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撒(100-44 BC)《高盧戰記》

選句:
Gallia est omnis divisa in partes tres, quarum unam incolunt Belgae, aliam Aquitani, tertiam
qui ipsorum lingua Celtae, nostra Galli appellantur. Hi omnes lingua, institutis, legibus inter
se differunt.
高盧(Gallia)全境分為三部份，比爾及人(Belgae)居於其一，阿奎丹尼人(Aquitani)居於
另一部份，按他們自己語言稱為塞爾特人 (Celtae)，而按我們（自己語言）稱之為高
盧人 (Galli)者居於第三部份。全部這些人在語言、組織、法律上都彼此相異。
(Caesar - de bello Gallico, 1,1)

文化和歷史背景:
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 100 年前 44 年），出身貴族，歷任財務官、大祭司、
大法官、執政官、監察官、獨裁官等職。公元前 60 年與龐培（Pompeius）、克拉蘇
（Crassus）秘密結成前三頭同盟，隨後出任高盧行省總督，用了 8 年時間征服高盧全
境（現在的法國），亦襲擊了日耳曼和不列顛。西元前 49 年，他率軍佔領羅馬，打
敗龐培，集大權於一身，實行獨裁統治。
公元前 44 年，遭元老院成員暗殺身亡。生前制定了《儒略曆法》。
《高盧戰記》（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全書共分成 8 卷，每章各描述凱撒擔任
高盧行省總督由公元前 58 年到公元前 50 年每年遭遇的大事，其中包括戰事、舉辦祭
典、巡迴裁判等行省大事。前七卷為凱撒本人親筆著作。
公元前 52—51 年，凱撒平定高盧後，他有份的三頭同盟逐步瓦解，其在羅馬的政治
地位也開始動搖。凱撒為了反駁共和派元老的政治攻擊，在《高盧戰記》書中對於每
次戰事不得不爆發的原因都進行了詳細的說明，用以辯護自己的行動，並作為他在羅
馬的擁護者的宣傳工具。

詞彙分類:
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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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tani 阿奎丹尼人
Belgae 比爾及人
Celtae 蓋塔人
Galli （主格︰Gallus） 高盧人
Gallia 高盧
institutis 複數奪格（單數主格︰institutum）民風
legibus 複數奪格（單數主格︰lex）法律
lingua 單數奪格（單數主格︰lingua）語言
partes 複數賓格（單數主格︰pars）部分
代詞
aliam 單數賓格陰類（單數主格陽類︰alius）別的、另一
hi 複數主格陽類（單數主格陽類︰hic）這些
ipsorum 複數屬格陽類（單數主格陽類︰ipse）他們自己
quarum 複數屬格陰類（單數主格陽類︰qui）她們的
qui 其
se 複數奪格（主格單數︰ego）他們自己

動詞
appellantur 第三身複數現被直︰稱呼
differunt 第三身複數現主直︰相異、迥異
divisa 全被分詞單主陰︰被分開
est 第三身單數現主直︰是
incolunt 第三身複數現主直︰居住

形容詞
nostra 複數奪格陰類（單數主格陽類︰noster）我們的
omnes 複數主格陽類（單數主格陽類︰omnis）全體、全境、全部
omnis 全體、全境、全部
tertiam 單數主格陰類（單數主格陽類︰tertius）第三
tres 單數賓格陰類（單數主格陽類︰tres）三個
unam 單數賓格陰類（單數主格陽類︰unus）三個
前詞
in 為
inter 之間

語法學習
奪格
lingua, institutis, legi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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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教材：
本課選句按漢語語法的排序
Gallia est omnis divisa in partes tres,
quarum unam incolunt Belgae,
aliam Aquitani,
tertiam qui ipsorum lingua Celtae,
nostra Galli appellantur.
Hi omnes differunt inter se lingua, institutis, legibus.
成語:
Aspiciunt oculis superi mortalia iustis. 神以公義的眼看有死的人。
Flectitur iratus voce rogante deus.因懇求的聲音，憤怒的神被屈服。
Sole oriente fugiunt stellae. 日出時群星迴避。
選句上下文(Caesar - de bello Gallico, 1,1)：
Hi omnes lingua, institutis, legibus inter se differunt. Gallos ab Aquitanis Garumna flumen, a
Belgis Matrona et Sequana dividit.
高盧(Gallia)全境分為三部份，比爾及(Belgae)人居於其一，阿奎丹尼(Aquitani)人居於
另一部份，按他們自己語言稱為蓋塔(Celtae)人，而我們稱之為高盧(Galli)人者居於第
三部份。全部這些人在語言、組織、法律上都彼此相異。
Horum omnium fortissimi sunt Belgae, propterea quod a cultu atque humanitate provinciae
longissime absunt, minimeque ad eos mercatores saepe commeant atque ea quae ad
effeminandos animos pertinent important, proximique sunt Germanis, qui trans Rhenum
incolunt, quibuscum continenter bellum gerunt.
高盧人跟阿奎丹尼人接界的這一邊，由加隆納(Garumna)河分隔著，跟比爾及人接界的
這一邊，由馬特隆納(Matrona)河和塞廣納(Sequana)河分隔著。所有這些人中，最勇悍
的是比爾及人，因為他們離開行省的文明和教化最遠，並且也是商販們往來最少、那
些使人萎靡不振的東西輸入也最少的地方；再則還因為他們離開住在萊茵(Rhenum)河
對岸的日耳曼(Germani)人最近，在跟他們不斷作戰的緣故。
Qua de causa Helvetii quoque reliquos Gallos virtute praecedunt, quod fere cotidianis
proeliis cum Germanis contendunt, cum aut suis finibus eos prohibent aut ipsi in eorum
finibus bellum gerunt.
也就是為了這原因，高盧人中的厄爾維几(Helvetii)族，就勇武而論，遠超過高盧的其
他各族，因為他們差不多天天在和日耳曼人作戰，不是抵抗他們侵入自己的國境，就
是自己侵入到他們的領域中去作戰。
(De Bello Gallico Liber Primv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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