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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106期的電子報出刊了 

 

電影，拉回了已逝的歷史 

人物的刻畫、場景的重現、鏡頭的轉移 

反覆訴說著不可抹滅的過去 

《一戰電影省思》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特展專題講座 

史文鴻教授再度將我們帶回了歷史現場 

縱使戰爭殘酷 

長久以來的種族分別引發接續不斷的衝突 

國際間的爭權鬥勢往往使得人民無所適從 

沉寂百年的記憶，喚醒後應該是借鏡、是警惕 

 

荷蘭發現了發電新方法，能源危機是否有轉機？ 

西班牙2014歌雅獎最大贏家─《追心披頭四》 

帶您踏上60年代的搖滾之旅 

 

前衛女王－草間彌生 

這次蒞臨高美館，帶給大家視覺衝擊 

而本期海外特派記者地點轉移到了『美國』 

帶您感受不一樣的留學經驗 



歐 洲 城 市 色 彩 攝 影 展 
European Color Code - Travel Photography Exhibition 

歐洲對你來說是甚麼顏色？ 

十九位年輕的漫遊者，飛向西方，用自己的腳步與氣息深入地方， 

展開了一場路上觀察：城市特色、族群、文化，及行為。 

透過一雙雙棕色的雙瞳，一絲一縷地詮釋出，屬於我們的，城市色調。 

2014 / 12 / 22 - 2015 / 01 / 16  8:00-17:00  

文藻外語大學  歐盟園區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European Center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文藻外語大學  歐盟園區 

園區活動預告 



園區活動報導 

  今年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一百週年，除了世界各地皆舉辦大大

小小的紀念展外，歐盟園區同樣策劃了《1914破碎歐洲 2014斑駁紀念》

之展覽，更於2014年12月11日下午三點，於文園W006教室舉行講座。 

  講座在歐盟園區張守慧主任點出此次主題－《一戰電影省思》，接

著簡短地介紹講者史文鴻博士後隨即開始。史文鴻博士（以下簡稱講者）

目前任職於崑山科技大學視訊傳播設計系，對於電影拍攝手法之分析及

影評皆十分在行，在今年九月曾與香港演藝學院馮家明老師於香港電影

資料館擔任紀念一戰百年之講座講者。 

 

   

專題演講 
史文鴻─《一戰電影省思》 

[YG4A 林禹臻/報導] 

  講者提到第一次世界大

戰是人類社會重要的里程碑，

儘管戰爭是非常殘酷的，但

現今人類已漸漸無感，希望

藉由講座以及分享之五部電

影片段提醒更多人歷史帶來

的教訓。 

  首先分享的是1930年的美國經典反戰電影－《西線無戰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改變自德國小說家埃里希·瑪利亞·雷馬

克（Erich Maria Remarque）同名小說，特殊且生動的運鏡開啟了世界

對於戰爭片的新視野，同時引起後世電影一一效仿。 

(圖1) 史文鴻博士進行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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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1929年的蘇聯電影－《兵工廠》（Arsenal），點出一戰使用

毒氣戰爭不僅傷害萬千士兵，同時波及人民受到毒害。而《暫譯：榮耀

之路》（Paths of Glory），同樣是美國反戰電影，出於1957年，相較於

《西線無戰事》拍攝器材的進步使此片能以更寫實的鏡頭直接描寫戰爭

狀況來宣揚反戰。1931年的《暫譯：同儕》（Kameradschaft），則描述

戰後的痛苦經驗產生精神錯亂等困境，使得沒人得以解救。最後一部是

1937年的《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特別帶出當時戰場上缺少

女性，因此使俘虜營中的戰俘必須扮女裝取悅士兵，看似滑稽實為痛苦。 

   

 

  講者最後提到反戰電影分為兩種，一種是直接描寫戰爭之殘酷，另

一種寓意更深刻的則是不談戰場，而帶出戰爭所引發的後果，電影中的

每一場景、道具的擺放皆有當時時代背景的意義及象徵，需要我們花更

多時間去享受和研究。演講結束後，歐盟園區張守慧主任感謝史文鴻博

士精采絕倫的分享，並勉勵在場同學不要錯過在歐盟園區的一戰展覽，

搭上世界的潮流！ 

(圖2) 張守慧院長勉勵 

(圖3) 師長、同學與講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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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表示希望烏克蘭達成永久停火協議 
http://goo.gl/l7D2R2 （ BBC 中文網 12月7日） 

 
 
 

 Washington starts issuing same-sex marriage licenses  
（華盛頓開始頒發同性婚姻證書） 
http://goo.gl/Z2Stst （ BBC 中文網 12月6日） 

  
 
 

 梅克爾人氣無敵 8度當選黨魁 
http://goo.gl/mJgO6J （ 大紀元 12月9日） 
 
 
 

 歐盟尋多渠道 應對俄羅斯南溪「斷氣」
http://goo.gl/SCMKpw（ 大紀元 12月15日） 
 
 
 

 比利時大罷工 陸空將癱瘓 
http://goo.gl/9zhQqm （ 大紀元 12月13日） 

[XE4A 林育如/整理] 

粉飾太平－種族衝突 歐盟雙週新聞 

http://goo.gl/l7D2R2
http://goo.gl/Z2Stst
http://goo.gl/mJgO6J
http://goo.gl/mJgO6J
http://goo.gl/SCMKpw
http://goo.gl/SCMKpw
http://goo.gl/9zhQqm
http://goo.gl/9zhQ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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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飾太平－種族衝突 

  人類最原始的醜態之一；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會結束。 

  從今年8月9日延燒至今的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槍擊案不僅

單單帶出了美國經年累月的種族議題，還撕開了全人類積怨已久的瘡疤。

在歐美，非裔和歐洲白人的對立問題，從未得到妥善解決的一天，即使

是數年前，美國第44任總統─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的就

任，也無法瓦解長久以來的偏見、恐懼和歧視。 

  槍擊案發生的地點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郡佛格森（Ferguson, 

Missouri, within St. Louis）有多達半數以上的居民屬於非裔，儘管當

地警員比例中有百分之九十都是歐裔白種人，長年對黑人文化的扭曲、

汙衊還是讓白人員警對非裔居民格外神經敏感。許多白人做了並不會惹

上什麼麻煩的事，黑人做了馬上就惹上殺身之禍，布朗的案例就是一個

令人匪夷所思的例子。 

[XE4A 林育如/整理] 

粉飾太平－種族衝突 新聞深度報導 

(圖1) 歐巴馬總統是白種人、黃
種人和黑人血統。當年的當選
被許多人視為是種族歧視的轉
機。                                                                                                                                             



  槍殺麥可‧布朗的白人警察，戴倫‧威爾森（Darren Wilson），聲

稱自己是出於安全考量才不得以射殺布朗，因為當時布朗曾靠近警車嘗

試要奪取他的手槍。然而許多目擊證人和他卻各執其詞，表示布朗早已

高舉雙手投降，認為警方執法過當。整起案件成為羅生門。前日，美國

新聞又出現有關布朗在槍擊案發生前幾小時曾在當地超商因搶劫和店主

發生肢體衝突。許多支持威爾森的群眾更加篤定，這名執業6年、毫無

不良記錄的白人員警擊斃布朗是再正確不過的行為。在風聲鶴唳的當下，

不論怎樣的評論都可能被有心人士解讀成種族歧視，到底要怎麼讓雙方

毫無偏見、就事論事地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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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飾太平－種族衝突 

(圖3) 美國一名非裔民眾向警察致意，展現不以偏概全的理性。 

新聞深度報導 

(圖2) 「我是會是下一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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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飾太平－種族衝突 新聞深度報導 

  轉回亞洲，同樣的情形也在日本、中國、越南、緬甸、泰國、韓國、

甚至台灣上演，許多在固定地區擁有大多數居民比例的人不斷地因為偏

見、忌妒、驕傲而白眼少數人，甚至攻擊他人。許多國家更光明正大地

支持種族歧視，例如：參拜靖國神社並無條件厭惡漢族、朝鮮族的日本

右翼份子，以及不斷稱南島語族原住民為「番仔」並極度仇視中國人的

台灣漢人。 

  佔有多數、國家發展進步，並不一定代表正確。絕對多數並不是絕

對正確，相反地，可能是絕對暴力，就像各種罪惡的發源一樣。 

(圖4) 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參拜靖國神社 

(圖5) 日本右翼分子遊
行要求朝鮮族移民滾
出日本境內 

資料來源： 
http://goo.gl/9dHGJO 
http://goo.gl/u6PDQW 
http://goo.gl/112Nsy 
http://goo.gl/nWw6lr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K5hBi7  
圖2： http://goo.gl/LN1RzR  
圖3： http://goo.gl/tPbHXm  
圖4： http://goo.gl/ySMXmv 
圖5： http://goo.gl/2O4Dsc     

http://goo.gl/9dHGJO
http://goo.gl/u6PDQW
http://goo.gl/112Nsy
http://goo.gl/nWw6lr
http://goo.gl/K5hBi7
http://goo.gl/LN1RzR
http://goo.gl/tPbHXm
http://goo.gl/ySMXmv
http://goo.gl/ySMXmv
http://goo.gl/2O4D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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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3A 彭千芸/整理] 

烏克蘭談北約「俄」阻勢力不斷 

「烏」國決心逆轉頹勢？ 

  自蘇聯瓦解後，尷尬的氣氛一直壟罩著烏克蘭與俄羅斯。親俄派前

總統亞努科維奇（Віктор Федорович Янукович）一度對俄國釋出友

好，甚至拒絕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另一方面，俄國打經濟牌為防

禦西方勢力入侵、威脅，並宣稱烏克蘭假如簽訂歐盟聯繫國協定（一種

廣泛性的自由貿易協定），俄國將限制烏國商品進口以及撤出投資烏國

的「敏感技術」，如航太工業、太空合作等。然而，今年初克里米亞事

件一上演，烏克蘭為求自保而迫切想加入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簡稱北約）的話題再次浮上檯面。 

烏克蘭談北約「俄」阻勢力不斷
「烏」入北約逆轉頹勢？ 

(圖1、2、3) 左為俄國總理普京。中為北約高峰會。右為烏克蘭總統波洛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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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阻勢力不斷─烏克蘭與北約之關係 

  美國在二戰後的政經局勢中取得先發權並與西歐多國共同成立北大

西洋公約。蘇聯眼看歐洲多國一面倒向西方世界，而成立華沙公約與其

對抗。隨著蘇聯政權的瓦解重擊俄國政治、經濟地位，在俄國元氣大傷

之餘卻有越來越多原本華約盟國，因害怕主導權再次回到俄羅斯手上而

紛紛投靠北約，而烏國也是如此，但最終卻無法如願以償。 

  事實上，烏國與北約關係始於1994年「和平夥伴關係計畫」，旨為

阻止前蘇聯勢力西侵而拉攏華沙公約會員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並在軍

事相關事務上合作及政治磋商，像是在索馬利亞海岸打擊海盜的巡邏行

動、以北約為首的駐阿富汗國際部隊貢獻醫療團隊等。 

 

(圖4) 北約勢力（綠色）與烏克蘭（橘色） 

烏克蘭談北約「俄」阻勢力不斷
「烏」入北約逆轉頹勢？ 

   這次，烏克蘭決定一旦符合北約申請要求將以全民公投的方式，破

除原先「保持中立地位，不加入任何聯盟（包括北約）」的承諾，再次

為和平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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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烏克蘭好不容易與歐洲諸國搭上線，但烏克蘭親俄派前總統亞

努科維奇制定《內外原則法草案》，根據新浪網翻譯，內容主要為使烏

克蘭「充分參與全歐洲性與地區性集體安全體系、在與俄羅斯與其他獨

聯體國家和世界其他國家保持穩定關係與戰略夥伴關係的前提下，加入

歐盟的原則」，另外本草案也提到烏克蘭政府對語言的立場，保障俄語

與其他語言的自由使用。即使一面倒向俄國，卻並非真正拉攏俄羅斯的

心，克里米亞半島一事即為教訓。 

 

 

 

 

 

 

 

 

 

   

  即使烏國僅與北約為合作關係非盟軍，也由於烏克蘭的地理位置為

俄羅斯與西方勢力的緩衝帶，使得烏克蘭加入北約就好比扒掉俄國的一

層防護衣。當西方有意往東擴張並打擊俄國時，只怕北約盟軍亦或指美

國計畫佈署導彈防禦系統於烏克蘭，則會對其造成莫大的威脅，且並非

俄國所樂見。因此俄國將長期以經濟及軍事方面牽制烏國，如截斷天然

氣供應、航太工業等策略，使其深陷於財務困頓的泥淖中。 

烏克蘭談北約「俄」阻勢力不斷
「烏」入北約逆轉頹勢？ 

(圖5)民族主義及
極右派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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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http://goo.gl/J1iV9J 
http://goo.gl/75zrdU 
http://goo.gl/ETcExw 
http://goo.gl/TO4ISe 
http://goo.gl/kza49C 
http://goo.gl/OqAs4P 
http://goo.gl/90Ogux 
http://goo.gl/f3iVrj 
http://goo.gl/BXB9fQ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fQA3nL 
圖2： http://goo.gl/rcENN2 
圖3： http://goo.gl/MW586r 
圖4： http://goo.gl/D9efxS 
圖5： http://goo.gl/D6uYwu 
圖6： http://goo.gl/2b6Lon 

烏克蘭談北約「俄」阻勢力不斷
「烏」入北約逆轉頹勢？ 

  2014年烏克蘭新任總統波洛

申科（  Петро Олексійович 

Порошенко）的想法和亞努科

維奇大不同，他積極加入北約而

制定至少六年計劃，宣稱一旦通

過北約申請資格則一切將選擇權

交予人民。然而，除去俄國牽制

的可能性，烏克蘭東部人民受分 

「烏」入北約逆轉頹勢？ 

離主義分子影響，大約只有15％的選區是開放的，另有選舉站關閉、選

民出門投票的人身安全等問題，使得波洛申科主張的全民公投備受質疑。

此外烏克蘭境內親歐派抗爭，力求烏克蘭政府與歐盟簽訂政治和經濟自

由協定，但一 旦與歐洲國家有更進一步的交涉，俄羅斯也會對烏克蘭

實行經濟制裁。至今烏克蘭政府的內外拉鋸戰越演越烈，誰也不敢保證

加入北約後，俄羅斯和烏克蘭皆會相安無事。 

(圖6)烏克蘭內部分為親歐派和親俄派   

http://goo.gl/J1iV9J
http://goo.gl/J1iV9J
http://goo.gl/75zrdU
http://goo.gl/75zrdU
http://goo.gl/75zrdU
http://goo.gl/ETcExw
http://goo.gl/ETcExw
http://goo.gl/TO4ISe
http://goo.gl/TO4ISe
http://goo.gl/kza49C
http://goo.gl/kza49C
http://goo.gl/OqAs4P
http://goo.gl/OqAs4P
http://goo.gl/90Ogux
http://goo.gl/90Ogux
http://goo.gl/f3iVrj
http://goo.gl/f3iVrj
http://goo.gl/BXB9fQ
http://goo.gl/BXB9fQ
http://goo.gl/fQA3nL
http://goo.gl/fQA3nL
http://goo.gl/rcENN2
http://goo.gl/rcENN2
http://goo.gl/MW586r
http://goo.gl/MW586r
http://goo.gl/MW586r
http://goo.gl/D9efxS
http://goo.gl/D9efxS
http://goo.gl/D9efxS
http://goo.gl/D6uYwu
http://goo.gl/D6uYwu
http://goo.gl/D6uYwu
http://goo.gl/2b6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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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4A 方怡雯/整理] 

  近年來綠能發電成為世界各國討論的重要議題之一，就連不久前在

澳洲布里斯本舉行的G20高峰會上，環境議題中也提及綠色基金會。究

竟綠能發電能夠發展到什麼地步？ 

  荷蘭瓦赫寧恩大學（Wageningen University）環境科技實驗室從

2007年持續研發植物發電技術，去年成功將活體植物與土壤做成電池。

這是「Plant-e」計畫的一環，也就是「植物─微生物燃料電池」

（Plant-Microbial Fuel Cells）。 

(圖1) 植物發電原理解析圖 

  「Plant-e」研發的技術

是利用植物行光合作用時產

生的有機物質進行發電。這

類有機物質通常留存在土壤

中，隨著時間被細菌分解，

並在分解過程中產生電子，

而Plant-e研發的發電系統能

在這段過程中收集電子。 



歐盟學術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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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Plant-e執行長海爾德（Marjolein Helder）今年初參加TED

演講時，現場示範利用植物幫智慧型手機充電。她認為綠地隨處可見，

像是城市中的安全島多半有草皮覆蓋，那麼周圍的路燈就能夠由這套系

統發電，因此植物發電擁有龐大發展潛力。 

(圖2) 將微生物燃料電池與植物結合過程 

  這一桶一桶的綠色植物，可不是一般的盆栽，而是一種新的植物電

池，未來更可能成為普遍通用的電力來源。在上個月五號，Plant-e這套

組合式系統成功地應用在荷蘭的街道上。埃德（Ede）與瓦赫寧恩

（Wageningen）的當地政府是這項計畫的第一批客人。他們使用這項

微生物燃料電池供應安全島上LED燈的電量。將植物電池設置在安全島

的草皮中，不僅有發電功能，還可增加儲水量與生物多樣性。 

植物能發電? 荷蘭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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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埃德(Ede)與瓦赫寧恩(Wageningen)植物發電的開幕儀式(opening ceremony) 

  Plant-e共同創辦人兼技術長史翠克（David Strik）表示：「這項技

術的基本原理就是讓土地變成電池。」一平方公尺每年發電28千瓦，平

均每年每個荷蘭家庭使用大約 3500千瓦，而裝載100平方公尺的Plant-e

系統最終能夠供應80%的電力需求。發電成本比太陽能低，又比核能安

全，是家庭省錢環保的好選擇。 

  不僅如此，在十月份他們開始販售「DIY-Box」，以教育為框架讓

大眾動手組裝自己的綠能電池，體驗植物如何發電。DIY-Box中有25顆

微生物燃料電池，這足以供應一顆LED燈的電力。除了DIY-Box，

Plant-e還有其他形式的植物電池，像是綠色屋頂電池（Plant-e Roof）

供民眾購買。 

植物能發電? 荷蘭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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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IRHCzJ 
http://goo.gl/0nxiKV 
http://goo.gl/4AaEKB  
http://goo.gl/BTw8mw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IRHCzJ  
圖2：http://goo.gl/0nxiKV  
圖3：http://goo.gl/0nxiKV 
圖4：http://goo.gl/BTw8mw   

(圖4) DIY-Box，內無植物 

  Plant-e竭盡所能地研究與拓展綠能，結合綠化與發電，淨化人類生

活的環境，減少化學燃料發電對我們的傷害。因此Plant-e期望在五年內

將系統打入市場，得到更多投資的幫助，實踐永續發展的目標。 

植物能發電? 荷蘭新發現 

http://goo.gl/IRHCzJ
http://goo.gl/IRHCzJ
http://goo.gl/0nxiKV
http://goo.gl/0nxiKV
http://goo.gl/4AaEKB
http://goo.gl/4AaEKB
http://goo.gl/BTw8mw
http://goo.gl/BTw8mw
http://goo.gl/IRHCzJ
http://goo.gl/IRHCzJ
http://goo.gl/IRHCzJ
http://goo.gl/0nxiKV
http://goo.gl/0nxiKV
http://goo.gl/0nxiKV
http://goo.gl/0nxiKV
http://goo.gl/0nxiKV
http://goo.gl/0nxiKV
http://goo.gl/BTw8mw
http://goo.gl/BTw8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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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8 月 4 日《英國廣播公司》（BBC）以一篇：＜Lights Out' ends 

day of WW1 centenary commemorations.＞的專題報導，敘述英國為

紀念一次世界大戰百周年所舉行的「熄燈」活動儀式，並另在倫敦威斯

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用燭光守夜，也為在此大戰中壯烈

犧牲的千萬名士兵哀悼。 

[XG4A 張育茹/整理] 

《BBC》 

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 

背景資料：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

的王儲斐迪南公爵（Franz Ferdinand 

von Österreich-Este ） 在 賽 拉 耶 佛

（Sarajevo）遭暗殺身亡，因此巴爾幹

半島長久積壓的民族糾葛浮上檯面，7

月28日奧匈帝國正式向塞爾維亞宣戰。

但當時世界列強被複雜的同盟合約纏在

一塊，接二連三地捲入戰場，便形成了

協約國與同盟國兩大陣營。戰火更延伸

至亞洲、非洲，甚至引響大西洋之外的

美國。如今距離開戰的1914已經過了一

百年之久，當時戰況激烈的歐洲戰場的

列強，紛紛在今年紀念及哀悼這場慘烈

的戰役。 

(圖1) 斐迪南公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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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一次大戰百周年紀念 罌粟花下的故事 

  11月11日，正是英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停戰紀念日。當天，倫敦塔

將鳴炮向在一戰中逝去的士兵致意，幾乎每一位英國人都會在胸前配戴

一枚罌粟花胸針，紀念這些逝世的士兵們。位於倫敦塔斜對面的三一廣

場紀念花園內的各個角落，擺放著許多十字架，每一個十字架的中心也

都鑲嵌著一朵小小的罌粟花，它們代表親人們對一戰中喪命的戰士的哀

悼及思念之情。 

   

(圖2) 鑲著罌粟花的十字架  

(圖3) 被罌粟花海包圍的倫敦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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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建環形碑 紀念一戰喪生的58萬名烈士 

        每年的11月11日是法國的國定假日，這是令法國人難以忘懷的一天 。

因為1918年的這天，法國元帥福煦（Ferdinand Foch）和德國看守政府

代表埃茨伯爾格（Alfred von Oberndorff）簽定了《康邊停戰協定》

（Armistice de 1918），結束了一次世界大戰，法國將這段歷史視為

「血的創傷」，在一百年後的今天，也為此舉行了兩千多項的紀念活動。

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一座刻有58萬個烈士名字的環形紀念碑。紀念碑的

落成地就在聖母洛雷托國家公墓（Nécropole nationale de Notre-

Dame-de-Lorette），也是法國第一大的公墓，公墓裡埋葬著四萬五千

名為一戰犧牲的戰士們，法國總統奧德朗（François Gérard Georges 

Nicolas Hollande）和來自德、英、比利時、澳大利亞等八國代表來為

紀念碑剪綵。 

(圖4) 紀念環形碑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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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每年的紀念儀式上，國家領導人和出席的貴賓，都會配戴

一朵藍色的矢車菊，亦或稱「法蘭西矢車菊」（Le Bleuet de France），

象徵的是對戰爭烈士、烈士寡婦及孤兒的紀念。法國還特地為此一百周

年活動申請了「1914-2014年百年標誌」，成為了紀念一戰的標誌，也

記錄在眾多紀念性的文件資料中。 

(圖6) 百年標誌圖案 

原文： 
http://goo.gl/P9jUn7 
資料來源： 
http://goo.gl/3hlfjx  
http://goo.gl/wdCyVl 
http://goo.gl/Z0C0vR 
http://goo.gl/5oADjv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2tYsBP 
圖2：http://goo.gl/rdtxeR 
圖3：http://goo.gl/FQNZkH 
圖4：http://goo.gl/dPwR26 
圖5：http://goo.gl/2ZeKtQ 
圖6：http://goo.gl/QeBcju 

(圖5) 矢車菊 

http://goo.gl/P9jUn7
http://goo.gl/3hlfjx
http://goo.gl/wdCyVl
http://goo.gl/Z0C0vR
http://goo.gl/5oADjv
http://goo.gl/2tYsBP
http://goo.gl/rdtxeR
http://goo.gl/FQNZkH
http://goo.gl/dPwR26
http://goo.gl/2ZeKtQ
http://goo.gl/QeBcju


[XG5A鄭百喬/整理] 

夢我所夢A Dream I Dreamed 
草間彌生2015亞洲巡迴展首站台灣 

 (圖1) 草間彌生《南瓜》（Pumpkin, 2013-2014） 

22 

KUSAMA YAYOI, 
A Dream I Dreamed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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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草間彌生《為摯愛的鬱金
香永恆祈禱》（With All My 
Love for the Tulips, I Pray 
Forever, 2013）為本次亞洲巡
迴展特製作品 

KUSAMA YAYOI, 
A Dream I Dreamed 

  轟動當代的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くさま  やよい，KUSAMA 

YAYOI）之「夢我所夢：草間彌生亞洲巡迴展」（KUSAMA YAYOI， 

A Dream I Dreamed），繼之前巡迴韓國大邱（대구광역시）、首爾

（서울）與中國上海等地後，2015年首站將來台展出上百件且近幾年的

全新創作，分別於二月及六月，於高雄市立美術館和台中國立台灣美術

館陸續登場，另外，2015年1月26日起，台北新金控總部大樓一樓將免

費展覽草間作品《生命的足跡》，作為前導展。  

  現年85歲高齡的草間婆婆，每日仍

「圓圓不絕」的創作，本次亞洲巡迴展，

由日本草間彌生工作室（ KUSAMA 

Enterprise）與韓國大邱市立美術館館

（대구미술관）長金善姬（KIM Sunhee）

共同策畫。展品除了草間彌生的經典作

品，如《花季邂逅》、《曼哈頓自殺慣

犯之歌》影像作品、《南瓜》，以及

《無限的網》系列、《圓點執念》裝置、

《再生時刻》軟雕塑，還有為亞洲巡迴

展特製的《為摯愛的鬱金香永恆祈禱》，

和列於著名鏡屋系列中的2014年全新創

作《無限鏡屋－靈魂閃耀》，也將在台

灣站首度曝光，盼舊雨新知能陶醉在草

間鮮豔的圓點世界之中，感受她驚人的

創作力。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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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草間彌生＜夢我所夢＞台灣站 

KUSAMA YAYOI, 
A Dream I Dreamed 

(圖3) 草間彌生《曼哈頓自殺慣犯之歌》 

  草間彌生的展覽風靡全球，魅力橫掃歐美各國，亦席捲亞洲各地，

更締造二百萬參觀人次，談到這次來台展出，她滿期待地說：「雖然透

過美術展覽，我探訪了世界各國。但不知怎麼著，也許是因為台灣這片

土地離我們最接近，讓我很期待能在台灣展出」。 

  對此空前盛大的亞洲巡迴展，高美館館長謝佩霓表示，高美館一直

關注能將台灣文化脈絡與國際連結的藝術展覽，因此注意到草間彌生；

尤其高雄從莫拉克風災到今年的氣爆，飽受災害驚嚇，希望能藉由草間

彌生的藝術，帶給台灣民眾從藝術中超越困境的啟示。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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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草間彌生 

KUSAMA YAYOI, 
A Dream I Dreamed 

  1929年3月22出生於日本長野

縣（ながのけん）松本市（まつも

とし）的草間彌生（くさま やよ

い，KUSAMA YAYOI），以波

卡圓點創作，作品風格強眼鮮明，

被 英 國 《 泰 晤 士 報 》 （ The 

Times）評選為「二十世紀最偉

大的藝術家」之一，更曾與當代

其他巨擘，如賈斯．裴瓊斯

（Jasper Johns）、克拉斯．奧登

堡（Claes Oldenburg）和安迪．

沃荷（Andy Warhol一同聯展。 

  1957年，草間移居美國，大部份時間都在紐約市（New York）創作，

並開始有「前衛的女王」之稱。然而，從其著作和作品可知，草間其實

是透過創作來紓壓和表達內心世界－－從小面對父母失和的壓力，十歲

時罹患神經性視聽障礙，時常看見幻覺、所見景象充滿著小圓點，而常

有自殺傾向，於此，她藉由創作療癒自己，用反覆圓點來向世界、向宇

宙對話，表達「自我消融」和「自身的渺小」的概念，更因為對藝術的

熱愛，才能持續創作至今日 。 

校外藝文報導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D01ZVY 
圖2：http://goo.gl/P46XqT 
圖3：http://goo.gl/70yXIq 
圖4：http://goo.gl/BaJaES 
圖5：http://goo.gl/burTeg 
圖6：http://goo.gl/uBubK0 
 

資料來源： 
http://goo.gl/uHYa2g 
http://goo.gl/Hbmdef 
http://goo.gl/D7fNrK 
http://goo.gl/xvH3EZ 
http://goo.gl/7heda6 
http://goo.gl/LnhcM6 
http://goo.gl/KB6P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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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AMA YAYOI, 
A Dream I Dreamed 

(圖5) 草間彌生2015亞洲巡迴展台灣站宣傳海報 

【夢我所夢：草間彌生亞洲巡迴展台灣站】 

（KUSAMA YAYOI﹐A Dream I Dreamed） 

高雄站： 

時間2015.02.07～05.17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201-203 展覽室 

 

台中站： 

時間：2015.06.06～08.10 

地點：國立臺灣美術館 101 展覽室 

雙站早鳥票發售中（2014/12/6~2014/12/31） 

(圖6) 草間彌生《生命的軌跡》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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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藻畢業前，免不了的會被問有關於畢業後的規劃。而面對像這樣

艱難的問題，總得提心吊膽的作答，深怕一個不小心砸壞了文藻的招牌，

甚至不小心成了別人的笑柄。 

  

  

 主修西班牙文的我，總抱

著會被質疑的準備，尷尬的解釋

著我的美國夢。在那樣的問答當

中，不僅僅得有套完美無缺的未

來規劃（包含對主修語言的「交

代」、對新生活的期盼和畢業後

的出路等等）最重要的還是得有

一顆無堅不摧的心並懷抱著絕對

堅強的勇氣與堅持。 

        許多人在這樣的過程中，被迫

承受著家人的反對，師長的不看好，

甚至同儕的比較，最終選擇了放棄。

不過，經歷過同樣過程的我認為只

要能相信並努力規劃，是絕覺對對

能提高成功機率，也是能更靠近藍

圖上的夢想的。 

   

  

西 班 牙 文 科 第 43 屆 

  

  

  

陳 芸 立 

西班牙文系畢業 
我在美國留學 

國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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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m Ipsum 

  剛開始申請學校的時候，顧慮

到自己和哥哥都念私立學校，將美

國學校學費視為主要考量，進而得

知美國社區大學的存在。社區大學

(Community College)通常是兩年制

的大學，提供與四年制大學前兩年

相同的通識選修課程，另外也有部

分社區大學提供四年的課程。在美

國，大多數的學生在從高中畢業後，

必須自行負擔大學學費，以半工半

讀的身份自給自足，而由於社區大

學的學費是四年制大學的三分之一，

許多人，包含學生、正在就業的社

會人士，渴望進修的退役軍人和家 

  在上網收集完資料，再和許多出國的學長姐、朋友討論過後，和爸

媽提出了想到西雅圖讀社區大學的計劃。在13年的暑假申請了目前所就

讀的學校，也為了想更精進英語能力並深入了解美國文化而申請了寄宿

家庭。那年的九月，我拖著一箱的行李，離開了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土地，

搭上了長達十個小時的飛機，來到了這個瀰漫著咖啡香的城市，這個我

夢想中的國家，用著所學的第二語言，開始了我稱之為冒險的旅程。 

庭主婦等，選擇以這樣的方式，省下學費。有些人選擇在社區大學攻讀

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文藻五專畢業後的相等學歷，大多

數的人，則選擇在社區大學就讀完大一大二後，再轉入四年制大學就讀

大三以及大四。 

西班牙文系畢業 
我在美國留學 

國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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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em Ipsum 

  來到西雅圖這個雨都已經一年又三個

月了，最難適應的還是它的天氣。西雅圖

有點像是高雄和臺北的結合：港口與城市

的結合加上溼冷的的氣候，有時候會讓我

覺得格外寂寞，卻又因為位於西岸的地理

位置，擁有較多的華人，而讓我能在想家

的時候，輕而易舉的嚐到台式美食，像是

台灣的鼎泰豐在華盛頓州就有兩間。我認

為西岸非常適合第一次出國的學生，相較

於東岸較短的飛行時間，多元的文化融合

也讓當地的人在面對國際學生的時候擁有

開放且包容的的心態。 

西班牙文系畢業 
我在美國留學 

國外特派記者 

29 



30 

      我非常幸運的在我第一次的

寄宿就遇到這對擁有二十年經驗

的七十歲老夫妻，住進有一隻狗

和兩隻貓的家。在來到美國之前

常聽朋友說也常在網路上看到許

多在國外寄宿遭到不友善對待的

經驗分享，讓我對非常害怕。寄

人籬下從來都不是件簡單的事情，

但這個家讓我能打開心房去接受

許多對我來說不習慣的事情。在

這ㄧ年多的寄宿經驗，我學會在

每天的晚餐時間分享並聆聽不同

的故事，我學會勇於表達自己的

想法和意見，也體驗了不少道地

的美國文化。感恩節的烤雞大餐，

冬天踩著雪鞋在雪地裡走路，夏

天上山去露營、在湖邊上划船，

還有那三百六十五天都不曾重複

的溫暖料理。 

西班牙文系畢業 
我在美國留學 

國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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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方面，我自認在文藻的五年教學之後，我比其他國際學生更能

融入美國的學習環境，也因為如此，能更有自信地在校園中尋找不同機

會。大部份的社區大學都是小班制教學，我所就讀的學校擁有像是文藻

般小而巧的校園，提供多元化的機會，對於國際學生來說是一大益處。

我在13年的二月開始於國際學生辦公室擔任活動策劃，工作內容包含辦

公室內行政、文書處理，活動以及活動海報設計，並在大大小小的活動

中擔任活動負責人，要負責接洽師生以及聯絡場地事宜。 

  最重要的是，在這樣的職位

不僅能增進英語能力，了解美國

職場文化，更能在活動中認識更

多國際學生進而更深入的認識不

同國家的習俗。我也因為要在不

同場合上自我介紹，而更了解自

己和台灣，也深刻地體會到讓他

人認識自己的國家是責任，也是

義務。許多學生不是真的認為台

灣是屬於中國大陸的，只是他們

從小的教育和他們所接受到的資

訊是如此，而責任落在我們身上，

我們有義務幫助他們了解事實。 

西班牙文系畢業 
我在美國留學 

國外特派記者 



Duis tortor erat, mollis a, condimentum vel, 

interdum non, enim. Ut sed leo. Suspendisse 

lacus. Vestibulum a pede sit amet lorem 

dignissim vehicula. Vivamus gravida faucibus 

est. Maecenas faucibus eleifend diam. 

Suspendisse quis dui id nunc convallis 

scelerisque. Praesent sed massa vel ante 

cursus sodales. Nulla posuere, arcu sit amet 

rutrum iaculis, felis diam dapibus orci, eget 

pretium est nulla quis sem. Cras sapien nulla, 

congue ut, consequat nec, suscipit vitae, leo. 

Donec vel urna non neque auctor euismod. 

Vivamus mi.  

       人生的每一刻都在做選擇，在

這每一個選擇中也學習到不同對

於人生或多或少影響的東西。我

相信只要在做出決定之前做好充

分的準備，即便無法事先預備，

也要有承受一切後果的決心，你

就能在人生的每一小段過程中活

得更充實，並對自己有更深一層

的了解。出國留學是我的決定，

而我正在這段奇幻旅程中享受的

時時刻刻所得到的，那你的呢？ 

       目前的我，正因為先前提到太晚才開始準備出國的事宜，沒有想過

社區大學畢業後想去哪間四年制大學，而在申請轉學的過程中，遇到較

多的麻煩。即便從進文藻以後就和爸媽有共識在畢業後要出國讀書，但

卻一直拖到四年級暑假畢業公演正忙的時候，才開始準備申請學校的事

情。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演說中曾提到，社區大學有是美國基礎教育重要

的一環，也是許多人晉升高等教育的一大跳板並有其存在的必要。許多

美國頂尖的四年制大學會提供大多數的轉學生名額給在當州就讀社區大

學的學生，尤其是公立的大學。舉例來說，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在他們的轉學系統上就明文表示，他們會提供高達百分之九

十的名額給加州社區大學的轉學生。像我現在希望能去其他州體驗不同

的生活，就必須在加倍努力的去收集資料並親自聯絡各大學詢問自己是

否符合申請的資格。即便生氣當初的自己，但我並沒有在這樣的過程中

放棄，反而感謝在這過程中所學到的一切。 

西班牙文系畢業 
我在美國留學 

國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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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在瑞典有個比聖誕節還重要的節日嗎？ 

 

 

 

 

 

 

 

 

 

[HE3C 桂敏瑄/整理]  

(圖1) 合唱團於教堂內演唱聖歌 

你知道在瑞典有個比聖誕節還重要的節
日嗎？ 

瑞典認為每年12月13日是一年中白晝最短、黑夜最長的日子，

過了這天，充滿希望的白天將慢慢變長，而令人鬱悶煩惱的漫長黑

夜也會逐漸縮短。所以為了慶祝光明的來到，瑞典人將這天訂為「

聖露西亞節」（Saint Lucia‘s Day），來紀念光明女神聖露西亞。

這個節日已有近千年的歷史，也是瑞典最重要的傳統節日，人們歡

度「聖露西亞節」的氣氛甚至比聖誕節還要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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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2) 聖露西亞紀念畫像 

  聖露西亞節在瑞典雖然不是國定假日，不過每個城市、社區、

教堂、學校都會慶祝這個節日，還會在全國票選出一位露西亞女孩，

在傳統的儀式當中扮演露西亞。想要當選露西亞，條件除了要歌藝

好，還必須表現出露西亞關心社會的勇氣與精神，參與社會上的公

益運動。 

       聖露西亞的典故來源有許

多不同說法，普遍相信露西

亞小姐是生於中世紀的一位

善良虔誠的基督徒，總是竭

盡心力的幫助窮苦的人們，

卻因為拒絕愛慕者的求婚而

遭殺害。所以，將此節日訂

在12月13日的另一個說法是

因為這個日子是聖露西亞的

殉難日，後人為了紀念她高

尚偉大的情操而將這天訂為

聖露西亞節。 

        傳說中露西亞女神以天籟的嗓音唱著《聖露西亞之歌》，將人

們從昏暗的清晨中喚醒，告訴人們不需害怕黑暗籠罩，因為她將以

用魔力創造出的光明，來引導眾人走向明亮的嶄新天地。 

你知道在瑞典有個比聖誕節還重要的節
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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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圖3) 參與遊行隊伍的孩子手提蠟燭, 
                      象徵著光明 

  因此，傳統的儀式通常於12月13日的清晨就開始，三四點鐘人

們便起來梳妝打扮，迎接節日的到來。被選出的露西亞女孩，會穿

上繫有紅色緞帶的白袍，頭上戴有蠟燭的皇冠，身後則跟著一群穿

著白衣、手持蠟燭的女孩和穿著紅衣的男孩，並組成合唱團，在遊

行過程唱著耶誕節的節慶歌曲，一路上還會發放用藏紅花做成的糕

餅（Lussekatter）或是薑餅及熱飲，將溫暖散布給各角落的人們。 

(圖4) 聖露西亞節代表性點心─  
          熱飲、薑餅及糕餅 

資料來源: 
http://goo.gl/tJFKbB 
http://goo.gl/EWbj7U 
http://goo.gl/Qu1bRq 
 

 

圖片來源: 
圖1: http://goo.gl/BQhXHd 
圖2:   http://goo.gl/3LiFY1 
圖3:   http://goo.gl/SFKBc0 
圖4:   http://goo.gl/Mf8Zej 

你知道在瑞典有個比聖誕節還重要的節
日嗎？ 

http://goo.gl/tJFKbB
http://goo.gl/tJFKbB
http://goo.gl/EWbj7U
http://goo.gl/EWbj7U
http://goo.gl/Qu1bRq
http://goo.gl/Qu1bRq
http://goo.gl/BQhXHd
http://goo.gl/BQhXHd
http://goo.gl/3LiFY1
http://goo.gl/3LiFY1
http://goo.gl/SFKBc0
http://goo.gl/SFKBc0
http://goo.gl/Mf8Zej
http://goo.gl/Mf8Zej
http://goo.gl/Mf8Zej


追心披頭四 
[YG4A 林佳緯/整理] 

歐洲影劇賞析 

Vivir es fácil  
con los ojos cerrados 

36 

(圖1) 《追心披頭四》(Vivir es fácil 
con los ojos cerrados)電影海報 

  被譽為今年西班牙最受歡迎的電影─《追心披頭四》，在西班牙最

重要的電影獎項「哥雅獎」（Premios Goya）中創下佳績，由名導大

衛‧楚巴（David Trueba）與影帝哈維爾‧卡馬拉（ Javier Cámara）攜

手合作，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描繪出發生在1966年的「披頭四追星之

旅」，帶領觀眾回到60年代的西班牙，體會披頭四（The Beatles）與主

唱約翰‧藍儂（John Lennon）的搖滾精神！ 

Living is easy with eyes closed 

misunderstanding all you see 

it's getting hard to be someone, 

but it all works out 

it doesn't matter much to me 

－－The Beatles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Vivir es fácil  
con los ojos cerra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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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圖1) 電影劇照 

歐洲影劇賞析 Vivir es fácil  
con los ojos cerrados 

  1966年，英國當紅樂團「披頭四（The Beatles）」的主唱約翰‧藍

儂（John Lennon）來到西班牙阿爾梅里亞（Almería）拍攝電影。身為

死忠粉絲的小學英語老師安東尼奧‧聖羅曼得知消息後，立刻踏上追星

之旅，企圖要見到偶像一面。在旅途中，他遇到了未婚懷孕的女子、與

父親吵架後翹家的未成年男孩。三人為了不同的目的搭著同一輛車往南

方駛去，一路上聽著安東尼奧對藍儂的崇拜，也反覆思考著彼此心中的

難題。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眼看安東尼奧就要達成夢想，見到心目中

的偶像，卻被警衛聚在門外；翹家的男孩找到了落腳處，卻遭到當地混

混們的霸凌；漫無目的的懷孕女子不知道下一站該往哪裡前進，迷失了

自我。這三人會在這趟旅途中擦出什麼火花呢？而又帶給約翰‧藍儂及

披頭四什麼樣的影響呢？讓我們一同踏上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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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The Beatles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Penny Lane》雙

A面單曲專輯 

片名意象 

歐洲影劇賞析 Vivir es fácil  
con los ojos cerrados 

  「Living is easy with eyes 

closed」是本部電影的英文片名，

也是披頭四在歌曲《永恆的草莓園》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中

的一段歌詞。約翰‧藍儂於1966年

在阿爾梅尼亞拍攝電影《How I 

Won the War》時創作了這首歌曲，

也就是本部電影中故事發生的時期。

當時披頭四正處於低潮期，團員們

因為各種輿論的影響彼此關係陷入

尷尬，藍儂透過回憶小時候在草莓 

園玩耍的情景寫下了這首歌。歌詞中敘述著實踐夢想與現實生活的矛盾

交錯過程。就像電影中三位主角不顧現實踏上旅程找尋夢想的過程一般，

既夢幻又寫實。 

(圖4) 《追心披頭
四》拍攝過程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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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介紹 

資料來源： 
http://goo.gl/weXqnP  
http://goo.gl/sMt5Jg  
http://goo.gl/9k8rmP  
http://goo.gl/I3d830  
 
 
 

 
http://goo.gl/3kJDa3  
http://goo.gl/fKSgDh 
http://goo.gl/fWEvXs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re3dTn  
圖2：http://goo.gl/YhqxoY  
圖3：http://goo.gl/qtXgLw   
圖4：http://goo.gl/JgL3Zv 
圖5：http://goo.gl/2wySIf  
圖6：http://goo.gl/NMqrKQ  

(圖5) 大衛‧楚巴 

歐洲影劇賞析 Vivir es fácil  
con los ojos cerrados 

  出生於1969年9月10日的馬德里，大衛楚

巴不只是一位導演，同時也是小說家。他的哥

哥費爾南多‧楚巴也是西班牙資深導演及作家，

曾創作過許多作品。 

  大衛‧楚巴藉著這部與影帝哈維爾‧卡馬拉

合作的《追心披頭四》，成功在影壇創下佳績，

不僅在國內哥雅獎拿下最大獎─最佳影片獎，

還獲得最佳導演、最佳演員、最佳新演員、最

佳原著劇本等獎。在歐洲眾多電影獎項中，更

創下16項提名，15項得獎的輝煌成績，成為今

年西班牙呼聲最高的導演及電影！ 

(圖6) 2014歌雅獎最佳新演
員─Natalia de Molina 

http://goo.gl/weXqnP
http://goo.gl/weXqnP
http://goo.gl/sMt5Jg
http://goo.gl/sMt5Jg
http://goo.gl/9k8rmP
http://goo.gl/9k8rmP
http://goo.gl/I3d830
http://goo.gl/I3d830
http://goo.gl/3kJDa3
http://goo.gl/3kJDa3
http://goo.gl/fKSgDh
http://goo.gl/fKSgDh
http://goo.gl/fWEvXs
http://goo.gl/fWEvXs
http://goo.gl/re3dTn
http://goo.gl/re3dTn
http://goo.gl/YhqxoY
http://goo.gl/YhqxoY
http://goo.gl/qtXgLw
http://goo.gl/qtXgLw
http://goo.gl/JgL3Zv
http://goo.gl/JgL3Zv
http://goo.gl/2wySIf
http://goo.gl/2wySIf
http://goo.gl/NMqrKQ
http://goo.gl/NMqrKQ


少年維特的煩惱 

[UG1A 葉宛恩/整理]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好書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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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竟到如此的境界，

對她的感情包容了一切；

我竟到如此的境界，沒有

她我的所有都將只是紙上

談兵，我已有上百次摟她

脖子的念頭。偉大的上帝

知道，一個人看到眼前有

多麼心愛的東西，卻不能

伸手去碰觸，他的心裡是

多麼痛苦啊！」 

(圖1) 少年維特的煩惱原文再版 



好書介紹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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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是德國迄今最傑出的作家，他的名

字幾乎成為德國文學的代表，且與

荷馬、但丁、沙士比亞等文豪齊名

出。歌德生於1794年的德國法蘭克

福，家境富裕，從小受文學薰陶，

不僅是詩人、文學家、戲劇家、自

然科學家，也是政治家。雖然歌德

的興趣有著多方面的發展，但還是

將主要的精力放在寫作上。 

         

作者介紹 

       歌德的一生所居住過的地方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分別是法蘭克福

（Frankfurt）、韋茨拉爾（Wetzlar），以及魏瑪（Weimar）。 

 

  在法蘭克福時，歌德因為重病所疾，受到媽媽和妹妹的照顧。幾年

後在爸爸期望下，離開法蘭克福，前往斯特拉斯堡（Strassenbourg）完

成學業，並結識牧師的女兒弗里德里克．布里翁（Erik Fredriksson）且

產生了特殊情感，《野玫瑰》（Wild Rose）一詩便是歌德獻給她的。 

(圖2) 歌德的一生，影響了他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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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韋茨拉爾時，是《少年維特的煩惱》靈感來源最重要的時期，除

了認識了故事中的女主角夏綠蒂．布夫（Charlotte Buff），歌德也因工

作關係，與工作上的夥伴－耶路撒冷（Karl Wilhelm Jerusalem），成為

泛泛之交。但不幸的是，耶路撒冷最後因為愛情的壓力，而走上了絕路。

同時，歌德也親眼見證了社會腐敗亂象，對於司法產生了強烈懷疑。 

(圖3) 中間為哥德故居，右邊則是歌德博物館 

  而魏瑪則是歌德故居所在地，在擔任官員期間，他曾在日記中寫道：

「我希望上帝使我曾為園丁或實驗員，這樣的我多幸福啊！」晚年的他仍

然致力於創作和科學研究上，並在完成創世巨作《浮士德》（Faust）第二

部後，與世長辭，給予後人留下了大量光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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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為

歌德之重要代表作，內容描述一

段淒美的愛情故事，結合了歌德

本人的自身故事，書中主角維特

是正是歌德本人的縮影。 

  才華洋溢的維特，告別了母

親與好友，到安適悠閒的鄉間居

住，離開世俗的紛擾與壓力，在

安逸的村莊中生活、遊山玩水。

在一次的舞會上，他結識了法官

的女兒「夏綠蒂」。 

  維特被她的美貌所深深吸引；而在思想方面也有著許多共通點，使

他們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夏綠蒂就這樣一步步地走進維特的世界，

而維特對綠蒂的愛，遠比自己想像的還多。但令人失望的是，夏綠蒂早

與「阿爾伯特」有婚約在身；雖然阿爾伯特把維特視為朋友，但在觀念

上，他們仍有著極大的差距；這卻也讓維特決定離開夏綠蒂，去尋找真

正屬於自己的快樂。 

(圖4) 本書也曾多次被翻拍成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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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維特終究無法忘記夏綠

蒂，決定再次前往拜訪她；經

過多次拜訪後，阿爾伯特對維

特產生了強烈的忌妒、厭恨。

夏綠蒂也清楚明白，她與維特

的關係無法在持續下去了，特

意警告維特不要再接近她，然

而她的決定，卻讓維特的決定

留給讀著無限的感慨．．． 

  書中除了提到維特與夏綠蒂的愛情故事，卻也處處反映了18世紀貴

族社會亂象，以及違反教會、干擾家庭、愛上有夫之婦、自殺等不被大

眾所認可的行為。這本書也在當時出版後造成了極大的轟動與爭議，還

有部分的年輕人因此模仿了維特為愛犧牲的行為；但歌德本人表示，他

在四週的時間內寫出了這部小說，以抵消愛情的痛苦並使自己從自殺的

念頭中擺脫出來。 

  這本書獻給曾經年輕過，又或者正年輕的你／妳；愛情就像空氣，

是需要也是必須，但未必所有的愛情都會像呼吸一樣通暢，我們能做的

是讓自己呼吸更順暢、活得更快樂。 

「凡是讓人幸福的東西，往往又會成為他不幸的源泉」 

   

(圖5) 電影劇照，歌德與綠蒂漫步在草原上 

資料來源： 
http://goo.gl/9Vt1p 
http://goo.gl/r1vsxN 
 
 
 

圖片來源： 
http://goo.gl/JL35Ar 
http://goo.gl/7aKCyp 
 
 
 
 
 
 
 
 

http://goo.gl/gwJI5n 
http://goo.gl/KRfe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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