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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文藻歐盟園區活動預告

文藻歐盟園區活動花絮文藻歐盟園區活動花絮文藻歐盟園區活動花絮文藻歐盟園區活動花絮 & & & & 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留學新訊

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歐盟一週大事

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本週主題國家：：：：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標大賽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標大賽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標大賽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標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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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等你拿！

法國沙龍文化展

有獎徵答抽獎來了！
■■■■抽獎日期抽獎日期抽獎日期抽獎日期：：：：97/10/31(五五五五) 15:00

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歐盟園區藝廊

����中獎人須在現場才可領獎喔中獎人須在現場才可領獎喔中獎人須在現場才可領獎喔中獎人須在現場才可領獎喔！！！！

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

頭獎頭獎頭獎頭獎：：：：頂級精美視訊頂級精美視訊頂級精美視訊頂級精美視訊

二獎二獎二獎二獎：：：：酷炫酷炫酷炫酷炫Target潮流錢包潮流錢包潮流錢包潮流錢包

三獎三獎三獎三獎：：：：高級隨身喇叭高級隨身喇叭高級隨身喇叭高級隨身喇叭

四獎四獎四獎四獎：：：：實用敦煌圖書禮券實用敦煌圖書禮券實用敦煌圖書禮券實用敦煌圖書禮券100元元元元

法國獎法國獎法國獎法國獎：：：：可愛隨身記事本可愛隨身記事本可愛隨身記事本可愛隨身記事本＋＋＋＋鉛筆組鉛筆組鉛筆組鉛筆組

沙龍獎沙龍獎沙龍獎沙龍獎：：：：浪漫香氛小吊飾浪漫香氛小吊飾浪漫香氛小吊飾浪漫香氛小吊飾

參加獎參加獎參加獎參加獎：：：：歐盟園區便條本歐盟園區便條本歐盟園區便條本歐盟園區便條本

．．．．．．．．．．．．．．．．．．．．．．．．1名名名名

．．．．．．．．．．．．2名名名名

．．．．．．．．．．．．．．．．．．．．．．．．3名名名名

．．．．．．．．4名名名名

．．．．．．．．5名名名名

．．．．．．．．．．．．．．．．．．．．10名名名名

．．．．．．．．現場通通有獎現場通通有獎現場通通有獎現場通通有獎

好康

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03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歐盟園區知識問答－歐洲之最》

即日起在歐盟園區藝廊展出即日起在歐盟園區藝廊展出即日起在歐盟園區藝廊展出即日起在歐盟園區藝廊展出，，，，

並將於並將於並將於並將於11/03起開始有獎徵答活動起開始有獎徵答活動起開始有獎徵答活動起開始有獎徵答活動，，，，

歡迎踴躍前往參觀歡迎踴躍前往參觀歡迎踴躍前往參觀歡迎踴躍前往參觀。。。。



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歐盟園區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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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歐盟園區

活動花絮
舊金山藝術大學說明會

���� 留學美國財務規劃講座留學美國財務規劃講座留學美國財務規劃講座留學美國財務規劃講座(含獎學金含獎學金含獎學金含獎學金、、、、貸款貸款貸款貸款、、、、公費留考公費留考公費留考公費留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11月月月月1日日日日10：：：：00-12：：：：00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
����更多資訊更多資訊更多資訊更多資訊＆＆＆＆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報名方式：：：：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ST000000000021&Rcg=2

歐盟園區於上週五歐盟園區於上週五歐盟園區於上週五歐盟園區於上週五（（（（10/24））））舉辦舊金山藝術大學舉辦舊金山藝術大學舉辦舊金山藝術大學舉辦舊金山藝術大學

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由莊雅茵小姐為同學介紹學校與各科系特由莊雅茵小姐為同學介紹學校與各科系特由莊雅茵小姐為同學介紹學校與各科系特由莊雅茵小姐為同學介紹學校與各科系特

色色色色，，，，並說明台灣學生申請入學流程並說明台灣學生申請入學流程並說明台灣學生申請入學流程並說明台灣學生申請入學流程。。。。

���� 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說明會ppt由此下載由此下載由此下載由此下載
http://c047.wtuc.edu.tw/ezcatfiles/c047/img/img/698/401995022.ppt

���� 同學可填寫興趣調查表並寄回同學可填寫興趣調查表並寄回同學可填寫興趣調查表並寄回同學可填寫興趣調查表並寄回，，，，

就可收到免費的舊金山藝術大學簡介就可收到免費的舊金山藝術大學簡介就可收到免費的舊金山藝術大學簡介就可收到免費的舊金山藝術大學簡介

（（（（表格請至歐盟園區留學資訊架上拿取表格請至歐盟園區留學資訊架上拿取表格請至歐盟園區留學資訊架上拿取表格請至歐盟園區留學資訊架上拿取））））

留學新訊



法國籲歐洲設主權基金法國籲歐洲設主權基金法國籲歐洲設主權基金法國籲歐洲設主權基金 認有助因應金融危機認有助因應金融危機認有助因應金融危機認有助因應金融危機

英專家英專家英專家英專家：：：：全球經濟將陷入嚴重衰退全球經濟將陷入嚴重衰退全球經濟將陷入嚴重衰退全球經濟將陷入嚴重衰退

美國對韓國和匈牙利美國對韓國和匈牙利美國對韓國和匈牙利美國對韓國和匈牙利、、、、捷克等歐洲六國實施入境免簽證捷克等歐洲六國實施入境免簽證捷克等歐洲六國實施入境免簽證捷克等歐洲六國實施入境免簽證

法總統宣告法總統宣告法總統宣告法總統宣告：：：：將向美方提出全球金融改革主張將向美方提出全球金融改革主張將向美方提出全球金融改革主張將向美方提出全球金融改革主張

奧地利發現中國餐館販售毒奶昔奧地利發現中國餐館販售毒奶昔奧地利發現中國餐館販售毒奶昔奧地利發現中國餐館販售毒奶昔 已勒令下架已勒令下架已勒令下架已勒令下架

基因突變降低基因突變降低基因突變降低基因突變降低 人類停止演化人類停止演化人類停止演化人類停止演化

����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更多歐盟新聞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cglist.phtml?Category=40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一週大事一週大事一週大事一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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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一週大事 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EU Weekly News





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鏢大賽

千千千千湖之國湖之國湖之國湖之國、、、、工業大國的芬蘭位工業大國的芬蘭位工業大國的芬蘭位工業大國的芬蘭位

於北歐高緯度低區於北歐高緯度低區於北歐高緯度低區於北歐高緯度低區，，，，長年處在蝕骨長年處在蝕骨長年處在蝕骨長年處在蝕骨

的寒冷天氣中的寒冷天氣中的寒冷天氣中的寒冷天氣中，，，，難免給人較為拘僅難免給人較為拘僅難免給人較為拘僅難免給人較為拘僅

的刻版印象的刻版印象的刻版印象的刻版印象。。。。含蓄的芬蘭人在正式含蓄的芬蘭人在正式含蓄的芬蘭人在正式含蓄的芬蘭人在正式

場合與客人相見時場合與客人相見時場合與客人相見時場合與客人相見時，，，，一般握手表示一般握手表示一般握手表示一般握手表示

友好友好友好友好；；；；與人交談時與人交談時與人交談時與人交談時，，，，習慣保持約一習慣保持約一習慣保持約一習慣保持約一

米左右的距離米左右的距離米左右的距離米左右的距離，，，，從此能看出他們的從此能看出他們的從此能看出他們的從此能看出他們的

熱情不像美國人般熱情不像美國人般熱情不像美國人般熱情不像美國人般，，，，交談幾次就能交談幾次就能交談幾次就能交談幾次就能

互稱姓名互稱姓名互稱姓名互稱姓名。。。。

犯犯犯犯罪率世界最低的芬蘭人在謹罪率世界最低的芬蘭人在謹罪率世界最低的芬蘭人在謹罪率世界最低的芬蘭人在謹

慎守法的表面下慎守法的表面下慎守法的表面下慎守法的表面下，，，，卻也帶著瘋狂豪卻也帶著瘋狂豪卻也帶著瘋狂豪卻也帶著瘋狂豪

放的因子放的因子放的因子放的因子，，，，類似我們常說的類似我們常說的類似我們常說的類似我們常說的「「「「會玩會玩會玩會玩

又會讀書又會讀書又會讀書又會讀書」，」，」，」，只等著某些特殊情境只等著某些特殊情境只等著某些特殊情境只等著某些特殊情境

的刺激氣氛來解放的刺激氣氛來解放的刺激氣氛來解放的刺激氣氛來解放。。。。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四月一四月一四月一四月一

號的愚人節和五月一日的勞動節號的愚人節和五月一日的勞動節號的愚人節和五月一日的勞動節號的愚人節和五月一日的勞動節，，，，

芬蘭人都會上街遊行芬蘭人都會上街遊行芬蘭人都會上街遊行芬蘭人都會上街遊行、、、、大肆慶祝大肆慶祝大肆慶祝大肆慶祝。。。。

除此之外最慎重其事的經典活動除此之外最慎重其事的經典活動除此之外最慎重其事的經典活動除此之外最慎重其事的經典活動，，，，

就是抓住短暫夏日尾巴的古怪世界就是抓住短暫夏日尾巴的古怪世界就是抓住短暫夏日尾巴的古怪世界就是抓住短暫夏日尾巴的古怪世界

錦標賽了錦標賽了錦標賽了錦標賽了。。。。
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
芬蘭芬蘭芬蘭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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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的芬蘭人 的芬蘭人瘋狂



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鏢大賽

為為為為了善用難得的夏日了善用難得的夏日了善用難得的夏日了善用難得的夏日，，，，創造出創造出創造出創造出

高昂的氣氛高昂的氣氛高昂的氣氛高昂的氣氛，，，，競賽可以說是最能刺競賽可以說是最能刺競賽可以說是最能刺競賽可以說是最能刺

激腎上腺素上升的選擇了激腎上腺素上升的選擇了激腎上腺素上升的選擇了激腎上腺素上升的選擇了。。。。在夏季在夏季在夏季在夏季

的短短三個月內的短短三個月內的短短三個月內的短短三個月內，，，，由夏季市集或鄉由夏季市集或鄉由夏季市集或鄉由夏季市集或鄉

村活動開始村活動開始村活動開始村活動開始，，，，超過超過超過超過50個不同比賽在個不同比賽在個不同比賽在個不同比賽在

這這這這裏裏裏裏舉行舉行舉行舉行，，，，部份更是世界性錦標部份更是世界性錦標部份更是世界性錦標部份更是世界性錦標

賽賽賽賽。。。。背夫人背夫人背夫人背夫人、、、、坐蟻穴坐蟻穴坐蟻穴坐蟻穴、、、、擲三腳小擲三腳小擲三腳小擲三腳小

櫈櫈櫈櫈、、、、擲靴子以至擲手機擲靴子以至擲手機擲靴子以至擲手機擲靴子以至擲手機，，，，各式各樣各式各樣各式各樣各式各樣

看來看來看來看來KUSO無厘頭的競賽都如火無厘頭的競賽都如火無厘頭的競賽都如火無厘頭的競賽都如火

如荼的進行著如荼的進行著如荼的進行著如荼的進行著，，，，即使比賽方式即使比賽方式即使比賽方式即使比賽方式

十分滑稽十分滑稽十分滑稽十分滑稽，，，，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賽者

則煞有其事的嚴肅比賽則煞有其事的嚴肅比賽則煞有其事的嚴肅比賽則煞有其事的嚴肅比賽。。。。芬蘭人則芬蘭人則芬蘭人則芬蘭人則

掌握地主優勢掌握地主優勢掌握地主優勢掌握地主優勢，，，，在每項跟芬蘭民情在每項跟芬蘭民情在每項跟芬蘭民情在每項跟芬蘭民情

息息相關的競賽中息息相關的競賽中息息相關的競賽中息息相關的競賽中，，，，大多數都能拔大多數都能拔大多數都能拔大多數都能拔

得頭籌得頭籌得頭籌得頭籌。。。。

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
芬蘭芬蘭芬蘭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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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怪世界錦鏢大賽

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http://life.newscandinaviandesign.com/?p=328 



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鏢大賽

桑桑桑桑拿浴可說是芬蘭的代表性傳拿浴可說是芬蘭的代表性傳拿浴可說是芬蘭的代表性傳拿浴可說是芬蘭的代表性傳

統統統統，，，，擁有五百五十萬人口的芬蘭擁有五百五十萬人口的芬蘭擁有五百五十萬人口的芬蘭擁有五百五十萬人口的芬蘭，，，，

竟有一百五十萬個芬蘭浴場竟有一百五十萬個芬蘭浴場竟有一百五十萬個芬蘭浴場竟有一百五十萬個芬蘭浴場。。。。

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
芬蘭芬蘭芬蘭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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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拿浴大賽

首都赫爾辛基是最佳的桑拿勝地首都赫爾辛基是最佳的桑拿勝地首都赫爾辛基是最佳的桑拿勝地首都赫爾辛基是最佳的桑拿勝地，，，，

各地散佈著傳統及現代的桑拿浴各地散佈著傳統及現代的桑拿浴各地散佈著傳統及現代的桑拿浴各地散佈著傳統及現代的桑拿浴

場場場場。。。。桑拿浴即是蒸汽浴桑拿浴即是蒸汽浴桑拿浴即是蒸汽浴桑拿浴即是蒸汽浴，，，，對洗蒸汽對洗蒸汽對洗蒸汽對洗蒸汽

浴芬蘭人很有自己的一套浴芬蘭人很有自己的一套浴芬蘭人很有自己的一套浴芬蘭人很有自己的一套。。。。桑拿室桑拿室桑拿室桑拿室

是完全木造的建造是完全木造的建造是完全木造的建造是完全木造的建造，，，，其中包括蒸汽其中包括蒸汽其中包括蒸汽其中包括蒸汽

房房房房、、、、洗澡間和更衣室洗澡間和更衣室洗澡間和更衣室洗澡間和更衣室。。。。進入蒸汽浴進入蒸汽浴進入蒸汽浴進入蒸汽浴

室享受熱氣蒸浴同時室享受熱氣蒸浴同時室享受熱氣蒸浴同時室享受熱氣蒸浴同時，，，，以浸軟白樺以浸軟白樺以浸軟白樺以浸軟白樺

樹枝葉拍打身體樹枝葉拍打身體樹枝葉拍打身體樹枝葉拍打身體，，，，幫助血液循環幫助血液循環幫助血液循環幫助血液循環，，，，

使皮膚毛孔張開使皮膚毛孔張開使皮膚毛孔張開使皮膚毛孔張開，，，，大量出汗大量出汗大量出汗大量出汗。。。。

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http://www.the-ascott.com�桑拿室一角



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鏢大賽

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
芬蘭芬蘭芬蘭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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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十屆桑拿浴世界錦標賽在芬蘭黑諾拉舉行十屆桑拿浴世界錦標賽在芬蘭黑諾拉舉行十屆桑拿浴世界錦標賽在芬蘭黑諾拉舉行十屆桑拿浴世界錦標賽在芬蘭黑諾拉舉行，，，，來自二十三個國家和地來自二十三個國家和地來自二十三個國家和地來自二十三個國家和地

區的一百六十多名選手區的一百六十多名選手區的一百六十多名選手區的一百六十多名選手

參加了比賽參加了比賽參加了比賽參加了比賽。。。。根據比賽根據比賽根據比賽根據比賽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選手要在溫度高選手要在溫度高選手要在溫度高選手要在溫度高

達攝氏達攝氏達攝氏達攝氏110度的桑拿屋度的桑拿屋度的桑拿屋度的桑拿屋

裡蒸桑拿裡蒸桑拿裡蒸桑拿裡蒸桑拿，，，，時間最長者時間最長者時間最長者時間最長者

為優勝者為優勝者為優勝者為優勝者。。。。

桑拿浴大賽�
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http://expo.people.com.cn/BIG5/58536/7644764.html



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鏢大賽

背背背背夫人比賽舉行於芬蘭蘇卡夫人比賽舉行於芬蘭蘇卡夫人比賽舉行於芬蘭蘇卡夫人比賽舉行於芬蘭蘇卡

湖城湖城湖城湖城，，，，只要是一男一女就可參只要是一男一女就可參只要是一男一女就可參只要是一男一女就可參

加加加加，，，，條件是女方體重得在條件是女方體重得在條件是女方體重得在條件是女方體重得在49公公公公
斤以上斤以上斤以上斤以上。。。。參賽者必須背著太太參賽者必須背著太太參賽者必須背著太太參賽者必須背著太太

在特別設計過的場地涉水跨在特別設計過的場地涉水跨在特別設計過的場地涉水跨在特別設計過的場地涉水跨

欄欄欄欄。。。。背夫人比賽據稱起源於背夫人比賽據稱起源於背夫人比賽據稱起源於背夫人比賽據稱起源於19
世紀末的偷女人習俗世紀末的偷女人習俗世紀末的偷女人習俗世紀末的偷女人習俗，，，，不過演不過演不過演不過演

變至今變至今變至今變至今，，，，已經成為芬蘭夏日吸已經成為芬蘭夏日吸已經成為芬蘭夏日吸已經成為芬蘭夏日吸

引觀光客的著名活動引觀光客的著名活動引觀光客的著名活動引觀光客的著名活動。。。。

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
芬蘭芬蘭芬蘭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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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比賽(wife-carrying)

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照片來源：：：：http://www.visitfinland.com.cn

�先生必須抱著或扛著妻子
越過10公尺長的水坑

背



含蓄芬蘭與古怪世界錦鏢大賽

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主題國家
芬蘭芬蘭芬蘭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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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年年年7月的背夫人大賽共有來月的背夫人大賽共有來月的背夫人大賽共有來月的背夫人大賽共有來

自自自自13個國家的個國家的個國家的個國家的48支隊伍參加支隊伍參加支隊伍參加支隊伍參加。。。。特特特特

別的是別的是別的是別的是，，，，這次有名重達這次有名重達這次有名重達這次有名重達120公斤的公斤的公斤的公斤的

婦女參賽婦女參賽婦女參賽婦女參賽，，，，看的出這位先生用心良看的出這位先生用心良看的出這位先生用心良看的出這位先生用心良

苦苦苦苦，，，，不過也比較屬於玩票性質不過也比較屬於玩票性質不過也比較屬於玩票性質不過也比較屬於玩票性質。。。。獲獲獲獲

勝的是愛沙尼亞隊伍勝的是愛沙尼亞隊伍勝的是愛沙尼亞隊伍勝的是愛沙尼亞隊伍，，，，是比賽常勝是比賽常勝是比賽常勝是比賽常勝

軍軍軍軍，，，，過去過去過去過去10年來年來年來年來，，，，冠軍頭銜都是由冠軍頭銜都是由冠軍頭銜都是由冠軍頭銜都是由

他們國家拿下他們國家拿下他們國家拿下他們國家拿下。。。。冠軍能獲得跟女伴冠軍能獲得跟女伴冠軍能獲得跟女伴冠軍能獲得跟女伴

體重一樣重的啤酒體重一樣重的啤酒體重一樣重的啤酒體重一樣重的啤酒。。。。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http://expo.people.com.cn/BIG5/58536/7644764.html
http://big5.chinataiwan.org/tp/jctp/200807/t20080708_689947.htm

����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延伸閱讀：：：：
http://big5.chinabroadcast.cn/gate/big5/gb.cri.cn/7383/more/7705/more7705_3.htm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猜忌。占有。懷疑。純真。友誼。勇氣。適者
生存的殘酷現實。沉默歷史的荒誕與悲悽。在
絕望氛圍中等待希望。寂寞愛情裡看見綠光。
平淡的情感間重拾悸動。哭過笑過，對生命保
持熱情，然後我們重新感受這個世界的美好。

Latest European 
MOVIE S ■■■■文文文文／／／／資料彙整資料彙整資料彙整資料彙整：：：：四技部應華系四技部應華系四技部應華系四技部應華系 陳儒貞陳儒貞陳儒貞陳儒貞

最新歐洲電影介紹



Latest European MOVIES

布拉格練習曲 EMPTIES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
歐洲電影歐洲電影歐洲電影歐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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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

教了大半輩子的書教了大半輩子的書教了大半輩子的書教了大半輩子的書，，，，喬瑟夫突然發現他一丁點兒也不懂他喬瑟夫突然發現他一丁點兒也不懂他喬瑟夫突然發現他一丁點兒也不懂他喬瑟夫突然發現他一丁點兒也不懂他

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的學生。。。。於是他辭職了於是他辭職了於是他辭職了於是他辭職了。。。。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惹得妻子很不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惹得妻子很不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惹得妻子很不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惹得妻子很不

爽爽爽爽，，，，尤其這個好色尤其這個好色尤其這個好色尤其這個好色、、、、好奇心過剩的丈夫好奇心過剩的丈夫好奇心過剩的丈夫好奇心過剩的丈夫，，，，無法忍受在家中與無法忍受在家中與無法忍受在家中與無法忍受在家中與

老婆面面相覷老婆面面相覷老婆面面相覷老婆面面相覷，，，，每晚都幻想著關於妙齡女郎的春夢每晚都幻想著關於妙齡女郎的春夢每晚都幻想著關於妙齡女郎的春夢每晚都幻想著關於妙齡女郎的春夢、、、、甚至跑甚至跑甚至跑甚至跑

去外頭打零工去外頭打零工去外頭打零工去外頭打零工…。。。。

有些事現在不做，老了再做也可以！

【捷克】

����上映日期上映日期上映日期上映日期：：：：2008/10/09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劇情劇情劇情劇情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1時時時時40分分分分
����導導導導 演演演演：：：：【【【【烈日長紅烈日長紅烈日長紅烈日長紅】】】】楊楊楊楊 斯維拉克斯維拉克斯維拉克斯維拉克(Jan Svěěěěrák)
����演演演演 員員員員：：：：【【【【遊子遊子遊子遊子】】】】茲涅斯維拉克茲涅斯維拉克茲涅斯維拉克茲涅斯維拉克(Zdenek Sverák)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
歐洲電影歐洲電影歐洲電影歐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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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個雞婆的男人內心卻有另一套說詞不過這個雞婆的男人內心卻有另一套說詞不過這個雞婆的男人內心卻有另一套說詞不過這個雞婆的男人內心卻有另一套說詞：：：：堅信自己依舊能為城市帶來貢獻堅信自己依舊能為城市帶來貢獻堅信自己依舊能為城市帶來貢獻堅信自己依舊能為城市帶來貢獻，，，，他要漫遊他要漫遊他要漫遊他要漫遊

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布拉格需要他布拉格需要他布拉格需要他布拉格需要他！！！！不幸的是不幸的是不幸的是不幸的是，，，，面對這座城市面對這座城市面對這座城市面對這座城市，，，，他從老師變成學生他從老師變成學生他從老師變成學生他從老師變成學生，，，，68歲的他甚至當歲的他甚至當歲的他甚至當歲的他甚至當

起騎腳踏車飆速的快遞先生起騎腳踏車飆速的快遞先生起騎腳踏車飆速的快遞先生起騎腳踏車飆速的快遞先生。。。。

然而想做的工作最後總會被搞砸然而想做的工作最後總會被搞砸然而想做的工作最後總會被搞砸然而想做的工作最後總會被搞砸、、、、

熱心好事卻把事情變得錯綜複雜熱心好事卻把事情變得錯綜複雜熱心好事卻把事情變得錯綜複雜熱心好事卻把事情變得錯綜複雜。。。。讓讓讓讓

情況糟到谷底的是情況糟到谷底的是情況糟到谷底的是情況糟到谷底的是：：：：事情搞得團團亂事情搞得團團亂事情搞得團團亂事情搞得團團亂

之後之後之後之後，，，，喬瑟夫赫然發現喬瑟夫赫然發現喬瑟夫赫然發現喬瑟夫赫然發現：：：：布拉格最讓布拉格最讓布拉格最讓布拉格最讓

人心跳的景致竟與他同在一個屋簷下人心跳的景致竟與他同在一個屋簷下人心跳的景致竟與他同在一個屋簷下人心跳的景致竟與他同在一個屋簷下

。。。。為了重拾與老婆初戀般的悸動為了重拾與老婆初戀般的悸動為了重拾與老婆初戀般的悸動為了重拾與老婆初戀般的悸動，，，，這這這這

回他勢必要策劃一場戲劇般的冒險回他勢必要策劃一場戲劇般的冒險回他勢必要策劃一場戲劇般的冒險回他勢必要策劃一場戲劇般的冒險

旅程旅程旅程旅程…。。。。

Latest European MOVIES

布拉格練習曲 EMPTIES
有些事現在不做，老了再做也可以！

【捷克】



Latest European MOVIES

綠光 Le Rayon vert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
歐洲電影歐洲電影歐洲電影歐洲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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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

盛夏的七月天盛夏的七月天盛夏的七月天盛夏的七月天，，，，黛芬原本計畫與朋友一起消磨假期黛芬原本計畫與朋友一起消磨假期黛芬原本計畫與朋友一起消磨假期黛芬原本計畫與朋友一起消磨假期，，，，卻卻卻卻

臨時被爽約臨時被爽約臨時被爽約臨時被爽約。。。。與男友分手多時的她與男友分手多時的她與男友分手多時的她與男友分手多時的她，，，，頓時感到一陣說不出頓時感到一陣說不出頓時感到一陣說不出頓時感到一陣說不出

的寂寞的寂寞的寂寞的寂寞，，，，不願繼續待在巴黎這座不見陽光的空城不願繼續待在巴黎這座不見陽光的空城不願繼續待在巴黎這座不見陽光的空城不願繼續待在巴黎這座不見陽光的空城，，，，啟程前啟程前啟程前啟程前

往尋找心中的陽光往尋找心中的陽光往尋找心中的陽光往尋找心中的陽光。。。。旅途上旅途上旅途上旅途上，，，，她無意聽見一群婦人討論一她無意聽見一群婦人討論一她無意聽見一群婦人討論一她無意聽見一群婦人討論一

本叫本叫本叫本叫「「「「綠光綠光綠光綠光」」」」的小說的小說的小說的小說，，，，並被他們描繪的那道光芒深深吸並被他們描繪的那道光芒深深吸並被他們描繪的那道光芒深深吸並被他們描繪的那道光芒深深吸

引引引引。。。。黛芬決心等待綠光的同時黛芬決心等待綠光的同時黛芬決心等待綠光的同時黛芬決心等待綠光的同時，，，，也等待愛情也等待愛情也等待愛情也等待愛情。。。。

祈禱吧，祈禱更多的陽光...

【法國】

����上映日期上映日期上映日期上映日期：：：：2008/09/26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劇情劇情劇情劇情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1時時時時30分分分分
����導導導導 演演演演：：：：艾力克艾力克艾力克艾力克‧‧‧‧侯麥侯麥侯麥侯麥(ÉRIC ROHMER)
����演演演演 員員員員：：：：瑪莉瑪莉瑪莉瑪莉‧‧‧‧希維耶希維耶希維耶希維耶(MARIE RIVIÈRE)



Latest European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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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光綠光綠光綠光】】】】是描寫是描寫是描寫是描寫「「「「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最偉大的作品最偉大的作品最偉大的作品最偉大的作品，，，，期待假期期待假期期待假期期待假期

的到來的到來的到來的到來，，，，期待愛情的來臨期待愛情的來臨期待愛情的來臨期待愛情的來臨。。。。被封為愛情大師的侯麥被封為愛情大師的侯麥被封為愛情大師的侯麥被封為愛情大師的侯麥，，，，

善於處理主人翁內心細緻的情感起伏善於處理主人翁內心細緻的情感起伏善於處理主人翁內心細緻的情感起伏善於處理主人翁內心細緻的情感起伏，，，，經由一場場精經由一場場精經由一場場精經由一場場精

彩的對話辯證真理彩的對話辯證真理彩的對話辯證真理彩的對話辯證真理，，，，剝去外在包覆的價值觀剝去外在包覆的價值觀剝去外在包覆的價值觀剝去外在包覆的價值觀。。。。

【【【【綠光綠光綠光綠光】】】】的女主角黛芬不想要自己旅行的女主角黛芬不想要自己旅行的女主角黛芬不想要自己旅行的女主角黛芬不想要自己旅行，，，，卻又因內卻又因內卻又因內卻又因內

向的個性找不到同遊的朋友向的個性找不到同遊的朋友向的個性找不到同遊的朋友向的個性找不到同遊的朋友。。。。她往返巴黎和其他城市她往返巴黎和其他城市她往返巴黎和其他城市她往返巴黎和其他城市

，，，，努力尋找心靈的寄託努力尋找心靈的寄託努力尋找心靈的寄託努力尋找心靈的寄託，，，，卻無功而返使她陷入更哀傷卻無功而返使她陷入更哀傷卻無功而返使她陷入更哀傷卻無功而返使她陷入更哀傷

的情緒的情緒的情緒的情緒。。。。這種無法和他人交流的壓抑這種無法和他人交流的壓抑這種無法和他人交流的壓抑這種無法和他人交流的壓抑，，，，迫使黛芬一次迫使黛芬一次迫使黛芬一次迫使黛芬一次

次以眼淚宣洩次以眼淚宣洩次以眼淚宣洩次以眼淚宣洩，，，，不管在草地上不管在草地上不管在草地上不管在草地上、、、、風裡風裡風裡風裡、、、、沙灘邊沙灘邊沙灘邊沙灘邊、、、、海濱的小城海濱的小城海濱的小城海濱的小城，，，，獨自一人或與陌生人聊天獨自一人或與陌生人聊天獨自一人或與陌生人聊天獨自一人或與陌生人聊天，，，，

黛芬都清醒意識到自己的孤單黛芬都清醒意識到自己的孤單黛芬都清醒意識到自己的孤單黛芬都清醒意識到自己的孤單。。。。其實其實其實其實，，，，黛芬的靈魂只是在等待命運的暗示黛芬的靈魂只是在等待命運的暗示黛芬的靈魂只是在等待命運的暗示黛芬的靈魂只是在等待命運的暗示，，，，在看到綠光在看到綠光在看到綠光在看到綠光

的那一剎那的那一剎那的那一剎那的那一剎那，，，，她終於洞悉了內心的真實情感她終於洞悉了內心的真實情感她終於洞悉了內心的真實情感她終於洞悉了內心的真實情感。。。。

祈禱吧，祈禱更多的陽光...

【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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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

一個滿臉雀斑一個滿臉雀斑一個滿臉雀斑一個滿臉雀斑、、、、稚氣可愛稚氣可愛稚氣可愛稚氣可愛，，，，姿態與裝扮都像極了彼得潘的姿態與裝扮都像極了彼得潘的姿態與裝扮都像極了彼得潘的姿態與裝扮都像極了彼得潘的

小女孩小女孩小女孩小女孩，，，，成長在自然樸質的山水中成長在自然樸質的山水中成長在自然樸質的山水中成長在自然樸質的山水中。。。。某個秋日早晨某個秋日早晨某個秋日早晨某個秋日早晨，，，，小女孩小女孩小女孩小女孩

踏著輕鬆的步伐走在彎彎曲曲的小徑上踏著輕鬆的步伐走在彎彎曲曲的小徑上踏著輕鬆的步伐走在彎彎曲曲的小徑上踏著輕鬆的步伐走在彎彎曲曲的小徑上，，，，途中有個皮毛閃著途中有個皮毛閃著途中有個皮毛閃著途中有個皮毛閃著

光澤光澤光澤光澤，，，，眼神銳利眼神銳利眼神銳利眼神銳利，，，，動作靈活的動物吸引了女孩所有的目光動作靈活的動物吸引了女孩所有的目光動作靈活的動物吸引了女孩所有的目光動作靈活的動物吸引了女孩所有的目光，，，，

「「「「它好漂亮它好漂亮它好漂亮它好漂亮，，，，我想馴養它我想馴養它我想馴養它我想馴養它！」！」！」！」女孩發自內心地讚嘆著女孩發自內心地讚嘆著女孩發自內心地讚嘆著女孩發自內心地讚嘆著，，，，它就它就它就它就

是本片另一個主角是本片另一個主角是本片另一個主角是本片另一個主角－－－－狐狸狐狸狐狸狐狸。。。。

任何關係的開端總有著長長的距離…

【法國】

����上映日期上映日期上映日期上映日期：：：：2008/09/12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奇幻奇幻奇幻奇幻、、、、劇情劇情劇情劇情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1時時時時32分分分分
����導導導導 演演演演：：：：呂克賈奎呂克賈奎呂克賈奎呂克賈奎
����演演演演 員員員員：：：：Bertille Noël-Brun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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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但就像但就像但就像《《《《小王子小王子小王子小王子》》》》書中所說書中所說書中所說書中所說，，，，任何關係的任何關係的任何關係的任何關係的

開端總有著長長的距離開端總有著長長的距離開端總有著長長的距離開端總有著長長的距離，，，，狐狸看到了陌生人狐狸看到了陌生人狐狸看到了陌生人狐狸看到了陌生人

選擇倉皇離去選擇倉皇離去選擇倉皇離去選擇倉皇離去。。。。從那天開始從那天開始從那天開始從那天開始，，，，女孩時時刻刻女孩時時刻刻女孩時時刻刻女孩時時刻刻

思念著狐狸思念著狐狸思念著狐狸思念著狐狸，，，，並且耐心並且耐心並且耐心並且耐心、、、、勇敢地找尋她的狐勇敢地找尋她的狐勇敢地找尋她的狐勇敢地找尋她的狐

狸狸狸狸，，，，這段歷險過程裡這段歷險過程裡這段歷險過程裡這段歷險過程裡，，，，小女孩看到了各種可小女孩看到了各種可小女孩看到了各種可小女孩看到了各種可

愛俏皮的小動物愛俏皮的小動物愛俏皮的小動物愛俏皮的小動物，，，，也見證了食物鏈中也見證了食物鏈中也見證了食物鏈中也見證了食物鏈中，，，，物競物競物競物競

天擇天擇天擇天擇、、、、適者生存的殘酷與現實適者生存的殘酷與現實適者生存的殘酷與現實適者生存的殘酷與現實。。。。

終於終於終於終於，，，，女孩找到了狐狸女孩找到了狐狸女孩找到了狐狸女孩找到了狐狸，，，，兩者在生疏兩者在生疏兩者在生疏兩者在生疏、、、、猜猜猜猜

疑疑疑疑、、、、熟稔熟稔熟稔熟稔、、、、捉弄捉弄捉弄捉弄、、、、鬧彆扭中建立了日益深厚鬧彆扭中建立了日益深厚鬧彆扭中建立了日益深厚鬧彆扭中建立了日益深厚

的情誼的情誼的情誼的情誼，，，，彼此期待彼此期待彼此期待彼此期待、、、、保護保護保護保護、、、、遊樂遊樂遊樂遊樂，，，，狐狸也狐狸也狐狸也狐狸也

帶領著女孩潛入山林帶領著女孩潛入山林帶領著女孩潛入山林帶領著女孩潛入山林，，，，見識了大自然的神見識了大自然的神見識了大自然的神見識了大自然的神

奇瑰麗奇瑰麗奇瑰麗奇瑰麗，，，，一切似乎如此美好一切似乎如此美好一切似乎如此美好一切似乎如此美好，，，，但他們但他們但他們但他們

任何關係的開端總有著長長的距離…

【法國】

或許不知道或許不知道或許不知道或許不知道，，，，在前方有很大的考驗等著他在前方有很大的考驗等著他在前方有很大的考驗等著他在前方有很大的考驗等著他

們們們們，，，，而且就存在於兩者的內心與天性中而且就存在於兩者的內心與天性中而且就存在於兩者的內心與天性中而且就存在於兩者的內心與天性中。。。。

這段冒險旅程這段冒險旅程這段冒險旅程這段冒險旅程，，，，不但改變了小女孩的生活不但改變了小女孩的生活不但改變了小女孩的生活不但改變了小女孩的生活

與視野與視野與視野與視野，，，，也將改變你我的也將改變你我的也將改變你我的也將改變你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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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European MOVIES

愛在波蘭戰火時 KATYN
被迫分離的我們，是否能再相聚？

【波蘭】

����上映日期上映日期上映日期上映日期：：：：2008/08/15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戰爭戰爭戰爭戰爭、、、、劇情劇情劇情劇情 ����片長片長片長片長：：：：2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導導導導 演演演演：：：：安德烈華依達安德烈華依達安德烈華依達安德烈華依達（（（（Andrzej Wajda））））

����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

二次大戰期間二次大戰期間二次大戰期間二次大戰期間，，，，德國德國德國德國、、、、蘇聯聯手瓜分波蘭蘇聯聯手瓜分波蘭蘇聯聯手瓜分波蘭蘇聯聯手瓜分波蘭，，，，蘇聯俘虜蘇聯俘虜蘇聯俘虜蘇聯俘虜

了波蘭軍隊並佯裝示好了波蘭軍隊並佯裝示好了波蘭軍隊並佯裝示好了波蘭軍隊並佯裝示好，，，，以爭取他們的投效以爭取他們的投效以爭取他們的投效以爭取他們的投效…。。。。安娜的安娜的安娜的安娜的

丈夫安德烈是名波蘭軍官丈夫安德烈是名波蘭軍官丈夫安德烈是名波蘭軍官丈夫安德烈是名波蘭軍官，，，，他依戰俘協定必須遣往蘇他依戰俘協定必須遣往蘇他依戰俘協定必須遣往蘇他依戰俘協定必須遣往蘇

聯聯聯聯。。。。無論安娜和女兒如何懇求他留下無論安娜和女兒如何懇求他留下無論安娜和女兒如何懇求他留下無論安娜和女兒如何懇求他留下，，，，他還是得跟著部他還是得跟著部他還是得跟著部他還是得跟著部

隊離開了家隊離開了家隊離開了家隊離開了家…。。。。安娜帶著女兒逃往南部克拉科的婆家避安娜帶著女兒逃往南部克拉科的婆家避安娜帶著女兒逃往南部克拉科的婆家避安娜帶著女兒逃往南部克拉科的婆家避

難難難難，，，，不料卻遇上了德軍與紅軍的東西夾擊不料卻遇上了德軍與紅軍的東西夾擊不料卻遇上了德軍與紅軍的東西夾擊不料卻遇上了德軍與紅軍的東西夾擊…。。。。此時此時此時此時，，，，一一一一

名蘇聯軍官救了安娜名蘇聯軍官救了安娜名蘇聯軍官救了安娜名蘇聯軍官救了安娜，，，，並希望安娜能嫁給他並希望安娜能嫁給他並希望安娜能嫁給他並希望安娜能嫁給他，，，，但遭到了但遭到了但遭到了但遭到了

安娜的斷然拒絕安娜的斷然拒絕安娜的斷然拒絕安娜的斷然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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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European MOVIES

愛在波蘭戰火時 KATYN
被迫分離的我們，是否能再相聚？

【波蘭】

歷盡千辛萬苦歷盡千辛萬苦歷盡千辛萬苦歷盡千辛萬苦，，，，安娜終於回到了婆家安娜終於回到了婆家安娜終於回到了婆家安娜終於回到了婆家，，，，卻卻卻卻

發現在大學教書的公公發現在大學教書的公公發現在大學教書的公公發現在大學教書的公公，，，，已遭到了德軍的逮已遭到了德軍的逮已遭到了德軍的逮已遭到了德軍的逮

捕捕捕捕。。。。安娜只好暫時到照相館工作安娜只好暫時到照相館工作安娜只好暫時到照相館工作安娜只好暫時到照相館工作，，，，藉著與丈藉著與丈藉著與丈藉著與丈

夫的書信往返夫的書信往返夫的書信往返夫的書信往返，，，，一解相思之苦一解相思之苦一解相思之苦一解相思之苦。。。。然而丈夫安然而丈夫安然而丈夫安然而丈夫安

德烈突然失去了聯絡德烈突然失去了聯絡德烈突然失去了聯絡德烈突然失去了聯絡，，，，頓時讓安娜心急如頓時讓安娜心急如頓時讓安娜心急如頓時讓安娜心急如

焚焚焚焚…。。。。某日某日某日某日，，，，同袍帶來了安德烈的死訊同袍帶來了安德烈的死訊同袍帶來了安德烈的死訊同袍帶來了安德烈的死訊，，，，但但但但

任憑安娜翻遍所有死亡名單任憑安娜翻遍所有死亡名單任憑安娜翻遍所有死亡名單任憑安娜翻遍所有死亡名單，，，，就是全然找不就是全然找不就是全然找不就是全然找不

到丈夫安德烈的名字到丈夫安德烈的名字到丈夫安德烈的名字到丈夫安德烈的名字。。。。憂喜參半的她憑著直憂喜參半的她憑著直憂喜參半的她憑著直憂喜參半的她憑著直

覺覺覺覺，，，，堅信丈夫將會活著回家團聚堅信丈夫將會活著回家團聚堅信丈夫將會活著回家團聚堅信丈夫將會活著回家團聚，，，，直到她輾直到她輾直到她輾直到她輾

轉獲得安德烈遺失在蘇聯邊界卡廷森林中的轉獲得安德烈遺失在蘇聯邊界卡廷森林中的轉獲得安德烈遺失在蘇聯邊界卡廷森林中的轉獲得安德烈遺失在蘇聯邊界卡廷森林中的

一本日記一本日記一本日記一本日記…。。。。究竟安德烈人去了哪裡究竟安德烈人去了哪裡究竟安德烈人去了哪裡究竟安德烈人去了哪裡？？？？安娜安娜安娜安娜

最後能找到他嗎最後能找到他嗎最後能找到他嗎最後能找到他嗎？？？？而安德烈的日記裡而安德烈的日記裡而安德烈的日記裡而安德烈的日記裡，，，，又寫又寫又寫又寫

了什麼秘密了什麼秘密了什麼秘密了什麼秘密？？？？一樁驚天撼地的世紀秘辛一樁驚天撼地的世紀秘辛一樁驚天撼地的世紀秘辛一樁驚天撼地的世紀秘辛，，，，

即將揭開即將揭開即將揭開即將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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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總結
小編個人很喜愛看電影小編個人很喜愛看電影小編個人很喜愛看電影小編個人很喜愛看電影。。。。從電影中可以發從電影中可以發從電影中可以發從電影中可以發

現不同國家有不同風情現不同國家有不同風情現不同國家有不同風情現不同國家有不同風情，，，，甚至各大洲的電影甚至各大洲的電影甚至各大洲的電影甚至各大洲的電影

風格也不一風格也不一風格也不一風格也不一，，，，各具特色各具特色各具特色各具特色。。。。在此介紹幾部相當在此介紹幾部相當在此介紹幾部相當在此介紹幾部相當

具國際好評具國際好評具國際好評具國際好評，，，，且具有歐洲文化素養的電影讓且具有歐洲文化素養的電影讓且具有歐洲文化素養的電影讓且具有歐洲文化素養的電影讓

大家認識大家認識大家認識大家認識。。。。

【【【【布拉格練習曲布拉格練習曲布拉格練習曲布拉格練習曲】】】】

這是一部具幽默卻又有思考意義的片子這是一部具幽默卻又有思考意義的片子這是一部具幽默卻又有思考意義的片子這是一部具幽默卻又有思考意義的片子。。。。

未來藍圖如何鋪陳相信讓大家都很迷惘未來藍圖如何鋪陳相信讓大家都很迷惘未來藍圖如何鋪陳相信讓大家都很迷惘未來藍圖如何鋪陳相信讓大家都很迷惘，，，，那那那那

不確定感使我們感到害怕不確定感使我們感到害怕不確定感使我們感到害怕不確定感使我們感到害怕，，，，卻忽略周遭生活卻忽略周遭生活卻忽略周遭生活卻忽略周遭生活

的美好事物的美好事物的美好事物的美好事物。。。。這是一種人生智慧這是一種人生智慧這是一種人生智慧這是一種人生智慧，，，，如何以幽如何以幽如何以幽如何以幽

默態度面對生活默態度面對生活默態度面對生活默態度面對生活？？？？如何活出自我價值如何活出自我價值如何活出自我價值如何活出自我價值？？？？主角主角主角主角

將引領我們一探究竟將引領我們一探究竟將引領我們一探究竟將引領我們一探究竟。。。。再者再者再者再者，，，，片中很重要片中很重要片中很重要片中很重要

的橋段的橋段的橋段的橋段－－－－夫妻相處之情夫妻相處之情夫妻相處之情夫妻相處之情。。。。對比現今趨勢對比現今趨勢對比現今趨勢對比現今趨勢

的速食愛情的速食愛情的速食愛情的速食愛情，，，，老一輩的長年婚姻實在令老一輩的長年婚姻實在令老一輩的長年婚姻實在令老一輩的長年婚姻實在令

■■■■文文文文：：：：四技部應華系四技部應華系四技部應華系四技部應華系 陳儒貞陳儒貞陳儒貞陳儒貞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夫妻間的相處之道是一門大學問夫妻間的相處之道是一門大學問夫妻間的相處之道是一門大學問夫妻間的相處之道是一門大學問，，，，尤尤尤尤

其看兩個個性迥異的夫妻切磋琢磨其看兩個個性迥異的夫妻切磋琢磨其看兩個個性迥異的夫妻切磋琢磨其看兩個個性迥異的夫妻切磋琢磨，，，，激出的激出的激出的激出的

火花真是不同凡響火花真是不同凡響火花真是不同凡響火花真是不同凡響。。。。感情平淡卻不假感情平淡卻不假感情平淡卻不假感情平淡卻不假。。。。雖過雖過雖過雖過

程中不一定對其保持熱情及新鮮度程中不一定對其保持熱情及新鮮度程中不一定對其保持熱情及新鮮度程中不一定對其保持熱情及新鮮度，，，，卻能在卻能在卻能在卻能在

崎路之後回歸最初的美好崎路之後回歸最初的美好崎路之後回歸最初的美好崎路之後回歸最初的美好。。。。對生活對生活對生活對生活、、、、生命保生命保生命保生命保

持熱情持熱情持熱情持熱情，，，，進而感受這周圍進而感受這周圍進而感受這周圍進而感受這周圍、、、、這城市的美好這城市的美好這城市的美好這城市的美好，，，，

我想我想我想我想，，，，這很必須這很必須這很必須這很必須。。。。

【【【【綠光綠光綠光綠光】】】】

這是一部需要細細品嚐這是一部需要細細品嚐這是一部需要細細品嚐這是一部需要細細品嚐、、、、細細體會的電細細體會的電細細體會的電細細體會的電

影影影影，，，，簡言之簡言之簡言之簡言之，，，，是一部有別於好萊塢式的電是一部有別於好萊塢式的電是一部有別於好萊塢式的電是一部有別於好萊塢式的電

影影影影。。。。觀看本片就如在讀小說般觀看本片就如在讀小說般觀看本片就如在讀小說般觀看本片就如在讀小說般，，，，必須細嚼慢必須細嚼慢必須細嚼慢必須細嚼慢

嚥嚥嚥嚥。。。。細節部分的處理細節部分的處理細節部分的處理細節部分的處理，，，，正是侯麥大師之擅正是侯麥大師之擅正是侯麥大師之擅正是侯麥大師之擅

長長長長。。。。而做到而做到而做到而做到「「「「無招勝有招無招勝有招無招勝有招無招勝有招」－」－」－」－看似沒結構的看似沒結構的看似沒結構的看似沒結構的

電影卻有一層層策劃在電影卻有一層層策劃在電影卻有一層層策劃在電影卻有一層層策劃在，，，，這又是另一境地這又是另一境地這又是另一境地這又是另一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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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讓人感覺彷彿置身於其中般本片讓人感覺彷彿置身於其中般本片讓人感覺彷彿置身於其中般本片讓人感覺彷彿置身於其中般，，，，相當生相當生相當生相當生

活化活化活化活化。。。。人物語言寫實人物語言寫實人物語言寫實人物語言寫實、、、、傳遞透徹傳遞透徹傳遞透徹傳遞透徹，，，，且幾乎是且幾乎是且幾乎是且幾乎是

實景拍攝實景拍攝實景拍攝實景拍攝、、、、現場收音現場收音現場收音現場收音。。。。又能將海灘又能將海灘又能將海灘又能將海灘、、、、街頭大街頭大街頭大街頭大

量群眾自然入戲量群眾自然入戲量群眾自然入戲量群眾自然入戲，，，，彷彿就在周遭般彷彿就在周遭般彷彿就在周遭般彷彿就在周遭般。。。。內容大內容大內容大內容大

綱是一般題材綱是一般題材綱是一般題材綱是一般題材，，，，卻沒有一般片中激烈的表卻沒有一般片中激烈的表卻沒有一般片中激烈的表卻沒有一般片中激烈的表

現現現現，，，，而是用一種更沉穩的表演方式來表達而是用一種更沉穩的表演方式來表達而是用一種更沉穩的表演方式來表達而是用一種更沉穩的表演方式來表達，，，，

並不會讓觀眾感到過於悲傷並不會讓觀眾感到過於悲傷並不會讓觀眾感到過於悲傷並不會讓觀眾感到過於悲傷。。。。

【【【【狐狸與我狐狸與我狐狸與我狐狸與我】】】】

這是風格比較輕鬆一點的大眾電影這是風格比較輕鬆一點的大眾電影這是風格比較輕鬆一點的大眾電影這是風格比較輕鬆一點的大眾電影，，，，亦是亦是亦是亦是

適合闔家觀賞的好片適合闔家觀賞的好片適合闔家觀賞的好片適合闔家觀賞的好片。。。。從四季變遷美的令人從四季變遷美的令人從四季變遷美的令人從四季變遷美的令人

屏息的景致屏息的景致屏息的景致屏息的景致，，，，到動物之間近身追逐的影子到動物之間近身追逐的影子到動物之間近身追逐的影子到動物之間近身追逐的影子，，，，

那場景是多麼吸引人那場景是多麼吸引人那場景是多麼吸引人那場景是多麼吸引人。。。。小孩被收服地服服小孩被收服地服服小孩被收服地服服小孩被收服地服服

貼貼開始看戲貼貼開始看戲貼貼開始看戲貼貼開始看戲，，，，而父母們也開始遙想那而父母們也開始遙想那而父母們也開始遙想那而父母們也開始遙想那

美好的稚真童年美好的稚真童年美好的稚真童年美好的稚真童年。。。。隨著狐狸與小女孩的隨著狐狸與小女孩的隨著狐狸與小女孩的隨著狐狸與小女孩的

互動互動互動互動，，，，親子之間更加密切而溫馨親子之間更加密切而溫馨親子之間更加密切而溫馨親子之間更加密切而溫馨。。。。

除了有趣的故事內容除了有趣的故事內容除了有趣的故事內容除了有趣的故事內容，，，，片中也包含了厚厚片中也包含了厚厚片中也包含了厚厚片中也包含了厚厚

的人文情懷及教育意義的人文情懷及教育意義的人文情懷及教育意義的人文情懷及教育意義。「。「。「。「與大自然作朋與大自然作朋與大自然作朋與大自然作朋

友友友友」、「」、「」、「」、「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尊重生命尊重生命」、「」、「」、「」、「讓生物自由自在地讓生物自由自在地讓生物自由自在地讓生物自由自在地

在牠們原本棲息的環境裡成長在牠們原本棲息的環境裡成長在牠們原本棲息的環境裡成長在牠們原本棲息的環境裡成長」，」，」，」，這些影片這些影片這些影片這些影片

所呈現的概念所呈現的概念所呈現的概念所呈現的概念，，，，其實就是荒野保護協會多年其實就是荒野保護協會多年其實就是荒野保護協會多年其實就是荒野保護協會多年

來推動生態教育中最核心的精神來推動生態教育中最核心的精神來推動生態教育中最核心的精神來推動生態教育中最核心的精神。。。。讓這份精讓這份精讓這份精讓這份精

神永永世世地傳遞下去神永永世世地傳遞下去神永永世世地傳遞下去神永永世世地傳遞下去，，，，是社會責無旁貸的是社會責無旁貸的是社會責無旁貸的是社會責無旁貸的

責任責任責任責任。。。。

不管大朋友不管大朋友不管大朋友不管大朋友

或小朋友或小朋友或小朋友或小朋友，，，，歡歡歡歡

迎觀賞本片迎觀賞本片迎觀賞本片迎觀賞本片，，，，

一起在奇幻的一起在奇幻的一起在奇幻的一起在奇幻的

國度作夢國度作夢國度作夢國度作夢。。。。

小編總結



最新最新最新最新
歐洲電影歐洲電影歐洲電影歐洲電影

24 

Latest European MOVIES

小編總結
【【【【愛在波蘭戰火時愛在波蘭戰火時愛在波蘭戰火時愛在波蘭戰火時】】】】

乍聽之下這是一部極為嚴肅的片子乍聽之下這是一部極為嚴肅的片子乍聽之下這是一部極為嚴肅的片子乍聽之下這是一部極為嚴肅的片子，，，，不過不過不過不過

主軸是愛情故事主軸是愛情故事主軸是愛情故事主軸是愛情故事，，，，會讓人感到較容易接受會讓人感到較容易接受會讓人感到較容易接受會讓人感到較容易接受。。。。

透過本片透過本片透過本片透過本片，，，，導演讓觀眾了解第二次大戰的背導演讓觀眾了解第二次大戰的背導演讓觀眾了解第二次大戰的背導演讓觀眾了解第二次大戰的背

景景景景，，，，也揭發了那不為人知的秘辛也揭發了那不為人知的秘辛也揭發了那不為人知的秘辛也揭發了那不為人知的秘辛。。。。

這是一部極為諷刺的電影這是一部極為諷刺的電影這是一部極為諷刺的電影這是一部極為諷刺的電影。。。。波蘭夾在蘇聯波蘭夾在蘇聯波蘭夾在蘇聯波蘭夾在蘇聯

及德軍之間及德軍之間及德軍之間及德軍之間，，，，進退兩難進退兩難進退兩難進退兩難，，，，任雙方宰割任雙方宰割任雙方宰割任雙方宰割，，，，導致導致導致導致

後來的後來的後來的後來的「「「「卡廷事件卡廷事件卡廷事件卡廷事件」。」。」。」。至於兇手是哪方至於兇手是哪方至於兇手是哪方至於兇手是哪方，，，，實實實實

在不得而知在不得而知在不得而知在不得而知，，，，而成為歷史懸案而成為歷史懸案而成為歷史懸案而成為歷史懸案。。。。然而然而然而然而【【【【愛在愛在愛在愛在

波蘭戰火時波蘭戰火時波蘭戰火時波蘭戰火時】】】】的重點不是在找出兇手而已的重點不是在找出兇手而已的重點不是在找出兇手而已的重點不是在找出兇手而已。。。。

這部電影真正諷刺與控訴的不只這項這部電影真正諷刺與控訴的不只這項這部電影真正諷刺與控訴的不只這項這部電影真正諷刺與控訴的不只這項「「「「有形有形有形有形

暴力暴力暴力暴力」，」，」，」，更是政治所施加的更是政治所施加的更是政治所施加的更是政治所施加的「「「「無形暴力無形暴力無形暴力無形暴力」。」。」。」。

真相被禁止流傳真相被禁止流傳真相被禁止流傳真相被禁止流傳，，，，歷史也遭政權竄改歷史也遭政權竄改歷史也遭政權竄改歷史也遭政權竄改。。。。因因因因

此此此此，，，，導演透過鏡頭表現波蘭人為此付出導演透過鏡頭表現波蘭人為此付出導演透過鏡頭表現波蘭人為此付出導演透過鏡頭表現波蘭人為此付出

的代價的代價的代價的代價。。。。

無論身處任何時代無論身處任何時代無論身處任何時代無論身處任何時代，，，，沒有人喜歡戰爭沒有人喜歡戰爭沒有人喜歡戰爭沒有人喜歡戰爭、、、、希望希望希望希望

戰爭戰爭戰爭戰爭，，，，透過本片訴諸戰爭的可怕而加以警透過本片訴諸戰爭的可怕而加以警透過本片訴諸戰爭的可怕而加以警透過本片訴諸戰爭的可怕而加以警

戒戒戒戒，，，，這就是導演對社會的奉獻啊這就是導演對社會的奉獻啊這就是導演對社會的奉獻啊這就是導演對社會的奉獻啊！！！！

� 【【【【愛在波蘭戰火時愛在波蘭戰火時愛在波蘭戰火時愛在波蘭戰火時】】】】劇照劇照劇照劇照

．．．．．．．．．．．．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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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來源
http://tw.movie.yahoo.com/
http://movie.pchome.com.tw/
http://blog.nownews.com/
http://cineplex.pixnet.net/blog/post/21975015
http://blog.chinatimes.com/
http://flashforward.pixnet.net/blog/category/1240309
http://orzmovie.com
http://movie.starblvd.net/
http://www.wretch.cc/blog/lychee99/22498907
http://cineplex.pixnet.net/album/set/14128320/1
http://blog.udn.com/dodobear/1385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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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簡簡簡約時尚的瑞典家具當道約時尚的瑞典家具當道約時尚的瑞典家具當道約時尚的瑞典家具當道，，，，來看看設計師來看看設計師來看看設計師來看看設計師Carl LarssonCarl LarssonCarl LarssonCarl Larsson

如何成為瑞典家居設計的典範如何成為瑞典家居設計的典範如何成為瑞典家居設計的典範如何成為瑞典家居設計的典範！！！！

文文文文威從小在荷蘭出生長大威從小在荷蘭出生長大威從小在荷蘭出生長大威從小在荷蘭出生長大，，，，父親是香港人父親是香港人父親是香港人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台灣人母親是台灣人母親是台灣人母親是台灣人。。。。

面對這幾種相異的文化面對這幾種相異的文化面對這幾種相異的文化面對這幾種相異的文化，，，，他會有什麼樣的體驗與衝擊他會有什麼樣的體驗與衝擊他會有什麼樣的體驗與衝擊他會有什麼樣的體驗與衝擊？？？？

����小啟小啟小啟小啟：：：：本期稿擠本期稿擠本期稿擠本期稿擠，，，，原訂原訂原訂原訂「「「「歐語好好學歐語好好學歐語好好學歐語好好學」」」」專欄移至下週刊出專欄移至下週刊出專欄移至下週刊出專欄移至下週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