而歐洲議會就和歐盟其他機構一樣，有相

互制衡以及公平性一方的代表機構，而他也是一種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的表現。

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盟運作核心組織介紹：歐洲議會－結語：歐洲議會－結語：歐洲議會－結語：歐洲議會－結語



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歐洲科學家發現語言和說話基因可調節神經網歐洲科學家發現語言和說話基因可調節神經網歐洲科學家發現語言和說話基因可調節神經網歐洲科學家發現語言和說話基因可調節神經網
UE3B 余長駿整理余長駿整理余長駿整理余長駿整理

最新研究顯示，影響人類語言與說話行為的基因─ Foxp2，有助於控制大腦神經網絡。這項研究獲得
歐盟第七期科研架構計畫（FP7）居里夫人獎助計畫（Marie Curie Intra-European Fellowship）的經費資
助，最新研究成果並被刊登在《PLoS Genetics》期刊。這項新發現被認為將有助於說明基因是如何影響
神經系統和功能的發展，增進人類對於基因與大腦功能相互影響作用的瞭解。
結合來自法國、荷蘭、英國和美國科學家的研究團隊，利用全基因組技術（genome-wide

techniques）來識別受Foxp2基因影響的主要對象，以幫助他們更加理解Foxp2基因在神經系統生長的過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約在十年前，科學家首次發現人類基因突變能夠引發罕見的言語與語言障礙。這十年來，許多研究人

員紛紛投入相關研究，調查人類基因以及在其它物種所相對應的基因對語言能力的影響，例如：他們發現
相同的基因突變發生在鳥類時，將影響其聲帶模仿的能力。
研究人員表示，這樣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Foxp2基因的作用。實驗所得到的基因組數據顯示，Foxp2

基因透過直接與間接調節mRNAs，對神經元連結與神經網絡的形成產生影響。Foxp2基因類似一項調節遺
傳行為的開關，能夠影響其它基因的活動與產出。透過篩選胚胎的腦部組織，科學家發現幾種受到Foxp2
基因影響的新對象；而這些被影響的對象，已經被科學家證實具有影響連接中樞神經系統的作用。簡單來
說，在神經細胞內的Foxp2基因，其活動變化將影響神經元投射的長度與分支，這將嚴重改變大腦神經網
絡的發展情形。
研究團隊認為，這項研究成果為基因與複雜的大腦功能間搭起橋樑，讓人們能進一步瞭解其中的關聯

性。更重要的是，透過Foxp2基因的影響途徑，科學家未來將能深入調查其它可能與語言障礙有關的基因。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0093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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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歐盟學術專欄

歐盟科學家尋找洋蔥皮新用途歐盟科學家尋找洋蔥皮新用途歐盟科學家尋找洋蔥皮新用途歐盟科學家尋找洋蔥皮新用途
UE3B 余長駿整理余長駿整理余長駿整理余長駿整理

每年歐盟有超過50萬噸之洋蔥廢料被棄置。然而科學家說，其實這些洋蔥是可以拿來當作食物材料。
尤其是黃褐色的皮與其外層，具有豐富的纖維與黃酮素；而球心具有亞硫成分和果聚醣。這些成分都有益
健康。
洋蔥廢料近年來增加迅速。歐盟中一年就有超過50萬噸之廢料，特別在西班牙、荷蘭及英國等地。這

些廢料包括：乾的黃褐色外皮、外層皮、根與莖、以及不具經濟利用價值的過小洋蔥、或是已經損壞的洋
蔥。

Vanesa Benítez西班牙自治大學農工系研究員表示：「洋蔥廢料的一種解決方式就是，把它當成高功
能價值的天然材料，因為這項蔬菜對人類健康有很大的益處。」他的研究團隊與英國Cranfield大學科學家
合作，進行實驗研究來探討洋蔥成分以及其可能運用之部分。這項研究成果已經公布在《Plant Foods for
Human Nutrition》期刊上。
根據這項報告，洋蔥的黃褐色皮可以當作食用纖維（主要是不可溶解型）及酚類複合物。而最外層的

兩層洋蔥皮也具有豐富的纖維與黃酮素。食用這些纖維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腸胃不適、大腸癌、二
型糖尿病及肥胖等疾病風險。而酚類複合物可以幫助防止冠狀疾病並具有防治生癌功能。乾皮及球心外層
所具大量成分者，也具有高度的防氧化功能。
同時，研究員建議，使用被棄置的內部及整顆洋蔥，具有果聚醣及亞硫成分。果聚醣對特定大腸菌之

孳生與活動具有其刺激作用，對人體有益。而亞硫成分可以降低血小板的聚集，改善血流量與一般之心血
管疾病。果聚醣及亞硫成分，對哺乳類抗氧化與消炎方面有正面效應。
以上研究成果顯示，將洋蔥不同部位製造不同的營養成分，將會對人類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

http://stn.nsc.gov.tw/view_detail.asp?doc_uid=1000831013

Page 15



Page 16

By Vincent Rollet (羅文笙), PhD. French Department, Wenzao Ursuline College of 
Language. [29/11/2011]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whole (i.e., the Member States and the Commission) is
one of the world's main humanitarian aid donors. The EU’s mandate to its
European Community Humanitarian Aid Office (ECHO) is to provide emergency
assistance and relief to the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 or armed conflict outside
the European Union.

Since 1992, ECHO has funded humanitarian aid in more than 85 countries. Its
grants cover emergency aid, food aid and aid to refugees and displaced persons
worth a total of more than € 750 million per year. However, the year 2010 which
has included an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has
forced the EU to top up its aid budget from €800 million to €1.2 billio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s main humanitarian aid donors

Part 6     歐洲觀點歐洲觀點歐洲觀點歐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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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U cannot itself mobilize the resources on the scale required to deliver
emergency relief supplies, provide rescue teams, set up emergency field hospitals
and install temporary communications systems. It therefore funds and
coordinates these operations in collaboration with humanitarian partners such a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the United Nations (UN) agen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to deliver humanitarian aid.

The EU is present in all suffering spots including Afghanistan, Iraq, the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and several parts of Africa and Asia. Its main focus for
emergency operations is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especially Africa while post-
conflict operations are under way in Liberia, Burundi,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Sierra Leone, Darfur in western Sudan and neighboring areas of Chad.

Its relief activities are global, sometimes taking place in so-called forgotten crisis
zones and areas of post-conflict instability such as Chechnya, Kashmir, Nepal,
Burma (Myanmar), the Western Sahara and Colombia.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s main humanitarian aid donors

Part 6     歐洲觀點歐洲觀點歐洲觀點歐洲觀點



Part 6     歐洲觀點歐洲觀點歐洲觀點歐洲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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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聯盟為世界人道主義援助主要捐贈者之一，歐洲共同體人道援助機構
（ECHO）則提供緊急援助，救濟自然災害侵襲處並協助武裝非歐盟地區之動亂。
自1992年起，歐洲共同體人道援助機構已提供超過85個國家人道救援，投注於

緊急救援、糧食救援與難民等各方面援助已超過7億5,000萬歐元；然而，由於2010
年之自然與人為災害較往年更為嚴重，歐盟的救援預算也自8億歐元提升至12億歐元。
在無法大規模地運送物資、出動救援團隊、建立臨時醫護站，以及設置臨時聯

絡系統的情況下，歐盟與其他人道組織合作提供救援，合作機構包含非政府組織、
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
歐盟目前正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非洲與亞洲提供協助，緊急應變則

著重於中東國家、亞洲與非洲；其中，非洲有許多國家正面對戰後動亂問題，包含
賴比瑞亞、蒲隆地、剛果民主共和國、獅子山、蘇丹西部的達爾富爾與查德周遭。
歐盟的救援行動遍及全球，有時還包含已遭遺忘卻仍動亂不動的危機地帶－車

臣、喀什米爾、尼泊爾、緬甸、西撒哈拉與哥倫比亞。

原文翻譯原文翻譯原文翻譯原文翻譯

歐洲聯盟：世界人道主義援助主要捐贈者

UT3A 林智文/黨俊龍譯



Part 7                   Do You Know...??

Q：：：：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歐盟歐盟歐盟歐盟國家中有哪些國國家中有哪些國國家中有哪些國國家中有哪些國

家使用歐元家使用歐元家使用歐元家使用歐元? 那些那些那些那些國家仍使用自國家仍使用自國家仍使用自國家仍使用自

己的貨幣己的貨幣己的貨幣己的貨幣?

A：：：：
1.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歐元的歐元的歐元的歐元的國家國家國家國家：：：：比利時、德國、希臘、
西班牙、法國、愛爾蘭、義大利、盧森
堡、荷蘭、奧地利、葡萄牙、芬蘭及斯
洛維尼亞

2.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使用歐元的使用歐元的使用歐元的使用歐元的國家國家國家國家：：：：丹麥(丹麥克朗)、
瑞典(瑞典克朗)、英國(英鎊)

資料來源：
http://wiki.mbalib.com/zh-tw/%E6%AC%A7%E5%85%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Euro_coins_and_banknotes.jpg

YE4A 黃書屏整理黃書屏整理黃書屏整理黃書屏整理

歐元硬幣與紙歐元硬幣與紙歐元硬幣與紙歐元硬幣與紙鈔樣式鈔樣式鈔樣式鈔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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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老人超級市場聖誕老人超級市場聖誕老人超級市場聖誕老人超級市場11月月月月12日日日日----12月月月月25日日日日

時間：每週末下午14點-19點
地點：駁二藝術特區藝術廣場

買一籃聖誕老人回家，買到自己變成聖誕
老人。
有襪子，
有聖誕裝飾小東小西戴數上和自己身上，
有卡片明信片，
有年曆，
有聖誕紅跟小樹，
還有麋鹿點心100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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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8                   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

文藻外語學院「2011聖誕系列活動」

Page 21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

11月月月月28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17：10-18：15 聖誕燃燈禮 操場操場操場操場

12月月月月3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19：00-20：30 高雄天主教學校聯合點燈 漢神巨蛋廣場漢神巨蛋廣場漢神巨蛋廣場漢神巨蛋廣場

12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12月月月月12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12月月月月19日日日日（（（（一一一一））））

17：50-18：30

聖誕馬槽禮
12/5 西文系教師領會
12/12 德文系教師領會
12/19 法文系教師領會

詠穌堂前馬槽詠穌堂前馬槽詠穌堂前馬槽詠穌堂前馬槽

12月月月月7日日日日（（（（三三三三）））） 17：30-20：30
「乘光遠航-百歌飛揚」
聖誕歌唱大賽-初賽

文園會議室文園會議室文園會議室文園會議室

12月月月月13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17：30-18：40 聖誕舞展-瘋狂舞聖誕 化雨堂化雨堂化雨堂化雨堂

12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四四四四）））） 17：：：：30-20：：：：30
「「「「乘光遠航乘光遠航乘光遠航乘光遠航-百歌飛揚百歌飛揚百歌飛揚百歌飛揚」」」」
聖誕歌唱大賽聖誕歌唱大賽聖誕歌唱大賽聖誕歌唱大賽-決賽決賽決賽決賽

化雨堂化雨堂化雨堂化雨堂



Part 8                   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校內活動快訊

通識教育中心舉辦通識教育中心舉辦通識教育中心舉辦通識教育中心舉辦【【【【青年領袖人才職能成長營青年領袖人才職能成長營青年領袖人才職能成長營青年領袖人才職能成長營】】】】

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

一、提供多元學習機會，透過課程研習，啟發學員社會關懷之情懷，培養積極主動的人

生態度慶達到自我成長之效。

二、培養學員開放、批判及省思之能力，擴大學習視野，培育具備宏觀願景之新世紀領

導青年。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透過六大主軸(探索與溝通、認知與學習、生活與禮儀、民主與尊重、體驗與關懷及領導

與涵養)和當前社會議題之連結，研擬課程架構及內容。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專科部暨大學部學生 開放50人(額滿為止) 

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活動日期：：：：100年12月10日(星期六)-11日(星期日) 共一天半

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活動地點：：：：求真樓Q001教室

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網路報名

報名報名報名報名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c034.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20

參與獎勵參與獎勵參與獎勵參與獎勵：：：：全程參與發給研習證書

相關資訊相關資訊相關資訊相關資訊：：：：http://c034.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00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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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5日，晴朗的好天氣，將此次
工作坊活動場地－留學資訊中心(Q003)的燈光
全部打開後，看著投射在巨大歐洲地圖上的昏
黃燈光，突然有股「今日一切都會很順利」的
溫暖預感。
因工作坊屬「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項

下的計畫，南區間的人員交流為不可輕忽的重
點之一，本次工作坊在校內外的宣傳活動於舉
辦前幾週開始進行，開放報名後陸續收到校外
人士的迴響；國立中山大學歐盟中心因將於明
(2012)年與我們合辦相關議題的研討會，執行
秘書朱明媛也代替主任撥冗出席此次的活動。
工作坊於歐盟園區張守慧主任的致辭中開

始，第一位講者為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丁元亨
執行長。
本身自青年時期便投身志工服務的丁執行

長以歐洲聯盟將今年訂為志願服務年
（European Year of Vlunteering）破題，從歐
洲聯盟冀望透過鼓勵聯盟公民投身志工服務增
進對於聯盟認同感進行探討，帶出志工服務對
於培養國際觀的重要，藉由實際參與社會運作
與接觸不同國家人民，世界便有了不同的意義。

黃筱涵 報導

投身志工服務的方式更因世代文化而有所
差異，現今因網路通訊方便，透過社群網路的
連結可讓資訊更快速地傳播，也影響到志工服
務的規劃方式與規模。丁執行長另提出了參與
志工服務所需考量的面向，包含：是否了解服
務內容與組織宗旨、服務地區的風險評估與人
身安全、願意相對負擔費用與付出的時間、是
否獲得家人認同與了解擔任志工對自身的影響
等。
探討到從事志工服務所需思考的面向時，

我想丁執行長以執行者與過來人的角度出發，
看得要清楚與理智的多了；光有滿腔熱忱是不
夠的，時間、金錢、旁人的支持都是影響投身
志工服務能否持久的重要因素；此外，想助人
前還要先能確保自身的安全更是重要，因此前
往動亂不斷或醫療健康堪慮的國家前也需謹慎
評估，才不會讓粗糙的規劃磨破了青年嬌嫩的
玫瑰心啊。
究竟想投入志工行列的初衷是什麼，擔任

志工的經歷對於未來又會有怎樣的影響，這些
都是有意擔任志工者需要思考的。我們可以盲
從地投入又貿然地抽身，但對於需要協助的對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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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而言，當我們的幫助成為略施小惠的「施
捨」，隨著個人安排而蜻蜓點水式地參與時，
究竟是種幫助或是多重傷害值得我們思考。

中午餐敘時，搭配著此次自覺的主題播放
了紀錄片「謝錦」。
謝錦?是誰?
謝錦為輔仁大學英文系的國文老師，本名

為謝錦桂毓，以深具啟發的方式授課，要求同
學參與討論之餘，更期望同學在課堂中的投入，
對自己的生命產生反思。導演崔永徽本身即為
謝老師的學生，透過紀錄片的方式參與老師的
課堂，記錄下師生間的互動與衝突。我想如果
00

丁元亨執行長講
述「青年公民素
養培育－如何推
動青年參與公共
事務」議題

我曾上過謝老師的課，當下肯定會對他感到不
耐煩，畢竟已經很習慣走進教室後的被動學習，
老師你要上課就上吧，為何一直要我回答有沒
有在自己的「生命現場」? 「生命現場」到底
又是什麼?難不成我還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製作
「不在場證明」來場叛逃?但謝老師勇於挑戰且
不輕易妥協，直指學習的核心，要求同學思考
自己生命意義，培育同學的自覺不遺餘力，透
過教育啟蒙學生的行動力讓人佩服。
下午第一場演講的講者為社區大學全國促

進會辦公室羅珮菁主任。羅主任首先闡釋了社
區大學的任務、宗旨與入學資格，提到社區大
學不只是終身學習教育單位，同時也兼具NGO
以及運動團體的多重身份。羅主任接著提到了
志工與社區大學間的緊密關係，因社區大學主
要能量來自於社區大學志工；有別於其他組織
的志工團體，社大志工的志願服務範疇並不限
於社大校務，而是在公共參與及社區關懷工作
投注相當多的精力。為培育社區大學志工們，
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簡稱全促會)身為全國性
組織便負起整合全國社區大學志工行動網絡的
任務與責任，並舉辦多場基礎與特殊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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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大學、高中、小學間的互動與交流，
社區大學與大學間則較無往來；此外，社區大
學目前仍無法如空中大學般給予學歷上的證明，
羅主任提到某部份的原因來自於社區大學的教
師任用多以「經驗」而非「學歷」為考量，造
成了申請開立證明的困難度。
參與社區大學志工的民眾多為鄰近社區的

居民，透過全促會的協助與培訓，在各項文化
形動與社區關懷中建立起居民與社區間的關係，
並透過了解社區的環境與歷史，開始以社團的
方式介入社區營造與建構；此處的營造所指並
非硬體的建置，而更在於透過社區紀實(如萬華
社大)、愛心修繕(如松山社大)、生態解說(如瑞
芳社大)、廢棄物監測(如台南社大)、農學市集
(如高雄第一社大)等各項行動，凝聚居民的力
量造成社區的改變。
我想，透過這樣的行動，所改變的不僅是

社區的氛圍，更從服務中建立起社區志工們的
自我價值，特別是社區大學志工多為35-60歲的
居民，在中年與退休的人生轉換中，透過關注
周圍環境他們在另一份工作中找到成就感與歸
屬感。

下午第二場演講的講者為公共電視新聞呂
東熹製作人。呂先生以「政媒角力」帶出了台
灣新聞界的崛起，以及在政治鬥爭中新聞淪為
角力鬥爭下犧牲品的過程，並帶出現今記者報
導品質的低落，更讓新聞淪為服務政府與工商
業的廣告。而在網路發達之下，獨立媒體人紛
紛興起，透過即時的報導傳播與深入採訪一般
電視台記者不願報導的新聞，將諸多未被廣泛
注意的社會現象呈現於世人面前，引發全面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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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元觸角走
入社區關懷－社
區大學志工的培
力與行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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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讀者們是否知道現今新聞有部份報
導並非由記者自發性地去採訪與編輯，而是採
外包方式或開放政府與企業「購買」，這些被
稱為「業配新聞」的報導穿插在我們所觀看與
閱讀的新聞，讓我們大鍋炒地吃下肚。「業配
新聞」的現象因著前中國時報記者黃哲斌先生
在不願同流合污而辭職引發討論，並促成了立
法院通過法律限制新聞中的置入性行銷現象；
然而，該法內容引述呂製作人簡報上所載：
「未來各級政府機關、公營事業以及政府捐助
基金50%以上的財團法人、政府轉投資資本
50%以上的事業，一概不得再辦理置入性行
銷」，在微妙的「50%」之中，如同兩扇門僅
關起了一扇，效果如何須待觀察。
因為讀者閱讀習慣的改變，導致許多早報

或晚報的停刊，而咬著牙苦撐的報社在面對
「蘋果日報」的來勢洶洶，是要與之抗衡或採
取新聞品質的「削價競爭」各有實行者。在每
天接受腥羶色新聞的轟炸下，另有一批獨立媒
體人不願服用毒藥，而決定起身製作新聞報導，
透過網路傳播將自己上山下海採集到的「新聞
良藥」注入我們的生活中，但要觀看怎樣的新
00

聞終究還是在我們個人。
相較於電影界盛事金馬獎所受到的矚目，

有多少人知道針對新聞報導也有個「卓越新聞
獎」?又有誰知道此獎項於11/25；也就是工作
坊舉辦的當天頒發?或許就如同本(十)屆獲調查
報導獎的「不能戳的秘密 」(李惠仁/獨立媒體
記者)此一題名，都跟獲提名的各媒體記者說不
能戳了，你為何偏要去戳?(說好不打臉的不是
嗎??)你要戳的是笑穴那大家把酒言歡笑得好不
快樂也就算了，你就是要戳某些人的死穴?但就
是這些媒體記者「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
才讓我們看見了記者的品格與新聞的價值。
而11/25的工作坊就如同編輯企劃所想到，

美好且發人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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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東熹製作人講
述「新聞界的
《恩怨情愁》」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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