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左至右為 UC3A 陳姿吟、宋奕慧、華研所碩二鄺慧豐、UC3A 陳雯欣、劉靜芯。(李啟萍提供 )

【記者　李啟萍　林孟儒採

訪報導】

到
高雄玩，怎樣才能吃得

好，住得好，玩得開

心？

　文藻舉辦的「2012 年百漾

獎勵旅遊在高雄－文化創意

行程設計企畫比賽」於 11 月

23 日在高雄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由華語教學研究所和四

技應華系的同學跨系所合作

參與競賽，以「打狗女王」

作為競賽隊名，她們的表現

就如女王般大方自信。

　這次競賽共有 11 個隊伍進

入決賽，來自各個不同的學

校，其中不乏高應大研究所

與樹德科大觀光系等強隊。

　團隊以中國的企業為預設

對象，精心準備了豐富又兼

具創意的年終旅遊：像是遊

賞具有異國風情的英國領事

館、去美濃客家庄體驗傳統

的客家文化和特色料理，還

有去哈瑪星碼頭吃高雄知名

的特大碗海之冰等等。　

責任編輯：林郁綺

其中最特別的點子是在慶功

晚宴中舉辦啤酒比賽，提供

適量的啤酒讓員工助興，增

添了許多樂趣，其創意獲得

評審肯定。

　這場比賽中由鄺慧豐代表

　「打狗女王」進行簡報解

說，她毫不緊張的在簡報過

程中展現出講者魅力，吸引

評審目光，且陳述簡報時散

發自信毫不畏懼，內容活潑

生動有趣，鄺慧豐同學受訪

時表示：因為在學校上課有

很多上台機會，經過多次的

練習後，上台自然就不緊張

了！

　簡報呈現方式更是獨樹一

格，不只是站在投影片旁而

是從左方簡報走至右方，還

多了手勢拉近台下聽者的距

離，聲音清晰洪亮，表達明

白清楚。

　能夠獲得此次冠軍，隊上

組員們個個欣喜若狂、手舞

足蹈開心到難以形容。

　「雖然平日很少有見面機

會，剛好又碰到期中考，大

家都有事要忙，但是都很用

心投入在這次競賽，幾乎都

是每天晚上十點開始用線上

會議討論企畫案到凌晨兩三

點，到現在沒有過一次全員

見面討論。」

組員們有所感觸的表示。　

當然，企劃製作過程中也有

困難的地方，有些組員並不

是在地高雄人，不熟悉高雄

也少有親身體驗，經過這次

比賽使她們更了解高雄。組

員們也建議參加 AIESEC，國

際性的組織，不但能拓展人

際視野，對於學習促進人脈

關係將有所幫助，且對於國

際性方面的消息能有更深的

了解。

　組員們特別感謝王靜芳老

師的指導，在文化創意產業

課程上結合實務經驗，並有

系統、效率的運作，才能使

她們獲得此殊榮。隊員們也

很感激地說道能有此次機會

參與也感謝應華系與華語教

學研究所跨所合作，讓她們

有機會參與這項競賽。

　獲獎的前三名分別為文

藻、樹德科大與高應大，雖

然強敵環伺，但文藻應華的

同學依然以自信活潑的表現

獲得評審青睞。

高雄旅遊企劃 打狗女王 冠軍 
應華系與華研所跨系所合作 王靜芳指導 創意發想獨特 大受親睞

2012 年 12 月 3 日文藻燃燈禮，千人高舉雙手共享巨星閃耀時刻。          ( 何岳訓提供 )

千人巨星閃閃發亮 暖暖文藻心

攝影圖文專欄
圖 /文 何岳訓撰稿提供

馬雅人預言 2012 的末日

之說，文藻燃燈禮點燃了

所有文藻人的希望。這個

夜裡，全世界都哭了。在

文藻這個小角落裡，所謂

星星相應正是如此，天上

的星星對照著文藻之星，

觸動著我們溫藏在心底的

心。

系的學生代表高聲歌唱，參

加燃燈禮的法國外籍生也興

奮地大聲唱出法文聖歌。

　盛大的點燈儀式更是邀請

到了蘇其康校長、許華英修

女與法文系陳郁君主任揭開

序幕。點燃蠟燭後，最令人

期待的巨型星星將綻放光采，

當全場燈暗下，文藻人高舉

手中的手機和發光體，美麗

【記者 曾凱琳採訪報導】

記
得文藻那千人閃耀的奇

蹟嗎？十二月三號五點

在文藻操場聚集了上千名的

文藻人，準備再一次讓高雄

的夜空下閃耀那顆最耀眼的

星星。

　這次的燃燈禮由吳甦樂教

育中心的林耀堂主任、王學

良老師與曹志誠老師風趣幽

默開場，三位老師以一問一

答的方式，俏皮的講解燃燈

禮重要的含意和重大的意義。

　國際標準舞蹈社、街舞社

以及小提琴社動靜皆宜的精

彩表演也讓這次的燃燈禮更

增添了絢爛色彩。

　演唱聖歌時，不只是法文

的巨型星星就在高雄夜空綻

放最動人的光芒！

　當文藻人齊聲倒數 5、4、

3、2、1 ！巨型聖誕樹點亮

的那一刻，全場的文藻人無

不發出驚嘆的尖叫聲，煙火

也隨之在文藻空中綻放令人

讚嘆的美麗！

　燃燈禮一直是文藻重要且

盛大的活動，而這次燃燈禮

不只點燃了高雄夜空下絢爛

的美麗，也點燃了這次燃燈

禮的主題「iLove，iLight，

iShare」。



蘇偉貞：「書對我而言是宗教」
圖書館邀請名人分享寫作歷程 演講當談心 鼓勵寫出自己 
【記者 陳俞禎 潘佳欣 林孟

儒 李啟萍採訪報導】

文
藻圖書館邀請到知名作

家蘇偉貞到圖書館演

講，親自談論她的寫作心路。

蘇偉貞作家表示，寫作是難

的，但是討論寫作更難，因

為作家是說故事的人、是發

現者，比起演講，她覺得她

更像是在分享人生的旅程。

並且引用了作家馬奎斯的作

品《我不是來演講的》來向

聽眾表達「我不是來演講的，

我是來談心的。」

　蘇偉貞作家分享在寫作時，

親筆寫手稿跟電腦打字的差

別，她認為使用電腦打字總

是比不上直接手寫稿好，因

為使用電腦總是會打一個字

就改一個字，但是用手寫稿

的話就必須一字字一直寫下

去，更能呈現文章原來的感

覺，因此對蘇偉貞作家而言，

在文章的背後是辛苦的手工

活。

　對很多作家來說，書就像

是一個宗教，對蘇偉貞作家

來說，讀書與寫作已經融入

了她的生活，更說 :「要是

書消失的話，對我而言一定

很痛苦的。」蘇偉貞作家分

享了許多她看過的書，其中

《On the road》和《Just a 

kid》是最近期的作品，她也

仔細的述說那些作者們的故

事，讓底下的觀眾宛如置身

於故事其中。

　蘇偉貞作家在講述《租書

店的女兒》的故事時顯得特

別感性，因為蘇偉貞作家就

是文中租書店的女兒。從父

親開租書店，與書結下了不

解之緣，到父親生病、住院，

世界變得窒悶，蘇偉貞作家

說，這些經歷都是使她開始

寫作的原因跟勇氣。

　因為覺得人生變得跟小說

的劇情吻合，所以就把說不

出來的內心話轉換到小說裡，

同時也是為了替爸爸打氣，

讓愛看書的父親看到自己的

女兒也能寫小說感到驕傲，

因此蘇偉貞作家在演講的最

後說，在租書店裡賺來的人

生，是值得的。
蘇偉貞作家曾嚮往到文藻讀書，因此對文藻感到特別親切。                （何岳訓提供）

　蘇作家認為現在大學生欠

缺「個性」，像是一種自我

的風格，例如有個朋友喜歡

收集星巴克杯子，他朋友出

國看見星巴克，就會禁不住

買杯咖啡，將杯子帶回國送

給他；當我們去逛街時，看

見一件衣服，立即能聯想到

某位朋友，你能感覺那就是

他的衣服，彷彿是他獨特的

味道。而值得讚賞的地方應

是「天真」，大部分大學生

喜歡參加社團，甚至能在天

色已晚時，還留在學校練習

的那種熱情，或是把某位當

天生日的同學丟入池子，像

小孩般嬉鬧，在進入社會的

邊緣，還能有這一份天真，

也是不錯。

　「作家是甚麼？活化自己，

記錄自己的痕跡。」她說。

王德威曾說：「以冷筆寫熱

情，是蘇偉貞的獨到之處。」

在她多部作品裡如《時光隊

伍》《陪他一段》《租書店

的女兒》《來不及長大》裡，

對死亡刻畫細膩，體貼入微，

讓讀者彷彿也熟識故事中的

角色，記者問她是不是對這

類議題特別感興趣？她回答

沒有，就只是想寫。最後蘇

偉貞作家給了華文系同學一

個鼓勵：「勇敢，寫出自己。」

　蘇偉貞的人生和作品，

總是離不開死亡這個議

題。幾乎每本作品都會牽

涉死亡，原以為她是一個

嚴肅或者神秘的人物，其

實她是個和藹可親的作

家，總看得出那笑容裡的

感慨和惆悵，卻又毫無後

悔，很樂觀的面對人生。

攝影圖文專欄
圖 /文何岳訓撰稿提供

蘇偉貞作家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         （李啟萍提供）

名作家暢談閱讀樂趣
不重情節重人物 期許學生作品有自我風格
【記者 陳俞禎 潘佳欣 林孟

儒 李啟萍採訪報導】

在
採訪時談到關於蘇偉貞

作家念軍校時期，出身

戲劇系的她，主修編劇，那

時候的導師是張勇翔，是位

有名的編劇家，使她能夠更

深入了解舞台劇，進而影響

自己。

　對於顏元叔的散文，以及

李行拍的電影〈秋決〉也都

深深地影響她的寫作手法，

並且有系統了解寫作模式。

在寫作的轉折與鋪陳中，她

笑稱自己的情節少，不重視

情節而是人物。

　而在她的作品中，例如〈陪

他一段〉裡面女主角費敏的

自殺、〈時光隊伍〉、〈租

書店的女兒〉皆關於父親的

離別，以及文藻一年級的散

文課本裡，其中一篇〈來不

及長大〉描述了一位罹癌的

小女孩，都寫到身邊朋友或

親人生離死別過程，對死亡

也有非常細膩的刻畫，對此，

蘇偉貞作家沉思了一會，對

於死亡看法，她認為自己的

寫作是消沉的，生命難以避

免。

　另外，在〈陪他一段〉此

書未更名前稱作〈我陪你玩

一段〉，可能在那個年代的

關係，有位詩人建議拿掉

「我」和「玩」這兩字，就

好比當時李昂的作品〈殺

夫〉，原書名為〈婦人殺夫〉

拿掉兩字也有相同意思。至

於〈陪他一段〉中，用第三

人稱的角度描寫，對於沒寫

出書中男主角名稱，蘇偉貞

作家表示「他」無指定名稱，

「他」可以折射多種人性。

如同夏志清的一些作品也是

以「他」為影射。而作家也

分享一些在她當起租書店的

女兒時，所欣賞的作家與作

品，像是：林懷民的〈變形

虹〉顯露出了赤裸裸的青春，

以及朱西甯的〈鐵漿〉寫活

了鄉野傳奇而與司馬中原的

民風不同。蘇偉貞作家回顧

以前的作品，她認為看法已

經不同了，而好的作品是改

出來的，心中唯一可回顧的

作品，即為近期的〈租書店

的女兒〉。

 最後，蘇偉貞作家建議想往

寫作方向發展的學生，在自

己的文章裡保有一點自己的

風格，也期許大學生可以多

一點個性，在一個追求物質

的時代，能夠聰明選擇。

責任編輯：黃瑋恩



圓仔花實現廣播夢
系友羅少君獨立製作節目 全靠系會經驗
【記者　吳幸儒採訪報導】

傑
出應華系系友羅少君於 12 月 12 日至本

校國際會議廳進行演講，分享她進入廣

播電台後的心路歷程，希望以自身經驗，幫

助前途茫茫的學弟妹們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

　羅少君畢業後不久就進入歷史悠久的鳳鳴

廣播電台，她說因為自己愛講話又喜歡廣播，

而特別選擇進入台語廣播電台則是因為台語

有種親切的味道，羅少君說能獨自製作廣播

節目，歸功於在系學會中學到的技能，但也

因為自己還很年輕，有時會被前輩們指責，

讓剛進入電台的少君感受到不少挫折感，於

是憑著一股對廣播的熱愛來支撐自己，如今

已是鳳鳴電台中一位資深主持人。

　綽號圓仔花的羅少君已經做了不少屬於自

己的台語節目，嗓音溫潤親切的她已經累積

了一批死忠聽眾，在此場演講中，羅少君也

將call in聽眾有趣的對話分享給現場觀眾，

有趣可愛的對話聽得台下的人哈哈大笑。

　羅少君說雖然現在大部分的聽眾都是年紀

較高或者小朋友，但她的目標是吸引年輕族

群來聆聽，將來更希望可以往客語邁進，她

要不斷做出吸引聽眾的節目，對羅少君來說，

做節目沒有人聽就沒有意義。

　羅少君歡迎大家聽聽她做的廣播節目，調

幅在 AM 981 和 AM 1161，一起聆聽羅少君幽

默的談吐和美妙的嗓音。

少君畢業後投身廣播工作，受邀回母校演講。（吳幸儒提供）

 【記者　林孟儒　黃沛嘉

採訪報導】

身
處一個數位狂湧而來

的時代，如何引領風

潮？台大新研所教授朱賜麟

以「大媒體 ‧ 新趨勢」為

題，暢談三小時，認為台灣

媒體將走入多元價值的競爭

環境，啟發同學們的開闊視

野。

　十二月十四日於本系情境

教室，由謝奇懿系主任擔任

主持，朱賜麟教授於演講中

指出，媒體為媒介載體，是

一種工具、一個非獨立的個

體。從平面媒體、廣播及電

視，到近年的網路媒體，無

一不鉅細靡遺。

　他提出一些議題像是平面

媒體〈如報紙、雜誌、書籍〉

為何會逐漸沒落？廣播與電

視的經營為何日漸艱難？網

路媒體為何會成為現代獲取

資訊的主流？

　朱教授分析，媒體從形式

上分為四種特性「速度、新

鮮、變化、影響」，其中影

響是指「深入人心、引領風

潮」你所寫的文章能否引起

讀者的共鳴？能否深埋人

心？進而解釋媒體所須的四

種發展條件，生活科技、消

費能量、社會需求、媒體自

覺，只有從自身的檢討，配

合社會的需求，運用科技發

揮媒體功能，這些條件的搭

配缺一不可，這也是西元

2000 年代網路之所以泡沫化

的原因。

　推估未來趨勢，朱教授由

古至今舉證：民國七十七年

報禁解除、八十二年有線電

視開放以及九十年的新聞和

廣告的競合階段再到一百年

前後發生事例做比較，如

九十八年的 NCC 與雙中董監

事名單與最近的反媒體壟斷

聯盟的社運事件。並引賈伯

斯讓蘋果起死回生例子。

　他認為台灣媒體發展的下

一波未來趨勢應為「數位匯

流、雲端科技、跨媒體集

團」，以每日上網和看報的

人數相比，推估後五十年在

「發展數位工程匯流限制」

中，是極須龐大資訊與技

術。並歸納出「大媒體 ‧

新趨勢」的論點。

　最後朱教授建議專修口語

表述的學生可選相關學程，

如：新聞學、電子報新聞製

作、新聞編輯企劃、公關行

銷策略及網路與國際行銷。

【記者　杜函霓採訪報導】

嚐
過吳寶春的麵包嗎？是

否好奇是什麼樣的背

景造就他今日的成功，是什

麼樣的信念，支撐他度過挫

折，更讓他學會越挫越勇，

那你當然不能錯過吳寶春的

演講！

　12 月 5 日吳寶春受邀到文

藻，以議題「柔軟成就不凡」

自述自己如何從一個本來貧

窮、不識字，卻經過不斷地

挑戰和經驗的累積，成為家

喻戶曉的麵包師傅。

　家貧的吳寶春，因為想幫

助家中經濟又不喜歡讀書，

所以年輕時便一邊當麵包學

徒又一邊洗車打零工，卻也

發現麵包師傅一旦到了四十

歲沒體力，就會面臨失業危

機的事實。

　他想要改變，就要靠著學

習。所以，他有空時就看名

人傳記、勵志書籍，期許一

天能成為一名成功的人。吳

寶春說：「不怨天尤人，欠

缺什麼就學習什麼。」

　吳師傅二十八歲曾到日本

觀摩，原本不以為意的法國

麵包，竟讓他腦中產生如漫

畫小當家才會有的畫面，從

此追求最好吃的法國麵包。

　吳寶春學習方式就是每年

花一筆錢投資自己，從買書

籍學習到去各地旅遊。雖然

那些書很貴，而且有些人認

為買書根本對提升做麵包功

力沒有幫助。演講中吳寶春

也一再強調：「投資自己不

能少。」

　吳寶春也分享自己在比賽

前的準備，如果滿分是一百

分，那就要努力到一百五十

分，因為有可能在過程中會

有各種問題。所以吳寶春會

在賽前模擬可預期的問題，

如：手受傷、機器壞掉之類

的假想。也嘗試比較歷屆得

獎作品，以教練、裁判的觀

點，發現不同獎項的差別，

從中領悟。

　整場演講，吳寶春以真誠

且勵志的態度，親切又幽默

的說話方式，讓現場笑聲不

斷。他不斷強調「不怨天尤

人」，保有正念。沒人幫自

己很正常，有人幫助時應當

感恩。並激勵同學們「態度

決定成敗」、「沒有目標，

人生會很無聊」。

台大朱賜麟教授為應華師生分析媒體趨勢。　（李啟萍提供）

柔軟成就不凡

大媒體‧新趨勢

吳寶春師傅於會後和同學簽名、合照。      ( 蔡蓓瑋提供 )

朱賜麟講傳播過去 描述現在 預測未來

責任編輯：蔡蓓瑋

學習才能改變　吳寶春談麵包
經驗 勉莘莘學子：「不怨天
尤人，欠缺什麼就學習什麼。」



景蘇二次畫展 繪出開春第一頁  
不同於首次展覽 用大自然的呼喚與靈魂之窗 帶大家走入春天

【記者 萬于甄 鄭宇真採訪

報導】

「
一隻西伯利亞虎坐在雪

地，等待春天。」一幅

老虎畫揭開了應華系林景蘇

老師第二次的個人畫展。

　林景蘇老師在年底將舉辦

個人的第二次畫展，這次的

畫作有別於第一次畫展的風

格，而之所以取名「走進春

天」的主題，一方面是展期

正值開春，走進春天是最好

的行動，更希望觀賞者走進

的不只是季節的春天，還能

聽到大自然對我們的呼喚。

　這次畫展收集了林景蘇老

師 2008 年至今年的水彩、壓

克力彩畫及鋼珠筆創作，共

36 幅，其中以水彩畫最多內

容以動物、風景花卉與田鄉

野趣為主。

　林景蘇老師說 :「我畫動物

會習慣先把眼睛畫出來，如

果不先畫眼睛，感覺整幅畫

好像沒有靈魂一樣」，這是

她創作時的一個特別的地方。

　另外還有許多畫作具有繪

本的風格。林景蘇老師也自

許希望未來能將文學與繪本

的創作做一個結合展出。

走進春天─
   林景蘇水彩畫展

◎展覽地點 :

寒軒國際大飯店二樓茶苑

(高雄市四維三路 33 號 )

◎展覽期間：2012/12/24--

            2013/2/24

◎展覽時間：10:00-22:00

李錫奇跨越媒材展新意
    
【記者 曹冠叡採訪報導】

三
日沒有接觸藝術便覺面

目可憎 ? 沒有去觀賞過

畫展會便覺得全身無力 ? 喜

愛藝術，喜愛繪畫的朋友看

過來，國際創價學會近期展

出「越界創新 --- 李錫奇的

繪畫世界」藝術個展。

　此次展覽除了介紹繪畫大

師李錫奇個人生平，也展出

各種不同創作風格的繪畫，

提供對藝術有興趣的民眾免

費入館觀賞。這次畫展透過

「越界創新」的主題襯托出

李錫奇擅長將各種元素揉合

出讓人驚奇的色調及新意卻

又不失傳統意象的畫面，原

來東西合璧的組合也可以如

此的單純又有詩意。

　李錫奇出生於金門，畢業

於台北市師範學校藝術科，

在藝術創作上善於在東方的

繪畫風格中加入西方的藝術

技巧。其創作從早期的水彩

畫到後來接觸的漆畫，甚至

用軍人身上所穿的軍服作為

題材，類似潑墨畫法的創作。

如此多樣的演變皆因其不侷

限自身的限制，積極並勇於

創新的性格有關，因此被同

為藝術家的好友楚戈稱為藝

術界的「變調鳥」。

　對於自己在藝術創作上的

求新求變，李錫奇在作品旁

寫下了一段自己藝術生涯的

註解：「搞藝術好比長跑，

前面幾個跑得很快，但不一

定是他們最先抵達，要咬牙

忍耐。我永遠不講哪張是我

最好的作品，只希望每階段

都有最好的作品，也永遠追

求更好的。」這樣一段話也

符合這次畫展的主題──「越

界創新」，永遠不停止，只

為追求更好的。

　「越界創新──李錫奇的

繪畫世界」個展在今年的展

期已經結束，對藝術有興趣

但卻無緣前往觀賞的朋友相

信是個失望的消息，畢竟能

就近在社區藝文中心便能觀

賞到國寶級藝術家的創作是

輔導外籍生

     發現教學魅力

【記者 黃佩雯採訪報導】

二
年級開始同學因為修正

音課而有機會輔導外籍

生，為了讓自己有所成長，

UC2A 的莊佳蓉同學和黃瓊樺

同學這學期輔導了來自日本

的外籍生久保田佐和子。佐

和子在日本沒有學習過中文，

所以許多的發音、聲調、一

字多音、一字多義上出現困

難，但是已在台灣住了８年

的她，在經過練習後，中文

已經十分流利。雖然有些中

文不懂，但佐和子表示，因

為喜歡旅行的關係而來到台

灣，發現台灣人真的非常熱

情所以並不會有太大的障礙，

也很感激兩位小老師的輔導。

　佳蓉、瓊樺同學都很珍惜

這次實習機會，得知可以教

導外籍生後，兩位同學帶著

期待以及熱情，希望可以與

外籍生共同進步。佳蓉同學

從進入應華系以前就決定要

從事華語教學，她表示：「走

華語教學是一件很有意義的

事，當老師不只是教學，當

一個老師還要懂得了解學生

的心理，是一個值得敬重的

行業。」而在經過教學以後，

看見學生慢慢進步是他們覺

得最讓人感動的一件事。

輔導小老師與外籍生的互動良好。           ( 黃佩雯提供 )

東方風格揉合西方技巧 勇於改變 只為追求更好 

責任編輯：彭俞鈞

很難得的事，不過相信這樣

的展覽在未來還會有機會展

出，屆時就要請大家好好把

握這個難得的藝術饗宴。

(圖片來源：網路 )

( 圖片由林景蘇老師提供 )



應華 國事兩系首度聯合聖誕趴
社團舞蹈炒熱氣氛 美食、抽獎嗨翻全場 Party 圓滿成功

【記者 黃靖雯採訪報導】

為
了慶祝聖誕節的來臨，

在12月19日舉辦了《聖

誕夜狂響 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的活動，分為紅、

綠兩派 PK 競賽，分別由許多

社團相繼演出精彩的表演，

活動開放湧進許多人，座無

虛席，滿滿是人潮或站或坐。

　每個社團精心設計，努力

苦練演出精彩表演，令每位

觀眾尖叫聲連連，幾乎沒有

間歇，也獲得了觀眾們滿滿

的歡呼。主持人表示，一開

始主持會擔憂觀眾反應不夠

熱烈而導致活動冷場，但活

動結束後，觀眾們的熱情反

應令他放下擔憂的心。

　四技國標社表演者表示，

這個活動對他們來說是一個

大活動，表演的舞蹈是由四

技國標社社長所編排的，從

得知要表演後，他們就天天

練習，以求在表演時有最完

美的表現。　

　在這表演中，看到高朋滿

座的觀眾們給予的熱烈回響，

對辛苦練習出來的結果，感

到很有成就感。

　表演的終曲，是由各個社

團一同上台表演大合舞，接

著各個社團依序謝禮，也提

供臺下觀眾，想與喜歡的社

團合照的機會，一時之間臺

上人潮洶湧，相繼拍照，臉

上都帶著愉悅的笑容。

【記者 簡佳柔 吳雅冬採訪

報導】

你
知道今年最 high 的聖

誕趴嗎？

　這場聖誕趴首先出場的是

一盤又一盤的美食，有焗烤

海鮮、濃湯等開放式的自助

餐讓你一次吃到各種不同的

美食，從正餐到熱湯再到甜

點，一定讓你滿意。緊接著

在學長姐和 DJ 的帶領之下，

讓現場氣氛頓時陷入一片瘋

狂的熱潮。

　接著出場的是由一群地板

舞研究社為大家帶來一首接

一首精彩萬分的舞蹈表演，

從簡單的動作到 windmaill，

讓現場的氣氛更加熱絡，掌

聲、歡呼聲更是要將天花板

掀了。

　最後出場的則是由大家期

待已久的抽獎活動，獎品是

由兩系的主任和教授大方贊

助，氣氛可謂是到了最高點，

每個人緊張的拿著自己的號

碼牌，就怕自己沒聽到。

　UC1A 蔣明潔同學說：「這

是我第一次參加聖誕趴，期

待了好久，果然沒有讓我失

望，從頭到尾氣氛都很棒也

很 high ！學長姐的帶動更使

我們 high 翻天，我已經開始

期待明年的聖誕趴！」國事

系的張冠薇同學說：「一進

去就感受到愉悅的氣氛，有

音樂有燈光還有自助吧台，

食物也很多樣，中式的餐點

和西式的點心，還有飲料和

湯很齊全，整體來說還算滿

意，因為學長姐都很用心籌

備這次的聖誕趴，流程順暢

也很好玩，如果下次還有這

種活動，應該還會參加，並

期待學長姐會給我們什麼樣

的活動主題和內容。」

　十二月十八日在紅磚地窖，

一場由應華系和國事系系學

會共同舉辦的聖誕趴，讓你

high 翻天。

專業DJ帶領同學們隨音樂起舞，氣氛熱絡。                                                                                       （何岳訓提供）

聖誕夜狂響 紅綠兩派 PK
社團舞展完美表現 贏得觀眾滿堂彩

雙人曼妙舞姿在舞台形成一幅美麗的圖案。   （陳建弘提供）

攝影圖文專欄
圖 /文 何岳訓撰稿提供

　感謝應華與國事系聯合

舉辦的聖誕 PARTY，讓我

們在 2012 聖誕節增添一

份迷人的回憶。

　寒風刺骨中，紅磚地窖

酒吧裡，五光十色的燈光

與令人振奮的音樂，交織

出一波又一波的歡樂。

　雖然這是個沒有酒精作

用的派對，卻也被學生們

熱情的氣氛給灌醉了！人

家或許是樂極生悲，而我

們是樂極入醉！

責任編輯：黃瑋恩



【記者 洪玉芳 楊雅筑採訪

報導】

這
般熟悉的聲音是不是在

哪聽過？沒錯，你可知

道文藻也有屬於自己的廣播

平台「Wow Radio」。

　聖誕節前夕，文藻為了迎

接聖誕節的來臨，舉辦多場

歡樂聖誕活動，傳藝系也不

例外，「WOW Radio 聖誕 DJ

趴」讓你在異地的兩端，也

能在空中和朋友共度聖誕節。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26 日晚

上七點鐘，傳藝系舉辦溫馨

傳真情的活動，現場可以直

接體驗廣播錄音室裡的驚奇，

來到現場的朋友附贈一枚精

巧的戒燈，工作人員也熱情

款待每位賓客，亦有豐富的

小點心及精美的周邊商品等

著大家來共襄盛取，讓直接

到現場的同學直呼非常開心。

　這次的活動主要讓大家能

在現場錄音室直接在空中和

親朋好友傳遞自己的真心話，

文藻網路電台在今年的十月

正式起播，而兩位 DJ，王舒

萱和李宛儒表示，活動準備

兩個多月，期間也發生許多

大大小小的問題，例如成員

們因意見不同而發生口角，

又或者是在準備上遇到的困

難，如系統出了問題、網路

無法連線等等，這些都得靠

自己來解決。

　但在冷颼颼的寒夜裡，真

誠的真心話將溫暖著每個聽

眾的心。

寒冷送溫情 隔空傳遞真心話
聖誕節應景 歡迎收聽 Kiss 99.9 網路電台 WOW Radio 讓同學體驗錄音室驚奇 

傳藝系同學擔任主持人廣播實況。          ( 洪玉芳提供 )

應華系同學參加此活動，現

場錄音實況。 (洪玉芳提供)

【記者 戴宏勝採訪報導】

數
位系為期一個星期的畢

業展覽，於十二月十號

正式展出，展出時間至十四

號止。於展覽期間的數位系

系辦非常熱鬧，一進入場內，

便會看到充滿青春活力、創

意十足的擺設與大量的觀展

師生。觀眾除了可以有視覺

上的享受外，於活動期間還

有抽獎活動，只要去各個攤

位觀展，並取得攤位蓋章證

明，即可參加抽獎，就有機

會抽到數位系精心準備的神

祕禮物。

數位系畢展莓隔閡創意十足
視覺饗宴衝擊感官 擺設用心 吸引各系師生觀賞

UD4A 沈孟漢同學開心的表

示，雖然準備專題很辛苦，

但很享受從中學習的樂趣。

他們這組為了專題，已準備

了一年的時間，在這一年中，

他覺得自身除了在軟體操作

上有明顯的進步外，在人與

人相互協調溝通方面，也有

所進步。

同為 UD4A 的同學李緯彬表示，他們為此專題準備了三個月的

時間，因為他們在準備期間曾換過題目，以致於準備時間有

點倉促。李同學仔細描述此作品乃是以家喻戶曉的台語歌 -

望春風為背景，主要描述十八歲少女的愛情。而這首歌過去

一直是配樂，他們希望能將此一經典台語老歌，以新的形式

再次呈現給普羅大眾。承接傳統，全新模式，是他們創作的

主要概念。

歐洲魅影 電影迷爭相朝聖 娛樂中學習不同語言特色
【記者 沈家億採訪報導】

晚
上六點，吳忠益同學飛

快的在路上奔跑，緊張

的神情全寫在臉上，他快步

跑向求真樓，確認了求真樓

前的看板後便又衝下樓。那

塊看板上寫著：歐洲魅影，

一場又一場迷人的歐洲電影

吸引了許多喜愛看電影的人

們，吳忠益就是其中的狂熱

分子。

　興奮的吳忠益慶幸自己能

在開演前趕到，簽到後便找

了個最舒適的位子坐下，喘

了口氣，微笑。暗自預測待

會的影片內容，看著螢幕上

投射出的片名：變色龍，是

那麼的迷人，那麼的扣人心

弦。

　說到歐洲魅影，那是文藻

每年都會舉辦的活動，為期

十四天，今年從十一月十九

號開始到十二月七號天天

播放歐洲各國的得獎作品，

這造福了許多電影迷爭相朝

聖。每部片原音撥放，提供

學生練習聽力的機會。如此

好的活動，也難怪吳忠益要

一路衝刺，就為了在開演前

準時抵達。

　燈漸漸暗了下來，令人期

待的一刻終於到來，一場精

采的電影，將在小小的視聽

教室於每個人心中炸出精彩

的火花，每個人聚精會神地

盯著螢幕，深怕錯過任何一

秒。

　擔任公關的韓陞與張彤瑋

表示法國電影姐妹淘心話最

受歡迎，她們本身則最喜歡

捷克電影酷奇歷險記。她們

認為能透過電影了解各國不

同文化，並且學習不同語言

的特色，這樣的經驗是相當

難得的。

　每年到了這個月份總有

許多期待著今年影展的學

生，場場精彩的兩小時，迷

人的一幕幕，讓許多學生即

使餓著肚皮也不願放過任何

一場。你也想體驗歐洲魅影

的魔力嗎？那就不要再猶豫

了，趕緊到求真樓Ｑ 002，

讓我們於感動中相見。

↑以婚禮為專題的攤位。
↑一進入數位系系辦，即會

看到抽獎的活動資訊。

責任編輯：林郁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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