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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週活動－好山、好水、出名人 

 

 時間分配 德國名人 負責人 

 19.10.2009 13:10-13:20 （一）政治人物－導言 張嘉斌 

1 19.10.2009 13:20-13:25 
Otto I. 奧圖一世 

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奠基者 
賴宛萱 

2 19.10.2009 13:25-13:30 
Friedrich I. Barbarossa 紅鬍子腓特烈 

中世紀德意志強權建立者 
周克宣 

3 19.10.2009 13:30-13:35 
Friedrich der Große 腓特烈大帝 

近代德國的立基者 
馮  筠 

4 19.10.2009 13:35-13:40 
Otto von Bismark 俾斯麥 

鐵血宰相 
麥競文 

5 19.10.2009 13:40-13:45 
Ludwig II 路德維希二世 

瘋狂的巴伐利亞國王 
溫韋真 

6 19.10.2009 13:45-13:50 
Konrad Adenauer 艾德諾 

聯邦德國首任總理 
吳易儒 

7 19.10.2009 13:50-13:55 
Helmut Kohl 柯爾 

德國統一的推手 
賴欣怡 

 19.10.2009 14:10-14:20 （二）文學創作－導言 張嘉斌 

8 19.10.2009 14:20-14:25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歌德 

德國大文豪 
陳彥璇 

9 19.10.2009 14:25-14:30 
Friedrich von Schiller 席勒 

快樂頌創作者 
許翠雯 

10 19.10.2009 14:30-14:35 
Brüder Grimm 格林兄弟 

德國童話集大成者 
李  亭 

11 19.10.2009 14:35-14:40 
Bertolt Brecht 布萊希特 

德國二十世紀文豪 
胡立婷 

12 19.10.2009 14:40-14:45 
Thomas Mann 托馬斯曼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黃秋雄 

13 19.10.2009 14:45-14:50 
Hermann Hesse 赫塞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鍾承恩 

14 19.10.2009 14:50-14:55 
Günter Grass 葛拉斯 

德國當代大文豪 
蔡宜瑾 

15 19.10.2009 14:55-15:00 
Konrad Duden 杜登 

德文辭典之父 
廖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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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2009 15:10-15:15 （三）科學發明－導言 張嘉斌 

16 19.10.2009 15:15-15:20 
Johannes Gutenberg 古騰堡 

印刷術發明人 
林昱蓁 

17 19.10.2009 15:20-15:25 
Carl Friedrich Gauss 高斯 

數學公爵 
許耀祖 

18 19.10.2009 15:25-15:30 
Ferdinand Graf von Zeppelin 齊柏林 

飛船的創建者 
許可婕 

19 19.10.2009 15:30-15:35 
Albert Einstein 愛因斯坦 

天才的代名詞 
郭慈薇 

20 19.10.2009 15:35-15:40 
Robert Koch 柯赫 

現代醫學的奠基者 
胡雅筑 

21 19.10.2009 15:40-15:45 
Karl Benz 賓士 

首部汽車建造者 
林詩涵 

22 19.10.2009 15:45-15:50 
Robert Bosch 

BOSCH 創辦人 
吳驊祐 

23 19.10.2009 15:50-15:55 
Max Planck 普朗克 

量子物理創建者 
劉俐玟 

24 19.10.2009 15:55-16:00 
Sebastian Kneipp 克奈普 

現代自然療法創立者 
侯彥伃 

 22.10.2009 13:10-13:15 （四）音樂繪畫－導言 張嘉斌 

25 22.10.2009 13:15-13:20 
Albrecht Dürer 杜勒 

中世紀名畫家 
曾怡蓁 

26 22.10.2009 13:20-13:25 
Johann Sebastian Bach 巴哈 

音樂之父 
劉瓊文 

27 22.10.2009 13:25-13:30 
Ludwig van Beethoven 貝多芬 

樂聖 
王馨珮 

28 22.10.2009 13:30-13:35 
Richard Wagner 華格納 

德國歌劇作曲家 
魏琬蒨 

29 22.10.2009 13:35-13:40 
Herbert von Karajan 卡拉揚 

指揮家皇帝 
張項軒 

 22.10.2009 13:40-13:45 （五）哲學思想－導言 張嘉斌 

30 22.10.2009 13:45-13:50 
Martin Luther 路德 

宗教改革者 
蘇品超 

31 22.10.2009 13:50-13:55 
Immanuel Kant 康德 

啟蒙哲學家 
黃屹汝 

32 22.10.2009 13:55-14:00 Alexander von Humboldt 洪堡 陳寶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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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大學奠基者 

33 22.10.2009 14:10-14:15 
Karl Marx 馬克思 

共產主義思想家 
黃麗緯 

34 22.10.2009 14:15-14:20 
Friedrich Nietzsche 尼采 

悲劇哲學家 
蔡欣諭 

35 22.10.2009 14:20-14:25 
Rosa Luxemburg 盧森堡 

共產運動的先趨 
林喬禎 

36 22.10.2009 14:25-14:30 
Max Weber 韋伯 

二十世紀重要社會學家 
林湘翊 

 22.10.2009 14:30-14:35 （六）社會良知－導言 張嘉斌 

37 22.10.2009 14:35-14:40 
Albert Schweitzer 史懷哲 

仁心醫術的代表人物 
徐皖柔 

38 22.10.2009 14:40-14:45 
Oskar Schindler 辛德勒 

猶太人解救者 
楊青蓓 

39 22.10.2009 14:45-14:50 
Hans und Sophie Scholl 秀爾兄妹 

白玫瑰反納粹活動犧牲者 
趙郁雯 

40 22.10.2009 14:50-14:55 
Claus Graf Schenk von Stauffenberg  

許陶芬貝格  刺殺希特勒者 
張雲絜 

 22.10.2009 15:10-15:15 （七）時尚名人－導言 張嘉斌 

41 22.10.2009 15:15-15:20 
Marlene Dietrich 狄特里希 

好萊塢巨星 
吳維佳 

42 22.10.2009 15:20-15:25 
Dieter Bohlen 玻稜 

Modern Talking 樂團主唱 
陳品硯 

43 22.10.2009 15:25-15:30 
Thomas Gottschalk 高夏克 

當紅電視節目主持人 
劉佳佩 

44 22.10.2009 15:30-15:35 
Heidi Klum 海蒂克隆 

著名模特兒 
鐘偉綸 

45 22.10.2009 15:35-15:40 
Karl Lagerfeld 拉格菲德 

時尚紅人 
蕭雅玲 

46 22.10.2009 15:40-15:45 
Franz Beckenbauer 貝根鮑華 

足球皇帝 
戴宏儒 

47 22.10.2009 15:45-15:50 
Michael Schumacher 舒馬赫 

F1賽車高手 
陳家銘 

48 22.10.2009 15:50-15:55 
Steffi Graf 葛拉芙 

網球皇后 
蕭敏華 

49 22.10.2009 15:55-16:00 
Dirk Nowitzki 諾威茲奇 

NBA籃球高手 
盧欣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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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托一世奧托一世奧托一世奧托一世 ( ( ( (神聖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神聖羅馬帝國)))) 

 

奧托一世奧托一世奧托一世奧托一世（Otto IOtto IOtto IOtto I，912 年 11 月 23 日－973 年 5 月 7 日），

又譯鄂圖一世鄂圖一世鄂圖一世鄂圖一世，德意志國王（936 年—973 年在位），神聖

羅馬帝國皇帝（962 年加冕）。史稱奧託大帝（Otto der 

Große）。德意志國王亨利一世之子，母為 Ringlheim 的瑪

蒂爾達。先當選為薩克森公爵，936 年由德意志部落公爵選

為國王。936 年 7 月 31 日，美因茨大主教希爾德貝特在亞

琛為奧托一世加冕。 

奧托一世堅持他對各部落公國均擁有最高權力，公爵們為此常常造反。938 年奧托一世鎮壓

了由法蘭克尼亞公爵埃貝哈德和巴伐利亞公爵埃貝哈德聯合發動的叛亂。929 年—941 年鎮壓

其弟巴伐利亞公爵亨利一世的叛亂。944 年奧托一世封自己的女婿康拉德（「紅公爵」）為

洛林公爵，此人後來與他反目。946 年奧托一世率軍干涉法國內戰，先支持反對國王的法蘭

西公爵（卡佩家族的成員），後轉為支持法王路易四世。949 年封次子魯道夫為士瓦本公爵。 

奧托一世是最早侵略斯拉夫人的條頓君主之一。950 年，他迫使波希米亞公爵波列斯拉夫一

世稱臣。 

951 年奧托首次入侵義大利，征服倫巴第，自稱義大利國王，並與義大利統治者洛泰爾的遺

孀阿德萊德結婚。953 年洛林公爵與士瓦本公爵發動叛亂，被奧托一世迅速鎮壓。955 年，馬

扎爾人入侵巴伐利亞和士瓦本。奧托一世在奧格斯堡戰役中擊敗長期侵擾德意志的馬扎爾

人，使之轉向定居生活，建立起匈牙利國家。961 年，地位虛弱的教宗約翰十二世請求奧托

一世進入義大利稱王。962 年 2 月 2 日，約翰十二世為奧托加冕，稱頌他為「羅馬人的皇帝」，

是為神聖羅馬帝國之始。奧托此後因義大利問題長期與拜占廷帝國衝突。奧托一世巧妙地利

用教會力量來扼制德國諸侯，他授予教會著名的奧托特權（962 年），確定了教宗的世俗權

力。963 年奧托廢黜約翰十二世，立利奧八世為教宗。這也開了由皇帝決定教宗人選的先例，

成為歷史上皇帝與教宗長期鬥爭的序幕。965 年利奧八世去世後，奧托一世又指定約翰十三

世當教宗，不過終於受到了羅馬人的反對。奧托一世於是進軍義大利，以武力扶約翰十三世

上台。966 年至 972 年，奧托一世一直為義大利問題與拜占庭帝國處於戰爭狀態。972 年，拜

占庭帝國皇帝約翰一世最終承認了奧托的西帝國皇帝頭銜。奧托一世在王權無比強大的氣氛

中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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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k I Barbarossa, 1122-1189) 

�  

� 神聖羅馬帝國最偉大的皇帝之一 

� 別名 Barbarossa （義大利文紅鬍子之意） 

� 生卒 1122年—1190年 6月 10日 

� 最後 1152年 3月在法蘭克福當選為德意志國王。 

� 腓特烈以極巧妙的政治手腕開始實現支配歐洲各王朝的美夢。 

� 1189在小亞細亞的薩列法河中欲飲水結果意外溺死。 （盔甲太重，且近 70 高齡）另

一有趣說法為巴巴羅薩的聖矛不慎掉入小溪中，數分鐘後，巴巴羅薩死去 。 〈傳說

失去聖矛之人將死去〉 

� 但在德國的傳說中，他並未溺斃，只是隱居，只要德國遭到危難，他便會挺身而出，

拯救德意志人民。 

� 年代紀錄表 

� 1153年 他迫使教宗(教皇)尤金三世簽訂《康斯坦茨條約》。 

� 1155年 尤金三世的繼任人亞得連四世(Adrian IV)批准《康斯坦茨條約》， 

� 1155年 6月 18日在羅馬為腓特烈加冕。 

� 1158年 腓特烈發動第二次義大利戰役。 

� 1159年 樞機主教羅蘭特(Roland)當選為教宗，稱亞歷山大三世。 

� 1160年 亞歷山大三世想建立獨立於皇帝的教宗統治，1160年將腓特烈判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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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年 西西里的威廉一世去世，腓特烈認為給予亞歷山大三世和西西里以決定 性打

擊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對義大利進行第四次遠征，但因軍中發生瘧疾而遭到慘重的損

失。 

� 1174年 腓特烈進行第五次義大利戰役，迫使倫巴底人根據《蒙特貝洛停戰協定》向

他臣服。但在萊尼亞諾(Legnano)戰役中，腓特烈敗於倫巴底人。1177年 根據《威尼

斯和約》，腓特烈承認亞歷山大三世為教宗。 

� 1184年 腓特烈在美因茲五旬節上對騎士精神極力推崇，封諸皇子為騎士。 

� 1189年 他號召進行第三次十字軍東征；企圖把耶路撒冷從薩拉丁(Saladin)手中解救出

來。 

� 1189年他號召各國組織十字軍，進行第三次十字軍東征，行至小亞細亞的一條小河時，

不幸溺斃 

� 弗雷德里希一世‧巴巴羅薩(弗雷德里希是腓特列的德文版)，是神聖羅馬帝國霍亨斯

陶芬王朝第二任皇帝，1152年獲選為德意志國王，1155年起兼任義大利國王，同年為

教皇加冕為皇帝，1178年兼任勃艮第國王。他是德國史上最富騎士精神的皇帝。 

 

 

� 粗略介紹粗略介紹粗略介紹粗略介紹 

即位之初，神聖羅馬帝國正因韋爾夫家族與霍亨斯陶芬家族的對立而動蕩不安(皇位爭

奪之故)，弗雷德里希之所以被鞏上王位，主要原因是因他父系為霍亨史陶芬家族，而

母系為韋爾夫家族，日耳曼貴族本希望他的繼位能和緩兩族爭端。他繼位後，首先向

韋爾夫家族的巴伐利亞公爵獅子亨利和解，希望停止彼此的對立，但最後仍然因為獅

子亨利的不領情與教皇的煽動而破局。 

 

弗雷德里希在繼位皇帝後，因對教會貴族的授任權與教皇產生衝突，同時他為了鞏固

神聖羅馬帝國在義大利的領土，也刺激到了教皇，因此雙方產生激烈的衝突。1160年，

弗雷德里希一世遭教皇亞歷山大三世開革出教(破門律)，直到 1172年弗雷德里希因征

服義大利受挫，方向教皇亞歷山大三世臣服。1174年，獅子亨利遭教皇處破門律，弗

雷德里希趁機將亨利趕跑，並將巴伐利亞分封與威斯特爾巴赫家族(該家族統治巴伐利

亞至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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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才多藝多才多藝多才多藝多才多藝，，，，一代明君明將一代明君明將一代明君明將一代明君明將 

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 
想知道一個聰明好學的青年如何成想知道一個聰明好學的青年如何成想知道一個聰明好學的青年如何成想知道一個聰明好學的青年如何成

為一代明君嗎為一代明君嗎為一代明君嗎為一代明君嗎?? 

想知道他在位想知道他在位想知道他在位想知道他在位時的豐功偉業嗎時的豐功偉業嗎時的豐功偉業嗎時的豐功偉業嗎?? 

想知道他如何創造出歷史強國嗎想知道他如何創造出歷史強國嗎想知道他如何創造出歷史強國嗎想知道他如何創造出歷史強國嗎?? 

 

Q1：：：：腓特烈大帝一登基就腓特烈大帝一登基就腓特烈大帝一登基就腓特烈大帝一登基就

發動哪一場戰役發動哪一場戰役發動哪一場戰役發動哪一場戰役? 

Ans：：：：西里西亞戰爭西里西亞戰爭西里西亞戰爭西里西亞戰爭。。。。 

Q2：：：：哪一場戰役奠下了日哪一場戰役奠下了日哪一場戰役奠下了日哪一場戰役奠下了日

後普魯士統一全德的後普魯士統一全德的後普魯士統一全德的後普魯士統一全德的

穩固基礎穩固基礎穩固基礎穩固基礎 ，，，，更樹立了更樹立了更樹立了更樹立了

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軍事天軍事天軍事天軍事天

才才才才」」」」的個人榮譽的個人榮譽的個人榮譽的個人榮譽? 

Ans：：：：七年戰爭七年戰爭七年戰爭七年戰爭。。。。 

Q3：：：：七年戰爭的參戰國有哪五大國家七年戰爭的參戰國有哪五大國家七年戰爭的參戰國有哪五大國家七年戰爭的參戰國有哪五大國家?? 

Ans：：：：英國英國英國英國、、、、普魯士普魯士普魯士普魯士、、、、法國法國法國法國、、、、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奧地利、、、、俄國俄國俄國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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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麥俾斯麥俾斯麥俾斯麥    

俾斯麥介紹:  

  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年 4月 1日－ 

1898年 7月 30日），擔任過書記員、議員、外交官、最後 

當上勞恩堡公爵，普魯士王國首相（1862年—1890年）， 

德意志帝國第一任宰相（總理），人稱「鐵血宰相」 

（、「德國的建築師」及「德國的領航員」。 

  俾斯麥是德國近代史上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作為普魯士 

德國容克資產階級的最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是 

「從上至下」統一德國的代表人物，其一生正是德國從 

封建專制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再走向資本主義列強的 

重要歷史時期。 

� 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國家是在時間的河流上航行，那是他們所不能創造和指導的，他們只能根據技巧和經驗來

駕駛而已。–德國首相俾斯麥 

  真正偉大的人有三個特徵… 設計時的高瞻遠矚，執行時的人性化、成功後的謙虛。”                            --- 歐

托、俾斯麥 

俾斯麥：意志永不屈服的人，沒有所謂失敗。–德國首相俾斯麥 

� 重要事跡重要事跡重要事跡重要事跡    

  俾斯麥,又被稱為"鐵血宰相",因他曾在議會中聲言統一必須依靠"鐵"與"血",並不是依靠公民

投票.然而,統一確是如俾斯麥所言————透過三場戰爭三場戰爭三場戰爭三場戰爭去達成.  

    德意志帝國成立後,俾斯麥施行了各種政策令內外也安定下來,使德國在穩定的環境中得

到發展.  

    俾斯麥當上首相職位達 28年之久,但由於得不到新德皇威廉二世的信任,令這名"領航員"

在晚年黯然離開政壇,返回農庄.  

    這一傳奇的一生,不但令歐洲起了重大的變化,亦令世界的權力均衡重新定位,為世界歷史

翻開新的一頁。  

I.I.I.I. 鐵血政策鐵血政策鐵血政策鐵血政策        

  1862年 9月 30日，出任普魯士宰相兼外交大臣還不滿一周的容克政治家俾斯麥，在普魯士

議會的“預算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鼓動性的講話。他要求普魯士內部停止對抗，

“聚集力量”共同對外。他在講話中宣稱：“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用說空話或多數派決議所能

解決的，而必須用 鐵和血鐵和血鐵和血鐵和血 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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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鐵是軍火軍火軍火軍火，血是流血，也就是戰爭的意思。 

II. 促成德意志帝國統一的三大戰爭促成德意志帝國統一的三大戰爭促成德意志帝國統一的三大戰爭促成德意志帝國統一的三大戰爭 

 德丹戰爭德丹戰爭德丹戰爭德丹戰爭:俾斯麥統一德國的第一步，就是 1864年初挑起對丹麥丹麥丹麥丹麥的戰爭，把屬丹麥的石

勒蘇益格-荷爾施泰因兩公國(居民多數為德意志人)並入德國。 

 普奧戰爭普奧戰爭普奧戰爭普奧戰爭:第二步是 1866年挑起對奧地利的普奧戰爭。1866年 7月 3日在薩多瓦戰役

中，普魯士獲得決定性的勝利。根據 1866年 8月的布拉格和約，奧地利退出德意志聯

邦，普魯士兼併了荷爾施泰因以及戰爭中站在奧方的幾個德意志聯邦諸侯國，統一了德

意志的北部和中部，建立起在普魯士領導下的北德意志聯邦。 

 普法戰爭普法戰爭普法戰爭普法戰爭:俾斯麥統一德國的第三步、就是 1870年的反法戰爭。1870年 9月 17日，在

俾斯麥 的挑動下，法國向德國宣戰。拿破侖三世吹噓說，這只是一次「到柏林的軍事散

步」。但他碰到的已不是昔日的普魯士，而是一個比較強大的、堅決反對分裂的德意志民

族。他對德國事務的不斷干涉，激起德國民族運動的高漲；同時歐洲列強因同法國有矛

盾而宣告「中立」。俾斯麥利用這些有利因素取得節節勝利。1870年 9月 2日，德軍在

色當戰役取得對法國的決定性勝利，生俘了拿破侖三世。至此，統一南德的障礙已除，

德國的民族戰爭的任務已經完成。俾斯麥驅兵直入巴黎。1871年 1月 18日在凡爾賽宮

宣告了德國的統一，成立了德意志帝國。俾斯麥也同時出任德意志帝國的宰相。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在短短的十年間，普魯士在俾斯麥及國王威廉一世的領導下，以自上而下的「王朝

戰爭」，分別擊敗了奧地利及法國，達成了統一的願望，成為歐洲大陸上的霸主。 

 三場戰爭中，德國得到全盤的勝利。自此，德國成為各國首腦會晤的地方，這正是指 1878

的柏林會議。會議的目的正是希望解決各國在巴爾幹半島上的爭執。作為東道主的德國，

俾斯麥亦順理成章地成為是次會議的主席。 

        俾斯麥也隨著德國的統一，而獲得各種利益。威廉一世將俾斯麥為公爵，並賞賜庄園。

俾斯麥在三場戰役中，各人都清楚明白到俾斯麥的功勞，這令他可在首相的職位上多留

19年。 

       在普奧戰爭中，俾斯麥以寬容的《布拉格條約》對待奧地利；但卻以苛刻的《法蘭克福

條約》作為普法戰爭的終結。對於法國———曾經征服歐洲大部分地區的國家而言，這

不單止是經濟上的損失，還是一種羞辱。除了以上的損失外，法國還進入了一個動盪的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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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二路德維希二路德維希二路德維希二世世世世————瘋狂的瘋狂的瘋狂的瘋狂的                    

巴伐利亞國王巴伐利亞國王巴伐利亞國王巴伐利亞國王    
 

                       

• 創造如童話世界般的新天鵝堡 

• 政治上的虛位 

• 國王是雙性戀嗎? 

• 傳聞溺水而死但肺部沒有積水,是否是政治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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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康拉德康拉德康拉德‧‧‧‧阿登納阿登納阿登納阿登納        Konrad AdenauerKonrad AdenauerKonrad AdenauerKonrad Adenauer    

    

康拉德康拉德康拉德康拉德‧‧‧‧阿登納阿登納阿登納阿登納    Konrad AdenauerKonrad AdenauerKonrad AdenauerKonrad Adenauer    （（（（1876 年 1 月 5

日－1967 年 4 月 19 日，生於科隆。））））    逝世於萊茵－勒

恩多夫。二戰後聯邦德國第一任聯邦總理，著名政治家、

法學家。     

 

 

1876187618761876 年年年年出生在德國科隆的一個公務員家庭，先後在弗萊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和波恩大

學讀法學和國民經濟學專業。  

阿登納自 1906190619061906 年年年年起從政，1917 年起任科隆市長。1933 年因反納粹被解除職務，並於

1934 年和 1944 年兩度被捕入獄。  

戰後 1945 年再度出任科隆市長。  

1946194619461946 年年年年起任英國佔領區基民盟主席，1950 年至 1966 年任基民盟聯邦主席。  

1949194919491949 年年年年 73 歲的阿登納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參加戰後西德第一次大選並當選聯邦總理聯邦總理聯邦總理聯邦總理，

組成基民盟—基社盟和自民黨的聯合政府，並主張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時盡量獨立和與

夥伴國的平等。  

1961 年基民盟—基社盟選舉失敗，阿登納於 1963 年 10 月 15 日引咎辭去總理職務。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總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總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總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總理 

屆屆屆屆  第一屆政府總理 

總理任期總理任期總理任期總理任期 1949 年 9 月 12 日  - 1963 年 10 月 11 日  

前任總理前任總理前任總理前任總理 無  

繼任總理繼任總理繼任總理繼任總理 路德維希 ·艾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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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統一的推手德國統一的推手德國統一的推手德國統一的推手-柯爾柯爾柯爾柯爾 
 

 

� 生於 1930 年 4 月 3 日德國萊茵河畔路德維希港。      

� 1947 年加入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CDU) 。 

� 1969 年 5 月 19 日當選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總理。 

� 後任當時為反對黨的基民盟(CDU)領袖，並進入德國聯邦議會。 

� 1982 年基民聯盟對社會民主黨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提出建設性

不信任案，施密特因此下台，聯邦眾議院選出基民聯盟黨籍柯爾為繼任聯邦

總理。  

� 1990 年的 10 月 3 日，東西兩德在柯爾的領導下，簽署協定完成統一，持

續執政至 1998 年。  

� 1998 年德國社民黨在大選中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10 月 27 日，柯爾的總理

職位由格哈德·施洛德接任。  

� 柯爾是俾斯麥之後任職時間最長的德國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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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是站在奧林帕斯山上的宙斯】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 年 8 月 28 日~1832 年 3 月 22 日) 

出生於法蘭克福(美因河畔)，是詩人、文藝理論家也是政治人物。  

青少年時期（1749 年-1765 年）  

� 歌德首先就讀於全國最好的學校之一，卡西米利安烏姆中學。 

� 歌德受到父親和家庭教師的教育，也學習騎術和擊劍。 

� 歌德在很早就對文學產生了興趣。 

   在這方面他首先把注意力投向了克洛普斯托克和荷馬 

   在他 14 歲時，他參加一個田園詩協會。同時，他也喜歡戲劇，因此在法國佔領期間他頻

頻造訪法國劇院。 

� 1765 年 9 月 30 日他離開法蘭克福，到萊比錫學習法學。 

威瑪時期（1775 年-1805 年）  

� 1776 年，歌德開始為薩克森-魏瑪-艾森納赫公國服務，並獲得了更多的政治任務。 

� 1779 年，他開始進行深入的自然科學研究。  

� 1786 年-1788 年期間他展開了義大利之旅   

� 1788 年到 1805 年大約從 40 歲起，歌德的身體就變得僵硬和難以行動。他受到嚴重的

椎間盤損傷和多根胸椎變形之苦。  

晚年(1805 年-1832 年) 

� 1806 年，歌德結了婚，並和他的太太育有一子。 

� 拿破崙一世接見了歌德，並授予他榮譽軍團勳章。 

� 1814 年歌德到萊茵河和美因河地區旅行。 

� 1817 年他開始寫作「我的植物學研究的歷史」，創辦「談自然科學，特別是形態學」

雜誌（直到 1824 年）。 

� 1832 年 4 月 22 日，歌德離開了人世。他的著名遺言是：「多些光！」。4 月 26 日葬於

諸侯墓地。 

著名作品 

《少年維特的煩惱》 

    是第一部讓歌德在德國一夜成名的小說。本書於 1774 年秋天在萊比錫書籍展覽會上面

世，並在那裡成了暢銷書。它是歌德作品中被他的同時代人閱讀得最多的一本。由此而來的

成功給歌德的一生帶來了名譽和財富。《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初版屬於狂飆突進運動的風格，

而修訂版是威瑪古典主義時期的代表作品。小說中的人物——他的行為僅僅取決於他的感

覺——是感傷主義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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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年 11月 10日－1805年 5月 9日 

 

德國 18 世紀著名詩人、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劇作家， 

德國啟蒙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席勒是德國文學史上 

著名的「狂飆運動」的代表人物，也被公認為德國文學 

史上地位僅次於歌德的偉大作家。 

 

＊ 出生於德國符騰堡的小城馬爾赫爾的貧窮市民家庭 

＊ 童年時代就對詩歌、戲劇有濃厚的興趣 

＊ 在軍事學校上學期間，接觸到了莎士比亞、盧梭、歌德等人的作品，促使席

勒堅定的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 1777 年開始創作劇本《強盜》，1781 年完成，次年 1 月在曼海姆上演，引起

了巨大的反響 

＊ 從 1782 年至 1787 年相繼完成了悲劇《陰謀與愛情》（1784 年）、《歡樂頌》

（1785 年）詩劇《唐·卡洛斯》（1787 年）等 

＊ 1787 年前往魏瑪；次年在歌德的舉薦下任耶拿大學歷史教授，專事歷史和美

學的研究 

＊ 1794 年與歌德結交並成為好友。在歌德的鼓勵下，於 1796 年重新恢復文學

創作，進入了一生中第二個旺盛的創作期。這一時期著名劇作包括《華倫斯

坦三部曲》（1799 年）、《瑪麗亞·斯圖亞特》（1801 年）、《奧爾良的姑娘》（1802

年）、《墨西拿的新娘》（1803 年）、《威廉·退爾》（1803）等。席勒和歌德合

作的這段時間被稱為德國文學史上的「古典主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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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童話—格林兄弟 
 

格林兄弟簡介 

 

1785年雅各．格林首先誕生，1786年威廉．格林接著誕生。 

當父親英年早逝之時，長子雅各年僅十二歲，一加六口的生 

計頓時陷入困境，兩兄弟幾乎無法繼續求學。所幸，當時任 

職伯爵女宮的姨媽慷慨幫助，兩兄弟因而能持續接受教育。 

兄弟倆於 1802~1806年間，相繼進入馬堡大學攻讀法律，同時 

也開始廣泛蒐集流傳在窮鄉僻壤的傳說與故事，加以整理、編輯與出版。 

1811年，在兩人所居住的卡塞爾，首先出版《有關古德語的傳世詩歌集》。隔年，格林兄弟把

從民間蒐集的鄉野傳奇，整理編成一篇篇動人的故事，推出《小孩與家庭童話故事書》第一

版，之後還陸續推出第二版、第三版等，一直到第七版，即是流傳至今、偉大的格林童話。 

 

格林童話 

《格林童話格林童話格林童話格林童話》是德國的格林兄弟在 19世纪所著的故事集，原著多則具有血腥驚悚內容的民間

傳說故事，但由於外界批評，及為了保證銷售量及受歡迎的程度，格林兄弟在後來出版的版

本中也開始改寫書中的故事。格林童話集的轉變不只將內容偏離原有的民間故事，也影響了

原有的民間故事的面貌。經過修飾後，成為適合兒童文學的童話故事集。據說除《聖經》之

外，全世界被翻譯最多語言的文本，就是《格林童話》，因此與《安徒生童話》、《一千零

一夜》並列為「世界童話三大寶庫」。 

在日本有《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令人戰慄的格林童話 2》以原版格林童話作為創意來

源的個人創作，中國也出現不少模仿作品《血淋淋格林童話》，但其內容與原著精神偏離甚

大，只能算是格林童話的同人作品而並非初版作品或演譯本。在台灣有《透視恐的格林童話》

等「忠於原味」、「兒童不宜」的格林童話集。 

童話大道的形成 

1985年，當格林兄弟已屆兩百歲之際，德國政府為發展觀光，將格林兄弟的初生、成長、求

學，以及他們在各城鎮蒐集民間傳說背景的地點，連成一條「童話大道」。串連北部各大城

小鎮，連結成一條 600公里的綿延大道，帶領我們一同進入可愛的童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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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托爾特貝托爾特貝托爾特貝托爾特．．．．布雷布雷布雷布雷希特希特希特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生於巴伐利亞的古城奧古斯堡──這是三十年戰

爭古戰場的舊城。中學時代即開始作詩、編刊物、寫劇本，

表達反戰思想、質疑愛國主義的意義，留下日後納粹迫害的

口實。大學時代即寫劇評，最早刊登在民社黨所經營的左派

刊物《奧古斯堡民意》，並在巴伐利亞喜劇家法廉廷的影響

之下，撰寫其早期劇本。自 1924 年擔任柏林「德國劇院」劇

評，同時開展自由作家和導演的生涯。他擅寫敘事詩和抒情

詩歌，以批評社會和諷諭世人之風格，獨樹一幟。 

1928 年與作曲家合作，完成《三文錢歌劇》，演出成功，一炮而紅。1933 年離開

納粹德國，輾轉流亡於瑞士、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最後旅居美國加州，大部分

作品和晚期成名劇作完成於流亡期間。1948 年至 1949 年間返回德國，定居東柏林，

與妻成立「柏林劇場」（又稱「布雷希特劇場」），作為實踐「敘述劇」理論的實驗

舞台。其理論訴求是不讓觀眾迷入劇中情節，而以「陌生化」的演戲手法，客觀展現

動作和故事情節，以達到客觀批評的效果。此種社會主義辯證式的戲劇理論大大影響

現代劇壇和後現代美學批評理論。於是，布雷希特成為文評家所說的「二十世紀最重

要、影響深遠的抒情詩人和劇作家」。  

布氏是個實用主義者，晚年加入東德共產黨，認為文學應用來批評社會，達到社

會教化的功能。為了提昇敘事劇的疏離效果，他在戲劇中引進了合唱、歌手（敘述者）

和歌謠說唱，形式風格溯及古希臘悲劇和中國的戲曲，而內容上常以諷刺詼諧的筆調，

改寫外國文學或古典思想題材，無非借古諷今，假傳統以批判當時業已變質的主流價

值。譬如《四川好人》引用孟子性善論，闡明善良行為（好人）的不可行，以及改造

資本主義社會的迫切性；而《高加索灰闌記》改寫元朝雜劇之題材，說明傳統母性（生

母）倫常之不可靠，倡言以社會主義的理性來取代，控訴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義，標榜

大同社會的理想，這都是他的作品的一貫主題。」他的作品慣以詼諧辯證的手法，從

傳統社會的反面，闡揚社會主義的人性。他創立「敘述戲劇」理論，主張以疏離（陌

生化）的演戲技巧，客觀展現事實，避免觀眾迷入劇情，以達到客觀批評的效果。其

對傳統之解構，影響後現代劇壇和美學。 

布雷希特較重要的作品包括：《三文錢

歌劇》(The Three-Penny Opera)、《高加

索灰闌記》(The Caucasian Chalk Cirle)、

《勇敢媽媽》(Mother Courage)、《伽利略》

(Galileo)、《默哈哥尼》(Mahagony)、《四

川好人》(The Good Women of Setzua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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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保羅保羅保羅·托馬斯托馬斯托馬斯托馬斯·曼曼曼曼（（（（Paul Thomas Mann，，，，1875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1955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12 日日日日）））） 

德國作家德國作家德國作家德國作家，，，，1929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1875 年年年年-1913 年年年年 早年早年早年早年 

‧ 保羅·托馬斯·曼生於德國呂貝克，是商人托馬斯·約翰·

亨利希·曼的兒子，亨利希·曼（1871年生）的弟弟。

他的母親朱莉亞·曼（娘家姓氏席爾瓦－布翁斯）有

一半的巴西血統。 

‧ 1895年，托馬斯·曼放棄了在火災保險公司的工作，

開始在慕尼黑應用技術大學學習。最初，他心裏想著

的是選擇從事記者這一職業。中學時期的毫無目標，

依然在他大學學習期間延續。當 1896年托馬斯·曼年滿 21歲時成年時，他有資格從父

親所遺留下來的財產中獲得每個月 160到 180 馬克的零花錢。這樣，他就有了足夠的

收入。托馬斯·曼決定從那些被動的教學活動中把自己解脫出來，成為一名自由作家。 

第一本書出版第一本書出版第一本書出版第一本書出版  

‧ 1901年，托馬斯·曼的第一部小說《布登勃洛克家族——一個

家族的衰落》出版了。小說一經發行馬上就在讀者和文學評論

界引起了積極的反響和共鳴。然而，很快在呂貝克就傳開了，

小說當中的大家族以及所提及的人物並非完全虛構，而是城裡

的真人真事兒。小說出版不久，就流傳出了一份名單，泄露了

小說中所對應的現實中的人物。 

 

‧ 小說《布登勃洛克家族》是托馬斯·曼創作的有極大影響的作品之一。28年後，就是由

於這本書的創作，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了托馬斯·曼諾貝爾文學獎。 

私人生活私人生活私人生活私人生活  

‧ 1903年亨利希和托馬斯·曼間產生了不和的跡象。托馬斯·曼感到，哥哥亨利希不認可

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作為還擊，托馬斯·曼貶低亨利希的作品「即無聊又無恥」。

儘管兩人沒有斷交，不過在關於藝術在文學中角色的公開討論中，兩人盡量避免衝突。 

 

‧ 關於自己的性傾向問題，托馬斯·曼雖然從來沒有明說，不過也沒有隱藏。是他自己決

定要過一種當時普遍認可的資產階級的生活。對「少年」和同性關

係的傾慕流露在作者的筆記和眾多文學作品中，如《布登勃洛克家

族》，《Tonio Kröger》和《威尼斯之死》。 

 

‧ 1904年托馬斯·曼認識了卡特琳娜（更為熟悉的名字是卡提亞）並

向她求婚。兩人 1905年 2月 11日結了婚。婚後他們前後有了 6個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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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諾貝爾獎諾貝爾獎諾貝爾獎 

‧ 諾貝爾文學獎的授予並不令托馬斯·曼吃驚。幾年前人們就猜他會得獎，他本人更是於

1927年就期盼該獎了。1929年 11月 12日下午，好消息終於從斯德哥爾摩傳到了托馬

斯曼那裡。托馬斯曼並不很高興，因為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幾乎只考慮了他的小說《布

登勃洛克家族》。 

‧ 獎金數額一部分被用來償還由兩個孩子 Erika和 Klaus 的多國旅行所造成的高額債務。

又購置了兩輛車，一輛敞篷別克，一輛是 Horch（奧迪的前身）。  

「「「「我在哪裡我在哪裡我在哪裡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哪裡就是德國哪裡就是德國哪裡就是德國」」」」  

‧ 托馬斯·曼及家人遷居到美國的同時，在奧地利發生了一系列事件，最終導致了奧地利

被納入德國版圖。1938年 2月 21日，當托馬斯·曼到達紐約時記者請他對該事態發展

表態並問，是否他覺得流亡生活是一種沉重的負擔。紐約時報第二天發表了托馬斯·曼

的回答： 

 

‧ 『這令人難以忍受。不過這更容易使我認識到在德國瀰漫著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

為我其實什麼都沒有損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德國。我帶著德意志文化。我與世界

保持聯繫，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失敗者。』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 那時和今日那時和今日那時和今日那時和今日  

‧ 托馬斯·曼作品的影響難以簡短概括。他的生活和作品生

前就很受爭議，生後也是如此。 

‧ 有人批評他的作品缺乏天賦和想象。這一點跟他的工作

方式有關。他的作品不是創作力突然迸發的成果，而是

長年累月以頑強毅力一點一滴積累的結果。作品中描述

的人、景、事大都有現實依據，故事情節很少是憑空創

作的。這些情節在一個新情節中的融合，廣泛聯想和語

言上的精確描寫使得托馬斯·曼的作品成為一種閱讀享

受。有人輕蔑地稱他的作品是「教育性的資產階級的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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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赫赫赫曼曼曼曼‧‧‧‧赫賽赫賽赫賽赫賽 

（Hermann Hesse，1877年 7月 2日 

－1962年 8月 9日），德國著名小說家。 

194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家庭背景家庭背景 

出生於德國巴登—符騰堡邦（Baden Württemberg）的卡爾夫市（Calw），1923年入籍瑞士。

赫塞祖父一支是來自波羅的海國家，赫塞的父親約翰尼斯‧赫塞出生在愛沙尼亞，擁有俄國

國籍，後來作為傳教士曾在印度傳教，後因傳教才入了瑞士籍。約翰尼斯‧赫塞不適應印度

的生活，染上疾病，返回德國，在卡爾夫任岳父赫爾曼‧貢德爾特（即赫塞的外祖父）這個

傳教士和印度學者的助手，從事出版行業。貢德爾特的女兒瑪麗（赫塞的母親）在前夫去世

後帶著兩個兒子返回娘家，結識了小她 4歲的約翰尼斯並與 1874年二披婚紗。婚後第三年生

下小赫塞。赫塞的父親知識淵博，聰慧過人，也具有很好的語言天賦，會說印地語，英語更

是運用自如。母親則很會唱歌並擅長講故事。外祖母是瑞士人，會法語，而外祖父更是博學

多才，會許多歐洲及亞洲語言，且有豐富藏書，赫塞很敬重、愛戴他的外祖父，長大後稱外

祖父為「印度的智者和魔術師」、是「全知者」。在如此家庭氛圍中成長的赫塞，從小便接觸

到充滿國際氣息的人事物，家裡也充滿了異國情調，這使得赫塞從小就立下目標要成為他父

母那樣明朗、純潔、勝人一籌、生活有條理的人。 

 

主要作品主要作品主要作品主要作品 

小說 

《徬徨少年時》或《鄉愁》（Peter Camenzind），1904 長篇 

《車輪下》或《在輪下》（Unterm Rad），1906 

《蓋特露德》（Gertrud），1910  

《生命之歌》  

《印度之行》1913  

《藝術家的命運》1914  

《漂泊的靈魂》（Knulp） 1915  

《美麗的青春》1916  

《徬徨少年時/德米安》（Demian），1919  

《克林索最後的夏季》（Klingsors letzter Sommer），1920  

《流浪者之歌/悉達求道記》（Siddhartha），1922 長篇  

《荒原之狼》（Der Steppenwolf），1927 長篇  

《知識與愛情》（Narziß und Goldmund），1930 長篇  

《東方之旅》（Die Morgenlandfahrt），1932  

《玻璃球遊戲》（Das Glasperlenspiel），1943 長篇  

《書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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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者之歌》  

《成長的苦澀》  

《園圃之歌》（Freunde am Garten）  

《心靈的歸宿》  

詩集 

《浪漫之歌》（Romantische Lieder） 

散文 

《堤契諾之歌》（Tessin:Betrachtungen, Gedichteund Aquarelle des Autors）  

 

  很早期的赫塞（ Hermann Hesse，1877-1962，1946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喜歡描寫旅

行、自然與樸素浪漫的事物與抒情小說，例如他的詩集《浪漫之歌》（Romantische Lieder，1899）

與幾本散文集。後來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家庭破裂的影響，赫塞便開始書寫：現實與理想、

知性與感性之間種種象徵的交錯景況。前者如《玻璃珠遊戲》（ Das Glasperlenspiel，1943）

當中，主角為了不讓學生失望而意外地、輕易地死去，這象徵著，主角終究無法用教育改善

世界，完成服務社會的理念。 

 

  這種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矛盾，也存在於主角自身，正如同《荒野之狼》（ Der 

Steppenwolf，1927）當中，主角身上狼性與人性的衝突，這部小說同時也曲折地反映了，他

那個時代的種種苦惱與危機。對於這個作品，有人評論說，他的書寫導向了無奈與悲劇，赫

塞卻說，自己的書寫實踐了某種「治療」。他這個說法是我想談的。這部小說裡，鏡子是非常

重要的象徵，而鏡子的概念，在這裡也是我想談的。關於知性與感性的主題， 最為人所知的

作品就是《知識與愛情》（ Narziss und Goldmund， 1930），這描寫赫塞心中兩個理想形象——

哲學家與藝術家，雖然他們性格不同、歸處不同，而且結局帶著不可名狀的遺憾，可是在故

事過程中，赫塞卻期望表達，兩人的相互啟發與相互補充。 

 

  赫塞中期以後的作品，隱現著巨大的悲劇與深刻的嘆息，除了以露骨的筆法揭示社會的

紛雜現象，赫塞同時在作品裡，反映出他內在多重性格的相互逆反。對於小說主角的設定，

他所刻畫的情節實際上正體現著，赫塞對於自己的心理剖析，這種剖析過程，像是心理分析

師對於病人的治療。曾經深入研究心理學的赫塞，似乎試圖在作品之中，藉著精神分析來治

療自身。他作品由此而來的細膩與豐富意象，也深深吸引著廣大讀者。 

 

  這樣的治療是藉由作品裡，不同性格人物的刻畫與舖成，再藉由寓言式的象徵的分析與

再現，赫塞得以回溯生命歷程的種種迷茫、空缺，這也包括他早期生活所追求的自然歸宿與

浪漫之歌。正如一個合成的自我，有著不同的組成部分，赫塞作品表面看來也有諸多主題的

不融洽，甚至這些書寫預告著，某種難以彌平的矛盾與遺憾。可是當書寫作為一種治療，書

寫過程的情境再現，使得作者可以從不同角度，觀看自己與世界的種種關係，這種觀看帶著

旁觀者的冷靜，同時多層次的書寫與多面向的自我體驗，也讓作者是作品的熱情參與者。倘

若文筆下避免不了巨大的悲劇，書寫過程的情境再現，作者也由此憐憫自身——即，作者擬

寫一個「鏡像的自我」，從書寫的觀看當中，分析自身的多重性格、面對世界的複雜運轉，進

而同情自己的創傷，療慰自己的遭遇。 



 22

Günter Wilhelm Grass 

   
姓名：君特·威廉·格拉斯 

出生：1927/10/16 

職業：小說家 

國籍：德國 

 

    1999199919991999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著名的作品著名的作品著名的作品著名的作品：：：：鐵皮鼓鐵皮鼓鐵皮鼓鐵皮鼓            

                        是是是是歐洲魔幻現實主義的代歐洲魔幻現實主義的代歐洲魔幻現實主義的代歐洲魔幻現實主義的代表表表表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曾經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曾經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曾經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曾經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支持者        

            2006200620062006 年年年年，，，，他因揭露自己曾他因揭露自己曾他因揭露自己曾他因揭露自己曾是武裝黨衛隊的成員是武裝黨衛隊的成員是武裝黨衛隊的成員是武裝黨衛隊的成員而引而引而引而引

起廣泛爭議起廣泛爭議起廣泛爭議起廣泛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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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登 Konrad Duden (德文辭典之父)   

生平: 康拉亞歷山大弗里德里希杜登（生 1829年 1月 3日  死於 1911

年 8 月 1 日）是一個體育（高中）教師成為語言學家。他創辦了著名

的德語詞典帶有他名字的杜登辭典。1846 年在韋塞爾高中畢業後，杜

登在波恩學過歷史 .德文文學和古典語文學。在那裡，他加入了

Wingolfsbund 學生組織並參加政治活動的學生社團，在 1848年革命，

他斷絕了他的訓練階段，後來在意大利熱那特當家庭教師。在那裡，他會見了德國領事的女

兒-阿德琳雅各布，然後他在 1861 年結婚，並有 6 個小孩。 在 1859 年他回到德國，擔任教

師，升遷到了主任在瑟斯特。 1869年，他被任命為體育高中學主任在施萊茨，最後，在 1876

年成為皇家體育館主任在赫斯費爾德。這時正是發表了他最重要的工作”完整德語辭典”， 

1905年，他退休於威斯巴登/索南伯格。他死於 1911年，被安葬在巴特黑的家族墓地。 

重要性: 在他的整個一生，他努力爭取統一和簡化的德語正字法。

1880年開始，杜登系列的字典，其中包括 2.8萬字 187 頁。 1902年，

德國議會上院，使他的正字法開始。然後奧地利.匈牙利和瑞士之後

也開始跟進。杜登提倡統一德語的拼字法，經過了長期的努力，他

的正字法為社會大眾所接受，後來德意志帝國政府還用國家力量介

入，使杜登的標準未來不再發生任何動搖。1996年，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等德語國家達成協

定，決定從 1998年開始試行新正字法，並於 2005年 8月 1日正式實行。19世紀末德語拼字

法經歷了一些改變，如確立"-ieren"字尾的拼法、非希臘語源字的"th"皆改為"t"、外來語的"c"

轉換成"k"或"z"等等。一直到 1996年，正字法的標準都是杜登字典(der Duden)，在東西德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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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東德杜登與西德杜登出版社分別運作。這段時期正字法的標準可說是杜登獨佔。68學

運時開始有人批判正字法是壓迫性的東西，於是談論正字法的人變少許多，有些人提議名詞

不要再大寫，不過後來科學實驗發現這樣其實可以加快閱讀速度，所以作罷。80年代開始，

各德語國家開始共同討論德語的正字標準，參與此一工作的學者專家經過了十餘年的過程，

完成一個正字法改革方案，建議政府採納。1996年德國首先宣佈實施這套方案，過渡期至 2005

年，其他德語國家如瑞、奧、列支敦士登等也都很快宣佈實施。這項改革的初衷應當說是好

的，其目標是讓德語實現言文一致，音形一致。但漫長的人類歷史告訴我們，僅有美好的初

衷是遠遠不夠的。德語正字法改變了約 12000 個辭彙的拼寫方式，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 ，如

今，德語改革已經試行六年了。無論這項改革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認為改革後的德語規

則並沒有變得簡單，某些情況下，反而更複雜了。據統計，有 60％的德語人反對這項語言改

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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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1400-1468) 

印刷術發明人 

 

 

十五世紀三十年代，德國有一個人叫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1400-1468)，精於冶金與雕刻，實驗一種 

錫的合金，發現熔化後很快就結成固體，而且不改變形狀，他 

於是就刻製字母模型，把熔化的錫合金倒進去，冷卻後把錫合 

金字母拿出來，蘸上油墨、就能把字母印到紙上。用這個方法， 

可以複製許多同樣的字母，足夠排列成一頁文稿，塗上油墨印製成 

頁。應用這一新技術，古騰堡在 1456 年印製成第一本聖經（如圖、點選放大），後世稱為古

騰堡聖經 (Gutenberg Bible)，印刷之精美嘆為觀止，而活字印刷術因此萌芽，延續發展長達

五百多年，直到二十年前才被數位技術替代。 

古騰堡於騰堡於騰堡於騰堡於 1394139413941394 年年年年到到到到 1404140414041404 年年年年間出生於一個美因茨的城市貴族和商人家庭間出生於一個美因茨的城市貴族和商人家庭間出生於一個美因茨的城市貴族和商人家庭間出生於一個美因茨的城市貴族和商人家庭。。。。他原來的姓是他原來的姓是他原來的姓是他原來的姓是

根斯弗萊希根斯弗萊希根斯弗萊希根斯弗萊希，，，，但按照當時的習慣但按照當時的習慣但按照當時的習慣但按照當時的習慣，，，，他將他的姓改為他家的主要住址的名稱他將他的姓改為他家的主要住址的名稱他將他的姓改為他家的主要住址的名稱他將他的姓改為他家的主要住址的名稱（（（（古騰堡府古騰堡府古騰堡府古騰堡府）。）。）。）。儘儘儘儘

管管管管活字印刷術活字印刷術活字印刷術活字印刷術數百年前在數百年前在數百年前在數百年前在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就已經出現就已經出現就已經出現就已經出現，，，，但並未流行但並未流行但並未流行但並未流行，，，，因而近代的活字印刷術主要來自古因而近代的活字印刷術主要來自古因而近代的活字印刷術主要來自古因而近代的活字印刷術主要來自古

騰堡的發明騰堡的發明騰堡的發明騰堡的發明。。。。關於古騰堡的生平中只有很少是確切可知的關於古騰堡的生平中只有很少是確切可知的關於古騰堡的生平中只有很少是確切可知的關於古騰堡的生平中只有很少是確切可知的。。。。他發明印刷術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他發明印刷術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他發明印刷術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他發明印刷術的過程中最重要的

是他將當時已知的許多不同的技術有效地組合是他將當時已知的許多不同的技術有效地組合是他將當時已知的許多不同的技術有效地組合是他將當時已知的許多不同的技術有效地組合。。。。    

他在斯特拉斯堡鑄鏡子的經驗也為他的發明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他研究出了特別的作為

字母的合金和鑄造法。用這個方法他建立了一套字母庫，用此他印刷了他著名的《古騰堡聖

經》和其他一些書記和文件。這個方式新的地方是這些字母可以被重新使用，過去的木刻的

底板無法重新使用，它們只能印刻在上面的那一頁，而無法用來印其他的頁了。直到今天為

止古騰堡的聖經算做是印刷藝術中的一份珍寶。古騰堡的發明在歐洲非常快地普及。在 50年

中用這種新方法就已經印刷了三萬種印刷物，共 1200多萬份印刷品。 

維克多·雨果稱印刷術為世界上最大的發明。古騰堡使用的字母由鉛、鋅和其他金屬的合金組

成。它們冷卻得非常快，而且能夠承受印刷時的壓力。印刷本身是使用轉軸印刷法，印的是

紙和羊皮紙。《古騰堡聖經》一共被印刷了約 180份，其中 49份今天尚存。 

以下是比較確切的關於古騰堡的行蹤的資料： 

1394年–1405年 在美因茨出生 

1430年 1420年、1427年和 1428年有他在美因茨的記錄 

1430年 離開美因茨 

1434年–1444年 住在斯特拉斯堡（附近），辦過多個企業，有些與「印刷」有關 

1448年–1457年 住在美因茨，印了他的聖經 

1465年 美因茨的大主教保障他的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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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8年 在美因茨逝世和埋葬 

古騰堡對今天的意義古騰堡對今天的意義古騰堡對今天的意義古騰堡對今天的意義    

古騰堡第一個發明：凸模衝頭（Patrix）師傅一天做一個，3000字英文要用 3000個凸模衝頭，

不符經濟效益，古騰堡發明指手持式模版，成為日後 500年活字版印刷工人標準配備。手模

是印刷作業核心，改進流程，縮短工時如圖 3及 4。 

       

古騰堡第二個發明：速連鉛字為一個版，把指字放在一起，加上線條就做成一頁鉛字版。

接下來就是手模組件的完美。古騰堡還得消化幾十項次級技術如擺置鉛字、組字、多頁的排

版、放進適合的印刷機、做出適用的紙張、生產最佳油墨，然後保證每項出版品有標準品質。 

 

約翰．古騰堡於 1450年撼動活字印刷，連帶影響宗教革命，此書前面是以考証的方式，

以信件和時代背景，第二個部份馬丁路德（Lucas Cranach）的新教運動，對當時基督教文化

及民族意識所造成的影響深遠。古騰堡的印刷術使得印刷品變得非常便宜，印刷的速度也提

高了許多，印刷量增加。它使得歐洲的文盲大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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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王子數學王子數學王子數學王子 高斯高斯高斯高斯 

1.出生(1777~1855) 

生於 Brunswick，位於現在德國中北部。他的祖父是農民，父親是泥水匠，母親是一個石

匠的女兒，有一個很聰明的弟弟，高斯這位舅舅，對小高斯很照顧，偶而會給他一些指導，

而父親可以說是一名「大老粗」，認為只有力氣能掙錢，學問對窮人是沒有用的。 

 

2.發掘才能 

 高斯很早就展現過人才華，三歲時就能指出父親帳冊上的錯誤。七歲時進了小學，在破

舊的教室裡上課，老師對學生並不好，常認為自己在窮鄉僻壤教書是懷才不遇。高斯十歲時，

老師考了那道著名的「從一加到一百」，終於發現了高斯的才華，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教

高斯，就從漢堡買了一本較深的數學書給高斯讀。同時，高斯和大他差不多十歲的助教 Bartels

變得很熟，而 Bartels 的能力也比老師高得多，後來成為大學教授，他教了高斯更多更深的數

學。 

 

3.數學上的貢獻 

正十七邊形尺規作圖之理論與方法： 

(一個正多邊形可以尺規作圖若且為若 n為以下兩種型式) 

1、n = 2k，k = 2, 3,… 

2、n = 2k × (幾個不同「費馬質數」的乘積)，k = 0,1,2,… 

費馬質數是形如 Fk = 22k 的質數。像 F0 = 3，F1 = 5，F2 = 17，F3 = 257， F4 =65537 

代數基本定理： 

任何一個一元復係數多項式都至少有一個複數根。也就是說，複數域是代數封閉的。 

 

4.天文學上的貢獻 

而自 1781年赫歇爾(Herschel)爵士發現天王星後，天文學家一直在找尋太陽系中的新行

星，依據波得(Bode)定則，在火星和木星之間應可找到新行星，但由於此顆新行星是在極難

觀測的位置發現，已得的數據極為有限，以前牛頓聲稱此種問題在數學天文學中是最難的，

大哲學家黑格爾(Hegel，1770~1831[德])亦堅持從哲學觀點來看只能有七個行星，不會多也不

會少，但高斯獨創只需三次觀察即可計算出星球橢圓軌道的方法，1801年，人們依據高斯的

方法，只花一、兩個小時，就找到了谷神星，1802年，又發現了智神星(Pallas)，這使得高斯

聲名遠播，俄國聖彼得堡科學院選他為會員，並欲聘請他至俄國接替尤拉的位置，德國並不

願意失去高斯，在地方人士奔走下，承諾在哥廷根建立一座天文台，1807年委任高斯出任第

一任天文台台長，同時為哥廷根大學的學生講授數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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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馮·齊柏林  伯爵 

 (Ferdinand Graf von Zeppelin) 
 

1838/07/08 出生於德國巴登-符騰堡州(Baden-Württemberg)的一個貴族世家，從

小接受私人教師的教育。小時候，他就對機械和新奇的技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1853 年，他前往位於斯圖加特(Stuttgart)的綜合科技學校上學。1855 年，他前往

路德維希堡（Ludwigsburg）的軍校上學，隨後入伍，開始了他的軍人生涯。 

齊柏林的身分是貴族、工程師也是位飛行員。他是人類航空史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發明了齊柏林飛船（Zeppelin airship class）。同時他還創建了齊柏林飛船公司

（Zeppelin airship company）。 

 

齊柏林飛船齊柏林飛船齊柏林飛船齊柏林飛船(Zeppelin) 

 

是一種或一系列硬式飛船(Rigid airship)的總稱。齊柏林以大衛·舒瓦茲（David 

Schwarz）所設計的飛船為藍本，進一步發展而來。由於這系列飛船的成功，「齊

柏林飛船」甚至成為當代稱呼此類飛船時所用的代名詞。 

     巨型飛船主要的用途涵蓋了民用與軍事兩種領域。 

1. 民用方面，德意志飛船運輸公司（Deutsche Luftschiffahrts-AG）可以被視為

是現代商業航空界的開山祖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曾非常活躍過。大戰

爆發後，各國軍事將領們注意到飛船高高在上的運用性，因此改將其投入到戰

場上，擔任空中轟炸或偵察斥候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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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軍事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敗戰，曾一度讓齊柏林飛船的營運陷入泥

沼，但雨果·埃克納（Hugo Eckener）繼起已逝的齊柏林伯爵遺志，在 1920 年代

復興了齊柏林飛船，並且在 1930 年代達到顛峰。在當時，包括 LZ127「齊柏林

伯爵號」（Graf Zeppelin）與 LZ129「興登堡號」（Hindenburg）等幾艘膾炙人口

的巨型飛船，在跨大西洋的歐美航線上都有豐富的獲利。但不料，1937 年時興

登堡號在美國紐澤西州失火墜毀，也就是著名的 

「興登堡空難」，在那之後包括齊柏林飛船在內的整個飛船運輸產業急速沒落，

不久之後就被新興的民航機給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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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名人堂科學名人堂科學名人堂科學名人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生平生平生平生平 

愛因斯坦 1879 年 3 月 14 日生於德國的小鎮烏姆(Ulm)，父母都是猶太

人。愛因斯坦是一位科學家、思想家及哲學家。愛因斯坦在就讀小學和中

學時，功課表現平常，不愛與人交往，老師和同學都不喜歡他。教授他希

臘文和拉丁文的老師曾經公開責罵他：「你將一事無成。」  

小公務員的偉大論文小公務員的偉大論文小公務員的偉大論文小公務員的偉大論文 

1905年，愛因斯坦 26歲，在沒有任何名師指導，缺乏研究的儀器和資料下，他利用一切空

餘的時間，完成了 4篇革命性的論文。其中一篇《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法》》》》為他贏得了博士學

位。另外其它三篇分別是：第一篇是解釋「光電效應」的文章。由一個嶄新的角度來探討光

的輻射和能量，他認為光是由分離的粒子所組成。第二篇是證明膠體溶液中的「布朗運動」，

愛因斯坦以獨特的眼光分析是微小的水分子在作祟，還利用數學方法計算出分子的大小和亞

佛加厥常數，證明分子的存在。 

牛頓不再絕對牛頓不再絕對牛頓不再絕對牛頓不再絕對 

《論運動物體的電動力學》，就是所謂的「狹義相對論」，愛因斯坦

在論文中提出了兩個原理：光速恆定以及相對性原理。這兩條原理

有著驚人的推論，它根本地改變了牛頓的時空觀、改變了人類對宇

宙的看法，將牛頓定律(萬有引力)視為一個特殊例子，只有在速度很

慢時才適用。牛頓是說，萬物相互之前都有互相吸引的力，而愛因

斯坦是說，任何東西在該空間都會造成一個空間扭曲。  

統一場論統一場論統一場論統一場論 

統一場論是一個將電磁現象和重力理論整合在一起的理論。愛因斯坦自己認為相對論有 3個

發展階段。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統一場論。 

和平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平主義者 

愛因斯坦不僅只是科學家，更是一個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者，他關心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

在戰爭頻仍的時代裡，他譴責軍國主義的侵略者。他更是呼籲：停止軍備競賽、禁止使用核

武。 

很抱歉推翻你的理論很抱歉推翻你的理論很抱歉推翻你的理論很抱歉推翻你的理論 

愛因斯坦曾說道：「牛頓先生，很抱歉推翻了您的理論，不過您的成就是您那個時代一個人的

智力和創造力所能達到的顛峰，您所創造的許多觀念直到今日都仍在引導我們的物理思維。

雖然我們知道，當我們對宇宙萬物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以後，這些觀念將會被一些更抽象的新

觀念所取代。」 

愛因斯坦名言愛因斯坦名言愛因斯坦名言愛因斯坦名言 

成 功 = 艱 苦 的 勞 動 + 正 確 的 方 法 + 少 說 空 話。 

科學研究好像鑽木板，有人喜歡鑽薄的，我喜歡鑽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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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的邏輯謎題愛因斯坦的邏輯謎題愛因斯坦的邏輯謎題愛因斯坦的邏輯謎題：：：：誰養魚誰養魚誰養魚誰養魚？？？？    

提示 1 

 

1.有五間房屋排成一列 

2.所有房屋的外表顏色都不一樣 

3.所有屋主都來自不同國家 

4.所有屋主都養不同寵物 

5.所有屋主都喝不同飲料 

6.所有屋主都抽不同煙 

 

提示 2 

 

1.英國人住在紅色房屋裏. 

2.瑞典人養狗. 

3.丹麥人喝茶. 

4.綠色的房屋在白色房屋的左邊. 

5.綠色房屋的屋主喝咖啡. 

6.抽 PALL MALL香煙的屋主養鳥. 

7.黃色屋主抽 DUNHILL香煙. 

8.位於最中間的屋主喝牛奶. 

9.挪威人住在第一間房屋裏. 

10.抽 BLEND 的人住在養貓人家的隔壁. 

11.養馬的屋主隔壁是抽 DUNHILL香煙.  

12.抽 BLUE MASTER 的屋主喝啤酒.  

13.德國人抽 PRINCE香煙.  

14.挪威人住在藍色房屋隔壁.  

15.只喝開水的人家住在抽 BLEND 的隔壁.  

請問誰養魚？ 

1.德國人 

2.丹麥人 

 

答：德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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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柯霍（Heinrich Hermann Robert Koch） 

 

德國醫師兼微生物學家，因發現炭疽桿菌(1877)、結核桿菌(1882)

和霍亂弧菌(1883)出名，發展出一套用以判斷疾病病原體的依據—柯

霍氏法則。對於結核病的研究使柯霍於 1905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

醫學獎，被視為細菌學之父。 

出生在德國小城克勞斯塔爾，父親為礦業官

員，在哥廷根大學習醫，於 1866年畢業，隨後參

與普法戰爭，又在沃爾斯頓小鎮擔任區域醫療

官，能在有限資源的侷限中盡力運用所學進行研

究，他成為細菌學始祖之一，

與路易·巴斯德共享盛名。 

 

 

就在卡西米爾·戴維恩發表 炭疽病在牛與牛

之間可直接傳染的現象之後，柯霍更加仔細地研究

這個疾病，發明了純化血液樣本中的成分，在培養

基上處理，他發現由於病原體無法長時間在宿主體

外存活，因此炭疽病原會形成一種抵抗力強的內孢子。這些存於土壤中

的內孢子，就是造成過去無法解釋之炭疽大流行的罪魁禍首，柯霍終於在 1876年發表他的發

現，四年後接受獎勵，並因此獲得一份在柏林的帝國健康署工作，1881年，便開始提倡並宣

導外科手術工具應該以高熱消毒的措施。這一發現在歷史上同時也紀錄了人類首次發現微生

物能夠致病的事實，這隻細菌今日稱為炭疽桿菌。 

他在柏林又再次向科學界證明他在沃爾斯頓時使用的染色和純化技術、細菌培養介質（包

括由其妻子協助研發的瓊脂培養基），以及培養皿（德文：Petrischale，紀念其助手）這些技

術至今仍廣泛應用於生物研究。 

之後於 1882年 3月 24日更藉此資源找出結合病的病原結核桿菌，為十九世紀七大死因

找到元凶，也因此柯霍所累積的成就能與路易·巴斯德相提並論。 

1883年，柯霍在埃及亞歷山卓參與一個法國研究小組研究

霍亂，終於將造成此種疾病的弧菌分離出來，雖然他日後並未

進行實驗證實。但霍亂弧菌其實在 1854年已被義大利解剖學

家菲利浦·帕西尼分離出來，但由於沼氣致病理論在當時學界較

具優勢，他的努力並未獲得世人肯定，而柯霍對外發表時對此

並不知情，直到 1965年才正式重新病名該細菌為「1854年帕

西尼霍亂弧菌」（Vibrio cholerae Pacini 1854）。 

1885年起柏林大學擔任衛生教授，1891年成為新成立的傳染性疾病研究院（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在 1904年退休，之後開始環遊世界，更在南非、印度、爪哇等地研究

更多疾病。 

1905年因其對結核病的研究，獲得諾貝爾醫學獎，但對後世影響更深遠的卻是他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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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的理念，稱為柯霍氏法則，幫助許多疾病研究確認病原體。 

1910年 5月 27日因心肌梗塞死於德國巴登-巴登，享年 66歲。 

Honors and awards 

 

 

 

 

 

 

 

 

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世界防治結核病日世界防治結核病日(World Tuberculosis Day)定於每年的 3月 24日，是紀念 1882年德國德國德國德國微生

物學家羅伯特‧科霍向一群德國柏林醫生發表他對結核病結核病結核病結核病病原菌的發現。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於1993

年在英國英國英國英國倫敦倫敦倫敦倫敦召開的第 46屆世界衛生大會通過了「全球結核病緊急狀態宣言」並積極宣傳此

病的防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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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Benz 

 
1834 年格特列戴姆勒先生(Gottlieb Daimler)誕生於司控道夫。自 1852 年起接

受工程教育，並於 1883 年與威倫梅巴荷先生(Wilhelm Maybach)共同研究開發

高速汽油引擎，獲得兩項專利。1885 年第一輛汽車用引擎問世，奠立日後汽車

用引擎的典型。1886 年第一輛戴姆勒汽車出廠。1890 年在坎斯達設立戴姆勒

汽車公司。卡爾朋馳(Karl Benz) 於 1844 年生於卡斯陸，1860 年起就讀卡斯路

工藝學校，1872 年獨自設立卡爾朋馳機械工廠。1878 年研製二衝程引擎， 1882

年二衝程引擎速控裝置進入生產。1886 年元月獲得專利，7月第一輛"專利車"

上市。1894 年世界上第一輛大量生產的汽車"朋馳 VELO"上市。兩家近在咫尺

的公司—戴姆勒公司與卡爾朋馳公司，卻是在 1924 年才首度開始攜手合作，建

立統一生產系統，1926 年兩家歷史最久的汽車公司 Benz & Cie 及 

Daimler-MotorenGesellschaft 才正式合併，改名為"戴姆勒朋馳"汽車公司

(Daimler-Benz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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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羅伯特羅伯特羅伯特·博世博世博世博世 （Robert Bosch） 

1861 年 9月 23日－1942 年 3月 12日 

 

德國企業家，工業時代的先驅者之一， 

博世公司的創始人。 

 

 

 

 

「「「「努力保證產品的品質和信譽是我的原則努力保證產品的品質和信譽是我的原則努力保證產品的品質和信譽是我的原則努力保證產品的品質和信譽是我的原則，，，，因為誠實守信所帶來的長遠利益遠比眼前的利潤因為誠實守信所帶來的長遠利益遠比眼前的利潤因為誠實守信所帶來的長遠利益遠比眼前的利潤因為誠實守信所帶來的長遠利益遠比眼前的利潤

更有價值更有價值更有價值更有價值。」。」。」。」 

 

1861 年 9月 12日，出生在德國烏爾姆的一個小村莊，他是父母 12 個子女中的

第 11 個。父母在當地農民中屬於上層階級，父親是共濟會的成員，傾注了很大

精力讓子女獲得良好的教育。1869 年到 1876 年在烏爾姆上中學，學習機械，其

後又分別在德國的不同企業、美國愛迪生手下和西門子在英國的分公司工作了 7

年。 

1886 年 11月 15日，在德國斯圖加特創辦了「精密機械和電力工程車間」。1887

年他在這家工廠里，對 Deutz 機械設備公司尚沒有申請專利的內燃機火花塞設備

做了突破性的改進，獲得了他事業上的第一次成功。這種火花塞用來產生電火

花，引燃內燃機中的混合氣體。1897 年第一次成功把這種火花塞安裝在一個汽

車發動機上，就此解決了內燃機點火系統這個在當時被奔馳汽車公司創始人卡

爾·本茨稱為「難題中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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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02 年，羅伯特·博世的第一位工程師戈特羅布·霍諾爾德（Gottlob Honold，

1876 年 8月 26日—1923 年 3月 17日）發明了高壓電磁點火系統，才真正使得

快速運轉的汽油發動機成為可能，羅伯特·博世就此註冊了他最成功的專利之

一。這項發明成為羅伯特·博世事業發展的里程碑，從此這家德國的小車間開始

走上了向世界知名跨國企業發展的輝煌道路。這個火花塞的圖形也成為博世公

司的標誌。 

19 世紀和 20 世紀之交，羅伯特·博世將他的公司業務擴展到了國外，首先是 1898

年的英國，接著是歐洲各國，1906 年在美國開設了第一家辦事處，1910 年美國

的第一家工廠開業，到了 1913 年，公司業務已遍及了美洲、亞洲、非洲和澳洲，

公司盈利的 88%來自德國以外。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羅伯特·博世將他對汽車的

革新迅速推出市場，1927 年發明了柴油機注射泵。在 20 世紀 20 年代末的全球

經濟危機壓力下，羅伯特·博世在他的公司內首先發起了現代化生產流程和多種

化經營，短短几年內，公司從手工生產的汽車零件供應商發展成為國際性的電

子設備集團。 

1942 年 3月 12日，羅伯特·博世在斯圖加特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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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論之父—馬克斯•普朗克 
 

      

                  

 

 

         •從出生到死的心路歷程 

         •影響他最深遠的人—克勞修斯 

         •成為科學家的過程 

         •偉大的發明—量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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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自然療法創立者現代自然療法創立者現代自然療法創立者現代自然療法創立者－－－－德國水療之父德國水療之父德國水療之父德國水療之父    
 

－－－－認識水療之父認識水療之父認識水療之父認識水療之父 Sebastian Kneipp－－－－    

  被譽為水醫生(Dr. Water)的瑟巴斯堤安克奈浦

(Sebastian Kneipp) 1821年生於紡織工人的家庭裡，7歲時就

必須去幫人放牛養家，生活困苦，他回憶說：『我從來沒有

快樂的活過一天』。 

  1846年他得了肺結核病，看了很多醫生，由於當時醫

學不發達，每位醫生都告訴他是絕症，無法醫治。當時他很

失望，在一個偶然機會，他在慕尼黑國圖書館找到一本薄薄

的書””””清新的水在人體內的功效清新的水在人體內的功效清新的水在人體內的功效清新的水在人體內的功效””””(Von Kraftund Wirkung 

des frischen Wassers in die Leiber der Menschen)。 

  這本書作者是波蘭的漢恩醫生(Dr.J.S.Hahn)1734年著，從這本書他學習到治療自己，在

1849年的冬天他跳入冰冷的 Danube河裡，數秒後上岸穿好衣服，經過多次反覆水療，不久

後他的病情變緩和，1850年他才能再回學校繼續完成他的學業。 

  他每天利用晚上時間去噴水池作水療法實驗，透過思考和不斷的自我實驗。當時同學們

不相信水可以治病，但同班有位同學也患了肺病，結果也是被他用同樣的方法治好了。克奈

浦說：「水和藥草如應用的正確，幾乎可以幫助任何疾病。」 

  1852年他畢業後取得牧師職位，克奈浦看到很多人因小病喪生，他希望用他的水療法去

幫助人家，因此教堂變成水療場，克奈浦繼續他的水療實驗，他幫助很多人治好各種嚴重疾

病。 

  由於慈悲的克奈浦看病不收費，是純幫助窮人及病患，所以慕名而來的越來越多，總主

教勤他不要再做了，因為他的行為造成醫生和藥師極大的反彈，終於聯合聘請律師一狀告到

法院，因為他不是醫生，法官的判決卻出乎意料：『不行，我要讓他做，因為他幫助窮人免費

治病。』 

  教堂受不了壓力，1855年將他放逐到德國南部一個小鎮沃斯惑芬的修道院(Wörishofen)

但是病患還是從各地湧到這個小鎮，繁榮了該鎮，旅館供不應求，患者有時必須夜宿街頭接

受他的天然水療法。 

  累積了 40年經驗，克奈浦成為當代養生先知者(Gesund heitsgewissen)他在 1886年出版

了”我的水療法”(My Water Cure)，馬上在德國造成搶購風暴，全世界翻譯本和報章雜誌大

量報導和擴散，變成全世界最暢銷的書籍和人物，接著在 1889年他繼續出版”您應該如此生

活”(How you shall live)，１９５８年關於克奈浦的生平事蹟故事也被拍成電影，這位預防醫

學之父不光只使用溫水及冷水也繼續不斷加藥草精華液，對健身、養身、瘦身生活有正確的

指導，現代沐浴療法的研究，更提供證明沐浴精油滲透入皮膚是最溫和的方式來改變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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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杜勒杜勒杜勒 (Albrecht Dürer) 

 

杜勒是北歐藝術的宗師，也是第一位到義大利學畫的德國畫家。他的作品中以版畫最具影響版畫最具影響版畫最具影響版畫最具影響

力力力力，尤其是木刻版畫和銅板畫最為出色。  

 

杜勒是日耳曼一位金屬工匠之兒子，他在十三歲時就能夠畫出精密的自畫像，而成為西方繪西方繪西方繪西方繪

畫史畫史畫史畫史上上上上最早最早最早最早以寫實以寫實以寫實以寫實方方方方式記錄式記錄式記錄式記錄自自自自己容貌己容貌己容貌己容貌的畫家的畫家的畫家的畫家。十五世紀前後，歐洲藝術的中心還在義大利，

文藝復興的巨大成就使杜勒充滿了憧憬與嚮往，因此他不惜長途跋涉，三次翻越阿爾卑斯山，

向義大利的藝術大師學習，研究文藝復興的構圖、透視的技巧。 

 

因此，他將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形式與理論傳播到歐洲北部，並且成功的將文藝復興的理念與

哥德式的個人主義風格相結合。  

 

杜勒在三次到義大利途中，都以極客觀科學的精神，一絲不苟地將許多風景和生物的神態記

錄下來，因此，他也可能是西方繪畫史上第一位對大自然做直接寫生的畫家。當時日耳曼地

區從東方傳入印刷術，然後很快地發展成精密的版畫技術。杜勒在這種環境之下成為一位很

出色的木刻版畫和銅板畫家。他甚至以版畫複製了自己的作品，編成一本作品集。 

 

 

 

Q:杜勒出生於哪?A:紐倫堡 

Q:杜勒以甚麼畫最具影響力?A:版畫 

Q:杜勒是西方世界第一位以甚麼方式記錄自己的容貌?A:寫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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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之音樂之音樂之音樂之父父父父------------    

Johann Sebastian BachJohann Sebastian BachJohann Sebastian BachJohann Sebastian Bach    

巴哈巴哈巴哈巴哈    
 

 

W.F.巴哈，C.P.E.巴哈，
J·C·F·巴哈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平均律鋼琴曲集、布蘭登
堡協奏曲、戈德堡變奏
曲、馬太受難曲、大量康

塔塔

代表作代表作代表作代表作

管風琴曲、其他鍵盤樂、
宗教音樂、協奏曲、其他
樂器獨奏曲

擅長類型擅長類型擅長類型擅長類型

巴洛克所屬時期所屬時期所屬時期所屬時期

萊比錫逝世地逝世地逝世地逝世地

1750年7月28日逝世日期逝世日期逝世日期逝世日期

艾森納赫出生地出生地出生地出生地

1685年3月21日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德國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Johann Sebastian Bach原文名原文名原文名原文名

巴哈巴哈巴哈巴哈

W.F.巴哈，C.P.E.巴哈，
J·C·F·巴哈

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平均律鋼琴曲集、布蘭登
堡協奏曲、戈德堡變奏
曲、馬太受難曲、大量康

塔塔

代表作代表作代表作代表作

管風琴曲、其他鍵盤樂、
宗教音樂、協奏曲、其他
樂器獨奏曲

擅長類型擅長類型擅長類型擅長類型

巴洛克所屬時期所屬時期所屬時期所屬時期

萊比錫逝世地逝世地逝世地逝世地

1750年7月28日逝世日期逝世日期逝世日期逝世日期

艾森納赫出生地出生地出生地出生地

1685年3月21日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出生日期

德國國別國別國別國別

Johann Sebastian Bach原文名原文名原文名原文名

巴哈巴哈巴哈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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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介紹生平介紹生平介紹生平介紹    
約翰約翰約翰約翰·塞巴塞巴塞巴塞巴斯斯斯斯蒂安蒂安蒂安蒂安·巴哈巴哈巴哈巴哈（（（（德文德文德文德文：：：：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 21 日日日日－－－－1750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巴洛克巴洛克巴洛克巴洛克時期的德國作時期的德國作時期的德國作時期的德國作曲曲曲曲家家家家，，，，傑傑傑傑出的管出的管出的管出的管風琴風琴風琴風琴、、、、小小小小提琴提琴提琴提琴、、、、大大大大鍵琴演奏鍵琴演奏鍵琴演奏鍵琴演奏家家家家。。。。巴哈被巴哈被巴哈被巴哈被

普普普普遍認遍認遍認遍認為是為是為是為是音樂音樂音樂音樂史史史史上上上上最重要的作最重要的作最重要的作最重要的作曲曲曲曲家家家家之之之之一一一一，，，，並並並並被尊被尊被尊被尊稱為稱為稱為稱為「「「「西方西方西方西方『『『『現代現代現代現代音樂音樂音樂音樂』』』』之父之父之父之父」，」，」，」，也也也也

是西方文是西方文是西方文是西方文化化化化史史史史上上上上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人最重要的人物之物之物之物之一一一一。。。。 

巴哈巴哈巴哈巴哈出生於德國中出生於德國中出生於德國中出生於德國中部圖部圖部圖部圖林根林根林根林根州州州州小城小城小城小城艾森艾森艾森艾森納納納納赫赫赫赫的一個的一個的一個的一個音樂音樂音樂音樂世家世家世家世家，，，，在有生在有生在有生在有生之之之之年是一年是一年是一年是一位位位位著著著著名的名的名的名的

宮廷樂長宮廷樂長宮廷樂長宮廷樂長，，，，在德國萊在德國萊在德國萊在德國萊比錫聖托馬比錫聖托馬比錫聖托馬比錫聖托馬斯斯斯斯教堂度教堂度教堂度教堂度過過過過了了了了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一生中的絕大多數時間，，，，同作同作同作同作曲曲曲曲家家家家亨亨亨亨德爾德爾德爾德爾

和和和和泰勒曼齊泰勒曼齊泰勒曼齊泰勒曼齊名名名名。。。。 

儘管他的儘管他的儘管他的儘管他的音樂音樂音樂音樂並並並並沒沒沒沒有有有有開創開創開創開創新新新新風風風風格格格格，，，，但他的但他的但他的但他的創創創創作作作作使用了豐富使用了豐富使用了豐富使用了豐富的德國的的德國的的德國的的德國的音樂風音樂風音樂風音樂風格和格和格和格和嫻熟嫻熟嫻熟嫻熟的的的的復復復復

調調調調技技技技巧巧巧巧。。。。他的他的他的他的音樂集音樂集音樂集音樂集成成成成了巴洛克音樂風了巴洛克音樂風了巴洛克音樂風了巴洛克音樂風格的格的格的格的精華精華精華精華。。。。但但但但由由由由於於於於音樂音樂音樂音樂的的的的風尚迅速轉向風尚迅速轉向風尚迅速轉向風尚迅速轉向為為為為洛洛洛洛可可可可可可可可

和古和古和古和古典典典典主義主義主義主義風風風風格格格格，，，，巴哈巴哈巴哈巴哈的的的的復調音樂音樂被視復調音樂音樂被視復調音樂音樂被視復調音樂音樂被視為為為為陳腐之物陳腐之物陳腐之物陳腐之物，，，，其其其其成就成就成就成就長長長長時間未得到時間未得到時間未得到時間未得到應應應應有的有的有的有的評評評評

價價價價，，，，僅僅僅僅僅僅僅僅作為管作為管作為管作為管風琴演奏風琴演奏風琴演奏風琴演奏家而家而家而家而聞聞聞聞名名名名。。。。雖然莫札特雖然莫札特雖然莫札特雖然莫札特、、、、貝多貝多貝多貝多芬等芬等芬等芬等偉大作偉大作偉大作偉大作曲曲曲曲家家家家均均均均對對對對巴哈巴哈巴哈巴哈的作的作的作的作品品品品

崇拜崇拜崇拜崇拜有有有有加加加加，，，，但但但但直直直直到到到到浪漫浪漫浪漫浪漫主義時代主義時代主義時代主義時代，，，，作作作作曲曲曲曲家家家家舒曼舒曼舒曼舒曼在萊在萊在萊在萊比錫比錫比錫比錫的的的的圖圖圖圖書書書書館館館館中發現中發現中發現中發現了巴哈了巴哈了巴哈了巴哈的的的的受難受難受難受難

曲曲曲曲，，，，並並並並且由且由且由且由作作作作曲曲曲曲家家家家門門門門德爾德爾德爾德爾松松松松在在在在音樂會上演音樂會上演音樂會上演音樂會上演奏奏奏奏，，，，才震驚音樂才震驚音樂才震驚音樂才震驚音樂界界界界。。。。此後門此後門此後門此後門德爾德爾德爾德爾松松松松對他的作對他的作對他的作對他的作品品品品

進進進進行行行行了了了了發發發發掘掘掘掘、、、、整整整整理和推理和推理和推理和推廣廣廣廣，，，，經過經過經過經過幾幾幾幾代代代代音樂音樂音樂音樂家的共同家的共同家的共同家的共同努努努努力力力力，，，，巴哈逐漸巴哈逐漸巴哈逐漸巴哈逐漸獲得獲得獲得獲得了了了了今天的今天的今天的今天的崇高崇高崇高崇高地地地地

位位位位。。。。在西方在西方在西方在西方音樂音樂音樂音樂史史史史上巴哈上巴哈上巴哈上巴哈 Bach，，，，貝多貝多貝多貝多芬芬芬芬 Beethoven 和和和和布布布布拉拉拉拉姆姆姆姆斯斯斯斯 Brahms 被尊被尊被尊被尊稱為德國稱為德國稱為德國稱為德國

「「「「3B」。」。」。」。 

巴哈大事年表巴哈大事年表巴哈大事年表巴哈大事年表 

年38歲,榮獲萊比錫聖湯瑪斯教堂樂長,"約翰受難曲 "在萊比錫演出。1723

發表十二平均律曲集,完成他的傑作"布蘭登堡協奏曲"。再娶大音樂家女兒安娜.瑪達利娜.吾爾肯女士為妻(一生為巴哈生了13個子女)。1721

愛妻瑪莉亞.巴巴拉.巴哈去世。1720

在卡爾被會見布蘭登堡侯爵克里斯丁.比德威親王,他對於巴哈讚賞不已,特請巴哈寫協奏曲。1719

年33歲,受聘為科登里奧波德宮廷樂長,六年的時間創作了管絃樂曲與室內樂多首。1717

年22歲,就任布拉修士教堂風琴手,此後九年沒有變更職務,並埋首寫作. 十月和堂姊瑪莉亞.巴巴拉.巴哈在安斯特達特的德海慕教堂舉行結婚(巴克斯泰烏德該年去世)。1707

年20歲,因求教名風琴師 Buxtehude(巴克斯泰烏德)請假一個月到呂白克愈時未歸,而被教堂革職。1705

年18歲,參加威瑪一私人樂隊,擔任小提琴手,同年又轉到安斯達教堂,擔任風琴師,並發表第一首清唱劇。1703

年15歲,離家獨自生活,本想到義大利遊學但限於經濟環境,未能如願. 在隆尼堡的聖米霞爾教堂充任正式歌手。1700

一歌對指揮發現其才能,隨介紹他到紐倫堡唱詩班工作,其實他努力學習拉丁文與研究大音樂家作品。1697

年10歲,父母不幸先後去世,母親於1694年先行去世。1695

3/21日誕生於德國中部愛賽娜哈(Eis Enach)。1685

年38歲,榮獲萊比錫聖湯瑪斯教堂樂長,"約翰受難曲 "在萊比錫演出。1723

發表十二平均律曲集,完成他的傑作"布蘭登堡協奏曲"。再娶大音樂家女兒安娜.瑪達利娜.吾爾肯女士為妻(一生為巴哈生了13個子女)。1721

愛妻瑪莉亞.巴巴拉.巴哈去世。1720

在卡爾被會見布蘭登堡侯爵克里斯丁.比德威親王,他對於巴哈讚賞不已,特請巴哈寫協奏曲。1719

年33歲,受聘為科登里奧波德宮廷樂長,六年的時間創作了管絃樂曲與室內樂多首。1717

年22歲,就任布拉修士教堂風琴手,此後九年沒有變更職務,並埋首寫作. 十月和堂姊瑪莉亞.巴巴拉.巴哈在安斯特達特的德海慕教堂舉行結婚(巴克斯泰烏德該年去世)。1707

年20歲,因求教名風琴師 Buxtehude(巴克斯泰烏德)請假一個月到呂白克愈時未歸,而被教堂革職。1705

年18歲,參加威瑪一私人樂隊,擔任小提琴手,同年又轉到安斯達教堂,擔任風琴師,並發表第一首清唱劇。1703

年15歲,離家獨自生活,本想到義大利遊學但限於經濟環境,未能如願. 在隆尼堡的聖米霞爾教堂充任正式歌手。1700

一歌對指揮發現其才能,隨介紹他到紐倫堡唱詩班工作,其實他努力學習拉丁文與研究大音樂家作品。1697

年10歲,父母不幸先後去世,母親於1694年先行去世。1695

3/21日誕生於德國中部愛賽娜哈(Eis Enach)。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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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聖樂聖樂聖樂聖        貝多芬貝多芬貝多芬貝多芬  Ludwig van Beethoven 

 

出生地: 德國 波昂 

出生日期: 1770.12.16 

逝世地: 維也納 

逝世日期: 1827.03.26 

所屬時期: 古典主義、浪漫主義 

所屬樂派: 維也納古典樂派 

擅長類型: 交響曲、協奏曲、室內樂、鋼琴獨奏曲、宗教音樂 

代表作: 9 部有編號交響曲（第三號交響曲「英雄」、第五號交響

曲「命運」、第六號交響曲「田園」、第九號交響曲「合唱」）、35

首鋼琴奏鳴曲、歌劇「費德里奧」、莊嚴彌撒、16 首弦樂四重奏 

師從: 海頓、薩列里、阿爾布雷希坎貝格 

學生: 車爾尼、費迪南.里斯 

貝多芬的生平 

「樂聖」貝多芬，一七七０年出生於萊茵河畔的德國波昂，他的祖父、父親都曾經在當地的

宮廷下擔任歌手，祖父更在一七六一年升任為樂長，他非常疼愛貝多芬，可惜在貝多芬三歲

的時候就去世了。 

 

  貝多芬在很小的時候就顯露出他的音樂天分，當時莫札特因為「音樂神童」稱號紅便了

全歐洲，所以貝多芬的父親就想要學莫札特的父親，也將貝多芬訓練成「音樂神童」，如此

一來他就可以向別人炫耀一番，同時又可以增加收入，所以在貝多芬五歲的時候就教他拉小

提琴，並且請同事來教貝多芬鋼琴。 

 

  一七七八年貝多芬時年八歲就舉行了第一次公開演奏會，但是並沒有得到他父親所期望

的「神童」美名以及金錢收入。之後貝多芬開始向在波昂宮廷的風琴師倪夫學習，進步非常

神速，十二歲就能代理倪夫彈奏風琴，十四歲更成了宮廷的副風琴師。 

 

  非常幸運的，從小到大幾乎沒有接受過音樂之外教育的貝多芬，在他擔任宮廷副風琴師

期間，認識了布勞寧夫人。布勞寧夫人是宮廷顧問關的遺孀，她將貝多芬視同己出，加以照

顧與教育，並且教育貝多芬上流社會的禮儀。布勞寧夫人對貝多芬日後的思想以及文學素養

上的啟蒙佔了很大的功勞。 

 

  一七八七年貝多芬前往維也納，想要投入莫札特的門下求教，莫札特見了貝多芬後，就

要他就一個指定主題即席彈奏一首變奏曲。當貝多芬彈完後，莫札特察覺到貝多芬的確是音

樂奇才，並且預言貝多芬一定會在音樂史上掀起一場大風暴。至於貝多芬有沒有投靠莫札特

門下，倒是沒有留下確切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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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藉由布勞寧夫人的推薦，貝多芬認識了華德斯坦伯爵，華德斯坦很欣賞貝多芬的

音樂和才華，所以他就成為貝多芬的第一位贊助人，給了貝多芬相當多的鼓勵和幫助，使得

貝多芬有機會接觸到各種音樂，對往後的創作有相當大的幫助。 

 

  一七九六年貝多芬到歐洲各地旅行演奏，受到非常熱烈的喝采，鋼琴演奏名家貝多芬的

聲譽於是傳遍了各地。此外貝多芬也藉由演奏會來發表自己的作品，這又使得貝多芬得以確

立作曲家的身份。 

 

  貝多芬一生的創作時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時期為一八零零年以前。在這一段時

間內，貝多芬寫了他的第一、二首鋼琴協奏曲、第一號交響曲...等音樂及歌曲。這一時期的

樂曲風格大多呈現出古典式風格。 

 

  第二個時期是貝多芬不幸的開始，他的聽力開始嚴重衰退，這是身為音樂家最不幸的一

件事了。雖然貝多芬四處求醫，但是病情仍然沒有好轉的跡象，到了一八零二年他已經接近

全聾的地步。在這樣的打擊下，貝多芬的作曲風格開始出現了很大的轉變，他的音樂變得越

來越炙烈，作曲風格越來越大膽，於是不少貝多芬不朽的名作都是在這時候完成的，例如命

運交響曲、月光奏鳴曲、皇帝協奏曲等。 

 

  一八一七年以後貝多芬進入了嶄新的創作領域，也就是他一生中的第三階段。這個時期

裡貝多芬的創作更富於實驗性，音樂中也含有更深的思想與哲理。從第三時期的傑作合唱交

響曲、莊嚴彌撒等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出那偉大而崇高的意境，可以說是已達音樂至高至美

的境界。 

 

  一八二六年間，貝多芬染上風寒而轉成肺炎，最後到了一八二七年與世長辭。據說貝多

芬的葬禮備極哀榮，有兩萬五千名仰慕者去瞻仰他的遺容，出殯當天維也納各學校也的停課

一天，以表示對他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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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改革者 

    Richard 

Wagner 
 

1813 年 5 月 22 日出生於德國萊比錫  

十四歲就撰寫了生平第一部劇本「萊巴德與阿德萊

達」 

十九歲時便完成第一首交響曲 

1836 年 11 月與歌劇團中女演員敏娜結婚  

1849 年德勒斯登爆發革命，華格納因參與革命活

動被通緝 

1862 年獲准回國 

1883 年 2 月 13 日，華格納在義大利威尼斯去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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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t von Karajan 

卡拉揚 

 

  如果說從影響力、行政能力、音樂

改革這些方面來看，二十世紀古典樂壇

上最重要的指揮家，非卡拉揚莫屬。 

       1908 年，卡拉揚出生於奧地利的

薩 爾 茲 堡 ， 與 音 樂 神 童 莫 札 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是同鄉，

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醫生，而他父親還

曾經在薩爾茲堡的莫札特紀念管弦樂

團裡吹奏單簧管。多少因為家庭背景關

係，卡拉揚自小就擁有的音樂天分，便

能受到不錯的引導，三歲彈琴、五歲登台演出，算來也是一位神童。  

       卡拉揚在薩爾茲堡莫札特音樂院與維也納大學、維也納音樂院主修鋼琴，但隨後

因病而改鑽研指揮。卡拉揚在烏爾姆(Ulm)的一個小劇院，紮紮實實的磨練了好幾年，

當時這個小劇院非常克難，樂團只有廿一人，布景、臨時演員、服裝道具，幾乎樣樣

都得自己動手，也因此，累積他雄厚的歌劇指揮及製作經驗。卡拉揚自己也認為，這

段時間的經驗，對自己非常的可貴。  

1935 年，廿七歲的卡拉揚接任當時德國亞琛歌劇院的首席指揮，接著擔任音樂總

監，成為當時德國境內最年輕的音樂總監。二次大戰後，卡拉揚遇到一位影響他一生

的貴人，當時 EMI 的製作人華爾特李格。李格在聽過卡拉揚和維也納愛樂的排練後，

深深感動，於是邀請卡拉揚和維也納愛樂為 EMI 灌錄音樂，甚至還特別為卡拉揚錄音

之用，而創立了愛樂管弦樂團。 

  卡拉揚的錄音譜極廣，空間上基本上涵蓋歐洲所有出名作曲家的作品，時間上則

從巴洛克時期跨到 20 世紀。他最擅長的是浪漫主義時期的德奧作曲家的作品，如：貝

多芬、勃拉姆斯、門德爾松、舒曼、華格納、布魯克納、馬勒、理查·施特勞斯。另外，

對於近現代作曲家，如：德彪西、拉威爾、西貝柳斯、卡爾·尼爾森、肖斯塔科維奇，

他都有著非常精彩的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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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生平生平生平:     :     :     :                                                                                                                 

馬丁馬丁馬丁馬丁····路德路德路德路德，本名 Martin LuderMartin LuderMartin LuderMartin Luder，新教宗教改革的發起人。他本来是奧斯定會的教士、神學

家和神学教授，本來他想避免教会的分裂来達到教会改革的目的。他的演说和宇作天才以及

他的令人尊重的為人使他的主張獲得了很大的歡迎。他的改革终止了中世紀天主教教会在歐

洲的獨一地位。他翻译的路德聖經迄今为止仍是最重要的德語聖經翻譯。 

對路德而言，人與上帝溝通的方式乃只有神的話－聖經。但聖經和神只對有信心的人說話，

這信心也是上帝所賜的，不是人所能成就。路德認為世上只有一位神，乃是慈愛、公正、公

義的神。祂超越一切人的理性，是神秘的、不可思議的。路德說：如果人能理解祂，祂就不

是上帝了 

馬丁馬丁馬丁馬丁····路德路德路德路德生於德國艾斯莱本，父母原是勤儉的務農人家，但當時因社會商業方面開始發達

了，並帶動了工業的發展，故其父親轉而成為礦工，在當時以礦工當職業的人口並不多，算

是新興的行業，在父親的積極努力下竟也自行當起了一個小礦主，后来上升為城市的議會會

員。父親漢斯·路德（Hans Luder，1459 年—1530 年），母親瑪格雷特，原姓林德曼（1459

年—1531 年）。路德是九個孩子中的第八個。1483 年 11月 11 日（都爾．聖瑪定主教紀念日），

他受洗禮，並以當日的聖人聖瑪定（馬丁）命名。他在鄰近他的出生地的曼斯费爾德長大，

當時艾斯莱本和曼斯费爾德约有数千居民，而他的父親擁有當地的一處铜礦。嚴格而充满爱

心的父亲，要他接受时尚的启蒙教育。父親非常積極培育路德的教育，故送他到大城市就學。 

學業: 

從 1501 年到 1505 年路德在圖林根的爱爾福特大学就学。奉父命路德在獲得博士学位后又开

始学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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赦罪和九十五條論鋼: 

傳说路德於 10月 31 日將這份論綱钉到维腾貝格宫殿教堂的大門上。在这份論綱中他不反對

天主教会收集錢的做法，而是反對其中反映出來的赦罪的教条。對路德来说販賣赦罪卷体现

出了教會需要“從頭到尾”進行一次根本的改革。他在这份論綱中没有直接攻击教宗，但他

認為教宗的任务在于为所有教徒懇求神的憐憫。1518 年路德又用简明的語言將他的論綱的宗

旨和他的認為寫成了大眾能够理解的方式。 

翻譯聖經 

路德在瓦特堡上持假名“榮客約克”待到 1522 3月 1 日。在梅蘭希通德鼓勵下他從 1521 年

秋開始翻译新約，在 11个星期内他将新约译成德文。后来这个翻译被印刷许多次。此後他又

翻译了舊约（1543完成），两者一起组成了著名的路德圣经。作为翻译的基礎他使用了伊拉

斯謨的希腊文聖經和他自己的拉丁文翻譯和武加大译本。完成普通人能讀懂的聖經 

宗教改革 

路得用六天的布道，用了正好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说服市民进行有效的改革：爱，而不是外部

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不必將教堂里的圖像都禁止，因为圖像没有害處。除牺牲祈禱外他没

有改變羅馬教會的神事儀式，同时他引入了新教的聖餐禮。 

宗教改革的擴展 

路德相对于激进派的态度对宗教改革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他没有徹底與罗馬教会决裂，同

时也没有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但同时他獲得了许多温和派的支持。 

當年 1529 年天主教議員在第二次施佩耶尔帝国大会上决定取消對新教徒的部分容忍时新教

徒议员（五個贵族领地和 14個帝国自由城市）提出抗議。馬堡會議因聖餐爭論與瑞士改革宗

慈理絕裂 

在 1530 年的奥格斯堡帝国大会上新教議員獲得了容忍他们的起草的奥格斯堡信条的目的，漢

爾姆斯的命令失效。這样宗教改革得以在德國擴展和鞏固。这是宗教改革的政治突破，它後

来導致了反改革運動和三十年戰爭 

宗教改革的特色 

路德有別於天主教的信仰內容，就神學、聖禮及組織三方面有了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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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anuel Kant 

伊曼努爾伊曼努爾伊曼努爾伊曼努爾.康德康德康德康德(1724~1804) 

 

~要勇於運用你的聰明才智~ 

 

 

 

� 身材嬌小的康德出生在貧困

且擁有ㄧ位偉大的母親,所以

使得他心地善良。 

� 他生活作習極有規律,左圖是

他每天下午必定會經過的散

步小路,後人稱之為”哲學家

之路”。 

 

� 他一生致

力於教學,風趣生動的講課使學生

如沐春風,深得學生的敬愛。 

� 我不是交給你們哲學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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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交給你們如何哲 

 學地思考   (Philosophizing)。 

    

� 後人將他知名著作的總結

作為他的墓誌銘。 

� 有兩件事充滿心靈中,如

果持續地加以思索,變覺

得不斷的驚異,即是: 

 天上的繁星;人間 

 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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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亞歷山大亞歷山大．．．．馮馮馮馮．．．．洪堡洪堡洪堡洪堡

（（（（Alexander von HumboldtAlexander von HumboldtAlexander von HumboldtAlexander von Humboldt））））    

  生於 1769 年 9 月 14 日，死於 1859 年 5 月

6 日，生卒于柏林。他是著名的博物學家、發

現者，也是威廉．馮．洪堡的弟弟。 

他具有傳奇色彩的一生使他享有多個美

譽，如哥倫布第二、科學王子和新亞里士多德

（巴黎科學院紀念幣）。他是眾多學會的成員，

在自然科學家學會、普魯士科學院、巴伐利亞

科學院任職。 

 

主要貢獻有：首創等溫線、等壓線概念，

繪聲繪出世界等溫線圖，指出氣候不僅受緯度影響，而與海拔高度、離海遠近、風向等因素

有關；研究了氣候帶分布、溫度垂直遞減率、大陸東西岸的溫度差異性、大陸性和海洋性氣

候、地形對氣候的形成作用；發現植物分布的水平分異和垂直分異性，論述氣候同植物分布

的水平分異和垂直分異的關系，得出植物形態隨高度而變化的結論；根據植被景觀的不同，

將世界分成都市 16 個區，確立了植物區系的概念，創建了植物地理學；首次繪制地形剖面圖，

進行地質、地理研究；指出火山分布與地下裂隙的關系；認識到地層愈深溫度愈高的現象；

發現美洲、歐洲、亞洲在地質上的相似性；根據地磁測量得出地磁強度從極地向赤道遞減的

規律；根據海水物理性質的研究，用圖解法說明洋流；發現秘魯寒流(又名洪堡寒流)。 

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HU Berlin） 

德國首都柏林最古老的大學，於 1809 年亞歷山大．馮．洪堡及哥哥威廉．馮．洪堡所創

立，是第一所新制的大學，對於歐洲乃至於全世界的影響都相當深遠。柏林洪堡大學在二次

世界大戰之前，可以說是世界學術的中心。許多知名學者、政治家都在這邊留下了他們的身

影，柏林洪堡大學也產生過產生過產生過產生過 29292929 位諾貝爾獎得主位諾貝爾獎得主位諾貝爾獎得主位諾貝爾獎得主，成就驚人。學校現況：柏林洪堡大學位於柏

林市中心，所在地是原先的海因里希王子宮（Palais des Prinzen Heinrich），目前共有 11 個學

院、2 百多個專業或科系，學生 3 萬多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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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卡爾卡爾卡爾·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海因里希海因里希·馬克思馬克思馬克思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1818年 5月 5日－1883年 3月 14日 

猶太裔德國人，生於普魯士萊茵省（現屬於聯邦州萊茵蘭-普法爾茨）特里爾一個律師家庭。

是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革命理論家，並精通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學、

占星學還有數學。主要著作有《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他是無產階級的

精神領袖，是近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始祖。支持他理論的人被視為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 

馬克思最廣為人知的哲學理論是他對於人類歷史進程中階級鬥爭的分析。他認

為這幾千年來，人類發展史上最大矛盾與問題就在於不同階級的利益掠奪與鬥

爭。依據歷史唯物論，馬克思大膽的假設，資本主義終將被共產主義取代。 

一般認為馬克思的哲學在他的時代沒有絕對的影響力。但就在他過世幾年後的

19世紀末，馬克思哲學迅速的傳遍各地。社會主義成為歐洲先進國家政經改革

的趨勢。 

馬克思主義也派分成為非革命派（Evolutionary Marxism）與革命派（Revolutionary 

Marxism）。非革命派學說，又稱修正主義派，以愛德華·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為中心，主張漸進式的社會主義發展，視馬克思主義為一種道德標準。

而革命派學說則以列寧最為著名，強調激進強製革命的重要性。革命派視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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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義為一種歷史科學理論，認為這種理論是絕對正確的預言。兩邊派系皆認

為自方學說為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馬克思主義在 20世紀初到 20世紀中葉，藉由列寧及其他革命者創辦的蘇聯的

大力提倡達到了巔峰。在這段期間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解釋似乎受到許多學者

的疑問與爭議。隨著蘇聯的式微與解體，馬克思主義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也逐漸

衰退。而馬克思主義作為近代最著名也是影響最深遠的哲學理論之一，其學說

仍然活躍在學術界的各領域，學說的精神也不時的被運用在各政府的施政方向。 

在 21世紀的今天，世界上仍有許多國家自稱馬克思主義為其國家或政黨的基本

主義與基本方針，如中國、越南、寮國、北韓、古巴、尼泊爾共產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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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悲劇哲學家悲劇哲學家悲劇哲學家悲劇哲學家----尼采尼采尼采尼采    

    

  

 

＊ 著名德國哲學家著名德國哲學家著名德國哲學家著名德國哲學家 

＊ 出生於普魯士薩克森州的洛肯小鎮出生於普魯士薩克森州的洛肯小鎮出生於普魯士薩克森州的洛肯小鎮出生於普魯士薩克森州的洛肯小鎮 

＊ 1869-1879於巴塞爾大學擔任古典哲學教授於巴塞爾大學擔任古典哲學教授於巴塞爾大學擔任古典哲學教授於巴塞爾大學擔任古典哲學教授 

＊ 1872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哲學著作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哲學著作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哲學著作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哲學著作 

《《《《悲劇的誕生悲劇的誕生悲劇的誕生悲劇的誕生》》》》 

＊ 1900/8/25死於肺炎死於肺炎死於肺炎死於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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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 3月 5日，出生於俄國佔領下的波蘭猶太人家庭，她原是波

Rosa Luxemburg 盧森堡 

共產運動的先趨  

玫瑰的名字玫瑰的名字玫瑰的名字玫瑰的名字────────羅莎．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 

德國左派革命家。 

德國共產黨綱起草人。 

德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家、 

社會哲學家及革命家。 

德國共產黨的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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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和立陶宛王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1898年移居德國柏林，並加

入德國社會民主黨（SPD），是黨內的社會民主理論家。之後為德國

獨立社會民主黨（USPD）。 

1914年，當德國社會民主黨宣布支持德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她和卡爾•李卜克內西合作成立馬克思主義革命團體「斯巴達克同盟

（Spartakusbund）」，與社民黨內以艾伯特為代表的右傾勢力鬥爭。

該組織於 1919年 1月 1日轉為德國共產黨。 

羅莎•盧森堡起草了德國共產黨黨綱。她認為 1919年 1月柏林的斯巴

達克起義是一個錯誤，但起義開始後她還是加以支持。當起義被自

由軍團（魏瑪政權的右翼敢死隊，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組成）

鎮壓時，盧森堡、李卜克內西與其他數百位支持者被逮捕，遭到嚴

刑拷打並被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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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最偉大的社會學家 

․為社會學開基始祖之一 

․重要著作：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he Religion of India: The Sociology of Hinduism and Buddhism. 

Ancient Judaism. 

Politics as a V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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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之父－史懷哲 

二十世紀人道精神劃時代偉人、非洲聖人史懷哲博士(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 ，德（裔法）國人；出生於阿爾薩斯（Elsas）的一個小鎮凱撒堡

（Kaysersberg）。 

德國醫學家、神學家、哲學家、人道主義者。早年刻苦力學，在柏林獲哲學

博士學位。精通數國語文，學問淵博。西元一九一三年前往非洲，在蠻荒叢林

中行醫達五十餘年。曾獲一九五三年諾貝爾和平獎。著有耶穌生平的研究、文

明的哲學、原始森林的邊緣等書。 

除了醫學、神學，史懷哲在音樂領域也很有天賦，從年輕時就非常喜歡管風

琴，連到非洲後，都還繼續的磨練自己的琴藝，還因此舉辦了多次的募款音樂

會。而且他所灌錄的巴赫管風琴演奏曲唱片被視為音樂界難忘的成就之一。 

史懷哲的名言：「除非你能夠擁抱並接納所有的生物，而不只是將愛心局限

於人類而已，不然你不算真正擁有憐憫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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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奧斯卡奧斯卡奧斯卡·辛德勒辛德勒辛德勒辛德勒 (Oskar Schindler ) 

 

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1908 年 4 月 28 日－1974 年 10

月 9 日），德意志商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屠殺猶

太人的暴行中，傾力拯救猶太人。他以生產軍需品為名，聘用猶太

人在他設於克拉科夫的工廠工作，從而拯救超過 1,200 名猶太人。 

辛德勒生於波希米亞的斯維塔維（位處奧匈帝國，現在的捷克）

一個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家庭在 30 年代的大蕭條當中受到打擊，

並且加入納粹黨。他是一位業餘藝術愛好者和一位機會主義的商

人。隨著德軍入侵波蘭，他是其中一位為了錢財而來到這片新土地

上，開展他的事業。辛德勒以低廉的價格收購一間位於克拉科夫，名為德國琺瑯器工廠

（Deutsche Emaillewaren-Fabrik，或簡稱 DEF），主要生產搪瓷器皿。他聘用了大約 1,300 名猶

太人為他工作。有說他初期聘用猶太人的目的只是為了金錢和匿藏富裕的猶太人，但後期他

的庇護行為越見積極和表面化。他會辯稱生手工人為熟手工人，每當他的工人受到任何（來

自政策上的）傷害，他便立刻向政府索償。 

因目睹 1942 年納粹德國大舉搜捕克拉科夫猶太人區內的猶太人，士兵將他們驅逐到位

於波蘭克拉科夫的集中營中（克拉科夫-普拉佐集中營，Kraków-Płaszów concentration camp），

猶太人拚死匿藏逃避搜捕的情景令辛德勒震撼不已，因而啟發他努力拯救被逼害的舒特拉猶

太人（Schindlerjuden）。他與當地的指揮官阿蒙·歌德（Amon Göth）合作，讓 900 名猶太人轉

送到鄰近的工廠，這樣至少比直接送往由德軍管轄的集中營安全。辛德勒曾兩次因意圖謀反

而被捕，但兩次都能避過牢獄之災。辛德勒往往以賄賂政府官員藉以避過檢查。隨着德軍節

節敗退，德軍往往在紅軍前來解放集中營之前加緊屠殺居

住在集中營內的猶太人。1944 年 10 月，辛德勒設法將 1,200

名「工人」遷移到位於捷克布瑞恩利茲（Brünnlitz）的工場。

當有他的猶太工人被誤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他便會想盡

辦法讓他的工人回到他身邊。1945 年 5 月布瑞恩利茲得到

解放。 

 

《《《《辛德勒的名單辛德勒的名單辛德勒的名單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 

由美國環球公司於 1993 年出品的影片，由美國著名導演斯蒂

芬·斯皮爾伯格執導，除少數鏡頭採用彩色底片模擬黑白攝影的方

式拍攝之外，全片皆使用當時幾乎已不生產之黑白底片拍攝；當

時電影公司高層曾建議史匹柏使用彩色底片以利 VHS 的轉換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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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是被史匹柏婉拒，他認為 「不需要過多太漂亮的東西」。片長 195 分鐘。影片描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納粹集中營中猶太人的悲慘遭遇與德國商人奧斯卡·辛德勒拯救受害猶

太人的義行。本片導演本身是一個猶太人，他根據澳大利亞作家托馬斯·肯尼利的小說《辛德

勒方舟》進行改編，拍攝了這部黑白影像的影片。作品以紀實的風格真實再現的當年的恐怖

景象，作品中人類的醜惡面目與偉大人性都充分的得到體現。作為美國最出名的科幻導演，

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在這部作品中捨棄了他以往最拿手、強調各種特效的拍攝手法，以紀錄片

的風格拍攝了此片。 

 

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劇情簡介 

    德國投機商人辛德勒是地方上有名的納粹中堅分子，在被佔

領的波蘭﹐猶太人是最便宜的勞工，因此辛德勒的工廠雇用猶太

人。然而這些人得到這份工作也就得到了暫時的安全﹐辛德勒的

工廠成了猶太人的避難所。   然而納粹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使

辛德勒越來越不滿。1943 年﹐納粹對克拉科夫猶太人的殘酷血洗

使辛德勒對納粹的幻想完全破滅﹐他清楚納粹對猶太人 的屠殺

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可怖。從那時起﹐辛德勒只有一個想法﹐盡可能多保護猶太人。他制訂

了一份聲稱工廠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工人名單﹐通過賄賂納粹官員﹐使他們得以倖存。他

越來越受到違反種族法的懷疑﹐但他每次都躲過了迫害﹐一如既往地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營救

猶太人。當運輸他的女工一列火車錯開到奧斯威辛時﹐他還破費了一大筆財產把這些女工追

回了他的工廠。 不久﹐蘇聯紅軍來到了克拉科夫市﹐向辛德勒工廠裡幹活的猶太人宣布﹕戰

爭結束了。下大雪的一天晚上﹐辛德勒向工人們告別﹐獲救的 1000多名猶太人為他送行。他

們把一份自動發起簽名的證詞交給了辛德勒﹐以證明他並非戰犯。同時﹐他們還敲下自己的

金牙﹐打製了一枚金戒子﹐贈送給辛德勒﹐在戒子上 刻著一句猶太人的名言﹕救人一命就等

於救全人類。 

 

    辛德勒淚流滿面﹐以未能救出更多的猶太人而感到痛苦。辛

德勒為他的救贖行動﹐已竭盡所能，他的全部財產都已用於挽救

猶太人的生命。大雪之中﹐猶太人目送辛德勒離開了城市，他的

義舉將永遠被猶太人們銘記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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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wister Scholl  蕭爾兄妹蕭爾兄妹蕭爾兄妹蕭爾兄妹  

一九四三一九四三一九四三一九四三    白玫瑰白玫瑰白玫瑰白玫瑰    

 

1940 年代德國正處納粹時期，此時慕尼黑出現了名為白玫瑰的反納粹主義組織，白玫瑰

反抗運動以發散傳單為主，1942 年散發第一份傳單。 

 

1943 年 2 月 18 日蕭爾兄妹在慕尼黑大學發散傳單，遭到管理員檢舉給蓋世太保，在經

歷四天與法庭的心理戰後，於當年 2 月 22 日在人民法庭確定判處死刑，並在當天判決幾小時

之後在慕尼黑的斯塔德海姆監獄執行斬首。 

 

 

 

漢斯．蕭爾 Hans Fritz Scholl 

(22 September 1918 – 22 February 1943) 

 

蘇菲 · 蕭爾 Sophia Magdalena Scholl  

(9 May 1921 – 22 February 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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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斯·馮·史陶芬堡 

 Claus von Stauffenberg 
 

生平  

• 1907190719071907 出生於出生於出生於出生於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斯圖加特斯圖加特斯圖加特斯圖加特  

•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奧林匹克奧林匹克奧林匹克奧林匹克運動馬術代表隊運動馬術代表隊運動馬術代表隊運動馬術代表隊    

• 精通希臘與拉丁語精通希臘與拉丁語精通希臘與拉丁語精通希臘與拉丁語    

• 文學藝術文學藝術文學藝術文學藝術 : : : :音樂及建築音樂及建築音樂及建築音樂及建築  

 

軍隊生涯  

• 1926192619261926 年騎士兵團年騎士兵團年騎士兵團年騎士兵團        

• 1929192919291929 年以最優的成績畢業年以最優的成績畢業年以最優的成績畢業年以最優的成績畢業    ，，，，隔年被升為少尉隔年被升為少尉隔年被升為少尉隔年被升為少尉        

• 1933193319331933 年加入年加入年加入年加入納粹納粹納粹納粹黨黨黨黨，，，，1939193919391939 年被調至德軍總參謀部年被調至德軍總參謀部年被調至德軍總參謀部年被調至德軍總參謀部  

• 1943194319431943 年年年年，，，，被派往被派往被派往被派往北非北非北非北非    突尼斯突尼斯突尼斯突尼斯前線前線前線前線，失去左眼失去左眼失去左眼失去左眼、、、、右手和左手手指右手和左手手指右手和左手手指右手和左手手指    

• 1944194419441944 年刺殺年刺殺年刺殺年刺殺希特勒希特勒希特勒希特勒    

 

華爾奇麗雅行動 Valkyrie  

• 1944194419441944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軍事會議地點在東軍事會議地點在東軍事會議地點在東軍事會議地點在東普魯士拉森堡普魯士拉森堡普魯士拉森堡普魯士拉森堡一木造建築物內舉行一木造建築物內舉行一木造建築物內舉行一木造建築物內舉行    

• 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藉聽覺受損為由靠近希特勒當時所站立的位置藉聽覺受損為由靠近希特勒當時所站立的位置藉聽覺受損為由靠近希特勒當時所站立的位置藉聽覺受損為由靠近希特勒當時所站立的位置，，，，手執公事包裝有一枚定時炸手執公事包裝有一枚定時炸手執公事包裝有一枚定時炸手執公事包裝有一枚定時炸

彈彈彈彈    

• 12121212 時時時時 37373737 分將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的橡木大桌桌腳內側後便藉故離開分將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的橡木大桌桌腳內側後便藉故離開分將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的橡木大桌桌腳內側後便藉故離開分將公事包放在希特勒右方的橡木大桌桌腳內側後便藉故離開    

• 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離開離開離開離開後公事包被推往桌腳的外側後公事包被推往桌腳的外側後公事包被推往桌腳的外側後公事包被推往桌腳的外側     

•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2121212 時時時時 42424242 分炸彈爆炸分炸彈爆炸分炸彈爆炸分炸彈爆炸    ，，，，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與副官與副官與副官與副官海夫頓海夫頓海夫頓海夫頓離開後飛往離開後飛往離開後飛往離開後飛往柏林柏林柏林柏林會合其他同謀會合其他同謀會合其他同謀會合其他同謀    

• 當場四人死亡當場四人死亡當場四人死亡當場四人死亡，，，，大部份人士也都受傷大部份人士也都受傷大部份人士也都受傷大部份人士也都受傷    ，，，，但桌腳卻為希特勒保住了性命但桌腳卻為希特勒保住了性命但桌腳卻為希特勒保住了性命但桌腳卻為希特勒保住了性命    ，，，，僅受輕傷僅受輕傷僅受輕傷僅受輕傷  

• 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等一干人皆於當晚被捕等一干人皆於當晚被捕等一干人皆於當晚被捕等一干人皆於當晚被捕，，，，並旋即在戰爭指揮部的庭園內被槍斃並旋即在戰爭指揮部的庭園內被槍斃並旋即在戰爭指揮部的庭園內被槍斃並旋即在戰爭指揮部的庭園內被槍斃        

 

後世評價  

• 第二次大戰後第二次大戰後第二次大戰後第二次大戰後，，，，仍有不少仍有不少仍有不少仍有不少德國德國德國德國人將人將人將人將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視為視為視為視為「「「「叛國者叛國者叛國者叛國者」」」」 。。。。    

 

•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德國德國德國德國總理總理總理總理施洛德施洛德施洛德施洛德在在在在諾曼地諾曼地諾曼地諾曼地登陸登陸登陸登陸 60606060 周年儀式上稱讚周年儀式上稱讚周年儀式上稱讚周年儀式上稱讚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等人為等人為等人為等人為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人自己的反人自己的反人自己的反人自己的反納粹納粹納粹納粹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    

 

•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有數千街道有數千街道有數千街道有數千街道、、、、學校學校學校學校、、、、廣場甚至火車站都以廣場甚至火車站都以廣場甚至火車站都以廣場甚至火車站都以「「「「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史陶芬堡」」」」命名命名命名命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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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巨星好萊塢巨星好萊塢巨星好萊塢巨星~      Marlene Dietrich 

1901/12/27 - 1992/05/06 

 

出生於柏林一個貴族軍官家庭，父親是一名陸軍軍官，曾經參加 

過普法戰爭，在黛德麗 5歲時便去世了，而後母親改嫁一名普魯 

士軍官。由於父親職業的關係，瑪琳自小便養成了獨立自主的性 

格，她出生時名為瑪琳·瑪德蓮娜·黛德麗，11歲那年，因為想擁 

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名字，就自己做主將原名 Maria Magdalena改為 

Marlene,但在德文中並沒有 Marlene 這個名字。  

 

瑪琳·黛德麗從小就在魏瑪的音樂學院學小提琴和鋼琴。大約 15歲左右時，黛德麗開始迷上

了舞臺，並且常常在假期登臺表演。一次偶然的機會，瑪琳在德國歌劇院表演朗誦，被著名

劇院導演馬格斯·安哈特選中，並因此得到首次演出的機會。 

 

在 1923 年出演第一個角色後，瑪琳在同年與助理製作人魯道夫·任伯火速結婚，並生下第一

個女兒。之後一直到 1930 年，瑪琳的事業才開始起飛，當年她因在改編自德國作家亨利希·

曼的小說《垃圾教授》的電影《藍天使》中飾演羅拉一角，並演唱了其中的歌曲《我從頭到

腳為愛而生》而紅遍全球。  

 

是誰開創了女穿男裝的潮流？她被評論者形容為“雌雄同體”的美艷妖姬——瑪琳·黛德麗。海

明威曾這樣形容她：“即使只有聲音， Marlene Dietrich 狄特里希也讓人心醉。”瑪琳·黛德麗

打扮成男孩子，塑造出獨立剛強自主的男性化形象，長褲套裝打扮等等。 

 

瑪琳·黛德麗的形象漸漸地從完全男性化演變為雌雄同體，像在《慾望》中穿的套裙 Smoking

晚裝，不僅為當時的人們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也在電影主導時尚潮流的上世紀 30 年代，讓

黛德麗成為呼風喚雨的人物。如讓她在電影中穿上男裝海軍制服和大衣、在《藍天使裏》黛

德麗不僅穿上了軍裝還戴上了 Cap帽，在《聲名狼藉》等影片中一直保持。 

 

隨著美軍在歐戰中的推進，瑪麗蓮根本是隨著軍隊，以勝利者的姿態進入德國，這一點，許

多德國人自始至終無法接受，也無法原諒。特別是 1948 年，她在 Billy Wilder 拍攝的影片「A 

Foreign Affair」中飾演柏林酒吧走唱女，曾是某 SS高層的舊情人，片子以殘破的柏林為背景，

敘述瑪麗蓮 - 身著大戰時勞軍的服飾，與男主角 - 當然是美國大兵，眉來眼去的一段感情。

這部片子大約重重地傷了德國影迷的心，直至 60 年代，她藉

著歐洲巡迴的名義重返德國，雖受到歡呼，卻怎樣都揮不去叛

國賊的陰影，愛恨交織，大約可以用來說明當時德國/德國人對

待瑪麗蓮，或者倒過來，瑪麗蓮面對「祖國」的感情。  

~代表名著代表名著代表名著代表名著 

歌名歌名歌名歌名:Von Kopf bis Fuß auf Liebeeingeste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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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爾波倫迪特爾波倫迪特爾波倫迪特爾波倫(Dieter Bohlen)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1954 年二月七號在伯爾尼,夏薩克森出生，是一個德國的音樂家也是製作人，而且再文

學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在 Modern Talking(與 Thomas Anders樂團) 時期走紅，到了今日 2008

年一共售出了 1.6億張專輯 

兒童時期兒童時期兒童時期兒童時期：：：： 

父母漢斯，伊迪絲波倫因為德國聯合體的關係,搬去了奧爾登堡 Eversten 區。 

在青年時期是德國共產黨的一員，在解黨之後呢就讀於商業高中的職業學校 奧爾登堡- 

Haarentor，畢業後波倫去了哥廷根，就讀於哥廷根大學。 

音樂開端音樂開端音樂開端音樂開端：：：： 

已經在他的學校董事會組成的音樂。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他創作和製作漢堡音樂出版商“跨歌”

影響了許多藝術家。 

個人音樂風格個人音樂風格個人音樂風格個人音樂風格：：：： 

音樂製作突出的成分與結構簡單。在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這種音樂風格被用來當作歐

洲舞曲，除了舞曲 DISCO之外，他的流行民謠在當然也是相當知名的。 

 

暢銷歌曲暢銷歌曲暢銷歌曲暢銷歌曲：：：：(大部分是在 Modern Talking樂團時與 Thomas Anders 有名) 

Atlantis Is Calling 

Brother Louie(曾是夜店必放歌曲) 

You're My Heart-You're My Soul 

Cheri Cheri Lady 

以上四首是他們的成名曲 

音樂獎項音樂獎項音樂獎項音樂獎項：：：： 

1985 年：金因叉，最成功的作曲家和製作人。 

1989 年：人民藝術家的蘇聯。 

1998 年：非凡彗星─終身成就獎 

2001 年：德國圖書獎。 

2003 年：小鹿斑比，流行國家 

2004 年：迴聲獎，最佳國內生產商。 

2004 年：迴聲獎，單曲 we have 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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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GottschalkThomas GottschalkThomas GottschalkThomas Gottschalk 高夏克高夏克高夏克高夏克    

高夏克是一位德國相當著名的主持人，他最著名的電視節

目就是 Wetten，dass…? 

在他的成功帶領下該節目在德國、奧地利、瑞士、南塔羅

等地相當熱門。 

他出生在巴法力亞市的小鄉村，班堡，而他也是律師的兒

子，長大後就讀庫爾姆巴赫的一所學校，他主修歷史與德

國文學，後來還通過考試當上了國小老師，然而在這個時

候他發現了他真實的職業。 

1971 年時，高夏克在巴代利亞廣播電台任自由作家一職；

在 1973 年，便升任新聞節目主播。1976 年，在結束在慕

尼黑水星報短暫的工作後，他成為巴代利亞廣播電台的正

式員工；不久他擔任 Pop nach acht 的節目主持人並受到大

眾的愛戴。1978 年，因為他的傑出的表現受頒

Kurt-Magnus-Preis獎。 

1977 年他便開始主持節目 Telespiele，1982~1987 年間在

德國第二電視台主持 Na sowas，1985 年更獲頒金攝影獎。 

從 1992 年到 1995 年，高夏克還主辦深夜在電視播放， 哥

特夏克深夜 ，雖然它不是很成功，但它鋪平了道路，其

他節目，如哈拉爾德施密特顯示 ， 電視總和約翰內斯乙

克納展 。高夏克被授予了他的工作的一定數量的獎; 除

以上提到的那些之外。 還有在 1987 年包括 Telestar，在

1991 年 Goldenes Schlitzohr (金黃搗蛋鬼)和 Goldenes 

Kabel (金黃纜繩)，在 2001 年並且 Goldene Feder (金黃羽

毛)。 他也得到了總共三個 Bambi獎，他在 1988 年給在

與出版者 Burda 的爭執以後; 然而，在 2001 年他被授予了他接受榮譽的「Bambi」。 

高夏克在 1976 年結了婚，目前有二個兒子，羅馬和 Tristan。在他的事業期間，在幾部影片也

擔任主角。 在 2004 年 11 月，他買了在 Remagen，德國的城堡Marienfels。在 2007 年，根據

吉尼斯世界記錄，他是以一個人為特色的最長的連續廣告的主人; 自 1991 年以來他出現於甜

點公司的 Haribo廣告。在 2008 年 11 月 20 日他贏取了慈善的€1百萬在 Wer wird Millionär 的

名人版本？誰的德語版本想要是百萬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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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歲的超級名模歲的超級名模歲的超級名模歲的超級名模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海蒂柯隆海蒂柯隆海蒂柯隆海蒂柯隆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197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星座星座星座星座:雙子雙子雙子雙子座座座座 

•身高身高身高身高:177 公分公分公分公分 

•小名小名小名小名:The Body 

•老公老公老公老公：：：：黑人歌手黑人歌手黑人歌手黑人歌手    Seal 

•超級名模超級名模超級名模超級名模、、、、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節目主持人、、、、電視製作人和時裝設計師有時更電視製作人和時裝設計師有時更電視製作人和時裝設計師有時更電視製作人和時裝設計師有時更

是歌手是歌手是歌手是歌手、、、、主持人和評審主持人和評審主持人和評審主持人和評審…… 

•登上登上登上登上《《《《Vogue》》》》 《《《《Elle》》》》 《《《《美麗佳人美麗佳人美麗佳人美麗佳人》》》》 《《《《GQ》》》》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曾參予電視曾參予電視曾參予電視曾參予電視《《《《政界小人物政界小人物政界小人物政界小人物》》》》 《《《《慾望城市慾望城市慾望城市慾望城市》》》》  

•   《《《《Yes. Dear》》》》 《《《《How I Met Your Mother》》》》 ,    及電影及電影及電影及電影  

•   《《《《大放異彩大放異彩大放異彩大放異彩》《》《》《》《麻辣公主麻辣公主麻辣公主麻辣公主》《》《》《》《勾引陌生人勾引陌生人勾引陌生人勾引陌生人》》》》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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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i   Klum 
• 2001年年年年-世界五十大美女之一世界五十大美女之一世界五十大美女之一世界五十大美女之一 

• 2004年年年年-百大性感女百大性感女百大性感女百大性感女人之一人之一人之一人之一 

• 2005年年年年-世界百大最世界百大最世界百大最世界百大最””””辣辣辣辣””””女人之一女人之一女人之一女人之一 

• 她的一雙腿保了兩百萬美元她的一雙腿保了兩百萬美元她的一雙腿保了兩百萬美元她的一雙腿保了兩百萬美元（（（（公認世界公認世界公認世界公認世界

上最好看的一雙腿上最好看的一雙腿上最好看的一雙腿上最好看的一雙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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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LAGERFELD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卡爾卡爾卡爾卡爾‧‧‧‧拉格斐拉格斐拉格斐拉格斐    

        暱稱暱稱暱稱暱稱: : : : 時尚大帝時尚大帝時尚大帝時尚大帝、、、、時裝界的時裝界的時裝界的時裝界的    

凱薩大帝凱薩大帝凱薩大帝凱薩大帝    、、、、老佛爺老佛爺老佛爺老佛爺    

        婚姻婚姻婚姻婚姻：：：：未婚未婚未婚未婚    

        初生年月日初生年月日初生年月日初生年月日：：：：1933193319331933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日日日    

        出生地點出生地點出生地點出生地點：：：：德國德國德國德國‧‧‧‧HamburgHamburgHamburgHamburg    

        精通語言精通語言精通語言精通語言：：：：德德德德‧‧‧‧英英英英‧‧‧‧法法法法‧‧‧‧義大利文義大利文義大利文義大利文    

    

  Karl Lagerfeld,  Karl Lagerfeld,  Karl Lagerfeld,  Karl Lagerfeld,從小對服裝設計有極大的興趣從小對服裝設計有極大的興趣從小對服裝設計有極大的興趣從小對服裝設計有極大的興趣，，，，14141414 歲就全家搬到法國歲就全家搬到法國歲就全家搬到法國歲就全家搬到法國，，，，到法到法到法到法

國之後學習更多資訊關於服裝設計國之後學習更多資訊關於服裝設計國之後學習更多資訊關於服裝設計國之後學習更多資訊關於服裝設計，，，，並且在巴黎完成學業並且在巴黎完成學業並且在巴黎完成學業並且在巴黎完成學業。。。。    

  Karl Lagerfeld  Karl Lagerfeld  Karl Lagerfeld  Karl Lagerfeld 主要現任主要現任主要現任主要現任 Chanel Chanel Chanel Chanel 的藝術總監的藝術總監的藝術總監的藝術總監，，，，並且擁有自己的品牌並且擁有自己的品牌並且擁有自己的品牌並且擁有自己的品牌: Karl : Karl : Karl : Karl 

Lagerfeld.Lagerfeld.Lagerfeld.Lagerfeld.曾經和曾經和曾經和曾經和 ChloeChloeChloeChloe’’’’,,,,    Fendi,Fendi,Fendi,Fendi,以及各大品牌合作過以及各大品牌合作過以及各大品牌合作過以及各大品牌合作過，，，，最特別的是和最特別的是和最特別的是和最特別的是和 H&MH&MH&MH&M 聯聯聯聯

手設計服裝手設計服裝手設計服裝手設計服裝，，，，當時引起一陣騷動當時引起一陣騷動當時引起一陣騷動當時引起一陣騷動。。。。    

            

  Karl Lagerfeld,  Karl Lagerfeld,  Karl Lagerfeld,  Karl Lagerfeld,非常喜歡拍照非常喜歡拍照非常喜歡拍照非常喜歡拍照、、、、拍廣告拍廣告拍廣告拍廣告，，，，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目前為止幾乎所有目前為止幾乎所有 ChanelChanelChanelChanel 和自己和自己和自己和自己

的品牌都是的品牌都是的品牌都是的品牌都是 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    

自己拍攝的自己拍攝的自己拍攝的自己拍攝的; ; ; ; 並且推出服裝秀的專輯並且推出服裝秀的專輯並且推出服裝秀的專輯並且推出服裝秀的專輯，，，，唱片類型屬於獨力音樂唱片類型屬於獨力音樂唱片類型屬於獨力音樂唱片類型屬於獨力音樂，，，，都是都是都是都是 Karl Karl Karl Karl 

LagerfeldLagerfeldLagerfeldLagerfeld 精心挑選的歌曲精心挑選的歌曲精心挑選的歌曲精心挑選的歌曲!!!!!!!!    

    

Question & Answer:Question & Answer:Question & Answer:Question & Answer:    

1.1.1.1. 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 第一個開發第一個開發第一個開發第一個開發 ChloeChloeChloeChloe’’’’哪樣產品哪樣產品哪樣產品哪樣產品????    

2.2.2.2. 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 首次以首次以首次以首次以 ChanelChanelChanelChanel 獲得哪一國的金頂針獎獲得哪一國的金頂針獎獲得哪一國的金頂針獎獲得哪一國的金頂針獎????    

3.3.3.3. 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Karl Lagerfeld 在在在在 ChanelChanelChanelChanel 第一季以上衣第一季以上衣第一季以上衣第一季以上衣、、、、外套外套外套外套、、、、山茶花或珠寶的作品震驚山茶花或珠寶的作品震驚山茶花或珠寶的作品震驚山茶花或珠寶的作品震驚

各界各界各界各界((((四四四四選一選一選一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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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足球皇帝德國足球皇帝德國足球皇帝德國足球皇帝 碧根鮑華碧根鮑華碧根鮑華碧根鮑華  
 

 
 

� 姓名:Franz Beckenbaur 

� 生日: 1945 年 9 月 11 號 

� 出生地:德國 慕尼黑 

� 位置:後衛 

� 綽號:Der Kaiser 凱薩大帝 

� 現任:德國足協主席 

法蘭茲法蘭茲法蘭茲法蘭茲····貝肯鮑爾貝肯鮑爾貝肯鮑爾貝肯鮑爾（德文：Franz BeckenbauerFranz BeckenbauerFranz BeckenbauerFranz Beckenbauer，1945 年 9 月 11 日－），德國足球

運動員、教練及領隊，被公認為是近代足球歷史上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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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肯鮑爾綽號「凱撒大帝」。他 103 次代表西德隊出場，攻入 14 球。參加過 1966、

1970 和 1974 年世界盃足球賽，1974 年率領西德隊奪冠。1986 年和 1990 年做為

主教練帶領西德隊參加世界盃賽，並於 1990 年奪得世界盃冠軍。成為歷史上做

為球員和主教練都獲得過世界盃冠軍的第二人(第一人是巴西人扎加洛)。兩次當

選歐洲足球先生。現任德國足協主席。他在足球場上既能擔任後衛，又是中場

核心，被稱為「自由人」。還被稱為「足球皇帝」（Der Kaiser）。 

教練生涯教練生涯教練生涯教練生涯    
    

    
� 1986198619861986 年年年年    世界杯亞軍世界杯亞軍世界杯亞軍世界杯亞軍        
� 1988198819881988 年年年年    歐洲錦標賽歐洲錦標賽歐洲錦標賽歐洲錦標賽半決賽半決賽半決賽半決賽        
� 1990199019901990 年年年年    世界盃冠軍世界盃冠軍世界盃冠軍世界盃冠軍        
� 1994199419941994 年年年年    德國聯賽冠軍德國聯賽冠軍德國聯賽冠軍德國聯賽冠軍        
� 1996199619961996 年年年年    德國聯賽亞軍德國聯賽亞軍德國聯賽亞軍德國聯賽亞軍        
� 1996199619961996 年年年年    歐洲足聯杯歐洲足聯杯歐洲足聯杯歐洲足聯杯冠軍冠軍冠軍冠軍        
� 作為教練參與的國際比賽作為教練參與的國際比賽作為教練參與的國際比賽作為教練參與的國際比賽：：：：66666666 場場場場（（（（34343434 場勝場勝場勝場勝 /  /  /  / 19191919 場場場場
平平平平 / 13 / 13 / 13 / 13 場負場負場負場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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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Schumacher Michael Schumacher Michael Schumacher Michael Schumacher 麥克麥克麥克麥克．．．．舒馬克舒馬克舒馬克舒馬克    F1F1F1F1 車神車神車神車神

    

姓名：Michael Schumacher (麥克．舒馬克) 

生日：1969 年 1 月 3 日 

出生地：德國 Hurth-Hermuhlheim 

居住地：瑞士 Vufflens 

身高：174 公分 

體重：  75 公斤 



 71

麥克．舒馬克（Michael Schumacher） 

國籍：德國 

賽車生涯：1991 - 2006/11/16 

經歷車隊：Jordan 車隊、Benetton 車隊、Ferrari 車隊 

生涯積分：250 分 

冠軍次數：7 次 

單站勝利次數：91 次 

上頒獎台次數：154 次 

拿下單站桿位次數：68 次 

奪下最快圈速次數：76 次 

首次參賽 F1：1991 比利時站 

首次奪冠：1992 比利時站 

最後一次奪冠：2006 中國站 

最後一次參賽：2006 巴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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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拉芙葛拉芙葛拉芙葛拉芙    Steffi Graf  Steffi Graf  Steffi Graf  Steffi Graf  1969/6/14    
 

『『『『正手姑娘正手姑娘正手姑娘正手姑娘』』』』    、、、、    『『『『網球皇后網球皇后網球皇后網球皇后』』』』    

 

3 歲時……爸爸教她揮拍讓她接觸到網球，之後她樂愛網球 

 

13 歲  1982/10 開始進入職業比賽 

 

1987 年 

6/5 

獲得首個大滿貫擊敗納芙拉提洛娃 

8/16 

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寶座 

 

1988~1992 

1988 

19 歲 奪得四大公開賽的冠軍，成為史上第三位網球大滿貫的單打好手；漢城奧運會上奪得

金牌，成為目前唯一的金滿貫選手。連續 186186186186 周周周周保持世界第一的寶座。 

 

1997 

因左膝傷勢惡化世界第一的排名被奪走，放棄泛太網球賽的決賽、法網決賽。手術治療休息

了 8 個月。 

 

1999/8/13 

以排名世界第三名的姿態退役 

 

職業生涯中共獲得 22 次大滿貫，獲得 107WTA 賽時的冠軍，保持世界排名第一的總時間達

377 周。 

 

2001/10/22 

與美國網球選手阿格西結婚 

被列入國際網球名人堂，育有一男一女，積極參與慈善活動(辦學校、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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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名全名全名全名:Dirk Werner Nowitzki:Dirk Werner Nowitzki:Dirk Werner Nowitzki:Dirk Werner Nowitzki    

球隊球隊球隊球隊::::達拉斯小牛達拉斯小牛達拉斯小牛達拉斯小牛            

球衣球衣球衣球衣:41:41:41:41 號號號號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前鋒前鋒前鋒前鋒 F/F/F/F/中鋒中鋒中鋒中鋒 C  C  C  C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1978/6/19    :1978/6/19    :1978/6/19    :1978/6/19        

國籍國籍國籍國籍::::德國德國德國德國((((家鄉在家鄉在家鄉在家鄉在 WWWWüüüürzburgrzburgrzburgrzburg 烏茲堡烏茲堡烏茲堡烏茲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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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itzkiNowitzkiNowitzkiNowitzki    的最的最的最的最愛愛愛愛    
 

 

 

 

 

 

 

 

 

 

 

 

 

 

 

 

 

 

 

 

 

 

 

 

 

 

 

 

 

最喜歡的電影最喜歡的電影最喜歡的電影最喜歡的電影:Gladiator &Liar Liar :Gladiator &Liar Liar :Gladiator &Liar Liar :Gladiator &Liar Liar     

最喜歡的運動最喜歡的運動最喜歡的運動最喜歡的運動((((除了籃球以外除了籃球以外除了籃球以外除了籃球以外):):):):網球網球網球網球    

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最愛看的電視節目最愛看的電視節目::::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    

喜愛的旅行地點喜愛的旅行地點喜愛的旅行地點喜愛的旅行地點: Miami, Florida : Miami, Florida : Miami, Florida : Miami, Florida     

最喜歡的食物最喜歡的食物最喜歡的食物最喜歡的食物::::義大利麵義大利麵義大利麵義大利麵        

 

� 最喜歡的點心最喜歡的點心最喜歡的點心最喜歡的點心:香草冰淇淋香草冰淇淋香草冰淇淋香草冰淇淋  

� 喜歡的車喜歡的車喜歡的車喜歡的車:Mercedes-Benz  

� 興趣興趣興趣興趣:閱讀和吹閱讀和吹閱讀和吹閱讀和吹薩克斯薩克斯薩克斯薩克斯風風風風還有還有還有還有

吉他吉他吉他吉他  

� 孩童時期欣賞的球員孩童時期欣賞的球員孩童時期欣賞的球員孩童時期欣賞的球員:Scottie 

Pippen &Micha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