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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演出 劃下青春的一筆
【記者楊翊靈綜合報導】

文
藻外語學院九十九學年

度畢業公演在10月21日

由西文系溫暖人心的校園劇『

青春歲樂』揭開序幕，並於11

月5日由日文系傳達思念之情

的『言之葉』劃下美麗的句點

。

　另外還包含應華系繁華多情

的『再見，金大班』、德文系

充滿中東童話色彩的『魔境奇

遇』、英文系挑戰美國知名歌

舞劇的『夢幻女郎』及法文系

八名女子情感撲朔迷離的『八

美圖』，皆帶給觀眾不一樣的

感受，表現可圈可點！ 

　今年各系的公演題材不盡相

同，些許地方卻有著異曲同工

之妙。德文系和日文系都出現

了「娘娘腔」類型的男生角色

，豐富誇張的肢體逗得台下觀

眾呵呵大笑，讓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日文系更將同性戀議題搬上

檯面，雖然故事的主軸是要傳

達每個角色對親情的渴望和強

烈的思念，其中卻也間接反映

出現代社會對同志們的看法，

對自己和社會坦承需要多大的

勇氣？引起觀眾熱烈討論。

　另一值得關注的是此次公演

除了日文系走情感內斂的路線

之外，其他五系皆以歌舞劇的

方式表達歡樂亦或是感傷的氣

氛。

　應華系為了呈現歌舞昇平的

民初舞廳場景，而演唱許多經

典老歌，演員也藉由歌唱的方

式來訴說角色對愛情的渴望和

感傷。法文系也運用歌唱的手

法來抒發八位女主角各自內心

不同的情感，每個人都有一

首屬於自己的歌曲。德文系

同學甚至學以致用，在帶領

觀眾經歷一場經典爆笑、充

滿童話色彩的奇幻冒險之後

，將歌舞青春的曲子改編成

德文版本，作為謝幕時大合

唱的歌曲。西文系幾乎用歌

唱的方式貫穿全場，劇情中

除了打開男主任的心防，也

讓觀眾感染歡樂的氣氛。英

文系的夢幻女郎更是將電影

情節真實呈現在舞台上，主

角們勇敢築夢的精神，加上

演員們賣力的演唱那一首又

一首高亢動人的歌曲，令人

讚嘆不已！

　結束時的謝幕就像是另一

場才藝表演，各系皆發揮與

眾不同的創意，透過舞蹈、

眼淚和歡笑，搭配舞台兩側

投影片播放著這一年來辛苦

籌備的點點滴滴，無論是幕

前的演員或是幕後的工作人

員，那發自內心的喜悅神情

看在台下的家長、老師們的

眼裡都是最棒的回饋。

　此屆公演可說是一波三折

，突如其來的凡那比颱風打

亂了所有行程。文藻校園也

因嚴重風災損失慘重而停課

一週。課指組老師表示，校

方為讓公演能如期演出加緊

修復化雨堂，卻使工人在催

趕的壓力下發生意外而緊急

送醫，所幸並無大礙。因此

，校方為了讓工人們能夠從

容的修復化雨堂，決定讓公

演順勢延期。

　延期確實能讓同學們能有

更充裕的時間準備，但各系

公演的道具幾乎全放置於學

生餐廳旁開放式地下空間，

難逃遭受凡那比波及的命運

。其中，屬西文科的道具損

失最為慘重，原因是用紙作

為素材的大型道具較它系要

來的多。

　即使如此，同學們哀痛的

情緒沒有持續太久，很快的

打起精神努力修復道具，展

現合作至上的精神，看在師

長們的眼裡備感欣慰。同學

們也很感謝宿舍的學弟妹在

文藻淹水前一天，幫忙將公

演用的道具搬移到安琪廣場

，將傷害減至最低。

　畢業公演的本質除了要呈

現在文藻這四年來的語言學

習之外，在於學習如何與人

溝通以及了解合作的重要，

相信每一位參與的同學在這

漫長的過程中必定有所成長

。畢業公演是一場持久戰，

只要你能撐到最後一刻，必

能嚐到勝利的美好和滿滿的

收穫，就讓我們為公演的全

體同學給予最熱烈的掌聲！

西文 應華 英文 德文 法文 日文 各系公演佳評如潮 精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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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ión de juventud
青春歲樂

【記者紀淳薰 鄭喬尹 詹顏

寧 陽剛 王大維聯合報導】

布
幕升起，一群哼著輕快

歌曲的活潑青年，踏

著輕快的腳步，將他們的歡

樂渲染台下觀眾的心。十月

二十一日在化雨堂上演的「 

Canción de juventud青春歲樂

」，一掃往年社會案件般的

愛恨糾葛，以清新明快的音

樂劇，塑造截然不同的風格

。

　飾演女主角的蔡宜芊同學

表示，西文系所有歌曲的改

編和練唱指導，由從小對

音樂特別有天份的李均揚

同學負責。她說，因為本身

就不擅長唱歌，所以在訓練

歌喉時感到特別吃力、辛苦

。此外，女主角個性的設定

和大剌剌，脾氣很衝的她雖

然有些雷同，但在情感的收

放上是她經過許久的揣摩後

才懂得拿捏其平衡。蘿西歐

(Rocio)的家庭背景，也跟她

的過去有神似之處，因此她

常覺得這就是她自己的故事

，尤其在蘿西歐和爸爸重逢

時，她也會不禁有想哭的衝

動。蔡同學更回憶道，在無

數次的排練後，戲裡的角色

已然成為演員們的一部份，

甚至在男女主角談戀愛的戲

碼中，他們彷彿真的愛上了

彼此。

　導演之一張瑞芬同學當初

會選擇導演這個職務，是為

了要訓練自己的耐心和對一

件事情的堅持和熱誠。一路

走來，她認為人際溝通比行

政事務更難處理。由於演員

人數眾多，而大家都各持自

己的意見，難免會遇到意見

無法統合的情況，因此學習

如何統和意見，也成功的達

成自己的「初衷」。她也特

別感謝今年的兩位指導老師

：貝蘿拉和孫素靜老師。在

大大小小的排練中，都少不

了她們的身影。其中貝蘿拉

老師更為了這次的公演，犧

牲了暑假回西班牙的機會。

她們的精神鼓勵，是同學們

最大的支柱；他們的付出，

使整個公演更加完美。

時光倒流到六零年代的西班

牙，兩所教育風格迥異的學

校，擦出意想不到的青春歲

樂。一邊是由保守古板的的

老紳士賽薩先生(Don Cesar)

所統御的男校，另一邊則由

兩位思想前衛，提倡自由戀

愛風氣的修女。在平淡如常

的日子中，一場突如其來的

意外，揭開故事序曲。這群

看似開朗活潑的青少年，其

實背後各自有一段不堪回首

的過往。女主角蘿西歐，是

女孩們的大姐頭，比同年齡

的女孩成熟穩重，然而他心

中有一塊無法填補的「空缺

」，既使有女孩們的陪伴，

少了父親關愛的蘿西歐仍十

分寂寞，因為她始終渴望著

家庭的溫暖。

　在一次的校外郊遊中，這

群青少年偶然看見了在海邊

的一間荒廢的教堂。這景象

觸動了他們的愛心，也激發

了他們想重建它的念頭。本

由於經費短缺而被迫停擺的

工程，卻在創意的發想中找

到了一線希望；藉由慈善募

款表演，不但湊足了所需的

費用，甚至促成蘿西歐見到

爸爸一面的契機。

　今年的劇本述說著青春的

酸甜苦辣，比往年的作品更

能貼近文藻同學的生活，然

而導演表示，劇情較無高潮

起伏，和其他科系相較之下

缺乏張力，為此齣戲尚待加

強的部分。儘管如此，觀眾

仍以掌聲作為最大的回饋。

E4D藍同學表示，劇情銜接有

些不流暢，某些情節有待釐

清。但主題曲輕快活潑，琅

琅上口，是整齣戲最讓他印

象深刻的部份。

對於第四十一屆西文科的

學生而言，這齣戲正是屬

於他們的青春樂章。即便

曲終人散，那些悠揚的旋律

仍是他們最美的一段回憶。                                                                                                                                                

                                                                                                                                                      

頑皮的男學生們(上)，男女主角完成婚禮(右上)，全體演員們教堂前大合照(右中)，學院的女

學生們(右下)                                                          (西文科提供)

責任編輯：楊孟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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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時期金兆麗與燁如深情

對望(左)，藝術總監及導演

謝幕(上)，正副行監舞監謝

幕(下)       (應華系提供)

【記者胡茵茜 源曼琪 潘慈

虹 徐紹謙 廖大權 吳艾麗 

蕭巧翊 聯合報導】

應
華系公演「金大班的最

後一夜-再見金大班」

於10月28日以歌舞劇方式盛

大演出。96級突破傳統，改

編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後一

夜為主軸，輔以許多40及60

年代的歌曲，呈現華麗的台

北夜生活，劇中的金大班分

別由三位同學演出，目的為

突顯出金大班不同時期的人

生風韻。在靜靜的浪潮聲中

，老年時期的金兆麗緩緩的

走出，替公演揭開序幕。

　年輕時的金大班由胡茵茜

飾演。小金柔弱且認命與胡

茵茜活潑開朗的個性截然不

同，對她來說是一大挑戰。

小金的與男主角燁如分開時

的哭戲，無論是音效還是燈

光，都將演員的情緒烘托的

淋漓盡致。另外，男女主角

的對唱情歌也讓人印象深刻

，胡茵茜說：「每個演員在

練唱過程中都感到極度煎熬

，在錄音室一再重複的刁音

準和發音，是每場歌唱背後

的心酸。」 

　中年時的金大班是由林于

琦擔綱演出。他藉由閱讀原

著小說、電影不斷的揣摩，

來詮釋金大班的艷麗與霸氣

。她藉由充滿感情的歌唱吸

引了觀眾的目光，能有這次

完美的演出，她為每一句話

和歌詞耗費許多心力。當被

問到整齣戲最為感動的地方

，林于琦：「比起自己獨自

演出的部分，金大班與劇中

懷孕舞女的哭戲部分，一度

使她投入角色的感傷中不能

自拔。」因此在演出時，才

能夠詮釋的更加感人肺腑，

觸動全場的觀眾的心。

　老年金大班由陳依華飾演

，對她來說最困難莫過於如

何詮釋一位七十歲的老人。

即便角色定位清楚，最大的

瓶頸是不知該如何讓聲音既

有滄桑感、老態又要渾厚有

力，因為先天條件的關係讓

她實在不好發揮。幾經挑剔

過後，終於突破自己最擔心

的部分，利用在每句話的最

後壓喉嚨等技巧。台下的觀

眾對於她完美無缺的演技及

滄桑的表現讚譽有佳，一切

的辛苦都非常值得。陳依華

：「一場公演，一個班，五

十幾張嘴，每一個人都有意

見，真的很不容易！」在籌

備過程中有很多問題和摩擦

是公演最困難的地方，但同

時也會有非常多的感動和很

溫馨的地方讓人很開心。

　除了應屆畢業班，應華系

一到四年級投入無數人力，

在準備過程中更加親近彼此

，這是三人最感動的地方。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在全

系不分彼此的努力下，於大

家的掌聲中圓滿落幕。

酒客與舞女(左上)，老年金大班與癡情少女小齊(左下)，中年金大班與秦惟謝幕(中)，童經理、筱紅與王經理(右上)，盛父、小福與金母(右下)

(應華系提供)

責任編輯：楊孟晴

見，金大班，再見，金大班，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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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怡蓁 周璟盛 劉凱

菁 陳楷元 陳明華吳帷寧 張

芷菱聯合報導】　

VIKTORIA! VIKTORIA! 

VIKTORIA!

　來自魔法島小士兵們的勝

利口號，震撼化雨堂。

　十一月二日的文藻校園瀰

漫著一股神祕異國風，第41

屆德文科帶領大家登陸魔法

島，展開奇幻的冒險旅程！

　高潮迭起的劇情精采絕倫

，扣人心弦的活潑演技以及

燈光音效的配合下，讓到場

嘉賓彷彿真正置身於魔法島

一般體驗深刻。整齣劇最後

在笑淚交織下，精采落幕。

　文藻外語學院五專部德文

科第四十一屆畢業公演《魔

境奇遇》，劇本選自維也納

劇作家費迪南德．雷蒙在

1823年撰寫的第一部戲劇《

魔境奇遇》；劇情描述一名

漂流至魔法島的商人柯韋柏

，因緣際會下獲贈仙女的三

樣具有不同魔力的寶物。隨

後柯韋柏得知島上有位美若

天仙的公主，為獲公主青睞

而使用魔法，而覬覦寶物的

公主則利用柯韋柏的愛慕逐

一將寶物騙走。受盡挫折的

柯韋柏遂與受公主欺侮的女

僕聯手，設計報復公主，並

奪回三樣寶物。

　《魔境奇遇》以童話的角

度來詮釋人性的善惡，此劇

活潑而逗趣的演出揭示在真

實社會裡人性互動的譏刺。

而如何讓作家筆下的人物從

紙上躍至舞台？依靠的當然

不是仙女的魔法，而是能夠

讓演員充分展現其特質的編

劇及引導觀眾的字幕翻譯。

　飾演大仙女一角的洪葦珊

表示：「這次的劇本是德文

系周沃剛老師挑選的，但是

劇本本身很多對話都在玩文

字遊戲，所以編劇組的同學

們翻譯時還蠻困難的，很怕

觀眾看不懂這齣戲好笑的地

方。」

　編劇組王同學表示：「原

劇本用了許多比喻法，那種

比喻法我們（台灣觀眾）是

很難理解的。」因此編劇組

在劇本的改寫上格外用心。

　例如：「D a z u  g e h ö r e n 
drei Eigenschaften: geistig 
wie  kar ib i scher  Jamaika- 
Rum; reich wie ein indischer 
Maharadscha, und schön wie 
ein griechischer Adonis.」
劇本原意為：「那你要有三

樣特質：像加勒比海雅買加

蘭姆酒一樣有才智；像印度

的土邦圭般富有；像希臘的

阿多尼斯般俊美。」

　為使觀眾易於理解，則改

編為：「那您要符合三個條

件：像愛因斯坦一樣有才智

；像比爾蓋茲般富有；像布

萊德彼特般俊美。」

　如此貼近生活的翻譯手法

，果然逗得全場哈哈大笑。

王同學對此表示：「我們覺

得很開心，出乎意料！很感

謝暑假陪我們討論的張乃玉

老師，也很謝謝周欣老師給

我們編劇組的指導！」

　為了讓不懂德文的觀眾能

夠融入劇情，及呈現喜劇該

有的「笑果」，編劇組可說

是占了重要的關鍵。

　《魔境奇遇》同時在配樂

上有許多突破，選用許多具

有異國風味的旋律，引領觀

眾進入想像的國度。最令人

驚艷的是最終幕演員在舞台

上合唱的壓軸歌曲，修改了

原著略顯枯燥的結尾，寫下

令人意猶未盡的結局。

　壓軸曲由劇組擷取自《歌

舞青春3》的音樂及本劇對白

，同時負責編詞改曲又是主

要角色的李心寧表示 ：「到

最後關頭了心裡都還沒有譜

，不過後來就因為一個靈感

來源和一些人的努力之後，

總算如期完成。」

　本劇長達兩小時的演出觀

眾非但不覺冗長，倒是時時

傳出笑聲，觀後反應頗佳。 

大學部英文系葉同學認為，

不管是飾演男僕的配角或是

歇斯底里的女主角演技都十

分精湛，「那娘娘腔的男僕

揣摩的真好，只要他一出場

就想笑了！」 而劇中出現的

中東肚皮舞蹈亦令許多觀眾

驚笑連連，尤其是兩位男性

舞孃投入地一同擺臀扭腰載

歌載舞，比起人氣角色男僕

哈薩，吸睛度也不遑多讓，

足見《魔》劇在營造喜劇效

果上之用心。

　一名專科部英文科同學則

認為，劇中有許多像是打鬥

中出現葉問的詠春拳、導演

串場遞鏡子給公主的橋段很

新奇，她補充道：「對白也

有很多笑點，編劇組感覺花

了不少心思在劇本翻譯上」

。

　喜劇並非德文科畢業公演

的傳統路線，同時作者大量

使用了只符合當時年代背景

的嘲諷，因此不論是幕後負

責翻譯的編劇組，或是幕前

詮釋劇本的演員，都經歷了

一次大膽的嘗試與考驗，最

終方能成就一齣精采紛呈而

風格鮮明的演出。

Der Barometemacher 
        auf der Zauberinsel魔境奇遇

自戀愛美的男僕哈薩，傑出演技在許多觀眾心中留下印象(下

一)，美麗動人又貪婪的公主，在劇中再三地欺騙男主角；以

及正在被欺騙的男主角，自從得到寶物之後運氣看似變好其

實遭遇更多折磨(下二)，中東肚皮舞孃，為本劇融入異國元

素及宮廷色彩(右)                       （德文科提供）

責任編輯：楊孟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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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GIRLS
夢幻女郎

【記者吳柏萱 施長儀 黃榆

鈞 余芷芸 康硯婷 陳書涵 

蔡旻攸 蔡姄珂聯合報導】

十
一月三日英文系畢業公

演當天，化雨堂的布幕

一拉開，現場尖叫和掌聲就

不間斷，一首一首經典歌曲

將全場的情緒帶到最高點…

…

夢想不全然得以實現，

但它讓人的心燦爛無比
　《Dreamgirls》是百老匯

的一齣經典之作。聚焦於黑

人，揭示社會的不平等和業

界的勾心鬥角，詮釋貪婪、

憎恨與浪漫，劇情環環相扣

，真實呈現「社會現實」，

如劇中黑人不得不花錢買通

白人以打入主流音樂市場；

或一舉換下擁有渾厚嗓音的

艾非(Effie)，讓擁有漂亮臉

蛋的蒂娜(Deena) 取而代之

。劇中許多令人難以抉擇的

二選一，對Dreamgirls而言

，選了對他們是「好」的事

情，但真的是「對」的事嗎

？「好」與「對」之間的兩

難，想必是你、我都將面對

的問題。

　每個人穿戴著不同的夢想

，對未來或許焦慮或許失落

，但可曾有一種令人傾心的

感動，提醒自己最初的勇敢

？此劇像是一道靈光，發人

深省！這是一齣有挑戰性又

富有強烈寓意的劇碼，連結

觀眾的自身經驗產生共鳴。

曾幾何時，事過境遷，當我

們奮不顧身去追求的時候，

是否還保有原先那顆單純的

心？

亮眼黑人妝‧眼睛一亮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畢

業公演首次大批「黑人」登

台，令人驚艷！服化組著實

功不可沒，打破去年英文系

舞台劇「Avenue Q」的紀錄

─2個小時完成一個黑人妝，

時間驚人的縮短到19位黑人

妝竟然只需2個小時！秘訣在

於材料「粉條」及「黃色眼

影粉」，花費心力找到美材

行才能購買專屬黑人妝的調

色。令一個焦點是復古而華

麗多變的服裝，帶領觀眾重

返60年代，服化組組長陳文

琪表示：「希望觀眾欣賞表

演時，不僅注意到演員，還

可以注意到他們身上的服裝

」，為了呈現完美，她甚至

親手對服裝加工和修改，再

再考驗了劇組的手工。果真

戲一開場，服化的視覺享受

便成功的吸引全場的目光。

突破‧創新
　夢幻女郎最早是一齣音樂

劇，2006年改編成為賣座電

影。當初劇組並不看好《

Dreamgirls》，一來是黑人

劇不易表現，二來是電影的

經典歌曲早已深植人心，如

此高難度不NG的舞臺演出要

如何突破呢？即使如此，劇

組毅然決定著手籌備，過程

中也不斷遇到瓶頸，比如不

能把電影的拍攝手法搬上舞

台；沒有範本參照，所有舞

台的呈現都出自導演和舞監

之手。不同於以往的是，今

年英文系不等到燈暗才換幕

，或者巧妙的轉移舞台焦點

，或者讓小黑人微笑地搬著

道具咚咚咚的跳出來，緊湊

而不著痕跡的帶入下一幕。

We are a family
　41屆畢業公演在掌聲中落

幕了，幕前的光鮮亮麗，可

知幕後大家是如何用淚水及

汗水撐起這華麗的舞台？不

久前「凡那比」打亂了原有

的秩序，此時劇組氣氛低靡

，演員士氣衰弱，當時舞監

趙哲勗說了一番話敲醒了大

家：「我們從零出發，都已

經走到現在了，何不將它做

的更好？」大家又重新燃起

熱情，把握最後時間衝刺。

　”We are a family, like 

a giant tree”，朗朗上口

的詞貫穿全劇，一首歌曲唱

的溫暖人心，為畢業公演劃

下了句點。

夢幻女郎：一舉成名(左)，為了打入主流音樂市場

，他們決定花錢買通電台(上一)，夢幻女郎面臨重

組，劇情發展到最高潮(上二)，三位夢幻女郎─初

次登場(下)                    （英文科提供）

2010.11.19(五)　

責任編輯：楊孟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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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t           Femmes《八美圖》
【記者郭芷晴 賴虹鈞 吳宜

倫 柯佳蕙 王姿敏 張維珊   

黃郁婷 黃敏 劉珮呈 吳觀瑜 

謝婷榛聯合報導】

此
次《八美圖》演員們精

湛的演技讓觀眾們驚嘆

連連，而被問到是如何選角

，F5B導演黃柳蓉說，一開始

他們先開會討論對角色的各

種要求，之後便公開進行徵

選，徵選演員考慮到的是台

詞、發音、肢體語言、態度

等，也因為此劇內容有歌舞

部份，歌唱技巧也是評分的

一大重點。

 而如此精彩的《八美圖》，

在籌備過程中也少不了艱辛

跟困難，F5B行監朱巧筠即表

示，籌備過程中最辛苦的部

份應屬整合大家的想法與做

法，因參與籌備公演的同學

有一百多位，如何在這麼多

人當中統合出一套能讓大家

滿意的方法是很困難的，因

此她也說到，「溝通」真的

十分重要。而F5B導演黃柳蓉

也表示，除了各種磨合之外

，各組的工作量的分配，以

及某些組別「看起來」工作

量較少，也是造成紛爭的咎

因，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她說，核心們一開始就討論

好遇到各種狀況都需要溝通

，要將事情「攤開來」講，

並且討論各種問題的癥結點

，才好將事情順利的進行。

　而此次公演的籌備過程中

，最讓人膽顫心驚的部份則

為今年凡納比颱風來襲，重

創南台灣也重創文藻，文藻

多處設施都泡在水裡。初聽

到消息時，大家都急著想知

道「那這次的畢業公演怎麼

辦？道具是不是都壞了？」

但幸運的是，此次的風災並

沒有帶給法文科公演太大的

損失，只有背景的壁紙有些

微的脫落，這一切都要感謝

在颱風當天，住宿舍的同學

熱心搶救公演道具，才能將

損失降到最低，這讓籌備畢

業公演的人員都十分感謝，

因為有他們的熱心付出，才

沒有讓道具組同學辛苦的成

果付之一炬。導演說，她永

遠忘不了此次風災文藻人所

展現出的團結。

　但若說到在籌備過程中印

象最深刻的事，導演跟行監

都認為莫過於當初在印製節

目冊上的疏失，因為當時與

廠商的溝通出了問題，使得

一開始印出的成品是錯誤的

，核心在討論過後決定全部

重印，萬幸的是最後做出了

正確的東西。雖說重新印製

節目冊多花了錢，但在為了

節省開銷的部份，組員們也

盡了很多心力！比如說為了

得到更多的贊助，他們帶著

計劃書，用親切的笑容跟禮

貌的態度拜訪一家家的商店

，盡力給對方留下良好的印

象，雖然有成功有失敗，但

是他們相信自己用心與真誠

的形象已留在商家心裡；省

錢方面，貨比三家、和其他

三科系選擇同一廠商以降低

價格，或是詢問有經驗的朋

友尋找低成本的方法等等，

都是要將所需的開銷壓到最

低！

　終於，經過三百多個有歡

笑有淚水的日子，文藻第四

十一屆法文科畢業公演《八

美圖》終於在觀眾忘情的尖

叫聲與如雷的掌聲中於化雨

堂完美落幕，對全體參與者

來說，絕對都是一頁難以忘

懷的青春回憶。

誰是兇手 高潮迭起

上為八美圖 寫實華麗的背景讓全場觀眾在幕揭開的瞬間無不喝采叫好。

左下八美圖所有的演員全以精湛的演技博得滿堂，左起為飾演奧古斯汀的吳婉寧、飾演凱瑟琳

的施樺珺、以及飾演嘉比的王怡惠                                        (法文科提供)

【記者郭芷晴 賴虹鈞 吳宜

倫 柯佳蕙 王姿敏 張維珊   

黃郁婷 黃敏 劉珮呈 吳觀瑜 

謝婷榛聯合報導】

十
一月四日，文藻外語學

院第四十一屆法文科

畢業公演《八美圖》（Huit 

Femmes），在劇中人物凱瑟

琳淒厲的尖叫聲中落幕。整

齣約二個多小時的公演以一

場撲朔迷離的殺人案揭開序

幕，劇情緊湊懸疑，戲中穿

插著各種推論、揭發出各種

醜陋的真相，更令人毛骨悚

然的是，兇手計畫讓兇殺現

場成為一座孤島的可怕計謀

，對現況未知的恐懼襲上每

一位觀眾的感官，演出中觀

眾驚叫連連，在中場休息時

間直呼「好可怕！」

　《八美圖》的原作者為法

國劇作家羅伯．托馬，他所

撰寫的舞台劇《八美圖》甚

至改編為電影，在世界各地

都是十分著名的著作。《八

美圖》所敘述的是在一個被

風雪籠罩的小鎮裡，一戶富

裕的人家，在聖誕節來臨的

歡樂氣氛之中卻驚傳男主人

被謀殺了！而關鍵性的八個

女人都逐漸聚集到這座屋子

當中，當所有的角色全都到

齊之後，一個未知的兇手便

悄悄地將恐懼蔓延至她們之

中。他們被兇手斷絕了所有

對外聯絡的方式，只能在這

座小屋子之中，臆測著身邊

的誰是兇手。在不斷的猜測

與懷疑之中，每個人說出或

真或假的證詞，說法反反覆

覆，但那些醜惡的真相在瘋

狂的猜忌、害怕當中，逐漸

被逼上檯面……

　此次由第四十一屆法文科

所演出的《八美圖》，將八

個女人間勾心鬥角的內心戲

發揮得淋漓盡致，讓觀眾們

大呼過癮！日文科三年級A班

的徐同學表示：「真的很好

看，看完之後還想看第二次

！」日文科五年級B班的張同

學也稱讚：「演員動作都很

到位，如果劇本的基準是一

百分的話，此劇的演員將劇

本的內容發揮到了兩百分。

」充分表現出此次觀眾們對

這齣劇的讚賞。

責任編輯：詹筱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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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佳穎 賴思笠 張意珺 杜

岱倫 劉均怡聯合報導】

每
年索票排隊都會造成排隊長

龍的日文科公演終於在11月

5日於化雨堂上演。A班的資攝組

組長說：「這次的題材跟以往日

文科畢業公演給予大家的印象相

差甚遠，少了很多代表日本的元

素，像是浴衣和服、和室，而劇

情也有別於過去，是以溫馨小品

的風格來呈現，希望帶給大家不

同的感受，但是也正因為是小品

，感情無法比較深刻地傳達給觀

眾，這也是我們在籌備時遇到的

重大難處。」

　故事的主軸為，主角─海從小

被母親丟棄在森林中，因此他對

於他的母親是十分不諒解的，也

對於愛充滿了不信任。有一天，

他與他的表兄弟─翔太在參加祖

母的葬禮後，於回程中在森林裡

迷了路。而在森林的深處中，遇

見了一名叫綠葉的神秘少女。綠

葉雖然和海一樣在小時候被母親

拋棄，想法卻和海大不相同，她

一直在等待著她的母親，也一直

深信著她的母親是愛她的。在海

與綠葉的互動之下，綠葉對於親

情的純粹思想慢慢滲透海的心中

，漸漸地融化海對於母親冷淡的

態度。

　虛幻架空的故事題材與以往大

家所見的日文科畢業公演不同，

也少了許多精采的武打場面。故

事平鋪直述，插入了親情與友情

，還有同性之間的愛情。其中以

同性愛的題材備受矚目，更加入

了令人臉紅心跳的畫面，像是瑞

希被翔太『公主抱』，使現場觀

眾驚呼連連，也引發廣泛的討論

，像是在社群網站『噗浪』上有

人表示想跟瑞希做朋友，更有許

多人表示為翔太和瑞希不完美的

結局感到惋惜，同性之愛成為了

許多觀眾之間的話題。

　在籌備的過程中，因為劇本風

格偏向溫馨小品，情感表達方面

沒有很大的起伏，也沒有曲折的

變化，卻要符合老師期待的「像

是一杯白開水，但是要讓人喝完

之後可以回味」。要在平淡的故

事中注入充沛的感情，這對學生

也是相當大的挑戰。許多老師表

達：「事前非常擔心如何能讓較

無戲劇張力的表演完整呈現在觀

眾的眼前。」但是在公演結束之

後大多都給予良好的評價。

　J4A一位學妹表示：「前半場的

劇情較為歡樂，卻淡淡地襯托出

主角內心的黑暗面和對於母親的

不諒解；後半場則急轉直下，男

主角的黑暗面慢慢被引出，卻因

為女主角樂天單純的個性，讓他

對親情的態度也一點一滴地被改

變。最後，他寬恕母親的那一幕

，雖不至於深刻到令人心痛，卻

也讓人不禁流下無聲的淚。沒有

太多的震撼和太多的意外，就算

看了一半就能猜出後來的發展，

卻一點也不減那份留在心中的感

動及涵意。」

責任編輯：詹筱帆

幽邃 神秘 意識流 

(最上圖)被心魔纏身的海的童年。

(右圖1)遲遲等不到兒子原諒的母親。

(右圖2)迷幻森林中的館內女主人，同時也是著

名的人偶師。

(右圖3)可愛的管家與調皮的男、女僕們。

                       (Ｊ５Ｂ林俐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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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呂佳穎 賴思笠 張意

珺 杜岱倫 劉均怡聯合報導

】

穿
著紅襯衫的的翔太，是

一個同性戀的角色，非

常鮮明而大受觀眾的喜愛，

而翔太是誰呢？他是日文科

五年級A班的尹柏人，他說：

「翔太跟我原本的個性就很

像了，但是我又把他誇張化

，讓這個角色更有戲劇效果

，為了這個角色，我還特地

去找《人妖打排球》這部電

影，希望可以讓我的表演更

加活靈活現。」

　他表示一開始沒有打算當

演員，只存著應付的心態去

準備，指導老師還曾經說過

可能會把他換掉的重話，這

讓向來有自信的他受了一點

打擊。然而自己的朋友於德

文科公演《魔境奇遇》中飾

演哈薩一角，心中難免會有

較勁的心態，這才是讓他真

正認真想要演好這個角色的

主要原因。

　「我給當天的自己打９５

分，」翔太一臉害羞卻又驕

傲的如此表示。

【記者源曼琪報導】

因
為長相以及身高的關係

，我被一致公認為飾演

『小福』的不二人選。

　應華系四年級的詹筱帆同

學表示。對她而言，飾演一

個年約八歲的男童，並不需

要花太多工夫去揣摩，自然

而然就可以將這個角色演得

很到位；只是她必須一直「

嗲聲嗲氣」地說話。由於自

己的角色是個孩子，因此跟

同劇其他演員的年紀相差甚

遠。然而她必須在演戲時，

對著自己的好朋友叫「阿姨

」，令她渾身不自在，前幾

次的排演都令她笑場不已。

經過不斷地催眠自己，他才

「戒」掉這股怪異的感覺。

　演出當天，小福的「糖葫

蘆沖天炮」造型一登場，便

立刻成為全場注目的焦點，

配上她那天真無邪的童言童

語，為這整齣戲增添了幾分

可愛的「笑」果。

今日我最靚

公演知多少
【記者楊翊靈報導】

文
藻已走過四十載，畢業

公演若真要追朔其淵源

，校友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

　若真要說其目的，莫過於

在幾十年前，科技不如現今

的年代，一群人思考著該用

什麼方式來呈現語言學習的

成果，在當時每系一屆僅有

一個班級，50個人的腦袋聚

集起來，想出了用戲劇呈現

的辦法，勇敢說出自己已學

多年的外語。

　根據回母校服務的校友兼

師長們的說辭，回想起二、

三十年前那腦海裡的公演畫

面，仍記憶猶新。當時的文

藻還沒有化雨堂，公演的舞

台就是高雄市文化中心的至

善廳，且規模不亞於近年來

的公演，一群人浩浩蕩蕩靠

著租來的大卡車將大型道具

從文藻運送至表演會場。

雖然人數只有50人，演員下

戲還必須身兼道具組組員在

換幕時幫忙搬道具，一人兼

好幾人用，與現在100人運作

的公演大不相同，學長姊們

仍樂在其中，享受過程中共

同朝著同一個目標邁進的美

好。

　一直到化雨堂成立至今，

學校每年製作公演的團隊有

了一個固定表演的會場。有

人誤以為公演算是學校的課

程之一，其實不然，各系可

自由選擇是否要展出公演，

但為了讓同學能瞭解團隊合

作的意義，每系也絕不會放

過任何能夠展現自己所學，

以及創造精采回憶的機會！

責任編輯：源曼琪 楊孟晴 詹筱帆 胡茵茜

2010.11.19(五)

(照片由各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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