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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安迪 (Andreas Osterbrink)
日期：2009.12.14
時間：10:10~12:00
項目：德國生活風情
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留學諮詢服務

報名網址：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form.phtml?Nbr=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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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徐慧韻老師
日期：2009.12.11 & 12.23
時間：16:00~17:00
項目：法國留學
地點：歐盟園區會議室

留學諮詢服務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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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柏林圍牆倒塌 20週年海報展

日期：2009.11.12~12.17
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廊

[ 海報展 ]

德獎雲集－諾貝爾文學獎之德語區作家
二部曲專題展

[ 海報展 ] 日期：2009.12.21~2010.01.22
地點：歐盟園區文化藝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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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歐洲魅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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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片名 國家日期/時間

12/07 (一)  18:30

12/08 (二)  18:30

12/09 (三)  18:30

12/10 (四)  18:30

12/11 (五)  18:30

12/14 (一)  18:30

12/15 (二)  18:30

12/16 (三)  18:30

12/17 (四)  18:30

12/18 (五)  18:30

Q002階梯教室

Q002階梯教室

Q002階梯教室

Q002階梯教室

Q002階梯教室

Q002階梯教室

Q002階梯教室

Q002階梯教室

Q002階梯教室

Q002階梯教室

罪愛糾葛

短片精選

布拉格練習曲

甜蜜衝擊

琴戀克拉拉

聖冠傳說

不惑人生

賭命法則

女孩遊戲

巴黎愛相隨

奧地利

瑞典

捷克

波蘭

德國

匈牙利

斯洛伐克

西班牙

義大利

法國

分級制度

輔

普

護

普

護

護

輔

輔

輔

普



電影簡介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簡介：

對於安娜和湯瑪仕而言，每件事看起來原
是如此美好：安娜正規劃和男友共度終身；湯
瑪仕有著和諧穩定的婚姻生活。這天，擔任火
車駕駛員的湯瑪仕因為安娜一個吻而分心，剎
車不及導致一場死傷嚴重的交通事故。紀錄良
好的湯瑪仕被判無罪，沒有目擊證人的情況之
下，只有兩人知道這個讓彼此良心不安的祕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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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奧地利
導演：彼得貝爾
時間：2009.12.07(一)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90 mins

罪愛糾葛



素人自拍/我愛阿拉斯加

商店街殺人事件/謊言三部曲

國家：瑞典
時間：2009.12.08(二)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61 mins

簡介：

瑞典今年提供四部精彩短片:由三個與謊言有
關的真實故事串連而成的『謊言三部曲』，脫線
情侶檔號召各路人馬一起參加超屌自拍計畫『素
人自拍』，『我愛阿拉斯加』記錄一群為了追求
自由而定居阿拉斯加的斯堪地納維亞人，最後是
震撼瑞典的暗殺社會事件『商店街殺人事件』，
四部共61分鐘精彩的影片，帶您進入瑞典電影的
世界。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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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精選

電影簡介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國家：捷克
導演：楊斯維拉克
時間：2009.12.09(三)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100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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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練習曲

簡介：

身為老師的喬瑟夫，某天忽然發現自己
再也無法理解時下年輕人的想法，毅然決定
提早退休。閒不下來的他跑去外頭開始一連
串的新奇打工。四處體驗人生之後，喬瑟夫
開始意識到家裡的老伴才是最讓人心動的對
象…本片上映時打破當地影史紀錄，在人口
一千萬的捷克締造一百多萬的觀影人次。

電影簡介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國家：波蘭
導演：安德烈華依達
時間：2009.12.10(四)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82 mins
簡介：

故事發生在二戰後的波蘭，一位即將邁
入生命終點的中年婦人在河岸邊邂逅了和自
己兒子年紀相仿的年輕男子，男子的熱情奔
放吸引著婦人，兩人在河中嬉戲，但隨後的
一場意外卻讓劇情急轉直下，死亡陰影壟罩
著片中角色…本片為坎城金棕櫚獎得主導演
安德烈華依達最新作品，並獲邀參加今年度
金馬影展名家饗宴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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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衝擊

電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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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德國
導演：賀瑪桑德斯布拉姆斯
時間：2009.12.11(五)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107 mins
簡介：

1850年，舒曼帶著妻小移居杜塞朵夫，
出任交響樂團總監。少年布拉姆斯帶著作品
登門拜訪，期望獲得大師指導。他的絕世才
華讓舒曼夫婦驚為天人，決定將他留下。然
而，日久生情，布拉姆斯對於舒曼之妻克拉
拉的尊敬之心卻演變成無法自拔的男女情
愛…導演賀瑪桑德斯本身為布拉姆斯後人，
更讓本片未拍先轟動。

琴戀克拉拉

電影簡介



Part 1         園區十二月活動預告

國家：匈牙利
導演：賈伯寇泰
時間：2009.12.14(一)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118 mins
簡介：

故事從匈牙利開國國王伊斯特芬之死開
始，描述繼任者登基與其後王位爭奪的紛擾
世局：殺戮征戰、爾虞我詐的政治謀略、大
時代的兒女情長…匈牙利最後終成歐陸舉足
輕重的統一王朝。這部史詩鉅片由匈牙利政
府出資拍攝，慶祝建國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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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冠傳說

電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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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斯洛伐克
導演：佛拉多費雪
時間：2009.12.15(二)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100 mins
簡介：

維多，四十好幾的中年男子，意外地救起
看似企圖落水自殺的年輕女性。原來米雅是個
攝影師，為了拍攝水面倒影不小心失足落水。
當老婆卡拉藉酒消愁時，維多卻和米雅墜入情
網…在人際關係疏離、婚姻關係破碎的現代社
會裡，不惑之年的維多，身陷一場不平衡的三
角關係。

不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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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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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西班牙
導演：佛瑞斯納迪歐
時間：2009.12.16(三)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100 mins
簡介：

大地震的生還者、空難中死裡逃生的罪犯、
二戰集中營的倖存者、遭遇車禍大難不死的警
官，四個擁有好運的主角因為一場生死遊戲而聚
首，彼此的命運就此交錯。在這場詭局的遊戲
中，好運氣不一定能讓他們全身而退…本片推出
時獲獎無數，包括國際奇幻電影獎及西班牙哥雅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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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命法則

電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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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義大利
導演：馬堤歐羅菲爾
時間：2009.12.17(四)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95 mins
簡介：

正值花樣年華的富家女伊蓮娜，和其他女孩
沒有甚麼不同：重視打扮、崇尚名牌、每天狂歡
跑趴。上學是義務，但老師、家人和男友對她來
說全都沒有意義。她是個掠食者，以欺負他人為
樂，是所有女孩們的中心。當新老師馬力歐出現
時一切似乎有了變化，他會是女孩們的救世主
嗎？或者只是她們另一個打發時間的受害者。

女孩遊戲

電影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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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法國
導演：艾曼紐莫芮
時間：2009.12.18(五)  18:30   
地點：Q002 階梯教室
片長：85 mins
簡介：

害羞木訥的音樂家大衛搬到巴黎找工作，
瘋狂愛上跟自己學音樂的年輕女性朱莉亞。大
衛絞盡腦汁希望贏得芳心，室友安娜充當起戀
愛軍師，熱情提供建議和諮詢。作品曾受邀參
加金馬影展的導演艾曼紐莫芮被譽為法國的伍
迪艾倫，在本片中飾演男主角。

巴黎愛相隨

電影簡介



● 北愛和平進程添變數大型汽車炸彈幸未全爆
○ 英對伊拉克戰爭展開調查 布萊爾證詞受矚目
● 英國愛爾蘭豪雨成災災後復原工作啟動
○ 義總理推司法改革 作家、部長筆仗
● 英分析：倉促出兵伊拉克後海珊計畫闕如
○ 羅馬尼亞大選現任總統首輪險勝 下月決選
● 穆迪：全球債務激增45% 明年達49兆美元
○ 癱瘓男誤診為植物人 23年後真相大白如重生
● 充實基因資料庫英警動輒逮捕民眾
○ 彌補過失愛爾蘭天主教會鉅額賠償受虐兒童
● 英可能要求金融業公佈年薪逾百萬英鎊員工數
○ 劫富濟貧 德銀行女經理判刑22月得以緩刑
● 英國央行坦承秘密對兩銀行紓困616億英鎊
○ 愛爾蘭25萬公務員工為抗議減薪大罷工

Part 2                                                          歐盟雙週新聞

更多歐盟新聞: http://c047.wtuc.edu.tw/front/bin/rcglist.phtml?Rcg=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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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kswagen汽車集團是首屈一指的全球性公司，總部位於德國狼
堡﹝Wolfsburg﹞，據點分佈在全球四十四個地點，並擁有大約三十二
萬五千名員工。截至目前，Volkswagen集團旗下擁有八家超越悠久歷
史、設計精良的汽車品牌：Audi、Bentley、Bugatti、Lamborghini、
Seat、Skoda、Volkswagen、Volkswagen 商用車等；所研發製造的各
類型汽車，表現均相當優異。

Part 3                                                          主題專欄

歐洲汽車－福斯／保時捷
文UE1A 李安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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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Volkswagen集團不斷推陳出新、生產設計符合各族群需求的車款，例

如時尚小車Polo，在品質及造型方面都能贏得消費者的肯定。而替

Volkswagen 開創出掀背車市場並締造驚人銷售佳績的，莫過於讓競爭對手

難望項背的Golf！從第一代至今，30年的歷史中已突破2,400萬輛的銷售紀

錄，傲人的表現唯有同屬Volkswagen的金龜車可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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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形勢下，Volkswagen不以生產符合當下汽車市場需求的產品而自

滿，更以創新的眼光及科技表現滿足未來客戶的期待；這種進步的動力也正

是 Volkswagen 成功的重要原因。Volkswagen 的成就包含了震撼世界車壇、

刷新多項世界紀錄的W12型引擎；獨步全球推出世界上最低油耗的省油科技

－「Lupo 3L TDI」及「1公升概念車」；在能源科技的探討與研發部份：氫

氣電動車的革新科技、最友善的過渡能源替代方案－Sunfuel 日光燃料，都顯

示了 Volkswagen 對於能源研究及研發創新所下的苦心！

Part 3                                                          主題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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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主題專欄

保時捷﹝Porsche﹞是德國的汽車品牌，其總部位於斯圖加特市，由費迪南

‧保時捷﹝Ferdinand Porsche﹞創辦。保時捷公司的創始人費迪南‧保時捷在

24歲時﹝1899年﹞已經發明了電動輪套馬達。保時捷汽車具有鮮明的特色，金

龜式的車形，後置式引擎和優異的性能，令它很快成為知名的汽車。1963年法

蘭克福國際汽車展覽會上，展示了保時捷911型，它的車體設計者是飛利‧保

時捷的大兒子，費迪南‧阿樂桑德‧保時捷，這個設計直到現在還有廣泛的市

場。此外，保時捷也一直致力發展新的車型：帶後齒輪箱底盤和V-8發動機的

928型，新技術955型，以及帶電子調整的四輪驅動系統和無升力車身的

911Carrera 4型，是近幾年來最重要的發展。

費迪南‧保時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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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保時捷的品質有目共睹，不過它卻在80年代中期遭遇該廠有史以來最嚴重

的經營危機，汽車產量銳減一半，之後歷經大幅降價及裁員三分之一才穩住陣腳。

1998年，保時捷於日內瓦車展發表了全新的911敞篷車，為保時捷開創了新的局

面。保時捷廠家目前雖然由專業經理人經營，但保時捷家族仍舊擁有製造廠的大部

分股權。據統計，該家族所擁有的資產總值高達50億馬克。2009年時保時捷已經獲

得福斯汽車公司50.76%有表決權之股權，成為後者絕對有力第一大股東。在經過長

達4年之久的收購大戰之後，保時捷和福斯的控股家族終於達成了初步協議。這兩

家公司將合二為一，打造出一家擁有10大品牌的歐洲最大汽車製造商。

Part 3                                                          主題專欄

Page 19



訪談人物簡介:
本期的受訪者是來自俄羅斯聖
彼得堡的Inna，12歲時移民到
了德國，之後在法國留學了兩
年。目前在華語中心學習中
文，是個很溫柔又可愛的女
生，才來台灣八個月就已經將
中文說得很好了呢!

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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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UE1A 李安喬



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Q1. 在台灣除了學習中文之外，有另外的工作嗎？

A : 我曾經翻譯過小說和故事書。

Q2. 為什麼選擇到台灣學習中文呢？

A : 因為男朋友想學習中文，而我對中文也有些興趣。而且我們有聽朋友說台

灣很好，所以就選擇了台灣。

關於台灣

Q3. 對台灣的印象？

A: 我在來台灣之前對這邊沒什麼印象，來了之後覺得台灣人很溫暖很熱情。

Q4. 有不喜歡台灣的什麼地方嗎？

A: 不喜歡台灣的空氣和環境，路上總是有很多摩托車，導致空氣很不好。還

有台灣人喜歡用很多的塑膠，像是去買麵包，會有一個小塑膠袋又有一個手提

的塑膠袋，飲料的杯子也是塑膠，吸管也是。在歐洲因為很少外帶，所以可以

連續使用杯子，而且就算是外帶的飲料杯子也是用紙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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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Q5. 在台灣有很多美食，對台灣人的飲食有什麼看法？

A: 我覺得台灣人吃的東西很奇怪可是很好吃，像是綠豆、紅豆、地瓜，在歐
洲都是煮鹹的口味，在台灣卻是甜的但是卻非常好吃。我很喜歡地瓜球還有
紅豆，不過目前還不會想嘗試臭豆腐。

Q6. 你在台灣最不習慣什麼事情？

A: 台灣很安全，讓我有點不太習慣，因為歐洲和俄羅斯都很危險，隨時會有
人來搶包包，或者像是機車，在台灣很少人會上鎖還常常把安全帽放在腳踏
板上。還有在晚上可以獨自散步，在國外則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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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俄羅斯和德國

Q7. 如果台灣人要到俄羅斯玩的話，有什麼建議嗎？
A: 到俄羅斯玩的話，一定要有個會說俄文的朋友，因為俄國人不說英文。俄羅
斯有種類似煎餅的食物很好吃，名字叫blin，通常我們會配著魚蛋一起吃，魚蛋
有紅色也有黑色，價格也有貴有便宜，但是普通價位的也很好吃。另外，俄羅斯

有很多古蹟參觀，建議可以到莫斯科，還有俄羅斯的第二大城聖彼得堡，有個埃
爾米塔日博物館，很值得參觀。

Part 4                                                          歐洲人物專訪

Q8. 那麼德國呢？

A: 德國的話，12月有Xmas market (市集) 。有很多手工

商品，像是蠟燭，各式各樣而且都很漂亮。吃的話就臘

腸最多，我覺得烤的最好吃。玩的話可以到南部，比較

親近大自然，像是黑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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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海報展
文UG3 黃全偉

趁著午後的時光，我悄悄離開了繁忙的課業，遠

離人群的喧囂，來到歐盟園區，走回到了1987的柏

林，一起來見證柏林圍牆倒塌，短短的幾幅畫面、文

字，深深的把我拉進東德，於1987年東德瀰漫著一種

假象的和平，西方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原先她們所遵

從的蘇聯也進入改革，因此東德政府開始產生問題，

緊接著長久以來的社會主義使得東德人民開始三餐不

濟，造成人才大量外移，不僅於此，東德政府的賄選

事件，醞釀了1989年9月東德人民的民主自覺，於是

在9月份的萊比錫，人民無視於政府的武力鎮壓，展

開了高達七萬人民手持蠟燭走上街頭示威的和平革

命，在一波又一波的民主浪潮衝擊下，讓聳立28年的

柏林圍牆在1987年的十一月潰堤。

Part 5                                                          歐盟園區活動專欄

海報展－展出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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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歐盟園區活動專欄

柏林圍牆已不復已，如今只剩下的斷壁殘
垣，展覽讓我們能一同緬懷東西德分割的過
去，每一幅圖畫都透露出當時的局勢，甚至帶
著點煙硝味，隨著東德人一起憤慨政府的無
能，一起走上街頭吶喊，最後帶著全體人民憤
怒的浪潮，衝破了這道以人民血淚交織所砌成
的石牆，雖然推倒了這個具體的表象，但實際
上 28年的阻隔造成東西德社會、經濟、文化
上的差異；東西德人民心中的柏林圍牆至今是
否依然高聳？國家雖然統一，但經濟層面不均
的東西德又該怎麼處理？

高副校長參觀柏林圍牆倒塌20週年海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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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5                                                          歐盟園區活動專欄

最後，柏林圍牆倒塌至今已經邁入20年，在文藻能夠共同參
與這系列的活動真是與有榮焉，在現今的德國，雖然名義上已經完
成統一了，但在經濟上仍有問題存在，冀望東西德在未來的時間可
以跨過這個28年的鴻溝。

學生作品－柏林圍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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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太陽能年度報告
概述2008年歐洲太陽能運用現況

歐盟聯合研究中心的能源研究所發布了第八屆太陽能年度報告。報告指

出2008年的太陽能電池組件和面板增加了7.3GW，增幅為前一年的百分之八

十。該報告內容涵蓋了此領域的活動現況，包含研究、製造與市場行銷等。

近來有越來越多的產商進入這個市場，因此最大的生產商市場佔有率從04年
的百分之八十降低為08年的百分之五十。薄膜太陽能電池已達到12-14%的太

陽能電池總額。集光式太陽能電池是一個新興的市場，2008年擁有約17MW
的裝機量。

Part 6                                                          歐盟學術專欄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rogram/P200911/P200911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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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根特大學與歐洲校際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最近證實了奈米

器件中光子相互之間所存在的排斥力和吸引力。這項實驗成果對於在晶片上

超高速全光學信號處理的達成，有著重大影響力。全光學路徑的應用是發 展

高速通信網路系統的關鍵挑戰之一，而新技術的發展可望為這些瓶頸問題提

供新的解決方案。詳細的實驗結果刊登於8月份的《Nature Nanotechnology》
專刊上。

Part 6                                                          歐盟學術專欄

IMEC與根特大學合作
發現光學研究上的突破性進展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網: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policy/P200911/P200911_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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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主題是加強哲學研究和設計研究之間的交流，也是丹麥哲學與

設計中心的設立宗旨。旨在打破國家以及研究規範的隔閡，為個人和機構間

的建立長久的研究合作關係。目標參與對象包含在設計、哲學或其他相關學

科的研究人員，對哲學和設計跨領域的研究有興趣的成員。博士生可以參加

會議前的大師班，由主要研究人員進行，講師包含受邀參與會議的專家們。

參與課程和會議也都會納入課程學分內。

Part 6                                                          歐盟學術專欄

丹麥 2010年國際會議

哲學與設計之間

詳細內容請上國科會簡訊:http://www.nsc.gov.tw/dept/belgium/NEWSLETTER/conference/CF200911/CF200911_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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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7                                                          校外活動快訊

高雄市立圖書館寶珠分館98年12月留學講座

日期：12月19日（周六）10：00-12：00
主題：留學美國─獎學金資源及留學貸款
主講 人：林芝立小姐/學術交流基金會顧問

• 高市圖寶珠分館留學資料中心，每個月特別邀請具留學國外
經驗的輔導老師，到館提供安全正確留學資訊，與您分享留
學經驗！本活動完全免費，場次如下，歡迎報名參加！

• 報名方式：電話：07-3950813 傳真：07-3952429

• E-MAIL：chun@mail.ksml.edu.tw

• 講座日期

日期：12月17日（周四）15：30-17：00
主題：留學美國─如何撰寫讀書計畫與推薦信
主講 人：吳俐瑩小姐/美國教育基金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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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檢哨站(Check-Point Charlie)

查理檢哨站（Check-Point Charlie，或稱為 C 檢查哨），

位於柏林市中心，是冷戰時期柏林圍牆邊東德（共產德國）

與西柏林進出的一個檢查點。從這個檢哨站往東去，即進入

東柏林，反之則是進入美國占領區的西柏林。柏林圍牆拆除

後，此檢查哨未隨同拆除，也是目前現存唯一的柏林圍牆檢

查哨，反而成為柏林旅遊的重要景點。在查理檢哨站邊有一

博物館，即查理檢哨站博物館。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文UE1A 李安喬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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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檢哨站博物館就建在當年的東西圍牆的檢哨站附近，從外邊的街道上即可

看見二幅軍人的照片，分別穿著不同制服的東西德軍人。至於Check-Point Charlie
的由來，其實是因為當初所有的崗哨站都是用字母標示，美軍為了強化辨別，用了

A=Alpha, B=Bravo, C=Charlie, D=Delta來命名，而這個站輪到C，所以查理這個名

字就這樣出現了。



五十年多前，在柏林建立了一道圍牆，就此將一座城市分為兩半，美

國、蘇聯兩方在此對峙，無數的家庭被迫拆散，於是在這個荒謬的時代中，

無怪乎會有各種悲慘、光怪陸離的故事在這道牆旁發生。以冷戰時期為背景

的電影，也常出現「查理檢哨站」的畫面。隨著時代的變化，「Check-Point 
Charile」查理檢哨站現在是遊客爭相拍照留念的地點，看著路邊攤販賣著舊

蘇聯時代軍官毛帽及徽章國旗，很難想像二十年前此處還是風聲鶴唳，士兵

真槍實彈守候的地點。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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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內展示了歷年來東德難民各種脫逃的手法：藏身於小小的後車

廂、前車座，或是索性在車外裝上厚鋼板衝過去，於是各種改造車紛紛出

籠，另外也有人自製滑翔翼、熱汽球從空中飛越，或是偽造證件想盡辦法瞞

騙，也許這些方法在我們看來是可笑的，但對於渴望自由的人來說是唯一的

希望。館中還有許多畫家和塗鴨藝術家們對柏林圍牆的控訴，在此還有一間

展示間，記錄了甘地與華勒沙為了爭取和平與人權的歷史過程。館外可以看

到一攤攤販賣著所謂的「柏林圍牆殘磚」和一些東歐軍用品的小販，形成了

有趣的對比。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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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在過去，檢查哨旁立牌面向西柏林的一面，分別用英文、俄文、法文及

德文寫著：您即將離開美國占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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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籍

《柏林人文漫步》(Breitseite Berlin)
作者：Holger Tetmeyer／劉興華 譯／立緒文化

在圍牆倒塌後的第十五年，柏林仍注定反

映了整個國家的狀況。柏林的文學，一直是座

不安的城市的生活標記，直到最近的過去。不

論時代精神在轉變、突破或瓦解，卻在一座咬

齧人精神的大城市的迷人氣氛下，產生了一種

其他地方所沒有的音域。遇見穿梭在柏林酒

館、出版社、沙龍與咖啡館圍牆、車站、大街

與廣場上的文學人－班雅明、海涅、高達、恩

瑟……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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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籍

《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從德國看中國

的現代化之路》

(From Berlinwall to Tiananmen)
作者：余杰／允晨文化

余杰在中國和海外華人中相當有影響力的

年輕一代異議作家。《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

從德國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可以幫助讀者了

解希特勒曾主掌的德國，明白毛澤東能主宰的

中國，尤其是法西斯主義和共產黨之間的共同

點。作者用遊記、訪談、隨筆等說故事的方

式，輕鬆地帶領讀者進入深層的思考。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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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簡介

諾言(Das Versprechen)

導演：Margarethe von Trotta

簡介:

1961年，阻隔東西德的柏林圍牆建立了，康拉德(Konrad)
和蘇菲(Sophie) 這對戀人在友人策劃下，連夜從下水道逃

向西柏林。蘇菲成功逃脫了，無奈康拉德卻獨留在東柏林。從此，兩個人雖

生活在同一個城市裡，卻再也見不上面。隨著歲月的流逝，兩人也各自展開

不同的生生下一個孩子亞歷(Alex)，但他們對彼此的相思之情卻始終未減。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這對戀人才終於突破長達28年的人為阻隔，摻雜著複

雜的情感，康拉德對著蘇菲的背影大喊：Sophie，這遲來的重逢是真實亦或

是夢境呢？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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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簡介
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

導演：Wolfgang Becker

簡介:

亞利的媽媽是東德優秀的社會主義激進份子，她相信

「共產黨能美化世界」。但在接受黨主席表揚的夜晚，

她昏倒了。當她八個月後醒來，心臟極為脆弱，禁不起任何驚嚇。亞利非常

頭痛，因為要是讓媽媽知道柏林圍牆倒了，而可口可樂也早已攻陷她深愛的

祖國，那她肯定活不了。孝順的亞利翻出共產時代的窗簾，逼迫姐姐穿上苦

哈哈的舊衣，把家裡的時間停格在過去，讓出院的母親以為她的世界從未改

變過。 然而當媽媽身體狀況逐漸好轉，她告訴亞利她想看電視， 無助的亞

利只好請他的同事丹尼斯一起幫她，以圖瞞騙看到可口可樂廣告的母親。亞

利的「白色謊言」，即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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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簡介

柏林圍牆(Die Mauer)

導演：Hartmut Schoen

簡介:

1961年8月，為了賺取西德的貨幣，東柏林的工人Hans 
Kuhlke將舊金屬非法走私到西柏林給他的朋友Erwin
Sawatzke。某個晚上Hans Kuhlke和他的妻子受到Sawatzke的邀請。他們的兒

子保羅則委託給一位在東柏林的朋友照顧。在這個夏夜，柏林的政治情勢突

然激烈化：一道厚厚的圍牆築起。由於與父母失聯，十四歲的保羅在親情與

對黨的忠誠之間猶豫不決。在最後一刻，他終於看清自己的角色，並取得鋼

琴老師的接納，一同計劃逃亡到西德……。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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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簡介

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

導演：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

簡介:

1984年11月，東德國家情報局「史塔西」以恐怖權威控制

人民。東德秘密警察衛斯勒，奉命秘密監控名劇作家德瑞
曼和他的女友－女伶西蘭。德瑞曼雖被懷疑撰寫反動文章，「史塔西」卻苦

無證據逮人。衛斯勒監控德瑞曼和西蘭的生活，期能盡快找出關鍵證據來，

衛斯勒在不知不覺中，逐漸融入了德瑞曼和西蘭的生活。他對德瑞曼產生了

友誼，更分享了他和西蘭之間的愛情與爭執，當德瑞曼和西蘭感情出現嫌

隙，西蘭會出賣德瑞曼嗎？衛斯勒能順利找出證據嗎？德瑞曼又能成功躲過

這場竊聽風暴嗎？一場危險卻超級精彩的情報角力自此展開… 。

Part 8                                                          柏林圍牆20週年專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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