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石銘言

＊ 悲情就是知識，懂得最多的人，悲情也一定

最深，知識之樹，並不是生命之樹。

（ Sorrow is knowledge, those that know the

most must mourn the deepest, the tree of knowledge

is not the tree of life.）

＊ 人們推崇那些快速竄升的人，然而世上沒有

比塵土、稻草及羽毛上升更快的東西。

（Men think highly of those who rise rapidly in

the world; whereas nothing rises quicker than dust,

straw, and feathers.）

＊ 忙碌的人，無暇落淚。

（The busy have no time for tears.）

＊ 萬一我是在多年之後才能與你相見，我該如

何迎接你？———以沉默與眼淚。

（ If I should meet thee After long years,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 With silence and tears.）

＊ 情婦絕不是、也不可能是朋友，在彼此相好

時，是愛人，鬧翻了，連朋友也做不成。

（A mistress never is nor can be a friend. While

you agree, you are lovers; and when it is over, anything

but friends.）

＊ 星星啊！你們是天堂之詩！

（Ye stars! which are the poetry of heaven!）

＊ 人生的藝術，就在感知，去感覺我們的存

在，即使是在痛苦之中。

（The great art of life is sensation, to feel that

we exist, even in pain.）

＊ 心會碎，但破碎的心照樣撐得下去。

（The heart will break, but broken live on.）

＊ 就像出痲疹一樣，人生晚來的愛情，最是危

險。

（Like the measles, love is most dangerous when

it comes late in life.）

英國著名詩人、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代

表人物。蘇格蘭貴族，10歲時世襲爵位。深受

啟蒙主義薰陶，提倡政治自由，除了支持英國

的民主改革外，亦同情歐洲其他各國民族革命

運動。拜倫屬多產詩人，傳世的名詩包括《閒

散的時光》、《雅典的女郎》、《希臘戰

歌》、《我見過你哭》等。代表作有自傳體詩

《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寫實主義諷刺詩

《唐璜》。

拜倫
（Lord Byron , 1788-1824）

筅王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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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創作一部有分量的書，必須選擇一個有分

量的主題，世上沒有一本偉大、歷久不衰的書，會是

在論述跳蚤，儘管做此嘗試者大有人在。

（To produce a mighty book, you must choose

a mighty theme. No great and enduring volume can

ever be written on the flea, though many there be

that have tried it.）

＊ 我們不能只為自己而活，我們跟自己的同類

有千絲萬縷的關連。

（We cannot live only for ourselves. A thousand

fibers connect us with our fellow men.）

＊ 要忠於你年輕時的夢想。

（Keep true to the dreams of thy youth.）

＊ 一生從未失敗過的人，不可能偉大。

（He who has never failed somewhere, that man

can not be great.）

＊ 失敗於原創，要勝過成功於模仿。

（It is better to fail in originality than to succeed

in imitation.）

＊ 懂得如何老去，是智慧的總體發揮，也是生

活藝術中最難的篇章。

（To know how to grow old is the master work

of wisdom, and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chapters in

the great art of living.）

＊ 年老時總是難以成眠，好像，清醒得時間愈

長，就會跟死亡之類的東西關連愈少。

（Old age is always wakeful; as if, the longer

linked with life, the less man has to do with aught

that looks like death.）

＊ 人生是 腋返航夜之旅。
（Life's a voyage that's homeward bound.）

＊ 不論命途為何，絕不要害怕付諸行動。

（Whatever fortune brings, don't be afraid of

doing things.）

美國後期浪漫主義小說家、詩人，以描寫

海洋的小說著稱。為維護生計，年輕時做過農

夫、職員、教師、水手等工作，人生閱歷極為

豐富。其代表作《白鯨記》，是以親身的海上

經歷為依據所寫成，這部小說被公認是照耀美

國文學史的巨著。重要作品還有《皮爾》、

《伊斯雷爾‧波特》、《錄事巴托比》、《騙

子的化裝表演》、《畢利‧伯德》等小說，另

寫有3本詩集。

梅爾維爾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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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銘言

＊ 所有音樂的宗旨及終極目標，不外乎是在彰

顯上帝的榮耀，以及使靈魂獲得洗滌。

（The aim and final end of all music should be

none other than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refreshment of

the soul.）

＊ 音樂一點也不神奇，所要做的，就是在正確

的時間敲擊正確的琴鍵，樂器自己就會演奏出來。

（There's nothing remarkable about it. All one

has to do is hit the right keys at the right time and

the instrument plays itself.）

＊ 我依照樂譜上的音符彈奏，但製作音樂的卻

是上帝。

（ I play the notes as they are written, but it is

God who makes the music.）

＊ 有虔敬音樂的地方，神就一定與你同在。

（Where there is devotional music, God is always

at hand with His gracious presence.）

＊ 我非得勤奮不可，任何人若是同樣勤奮，也

會同樣的成功。

（I was obliged to be industrious. Whoever is equally

industrious will succeed equally well.）

＊ 我念茲在茲的，那就是全心全意指揮一場中

規中矩的教堂音樂，來榮耀上帝。

（ I have always kept one end in view, namely,

with all good will to conduct a well-regulated church

music to the honor of God.）

＊ 不眠不休的工作、分析、反思、勤寫、不斷

的自我修改，那就是我的秘訣。

（ Ceaseless work, analysis, reflection, writing

much, endless self-correction, that is my secret.）

＊ 我的東家，都是莫明其妙的傢伙，他們對音

樂漠不關心。

（ My masters are strange folk with very little

care for music in them.）

巴洛克時期的德國作曲家，公認是音樂史

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被尊稱為 腋西方音樂
之父夜 。生於音樂世家，是其家族中最有成就
之成員，一生成就非凡，是構成歐洲音樂殿堂

的重要支柱。作品多以對位法寫成，對後世影

響深遠，除了《平均律鋼琴曲集》、《布蘭登

堡協奏曲》、《B小調彌撒曲》與眾多賦格曲

外，尚有《馬太受難曲》等多部清唱劇遺世。

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

138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月刊第236期

＊ 對電視的使用人而言，新聞自動成為現實世

界，它不是現實的代替品，本身就是即時的現實。

（The news automatically becomes the real world

for the TV user and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reality, but

is itself an immediate reality.）

＊ 偉大的藝術，講的是每一位智者都懂得的語

言，今日自稱是現代主義的人，講的是另一種語言。

（Great art speaks a language which every intelligent

person can understand. The people who call themselves

modernists today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 金錢是窮人的信用卡。

（Money is a poor man's credit card.）

＊ 在地球號太空船上，沒有乘客，我們全是機

員。

（ There are no passengers on Spaceship Earth.

We are all crew.）

＊ 我們只使用後視鏡，駛入未來。

（We drive into the future using only our rear

view mirror.）

＊ 電視把戰爭的殘暴帶進舒服的客廳，越南是

在美國的客廳裡丟掉的，不是在越南的戰場上丟掉。

（Television brought the brutality of war into the

comfort of the living room. Vietnam was lost in the

living rooms of America - not on the battlefields of

Vietnam.）

＊ 廣告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形式。

（Advertising is the greatest art form of the 20th

century.）

＊ 資料庫所記錄我們每個人的東西愈多，我們

的存在就愈少。

（ The more the data banks record about each

one of us, the less we exist.）

＊ 我不一定會同意自己所講的每一件事。

（ I don't necessarily agree with everything I

say.）

＊ 政治是對今日的問題，提供昨日的答案。

（Politics offers yesterday's answers to today's

problems.）

加拿大傳播學者，被譽為二十世紀媒體理

論宗師、媒體先知。他所創造的 腋地球村夜 、
腋媒體即訊息夜 、 腋冷媒體與熱媒體夜 、 腋人
人皆為出版者夜 等概念，已成為世人耳熟能詳
的名言。《紐約前鋒論壇報》甚至於把他與牛

頓、達爾文、愛因斯坦等重要的思想家，相提

並論。著有《理解媒介》、《機器新娘》、

《古騰堡銀河系》等。

麥克魯漢
（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1911-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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