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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裡，看見世界

黑暗裡，只有眼前的一片光亮

那是夢，是希望，是未來

是人們對更好的世界 

永不停止的凝視與追求

在假日的午後，請來超越影院

讓我們一起 看一部好電影

也在光影裡 看見更寬廣的世界

影像，既記錄真實，也創造夢想。透過影像，人們

可以突破一時一地的限制，窺見日常未能親身經歷

的生活；透過影像，人們也可延伸無窮無盡的想像

力，打造一個現實以外的虛擬世界。

從真實到虛擬，好的影像作品總有旺盛的企圖，總

是不停的在探問，也不斷地和觀眾產生對話，引起

我們的好奇，觸發我們去思考，關於一部影像作品

想要告訴我們的故事，以及關於影像之外那無意碰

觸抑或刻意忽略的留白。

一直以來，超越基金會始終支持國內傑出的影像工

作者，在八八風災兩周年之際，我們協助製作過兩

部紀錄片「沈沒之島」、「kanakanavu的守候」；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也不間斷地透過包場放

超越影院

Eball Cinema01

映、舉辦座談的形式，邀請許多人一起欣賞國

片，希望讓更多人走入戲院，支持優秀的台灣

電影。在新的一年，超越基金會正式開辦「超

越影院」，希望透過定期的、有系統的選片放

映，讓大家在優秀的影像作品裡，了解更多

元、豐富的世界，我們希望透過影像豐富的力

量，凝聚對社會、對人群的關懷，也希望透過

這種方式，讓優秀的影像創作能夠被看見。 

超越影院，空間或許不大，但我們始終相信人

的熱情、勇氣和創意可以無限大。我們誠摯邀

請大家，一起來超越影院裡看電影，透過影

像，展開對話，讓優秀的影像作品激發我們思

考，讓我們看見不同的觀點，了解更深入的問

題，也看見更多元、豐富的世界與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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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關鍵未來－超越影院第一季影片介紹

01

超越影院第一季，將以「紀錄關鍵未來」作為選

片的精神，規劃一系列紀錄片，我們透過與舉辦

過數屆大學影展的中映電影文化公司共同合作，

在未來將以每個月1-2場紀錄片放映，結合映後

座談的方式，讓所有人在閱讀有聲影像紀錄的魅

力下，一同面對世界、理解世界。

目前，我們規劃了四個主題，試圖藉由這些主題

呈現更真實的社會現象，以及表達我們對這些議

題的關心：

一、社會關注:

紀錄成為一種不滿現實的姿態，透過影像，我們

看到了那些長期被漠視、被掩蓋、被扭曲的現實

種種，譬如: 《我愛高跟鞋》，曾入圍第七屆台

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台灣映像系列，描述一個

關於願望的故事，從一雙雙高跟鞋中顯現全球化

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每個製作高跟鞋的環節，是

一個小短片，有女工的喜怒哀樂，也有台商作為

代工者和國際客戶協商的現場。透過攝影機，呈

現出美麗高跟鞋背後的故事，也紀錄這些環節當

中每位人物生活處境上的差異性。

二、教育探索：

看似嚴肅的教育議題卻是關心下一代的你我必須

正視的生存課題。譬如，曾入圍第47屆金馬獎最

佳紀錄片的《粉墨登場》，用影片紀錄一群青年

從2004年到2008年間四次抗爭登場的前後過

程，用質樸的影像編織反高學費二十年歷史，以

輕鬆幽默的方式呈現反高學費議題。讓我們一起

從光明、溫暖和寬容的眼光來關懷與探討「教

育」讓這世界滾動的美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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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情關懷：

「檢視親情」是困難的功課，那些與親人共處苦

樂參半的時刻，伴隨成長腳步，看似理所當然，

卻不易成為現代人審視自我的先決課題。譬如：

《是我嗎/媽》一片曾獲2007年台灣國際女性影

展台灣獎，導演將鏡頭對準自己和母親，以柔情

的獨白，娓娓道出和母親間的愛恨情仇。紀錄片

成為一體兩面，為了彼此溝通而進行拍攝，也為

了拍攝而展開溝通。透過紀錄片這本親情相簿，

感受片中人物如何踩著微小卻堅定的人生步伐尋

找自己、面對未來，同時檢視屬於你我和家庭無

法割捨的溫厚情感。

四、自我超越：

以個人成長路上自我超越作為敘事軸線，我們將

蒐羅國內外不同領域名家或特殊背景人物故事，

看見他們如何以開闊的心胸及具有創意的行動，

創造不斷溝通對話的契機。譬如：曾獲得2010

年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最佳紀錄片獎…等大

獎的《乘著光影旅行》，把鏡頭對準台灣攝影

師李屏賓，娓娓道出他在台灣成長、在香港受

到琢磨、進而在國際影壇備受肯定，更細膩地

描繪出李屏賓溫厚的情感、對命運的謙卑柔

軟，與他長年離家對親人割捨不斷的連結，呈

現一個電影工作者的美麗視野與不平凡的心

靈。

超越影院的誕生，表示在新的一年裡，超越基

金會將以更大的力量，支持好的影片，並協

助、鼓勵優秀的影像工作者持續創作；未來，

「超越影院」也將延伸更多元的影片主題，激

發台灣的文創力與創作熱忱，讓更多台灣文創

人才被看見，我們更期盼新興導演的加入，跟

我們共同來對話、一起來超越！

第一民族（原住民）是台灣的主人，他們在經過日據時代皇民化時期的強制改姓。戰

後，1946年國民政府來台，又再次粗暴的頒布通令全面改用漢姓漢名，第一民族失去

了使用代表自己族群身分的傳統名字的權利。幸而經過族人的長期奮鬥後，1995年

《姓名條例》修正案通過，第一民族終於能使用自己的傳統名字。10年過後的2005

年，46萬族人中，僅有八百多人恢復傳統名字。「請問蕃名」紀錄片的拍攝，是希望

能在2005年底換發新身分証前，讓更多族人了解回復名字的意義跟過程，並讓漢人認

識並尊重第一民族各種不同的文化。

請問蕃名

超越影院五、六月片單

2005 | 台灣 | 50min | 導演 馬躍‧比吼 | 普遍級

超越影院五、六月以「社會關注」為放映主題。更多詳細放映資訊及報名方式請隨時注意超越基金會網站與臉書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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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影片，紀錄一個「偏執」的記者花了六年的時間，持續調查、追蹤台灣的禽流感疫

情的漫長過程。為了找尋真相，這六年當中他徒手解剖來自在北、中、南超過200隻的病

死雞，也正因為他的一股傻勁，在通往真相的道路上他得以在「不能曝光」的實驗室裡

淬取病毒核酸，同時在「深喉嚨」的協助下，取得了本紀錄片中最關鍵與震撼的秘密報

告。然而，就在真相即將大白之際，政府官僚體系卻對這整樁事件展開了反擊行動，研

究計畫經費，想當然爾成了讓學術界噤聲的最毒禁藥。

這是個關於願望的故事，也是一個由美麗高跟鞋串起來的故事。售價美金300-1000元

的奢華名牌高跟鞋，到底是誰做出來的呢？從取得皮料、製作、代工到套進一雙雙白

皙的腳上，要經過多少人的手？全球化對這個世界的影響，從這一雙雙高跟鞋中顯

現。每個製作高跟鞋的環節，是一個小短片，裡面有不同的故事主角。透過攝影機，

看到了主角腳上所穿的鞋，價格從人民幣2元到美金600元不等。片中有女工的喜怒哀

樂，也有台商作為代工者，和國際客戶協商的現場；有紐約名媛的內心世界，也有屠

牛場的殘酷實境。這些主角的願望，顯示了他們生活處境上的差異性。全片在平靜中

潛伏巨大能量，猶如一首浩瀚浮於世事的詩篇。

<哈卡巴里斯>是一部關於回家的紀錄片，紀錄泰雅族現代原住民追本溯源回到山林裡

尋根的路程。泰雅族裡的「哈卡巴里斯」部落在被國民政府要求遷徙至平地之後，過

去的部落名「哈卡巴里斯」及部落文化也不復存在，面對耆老相繼離去，沒有文字紀

錄的現代泰雅也面臨許多部落文化智慧的失去。為了讓後代了解他們的泰雅文化智

慧，曾經受過正式洗禮的哈勇桑(HAYON san ) 踏著高齡86歲的步伐，透過七天的徒

步旅程，帶著後代泰雅翻山越嶺的走回曾經屬於他們的家鄉─祖靈之地「哈卡巴里

斯」。對於高齡86歲的哈勇桑來說，這一趟可能是人生最後一次的返家之路，有多少

歷史故事、泰雅傳統gaga精神、現代人所遺忘的大自然山林智慧想要傳達給後代子

孫? 這趟旅程又提醒了非原住民多少反省現代文化的盲點?

2010 | 台灣 | 55min | 導演 賀照緹 | 輔導級

2011 | 台灣 | 70 min | 導演 袁緒虎 | 普遍級

2011 | 台灣 | 64min | 導演 李惠仁 | 輔導級不能戳的秘密

我愛高跟鞋

哈卡巴里斯

6
24

5
19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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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影院在三月四日正式開幕，在開幕會中，基金會

董事長蘇貞昌提到當初在規畫「超越影院」時，很高

興龍男剛好有新作品的推出，他作為超越基金會的主

人同時也是龍男的家人，特別將《很久》作為超越影

院放映的第一部片。

《很久》這部片由原住民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

所執導，紀錄2010年2月在兩廳院國家音樂廳上演的一

齣名為「很久沒有敬我了你」的原住民電影．音樂．

劇，真實紀錄了整齣劇幕後艱辛的過程，有別於兩廳

院的先前的版本，添加新的素材之後的版本，看到了

更多不同意見的訪談對話，透過這些對話來進一步辯

證：到底是南王的音樂榮耀了國家音樂廳，抑或是兩

廳院認證了南王的音樂…？

當天映後座談還特別邀請了當時這部音樂劇很重要的

幕後推手：前兩廳院董事長陳郁秀女士以及製作人張

四十三共同出席。陳郁秀在看完《很久》後回想當初

策畫這部音樂劇的過程，仍是有滿滿的感動。陳郁秀

在擔任兩廳院董事長期間，大力推動台灣本土音樂

劇，讓台灣這片土地上美妙的聲音得以在兩廳院裡發

聲。從「黑鬚馬偕」、歌仔戲「黃虎印」，到「很久

沒有敬我了你」第一部原住民的歌舞劇，都是讓台灣

本土文化推向國際化的重要開端。陳郁秀並用「鑽

石」來形容台灣文化的多面性，強調不論在哪個位子

上，都將一直努力把台灣文化、歷史及文學作品轉化

成實體的音樂劇、舞劇、現代劇，讓所有人民及全世

界更認識台灣。

超越影院開幕紀實─《很久》試映會

左起 製作人張四十三、前兩聽院董事長陳郁秀、

導演龍男‧以撒克‧凡亞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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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四十三則是對於當年在台北縣長任內推動「海洋

音樂祭」的蘇貞昌以及促成「很久沒有敬我了你」

音樂劇的前兩廳院董事長陳郁秀特別感念，因為有

他們才得以讓更多的音樂和原住民文化有更好的發

展空間，張四十三也表示，未來仍會持續努力製作

更多與原住民相關的歌舞音樂劇。

導演龍男則在映後座談中幽了自己一默：以後千萬

不要把片名取做《很久》，因為不論是後續的製作

或行銷真的都要花上很久的時間。龍男也特別感謝

當初陳郁秀董事長以及張四十三的信任讓整部紀錄

片能有更大的拍攝空間；也感謝劇中所有卑南族的

朋友提供完整的觀點和資料，使得這些幕後艱辛的

過程能夠忠實呈現在《很久》片中。

《很久》除了這場試映會外，也將展開全國巡演，

未來也排入在超越影院放映場次，歡迎所有好朋友

一同來觀賞。

《很久》劇照(韶光電影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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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達人吉董  從搬運工到搖滾天團

站在達人的肩膀上－超越達人職場體驗活動

為了協助育幼院的孩童，讓這些在十八歲就必須獨立生活的孩子們，在面對未來時，能夠對職場環境有更清

楚的認識，超越基金會啟動了「讓孩子看得見未來－超越達人計畫」，邀請了在人生的路上超越自己的達人

們，在各自的職場環境裡和孩子分享生命經驗，也提供親身實作的職場體驗，讓孩子們能夠站在達人的肩膀

上，看得更高、更遠，也更有勇氣，迎向人生的挑戰！

超越達人

Super Expert02

首位登場的超越達人是董事長樂團主唱吳永吉(吉董)，我們陪伴孩

子們來到大吉祥錄音室，讓孩子們認識唱片產業，也瞭解一張專輯

是怎麼被製作出來的。此次活動是向大台北地區各個家外安置機構

提出邀約，共有家扶大同育幼院、新北市家扶中心、約納家園、普

賢慈海家園等四個機構的院生報名。

活動當天，上午剛看完林書豪挑戰八連勝失利的NBA球賽後，情緒

低落的吉董走進錄音室，看到一群活潑的院生，立刻一掃陰霾，開

心的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打拚歷程。吉董說他很早就決定自己要走上

音樂這條路，還曾寫過信給李壽全，想當他的助理，但是光玩團是

不能餬口生活的，所以一路走來，他從事過許多工作，包括麵包

師、搬運工、攝影助理、錄音助理等等，但吉董總是在工作了一陣

子，有一點積蓄之後，就全心全力練團、寫歌，等到積蓄用盡了，

才又去找工作，在等待出片前進出當鋪也是常有的事。

吉董談到當年未發片時沒有收入，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生活，甚至

曾經靠著打麻將為生的荒唐事蹟；他說最難忘的是有一年過年時因

為沒錢不敢回家，妹妹翻著他的電話簿，一通電話一通電話的找

他，最後終於找到了，媽媽哭，妹妹哭，全家都哭了，吉董在電話

這邊也哭了。吉董說他最高興的是1999年"攏袂歹勢"得到音樂人交

董事長樂團主唱吳永吉(吉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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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達人

Super Expert 02

流協會頒發最佳單曲獎，頒獎給他的就是李壽全

先生。這些現在談來輕鬆的組團和發跡過程，讓

院生們聽得津津有味。

當吉董實地帶著院生參觀錄音室，並現場秀一段

即興樂器表演，明星風采立現，完全吸引住大家

的目光，接著引導院生開始體驗樂器時，有些原

本怯生生、瑟縮在一旁的院生，也漸漸地活躍起

來，眼神也變得有光采，表現毫不怯場。分組練

習之後，大家集合起來一起演奏，沒想到臨時組

成的樂團，架勢竟也有模有樣，讓吉董大為讚

賞，直說可以立即組團表演，而在場的院生們也

完全融入其中，積極地參與體驗課程。

課程中更教唱 OPEN TAIWAN 專輯裡的「水果共

和國」，並由曾入圍金曲獎最佳新人的世外桃源

主唱閻韋伶（小O）示範錄唱，吉董擔任製作人，

請錄音師現場替院生錄製演唱副歌的部份，滿足

了院生們當歌手的夢想，會後將混音完成的版本

錄製成CD，送給每一位參與課程的院生，為大

家留下一個完美的回憶。

會後每個機構的老師都十分肯定這次的超越達人

計畫，針對院生們在課後的反應也非常良好，有

些院生甚至跟老師說將來決心朝向唱片製作的領

域發展，讓參與機構對基金會安排課程的用心十

分感動，希望日後的課程也能提供名額讓院生踴

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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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的「超越達人」，我們來到五股工業區，與許多台灣傳

統產業相同，在一大片鐵皮屋工廠中，我們好不容易才尋覓到

正確的位置，這是我們的目的地－展翌美術工程公司。

靠近門口，負責人Mr.Su親切地迎接我們，一旁的師傅們仍認

真地進行手邊的工作，再往工廠裡看去，映入眼簾的是一尊尊

真人比例的大型公仔，從七龍珠到七武海，漫畫裡的角色活靈

活現地站在眼前，光是這個場景就令人熱血了起來！

Mr.Su 滔滔不絕地講起自己的甘苦談，他說，台灣 FRP（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纖維強化高分子複合材料，俗稱玻璃纖

維）公仔產業的興起，源自於大型遊樂園區的轉型，從傳統著

重遊樂設施提昇，到近年與國外品牌舉辦動漫大型展覽，但剛

起步時，台灣的製作技術卻屢屢受到質疑，但他的想法很簡

單，「說再多也沒意義， 做給人家看就對了！」

透過引入新科技，從實作中改良設備與工法，「就連一把切割

保麗龍的刀都要量身訂做，都要經過改良研發！」憑著這股堅

持，Mr.Su 與他的團隊克服了成見，贏得了信賴。回首這些過

程，Mr.Su 也坦誠，其實沒那麼簡單。

從幼時的家境富裕到年輕時的曾經荒唐，Mr.Su向學員們自我

剖析他的心路歷程，他說，直到結婚生子後，他才恍然大悟，

希望尋求穩定的生活。於是，他踏進同學開設的工廠，那是他

離開高中校門後，十年後再次從事美工相關工作，但他一開始

便設定目標，要用一年的時間填補十年的空白。

一直到Mr.Su創設了展翌這間公司，起初，從辦公室的裝潢到

拉業務都是他一手包辦，問題總是很多，但他認為，唯一該做

公仔達人Mr.Su  你看到的都是他做的！

超越達人

Super Exper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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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的「超越達人」，我們來到五股工業區，

與許多台灣傳統產業相同，在一大片鐵皮屋工廠

中，我們好不容易才尋覓到正確的位置，這是我

們的目的地－展翌美術工程公司。

靠近門口，負責人Mr.Su親切地迎接我們，一旁的

師傅們仍認真地進行手邊的工作，再往工廠裡看

去，映入眼簾的是一尊尊真人比例的大型公仔，

從七龍珠到七武海，漫畫裡的角色活靈活現地站

在眼前，光是這個場景就令人熱血了起來！

Mr.Su 滔滔不絕地講起自己的甘苦談，他說，台

灣 FRP（Fiber Reinforced Plastic ，纖維強化高分子

複合材料，俗稱玻璃纖維）公仔產業的興起，源

自於大型遊樂園區的轉型，從傳統著重遊樂設施

提昇，到近年與國外品牌舉辦動漫大型展覽，但

剛起步時，台灣的製作技術卻屢屢受到質疑，但

他的想法很簡單，「說再多也沒意義， 做給人家

看就對了！」

透過引入新科技，從實作中改良設備與工法，

「就連一把切割保麗龍的刀都要量身訂做，都要

經過改良研發！」憑著這股堅持，Mr.Su 與他的團

隊克服了成見，贏得了信賴。回首這些過程，

Mr.Su 也坦誠，其實沒那麼簡單。

從幼時的家境富裕到年輕時的曾經荒唐，Mr.Su向

學員們自我剖析他的心路歷程，他說，直到結婚

生子後，他才恍然大悟，希望尋求穩定的生活。

於是，他踏進同學開設的工廠，那是他離開高中

校門後，十年後再次從事美工相關工作，但他一

開始便設定目標，要用一年的時間填補十年的空

白。

一直到Mr.Su創設了展翌這間公司，起初，從辦公

室的裝潢到拉業務都是他一手包辦，問題總是很

多，但他認為，唯一該做的事只有「想辦法解決

問題」。尤其一間新公司，難免遇到沒作品集可

向客戶簡報的瓶頸，Mr.Su強調，他的原則就是

「從來不說謊」，漸漸地，就以誠信贏得客戶的

超越達人

Super Expe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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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5
我們是時代的主人

閱讀時代，閱讀當代

時間是一條長河，身處其間，我們往往熟悉的是當下的生活，也只能依靠個人有限的生活經驗，感受時代

的氛圍，但藉著閱讀，我們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回首過去，理解當代，甚至進而想像未來。

超越講堂在二月時，閱讀的是尉天驄老師的「回首我們的時代」（印刻，2011），藉由閱讀，我們彷彿看到

在那個壓抑的年代，一整代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的獨立身影，也看到了屬於台灣文學的驕傲時代；在三月，

我們閱讀美國暢銷作家 Michael Lewis 的「自食惡果－歐債風暴與新第三世界之旅」（財信，2011），跟著作

者的足跡，踏訪冰島、希臘、愛爾蘭，再到德國和美國，看到每個國家的自大與脆弱，也更瞭解了席捲當

代的歐債風暴以及我們身處的全球化時代。

超越講堂

Lecture Course03

超越講堂第五課，很榮幸邀請到「回首我們的時

代」作者尉天驄老師，以及文學大師黃春明一起與

談。尉老師是台灣文學的重量級學者及評論家，不

僅親身創作、辦雜誌，更是1970年代，台灣鄉土

文學論戰的參與者，而黃春明老師不但是鄉土文學

的重要作家，更是台灣文學大師級人物，兩人聯袂

出席，讓當天的超越講堂座無虛席，形成空前爆滿

的現象。

尉老師在講堂裡和大家分享了「回首我們的時代」

的寫作心情，藉由回憶台灣在50、60年代多位作

家的來往情誼，除了談到許多當年的故事之外，尉

老師指出當年的時代雖然有很多的苦難，但他懷著

感謝的心，因為在苦難中認識許多朋友，大家互相尉天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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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講堂

Lecture Course 03

勉勵，互相打氣，在那樣的年代，大家堅持著理

想，活的像一個人，維持人的尊嚴，他認為這是重

要的台灣精神，也是台灣珍貴的價值。

黃老師的談話幽默有趣，從自己多次被退學的成長

過程談起，一路談到自己閱讀和創作的經歷，也分

享了許多小說背後的寫作故事，並以此點出文學的

主角就是人，文學的價值就是認識人，文學更離不

開生活和土地，透過生活教育，瞭解人是甚麼，土

地是甚麼，這是重要的事情。

基金會董事長蘇貞昌也和大家分享閱讀的心得，更

提到從歷史上來看，政治和文學、知識分子時常產

生一種緊張關係，當權者都會希望文學家、知識分

子為其服務，但每一代總有拒絕被政治收編的創作

者和文學家，真正留下來讓人懷念敬佩的，反而是

這些人物。蘇貞昌也提到，尉老師是1949年到台

灣，自己是1947出生，只比他早2年來到台灣，

會在這塊土地上結識都是因緣際會，在亂世裡，人

要生存，應該要有想像與堅持，每個時代都有小人

物，始終懷抱真感情，堅持真理想，許許多多的小

人物在每個角落努力，才撐起一個希望的社會，才

讓社會有向前走的力量，真正時代的主人是這些小

人物，真正時代的主人是人民，真正時代的主角是

我們。

由於講座當天正好是黃春明老師的生日，超越基金

會特別準備了生日蛋糕，幫黃老師慶生，也邀請大

家一起分享，現場在熱烈輕鬆的氣氛下結束。 黃春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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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 6
全球化下的失控年代

回首過往的時代之後，我們還要看看目前身處的當

代，超越講堂第六課，我們邀請了前財政部長、成

大副校長何志欽老師，和我們一起閱讀美國暢銷作

家 Michael Lewis 的「自食惡果－歐債風暴與新第三

世界之旅」， Michael Lewis 著作很多，文筆緊湊流

暢，是說故事的高手，他在書裡用淺顯的文字，透

過對談、訪問、觀察，記錄了三個深陷經濟困境的

國家：冰島、希臘、愛爾蘭，也對比了德國、美國

面對金融危機及財政危機的態度，書名原文是

Boomerang，就是迴力鏢，也是自作自受的意思，

非常傳神的表達了近年來各國金融危機的現象。

何志欽老師不但學養豐富，也曾在美國聯邦和州政

府服務十多年，親身觀察也參與美國的財政運作，

他先從美國和德國談起，深入淺出，精闢地解釋了

全球金融風暴的起因，也提到目前歐元區的困境。

兩個國家都因為自身處理問題的態度，使問題如迴

力鏢一樣，讓自身反受其害。

超越講堂

Lecture Course03

何志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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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貞昌    陳淑華

蘇貞昌    顏厥安

島嶼的餐桌一 36種台灣滋味的追尋

崩世代一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蘇貞昌    孫友聯    林宗弘

正義 ─ 一場思辨之旅

超越講堂

Lecture Course 03

何老師也認同作者從民族性的角度，對冰島、希

臘、愛爾蘭財政問題的分析，不同的民族性讓三個

國家面對問題的態度不同，也引發了不同的財政危

機。但最終何老師認為無論危機的根源如何，都不

斷啟示我們國家財政紀律的重要，每個公民更應該

要有清楚的認知和責任，避免債留子孫。 

基金會董事長蘇貞昌提到，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大

家都以為像台灣這樣，一個民主而富裕的國家，除

非內部戰亂或遭受外敵侵入，否則應該可以傳承千

年萬載。但是踏入21世紀以來，這個世界帶給我

們的第一個教訓是，如果市場失控，又碰到政府無

能，國家也會崩盤。這本書提到的冰島、希臘與愛

爾蘭，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蘇貞昌認為，這三個國家發生的危機原因不一，冰

島是因為金融體系失控，希臘是人民失控，愛爾蘭

是房地產失控；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危險因素，但

顯然政府處理危機的能力越來越有限。這個教訓

是，政府應該要多下功夫在事前防止危機，而不是

事後來處理危機。

Lesson 8 5/7（一）PM 7:00 - 8:30

Lesson 9 6/4（一）PM 7:00 - 8:30

Lesson 7 4/2（一）PM 7:00 - 8:30

即日起開放報名，限額80人

報名請洽 02-25161282 分機234黃先生

或登入超越基金會網站報名 eball.tw

（Michael J. Sandel，雅言文化）

台大法律學院人權暨法理學研究中心主任

資深報導人、自由撰稿者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陳淑華，遠流）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台灣勞工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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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非試不可」的魅力－臉書使用教學

我們，一起超越

一直以來，超越基金會都有一群熱心的志工朋友協助辦理相關活動，給我們最大的溫暖和鼓勵，讓活動辦

得精采，也讓超越成為可能。每一個志工朋友都是支撐超越的力量，也讓超越凝聚成更大的力量，可以在

超越的路上走得更踏實，更堅定。

我們始終相信，超越不是單靠一個人的力量，超越是要透過對話，激盪彼此的不同，凝聚共同的方向，共

同成長，共同前進，我們誠摯邀請更多人能夠加入到超越團隊裡，所以特別規劃了「樂齡生活─超越之友

成長班」，希望大家藉由這些活動與課程，為生活帶來更多趣味與色彩，也期盼和大家一起對話和分享。

樂齡生活

Growing Young04

「樂齡生活─超越之友成長班」，第一堂課邀請板

橋婦女會的電腦講師，同時也是跟基金會配合長達

十五年的微階資訊公司負責人─簡瑤蕙小姐，來擔

任「臉書使用教學」的講師。活動當天，基金會執

行長蘇巧慧也到場向長久以來一直支持基金會各種

活動的志工們致意，更親自擔任電腦助教，協助不

熟悉電腦操作的志工趕上授課的進度。

當天現場有超過20位的超越之友，共同學習如何使

用現在最流行的「臉書」（Facebook），親身體驗

按「讚」和「打卡」的樂趣，志工們甚至學會用臉

書搜尋自己的親朋好友，瀏覽親友們最新的動態消

息，更依照講師教的步驟設定訊息公開的權限，以

保障個人隱私，志工們都覺得很新鮮、有趣、容易

上手，有的人還即時線上和子女互動，子女們發覺

媽媽會上臉書，都回應訊息說以後不敢在臉書上說

家人的壞話了。

簡瑤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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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生活

Growing Young 04

就算到了八十歲也要勇敢追夢－紀錄片「不老騎士」欣賞

「年齡不是停止追逐夢想的藉口，行動緩慢不能成

為實踐夢想的阻礙」，17位平均年齡超過81歲的老

人，騎著機車挑戰1139公里的環島路程，這段歷

程被完整紀錄下來，製作成「不老騎士」紀錄片，

超越之友成長班第二堂課特別選播這部影片，鼓勵

志工們把握當下，勇敢追夢。

活動當天，不老騎士活動的主辦單位「弘道老人福

利基金會」的同仁們也來到現場跟大家說明不老騎

士活動舉辦的始末，而執導本片的華天灝導演也在

會後跟成長班的朋友進行映後座談，分享拍片時的

甘苦，和不老騎士們互動的點點滴滴，以及被拍攝

者在鏡頭前流露的真摯情感。

回想起這部片拍攝的過程，導演覺得艱辛又感人，

辛苦的是在摩托車上進行拍攝的工作，即便是再危

險的路況或穿梭的車陣，也要先保護好攝影機再想

到自己；而面對每位像自己爺爺奶奶的長輩們，他

們的毅力和追求夢想的精神是動人的，尤其看到團

長因病在13天的環島旅途中進出醫院兩次，自責自

己無法在場跟團員們一起而老淚縱橫的樣子，在攝

影機後的每位工作人員都忍不住跟著哭了，對導演

而言，跟長輩們建立的深厚情感，才是拍這部紀錄

片最大的收穫。

弘道基金會的吳素芬專員也提到這次的不老騎士活

動，開放報名時就有超過兩百位以上的老年人報名

參加，在資格篩選的時候，不老騎士的團長希望鼓

勵大家到老都要有夢想，因此讓80歲以上的長輩們

直接錄取，雖然期間因為家人反對與健康因素，最

後只剩17位不老騎士參加，但是這些不老騎士們用

行動證明年輕人可以做到的，他們也能做到，希望

鼓勵今天到場的這些超越之友們，跟不老騎士比起

來都算年輕人，更要把握當下，努力去實現自己的

夢想。

每兩週一次的「樂齡生活－超越之友成長班」課

程，誠摯歡迎超越之友們踴躍報名，免費參加，相

關問題亦可來電洽詢 02-2516 -1282 分機205溫小姐

華天灝導演

17



超越之友成長班

日    期 課程內容 講    師

小相機拍出好照片
誰說好相片一定要用高階相機 (自備常用攝影器材)

閔其慰 老師 世新大學廣電系講師

開南大學資傳系講師4月3日

歌仔戲示範教學 

認識台灣傳統戲曲之美

李靜芳 老師 2010年藝文類十大傑出青年

2009年金曲獎最佳戲曲曲藝專輯獎得主4月17日

臺灣當代．玩古喻今 & 陳澄波展 

北美館展覽參觀

北美館導覽5月1日

超級阿嬤教養術 

台南市五柳枝生活文化協會參訪

李金娥 女士 台南五柳枝生活文化協會創辦者

「喜之客si tsu ke」超級阿嬤教養術 作者5月15日

換季收納達人教學 

居家生活換季撇步大公開

（限30人）

陳映如 老師 「生活魔法家-居家實用妙點子300招」

「輕鬆玩收納」、「10分鐘懶人快速收納365」
「會做家事的小孩有創意」、「超市魔法家」等書作者

5月29日

民俗香包DIY
應景香包慶端午

周月容 老師 鹿港傳統香包製作達人

6月19日

物理治療檢測與防治
遠離酸痛 ─ 居家自我保健

丁俊文 治療師 亞東醫院 物理治療師
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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