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II ：先替自己勇敢一次，再為對方堅強一次！》新書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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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一二年粉絲團成立以來，我們兩人就以「水尢」「水某」的身分在網路上與大家分享一部部讓我們深

受感動、啟發的電影。雖然不是刻意營造恩愛形象，但感情的確很好的我們，偶爾也會透過兩人平日的對話

放個閃，或是在受邀演講時分享一些我們的故事。 

跟天下所有伴侶一樣，我們的相處包含了各式各樣的互動；有關心、有依賴、有熱情，當然也常有摩擦。每

看到電影中的某個情節呼應了我們之間的某種互動時，都會讓我們莞爾一笑。 

在看《西雅圖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時就會想到我們長達兩年半，分隔三個國家的那段遠距離戀愛，

看到《手札情緣》（The Notebook）時會忍不住想要跟對方鬥個嘴，還有看到《天外奇蹟》（Up） 時會因為

想像對方不在了而紅了眼眶。 

 

這些雋永的愛情電影除了呈現浪漫劇情，更透過劇中角色的故事，告訴我們在各種愛情裡應該學會的課題。

所以當我們陸續接到一些讀者們在感情上遇到的疑難雜症時，也開始試著從這些電影裡尋求靈感和解答。 

除了電影本身能夠幫助我們對於「愛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之外，我們也發現，常常一部電影會因為我們兩

人觀點的不同，產生不一樣的心得。種種岐異，除了看似男女有別，我們人生經歷、價值觀、對愛情的看法

與憧憬等皆影響了我們各自的觀點。例如水某總是為了《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裡的達西先生（Mr. 

Darcy，馬修．麥費迪恩飾）而傾倒，但水尢卻不這麼看達西與伊莉莎白（Lizzie，綺拉．奈特莉）的浪漫愛情。 

而我們的粉絲團文章一直以來也希冀能提供多元觀點，所以往往一部電影能有不同層次的心得，即便是經典

電影都能讓讀者耳目一新。 

在過程中，不同觀點的探討與辯證很花時間力氣，因為要放下己見、真正地傾聽理解他人、並認同有「不同」

的存在，需要包容心與耐心。生活瑣事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但價值觀的歧異並不容易理性討論，很

容易變成貼標籤分類、二分法簡化結論，有伴侶的讀者應該也有過這樣的經驗。 

然而，這樣的探討與辯證也是很有趣的，因為過程中可以看到對方價值觀養成的脈絡與背後的成因，不僅能



學習體諒對方立場，還能有助於自己看事情更加全面，逐漸養成同理心與換位思考的習慣，相信這也是能有

助於社會弭平爭端、融合多元文化的普世價值之一吧。 

當然，實際一點，伴侶間也會更加恩愛啦！ 

所以在這本書裡我們除了想要專注「愛情」這個主題之外，同時也會用兩人對於同一問題的不同或相同看法

來推薦不一樣的兩部電影，不僅意欲落實這個粉絲團創立的使命，也意旨使讀者們在遇到各種難關時，能從

多元觀點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答案、把握自己的幸福。 

 

「幸福」對你來說，到底是什麼？ 

當我們開始以電影推薦的方式回答讀者的來信提問，我們發現：很多問題的根本，是源自於讀者們「不知道

自己要的是什麼」。我們或許會想，在愛情裡汲汲營營追求的，不就是「幸福」兩個字嗎？這兩個字看似簡

單，可每個人對於「幸福」的定義都不同，當然得到幸福的方法也就不同了。所以，在找出自己可以得到幸

福的方法之前，得要先思考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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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總是在尋找， 

卻往往不知道尋找的是什麼。 

Life is a search; but often we don 't  know what we are 

looking for. 

《愛情不用翻譯》（Lost in Translation）, 2003 

 

 

以性感美豔著稱的女演員史嘉蕾．喬韓森（Scarlett Johansson）在這部早期的作品裡飾演一

位清純可人的少婦夏綠蒂（Charlotte）。因為丈夫攝影工作的關係，她陪著來到了日本，但

是丈夫總是忙於工作，常常把夏綠蒂一個人留在飯店，她只好每天一個人在東京各地遊蕩。

一天，她遇到了同樣來自美國到日本拍攝廣告的電影明星鮑伯（Bob，比爾．莫瑞飾）。兩

人一見如故成了好朋友，在這個一切都格格不入的異鄉，最熟悉的反而是互為陌生人的彼此。 

夏綠蒂和鮑伯的相遇，讓兩個落單的人看似不再寂寞，但即便夜夜笙歌，卻只能暫時排解心

裡的孤單。某個晚上，狂歡之後的他們回到飯店，一陣陣空虛再度湧上心頭的兩人並肩躺在

床上，開始分享自己深藏的心事。鮑伯雖然看似人生經驗豐富，但當他試著誠實面對自己時

的那種困惑，並不亞於年輕的夏綠蒂。最後鮑伯說了：「當你越瞭解自己，與自己想要什麼，

就越不會輕易感到沮喪」（The more you know who you are, and what you want, the less you let 

things upset you）。 



和一般的愛情電影不同，這部片中的男女主角，並沒有俗套的發展出浪漫的愛情，因為兩人

的差距、也因為兩個人的相似之處，帶出兩人在感情上各自的認知與缺陷。在電影中，夏綠

蒂和鮑伯不是沒有機會發生超友誼關係，然而，兩人在心靈上的慰藉，超越了肉體上的刺激，

最後兩人在東京街頭的擁抱吻別， 

成為了最美好的句點。 

 

水某說：每個人對於幸福的定義都不同，所以沒有什麼 

祕訣或公式是適用於所有人的。 

 

如果你想要找到屬於你的答案，就需要先對自己有更深一層的了解，否則就算你看了再多別

人的案例、聽過再多別人的建議，你還是沒辦法找到幸福的答案。 

就像這部電影裡，一開始夏綠蒂以為自己只要陪在丈夫身邊就是幸福，然後當自己被丈夫冷

落了，她就退一步，以為「有人陪伴」就是幸福。事實上，就算她有鮑伯這個朋友陪她排解

寂寞，她也清楚知道，兩人總有一天要分開，自己的問題還是得要靠自己才能解決。 

這部電影最讓我喜歡的，是劇本並沒有讓兩人邂逅之後，就馬上認定對方是真命天子／女，

然後拋下一切與對方過著幸福快樂的人生。兩個人的相遇，不過是讓他們在無助的當下找到

慰藉，然後透過心靈的交流，讓自己重新回到自己的人生軌道上。 

 

假設你也正對自己想要什麼感到困惑，或許你需要的，只是一個能夠看清楚自己的機會。當

你了解自己之後，你就會發現自己不再那麼輕易感到沮喪，或輕率的投入一段自以為是的愛

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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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得到幸福，第一步就是相信自己也值得那樣

的幸福。 

The first step towards happiness is to believe that you 

deserve to be happy too. 

《27 件禮服的祕密》 

和全天下所有的女孩一樣，珍（Jane，凱薩琳．海格飾）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和心愛的人結婚，

穿著美麗的禮服，在永生難忘的婚禮上和另一半共讀誓詞、互許終生。但命運似乎總是愛捉



弄她，只讓這個願望實現了一半─珍參加過二十七場婚禮，但每次都只能以伴娘的身分，從

旁看著別人得到幸福。於是她的心願，只能隨著二十七伴娘件禮服深藏在衣櫃中。 

珍其實不是沒有機會得到幸福，只是個性善良隨和的她總替別人著想。當她即將參加的下一

場婚禮，新娘新郎就是自己的妹妹和自己的老闆兼心上人時，一個專門負責撰寫婚禮報導的

記者朋友凱文（Kevin，詹姆士．馬斯登飾），不但替珍感到不平，也指出了珍心態上最大的

問題：她不懂得把握機會，也不懂 

得「愛自己」。 

然而，雖然凱文一直給珍中肯的建議，但他何嘗不也是以旁觀者的立場，看著一場場婚禮上

演，記錄他人的幸福，同樣遲遲沒有行動追求自己的幸福。 

後來珍發現她的真愛正是凱文，而再也不願意讓幸福擦肩而過，她勇敢的向凱文告白，也得

到了正面的回應，於是珍終於如願在自己的婚禮上，穿上了她─第二十八件禮服。 

 

 

水尢說：的確有很多人在愛情中感到迷惘，只因為對自己不

夠瞭解。 

 

有一些人雖然很清楚自己想要的幸福長什麼樣，卻對於要怎樣得到那樣的幸福不得其門而

入。 

這部電影和水某推薦的《愛情不用翻譯》雖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都點出了很多人在愛情裡

「不能誠實面對自己」的問題。 

就像《27 件禮服的祕密》裡的珍一直都天真的以為，只要看著別人得到幸福，自己也就滿

足了。但這樣的「大愛」不過是珍的自欺欺人罷了。事實上，珍很渴望想要得到自己的幸福，

而專屬於自己的幸福，除了靠自己去爭取之外，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抓得住。 

 

 

不只是喜歡 

一位英國的經濟學助教彼得．貝克斯（Peter Backus）曾經作過一個研究，試圖計算出自己遇見真愛的機率，

而他得到的答案，竟然比找到外星人的機率還要低！雖然，根據他的理論，在英國還是有超過一萬名的女性

符合他所列出的基本條件⋯⋯ 

然而，即便讓這一萬名女孩同時出現在彼得眼前讓他挑選，他又要怎樣才能夠判斷，哪一個人才是真正適合

他的真命天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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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一個人就像欣賞一首歌的曲，愛上一個人是

更懂得它的詞。 

Affection is when you like a song for its melody.Love is when you 

understand its lyrics too. 
《K 歌情人》（Music and Lyrics）, 2007 

 
這部電影重現了很多愛情電影常見的元素，一對偶然相遇的男女雖然一開始並不合拍，但在

相處之後對彼此有互有好感，在一一戰勝了難關和澄清誤會清之後終成眷屬。而《K 歌情人》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劇中一首名為〈回到相愛的路〉（Way Back Into Love）的情歌。 

艾力斯（Alex，休．葛蘭飾）是在二十年前曾經紅極一時的樂團成員，但隨著樂團解散，艾

力斯的明星光環漸漸黯淡，只能夠靠著接一些二三流的演出來維持收入。一次機緣下，他得

到了替當紅的青春偶像柯拉（Cora，海莉．班奈特飾）譜寫新歌的翻身機會，正當他為了填

詞苦惱不已時，他發現了替他整理花草的女孩蘇菲（Sophie，茱兒．芭莉摩飾）頗有寫詞天

份，後來兩人一起合作寫出了〈回到相愛的路〉，並獲得了柯拉的青睞。 

柯拉雖然喜歡這首歌，卻將這首歌依照她的個人曲風改編成新潮的版本，這樣一來便與蘇菲

心目中的曲風大相逕庭。蘇菲期待艾力斯能夠堅持自己的創作，但艾力斯卻擔心會得罪柯拉

並失去商業機會而拒絕了。蘇菲覺得心血被糟塌，加上對艾力斯的失望之情，她傷心離開了。

後來終於知錯的艾力斯決心挽回…… 

 

水某說：《K 歌情人》中由艾力斯譜曲、蘇菲填詞的那首主

題曲不單是兩人愛的結晶，同時也是關於「喜歡」以及關於

「愛」的詮釋。 

 

要如何分辨「喜歡」與「愛」，或許有個方式可以嘗試：試想，你最愛的那首歌曲，除了動

人旋律吸引著你外，其中的歌詞是否也正寫出你的心情，讓你不自覺中反覆低聲吟唱？人也

像是一首歌，外表是旋律，內在就是歌詞，當兩者完美的配合時，就能夠讓聽見的人深深著

迷。 

「心動」就像是初次聽見一首悅耳的歌，讓你一字一句的細細咀嚼著歌詞，將自己投射在詞

曲所建構的美感世界中，就算聆聽千遍也不覺厭煩。 

因此，當你發現對一個人的一切，特別是他的內在，有同樣的衝動想要「細讀」時，這時，

你對他的感覺，就不只是喜歡而已了。 

 



看到一個人的優點叫做喜歡；包容一個人的缺點

才是愛。 

Affection is when you see someonse 'strengths; love is when you 

accept someones' flaws. 
《真愛挑日子》（One Day）, 2011 

艾瑪（Emma，安．海瑟薇飾）與德斯特（Dexter，吉姆．史特格斯飾） 

 

自從在大學認識之後，就保持著友達以上，戀人未滿的關係，兩人相約好在每年的七月十五

日都要見面。艾瑪是個樸實又純真的女孩，一直偷偷的喜歡著帥氣不羈的德斯特；德斯特卻

輕浮又膚淺，雖然知道艾瑪對自己頗有好感，但從來沒有認真看待兩人之間的感情，對人生

也抱著輕慢的態度，只想著及時行樂。 

艾瑪一直希望德斯特能夠醒悟，好好的正視自己以及兩人之間的感情，等來的卻只是一次又

一次的失望，而就算如此，艾瑪還是狠不下心放手。時間又到了兩人每年相約見面的日子，

這難得的一天，卻因為德斯特嗑了藥而變得十分不堪……德克斯不只和別的女人調情，甚至

當眾羞辱了艾瑪，這一刻終於讓艾瑪心碎了一地，就此跟德斯特徹底斷絕關係。 

在那次的爭吵以後，兩人看似從此過著毫無交集的生活，但其實對彼此仍念念不忘。經歷過

人生起落的德斯特，終於結束了自己多年的荒唐，決定到巴黎去找艾瑪，希望能夠彌補以前

對她造成的傷害；自以為不再對德斯特掛懷的艾瑪，一開始並不想要復合，但看著德斯特失

落離開的背影，才驚覺自己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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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尢說：從兩人的相遇、曖昧、分手、到重逢，我們看到了

一對原本不夠成熟的男女，在經歷了人生之後終於學會了

愛。 

 

這個愛情故事有一個特別的點，就是男女主角在每年的同一天見面的約定。而當艾瑪在與德

斯特決裂時說的：「我愛你，但我不再喜歡你了。」（I love you Dexter, but I don’t like you 

anymore）真是一語道盡了所有人對愛感到失望時的心情。 

在那個當下，艾瑪不再喜歡的是：當著她的面做出荒腔走板行為的德斯特；但在她心中，她

還是渴望那個，讓她傾心、一直深深愛著的德斯特能夠回心轉意，不管要她等待多長的時間，

只要德斯特願意悔改，不管他過去再多的缺點，艾瑪還是會願意接受他。 

艾瑪的奮不顧身也許很難理解，但也不是不真實，因為─喜歡不就是淡淡的愛，而愛也就是



另一種深深的喜歡。 

 

 

糾結，才是兩顆心距離最遠的時候 

二○○六年的十月，水尢回台灣出差，在前主管的介紹之下認識了水某。當時我們互有好感卻時間有限，我

們在七天內約會了三次，兩人就決定在一起，而水尢在告白後的第二天就離開了台灣。半年後，水某負笈英

國留學一年，期間我們只見過兩次面，只能靠視訊和電話聯絡。二〇〇八年水尢決定要回台灣長期發展，又

等了八個月才和水某在台灣相聚，最後才終結了這段遠距離戀愛。 

因此，「遠距離戀愛」是我們在眾多有關於愛情的讀者來信中，最有信心回答的。但因為每個人的情況都不

同，我們對讀者們的了解，也僅來自信件中的簡短說明，所以我們盡量不告訴讀者們應該怎麼做，而是建議

他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另一半長期不在身邊的煎熬。 

水 

某 

推 

薦 

電 

影 

有時候獨自等待只是給你時間思考，自己是怎麼

樣的人，又想要什麼樣的愛。 

Sometimes the only time you get to understand who you are and 

what kind of relationship you want is when you are alone, waiting for 

someone. 
《時空旅人之妻》（The Time Traveler's Wife）, 2009 

 
男主角亨利（Henry，艾瑞克．班納飾）的身上有一種很奇特的基因，會讓他在特定的情況

下穿越時空，但他無法控制何時會發生，也不知道自己會穿越到什麼時候的什麼地方。在無

數次的穿越中，他時常會到達同一個地點，那是女主角克蕾兒（Claire，瑞秋．麥亞當斯飾）

老家旁的樹林間，因此認識了當時 

才六歲的克蕾兒，並告訴她自己是一個時空穿梭者。從此，克蕾兒在一次又一次與亨利相遇

中逐漸愛上了他，並夢想著在未來能夠嫁給他……一直到他們的時間軸終於同步了。 

雖然註定聚少離多，克蕾兒始終深愛著亨利，即便分離的痛苦難以忍受，兩人還是結成了連

理，也有了愛的結晶。但是，不能夠有一個明確未來的事實一直困擾著兩人，尤其是身不由

己的亨利，對於一直等待著的克蕾兒感到非常愧疚。後來，亨利因為意外過世，克蕾兒卻還

是相信，總有一天，亨利會再次 

出現在她的面前。 

克蕾兒癡癡的等待是這部電影最讓人感動之處，從第一次見到亨利，克蕾兒就知道他是自己

一輩子的愛，她也非常清楚亨利的狀態；漫長的等待對克蕾兒來說，為得是兩人下一次的見

面，而在等待的時光中，她也一再去確認這樣 

 

的人生，到底是不是她想要的？亨利不在的每一天裡，她雖然獨自一人，卻也給了她思考的

時間；她一天比一天確信，她深愛亨利，同時也學會了不依賴。而事實上，是她的堅強成為



了這段感情的最大支柱。 

 

水某說：分開如果覺得煎熬，是因為你習慣了依靠；但若想

變得更成熟，就得要學會忍受寂寞。 

 

當兩人分隔兩地時，感情的維繫會出現許多挑戰，尤其當不安、猜忌、誤會接二連三的發生，

你也許會自問：不知道是該放棄，還是該繼續等待？ 

但是，想要得到答案，首先最需要弄清楚的其實是：你是怎麼樣的人，又想要什麼樣的愛？

這段感情是不是你真想要的？ 

雖然，十年前我與水ㄤ決定等待彼此的決定，最後是有了美好的結局。但是，每個人的故事

都不同，我們也不敢向你保證「等待」就一定比「放手」好，或是放手後，更好的還在前面

等你。但是，讓自己學著不依賴對方，卻一直是我們鼓勵每個人都試著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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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沒有誰經得起永遠等待；你若不珍惜，就

只有等著失去。 

No one can stand waiting around forever; cherish now, or wait until 

you lose them. 
《最後一封情書》（Dear John）, 2010 水 

 
改編自暢銷小說《分手信》，本片男主角約翰（John，查寧．坦圖飾）從小就和有亞斯伯格

症的父親不合，後來更為了逃離家中而選擇從軍。某次在回家度假期間，約翰遇見了美麗的

女大學生莎凡娜（Savannah，亞曼達．塞佛瑞飾），兩人一見鍾情。善解人意的莎凡娜不只

打動了約翰長年封閉的心，更幫助他彌補了和父親一直以來的誤解與隔閡。於是，兩人之間

的感情越來越親密，後來約翰必須收假回營，莎凡娜也要回到學校上課，兩人還是有信心能

夠好好經營這段遠距離戀愛。 

但在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約翰卻作了延長役期的決定，讓莎凡娜錯愕又傷心！對一個渴望

愛情、渴望被需要的年輕女孩來說，她不能理解，愛人心中為何沒有把她放在第一位，於是

約翰就被兵變了。多年後，當兩人再度相見時，莎凡娜已經嫁作人婦，而約翰在經歷了喪父

之痛後變得更為成熟。當他明白自 

己的決定替莎凡娜帶來的痛苦後，也終於對當年的事能夠釋懷了。 

在這部電影中，我看見了「理解」和「珍惜」。一開始約翰和他的父親有很嚴重的代溝，因

為約翰並不知道父親的奇怪舉動是因為亞斯伯格症，兩父子就這樣互不理解也不溝通的度過



了大半輩子；而莎凡娜對約翰雖然一往情深，距離與等待 

 

現實卻殘酷摧毀了她對愛情的幻想。約翰從來沒有想過要傷害父親或是莎凡娜，但他也不曾

替等待的另一方著想，沒有珍惜他們之間薄弱的緣分。或許，在「天長地久，至死不渝」的

浪漫誓約下，莎凡娜沒能為了約翰堅守到最後是負心的表現；但若是我們和她易地而處，我

們難道就能做到無怨無悔、長時間的等待了嗎？ 

 

水尢說：她最不能忍受的其實是，想付出關心的人不能在身

邊。 

 

約翰之所以會失去莎凡娜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並沒有真正理解她的個性。莎凡娜善良又體

貼，天生就不吝關心別人，哪怕是約翰在戰場中受了重傷，相信莎凡娜還是會不離不棄的照

顧他。 

莎凡娜不是不願意等待，而是約翰沒有給她應得的回應。 

因此，千萬不要把對方的付出當作理所當然。如果今天有人願意為了你付出，請一定讓對方

知道你的感謝；千萬不要因為一個人願意等，你就真的狠下心來讓他等喔。 

 

 

 

 

你們選擇了彼此，所以也就屬於了彼此 

一段感情要能長久，需要兩個人都一直愛著對方，這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難。沒有人想當負心漢或薄

情女，只是當感情淡了的時候，不管怎麼做，就是找不回當初的那種心動。兩人之間並沒有爭吵，也不是說

有第三者，但為什麼就是找不回「愛」的感覺了呢？難道，失去了「愛的感覺」就代表兩人的愛情已經逝去，

兩人就該是說再見的時候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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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不只是一種感覺，更是一種行動。 

Love is more than just a feeling; ist 'also something you can act upon. 
《我腦中的橡皮擦》（A Moment to Remember）, 2004 水某推薦電 

 
和其他國家的電影相比，我們看過的韓國電影並不算多，但印象中幾乎每一部都曾讓我們感

動落淚，《我腦中的橡皮擦》尤其深深打動我們的心。一對恩愛夫妻哲洙（鄭雨盛飾）和秀



真（孫藝珍飾），兩人即便家世背景差異很大，但在便利商店相遇之後，便一見鍾情。可惜

兩人的幸福日子就像夕陽一樣，雖 

然美麗卻稍縱即逝，因為秀真罹患了會逐漸失去記憶的阿茲海默症。 

就像中文片名形容的，生病的關係讓秀真的腦中就像有個橡皮擦一樣，不斷的擦去她的回

憶，當然也包括她最想要珍惜的哲洙。 

秀真：「如果我的記憶都不見了，愛還有什麼意義？不要再對我那麼好，我會全部忘記的！」 

哲洙：「就算妳什麼都想不起來，我還是會陪在妳身邊，就像現在一起，我會找到妳的，每

天都是新的開始……」「我就是妳的回憶，妳的心。」他這樣對心愛的妻子說。 

如果病魔真的奪走了秀真腦中兩人的記憶，那哲洙就會替秀真記住一切，哪怕每天都要重新

讓秀真愛上自己，他也心甘情願。 

這一段對話同時帶給我跟水ㄤ強烈的感受，這兩人的愛情是如此堅定，超越了一般世間情愛

的想像。 

影 

水某說：愛不只是心裡的感覺或是腦中的回憶，更是為了彼

此而做出的一切。 

 

不管是讀者來信，或是發生在身邊的事，我看過太多的伴侶最後分手的原因，就一句「沒感

覺了」。 

只把「愛」看作一種心中的感覺，是幼稚的行為；成熟的人不會讓自己被感覺給主導，會去

思考每件事的背後深意。真心想要維持一段感情的人，就得為「愛」付諸行動：愛是關心，

那你就做到關心；愛是原諒，那你就做到原諒；愛是付出，那你就應該全心付出。 

在電影裡面秀真不只忘記了兩人的過去，認不得哲洙的她，更談不上對哲洙有什麼愛了，但

哲洙卻用行動來證明愛的存在。 

你真的要用「沒感覺了」這樣的話，來搪塞你的愛情嗎？請問問自己，願不願意為了找回愛

的感覺，替對方做那些證明「愛」存在的行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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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對這世界來說我們並不特別，但在彼此心中

卻獨一無二。 

We may not be special to this world, but we are unique in the eyes of 

each other. 
《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 2015 



 
這部電影改編自全球暢銷的同名小說，原本的故事述說的是名叫「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

的種種奇遇。小王子住在一個跟一棟房子差不多大小的星球 B-612 上，某天地上長出了一朵

美麗的紅玫瑰，讓時常感到孤單的小王子開心極了。雖然玫瑰驕傲又善變，但只要能夠每天

看到她嬌豔的盛開，就足以 

讓他心滿意足，所以小王子任勞任怨的照顧著玫瑰，替她澆水、替她除蟲擋風，還為她罩上

了保護用的透明罩子。 

後來小王子來到了地球，卻發現地球上有好多和 B-612 上一樣的玫瑰。她們一樣嬌豔，一樣

帶刺，也一樣讓人心動。於是，小王子迷惘了，他的那朵玫瑰看來一點都不特別，為什麼他

還要替她付出那麼多，甚至還得忍受她的種種無理取鬧……難過的眼淚，彷彿是在懊惱自己

費盡了心思，卻只得到了一朵到處都看得到的花兒。此時狐狸出現了，牠告訴小王子：「因

為你在自己的玫瑰上傾注了時間，所以才使得你的玫瑰如此重要。」 

 

狐狸的回答，給了這個問題一個最好的答案，也點醒了小王子，而所有戀愛中的人也都應該

牢牢記住─你的另一半就像是你的玫瑰，或許這世界上還有千千萬萬朵和她一樣、甚至更美

的花，但是，她們並不屬於你。 

 

水尢推薦電影 

你們選擇了彼此，所以也就屬於了彼此……即便在其他人眼中你和你的玫瑰都很普通，但在

彼此心中卻永遠獨一無二！只有你，才能賦予你的玫瑰那豔冠群芳的美。 

 

水尢說：不妨捫心自問，現在的「沒感覺了」到底是對方的

好真的蕩然無存了，還是你只是「選擇」不再珍惜那些，曾

經傾心不已的優點呢？ 

 

你應該還記得，在熱戀剛開始的時候，你心裡眼中只有對方，別人再好你也不想多看一眼的，

那種強烈的感受吧。 

「愛」除了是一種感覺、一種行動，愛更是一種責任。就像小王子和他的玫瑰或是狐狸一樣，

如果你今天想要擁有對方，你就要負起「馴養」對方的責任。 

後來當小王子明白了這個道理之後，他向那些外表看起來和他的玫瑰很像的花兒們說了這段

話：『……單單她一朵就比妳們上百朵更重要，因為她是我澆灌的，是我放進玻璃罩子裡的，

是我放到屏風後面保護起來的……因為她的哀怨和驕傲，甚至有時候連她的一語不發，都是

我在傾聽著，因為她是我的玫瑰。』 

─ 《小王子》 



只有你能讓你的玫瑰繼續盛開，先誠心誠意的澆灌，然後再說以後吧！ 

 

 

一見沒有鍾情，然後呢？ 

你一定有看過類似這樣的故事：一個風流不羈的帥氣男孩，某天在街上巧遇一個美麗大方的女孩，兩人一見

鍾情，即使全世界都反對，但最後兩人排除萬難走到一起，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回到現實生活中，能長久的感情大多是需要靠時間來滋養的。儘管如此，仍有人抱持疑問—如果一開始沒能

一見鍾情，兩人後來還能夠白頭偕老嗎？ 

少了一開始看對眼的那種心動，日子一久會不會容易感到厭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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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見鍾情更浪漫的，是慢慢地了解一個人以

後，徹底愛上他。 

What's more romantic than love at first sight is getting to know 

someone slowly, then falling in love completely. 
《電子情書》（You've Got Mail）, 1998 

 
在那個還沒有 LINE 的年代，最讓人期待的，就是打開信箱時看到有未讀的郵件。喬（Joe，

湯姆．漢克斯飾）是大型連鎖書店的負責人，透過不斷擴店和併購來擠壓傳統書店生存空間，

而他即將開幕的書店威脅了對街一間有著數十年歷史的童書店！喬和童書店的老闆凱瑟琳

（Kathleen，梅格．萊恩飾）為 

爭立足之地而劍拔弩張，但在虛擬的世界中，兩人卻成了無話不談的網友。 

就網友來說，兩人原本都不知道彼此是誰，直到喬在相約見面的餐廳外緊張徘徊時，才意外

發現凱瑟琳就是他心儀的網友！從此，他對她的感覺開始改變；雖然商場上的競爭與勝敗無

法迴避，他還是與凱瑟琳發展出愈來愈親密的感情。當喬終於以網友的身分出現在凱瑟琳面

前，一切真相大白時，凱瑟琳才發現，她早就已經愛上了喬…… 

 

雖然這個故事其實很戲劇化，但我仍覺得故事裡的人物，呈現出感情裡真實的面向。喬和凱

瑟琳一開始因為生意上的競爭而對彼此有成見，產生了很多誤解，但兩人透過信件討論交心

時，成見跟誤會都消失了。也是因為這樣，兩人才有機會真正認識對方！因此，兩人之所以

最後還可以走在一起，不是單純只是為對方心動而已，兩人之間，其實已經有過許多的相互

理解了。 

 

水某說：一見鍾情的故事雖然浪漫，事實上那只能夠讓一段



戀情比較快發生，不代表兩人就一定可以天長地久。 

 

雖然現在時代不同了，現今的網友們比較少用電子郵件這種比較不即時的方式溝通了。而在

通訊愈來愈方便快速之下，你一定常常都在忐忑著：在虛擬世界認識的那個人，會不會跟現

實相差太多？或是一見以後不只沒有鍾情，還讓之前的美夢破滅了？ ！ 

 

然而，不管螢幕上的美夢看起來有多美，畢竟不是真的，除非你只打算作他一輩子的網友，

否則就一定得要從虛擬世界走出來，用原本的樣子去面對彼此。 

因為，只有讓彼此看見、看清那個最真實、最好的自己，才能判斷彼此是否值得更進一步，

不只是在當下而已，還有在未來，也許他就是你真正想珍惜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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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很愛，那叫喜歡；永遠喜歡，才是愛。 

If you love someone now, ist 'called affection; if you like someone 

forever, then thats' called love. 
《手札情緣》（The Notebook）, 2004 

 
一九四○年代的南卡羅來納州，窮小子諾亞（Noah，萊恩．葛斯林飾）愛上了富家千金愛莉

（Allie，瑞秋．麥亞當斯飾）。兩人一見鍾情，也愛得火熱，然而背景的差距讓兩人一路走

來充滿了挑戰。年輕氣盛時兩人常常吵架，甚至一度分手過……後來經過幾番波折，兩人才

終於和好，攜手步入了婚姻。 

時光飛逝，兩人轉眼已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經不起歲月摧殘的愛莉得了失憶症，對於當年

的一切，甚至是諾亞，都已經不復記憶。但曾發誓不離不棄的諾亞堅守著他的承諾，每天陪

在愛莉身邊述說著他們當年的點點滴滴。一直到最後兩人相依在病床上嚥下最後一口氣，諾

亞仍然緊緊握著愛莉的手，並且約定在生命的另一端再次相逢。 

 

這對戀人一相遇就彼此鍾情、陷入熱戀，卻仍經歷了敵不過現實而分手。後來，當兩人再次

見面、舊情復燃時，兩人都超越了一見鍾情時的衝動，才讓這段感情能夠經得起考驗。「我

愛你」誰都能說出口，但是愛不能光靠嘴巴說，還要用行動來證明。現在跟你說的「很愛」，

只是一種當下的狀態；當他用一輩子的時間喜歡你，霎那間，兩人之間才變成一種永恆。 

 

水尢說：人們常陷入「因為相愛而了解，卻因為了解而分開」



的迷思。 

 

我到現在都記得，水某在剛認識我的時候，覺得我很臭屁，甚至……還有些討人厭！然後，

一晃眼我們已經走進婚姻第五年了！我卻深深覺得，感情如果要能攜手走過每一階段，關鍵

在於─你愛上的是不是那個不做作，真實的對方？ 

當你沉浸在一見鍾情、熱戀的浪漫中，會讓你選擇性的矇住自己，不看對方身上的缺點。然

後，當戀愛的感覺沒有這麼熱了，你們開始走入下一段關係的考驗，這時所有的大大小小的

缺點將被放大審視。 

重點來了─這時的你，將會張開雙臂迎向他、包容他，或是與他對立拔河、甚至放棄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