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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103期的電子報出刊了 

 

 

2014第十屆歐洲魅影持續好評熱映中！ 

本次... 

一位實現自我的女孩，學習六年德文後，毅然踏上海外實習的

旅程，更化身外交大使，將最純粹的中華文化，帶進德國。 

 

2014的亞歐會議探討各國的永續發展， 

突破舊傳統的迷思，齊聚展望下一站的未來。 

 

科技始終來源於人性--延續諾貝爾的精神，用之於人的卓越貢獻，

除了法國、德國學者在2014諾貝爾獎大現光芒外，名列時代雜

誌百大影響人物也獲此殊榮。 

 

同場加映高雄電影節、臺灣西洋古典。中古世紀暨文藝復

興研討會以及好書共饗，邀您一同來品味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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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活動預告 

眾所矚目的歐洲魅影又來囉！今年第10屆的歐洲魅影將帶來15部不同國

家的精采電影，在全台30個地點放映！ 

全片皆有中、英文字幕，免費入場， 

歡迎全校師生及校友一起來共襄盛舉！ 

時間：10/13(一) ~ 11/5(三) 18:00~21:00 

地點：文藻外語大學 求真樓 Q002 

片單與場次表：http://goo.gl/s97bpb  

主辦單位： 

歐洲經貿辦事處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上苑文化藝術  Infine-Art 

http://goo.gl/s97bpb
http://goo.gl/s97bpb


歐盟雙週新聞 

 法國航空班機在馬德里發現疑似伊波拉病毒案例 

http://goo.gl/Yy4P6G (The telegraph UK 10月16日)  

 

 梅克爾為財政法辯護   引起與法國衝突 

http://goo.gl/g6zGL0 (FINANCIAL TIMES  10月16日)  

 

 德國總理向俄拋出橄欖枝：要保持團結的歐洲 

http://goo.gl/7kmV83 (鉅亨網 10月16日)  

 

 香港衝突升起   BBC在中國大陸受到封鎖 

http://goo.gl/sGDBWC (REUTERS 10月16日)  

 

 歐洲股票再跌  市場陷入混亂 

http://goo.gl/KebyAn (The Telegraph UK 10月16日)  

 

 

 

 

[XE3C 陳逸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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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Yy4P6G
http://goo.gl/g6zGL0
http://goo.gl/7kmV83
http://goo.gl/sGDBWC
http://goo.gl/KebyAn


新聞深度報導 

2014亞歐會議  政要齊聚米蘭 

  第10屆「亞歐會議」於10/16在米蘭開幕，逾50位國家領袖齊聚一

堂，討論國際關鍵議題。東道主倫齊（Matteo Renzi）與中國大陸總理

李克強，一同出席在米蘭理工學院（Politecnico di Milano）舉辦的第5

屆「義中創新論壇」，揭開「亞歐會議」（ASEM）的序幕。 

[XE3C 陳逸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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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亞歐會議示意圖 

2014亞歐會議  政要齊聚米蘭 

   

        這次亞歐會議的主題為「永續成長和安全的負責任夥伴」，預計將

討論伊波拉病毒和伊斯蘭國（IS）對全球的威脅。倫齊表示：「義大利

在世界扮演主角，傳統是我們的強項，但不該停留在過去，如果沒有沉

思過去的積累，義大利和中國很難迎向未來。」（中央社譯）除了中國

以外，亞洲國家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南韓總統朴槿惠和越南總理阮晉

勇也都將遠道而來。 

 

 

(圖2) 亞歐會議logo 



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ZO4krf 
http://goo.gl/i9ASIB 
 
 
 
 
 

 
 
  
 
 
 
 

(圖3) 第九屆亞歐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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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gCa5NB 
圖2：http://goo.gl/wrzQot  
圖3：http://goo.gl/4saZFW 
 

 

  除了主要會議外，各國將進行的雙邊會談也受到大的矚目。其中俄

國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和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 Petro 

Poroshenko）的會面，尤其受到各界關注。 克里姆林宮新聞局表示，

兩大元首已在電話中談論過米蘭會議的相關問題；俄國總統助理尤里‧

烏沙科夫（Yuri Ushakov）表示，普京可能在米蘭舉行的亞歐會議期間

舉行「諾曼第形式」的會談（6月6日法國舉行諾曼第登陸70周年紀念活

動，俄、烏、德、法的領導人舉行了系列會談，因而稱作諾曼第形式會

議），這代表著普京、波羅申科、梅克爾（德國總理Angela Merkel）

和奧朗德（法國總統François Hollande）的會談將繼續，而烏克蘭將成

為關鍵議題之一。而在會議結束後，普京也對外表示，會談結果是「良

好」的。 

2014亞歐會議  政要齊聚米蘭 

http://goo.gl/ZO4krf
http://goo.gl/i9ASIB
http://goo.gl/gCa5NB
http://goo.gl/wrzQot
http://goo.gl/wrzQot
http://goo.gl/wrzQot
http://goo.gl/4saZFW
http://goo.gl/H50Rvp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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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4A 張育茹/整理] 

2014諾貝爾獎 獎入誰家 

諾貝爾獎〈Nobelpriset〉的由來： 

2014諾貝爾獎 獎入誰家 

  於1901年在瑞典設立的諾貝爾獎，是根據艾爾弗雷德‧諾貝爾

（Alfred Nobel）的遺囑所設立：「請將我的財產變做基金，每年用這

個基金的利息作為獎金，獎勵那些在前一年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人」 

  終生未娶也無後代的諾貝爾，在逝世前依舊是孤單的一個人，但他

的重大改良—炸藥，不只替他賺進大把大把的鈔票，還取得了眾多的科

研成果，也成功的設立許多工廠並大量生產。不過一生主張和平主義的

諾貝爾，卻對於自己改良的炸藥被不肖份子以背道而馳的方式進行戰爭

與破壞而感到痛心不已，因此在辭世前他便立下遺囑，成立了諾貝爾獎。 

  根據他的遺囑，這個國際獎項分別設立了五個領域，分別為：「物

理學獎」（Nobelpriset i fysik）、「化學獎」（Nobelpriset i kemi）、

「生理學或醫學獎」（Nobelpriset i fysiologi eller medicin）、「文學

獎」（Nobelpriset i litteratur）及「和平獎」（Nobels fredspris）。 

  直到1969年，瑞典國家銀行（Sveriges Riksbank）出資增設了「瑞

典銀行經濟學獎」（Sveriges riksbanks pris i ekonomisk vetenskap till 

Alfred Nobels minne），通稱「諾貝爾經濟學獎」或「諾貝爾紀念

獎」。雖然此獎項與前五項共同頒發，但嚴格來說它並不完全屬於「諾

貝爾獎」。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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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諾貝爾獎 獎入誰家 

(圖1) 生物學獎 

(圖2) 化學獎 

(圖3) 生理學或醫學獎 

(圖4)文學獎 

(圖5) 和平獎 

(圖6) 經濟學獎 

2014諾貝爾獎的歐洲得主： 

(圖7) 德國科學家
斯 特 凡 · 赫 爾
（Stefan W. Hell） 

諾貝爾獎6大領域： 

  德國科學家赫爾（Stefan W. Hell）打破了光學

顯微鏡尺寸的障礙，「研製出超解析度螢光顯微鏡」

（N-SIM），運用螢光將顯微鏡提升到全新的境界，

因此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殊榮。現年51歲的赫爾曾

在1993年至1996年在芬蘭圖爾庫大學的物理醫學系

從事研究工作，在這段工作期間，赫爾發明了STED

顯微鏡，也是顯微技術的一大突破。2003年至今，

赫爾也是海德堡的德國癌症研究中心高解析度光學

顯微技術部門的主任。 

  赫爾與同事的這項發明，將顯微成像地分辨率帶進了「奈米時代」，

除了使生命科學研究有了巨大的突破外，在生物醫學研究上也漸漸被廣

泛使用。 

德國得主 



歐洲主題專欄 

9 

(圖8) 法國小說家派
屈克‧蒙迪安諾

（Patrick Modiano） 

2014諾貝爾獎  獎入誰家 

(圖9) 法國經濟學
教授─讓·馬塞爾·
蒂羅勒（Jean 
Marcel Tirole） 

  終結了從2000年開始，「每年至少一位美國得主」

紀錄的法國經濟學教授─讓‧蒂羅勒，在今年以對「分

析大型企業及市場力量」上所做的貢獻，獲得了「諾

貝爾經濟學獎」。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許多產業都由

大型企業所控制或壟斷，這樣的產業如果不加以管制，

經常會產生對社會發展不利的後果。因此他研究出了

牽制這類企業的方法，例如訂定價格上限、禁止大型

企業相互合作……等，但這些方法在某些情況下依然

會有許多問題產生，而蒂羅勒教授則又針對了 

  獲得2014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屈克‧蒙迪安諾

（Patrick Modiano）的寫作主題多半圍繞在時間、

記憶與認同。瑞典學院常任秘書英格朗（Peter 

Englund）讚賞他為當代的「普魯斯特」（著名法

國「意識流」作家）。擅長探討二戰期間納粹人民

生活的蒙迪安諾，在書中深刻描繪出當時人們面對

道德與現實兩難的處境。三年前他受訪時曾表示自

己從年輕時便只知道寫作，對於文憑或其他偉大目 

標並沒有嚮往。但因為覺得自己已經上了年紀而早已不認得年輕的模樣，

對於自己早期的作品不太有意願回去欣賞。蒙迪安諾的成名作為《暗店

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描述失憶偵探尋找自我的故事。 

這些問題制定出方法來解決，為市場的失衡現象注入了新的知識及方法。 

  同時他也是繼文學獎得主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之後，法

國今年第二位諾貝爾獎得主。 

法國得主 



歐洲主題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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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0) 邁 ‧布里特 ‧莫 澤
（May-Britt Moser）和愛德
華．莫澤（Edvard Moser）
夫婦 

2014諾貝爾獎  獎入誰家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5z7Vso 
圖2：http://goo.gl/xNqHDz 
圖3：http://goo.gl/eh8vsP 
圖4：http://goo.gl/BWk73U 
圖5：http://goo.gl/VjCPhE 
圖6：http://goo.gl/rl0L7A 
圖7：http://goo.gl/W1Hbr9 
圖8：http://goo.gl/VT3WLW 
圖9：http://goo.gl/eh6aA0 
圖10：http://goo.gl/pCB0Y1 

參考資料： 
http://goo.gl/mKlrhs 
http://goo.gl/eszFuk 
http://goo.gl/suhlBK 
http://goo.gl/0ssKXQ 
http://goo.gl/HA9csH 
http://goo.gl/M3moZs 
http://goo.gl/kI51Xb 
http://goo.gl/trsCBi 
http://goo.gl/jCo2ss 

  「為什麼我知道自己在哪裡？」、「我

記得曾走過這條路！」，那是因為我們腦內

有些細胞具有「衛星定位系統」（GPS）與

記憶地圖的功能。此次2014年諾貝爾醫學獎，

由發現了大腦「內部定位系統」的美裔英籍

夫婦科學家歐基夫與挪威籍梅伊-布里特．

穆瑟和愛德華．穆瑟共同獲得 ，此貢獻讓

醫學界能了解腦細胞如何進行複雜的認知工

作，以及阿茲海默症患者空間記憶喪失的原

因。也因為有了關於腦部定位的知識，可以

幫助我們在這方面有了更完善的機制。 

  過去十年間，身為心理學家及神經科學家的莫澤夫婦也一直是研究

大腦描繪空間機制的先鋒。他們是第四對共獲諾貝爾獎的夫婦，也是第

二對榮獲醫學獎的夫妻。 

挪威得主 

http://goo.gl/5z7Vso
http://goo.gl/5z7Vso
http://goo.gl/eh8vsP
http://goo.gl/eh8vsP
http://goo.gl/eh8vsP
http://goo.gl/BWk73U
http://goo.gl/VjCPhE
http://goo.gl/rl0L7A
http://goo.gl/W1Hbr9
http://goo.gl/VT3WLW
http://goo.gl/VT3WLW
http://goo.gl/eh6aA0
http://goo.gl/pCB0Y1
http://goo.gl/mKlrhs
http://goo.gl/eszFuk
http://goo.gl/suhlBK
http://goo.gl/0ssKXQ
http://goo.gl/HA9csH
http://goo.gl/M3moZs
http://goo.gl/kI51Xb
http://goo.gl/trsCBi
http://goo.gl/jCo2ss


MyCopter計畫：飛行車來報到 

一到尖峰時刻，車開到哪都擠得水洩不通。為了解決此問題， 

Heinrich H. Bülthoff和他的團隊與歐盟合作，開始了「MyCopter」計

畫。此計畫以製造出「誰都能航行的飛行車」為目的，而在不久的將來，

駕馭一輛個人專屬的飛行車將不再是卡通或科幻電影中的想像！ 

歐盟學術專欄 MyCopter計畫： 
飛行車來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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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3A 彭千芸/整理] 

(圖1)在道路尖峰時刻航行的飛行車 

  然而，歐盟和六個相關機構在籌備這個四年計劃之初，卻遇上如雪

花般飛來的問題，像是如何製造出具體的航行軌道、如何預防空中車禍、

如何設立飛行車降落時的無人控管機制……等。 



  不過，以上其實只是較外在的問題而已，Bülthoff團隊首先需要著

手進行的，應是飛行車簡樸的內部構造，畢竟他們要創作出所有人都能

夠駕駛的飛行車。如同Bülthoff所說：「人類使用排檔已長達100多年了，

何不在飛行車上有些創新？」因此，Bülthoff團隊所製作出的3D排檔將

顛覆過去的2D形式，甚至將無人駕駛裝置裝載在飛行車上！ 

  看上無人駕駛系統的商機，GOOGLE公司也在這個計畫中參了一腳，

但這始終是非常嚴峻的考驗。從各個層面來看，無論歐盟多想量產這架

飛行車，或是無論多少人期待科幻片的畫面飛到現實世界來，都不是一

件容易實現的事！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NMZdso 
 

(圖2) 飛行車內部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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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2： http://goo.gl/NMZdso 

MyCopter計畫： 
飛行車來報到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http://goo.gl/NMZd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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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10月10號《Time》（時代雜誌）以一篇《Malala Yousafzai 

Wins Nobel Peace Prize 2 Years After Shooting》為題的報導，敘述以

提倡女姓教育聞名的馬拉拉．優素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在遭

受塔利班組織攻擊後，從完全康復到獲得諾貝爾獎，短短兩年的時間，

對國際社會所付出的一切。 

－－－－－－－－－－－－－－－－－－－－－－－－－－－－－－－

背景資料：2012年10月9日馬拉拉在放學回家途中，遭到早已預謀暗殺

她的塔利班分子開槍射殺。子彈貫穿大腦左半部，在緊急手術下暫緩了

病情，隨後不久受到國際媒體關注，馬拉拉的家人接受到許多國家的醫

療救援；10月15日，馬拉拉被轉診到英國伯明罕伊麗莎白女王醫院，隔

年三月進入伯明罕一所女子寄宿學校就讀。 

[UG1A 葉宛恩/整理] 

《時代雜誌》 

遭受攻擊後的兩年 

馬拉拉獲得諾貝爾獎 

(圖1) 躺在床上的馬拉拉與爸爸和兩個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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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不平凡的成長環境 

  塔利班政權的統治下，人們的種種權利遭到打壓，特別是女性的權

利。但身為教育家馬拉拉的爸爸席奧丁．優薩札（ Ziauddin 

Yousafzai），卻給了她不一樣的教育環境，鼓勵她學習、參加課外活

動。談起馬拉拉，小學老師說到，她總是靜靜坐在位置上、眼神專注地

看著黑板，「她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儘管在女性教育不被提倡的社會

中，她還是努力學習，甚至比一般男孩子還來的用功。早在2008年時，

馬拉拉透過一位記者的邀請，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烏爾都語頻道撰

寫部落格，介紹在塔利班政權下的生活、反對塔利班剝奪女性受教權，

馬拉拉也因此獲得巴基斯坦第一屆全國青年和平獎。 

獲頒加拿大榮譽公民 

  10月10日諾貝爾獎宣布最佳和平獎得獎者為馬拉拉時，加拿大總理

史蒂芬．約瑟夫．哈伯（Stephen Joseph Harper）就於第一時間致電祝

賀。也表示將在馬拉拉10月中的訪問行程頒發加拿大榮譽公民給馬拉拉

，感謝她對國際社會所付出的一切，加拿大政府也提到去年就有意頒發

加拿大榮譽公民給馬拉拉，但卻一直找不到適當時機。 

  早在今年5月中時，加拿大國際開發署研究中心與加拿大國王大學

學院（University of King's college）共同宣佈設立「馬拉拉獎學金」

，以表彰替女性孩童爭取受教權英勇的行為。這筆獎學金提供來自第三

世界的女性，在國王學院大學深造的四年全部費用；國王學院更藉此機

會，授予馬拉拉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15 

世界觀點 

   

登上時代雜誌全球百大影響人物 

       馬拉拉也分別在2013、2014年，時代雜誌所選出的「全球百大影響

人物」，以及2014年「年度最有影響力青年」中上榜。時代雜誌更以站

在美國最前線的美軍，與馬拉拉作比較：「他們的勇敢都令人敬佩，但

馬拉拉的不願妥協，卻鼓舞了人心─在不公平的正義前絕不低頭」。 

 

馬拉拉更在CNN的專訪前表示「我有受教育的權利，我有玩樂、唱歌、

去市集的權利，我也有表達訴求的權利」。 

(圖2) 馬拉拉登上時代雜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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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馬拉拉教育基金會 

  馬拉拉教育基金會將關注於三個關鍵目標：「投入創新的解決方式，

以傳遞高品質的教育給全世界處於弱勢階層的女孩們」、「擴展教育提

倡者的聲音，讓大眾知道這些提倡者為爭取他們受教權的故事」、「匯

聚為一個集體行動的力量，使女孩的教育權成為真正優先被重視的議

題」。 

  根據統計，全球共有六千六百萬的學齡女童沒有受過教育，而發展

中國家更有超過四成的女童沒有就學，女性教育在全球各地發展不均，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西非的馬利共和國（République du Mali），女童

的就學率與1810年的英國女童就學率相同。在馬拉拉的家鄉巴基斯坦，

低收入的家庭中，女童入學年紀平均晚男童五年，加上近年來塔利班政

權一再摧毀當地女子學校，除了貧窮外，政治的動盪也使得孩子無法獲

得完整的教育。 

圖（3）馬拉拉教育基金會官方網站，邀請大家一起加入馬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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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馬拉拉教育基金會的第一筆捐款來自聯合國兒童親善大使安潔莉

娜．裘莉．沃特（Angelina Jolie Voight），這筆捐款致力於提供教育

給從事家庭勞動事務或需要面對市場高風險的女孩們，從五到十二歲共

四十名女童們上學。馬拉拉更於今年2月初，造訪飽受內戰攻擊的敘利

亞難民營、發表演說，基金會也注入大筆資金改善當地教育狀況。 

(圖4) 馬拉拉與今年四月初遭到博科聖地組織（Boko Haram）綁
架順利逃脫的女學生，仍有276名女學生在博科聖地組織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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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隨著台灣十二年國民教育的推動，台灣學齡兒通就學率近乎99％，

男女教育差異在時代的演進中逐漸消失。女性教育權受到相對完整保障

的同時，也不要忘記世界各個角落，還有著許多小女生正渴望著上學的

一天。 

 

(圖5) 馬拉拉與父親 

原文報導： 
http://goo.gl/bu5KWi  
資料來源： 
http://goo.gl/9Awg8w 
http://goo.gl/K4grvy 
http://goo.gl/OlcYVN 
http://goo.gl/CHzPVo 

 

圖片來源： 
http://goo.gl/MbL11g 
http://goo.gl/56Qgqw 
http://goo.gl/W2Zhfz 
http://goo.gl/L3WKSj 
http://goo.gl/WIP0Yq 

 

http://goo.gl/bu5KWi
http://goo.gl/bu5KWi
http://goo.gl/9Awg8w
http://goo.gl/K4grvy
http://goo.gl/OlcYVN
http://goo.gl/CHzPVo
http://goo.gl/MbL11g
http://goo.gl/56Qgqw
http://goo.gl/W2Zhfz
http://goo.gl/L3WKSj
http://goo.gl/WIP0Yq


19 

校外藝文報導 

[HE3C 桂敏瑄/整理] 

(圖1) 活動網頁宣傳圖片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高雄電影節》自2001年至今已舉辦13屆，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高雄市電影圖書館主辦，再加上全臺影人的熱情參與及帶領下，至今已

成為南臺灣一項重要的文化活動，以及亞洲第二大的短片競賽。2014年，

策展單位再度精心策畫，獻上16大專題，共170部強片，並加入前所未

有的「雲端戲院」APP，為觀眾帶來電影世界裡創意滿點的視覺饗宴！ 

2014高雄電影節 



校外藝文報導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圖2) 同流者 The Conformist 電影宣傳照 

今年「雄影」主打「黑色正義」

(Dark Justice)，精選了14部來自電

影界新銳與影史傳奇的重量級巨片。

策展人黃晧傑表示：「今年的選片

保證兼具藝術和娛樂，也希望透過

黑色電影對社會亂象的反思，回應

台灣當前政經現況的問題」。 

年度主題：黑色正義 片單介紹 
Annual Theme: Dark Justice 

    本片描述出身於不正常家庭又背負童年性侵陰影的主角─馬爾切洛

(Marcello ）如何在重要關頭選擇沉默和順從地跟隨他人；以及法西斯

政權的崛起、同性戀情慾之間的心理掙扎……等等，發展出他追求平凡

卻充滿意外的不凡人生。此片為義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經典名作。以 1938 年大戰前夕的義大利為背景，改編自

莫拉維亞（Alberto Moravia）的小說《Il Conformista》，將原作的文

字賦予生命，並融入人物個性的矛盾衝突與政治隱喻，使其化為充滿視

覺張力的複雜影像。驚悚的故事情節也為觀眾帶來深刻的人性與政治反

思，本片因此被視為歐洲電影史上重要的黑色電影（Film n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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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年度主題：黑色正義 
Annual Theme: Dark Justice 

    此片最引人注目的特色莫過於導演

華麗的視覺風格及表現手法，搭配上

御 用 的 傳 奇 攝 影 師 維 多 里 歐

（Vittorio Storaro），共同彩繪出絕

美的黑色氛圍。片中大量使用不平衡

的構圖，使畫面中角色的軀體或臉容

被置在畫面邊緣，呈現曖昧、不確定

的感覺。這是黑色電影的常見技巧，

強調一種焦慮感。在部分鏡頭中，利

用濾鏡打上紅光與藍光，烘托出角色 

    此屆「雄影」中，主辦單位也特

地挑選了法國知名電影大師們的黑

電影作品，來配合本屆的年度主題。

展出名單包括了法國新浪潮電影奠

基人高達（Jean-Luc Godard）的

兩部作品，分別為《阿爾發城》

（Alphaville）及《狂人皮埃洛》

（Pierrot Le Fou）。 

(圖3) 同流者片中三角構圖及光影應用場景 

(圖4)《阿爾發城》(Alphaville) 電影劇照 

的精神狀態。這些電影技巧皆營造出緊張氣氛，也反映角色們意識上的

虛無與猜疑。這樣的精心設計使本片被推崇為影史「攝影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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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圖5) 《愛琳娜》(Elena)宣傳照 

(圖6)《狗臉的歲月》(My Life as a Dog) 劇照 

特別企劃：希望國度 
Special Program: Hope Land 

    今年高雄81氣爆意外發生後，為

了鼓勵所有受災戶及其他高雄市民，

本屆高雄電影節特別企劃「希望國度」

單元，期望透過電影的療癒效果，以

及高雄特有的土地情感，協助高雄鄉

親重拾希望，走出悲痛。 

    台灣新銳導演林靖傑的愛情輕喜

劇《愛琳娜》（Elena），故事取

材於林靖傑導演對台灣草根庶民的

深刻體會，並以「失敗者聯盟」的

概念發想，希望各種發生在現實生

活中的不如意，都可以在這部電影

中扳回一城，尋回希望。全片於高

雄拍攝，主要演員陳怡蓉、戴立忍

也同樣出身高雄，而片名「愛琳」

二字取自「愛人」的台語諧音，整

部片充滿了台灣本土氣息。 

  瑞典導演雷瑟霍斯楚 （Lasse 

Hallstrom）在1985年拍攝的經典

名作，透過溫馨的筆觸呈現青少年

成長的酸甜苦辣，深入解析兒童內

心世界，曾在臺灣創下非英語外片

的票房紀錄。片中多句經典臺詞，

成為「希望國度」的重建信念。為

慶祝上映二十週年，本片將以全新

數位化修復的版本與大家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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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圖7) 《追星披頭四》宣傳海報 

(圖8) 《寂寞心風暴》劇照 

國際視窗 片單介紹 
Panorama  

     在「國際視窗」單元中，邀請了世界各地最具話題強片，蒐集了國際

導演的知名作品或世界各國影展最新入圍作品、得獎名作，尤其是青年

導演充滿新穎見解及清新觀點的新作。本屆有不少歐盟國家的作品參加

展出，像是來自西班牙、荷蘭、德國、義大利和奧地利的熱門電影。  

    西班牙名導大衛楚巴（David Trueba）的最

新作品，改編自真人真事，描述小學英文老師

安東尼奧，在追星旅程中遇到了一位逃家青年

及一名神秘的懷孕女子，三人一同追尋當時到

西班牙南部拍片的披頭四（The Beatles）主唱

─約翰藍儂（ John Winston Lennon ），並以

對搖滾樂的共同熱愛，攜手在複雜的現實中找

出人生方向。 

    奧地利導演格特茲 （Götz 

Spielmann）的作品，主題環繞在

功成名就的女明星妹妹，與被迫留

在阿爾卑斯山下小鎮繼承家業的姐

姐之間的姊妹情仇，當她們因父親

病倒而重新聚首時，將如何透過血

濃於水的親情，共同度過一場迫在

眉睫的人生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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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圖9) 西班牙奇幻短片─ 
犀利死人妻 (Stay with Me)  劇照 

(圖10) 德國入圍短片《變裝卡門》 
Metube: August Sings Carmen 
Habanera 

國際短片單元：短片觀摩＆競賽 
Kaohsiung International Short Film Section 

    歷屆以來「國際短片單元」都是高

雄電影節的主打環節，今年主辦單位特

別企劃了血腥刺激卻又饒富趣味的「屍

角落：奇幻西班牙」單元，收錄了天馬

行空的西班牙獨特奇幻短片精選。另外，

配合雄影今年黑色電影主題，也籌備

「黑影迷霧」黑色短片單元，挑選了來

自希臘、瑞士等等歐洲國家的迷幻小品，

加上另外兩大短片觀摩單元，能夠讓對

世界抱有無限幻想的影迷大飽眼福、沉

浸短片的世界，絕對值回票價。 

     今年是「雄影」第四年舉辦國際短

片競賽，徵件量首度超過3000部，已是

全亞洲第二大短片影展，也象徵「雄影」

已達一定國際水準。本屆總共入圍74部

來自全球各國的作品，將於影展開始後

爭奪最大獎項「高雄獎」的殊榮以及一

萬美金的獎勵。另外，參與本次競賽的

臺灣作品，也將被推薦參與東京國際短

片節競賽，一旦獲得首獎殊榮，更能直

接贏得參加奧斯卡短片競賽的資格，讓

全世界看見台灣短片的創意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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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藝文報導 
Kaohsiung Film Festival  

其他影展資訊  

1.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Tel: 07-7430011 

2. 高雄夢時代喜滿客影城 

Tel: 07- 970-2001 

3. 高雄市電影館 

Tel:  07 551 1211 

4.  2014雄影雲端戲院  

只要下載雄影雲端戲院APP，並輸

入序號，就可以透過網路欣賞到雄

影短片單元裡的所有影片！ 

1. 9/29(一) 12:30PM至11/9(日) 

  （1）ibon售票系統機台 

  （2） 高雄市電影館1F售票服務台 

2. 10/24(五) 至11/2(日) 

  （1）高雄夢時代喜滿客影城電影

節服務台 

 （2）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圖11) 雄影雲端戲院 APP 宣傳圖 

全票：每張180元 

雲端戲院：每張180元 

套票+雲端戲院：每套499元 

優惠票：每張120元 

詳細資訊：http://goo.gl/xtjLLl  

資料來源： 
2014高雄電影節活動官網 
http://goo.gl/6jOhOJ 
http://goo.gl/AaxXau 
http://goo.gl/ZMOGxz 
http://goo.gl/Nd89lS 
http://goo.gl/D20T8o 
http://goo.gl/XWKkyu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zbO2mT 
圖2：http://goo.gl/7teZbJ 
圖3：http://goo.gl/BJQXgs 
圖4：http://goo.gl/jMrcPc 
圖5：http://goo.gl/Uaexlb    
圖6：http://goo.gl/vWt7Jo 

圖7：http://goo.gl/z8BDT8 
圖8：http://goo.gl/PhyZuF 
圖9：http://goo.gl/ujb8yI 
圖10：http://goo.gl/Ki4X7P 
圖11：http://goo.gl/blmuRD  
 

http://goo.gl/xtjLLl
http://goo.gl/xtjLLl
http://goo.gl/6jOhOJ
http://goo.gl/6jOhOJ
http://goo.gl/AaxXau
http://goo.gl/AaxXau
http://goo.gl/ZMOGxz
http://goo.gl/ZMOGxz
http://goo.gl/Nd89lS
http://goo.gl/Nd89lS
http://goo.gl/D20T8o
http://goo.gl/D20T8o
http://goo.gl/XWKkyu
http://goo.gl/XWKkyu
http://goo.gl/XWKkyu
http://goo.gl/zbO2mT
http://goo.gl/zbO2mT
http://goo.gl/zbO2mT
http://goo.gl/7teZbJ
http://goo.gl/7teZbJ
http://goo.gl/7teZbJ
http://goo.gl/BJQXgs
http://goo.gl/BJQXgs
http://goo.gl/BJQXgs
http://goo.gl/jMrcPc
http://goo.gl/jMrcPc
http://goo.gl/jMrcPc
http://goo.gl/Uaexlb
http://goo.gl/Uaexlb
http://goo.gl/Uaexlb
http://goo.gl/vWt7Jo
http://goo.gl/vWt7Jo
http://goo.gl/vWt7Jo
http://goo.gl/z8BDT8
http://goo.gl/z8BDT8
http://goo.gl/PhyZuF
http://goo.gl/PhyZuF
http://goo.gl/ujb8yI
http://goo.gl/ujb8yI
http://goo.gl/ujb8yI
http://goo.gl/Ki4X7P
http://goo.gl/Ki4X7P
http://goo.gl/Ki4X7P
http://goo.gl/blmuRD
http://goo.gl/blmu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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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4A 鄒人郁/報導] 

用中文與德文闖蕩德國 

        2014年7月30日，我拿著實習證明第一次踏上歐洲；這也是我學了

六年德文以來，第一次來到了德國，來到這個全德文的世界。當時候確

定會繼續念文藻二技的時候，我就決定一定要申請這個實習機會，在德

國闖蕩半年。 

實習動機        

        為什麼會選擇實習而不是交換學生呢？很多師長朋友們都會問我這

個問題。選擇實習是因為我很喜歡小孩子，專五的時候系上開始有這個

實習，我聽了便特別心動；而我也想在正式離開校園踏入社會職場之前

增加一點工作經驗，跟交換學生比起來也許會有許多比較實用的經驗；

同時當然也希望藉由實習機會來一趟德國，運用自己的語言能力，並且

磨練自己，學習獨立生活與工作的能力。 

        實習前除了準備簽證、行李等必備過程外，我也準備好自己的心情。

我期許這一趟旅程是有意義的，我希望等我再度回到台灣的時候，不只

是語言能力能夠提升，更希望自己能變得更獨立成熟。 

萊比錫孔夫子幼兒園實習心得 

(圖1) 萊比錫孔子幼兒園 

用中文與德文闖蕩德國萊比錫 
孔子幼兒園實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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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的日常生活 

        實習生活已經兩個月了，真的很開心能在這間雙語幼稚園擔任語言

助教。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提供小朋友學習中文的母語式環境，及中文文

化課程部分。在我的班級，我主要是教唱中文兒歌和寫書法，每天早上

也會教些手指舞或中文的數字與顏色。有些學弟妹可能會擔心，來這裡

反而沒有機會說德文，但我們與各班合作的德籍老師及園方都必須用德

文溝通，開會也不例外，且能夠聽得懂孩子想要表達的意思，上課或在

平常相處上也比較輕鬆容易。在這兩個月我也學到很多課本上不會學到

用法跟單字，每天都有新的事物可以學習，非常有趣！ 

        為了讓孩子多體驗中華文化，幼兒園也會定期舉辦活動，邀請家長

一起參與。今年九月我們便有中秋節慶祝活動，雖然只是簡單的小朋友

成果發表會，介紹后羿射日跟嫦娥奔月的故事，但卻讓孩子們跟家長留

下很特別的回憶。我們也在幫小朋友準備表演跟場佈的過程中不僅學習

到很多經驗也體會到與同事合作的愉快。 

(圖2) 語言助教為活
動彩繪窗戶 

(圖3) 幼兒園孩子每週都
會寫書法 

用中文與德文闖蕩德國萊比錫 
孔子幼兒園實習心得 

國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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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眼中的中華文化 

(圖5) 幼兒園外牆寫滿了中文字 

        工作上或與新認識的德國朋友交流一開始比較困難的部分就是歐洲

人眼中的中華文化，其實與我們真正的中華文化相差甚遠。有一部分是

因為這所幼兒園過去所聘用的語言助教皆是中國籍學生，現在卻全是台

灣籍學生，因此會有一些單字唸法的差別。而對歐洲人來說，光是中文

字就充滿了代表性，因此園長常常要求我們以中文字作為元素來布置幼

兒園內部，但這對我們來說並沒有什麼特別。而當我們與一些新認識的

德國朋友聊到中華文化，通常他們提到的也都是刻板印象，對他們來說

日本、韓國跟中國文化在某些部分是沒有分別的。能夠有機會用德文介

紹自己的國家跟文化，有時候覺得特別驕傲，也是當初自己想學習語言

的初衷。 

         德國的幼兒教育 

        來到幼兒園工作，同時也見識到了德國的幼兒教育。他們標榜孩子

自主學習，讓孩子一開始就學習怎麼照顧自己。雖然讓小孩子自己穿脫

衣服跟鞋子要花很多時間，但他們非常有耐心，即使鞋子穿反了，德籍

老師也不會特別糾正，他們希望能讓孩子在錯誤中學習經驗，進而成長。

這裡的孩子也常每天玩到滿身泥土回家，吃飯時衣服沾滿醬汁，但家長

卻很放任孩子去體驗生活，這是和台灣家長完全不一樣的態度。 

用中文與德文闖蕩德國萊比錫 
孔子幼兒園實習心得 

國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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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實習生活還沒有過一半，但卻已

經體驗到許多過去我不曾想到的生活。很

高興當時自己有把握機會來實習，才因此

有機會來歐洲、來德國大開眼界。除了平

日上班以外，我也會利用假日和同事買便

宜的車票出去旅行，親眼去看、親自去體

會過去只能在課本上看到的人事物。這次

實習認識了很多人，包含跟我一起來實習

的其他三位文藻大學部學生公淳，佳音跟

宛軒，和其他五位也在孔子學院擔任語言

助教的師範大學學生。雖然我們認識還不

久，但因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卻培養起

另一種默契，也常常假日一起相約參加活

動或逛街，互相照顧，一起共事的時光也

都是非常有趣的！在到這裡以前我也擔心

過自己會和新朋友們相處不來或適應不良，

但現在我很喜歡我的工作，也很喜歡我的

新朋友們。希望未來我們能一起繼續完成

實習，回到台灣還要繼續保持聯絡。我也

會繼續努力，以達成我的實習目的！ 

 

(圖6) 文藻大學部德文系的同學們 

(圖7) 和師大實習生一起參加活動 

圖片來源：鄒人郁拍攝 

用中文與德文闖蕩德國萊比錫 
孔子幼兒園實習心得 

國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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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德國的燈光藝術節嗎？ 

 

 

 

 

 

 

 

 

 

 

 

 

 

 

 

號稱全球規模最大、最知名燈光藝術節之一！第七屆「德國柏林燈

光藝術節」（Festival of Lights）從10月12日正式展開！ 

從2005年開始，每年固定在十月舉行一至兩周，集結來自世界各地

的燈光藝術家以及視覺藝術創作者，以嘗新、實驗的手法，為這座大城

市帶來色彩繽紛的照明設計和燈光投影。 

 

[UCA2B 蔡佳勳/整理]  

(圖1) 柏林著名地標、歷史建築等都在燈光藝術裝點下成為焦點 

整個城市都是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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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整個城市都是展覽館 

  慶典期間，柏林市（Berlin）內每個著名地標、文化紀念碑、歷史

建築和街道等就會有各式各樣的視覺藝術燈光效果，而且不只停留在主

會場Potsdamer Platz，就連百貨公司、酒店等大型建築物，通通也都會

壟罩在一片炫彩亮麗的光線中，讓人彷彿置身奇幻世界！ 

   

(圖2) 柏林燈光藝術節每年都吸引大批遊客。 

  燈光藝術節對各地的遊客展現出巨大的吸引力，對於柏林的經濟是

顯著正面的影響，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用不同的語言及文化，在

這充滿燈光藝術的城市中將彼此連結在一起。活動策畫者Birgit Zander

認為光是生命，也是能量，「光」訴說著全世界的語言並聯繫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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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在「柏林燈光藝術節」展出期間，主辦單位不僅讓燈光藝術無處不

在，更串連其他組織在慶典期間安排各種慶祝活動，像是提供夜間燈光

藝術導覽的觀「光」巴士；「深夜開館」活動，安排博物館、紀念館等

公家單位選定一天，從傍晚開放到午夜；「花園聽爵士」創造悠閒的夜

間以及戶外爵士氛圍；甚至還有號召全市一同上街的「路燈慢跑」，讓

這座城市在夜晚也因為燈光而充滿生命力，發掘夜晚柏林的魅力！ 

整個城市都是展覽館 

(圖3) 位於柏林市中心歷史悠久的柏林洪堡大學(HU 
Berlin)也參與了這次的活動。 

資料來源：  
http://goo.gl/GR8Tz7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KwjtqT 
圖2：http://goo.gl/KwjtqT 
圖3：http://goo.gl/AwkzRm 
圖4：http://goo.gl/AwkzRm 
 

http://goo.gl/GR8Tz7
http://goo.gl/GR8Tz7
http://goo.gl/KwjtqT
http://goo.gl/KwjtqT
http://goo.gl/KwjtqT
http://goo.gl/KwjtqT
http://goo.gl/AwkzRm
http://goo.gl/AwkzRm
http://goo.gl/AwkzRm
http://goo.gl/AwkzRm
http://goo.gl/AwkzRm


學術活動快訊 

[XG5A 鄭百喬/整理] 

第八屆 

台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圖1) 本屆研討會宣傳海報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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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將於2014年10月24、25日舉辦第八屆「台灣西

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研討會」，本次大會主題為「統治與統治者：

貴族與民間文化中的政治與王權」，欲研究在貴族和庶民文化之雙重脈

絡下，統治與統治者引領出的多元概念和影響，包含對王權概念的建構、

想像和諷刺，並探討這些概念在各個領域的核心價值與文化象徵。 

   

  本屆研討會主題演講人分別為：英國艾賽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Jonathan White 教授（演講主題：Conversing with the Dead: 

Some Cultural Contrasts between Dante and Shakespeare），以及加

拿大阿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Jonathan Hart 教授（演講

主題：Private and Public: Rulers and Tyrants in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並召集國內外眾多知名學者和各大學校院研究生齊

聚一堂，除了共同研究中古世紀與文藝復興的歷史文化，亦盼促進學者

與學子之間的切磋交流。為期兩天的會議綜合十個主題架構，包含： 

＜莎翁筆下的王權＞、＜英國君主立憲制度＞、＜亞瑟王傳奇＞、＜法

國王室＞、＜伊莉莎白一世和女權君主政治＞、＜回顧歷代國王檔案庫

＞、以及＜羅馬時期的歷史＞……等等。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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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圖2) 第二至第四屆研討會宣傳海報 

學會簡介：   

  「台灣西洋古典、中世紀暨文藝復興學會」（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簡稱

TACMRS）自2007年成立以來，每年定期舉辦國際研討會，邀請海內外

學者專家一同共襄盛舉，旨在建立一個跨領域及跨校系的學術平台，專

門研究西洋古典、中世紀和文藝復興這三大時期下，文學、藝術、文化、

宗教、歷史、地理、哲學、政治等學門的發展，並藉由組織力量，廣結

同好、增加交流機會，提升台灣在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度。 

 

• 歷屆研討會大會主題如下： 

第一屆：《西元七世紀至十七世紀基督教與伊斯蘭教文化之關係》 

第二屆：《夢與夢境》 

第三屆：《光明與黑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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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資料來源： 
http://goo.gl/skOvno 
http://goo.gl/ENSCJ4 
http://goo.gl/axJYgu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O5iyYW 
圖2、3：http://goo.gl/Q0iYbZ 

(圖3) 第五至第七屆研討會宣傳海報 

歷屆研討會大會主題如下： 

第四屆：《化外之民》 

第五屆：《城中戲：教會、宮廷與市民》 

第六屆：《方室之內富無窮：收藏之為古代、中世紀、文藝復興》 

第七屆：《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西方文化中認知與知識習得的形式》 

第八屆：《統治與統治者：貴族與民間文化中的政治與王權》 

 

更多訊息請參考官方網站： http://goo.gl/J1KDPD 

 

http://goo.gl/skOvno
http://goo.gl/skOvno
http://goo.gl/skOvno
http://goo.gl/ENSCJ4
http://goo.gl/axJYgu
http://goo.gl/O5iyYW
http://goo.gl/Q0iYbZ
http://goo.gl/J1KDPD
http://goo.gl/J1KDPD


好書介紹 

別相信任何人 

Before I Go to Sleep 

Before I Go to Sleep 

[UD2A 鄭媛/整理]  

(圖1)小說《別相信任何人》於2014年翻拍成電影 

「我知道今晚我會上床睡覺， 

   明天醒來又是什麼都不知道， 

       就這樣再一天、又一天，永無止境。」 

                －－－《別相信任何人》 



好書介紹 Before I Go to Sleep 

(圖2) 《別相信任何人》 電影海報 

內容簡介 

  克莉絲汀（Christina）從睡夢

中醒來，發現熟悉的自己變得陌生，

連睡在身旁的人也不曾在他的記憶

中存在過。那位男人說出自己名字

－班恩（Banaen），並自稱是她

的丈夫，接著告訴她，因為20年前

的一場交通事故讓她每天一醒來都

會喪失之前的記憶，所以之後的事

情都由班恩提醒。某天，克莉絲汀

突然接到一位奈許醫生（Nash）

的來電，奈許認定她真的失憶了，

便叫她開始寫日記，記錄下每天發 

生的事，每當失憶時就翻開日記本喚醒記憶。經過日復一日的累積之後，

克莉絲汀以為可以成功地重建過去的記憶，卻突然發覺有些細節出現矛

盾，而且班恩和奈許對她生活的描述也越來越沒有關聯性，差別甚至日

漸增大，使她開始不知所措，不知道誰才是她該相信的人。經過諸多事

件及疑點後，某天，克莉絲汀如以往般醒來，再度翻開她的日記本，只

見第一頁寫著：「別相信班恩，這將會是一場陰謀、一個詭計」。 



好書介紹 Before I Go to Sleep 

作者介紹 

文學經紀人發掘，而他的第一部作品《別相信任何人》便是在寫作班時

完成的。此作品在2011年正式出版後，聲勢相當驚人，獲得各國的大書

店極力推薦，華森因此聲名大噪，被選為文壇最受矚目的新作家。到目

前為止，《別相信任何人》的世界銷售量已超過4百萬冊，提名和獲獎

次數不斷升高，在臺灣也相當受歡迎，不但是各大書局的銷售冠軍，甚

至在臺北圖書館創下等待人數超過三萬人次的紀錄！美國導演羅文‧約

菲（Rowan Joffé）也決定將這部大作搬上大螢幕！ 

  目前華森已辭去工作，專注於創作第二部小說《第二人生》

（Second Life），預計2015年出版。 

(圖3)作者S. J. 華森(S. J Watson) 

  1971年，S. J. 華森

（S. J Watson）出生於英

國中部，現居住於倫敦，

於伯明罕大學物理系畢業

後，曾任國民健保計畫部

副主任。2009年參加費伯

（Faber & Faber）出版社

舉辦的寫作班，獲得第一

屆學員名號，不久後便被 



好書介紹 Before I Go to Sleep 

靈感來源 

  S. J. 華森（S. J Watson）在電影後記

裡提到了他的靈感來源。某天他在報紙上

看到一則訃聞，死者是一名美國男子─亨

利‧古斯塔夫‧莫萊森（Henry Gustav 

Molaison），這名男子為了治療車禍後的

癲癇症而動了腦部手術，但手術過程中發

生錯誤，患上失憶症，用盡了許多治療方

式，大腦依舊無法產生新的記憶，每天起

床皆是停留在1953年，且腦部年齡依舊停

來在20歲的階段。之後，華森蒐集很多關

於失憶症的資料，了解失憶症患者的生活

處境及感受，同時也閱讀很多關於記憶障

礙者的故事，發現記憶障礙對後天生活的

影響深遠，且最可怕的是當一個人連自我

認知的能力都喪失了。華森創造了克莉絲

汀，以失憶者的角度寫出了最真實的處境，

並描述如何面對、突破。此作品在2011年

問世後，除了令人感到緊張刺激的內容外，

也讓讀者體會到失憶症患者的感受，更呼

籲讀者應多加給予關懷。 

(圖4)《別相信任何人》 

中文版封面 

(圖5)《別相信任何人》 

英文版封面 



資料來源： 
http://goo.gl/EHrhVR 
http://goo.gl/sHT0bu 
 

翻拍後記 

  華森（S. J Watson）表示，剛開始未想過

這部作品會翻拍成電影，因為當時只專注在劇

情的走向及細節，根本沒時間想出版後結果會

如何，更別說是電影了！在經紀人把書交給出

版社沒多久後，華森即收到一封來自Scott Free

公司的來信，並表示希望能將這本書拍成電影。

其中製片人莉莎．馬歇爾（Lisa Marshall）尤

其對此書感到滿意，除了立刻擬定拍片計畫外，

更獲得知名導演羅文約菲（Rowan Joffé）同

意拍攝的承諾。 

  由於莉莎．馬歇爾和羅文約菲的熱情支持與大力推薦，在一拍即合

的會議之後，華森決定向此電影公司簽約。而在選角的部分，莉莎和羅

文找來了妮可基嫚（Nicole Kidman）和柯林佛斯（Colin Firth）主演，

這兩位的形象剛好符合華森想像的樣子，讓華森大為滿意！此外，莉莎

和羅文對於拍攝地點、服裝搭配都會詢問華森的建議，試圖讓小說中的

廠景及氣氛完全忠於原著、真實呈現。經過長時間的拍攝，電影終於搬

上大螢幕，勢必又再掀起另一波影視界的高潮！ 

 

(圖6) 《別相信任何人》的
電影小說，內附作者在拍
片後的心得 

Before I Go to Sleep 

圖片來源： 
圖1：http:// goo.gl/3MYbxR 
圖2：http:// goo.gl/h21IEj 
圖3：http:// goo.gl/YeoVQd 
圖4：http:// goo.gl/Gy384o 
圖5:   http:// goo.gl/eXX8Yh 
圖6:   http://goo.gl/sHT0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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