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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葉羽芹于孟潔報導】

假
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

還無！」夢究竟是真是假，

你，悟透了嗎？

 由應華95級畢業生籌備的畢業公

演「逢羅夢」在10月15日圓滿落幕

，這齣劇歷經半年的籌備,投入許

多時間跟精力，無論是募款還是道

具製作，大家都把公演的事物擺在

第一；雖然常常被疲勞轟炸，甚至

感覺已經招架不住，但是他們仍然

咬緊牙關撐了過去，將多日演練的

成果百分之兩百的呈現給觀眾。觀

眾們因劇情而落淚，他們則是因成

功的完成今日的演出喜極而泣，花

費了許多日子籌備的演出終於讓師

長、觀眾感受到它的威力，而台下

的掌聲就是給演員和工作人員最大

的肯定。擔任行政的羅少君同學表

示她很感動，很高興有引起迴響，

雖然在演出前出現過許多問題，但

也因為這次公演讓他們大家都學到

人際處理的方法，在情緒掌控上更

是進步不少。而擔任導演的黃琇媚

則感同身受，除此之外，琇媚同學

表示寫劇本和演出時雖然也曾遇過

瓶頸，特別是要讓活在現代演員去

揣摩古代角色的這項挑戰，但她很

高興大家都做到了！當然，一部戲

劇除了導演和行政人員外，演員、

道具、音效、燈光、服化、攝影組

也都是功不可沒，演員們在不熟悉

的角色下，用自己的方式詮釋出最

棒的演出、道具組用最少的經費做

出最棒的舞台道具，特別是貫穿全

場的桃樹、音效組在人力不足時，

仍可以找到最適合的音樂讓戲劇更

撼動人心、燈光組在燈光不停的換

了又換後終於讓觀眾能夠與演員一

同身歷其境、服化組用心尋找出最

有舞台特色的妝扮、而攝影組則要

將畢業公演最燦爛的一刻紀錄下來

，每一組人無所不用其極就是想讓

演出時的表現能到最好。每一位人

員因能為這齣劇付出感到榮幸，更

因能讓它順利落幕感到心滿意足。

 「他們成長最多的地方在於願意

挑戰自我，永不放棄，雖然過程中

他們有過糾紛，但是在他們之中能

感受到一種要一起堅持下去的信念

，所以就算有再多不順利，絕不會

打破他們的共同目標！他們，令我

感到驕傲。」擔任指導的林雪鈴老

師邊忙著拍照邊這麼說。我們相信

應華學生在這齣劇投入的熱情大家

有目共睹，更相信他們心中堅持的

永不放棄會「永遠在這」。

逢羅之夢穿越時空的情緣
緣起緣滅 到未來體悟愛情  雪鈴老師:他們令我感到驕傲。

(上圖)司掌愛情的警幻三仙，為在愛中糾纏的寶玉、黛玉、寶釵三人指點迷津。  (嚴清宏老師提供) 

(左下)桃樹下寶玉對韓玉流露真情。   (嚴清宏老師提供)          (右下)小釵色誘六金。  (葉羽芹提供)                                

責任編輯:胡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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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週開跑囉
【記者王筱晴林宜樺報導】

非
』以創意的點子、創新

的設計，『炫』出文藻

師生的多項才華，『不』斷

營造師生之間教學相長的學

習經驗，『可』供各系展現

與眾不同的特色與專業，一

連串『非炫不可』的文藻週

之旅未演先轟動！

  遙想當初第一屆文藻週誕

生於2001年，由李文瑞校長

積極推動，當時構想是以一

週內整合專科部五個語言科

的畢業公演為主軸。後來由

於大學部增設新學系，學生

人數大幅增加、活動規模愈

加擴充，學校決定於來個大

突破，在第三屆（2003年）

結束之後，改為兩年舉辦一

次，今年（2009年）是第六

屆，而「非炫不可」就是今

年的主題，宗旨是希望藉由

文藻週的呈現表達文藻人學

習成果與自信。

  本屆近500多個活動－內容

包括『多元文化饗宴』、『

知識性活動』、『學術性活

動』、『學科專業成長』、

『畢業展演』、『各類競賽

活動』及『經典閱讀』等，

就此拍板定案，大家也都摩

拳擦掌把握最後幾天的準備

時間，預備令校內外人士大

開眼界！

  跨科系、跨學門、跨領域

的學習發展之時空，活動包

羅萬象，小至各國傳統舞蹈

表演，大至各系畢業公演，

學生在文藻週透過表演交流

彼此的文化。藉由文化活動

的策畫及執行，使各系科的

學生得以深入體會課堂上所

習得的知識。並且發揮團隊

合作的精神，以衣、食、住

、行等生活元素為內容，加

入創意與內涵，透過欣賞、

體驗、參觀等方式，設計出

具趣味性及知識性的活動，

與全校同學及來賓分享。學

校另外準備豐富的獎品，希

望能鼓勵學生多多參與活動

、累積點數以抽大獎。今年

文藻週與往年最大的不同在

於它集點制度的改變，期望

文藻學生能透過刷條碼的新

制度踴躍參加活動。相信你

已經等不及來參加文藻週了

吧！快拿起手邊的活動冊，

準備豐富你的這一週吧！

發揮創意極至 展現活潑氣息

【記者王筱晴報導】

余
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

散文，創作出令人讚嘆

的作品。林耀堂學務長左手

拿公文，右手捧便當，因為

為期一週的大活動即將上演

！在負責文藻週的學務處辦

公室，行政人員個個忙得焦

頭爛額，辦公室的門開開關

關不停歇。

  林耀堂學務長說：「期望

學生們在參與活動時，能夠

深刻體會學校如何重視文藻

週之舉辦，尤其對初來乍到

文藻「新人」，這將是第一

次參與文藻週的活動，希望

我們都能有意識地、有目的

地將平常的學習成果整合在

文藻週的各項活動中，以獲

得一個充實的學習經驗。」

  活動進行期間一定需要很

多前置作業準備。學務長表

示所有活動從籌劃、宣傳到

執行，希望透過師生們的創

意合力完成這個小小的「國

際村」。這個盛會集合了全

校各處室及各系的積極參與

，文藻週實為一項「課外式

」的教學活動，以整合學生

課內與課外的學習成果，落

實本校全人教育的理想。透

過文藻週展現教師們另類的

教學風采與魅力，以擴展學

生們的學習領域，讓全校師

生共同展開一段學習發展的

旅程。

  說到創新，今年文藻週還

有一項新突破：活動節目冊

。為回應往年同學們希望人

手一本文藻週節目冊的期待

，今年學校不惜重金製做人

手一本節目冊，方便大家規

劃參與活動的行程。同學們

普遍表示，由於每屆的活動

都非常多，在考慮到欲參加

活動的優先順序及場地位置

，能有一本詳細的目錄絕對

是協助規劃行程的最佳工具

。學務長特別鼓勵學生多去

參與其他系科的活動，「交

流往往能衝擊出更燦爛的火

花！藉由了解其它系科的語

言、文化及專業內涵，我們

也能拓展自身的視野。

 「 基 於 對 文 藻 人 3 L 特

質 L i f e ,  L a n g u a g e , 

Leadership之期許，藉由本

屆500多個活動的另類課程學

習，學校期望能給予師生更

多元的學習及發展。期望老

師在觀賞活動之餘，能夠迸

發出更多的教學心得與創意

；期望學生學習不同領域的

多元文化並思索未來學習的

重心與方向。每個人、每個

角色都可能在文藻週期間有

不同的學習體驗，無論此體

驗是挫折還是歡欣，一定會

是您學習歷程中重要的一頁

與收獲。最後，祝福大家在

文藻週期間「過得充實、學

得愉快！」也期望在全校師

生的努力下，第六屆文藻週

能辦得成功，展現它的『炫

』麗四射！

精心籌劃 呈現小小聯合國

全體師生合作 宣傳 執行 多元文化落實全人教育

左手拿公文 右手捧便當 學務長林耀堂帶頭拼了

第五屆文藻週開幕典禮，原

住民學生舞出民俗風采。

       (文藻教發中心提供)

第五屆文藻週應華系「洋洋

大觀」，外籍生的逗趣模樣

。     (文藻教發中心提供)

第五屆文藻週開幕式，長官一同放炮文藻週拉開序幕。
                                   (文藻教發中心提供)

李文瑞教授和開幕式中的表演學生開心合照。
                                   (文藻教發中心提供)

2009.10.19(一)

　責任編輯:陳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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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范又言萲報導】

對
華語文教學有興趣的同

學們有福了！每年都會

舉辦的大陸圖書展，今年也

將在文藻周展開為期一週的

展覽，由應用華語文系的謝

奇懿老師與國文天地和萬卷

樓合辦。以華語文教學、語

言學和中文研究所相關的書

籍為主。不但可以買到華語

文專業知識的書籍，也可以

看到許多平時很少能夠接觸

的大陸書籍，而定價也比外

面外面便宜許多，國內書籍

一律７５折，大陸書籍也是

以人民幣乘以５的價格為訂

價。而這些書籍也是經過精

挑細選才展出的，不用擔心

會買到錯誤或是多瑕疵的版

本。有興趣或是相關科系的

同學，不妨在文藻週時抽空

來ｗ００７逛一逛，也許會

有不錯的收穫喔！

【記者楊佩穎報導】    

好
康報你知！今天在文園

穿堂有中外文書展，時

間是上午九點到下午六點，

活動將為期一個禮拜，圖書

館賈玉娟組長表示：「往年

都是請中外文書代理商拿自

家的讀本在圖書館週做展出

，之後與文藻週合辦迴響還

不錯，今年是第三屆與文藻

週合辦，讓這活動盛大展出

！」

圖書館還會趁時收購不錯的

書籍，也會請系所推薦做為

圖書館的書，為學生謀福利

，書籍的挑選可是經過品質

的層層把關，廠商挑選出在

市面上的暢銷書、公司推薦

的書單的書籍，以及具口碑

的雜誌本做為書籍展出的內

容。想要尋寶的人這是你不

可錯過的好機會，所有的書

籍會有很大的折扣，最低可

享六折優惠，心動不如馬上

行動吧！

【記者黃嘉敏報導】

人
期待又興奮的「文藻週

」即將到來，各系都如

火如荼的準備精采活動，才

不枉文藻週這個盛大的文化

饗宴！

翻譯系也為文藻週籌備了一

場「翻譯作品展」，這活動

不僅可以讓翻譯系同學大展

才華，更可以讓大家看看翻

譯系的同學如何表現文字藝

術。負責此活動的老師表示

「雖然還沒有開始佈置場地

，但也緊鑼密鼓的籌備中，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哇!那

就讓文藻人讓翻譯作品陶冶

一下心靈吧！

而這個活動也鼓勵翻譯系的

同學們積極學習，因為玩弄

方塊文字可不是簡單的！翻

譯系二年級同學表示：「學

長姐的專業翻譯讓人佩服！

這個展覽真的是督促自己要

再多努力一點。」

等你好好穿梭於文字時空後

，必定也會豎起大拇指對翻

譯系說「讚啦！」

【記者楊群維報導】

顏
敏如─本校的校友，

一位手無寸鐵的女子

從他所旅居的瑞士飛到阿富

汗而以色列，做了一連串的

訪問以文學的筆法記錄了中

亞和以巴之間的衝突和爭戰

，集成了「拜訪壞人」這本

新書，顏敏如特別在文藻週

前夕來到學校發表並與台視

記者林裕展對話，獲得師生

熱烈迴響。

十六日下午顏敏如於求真樓

001教室，暢談她到中亞及

以色列採訪的精采片段，其

中她到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

去了解有名的將領馬樹德對

抗蘇俄入侵的經過，訪問了

馬樹德身邊的人對阿富汗的

連連戰亂留下了動人的篇章

，你很難想像顏敏如這樣弱

小的女子，披上阿拉伯女人

的頭巾顛簸於高山和沙漠會

是個什麼樣的情景。

校友顏敏如新書 拜訪壞人

顏
敏如與校友林裕展談

論到如何培養國際觀

？顏敏如表示，將時間妥善

的運用在國際方面的報章雜

誌，或影視節目增廣見聞。

另外，她對國際觀的看法下

了一個標語「立足世界，放

眼台灣！」強調世界是地球

村的觀點。

林裕展主播認為拓展國際觀

，須養成興趣，多留意國際

版的報紙外，還必須了解其

他國家文化習俗、歷史背景

與政治經歷等。林主播：「

文藻外語學院學生的優勢就

是語言，但只會說是不夠的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主動關心國際事務，

或到當地旅行開拓視野，有

了初步的概念後便會對國際

上的消息產生興趣。

不容錯過的文字魔術

你拜訪過壞人嗎?
校友顏敏如深入阿富汗及中東採

訪 以文學的筆調紀錄一頁歷史

不上課也看看書吧!

美中台學者談全球話題

【記者胡茵茜報導】　

三
年前由嶺東科技大學發

起的三方論壇，以促進

三會員學校間的交流，深入

探討不同文化，並交換、分

享信息。此第四屆三方論壇

由文藻外語學院主辦，主題

為：掌握世界的脈動－高等

教育、經濟與文化。

　10/17九點至善樓的國璽

會議廳，異於往常的熱鬧

。從各系陸續而來的老師

們，在電梯裡已迫不及待

的討論此次難得的學術盛

會。第四屆參予的會員學

校包括嶺東科技大學校長

陳振貴博士、安徽大學副

校長吳春梅教授、智利聖

多瑪斯大學(Universidad 

Santo Tomas) Prof.Roberto 

Lafontaine、美國聖多瑪斯

大學院長(University of 

St. Thomas) Prof.Ravi 

Srinivas，為文藻帶來新的

教育視角。另外，在會議中

與聖多瑪斯大學簽訂合作協

議書，讓這場多元的論壇增

添新氣象。

  開場中，各大學代表為接

著的論文發表揭開序幕，蘇

其康校長以流利的英文，向

大家介紹這次活動的主題，

並期許文藻人能在此次三方

論壇為介點，開拓更大的國

際視野。智利聖多瑪斯大學

的Roberto Lafontaine教授

，說他首次來台，對台灣的

印象良好，並說明雖然文化

不同、國籍相異，但世界已

經因交通的飛速進步，因身

處不同地域，擁有不同的教

育觀點，我們更應該藉助此

種機會了解彼此。美國聖多

瑪斯大學院長Ravi Srinivas

教授，除了提出如何使學生

在國際聯合教育中受益，更

笑談他期待聞名世界台灣的

美食，還挖苦自己必須快些

學會使用筷子，才能在充滿

台灣人的小地方，品嚐美味

。安徽大學副校長吳春梅教

授則準備了一份ＰＰＴ，言

談中十分關心兩岸的交流活

動，如交換學生、老師、辦

立聯合學制等提議，並探索

如何加強大學生擴文化能力

培養的實踐。

　本次三方會談安排了兩場

論文發表，分別由文藻內的

老師與各參加大學的教授們

，在論壇中發表最新的論文

，內容包括教育目標與哲學

思想、華語教學的成效、兩

岸文化經濟的探討、國內外

經濟金融的形勢與分析以及

台灣生技與製藥廠間的生產

力研究。精采豐富的內容，

讓這場一年一度的盛會在文

藻週之前打開下精采的一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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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台各校學者(上圖) 予會來賓認真聽講(下圖)                          (胡茵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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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系融合許多元素，以童話搭配劇場和演說，再

加上音樂和舞蹈，帶領孩子們孩子們快樂學英文。

DJ體驗營 一日主播真新奇
相約廣播室 傳藝系與你空中相見
【記者孫詩潔報導】

親
愛的聽眾朋友們晚安

，歡迎再度跟我在空

中相會！　類似這樣的話

語，相信年輕的同學們應

該不陌生，這次讓你不再

只是個收音機前的聽眾，

也讓你當一位空中傳聲的

DJ。傳播藝術系所策畫的

「廣播DJ體驗營」，將在

文藻週進行為期五天的活

動，讓大家盡情體驗在空

中當DJ的新奇與樂趣。　

學校的主播室位於至善樓

八樓的傳播藝術系系辦，

室內的設備較外界專業主

播室簡單且操作方便，活

動內容主要讓同學們深入

了解完善的廣播製作過程

以及節目型態，並且讓同

學陸續入內實際操作器材

。此活動主要負責指導陳

重友老師述說，活動中會

提供同學們一段廣告詞或

廣播DJ體驗營,

同學實際操作設

備的狀況。

　(孫詩潔提供)

英文很無聊？讓我們改變你的想法
傳藝快訊

當
初決定投入故事劇場組時，便希

望能夠獲得小小的演出機會，主

要是想體驗在外語教學系所學到的理論

與實務作結合，更想傳遞給小朋友學習

英語可以很有趣不必感到害怕的精神。

　接獲Alice這個角色，是件很高興的

事，同時也意味著壓力和緊張的報到，

因為這種機會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

　劇前的準備工作以及練習，台詞的

流暢度、走位、默契配合，都是需要

不斷地排練，當然這也會是段難忘的

大學回憶！真的很高興能夠跟我們的

好夥伴一起奮鬥打拼完成這項挑戰！

從
三月得知接到Oscar這角色時，

內心的喜悅與壓力實在是不可

言喻。喜的是可以好好發揮從外語教

學系所學習到的一切，不過相對的

又會擔心萬一演的不好該怎麼辦呢？

　 所 以 為 了 演 好 這 個 角 色 ， 不 管

是 在 兒 童 心 理 上 多 加 練 習 揣 摩 與

想 像 ， 更 要 不 怕 尷 尬 、 放 開 肢 體

語 言 與 小 朋 友 進 行 互 動 遊 戲 。

　此外，從中學習到合作的重要性與

劇組人員培養默契相互提攜。最後在

此感謝其他組員給我這個寶貴的機會

，使我在大學這四年中，也為此次文

藻週故事劇場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記者顏彙娟柯郁馨報導】

今
年三月就開始秘密籌備

，以豐富多元化媒介與

國際觀呈現外語教學系特色

的成果展隆重開幕！這次成

果展分為故事劇場組、故事

演說組、英語歌謠以及律動

組等多組別，以World Wide 

Wenzao為核心，衍生出有趣

的英語教學吸引小朋友，希

望藉由童話式的戲劇演出，

誘發小朋友對英語產生濃厚

的學習興趣，並且設立闖關

遊戲引發學習動機，使小朋

友樂在其中更有自信的不害

怕學習第二外語。其中一場

故事劇場組是以一對兄妹為

主角，下雨天在家裡很無聊

，於是哥哥翻箱倒櫃突然間

發現了一個神祕遊戲盒，打

開遊戲盒隨即展開一場刺激

的奇幻冒險，究竟他們能否

贏得寶藏回到原本的世界呢

…？就讓觀眾們拭目以待並

且親身體驗囉！以互動式教

學，使小朋友不再只有平面

展覽，而是能與主角一起冒

險尋寶、快樂學英文。此外

，全程使用英語教學，不過

一點都不需要擔心小朋友會

聽不懂或者雞同鴨講，劇組

人員會依照小朋友的年級與

程度做適當的調整，除此之

外，主角和工作人員還會搭

配身體語言並運用色彩連結

的方式，使活動活潑有趣又

可愛，讓你覺得「哇！原來

學英文這麼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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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氣兄妹檔

是廣播劇台詞，

讓同學學習如何

運用說話方式與

口氣去吸引聽眾

注意。歡迎大家

來親自體驗在昏

暗又平靜的廣播

室中，靜聽自己

聲音最深處的奇

妙感受。

現場報新聞 考驗你的臨場感

　　　　　　

【記者陳奕卉報導】     

隨
著電視的普及化，電

視新聞的影響力已經

不容小覷。中視新聞沈春

華生動的播報、緯來體育

台蔡明里熱血的轉播，以

及由網路票選美女主播第

一名的東森新聞吳宇舒，

相信大家對他們一定不陌

生，而每個人播報新聞都

有自己的風格，你，一定

也有你的特色。    

　傳播藝術系在文藻週一

連五天舉行「電視主播體

驗營」，讓大家體驗當電

視主播。傳藝系系主任林

潔表示，電視新聞已是現

今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平常只有傳藝系的學

生才能深入了解及實作，

他系學生沒有機會接觸，

所以趁著文藻週，利用系

上攝影棚及設備舉辦體驗

活動，讓有興趣的同學了

解電視主播光鮮亮麗背後

的辛苦、新聞的製作過程

。    

　體驗電視主播前，有五

分鐘的時間讓大家準備新

聞稿，正式上場則約一分

鐘，同時也會有攝影機拍

攝過程，活動結束後，傳

藝系會發給參加者一張自

己播報新聞的光碟。你心

動了嗎？趕快來一圓主播

夢吧！    

時間：
10/19          10：00~10：40 / 11：00~11：40          
10/20~10/23 　09：00~09：40 / 10：00~10：40 
　　　　　　   / 11：00~11：40    
地點：Q806攝影棚    點數：1點

體驗營場次

責任編輯：楊孟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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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系同學使出渾身解數裝扮各種角色，要讓小朋友知道學英文有多好玩！　（顏彙娟提供）

(顏彙娟提供) (顏彙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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