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子不語精湛演出 歡笑與淚水謝幕
憨厚郎迷上千年狐妖 癡心妻子含淚守候 反派角色秦不逵刻畫愛恨 博得眾人掌聲

【記者沈家億 採訪報導】

今
年度應華系畢業公演於

十月十三日盛大開演，

備受期待的應華公演在開演

前就已擠滿了迫不及待的排

隊人潮。

　各個手裡拿著票，興奮之

情全寫在臉上，為了等會的

好戲，早在一小時前就已在

化雨堂前就位，深怕晚別人

一步，好位子就拱手讓人。

　現在，就由子不語的神祕

面紗，引領我們進入妖異的

詭譎領域。

　子不語在描述一段動人心

弦的愛情故事，飾演男主角

的莊皓翔將男主角子楚的善

良、忠厚老實的個性飾演得

淋漓盡致，而女主角如玉那

妖豔的魅力與桀驁不馴的態

度，在張家綺的演出下生動

且傳神的表現出來，另外飾

演反派角色的諸瀅如，更將

秦不逵跋扈與卑鄙的性格維

妙維肖的呈現。

　整齣公演掌聲不斷、驚呼

連連，指導老師林景蘇老師

與向麗頻老師對這次公演表

示滿意與讚賞，過程裡雖有

許多難關與考驗，但在眾人

們的攜手互助下，公演圓滿

落幕。

　舞台總監郭峰秀對於此次

公演可說是盡心盡力，很滿

意最後的成果。

　每次公演考驗的都是整個

系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台上

光鮮亮麗的演出伴隨著幕後

工作人員的淚水與汗水，每

個環節都需要所有人的付出

與努力。從一開始只有書面

的劇本到最後舞臺上的精湛

演出，結合每一位同學的智

慧，最後打造出一場精采的

演出。

【記者蔡蓓瑋 採訪報導】

「
子不語」在掌聲、淚水

中風光落幕，背後排演

的辛苦與心酸難由外人道出，

分別飾演「秦不逵」、「顏

如玉」、「陸判」的諸瀅如、

張家綺、林文浩，一一訴說

他們的心路歷程。

　由諸瀅如所詮釋的角色「秦

不逵」，平時喜好欺壓百姓，

卻對「曉語」情有獨鍾，是

一位奸詐狡猾的地方貪官。

對於需要在這場戲中反串一

位男人，諸瀅如表示並不生

疏，過去公演中她已累積多

次反串經驗，對她來說，扮

演男人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在暑假期間，諸瀅如還至

越南實習華語教學，簡直就

是公演、實習、專題三頭燒，

但心繫公演的她，仍不忘與

同在越南的「曉語」劉依甄

反覆演練；在詮釋秦不逵的

過程中，最困難的就是記台

詞以及與對手的默契。但在

多加揣摩、練習後便漸漸抓

到感覺，而有最精彩、自然

的演出。

　對於飾演「顏如玉」的張

家綺來說，要詮釋狐妖散發

出的媚惑，還要表現歷盡千

年孤獨的妖對人類情感的不

信任，及對男主角「孫子楚」

的那一份感情，是極大的挑

戰。

　其中，有一幕是利用布景

的倒影、神秘的音樂和肚皮

舞舞蹈，展現出狐妖的婀娜

多姿身材，以吸引貪婪的人

類靠近，進而吃掉人心。此

創新的橋段，完全吸引在場

所有觀眾的眼光。

　張家綺表示跳肚皮舞是自

身的興趣，而利用黑影的方

法，則解決了吞食人心實際

演出的困難。

　林文浩則是一位內心不如

外表那般鐵石心腸的「陸判」

大人。五專時就曾參與公演

演出的他說，兩次的最大的

不同在於，「子不語」的劇

本較屬於原創，能參考的範

本不多，演員只能靠自己或

是導演來幫自己的角色定位，

還有指導老師從旁輔助，不

斷的檢討跟改進，促成此齣

公演最後得以完美謝幕。

謝幕時指導老師和演出同學難掩感動淚水。（蔡蓓瑋提供）

揣摩角色 排演過程倍極艱辛

「曉語」與「孫子楚」的痛心道別，賺人熱淚。（李豪提供）

責任編輯：郭亞儒

「秦不逵」殺害了「孫子楚」！(左)「顏如玉」吃人心的剪影充滿戲劇效果。(右上) （李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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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個 學 期 我 HOLD 住！

應華系系學會於九月

二十六日在文園 W008 舉辦期

初大會，邀請系上所有同學

一同蒞臨 HOLD 住整個學期系

上所有活動！ 

　在此次期初大會中，一年

級的學員展現出對應華系的

熱情，是當天參與學員中最

多人數的年級。一年 A 班的

吳瑋箏同學表示，希望能夠

更快速的融入應華系，期待

這學期系上的活動，且了解

之後對將來的活動更加躍躍

欲試。為此，系學會表示看

到在百忙之中到來的學員們

十分開心。會長許思婷上台

說明這學期應華系將舉辦的

活動，除了保有傳統的漢拼

大賽、硬體書法比賽還有迎

新茶會、移地迎新，另外將

與華語中心合辦聖誕烤肉，

SUPER 正音班……等等。

　藉由此次系上學員齊聚一

堂的機會，思婷同學強調，

應華系是個大家庭，期盼

大家多多參與系上活動；並

鼓勵繳交系費，讓系學會將

妥善的利用，以充實的活動

內容回饋大家。系學會器設

組孫瑋琪同學提醒，大家日

後能多多的善用系資源教室

的空間。系主任陳智賢代表

應華系熱情呼籲系上所有同

學，「學會需要大家，大家

需要學會」希望應華系能夠

更加融洽。

　此外，系學會貼心地在會

後準備點心─小泡芙供大家

享用，活動也在大家盡興享

用後完滿落幕。

應
要華到墾丁去！一年一

度的迎新盛事，今年在

墾丁隆重的揭幕。為了歡迎

系上的新成員，工作人員們

都煞費苦心的籌備著，雖然

這次天氣預報顯示天公可能

不作美，但慶幸還是有熱情

的新生們以行動來應援。

　去年的身分是新生，今年

晉升為小隊輔的雷定怡表示，

因為這一次肩負著要讓學弟

妹們融入應華系這個大家庭

的任務，所以更加付出努力

投入所有活動中。           

　到墾丁後，迎接學員的是

陣陣烤肉香，在和樂的氣氛

中，全部的人都吃飽喝足，

用養足的體力參與刺激的大

地遊戲，所有人都非常賣力

的完成每一道關卡，藉由遊

戲使得原本成群結隊的各組

變成更熱絡。

　到了晚上，所有應華系的

同學們已不分你我融合在一

起，晚會時的氣氛歡樂又帶

了些緊張，工作人員們除了

使出渾身解數表演外，學長

姐們也不忘要來一下應華系

迎新晚會的傳統──大騙局

來欺騙一下學弟妹，以流感

為因，告知學弟妹們迎新活

動將被迫中止，有學弟妹還

因此難過到哭出來，不過最

後當告訴他們被騙時，大家

都破涕而笑，繼續欣賞學長

姐們帶來的表演。最後，大

家以一首大合唱溫馨地結束

了一天完美的行程。

　第二天，即使在公園裡穿

著雨衣玩大地遊戲，大家還

是玩得十分盡興！最後不敵

愈來愈大的風雨，中止了活

動。即便如此，全體人員顧

不得髒與否，全心投入遊戲

的歡樂之中。

　到了 go cart 的場地，又掀

起一個高潮。所有工作人員

無不下場體驗，騁馳在場中

的快感，紓解連日帶隊、統

籌的壓力，活動長黃詩文甚

至甩尾，讓場外的學員們傳

來一陣驚呼。

　在即將劃下句點之際，明

顯地見到原來生怯的表情，

轉化為自然的互動，主動開

開玩笑、聊聊天，這樣的轉

變替迎新活動帶來最甜美的

收穫！

【記者林郁綺 採訪報導】

【記者林思妤 採訪報導】

學員們正認真聽著台上的講解。              ( 蔡蓓瑋提供 )

責任編輯 陳麗凱

迎新全體師生在沙灘上合影留戀。                                                                                  ( 何岳訓提供 )在沙灘上進行「水最厲害」闖關遊戲。      ( 何岳訓提供 )

學員們在賽車場較逕的畫面。                      　　                                                           ( 何岳訓提供 ) 大家在晚會勁歌熱舞。                                 (何岳訓提供)

移地迎新在墾丁 歡樂笑聲響不停

期初大會新生多 會長呼籲支持活動

勁歌開唱 熱舞暖場 大地遊戲風雨無阻 師生一起玩到 high 翻天



 【記者張馝芸 彭俞鈞 袁郁
婷 曾凱琳 洪玉芳採訪報導】

將商店的名稱取其聲音再
套上特別的名稱將變得

更有趣，例如:賣茶的叫「調
茶局」、「監茶院」，賣牛
肉麵的叫「川牛不息」。這
次園遊會中，應華 2A 的攤位
取名為「好煎炸」。
　「好煎炸」販賣的是雞塊、
薯條、花枝丸以及加入了現
榨檸檬汁的檸檬紅茶，一開
賣同學各個使出渾身解數大
聲叫賣，吸引了許多人前來
購買，果然在一個半小時之
內就將攤位上所有的炸物賣
完，飲料也陸續售完，每位
同學都非常開心，在短短的

時間內有這樣的銷售成績。
　應華 2A 在園遊會中展現了
超強的團隊精神，大家在班
會上認真的討論與籌備，從
食材的採買到場地的佈置等，
許多的細節分配，最大的功
臣莫過於辛苦的康樂股長陳
家宜，陳佳宜表示「很滿意
大家的表現，也很感謝大家
的幫忙與配合。」
　因為應華 2A 同學們的同心
協力，換來令人滿意的收穫
與結果，每個人臉上都露出
喜悅的笑容。而此次園遊會
的盈餘將全數捐予慈善團體，
讓大家在吃喝玩樂之餘，不
僅為社會公益盡一份心力，
也為園遊會增添了一層意義。

【記者蔡雅雯 陳薏玫 吳佳
蓉採訪報導】

「我們是薯薯 C 飲料，
音樂飲料冷氣都有

喔！」一群活力充沛的同學
高聲呼喊著，應華系二年級 B
班的攤位，以聲音吸引著顧
客。
　一走進教室內，如同一個
食物聯合國，有古早味番薯
片、菜脯餅、可樂、檸檬汁
等豐富點心、美式吧台風格
的 LIVE SHOW 演出，就像應
華系的主旨一般，與國際融
合。在輕柔的音樂陪伴下，
人們不斷湧入，享受著美食

與音樂。其中更是穿插韓國
人氣歌謠，帶 HIGH 氣氛舞蹈
與表演，現場一下子就被炒
熱到了最高點。
　何岳訓同學帶來自彈自唱
的表演，讓整個攤位變的跟
音樂中心一樣，客人們隨著
音樂搖擺，甚至上台一起同
樂，為整個活動注入更多豐
富的色彩！
　除了簡單的教室攤位之外，
機動組更是帶著包裝好的點
心，在校園中來回走動宣傳，
推銷商品。在點心銷售一空
之後，同學仍然以街頭藝人
般的方式，以“賣聲”來邀

請大家自由樂捐，替本次的
活動募得更多的款項。
　應華 B 班的康樂股長洪裕
涵和盛郁家同學，她們說：
「準備的期間很辛苦，但是
最後的成果是很美好的，這
一切都值得嘍！非常感謝班
上每個為園遊會努力的人！」
彼此分工合作團結一致，這
不僅僅是園遊會，更是一次
全班向心力的表現。
　十月二十三日慈善園遊會
在文藻外語學院開舉辦，這
次有來自個個不同科系所擺
設的攤位，而粉紅大兵應華
系表現得最為顯眼！

責任編輯 :呂玠忞

【記者辜瑀晴 顏嘉興 黃佩
雯 倪玉慈 謝翊潔採訪報
導】

若提到「園遊會」大家會
想到什麼攤位呢？不

外乎就是賣冷飲和玩遊戲的
攤位吧！但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一個光賣芭樂的攤位，
也能在園遊會中大受歡迎，
不到半天便銷售一空。

    應華 3A 在文藻慈善園遊會
裡，化繁為簡，以鮮果芭
樂為此次的義賣項目，攤位
名稱為「芭樂芭樂樂」。一
包包翠綠多汁的芭樂一擺出
來，便受到顧客的青睞，人
潮陸續靠攏。其最引人注目
的是乾淨整潔的攤位和多種

【記者辜瑀晴 許升嚴 吳幸
儒 採訪報導】

艷陽高照、氣溫持續攀升
的園遊會當天，在應華

3B 的「華水道」攤位，大家
瘋狂地砸水球，暑氣全消，
玩得過癮、體驗了前所未有
的清涼暢快。
　十點一到，應華 3B 的同
學們紛紛在排球場上就定位
置，準備展開一場抵抗酷暑
的激烈廝殺。「華水道」共
有三種活動，推啤酒杯、水
上吹乒乓球及砸水球。看到
大家小心翼翼地推著啤酒杯
到指定位置、奮力地吹著乒
乓球和瘋狂砸水球的模樣，

雖然有點滑稽，但每個人的
臉上都堆滿笑容，歡樂的程
度可想而知。顧客們都想體
驗這刺激消暑的「華水道」
遊戲，無不掏出口袋中的園
遊券來涼快一番。
　有兩位來自波蘭的女生在
「華水道」遊戲中玩得特別
盡興，由於在砸水球遊戲中，
可以指定被砸的人，所以兩
位開朗的波蘭女生很快就成
為眾所選定的「標靶」，紛
紛指定要砸她們，她們也很
機靈地用臉盆和平底鍋來反
擊，因此被水球砸到的幾乎
都是原本要砸她們的人，實
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結果

啊！
　應華 3B 的康樂股長彭慈予
同學感恩地說：「這次園遊
會的攤位之所以能辦得如此
成功，都是應華 3B 同學們的
功勞。從這次的擺攤活動中，
更能感受到應華 3B 的向心
力，雖然說大家都累癱了，
但是能換得這麼美好的經驗
再累都值得。大家辛苦了！

　　　應華 3B 的「華水道」

攤位從早上十點到下午三點
不間斷，有始有終、努力不
懈的精神使此次文藻慈善園

遊會更具意義。

宣傳組出動嘍！　　　　　　　（林珈羽提供） 攤位前置作業。　　　　　　（林珈羽提供）

口味的沾粉可供選擇，如甘
草、蔓越莓、水蜜桃等口味，
不論是想嚐鮮還是忠於原味
的顧客都心滿意足，且考慮
到水果需以「新鮮」為出發
點，因此採限量供應，所以
也無須擔心衛生問題。
　同學們在攤位前用大聲公
熱烈地叫賣著，應華 3A 導
師陳文豪也和同學們合作
無間、齊聲吆喝。大聲公
傳出：「好吃的芭樂喔！
Balabababa ！」，有朝氣的
叫賣聲替「芭樂芭樂樂」吸
引了不少顧客上門。
　我們不難發現，在鮮果芭
樂的攤位後，還有一群默默
處理芭樂的同學們。他們把
手洗淨、分工合作，有的人
負責洗芭樂、有的人負責挖
芭樂籽、有的人負責切芭樂、
有的人負責裝袋，所有的流
程都十分清楚、流暢。同學
們動作俐落、有條不紊的認
真態度令人激賞。
　負責叫賣的黃容笙同學表
示：「透過此次擺攤活動除
了可體會到團隊合作的精
神，也從中學習到如何與顧
客應對的方式，是非常特別
的經驗。」
　今年的慈善園遊會聚集了
大家的愛心，應華 3A 為了慈
善不落人後，充分發揮了文
藻人的熱血精神，替慈善園
遊會畫下完美的句點。

美味菜脯餅 賣聲更夠勁

好煎炸熱賣強強滾

場面 芭樂 Hold 住了國際華水道 波蘭建交情

來自波蘭的兩位女孩。　
　　　　　　　（連芸提供）

應華 2B 的同學們與兩位外國人熱情合照。　　　(連芸提供 )
　　　　　　　　　　　　　　　　　　　　　

應華 2A 同學們認真的準備芭
樂。　　　　（蘇建予提供）

應華 2B 生意好得嚇嚇叫。         ( 張馝芸、彭俞鈞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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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宇珍 採訪報導】

受
到「華語熱」的影響

，因應時勢所需，文

藻外語學院於十月十五日舉

辦中文檢定，針對以中文為

母語的人，測定中高級中文

讀寫能力的標準。

　時間一到，肅靜的考場裡

，考生紛紛入座，聽候監考

人員發放考試密碼，大家也

從尚未進入考場時的輕鬆嬉

鬧，轉為各個嚴肅的臉孔。

　有別於去年，考試採自由

入座的方式，再發放考試帳

號密碼。帶來的好處便是考

生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座位

，也能減少許多坐錯位置的

混亂，以及硬體設備故障的

困擾，實是去年和今年兩場

考試中，最大的進步。

　考題方面仍與去年的分配

相同，同樣有單選題、閱讀

測驗及寫作測驗，其中最受

大家關注的便是寫作測驗了

。這次寫作測驗的考題分為

兩部分，一是以外地旅客的

角度，以書信的方式向外國

朋友介紹高雄；二是題目先

引一段琵琶行的內容，引導

考生以文字描述喜歡的音樂

及聆聽後的感想。

　應華二A的林郁綺同學表

示：「此次考試的閱讀測驗

對我來說是最簡單的部分，

而文章也不難。寫作測驗的

兩題作文也很容易，都是很

好發揮的考題。」

【黃容笙 採訪報導】

經
過一路過關斬將，應華

系96級的林勁渝學姐終

於在九月初搭乘三個小時的

飛機來到河內經營與工藝大

學，開始投入華教事業。這

不是林勁渝第一次前往越南

進行華語教學，早在大二那

年的暑假，她就曾經去越南

實習過，只是這次的經驗將

不同以往。

　炎熱的夏天早晨七點，林

勁渝的身影就出現在校園裡

，為了待會兒七點半開始的

第一堂課做準備。林勁渝解

釋道：「越南人的作息比臺

灣人早，學校七點半開始上

第一堂課，所以有課的時後

我七點就到學校，但是通常

中午過後就能回去了，下午

偶爾會留下來聽課。」林勁

渝沒課的時候，總是把握時

間寫教案和設計教學活動，

或是與當地的朋友們在河內

到處遊玩，她開心的說：「

目前各方面都適應的還不錯

。」當記者問到林勁渝參與

臺越計畫的動機時，她強調

：「因為我想要成為一位華

語老師，想要在越南取得更

多實際的教學經驗。」她繼

續補充：「如果真的很想要

成為華語老師，或是想知道

自己到底能否成為華語老師

，那就盡量為自己爭取機會

就對了，投入以後才會知道

自己的能耐在哪裡、又該在

哪裡加強。」她還提醒在申

請海外教學計劃時，教學影

片和自傳是關鍵。教學影片

應當多花心思準備，自傳中

該包含到到當地教學的動機

及相關經驗，明確展現自己

優勢。

　談及至今在越南最令她印

象深刻的事時，林學姐充滿

感謝的表示，上課時她請一

位學生上台分享自己「印象

最深刻的一次吵架」，沒想

到學生說著說著，最後竟然

眼眶泛紅，林勁渝對於這位

願意在課堂中認真分享他吵

架經歷的學生表示感激。

　林勁渝提醒教學應尋找生

活化的題材，避免學生厭煩

。別老是圍繞在課本上打轉

，隨時為課程做變化並觀察

學生學習成效。

　當問到理想與實際情況是

否有落差時，她堅定的表示

：「在來越南之前，我就想

過在教學上一定會遇到很多

沒碰過問題，所以當初抱持

著的最大理想，就是能夠克

服這些問題，讓自己更進步

。」

　林勁渝樂觀的態度以及獨

立的性格，不僅幫助她將海

外華語教學經營的有聲有色

，她勇於面對挑戰的精神，

更是每一位有志成為華語教

師的同學們所應該效法的。

【蔡蓓瑋 採訪報導】

眼
看畢業在即，你選擇踏

入職場或繼續升學？憑

藉著系上公布的資訊，詹筱

帆學姐帶著家人的支持，在

今年八月間勇闖泰國巴真府

，一圓華語教師夢。

　這一趟旅程需待在泰國七

個月長的時間，家人從一開

始的擔心、反對到化為最大

的助力，支持著詹筱帆圓夢

。所幸，同行的還有文藻英

文系及外教系兩位同學，三

人彼此在異鄉的工作中互相

幫助、學習，在假期中一起

旅行、成長。

　對詹筱帆而言，語言的溝

通是她現在面臨最大的困難

。雖然曾選修泰文，但到了

泰國，才感覺到是真正地學

習泰文，學語言真的需要環

境才行。

　在泰國教華語，無法以中

文解釋，只能用英語說明字

詞的意思，但面臨學生程度

不同，及有些詞語難以以英

語描述，頗為沮喪；幸好有

泰國的中文老師及中國老師

相助，多少可以填補她與學

生間語言溝通的困境。

　正如賈伯斯所言：「你不

可能有先見之明，只能有後

見之明，因此，你必須相信

，這些小事一定會和你的未

來產生關聯。」詹筱帆學姐

曾經選修韓文，因此學校外

語組組長希望她能另外開授

韓文課程，果真吸引了眾多

學生踴躍報名，這使得詹筱

帆學姐的教學語言不再侷限

於華語、英語，成了很大的

考驗。

　由於泰國正處於水患中，

詹筱帆學姐所在的巴真府已

經淹水一個多月了，連走路

也難，這更是料想不到的意

外。

筱帆勇闖泰國 一圓華語教師夢

勁渝延續實習經驗 二度飛越南

要用英文解釋華語 還要開班教韓文 施展十八般武藝 真的好厲害

10月20日越南婦女節，收到學生送的鮮花和蛋糕(左圖) 林勁

渝開心試騎越南機車(右圖) 林勁渝提供

惡水瀰漫的泰國巴真府校園(

左圖) 校長退休晚會，詹筱

帆變身小韓國妹(右圖) 詹筱

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