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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不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同時也是越戰結

束40週年紀念。在不到一世紀裡，世界上發生多次大規模軍事活動，

造成的死傷難以精確估算，導致的巨大後遺症更是時至今日仍深深

影響著我們。 

本期的歐盟園區電子報主題專欄以《二戰70週年紀念專欄─亞
洲戰場》為題，以身為軸心國的日本為主要探討國家，透過日本進

軍滿洲、轟炸珍珠港、美國參戰、日本戰敗等進程，整理二戰期間

亞洲戰場的重大事件發展。 

而身陷經濟危機的希臘，前陣子更傳出有意針對二戰的損失向

德國提出高達2,790億歐元求償，在德國以問題早已通過法律手段解

決而回絕後，希臘要如何處理經濟危機，請看《世界觀點》的深入

報導。 

在現今的政治運作中，人禍的發生可以透過協商和聯盟訂約達

到部份的約束效力，但天災的降臨卻且讓人措手不及。4/25於尼泊

爾發生強震造成千人死亡，各國分別投入救援行動，《新聞深度報

導》中，則針對來自各國的救援作了介紹。 

此外，本期的各專欄依舊豐富，包含：在美國交換學生的海外

連線專欄、能精準預測世界時尚潮流的英國機構介紹、校外藝文活

動報導、精采的歐洲戲劇與好書推薦，希望讀者們會喜歡，並給予

我們任何建議。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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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er men declare war.  
But it is the youth that must fight and die. 
             - Herbert Hoover 



 王室新成員來報到 英各報搶先大幅報 

http://goo.gl/4sBl78 (大紀元 5月3日) 

 

 抗議世博籌備過程貪腐 米蘭世博會於暴動中開幕 

http://goo.gl/vv7WrL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5月2日) 

 

 空客：將起訴德國助美國工業間諜活動 

http://goo.gl/uJnoNi (BBC中文網 5月1日) 

 

 西班牙渡輪起火150多名乘客棄船逃生 

http://goo.gl/4MRjKK (大紀元 4月29日) 

 

 eBay力挺谷歌 歐盟反壟斷案面臨挑戰 

http://goo.gl/F4IfgN  (大紀元 4月27日) 

 

 武力抗衡求和平 美國增援烏克蘭23億軍備

http://goo.gl/Gk4c3R (地球圖輯隊 4月21日) 

 

 

[YG4A 林佳緯/整理] 

歐盟雙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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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強震傷亡人數不斷上升 
國際救援湧入尼泊爾 

   尼泊爾於4月25日下午2點發生芮氏規模7.8強震，震央位於首都加德

滿都（Kathmandu）西北方，為震源深度15公里的極淺層地震，已奪去

超過五千條生命，數以十萬計居民無家可歸，只能棲身臨時搭建的簡陋

帳篷。此地震除引發世界第一高峰聖母峰雪崩，還造成大量建築物倒塌，

強烈餘震不斷，許多住宅被摧毀，瓦礫和落石散落各地。再加上通訊中

斷，醫藥、食品等物資嚴重短缺，造成人民恐慌及救援困難。而隨著搜

救隊抵達更偏遠的災區，傷亡人數恐怕還會不停攀升。 

[HE3C 桂敏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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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救援團隊迅速將傷患送往急救處 

強震傷亡人數不斷上升 
國際救援湧入尼泊爾 



新聞深度報導 

       這場肇因於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碰撞的強震，影響的不僅僅是尼泊爾當地而

已，鄰國印度、孟加拉、西藏地區和巴基斯坦都能感受到其威力，其中印度死亡

人數已高於70人，西藏也增加到25人。而這起強震所引發的聖母峰多次大雪崩，

也傳出造成22人死亡，61人受傷。4月正值聖母峰攻頂旺季，目前還有多名登山

客失聯，死傷人數預計會繼續增加。         

(圖3)尼泊爾首都地標達
拉哈拉塔地震前後對照 

災情嚴重範圍廣 

(圖 2)  一架直升機只能 
搭載兩名傷患，幸好由於
天氣晴朗，救災團隊得以
在兩天內救出180多名受
困的登山客。 

  另外，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大量老舊建築物也遭地震摧毀，其中名列世

界遺產的「達拉哈拉塔」（Dharahara）在強震中崩塌，預估有200多人慘遭活

埋。專家估計至少需要5到10年進行古蹟修復。尼泊爾財政部長馬哈（Ram S. 

Mahat）表示，重建經費大概會超過一百億美元，對一年的經濟規模才兩百億

美元的尼泊爾是相當大的負擔。 5 

強震傷亡人數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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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深度報導 

參考網站： 
http://goo.gl/VV6aek 
http://goo.gl/YieMKt 
http://goo.gl/GFgR7U 
http://goo.gl/ID5dXY 
http://goo.gl/rcYBbl 
http://goo.gl/MCzV0X 
 

  
 
 
 
 

  面對尼泊爾強震慘劇，各國政府及國際人道救援組織紛紛展開救援

行動。目前已有來自英、美、印、澳等約15個國際搜救隊抵達當地加入

救援，分秒必爭輸入賑災物資，把握所有搶救生還者的機會。台灣外交

部也在第一時間決定捐出30萬美金救災。歐盟則於26日宣布除立即投入

300萬歐元（新台幣一億元）協助外，也將派遣歐盟人道援助及保護專

家到災區提供協助，包括派出搜救隊、淨水系統以及通信技術援助等。 

        不過在此同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也警告，由於災區

潔淨用水及食物匱乏，加上惡劣的衛生環境，部分地區災民已出現集體

腹瀉情形，恐爆發大規模疫情。聯合國也於28日表示，災區目前迫切需

要的就是防水布、乾淨的飲水、肥皂與醫藥等賑災物資。 

(圖4) 大量罹難者遺體已無地存放  大體火化晝夜不斷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xfmXr7 
圖2：http://goo.gl/1cBtjS 
圖3： http://goo.gl/SuknCn 
圖4：http://goo.gl/NKBFz8 
 

各國跨海投入救援 

強震傷亡人數不斷上升 
國際救援湧入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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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1A安馨荷, 黃筱涵/整理] 

二戰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 

         War does not determine who is right - only who is left. 
-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二戰回顧 

         一戰並沒有解決帝國主義時代所存在的問題，反而加劇了戰勝國與戰敗

國的矛盾。一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與軍事發展程度上逐漸拉開

距離。1929年的金融危機，更是讓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激化起來，帝國主

義國家便開始展開蓄謀已久重新瓜分世界的行動。 

本文將以二戰主要戰場之一的亞洲為背景，以軸心國－日本的攻勢作為主

要切入點。 

亞洲戰場－中國 

一般認為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點為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然而，

日本早已另有計畫。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佔領滿洲；1933年2月的國際聯盟總會

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否認日本支配滿洲之議案，日本旋即退出國際聯盟。主張

中國維持現狀的美國儘管不滿，但礙於國內嚴重的景氣蕭條，故未訴諸實際作

為解決問題。 

1937年7月7日，北平的盧溝橋事變使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展開了全

面對外擴張的計劃，於同年12月13日佔領當時的首都南京，並持續與遷都重慶

而未停止抗戰的國民政府軍交戰。 

二戰 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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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 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 

(圖1) 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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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戰場－東南亞 

  日本侵略範圍逐漸擴大，除去派

去中國戰場的關東軍，日本將剩下一

部分軍力派向東南亞，展開進一步對

亞洲的侵略。1941年12月8日，日本

昭和天皇裕仁發佈《開戰詔書》，4

小時後偷襲珍珠港成功，轟炸香港和

菲律賓的美軍機場，入侵英國殖民地

緬甸和馬來西亞，並於幾個月前已佔

領法國殖民地越南。 
(圖2) 在緬甸橫行肆虐的日軍 

台灣的角色 

日本偷襲珍珠港，把台灣也拖入了二戰的洪流，台灣由於地理位置的原

因，很早就成為日本人研究南洋的據點，包括機構、學校、產業都做了大量

的工作。 當戰爭爆發後，台灣更成為日軍南進的轉運站。至1941年太平洋戰

爭起，台灣便被比喻做「不沉的航空母艦」，成為進攻東南亞的踏腳板，為

兵員、艦隊、飛機、兵器、彈藥、糧秣等的集結基地， 

由於人員缺乏，原來不能參軍的台灣籍人民也被日軍徵召接受軍訓，後

來因為南洋與菲律賓戰場的需要，日軍徵召台灣原住民組成「高砂義勇隊」。 

在菲律賓，數萬計美軍和菲律賓人在日本攻陷後淪為俘虜。5個月內，

日軍就摧毀了盟軍在遠東的軍事力量，佔領了一半太平洋地區。 

二戰 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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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戰火於太平洋燃燒 

日本偷襲珍珠港，並造成2,500名美軍死亡，讓美國不再反對參加戰爭。逐漸

扭轉太平洋戰場局勢。 

1942年，美國進行戰爭動員，「大黃蜂」號航空母艦運載16架B25轟炸機儘可

能接近日本並進行空襲任務，對日本造成沉重的打擊。爾後的中途島戰役更讓日

本首次嘗到挫敗。 

1944年6月，美國登陸塞班島，該場戰役共造成2萬美軍和3萬日軍陣亡或受傷，

成為最血腥的戰場；同年，麥克阿瑟解放了原由日本佔領的菲律賓。 

1945年2月，美軍和日軍再次於硫磺島交鋒，造成7,000美軍和2萬日軍死亡，

美軍攻下硫磺島，並可以此為據點直抵日本。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Adolf Hitler）自殺，同年5月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

書。而在評估登陸日本可能造成的死傷之後，美國決定啟動原子彈攻擊計畫。 

1945年8月6日在廣島，9日在長崎，美國投下世界上最早的2顆原子彈，造成

10萬人死亡。 

(圖3) 美軍於硫磺島蘇羅巴其火山山頂上插上國旗 

二戰 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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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9月2日在密蘇里號軍艦上，日
本無條件投降 

(圖5) 上海歡慶抗戰勝利 

（圖6）紐約時代廣場歡慶日本投降 

日本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

裕仁透過廣播宣讀《終戰詔

書》，日本無條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由日本外

務大臣重光葵代表裕仁天皇在

投降書上簽字。 

二戰 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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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看二戰亞洲戰場中的各國 

日本 

二戰中，無論是東南亞各國還是中國都遭受到日本戰火席捲。二戰後，世

界迎來了冷戰時期，日本作為美國抵禦蘇聯影響的橋頭堡，因此受到了美國極

大的經濟援助，又加上韓戰的爆發使日本重工業復甦，這些都開啟了經濟奇蹟

的大門。此番榮景直到19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初期消失，日本出現泡沫經濟，

經濟出現大倒退，此後進入了平成大蕭條時期。 

經過繁榮與衰敗，日本再次重新振作，2014日本GDP排名全球第3，僅次於

美國和中國。 

中國 

        中國在二戰時遭受慘烈的攻擊，花了不少時間進行人民的安置及重建工作。

身為戰勝國，中國於二戰後與美國、英國、法國、蘇聯組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的常任理事國。二戰後，國共內戰仍未結束，最終由中國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常

任理事國地位，國民政府退守台灣至今。而二戰發展至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經

濟強國，2014年GDP位居全球第2。 

美國 

         美國是二戰戰場上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對亞洲戰場勝利起了關鍵作用，最

終促使日本投降。戰後美國負責了日本的戰後發展，並成為西方發展的主導國。 

1947年至1991年之間，以美國及英國為首的自由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

世界之間長期的政治對抗，稱為「冷戰（Cold War）」，核武危機曾一蹴即發，

直至最終蘇聯瓦解。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蘇聯 

          蘇聯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一部分，不僅牽制了西線德軍，也牽制了日本

關東軍。儘管戰後發展迅速，崩塌的體制與崛起的民族性，依舊導致蘇聯於

1991年解體。 

二戰 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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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DVffpW  
圖2：http://goo.gl/1804qd 
圖3：http://goo.gl/i3CVKi  
圖3：http://goo.gl/Bd0hP2 
圖4：http://goo.gl/iiDCtI 
圖5：http://goo.gl/08FtLB 
圖6：http://goo.gl/Hdmd3P 
圖7：http://goo.gl/Byylpz  

二戰省思 

二次世界戰爭結束至今已經70年，不只

改變了世界政治角力版圖，也影響了曾經親

身參與或間接受到影響的後代。 

如同日本首相與重要政治人物是否參拜

恭奉明治維新以來為國捐軀的軍人和二戰甲

級戰犯註的靖國神社，至今依舊會挑起日本、

中國、韓國與台灣的神經，戰爭縱使業已結

束，仍有些傷痛尚未痊癒。 
(圖7) 靖國神社 

參考資料： 
1. Clarke, Isabelle《二次世界大戰啟示錄》(Apocalypse - La 2ème guerre mondiale)。

王天星譯。新北市：漢宇國際文化，2013。 
2. 《二戰中的日本》。知兵堂編輯部著。台北市：知兵堂出版，2012。 
3. 家永三郎《太平洋戰爭》。何欣泰譯。台北市：臺灣商務，2006。 
4. http://goo.gl/SAsYCn 
5. http://goo.gl/MiU6KD 
6. http://goo.gl/YwBY8U 
7. http://goo.gl/RnjYY0 
8. http://goo.gl/OppggB  
9. http://goo.gl/8IvP9U  
10. http://goo.gl/woQHXy  
11. http://goo.gl/R7U0Zu 
12. http://goo.gl/KBw3Q1 
13. http://goo.gl/LVg4vM  

二戰 70週年紀念專欄-亞洲戰場 

註：又稱A級戰犯，意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後，根據遠東國際軍事審判受到有罪判決的
日本軍國主義戰犯，主要為掌握決策權力的軍隊或政府中之高層，詳細控罪指：「作為領
袖、組織者、鼓動者或從犯；策劃、執行計劃或秘密計劃；發動侵略戰爭或違反國際條約
之戰爭。」（資料來源：http://goo.gl/6G1RRL） 

本文前面曾引述英國哲學家Bertrand Russell的說法：「War does not 
determine who is right - only who is left.」；逝去的，終究已經復歸塵土，無

論是「捐軀」或「犧牲」，再多的美化字詞也無法換回曾經可能發光發熱的生

命。 

http://goo.gl/DVffpW
http://goo.gl/1804qd
http://goo.gl/i3CVKi
http://goo.gl/Byylpz
http://goo.gl/SAsYCn
http://goo.gl/MiU6KD
http://goo.gl/YwBY8U
http://goo.gl/RnjYY0
http://goo.gl/OppggB
http://goo.gl/8IvP9U
http://goo.gl/woQHXy
http://goo.gl/R7U0Zu
http://goo.gl/KBw3Q1
http://goo.gl/LVg4vM
http://goo.gl/6G1RRL
http://goo.gl/6G1RRL
http://goo.gl/6G1RRL
http://goo.gl/6G1RRL
http://goo.gl/6G1RRL
http://goo.gl/6G1RRL
http://goo.gl/6G1RRL
http://goo.gl/6G1RRL
http://goo.gl/6G1RRL
http://goo.gl/6G1RRL


靠重力發電的發光裝置GravityLight 

  誰被路透社（Reuters）讚揚能點亮發展中國家？答案是來自英國的

Martin Riddiford和Jim Reeves，他們的發明被《時代雜誌（Time）》評為

2013年25個最棒的發明之一；更被CNN國際新聞網路稱頌的2013年革命性

發明之一。兩位設計師耗費四年設計出Gravitylight重力發電發光裝置，一

個只需地心引力就能發光的裝置。沒錯只需要地心引力！只要將此裝置附

帶的袋子裝滿約20磅的砂石，此裝置上的LED燈泡即能持續發光25分鐘，

等砂石流光再填滿即可再次使用。當開始成功量產之後，這盞 

GravityLight裝置批發價最低可以壓到5塊錢美元，真是集安全、便宜與環

保於一身！ 

歐盟學術專欄 

[US1B 饒家榮/整理] 

(圖1)  GravityLight的解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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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重力發電的發光裝置GravityLight 



此 外 ， GravityLight 還 能 提 供 收 音 機 與 手 機 的 用 電 ， 且 每 台

GravityLight裝置都會附上SatLights提供使用者更多照明用途，例如看書與

寫字等。 

事實上，此設計發明的生成是仰賴於世界各地的人的善舉。於2008年

創立的知名群眾募資平台Indiegogo，至今已經幫助許多人實現想法、幫助

慈善機構或是給予新創企業資金援助。而這兩位設計師就是透過此平台，藉

由全球募資的方式，援助他們生產1,000個只需透過重力即可照明的裝置，並

免費供應非洲與印度人民使用。他們成功地募得遠超過原先設定目標的金額，

目前他們正計畫收集使用者的回饋，並進行第二批改良版的量產。 

歐盟學術專欄 

(圖2) GravityLight和SatLights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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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Indiegogo標誌 

靠重力發電的發光裝置GravityLight 



兩位設計者希望透過Gravitylight提供世界上尚未有足夠電力資源

的15億人口（約21%的世界人口），而這些人多數只能靠危險的煤油燈

照明。據報導，光是在印度每年就有150萬人僅僅因為翻倒煤油燈而燒

傷，在非洲每年也有150萬女人跟小孩因為燃燒煤油燈的煙而死亡，而

且光是謀油燈在發展中國家的家庭消費中就佔了一到二成。最重要的是，

GravityLight價格實惠又環保，對於沒有光可照明的那15億人口實在是

一大福音！ 

歐盟學術專欄 

參考資料： 
http://goo.gl/CP6cTy 
http://goo.gl/HlmmJp 
http://goo.gl/i8MWf7 
http://goo.gl/pQItyN 
http://goo.gl/iIpG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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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1U8VqK 
圖2： http://goo.gl/oOE6Yn 
圖3：http://goo.gl/Fi21AF 
圖4：http://goo.gl/uQCC6H 

(圖3)  GravityLight實際應用 

靠重力發電的發光裝置Gravity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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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編按：4月25日《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以一篇名〈On the 

Gredge〉為題的評論，詳細分析希臘退出歐盟的可能性及前景，本篇係以該篇

評論為主，進行延伸探討。 

－－－－－－－－－－－－－－－－－－－－－－－－－－－－－－－ 

背景資料：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危機後，連帶影響希臘的經濟狀況；2009年上任

的新政府坦承，希臘的債務及預算赤字，遭到過度「美化」。2010年5月，希臘

向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商借了

1,100億歐元紓困款，前提是希臘必須同意減少政府財政、加稅等支出；兩年後，

希臘又再次借了錢，使其總紓困款達到2,400億。今年1月25號希臘大選，贏得

36%支持率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成為國會中最大黨，反對撙節減赤、希望

能勾銷部分債務；因為這六年來的撙節政策，已使國家的經濟成長萎縮了四分之

一、失業率更飆升至25%。 

[UG1A 葉宛恩/整理] 

希臘向左走、向右走 

(圖1) 希臘總理阿列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 

希臘向左走、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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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希臘財政問題   

  希臘與歐盟已於今年二月時，經過一連串的密集商討達成了初步共

識，同意延展希臘的救援計畫、延長四個月，讓希臘的債務危機得到暫時

的喘息空間，但前提是希臘的經濟改革計劃必須獲得歐盟同意，其中包含

改善勞動市場及社福支出等。希臘提交的改革方案中，詳細列出了政府打

擊和避稅計畫，卻引起部分歐盟成員國不滿，質疑這項改革可能會讓希臘

支出更多；希臘總理阿列克西斯．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甚至向德

國提出2,790億歐元的二戰賠款，遭到外界斥責。國際間也不斷傳聞，希

臘可能因此退出歐盟，各界學者對於希臘的去留秉著不同看法。    

(圖2) 仍有大批希臘民眾，希望希臘能繼續留在歐盟 

希臘向左走、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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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歐盟各財政長齊聚一堂   

   4月24日歐盟各國財政長與希臘財政長，再次相聚於拉脫維亞首

都里加進行談話，努力淡化外界對於希臘退出歐盟的謠言。據熟知會

議內情的匿名人士向《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

表示，希臘財政長雅尼斯．瓦魯法奇斯（Yanis Varoufakis），在會

議中遭受歐盟其它財政長嚴厲抨擊，表示希臘並沒有積極準備和提交

所需的改革措施和履行承諾。面對希臘政府資金即將耗盡，如果沒即

時獲得救助基金，希臘將喪失債務償還能力。 

  希臘的最大債權國－德國的財政部長沃爾夫岡．蕭伯樂（Wolfgang 

Schaeuble）也暗示，德國將隨時做好希臘違約的準備。 

(圖3)歐洲各財政長商討希臘經濟危機 

希臘向左走、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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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觀點 

   

會後歐元集團（Europgroup）主席兼荷蘭財政長傑洛．戴松布倫

（Jeroen Dijsselbloem）聲稱，希臘政府與債權人仍有極大的「分歧」，

後續詳細的協商，將留到5月11日歐元集團下次開會時繼續。 

希臘政府於4月底時宣布內閣改組，將草案提交至國會進行立法；5

月9日前改革草案與歐盟債權國達成協議。希臘總理齊普拉斯若談判不

成功，不排除進行公投。針對此言論，歐元集團主席戴松布倫回應，希

臘並沒有時間舉行公投；希臘政府部分官員認為，內閣沒有重組的必要，

只是換湯不換藥。 

在希臘遲遲無法與國際債權人達成協議，倒債危機揮之不去，讓投

資人時時刻刻都要擔心希臘可能違約或脫離歐元區，因此幾乎沒人願碰

希臘公債。 
 

 

 

圖(3)希臘面臨經濟危機 

希臘向左走、向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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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危機 

  也有學者表示，希臘在全面使用歐元後，放棄了原有的貨幣GRD，

可能是造成希臘經濟一蹶不振的關鍵之一。因為他們喪失了「貨幣政策」

的主控權，在危機發生時無法印製貨幣，紓解當前困境。希臘總理不斷

對外宣稱，希臘不想違約，也不會實施債權人要求的經濟改革，堅持保

障退休金與公務員的薪資。這與歐盟各債權人有著非常大的認知差異，

可能使希臘瀕臨破產、退出歐盟。回溯到2001年，希臘為加入歐盟，編

造假數據、放棄原有貨幣GRD等。希臘的經濟危機，就像一齣又臭又長

的連續劇；十四年過去了，這些問題又再次浮現在希臘眼前。 

(圖4) 此圖嘲諷希臘，只有協商的餘地 

資料來源 : 
http://goo.gl/8EqpNw 
http://goo.gl/GYgLXv 
http://goo.gl/K4uguH 
http://goo.gl/JF7bjN 

圖片來源： 
http://goo.gl/D7CYBr 
http://goo.gl/dw1Sx3 
http://goo.gl/q8F1to 
http://goo.gl/ms0Yom 
  
 

世界觀點 

資料來源 : 
http://goo.gl/FRxvM4 
http://goo.gl/PTTMxE 
http://goo.gl/CRDj4T  

希臘向左走、向右走 

http://goo.gl/8EqpNw
http://goo.gl/GYgLXv
http://goo.gl/K4uguH
http://goo.gl/JF7bjN
http://goo.gl/D7CYBr
http://goo.gl/dw1Sx3
http://goo.gl/q8F1to
http://goo.gl/ms0Yom
http://goo.gl/FRxvM4
http://goo.gl/PTTMxE
http://goo.gl/CRDj4T
http://goo.gl/CRDj4T


[US2A許靜嘉/整理] 

 (圖1) 女神殿 影展/攝影展海報  

22 

10位法國女星X10部經典法國電影 
女神殿影展/攝影展 

校外藝文報導 女神殿 影展/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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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伊莎貝雨蓓（Isabelle Anne Madeleine Huppert）、伊莎貝艾

珍妮（Isabelle Yasmine Adjani）及多位法國女神級演員，加上世界知

名導演包括尚‧盧克 高達（Jean-Luc Godard）、賈克德米（Jacques 

Demy）等人創作的10部前後跨越50年（1963－2013）法國時代的電影

鉅獻，於4/21（二）至5/07（四）在高雄電影館重返大螢幕，其中四

部數位修復版為館方從法國引進的原版拷貝；另外四月中旬展出的「女

神殿攝影展」則是由攝影師凱特貝瑞（Kate Barry）拍攝的25幅法國女

星精選照，重現女星們的迷人特質。 

 

 

 

 

秋 水 伊 人 Les Parapluies de 

Cherbourg （1964）  

導演：賈克德米（Jacques Demy） 

女主角：凱薩琳丹妮芙（Catherine 

Deneuve） 

劇情：一對相愛的年輕戀人，因家長

反對與男方被軍隊徵招的原因，阻礙

了兩人原本要廝守終生的計畫，後來

男主角返回故鄉，卻發現女友已嫁作

人妻，一切景物依舊，但人事已非。

導演賈克運用粉紅浪漫氛圍作為影片

風格，女星凱薩琳清新脫俗的演技，

使本片榮獲1964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

也成為了凱薩琳丹妮芙的代表作。 

(圖2)《秋水伊人》電影海報 

校外藝文報導 女神殿 影展/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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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蔑 Le Mepris （1963） 

導演：尚‧盧克  高達（Jean-Luc 

Godard） 

女 主 角 ： 碧 姬 芭 杜 （ Brigitte 

Bardot） 

劇情：描述一對編劇家夫妻波爾和

米尤與製片家布羅可修三人的故事，

當他們在交談時，波爾所說的話讓

米尤對他心生輕蔑。打算犧牲妻子

的波爾後悔得想挽留米尤，卻已徒

勞無功。最後米尤和布羅可修雙雙

命喪前往羅馬的車禍中。《輕蔑》

改編自莫拉維亞的心理小說，導演

以藍黑白呈現人類心理衝突的諷刺

效果，女主角碧姬芭杜的大膽裸露，

更被喻為性感和性解放的先驅代表。 

通俗劇 Mélo （1986） 

導演：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  

女主角：莎嬪艾慈瑪（Sabine 

Azéma） 

劇情：melodrame為通俗劇原名，

台灣將此片譯為《幾度春風幾度

霜》。故事述說兩位朋友相逢，

可是卻對對方的妻子產生情愫。

女主角為導演雷奈的第二任妻子，

曾獲兩次法國凱薩獎最佳女主角，

雷奈用一個個鏡頭，生動仔細且

捕捉她的神情樣貌，搭配聲色俱

佳的戲劇舞台特色來拍攝這部具

有通俗劇反襯角度的電影。 

 

(圖4)《通俗劇》劇照 

(圖3)《輕蔑》電影海報 

女神殿 影展/攝影展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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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谷傳Van Gogh （1991） 

導演：莫里斯皮亞拉（Maurice 

Pialat） 

女主角：艾爾莎齊柏絲坦（Elsa 

Zylberstein） 

劇情： 莫里斯使用不同於一般拍

攝傳記的手法，把時間倒轉至1890

年，僅細微刻劃梵谷生命中最後的

70天，期間梵谷遇到他的女神，然

而最終在旅館開槍自盡。導演莫里

斯起初想當畫家，未能實現，崇拜

梵谷的他用這樣的特殊想法、挑選

氣質女星艾爾莎齊柏絲坦作為啟發

梵谷的妓女，表達其內心世界。 

(圖6)《熾愛傷痕》劇照  

(圖5)《梵谷傳》劇照 

熾愛傷痕 Adolphe (2002) 

導演：班諾賈克(Benoît Jacquot)  

女 主 角 ： 伊 莎 貝 艾 珍 妮

（Isabelle Adjani ） 

劇情：改編自法國小說家班傑明

･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

的同名禁忌愛戀小說，由「法蘭

西第一美人」美稱的凍齡天后伊

莎貝艾珍妮飾演風姿綽約的貴婦

艾拉諾，與憂愁且情感纖細的阿

道夫在一場聚會相識，儘管艾拉

若是別人的情婦，阿道夫仍不顧

世俗的眼光和規範，執意狂愛著

她……。 

女神殿 影展/攝影展 校外藝文報導 



情 慾 修 道 院  La Religieuse （ 2013 ） 

導演：紀洛姆尼克樂（Guillaume Nicloux）  

女主角：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 

劇情： 描述一位沒有家庭溫暖的十八歲少

女，十六歲時被哄騙進修道院，極力反抗要

正式變成修女這件事。實力派影后伊莎貝雨

蓓飾演一位看透人情世故的中年婦女，精采

詮釋了對世事倦怠、婚姻輕視厭惡的神色姿

態。 

導演：巴提斯薛侯（Patrice Chéreau） 

女 主 角 ： 夏 綠 蒂 甘 絲 柏 （ Charlotte 

Gainsbourg） 

劇情：達尼爾雖與交往三年的女友索妮雅

彼此愛著對方，卻時常疑神疑鬼，聽不進

女友的話，直到某天他遇見一個人，這個

人慢慢進入他的生活中，還干涉了他與女

友之間的感情……。本片為擅於拍攝情慾

的已故法國導演巴提斯薛侯的遺世之作；

以《撒旦的情與慾》獲坎城影后的新生代

文青女演員夏綠蒂甘絲柏，演出兩男一女

間愛慾糾葛複雜的感情世界。 26 

(圖7)《情慾修道院》電
影海報  

(圖8)《沒有人強迫你愛我》電
影海報 

沒有人強迫你愛我 Persécution （2009） 

女神殿 影展/攝影展 校外藝文報導 



(圖9)《美麗的折磨》電
影海報 

美麗的折磨 L‘enfer （1994） 

導演：克勞德夏布洛（Claude Chabrol） 

女主角：艾曼紐琵雅（Emmanuelle Beart） 

劇情：保羅和妻子原本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可是這樣安詳的生活卻在他看見妻子與其他男

人一起後完全變調，他開始懷疑妻子，不僅跟

蹤她，後來更因為自己神經質的猜忌，對妻子

做出了難以挽回的悲劇。《美麗的折磨》靈感

源自懸疑片名導亨利喬治克魯佐（Henri-

Georges Clouzot）未完成的《情獄》劇本，

並由曾六度被提名凱薩獎的女伶艾曼紐琵雅，

一擺以往清純形象，扮演渴望情慾的女主角。 

27 

密戀憶情 Un secret （2007） 

導演：克勞德米勒（Claude Miller） 

女主角：露迪芬莎妮耶介（Ludivine Sagnier） 

劇情：沒有兄弟姊妹的弗朗索瓦，小時候幻

想著有一個哥哥保護著他，沒想到長大後驚

訝得知他想像中的哥哥確實存在過，同時也

慢慢地揭開了一段弗朗索瓦父母的背負沉重

道德枷鎖而被抑制的情感故事。改編自菲利

普‧葛藍伯（Philippe Grimbert）小說，以

二戰與納粹時期為背景，「法國小辣椒」露

迪芬莎妮在劇中則是一位關鍵人物，精湛的

演技更讓她榮獲2007凱薩獎女配角提名。 

(圖10)《密戀憶情》電影海報  

女神殿 影展/攝影展 校外藝文報導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3DwOhd   
圖2：http://goo.gl/Nu8j8n  
圖3：http://goo.gl/WUAR1E  
圖4：http://goo.gl/fUc4LK  
圖5：http://goo.gl/dlrH8g  
圖6：http://goo.gl/ioJwJP  
圖7：http://goo.gl/1zMMA2  
圖8：http://goo.gl/N3EJ7R  
圖9：http://goo.gl/2C48Km   
圖10：http://goo.gl/MvNgYw  
圖11：http://goo.gl/Vrnocw  
 
 
 
 
 

資料來源： 
http://goo.gl/okDEpX 
http://goo.gl/jFeGmX 
http://goo.gl/otcm5u 
http://goo.gl/uu0Zcg  
http://goo.gl/dTxpAG  
http://goo.gl/zshhlA  
http://goo.gl/3DwOhd  
http://goo.gl/1JhIy7 
http://goo.gl/sbxlql  
http://goo.gl/3KLN5l  
http://goo.gl/nVKrtn  
http://goo.gl/UNO4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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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逃亡中的愛情》
DVD封面照 

2015 女神殿 影展/攝影展 
展覽期間：影展 2015.04.21（二）－2015.05.07（四） 
                    攝影展 2015.04.07（二）－2015.05.06（三） 
館開放時間：週二至週日 13:30-21:30；每週一休館 
展覽地點：高雄電影館 
官方網站：http://goo.gl/UNO4Ur  
 
下期影展：瑞典電影大師洛伊安德森人生三部曲 
展映日期： 2015-05-16 ~ 2015-06-21 
官方網站： http://goo.gl/zn33JI  

逃亡中的愛情 Le Roi de l’evasion (2009) 

導演：阿蘭吉侯迪（Alain Guiraudie） 

女主角：阿芙皙雅艾吉（Hafsia Herzi） 

劇情： 正值花樣年華的十六歲少女和一個救了她的中

年男同志相戀，為了逃避一切外界的紛擾和壓力，兩人

開始展開逃亡之旅。同志情慾電影《湖畔春光》導演阿

蘭吉侯迪，將鏡頭延伸至大自然無邊無際的原野景色，

與逃亡的緊張氣氛呈現截然不同的對比感；新生代北非

裔女星阿芙皙超越尺度演出，究竟少女愛上男同的結局

會如何？ 

 

女神殿 影展/攝影展 校外藝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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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學期當美國大學交換生的經驗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場夢，一切都發生

得太快，在我還沒來的及反應之前就已經開始發生了。 

意外的旅程 

         還記得在專三的時候午餐時間聽到好幾位朋友熱烈討論著下學期要

申請交換生的計畫。當時的我有羨慕又忌妒，因為我對自己一點把握都

沒有。我心想能當交換生的人幾乎都是排名數一數二的，況且我本身並

不是那種會很謹慎規劃未來的人，所以我根本連想都沒想過自己有一天

也會成為他們其中的一位。 

         升上專四的前一個禮拜，我爸跟我提起交換學生這件事。他問：

「你們學校不是有交換學生的機會嗎?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永遠按爸

爸命令行事的我就照著他的話去做了。在開學第一個禮拜參加了交換生

說明會。聽了幾位學長姊的經驗分享覺得真的很心動，但是聽到申請文

件在當週禮拜五截止時我呆住了。在座的每位同學似乎都已從很久之前 

我的意外美國遊學之旅 [XE4A吳曉蓉/報導] 

(圖1) 愛荷華州到處可見的大片田野 

我的意外美國遊學之旅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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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準備相關事項了，唯有我連一點概念都沒有。於是在接下來的三

天內我盡可能的花了所有課後時間研究申請流程和需要準備的文件，另

外也用了自己的本能研究出如何製作交換生必備的e-portfolio。在一切

加速快轉下我終於在禮拜五截止時間的前一刻繳出所有必備的文件，並

且在兩個禮拜後被通知面試。在面試之後的一個禮拜我就被通知撕榜，

我幸運的撕到了自己理想的學校─布維那斯塔大學（Buena Vista 

University）。在興奮之餘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真得即將在下學期成為

交換學生了！我的交換學生之旅也就這樣悄悄地展開了……。 

學校就像家庭一樣 

  我所交換的學校是位於愛荷華史東姆湖旁的一間私立大學。因為學

校的位置離市區有段距離，附近商店也不多，平常除非有認識有車的同

學，不然大部分的時間幾乎都待在學校。因為如此，同學之間的感情幾

乎非常密切。由於學校的規模不大，所以在學校待久了幾乎能夠認識學

校裡面一半以上的學生。學校裡大部分的學生都住校，下課後有很多時

間與同學相處，除此之外，學校每個月都會辦各種免費的活動增加學生

之間互相認識的機會。譬如每個月的電影夜可以一起和同學們到鎮上的

電影院看當期的電影，賓果日和朋友們打賭能贏多少獎品，還有和朋友

相約一起看校園裡各種藝文表演等等。學校更另外貼心的為交換學生於 

(圖2) 史東姆湖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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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外美國遊學之旅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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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二/四安排一堂美國文化的課程，除了幫助我們了解美國的歷史與

文化外更有機會到處體驗愛荷華州附近的各種人文風俗，看遍當地的特

色地標。學校裡的人幾乎都非常友善，就算是不認識的人在走廊遇到都

會熱情地和你打招呼，交朋友不算是一件太難的事。剛開始來到美國的

時候還對美國人的熱情不太習慣，總是畏畏縮縮的，但是慢慢習慣後就

變得越來越敢主動和人打招呼和聊天。當美國人看到你的熱情也幾乎都

會敞開心胸得和你分享他們的故事，也因為這樣我在學校與旅遊的期間

遇到了許多特別的人，得到了許多不同的想法，也聽了不少有趣的人生

故事。 

(圖3) 美國文化課程帶 
你品嘗當地美食  

(圖4) 課後和朋友 
們的相處時間 

我的意外美國遊學之旅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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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踏出一步，看見不一樣的天空   

         雖然我在美國這段期間課業壓力不算太重，但是在開學的第一個

月還是受到了不少打擊。為了抵免學分的緣故我修了一堂性別與溝通的

課程。這堂課是開放給高年級的學生，因此大家幾乎都對相關領域有些

稍為的了解。還記得在第一堂課結束之後我的腦袋一片空白，因為我幾

乎聽不懂教授講的任何東西，也不知道如何參與課堂中的討論。當時的

我很想放棄這堂課，不過我花了一周的時間考慮，到最後還是接受了這

個挑戰。雖然課程需要閱讀的文章很多，剛開始有點吃不消，但幸好同

班的同學就住在我的隔壁，因此幸運的有一個好鄰居在我遇到困難的時

候可以給我一些建議與幫助。在美國的教育中教授們幾乎都非常重視群

體之間的溝通，因此在每堂課之前教授都會要求學生必須在課前把教材

讀完以便在課堂中互相提問和討論。剛開始我感到相當的挫折，因為我

連跟上教授和同學講話的速度都有些困難了，更別說是參與討論了。就

算是了解了討論的重點，我還是沒有足夠的信心提出自己的想法，因為

我總是覺得自己的英文不夠流利，另外我對相關領域的基礎也不如其他

同學。在幾次的自我掙扎後我終於下定決心突破己心中的圍牆，我不斷

告訴自己來到美國是少數人能得到的機會，因此若我有機會能學習就必

須好好把握。在下定決心後我開始慢慢地加入課堂上的討論，在剛開始

的幾堂課中雖然沒辦法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得很完整，但是同學與教授幾

乎都會非常專注地聽完我的意見並給我許多肯定與回饋。慢慢的我也變

得更有信心能完整的表達出自己的想法並且建構了屬於自己的思考模式。

從這個經驗中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永遠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反正做就對

了。沒有人是完美的，因此我們只要知道自己已經做到我們最好的一面

了就應該給自己大大的鼓勵與肯定。 

我的意外美國遊學之旅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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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雖然整個交換學生的時間只有短短四個月，但是在這四個月可說

是我成長最多的一段時間。在國外獨立自主的生活中我學會了如何肯定

自己，克服困難，以及為自己創造機會。在來到一個新環境的時候最重

要的就是要敞開自己的心胸，迎接各種可能，你永遠會得到許多意想不

到的新收穫。 

(圖6) 踏上新的土地就像發現新世界一樣 (圖5) 到鄰居奶奶家學做拼布 

我的意外美國遊學之旅 
海外特派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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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Know 

Q：你知道世界時尚潮流是可預測的嗎？ 
 

 

WGSN（Worth Global Style Network Limited Company）是全球領

先的時尚潮流趨勢預測商，總公司位於英國。致力於分析、定義當前與未

來的時尚趨勢，提供頂尖的know how幫助用戶成功創造符合當今市場需要

的產品和服務。網站於1998年在英國倫敦成立總公司，專門為服飾、潮流

、設計及零售行業提供全面的趨勢分析、新聞服務、資訊及靈感。前瞻性

的趨勢分析、每小時更新的即時資訊與數年來累計的大量報告，加上480萬

張圖片，可以提供無可比擬的時尚潮流預測和分析。 

[YG4A 方怡雯/整理]  

(圖1) 2015至2016的元素：深色的莓果類 

你知道世界時尚潮流是可預測的嗎？ 

每年的潮流趨勢其實早在 2年前，

WGSN便開始預測與討論。 

以 2015 年 為 例 ， 2013 年 五 月 初 ，

WGSN全球趨勢專家的智囊團在倫敦會晤

，來自世界各地與不同背景的歷史愛好者

、文化人類學者、社會學家，和行銷專家

發表他們的研究，並討論文化各層面的新

發現。他們不停追蹤圍繞在他們周圍世界

的變化，從科學、技術到政治、經濟、環

境因素。他們懂藝術，也理解音樂，並且

品嘗過不同城市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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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多種布料 

  2013年5月下旬，其他專家探索

將影響原料市場的最新可能：面料，

塗料，處理和技術發展。 

(圖4) 「Bio-dynamic」與「History 2.0」的意象圖介紹  

  2013年6月初，時尚的重要元

素—顏色－將會在任何趨勢成形前

先制定出來。 

  2013年6月底，專家們收集資訊並且歸因出3-4個共通點成為2年後

的流行主題。其中一項2015年的春季潮流是「Bio-dynamic」融合自

然，，另一個主題是「History 2.0」化舊為新，談到回歸藝術和工藝並

列最高的設計概念。設計師會就這些主題探究其他展性及可銷售性，最

好的例子就是運動服裝的興起。 

(圖3) 色盤 

Do You Know 你知道世界時尚潮流是可預測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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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是時尚與總體趨勢的同步計畫，此結合將激發驚人的效果。譬

如，設計師將植物圖騰大量運用於服裝上。此階段設計師並不是唯一的參與者，

還包含了製造商、產品開發者、零售商及消費者。如同食物鏈的道理，一件作

品到商品的層層關係。 

  2013年的9月到11月正式包裝時尚潮流的時機。趨勢專家的照片集

（Lookbook）囊括整季的精華，使得團隊能夠藉此策劃下一季的織品、圖樣、

色彩與打印方向，這些都是完成最後一步的關鍵。 

(圖5) 照片集 Lookbook 

Do You Know 你知道世界時尚潮流是可預測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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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2015春季時裝秀由左至右：奧斯卡德拉倫塔（Oscar de la Renta）、凱倫沃克
（Karen Walker） 、黛安娜馮符騰堡（Diane von Furstenberg ） 

  2014年9月到10月時尚潮

流便走上廣為人知的時裝伸展

台，這麼一來顧客能目睹這一

年當中趨勢專家從紙上到伸展

台的成果，以及了解明年的消

費走向。有意思的是，成果如

何從伸展台到零售﹖ 

  當時尚潮流在伸展台上曝光，等

於向大眾揭曉，這都拜科技所賜，只

需按下一鍵便可透視全世界。同時，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迅速出現的潮流

趨勢也能迅速被複製。在速食文化影

響下，快速時尚（Fast-fashion）業

者能在一周內將伸展台上、街道上與

節慶上的潮流轉化為平價商品，

H&M、Zara、Topshop與UNIQLO

皆是代表。 
(圖7) 當時裝穿在消費者身上 

Do You Know 你知道世界時尚潮流是可預測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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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消費者沒辦法在時裝周上演時判斷本季的重點趨勢，

而是要等到隔年1月，他們常閱覽的雜誌寫了某個本季潮流才開始動腦

計畫。這些雜誌通常沒有預測潮流的功能，只提供當前的趨勢和時尚新

聞，但卻是促進潮流的利器。 

(圖8) 雜誌內頁介紹分析時裝伸展台的潮流資訊 

  最後，時間前進到2015年的7月，春季來了又去，這時在特價架上

的銷售量將決定趨勢專家的本季潮流預測是否準確。結果多半不出所料，

99.9%的主流趨勢正確無誤。早在一開始，智囊團就有所共識：掌握自

然規律，人定勝天。 

Do You Know 你知道世界時尚潮流是可預測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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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goo.gl/G3MK9D 
http://goo.gl/4ucrrV 
http://goo.gl/i9fb1Y 
http://goo.gl/HxX2oY 
http://goo.gl/ncMaAy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ZVVseY 
圖2：http://goo.gl/EXCnba 
圖3：http://goo.gl/srH23S 
圖4：http://goo.gl/ODPgK8、 http://goo.gl/dq01GG 
圖5：http://goo.gl/9owVGb 
圖6：http://goo.gl/MmDuFc 
圖7：http://goo.gl/J6nxAH 
圖8：http://goo.gl/3SZdTa 
圖9：http://goo.gl/53DnzV 
 

(圖9)女孩的衣櫃大掃除 

  因此，當消費者的我們在選購商品或是瀏覽最新潮流資訊時，可以

思慮眼前的產品2年前就已在討論，是否要下手，聰明的消費者可以回

顧衣櫥裡的寶物，再決定免得成為商業利益底下的犧牲者。 

Do You Know 你知道世界時尚潮流是可預測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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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圖1) 《盲》(Blind) 

在夢中我還能看見， 
 醒來後過一會兒， 
  我才想起自己看不見。 ─《盲》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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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綱 

  故事從一位留著中長髮的男子艾納跟鄰居艾琳開始。艾琳在某一天

發現自己會在某些時刻看不見，漸漸地這個情況演變成全盲，而她的生

活開始出現許多問題。住在她公寓對面的艾納，每天觀察著她的一舉一

動，無論是在路上還是賣場中。艾納每天的生活很簡單，就是一邊觀察

艾琳，一邊看A片或上其他色情網站約一夜情。另外艾納經常出現在本

片女主角英格麗的家中，因此一開始會讓觀眾看起來這兩人似乎是伴侶

關係。但之後突然出現了莫登，也就是英格麗真正的老公，上面的猜測

不攻自破。 

  莫登很愛他的妻子，即便她看不見、成天抑鬱寡歡，他始終鼓勵英

格麗走向外面的世界，甚至邀請她去參加公司舉辦的派對。但英格麗豐

富的想像力以及疑心病，成為了她面對現實的阻礙，也讓他倆的婚姻問

題越來越大。眼看莫登就快受不了這一切，英格麗也趨近崩潰邊緣，站

在遠方默默關心著英格麗的艾納，正以一種深不可測的方式侵蝕著英格

麗的生活。艾琳呢？英格麗手中的小說，成為了將幻想賦予生命的工具。 

(圖2) 艾琳與艾納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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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艾納與英格麗那些若有似無的互動，會讓觀眾以為艾納是英

格麗的丈夫。而他每天看A片以及觀察艾琳的舉動，看起來也像是不滿

與盲妻英格麗的性生活，因而背著她上網洩慾，並且窺看著住在對面的

艾琳的生活。但莫登一出場後，上面的猜測不攻自破，因為莫登才是英

格麗真正的丈夫，那艾納是誰呢？艾琳呢？這之後開啟了更多的猜測，

沒有把整部片看完，幾乎不會明白這幾個人之間的關係。其實發生在英

格麗生活中，那些看似悲慘、負面的劇情，都是英格麗的幻想，他將這

些幻想寫在小說中，並且投射在生活上，而艾納與艾琳，以及莫登的所

做所謂，全都是她自己的幻想：一個看不見真實的人的幻想。  

(圖3) 英格麗在自己的幻想中崩潰後的樣子 

故事大綱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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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後賞析 

  導演不斷地用四個角色來串起英格麗身為盲人的情緒，有喜有悲，

讓觀眾隨著這些畫面進入英格麗的世界中，體會著她的心情。雖然一切

的負面劇情都是英格麗所幻想的，但不難想像，這些幻想有沒有可能正

存在於現實社會中的某位盲人腦海裡？偷吃的丈夫？關心抑或觀察自己

的陌生人？年輕貌美的小三？或是生活瑣事，例如勇敢踏出家門、衣著

等等，這些都是很寫實的東西。 

  盲人因為看不見，因此心思更為細膩，他們用心在看這世界。就像

英格麗所說的：「在夢中我還能看見，醒來後過一會兒，我才想起自己

看不見。」很平淡的描述，很深刻的心情。這世界需要給盲人更多的友

善，而盲人本身也得更接納這個世界。 

(圖4) 英格麗在家中幻想著有人正在觀察她 

Bl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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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編者個人部落格
http://goo.gl/xiXkKH 
http://goo.gl/HvneyU  
http://goo.gl/TRznmH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E1aRR2  
圖2：http://goo.gl/a5hnHI  
圖3：http://goo.gl/HtkOfG  
圖4：http://goo.gl/U4zYZi  
圖5：http://goo.gl/TRznmH  

  此部電影是由瑞典導演

艾斯基‧佛格（Eskil Vogt）

所執導及編寫，為他的處女

作。不過在這之前，艾斯基

也曾擔任過多部電影的編劇，

像是著名的藝文電影：《八

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

該部電影不僅入圍歐洲多項

影展大獎，更入選世界指標

影展─法國坎城影展的《一

種注目單元》。 

  2014年，他向觀眾展現

了他能編能導的才華，將這

部《盲》呈現在大螢幕上， 

獲得了柏林影展評審團青睞，拿下了《世界電影大觀單元─最佳歐洲電

影》。除此之外，也獲得了日舞影展最佳劇本、伊斯坦堡國際影展最佳

影片、哥本哈根國際影展最佳影片。 

(圖5) Eskil Vogt 

導演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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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事都在秩序中嗎？」 

  也許讀者沒碰過這種招呼方式，但在德國人之間卻稀鬆平常。「秩

序」在德國人的心中是第一守則，強烈的「秩序感」凸顯出德國人思考

的輪廓，以及堅定不移且貫徹始終的執行力。   

 

(圖1) 《溫柔的心，強大的力量》 
書本封面 

溫柔的心，強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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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的家長也要做家庭作業？幫別人夾菜、盛湯不是個貼心的舉動？

德國的報紙學問有多大？德國人各個皆是垃圾分類的高手？在公共場合，

酒館老闆如何有智慧的解決紛爭？「沒關係」的意思到底有幾種？ 

  精準又看中細節的做事態度並非日本人莫屬，德國人內心深處也蘊

藏了濃厚的「秩序感」。舉凡租用樂器、倫理課、垃圾桶分類、動物保

育條款到一份德國豬腳餐皆在「德式秩序」的包圍下，無形中孕育出人

與動物間的尊重與關懷，也增強心靈成長的動力。 

  透過作者鄭華娟細膩的觀察與詼諧的筆觸，刻劃出德國人嚴謹的生

活態度，本書帶將帶領讀者品味「德式秩序」，那股強大而溫柔的力量。 

內容簡介 

(圖3) 德國兒童人手一把樂器，音樂學習普及 

(圖2) 德國超高標準油漆
牆壁的法律 

(圖4) 德國煙囪也有相關縝密的法律  

溫柔的心，強大的力量  



  鄭華娟，台灣的創作型歌手及作家。因為一次的旅行碰上了老德先生

（鄭華娟的先生化名），並與德國結下奇妙的緣分。嫁到德國後，鄭華娟

未放棄創作，持續懷抱好奇的心，細細觀察生活周遭的大小事，因為她相

信「觀察，是了解自己和別人的第一步」。 

  有別於其他作家，較重視精煉的文字，鄭華娟拋開對精闢文字的執著，

從她的字裡行間裡就能找到人生的智慧，而這並不需要驚天動地的故事襯

托，反之大部分的故事皆來自於生活中的小事而吸引許多讀者的喜愛。 

   

好書介紹 

資料來源： 
《溫柔的心，強大的力量》鄭華娟 著 
http://goo.gl/zMnTUj 

圖片來源： 
圖1：http://goo.gl/hvx4Hn 
圖2：http://goo.gl/MRnSi1 
圖3：http://goo.gl/GKSqB4 
圖4：http://goo.gl/Q9VFsf 
圖5：http://goo.gl/cwgNH4 47 

(圖5) 本書作者鄭華娟 

  1988年以來，鄭華娟

旅居德國的二十多年間，

寫作從未中斷，至今著作

共24本書。幾年前，鄭華

娟搖身一變，成了歐盟認

證的高級咖啡師，並把維

也納咖啡推廣到台灣，讓

更多人認識另一種咖啡文

化。 

溫柔的心，強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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