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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三明治

【記者孫詩潔報導】

你
是否在電視上看過庾

澄慶主持的「百萬大

歌星」呢？你曾幻想過自

己背出歌詞答題成功嗎？

　以「百萬大歌星」的歌

唱節目而構想出此活動的

外語教學系，全程活動幾

乎以英語方式進行。活動

採現場報名方式，以五人

一組進行兩隊廝殺，共有

五個不同曲風的主題，任

同學挑選自己最有把握的

歌曲來ＰＫ，但歌曲選擇

不限制中英文，在歌曲進

行中，會中途毫無音樂及

歌詞提示，若參賽者一字

不漏的背出歌詞，即可順

利過關。「希望大家玩的

很盡興！」幾乎全程英文

主持的外教系三年級何依

蓮笑笑的說。

　一批批的隊伍陸續排隊

來挑戰，活動中氣氛都很

融洽，同學們也都十分熱

絡；應華系一年級的陳佳

琴表示「跟同學們一起來

參加這個活動，是因為好

奇有什麼歌曲，以為都是

英文歌呢！不過活動進行

的速度太快，時間也很短

，不過第一年參加文藻週

，還是感覺挺有趣的。」

此活動持續進行到文藻週

的最後一天，想知道還有

什麼流行歌曲等你來挑戰

嗎？帶著你熱愛歌唱的心

快來一展歌喉吧！

【記者黃家敏報導】

一
層、一層再疊一層，把

所有食材都夾在兩片吐

司中間就是三明治了嗎？可

是要怎麼做才能又好看、又

好吃呢？

　英文系的同學們在薪傳廣

場舉辦了「創意三明治大賽

」，讓文藻人有個機會把創

意動到食物上面！薪傳廣場

站的滿滿滿，不僅有受邀的

同學來當評審，想來嚐嚐不

同特色三明治的同學也都湧

入薪傳了。主持人用小短劇

活潑開場，更規劃了活潑有

趣的遊戲，讓觀眾也一陣手

忙腳亂。每位評審在視覺、

美味、及友情的壓力下，必

須投出神聖的一票決定勝負

。最後，三明治大師由US2A

的三位同學奪得！雖然他們

在比賽前一天才由電視上獲

得靈感，對於爭冠也沒有什

麼信心，不過團結力量大阿

！讓他們抱走了優渥的獎金

，更開心的說：「今天可以

加菜啦！」

　吐司夾食才沒什麼特別的

嗎？其實只要多花一點心思

，創意的想像空間就是無限

大！歌舞青春 華才洋溢

百萬歌星就是你

【記者鍾菀芸報導】

你
看過法國人打中國武術

嗎？你看過外國版「你

是我的花朵」嗎？九個國家

、十三個隊伍、十八般武藝

，精彩絕論讓你目不轉睛的

外籍學生才藝秀，今早在公

簡廳鬧哄哄的展開了！

　工作人員UC2B李映璇說：

「一大早就看見公簡廳外面

大排長龍，可惜室內空間有

限，真的沒辦法容納這麼多

人。我們還特地穿著了中國

服飾與其他國家做區別，讓

公簡廳內呈現多元文化風貌

！」沒有中場休息，一隊接

一隊充滿各國風情的表演，

讓同學們站了兩個多小時不

願意休息。其中，以印尼籍

學生劉樂仁四人的「稻香」

最受矚目，清晰的發音、濃

厚的感情，用兩把吉他加上

一個木箱鼓唱出懷念家鄉的

味道，更改編了周杰倫「聽

媽媽的話」，以「聽老師的

話」為歌詞感謝老師們的諄

諄教誨，最後勇奪佳績。

　而法籍學生劉君磊的中國

武術也讓人大開眼界，雄厚

的內力、沉穩的氣勢，揮舞

長劍的樣貌英氣逼人，令人

讚嘆不已。

神情緊張的同學正在進行歌詞答題的考驗。（孫詩潔提供）

同學們利用起司片、葡萄乾、紫生菜等等食材，做出令人驚艷的創意料理。    (嚴清宏提供)

(華語中心的印尼籍同學表演

印尼傳統舞蹈。)

主持人短劇開幕 用什麼材料說什麼英文 拿出秘方 多組隊伍拼手藝更比英文實力 

不可非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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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佩穎報導】

日
文系演講比賽在昨天九

點開始競賽，參賽者都

是來自全國的各校菁英，主

辦人陳俞年和陳孟秀表示，

此次演講比賽和往年不同的

是除了日文系的同學可以參

賽外，還特別開放非主修日

文組的同學報名參賽，以顧

慮到對日文也有興趣的同學

，主修日文組的主題設限在

環保，非主修日文組的題目

則沒有設限。

　演講的時間為三分鐘，之

後還會有評審老師三分鐘的

問答，在這麼激烈的比賽下

，觀眾們也都屏氣凝神專注

在演講者身上，10位日文組

的參賽者在上午全部演講完

畢，而緊接著4位非主修日文

組的參賽者由南台科技大學

日語系的郭柏斈同學奪冠；

而非主修日文組的第一名是

由陳彥方獲得。郭柏斈同學

表示，她是剛從日本留學回

來，所以才會選擇「異文化

溝通」為題目，因為感同身

受，所以這個題材較易準備

，平常她盡量與留學生練習

日語，增加口語表達機會，

她覺得最能吸引評審的關鍵

是「雖然語言很重要，但若

是想要跟人家有良好的溝通

，那顆心才是最重要的。」

　本次的評審老師有兩位來

自外校，其中高雄餐旅學院

應用日文系的黃女玲老師表

示，她擔任過很多日文演講

比賽的評審，覺得文藻學生

有活力又熱情，她對這次日

文系主辦的比賽表示相當滿

意，讓她特別驚喜的是，大

家講話都很像日本人，參賽

者水準很高。非主修日文組

的學生甚至不輸日文組的學

生，如果下次有機會，她表

示非常有意願再擔任評審。

　演講比賽能如此順利，除

了老師指導外，兩位重要的

功臣莫過於陳俞年同學和陳

孟秀同學，他們是第一次主

辦大型活動，尤其又是全國

性的，真的很感謝老師的指

導。陳孟秀同學：「籌備的

日子說不辛苦是騙人的，但

我們都很努力，其中我們學

習到最多的就是領導能力，

藉著此次活動增進同學間感

情，看到這麼順利的成果，

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

【記者王筱晴報導】

英
文口說戰爭開打。一年

一度的文藻盃在英語系

的積極準備於星期二進行高

中職組英語演講比賽，星期

三進行高中職組英語團體說

故事比賽，大專英詩團體朗

誦決賽則是星期四上演，星

期五大專組英語即席演講決

賽，挑戰你的反應能力。

　這次文藻盃正逢文藻週，

光是英語演講比賽就有高達

六十五位學生參賽。三十六

對高中職報名說故事比賽，

英詩朗誦決賽則由二十五對

各校精英PK，即席演講決賽

則是二十七人較勁。英文系

指出，這次文藻盃活動宗旨

為提升學生英語能力，透過

校際交流的機會，增強學生

英文學習興趣，並鼓勵創意

與團隊默契能力，觀摩彼此

口語演說技巧、創作、閱讀

及語言學習成果。這群來自

臺灣各地高中職學生將代表

自己的學校前來一較高下。

　星期二上午十點至十二點

在正氣樓舉辦演講複賽，下

午一點至四點緊接著演講決

賽在文園二樓會議室舉行。

本屆英文演講比賽第一名由

本校學生陳書涵贏得，第二

名是高雄女中黃德薇，第三

名則是台東高中的黃思華。

演講的比賽內容主題包括生

活、時事、科技、教育、藝

術等，學生融合智慧及想像

力即席發揮。故事則是將家

喻戶曉的童話、傳說、傳記

或民間故事，做富有創意的

改編。

　究竟獎落誰家？歡迎你我

一起來參與文藻週最精采的

一場比賽！

英語口說
文藻盃開賽　演講、說故事、團體朗誦
鼓勵創意結合團隊默契　提升會話能力

【記者楊群薇報導】

文
藻週開幕第二天，操場

內熱血地進行「少林足

球」趣味競賽，這是由專科

部德文科所舉辦，吸引不少

人目光，參賽者不僅是文藻

的學生，還有獅湖國小四年

級的學生集體參與。

　規則為前方有九個板子，

一邊是卡通人物，一邊是數

字，參賽者必須繞過五個障

礙物，然後一記飛踢，如踢

中其中一個板子，就能獲得

點數一點，兩人若一同報名

超過十分，也能獲得一點。

　其中一組參賽者由法文科

柯姓同學及徐同學組成，兩

人默契十足，先發柯同學毫

無預警的踢了一記九分球，

霎時震懾全場，引起一片熱

烈的歡呼聲，徐同學的第二

球也有七分之高，兩人掩不

住心中的喜悅相擁而笑。柯

同學表示，踢足球的樂趣在

於踢出去的那一瞬間，當腳

與球相觸時，頓時感受到無

比的快感！徐姓同學認為另

一個樂趣來自於看到其他人

漏踢，可見足球不僅是個運

動，也是一種娛樂。

　獅湖國小的小朋友表現也

毫不遜色，四年級子緯在踢

球前忽然大叫：「慧慈！慧

慈！」原來是看到慧慈的頭

像啊！子緯以飛躍的姿態，

踢中了一個人頭像，表現非

常優異。子緯分享踢球的秘

訣就是：腳尖，用力，使出

全身力氣，就會踢得好。

德文科同學精心製作的趣味九宮格（上）讓獅湖國小的小朋友（左）在歡樂中盡情射門。　　　　　　（楊群薇提供）

少林足球你要踢哪一格？
德文科辦球賽　國小生當前鋒　操場歡笑聲不斷

日文演講 
環保、異文化溝通入題 主題多樣化

摸西摸西
外校評審讚許 文藻學生口音一級棒

哈囉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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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得透女人心機嗎?
【記者范又言萲 林書妤報導

】

西
文系第40屆畢業公演

「爵士心機」，於文

藻週的10月20日在化雨堂轟

動上演，改編於西班牙經典

喜劇《園丁之犬 El perro 

del hortelano》，而這齣

經典喜劇源自於西班牙的傳

統諺語：「El perro del 

hortelano, ni come, ni 

deja comer」，意思是自己

得不到的，別人也休想得到

。故事大綱是在敘說年輕貌

美的女爵Diana愛上了自己的

男僕Teodoro，但礙於身份沒

辦法表露自己的愛慕之心，

只能從中破壞Teodoro與其他

女孩的交往，而當Teodoro發

現Diana對他有愛慕之意時，

便為了追求權位而拋棄自己

的女朋友。這段錯綜複雜的

三戀情中，大家用盡了夠種

心機和手段，只為了得到自

己想要的愛情和利益。

　然而在開始籌備時並不如

預期的順利，因為在原著小

說中是以較文學的方式呈現

西班牙式的幽默，對於我們

來說可能較沉悶且難以理解

，而劇中台詞大多都是以文

言文的方式呈現，所以在背

稿方面便成了演員們很大的

挑戰，所以導演曾琬容、吳

佩?集合大家的想法，加入了

現代化的元素以及台灣式的

幽默，呈現出較大眾化及活

潑的舞台效果。而有別於往

年的舞台劇，這次加入了創

新的手法讓角色人物更鮮明

，在服裝方面也是以鮮豔華

麗的方式呈現，讓大家有耳

目一新的感覺。在西文系共

同努力與用心下，這齣戲得

以完美呈現，而觀眾也沉浸

於西文的魅力之中。

【記者陳奕卉報導】

炎
炎夏日，你想玩水消暑

嗎？靠近仰福廣場，你

會聽見嘻笑與歡呼的聲音，

但你絕對想不到，原來邊玩

水還可以邊學英文呢！「水

底撈月」是外語教學系的趣

味遊戲之一，參賽者自由組

隊參加，每隊的最前面各有

一個大水桶及小水桶，大水

桶內裝滿水及2組26個字母的

水球，參賽者必須在時間內

從大水桶找出關主所要求的

英文單字，並放在小水桶內

，即可得分。而遊戲難度也

可以依參賽者的英文程度做

調整，不管是大朋友抑或是

小朋友，都可以玩得很盡興

。

　「水底撈月」的設計者外

教2B陳彥衡及葉麗玉說，在

夜市裡，常常會看到撈魚的

攤子，讓他們有了靈感，而

突發奇想出這個有趣的點子

。獅湖國小的主任及老師連

續2天帶著小朋友來文藻參與

文藻週活動，獅湖國小老師

說，因為文藻發邀請函讓獅

湖國小師生一起參與活動，

而學校課程裡的藝術與人文

課，剛好可以藉由文藻週活

動來學習，讓知識的吸收不

僅僅只有課本，而是親身體

驗。 

學英語的三種方法
【記者于孟潔、葉羽芹報導

】

Yummy Yummy，Eat Eat 

Eat…使用讓兒童容易記

憶的重覆歌詞法正唱著輕快

的曲調，簡單明瞭的單字從

教室流洩而出。「這是以用

各種食物及該食物的所在地

點為主題的歌曲，我們希望

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讓

他們可以聯想到國際。」編

曲者林雨辰說，這和教學理

論不同，必須設身處地，以

小孩子的角度來看整首歌是

否可以輕鬆理解並愉快的配

合台上的帶動。「而且最困

難的就是第一次作曲作詞，

難免都會卡卡的。」因為這

是她與另一位編曲者張雁慈

第一次創作歌曲，所以除了

參考市面上的歌謠外亦查閱

學長姐們的作品，經過各種

嚐試之後終於完成的這首『

Yummy Yummy』。

這首『Yummy Yummy』如字面

所述，是一首介紹食物的歌

，分別有日本、韓國、印度

、義大利等四個國家的著名

美食，而會選這幾個國家是

因為其代表食物壽司、泡菜

、咖哩、義大利麵之類可以

押韻的單字，讓小朋友唱這

首食物歌時除了趣味，更可

以學英文。

　「Amazing Sports World

」是由外教系英語歌謠與律

動組所帶來的其中一個項目

，負責此項目的工作人員翁

梓芳同學表示「這項活動包

含了籃球、足球、棒球三個

元素，也代表了美國、英國

與台灣三個國家。」活動中

全程用英語進行，從簡易的

歌謠帶動跳到單字認識，再

進階成句子組合，這活動不

只能讓大朋友小朋友更認識

英語，也讓外教系的學生在

教學上的技巧更上層樓。最

後，來參加活動的小學生們

不只會唱會跳，還學習了一

些基礎單字，整個活動進行

充滿活潑朝氣，台上同學主

持的賣力，台下的同學們也

跳得開心玩得盡興。活動中

也將來參與的每個人分成三

組，就是籃球「Basketball

」、足球「Football」和棒

球「Baseball」，而每一種

球類都有一個手勢，最後綜

合起來的動作在搭配上英語

歌謠就完整呈現了「Amazing 

Sports World」！來參加的

每個人臉上都帶著滿滿笑容

，這是一個很成功的活動。

一、水中撈月

二、Yummy 三、Sports

西文系公演「爵士心機」錯綜複雜的三戀情，用盡了夠種心機手段

西文系公演「爵士心機」橋段                                       (嚴清宏老師提供)



【記者柯郁馨報導】

單
車環島旅行不稀奇，那

徒步呢？一開始只是魯

適維的念頭，沒想到夢想成

真了。

　２００７年暑假，魯適維

（維維）剛從國小畢業，看

了美國軍事電影鍋蓋頭之後

，對行軍之旅著迷不已，而

爸爸魯文學先生對於自己現

有的工作感到倦怠感，在兒

子的提議下，展開了這趟徒

步環島的旅程。

　為了這次的環島旅行，父

子做了許多功課，從購買裝

備、路線規劃、醫療保健及

預算等等。由於出發時間是

夏季，常會有颱風來襲，為

此特地買防水鞋和斗蓬，還

在浴室模擬狂風暴雨時裝備

的防水性。為了怕兒子只是

情緒化的決定，魯爸爸帶著

兒子從淡水紅毛城走到漁人

碼頭練習，當晚直接住在沙

灘上，沒想到兒子的毅力換

來了５１天徒步環島旅行的

特別體驗。

。魯氏父子從淡水鎮邁開環

台的第一步，沿著濱海公路

走，走過東北角、東部、南

部、中部回到北部。過程中

他們住宿２６所中小學，其

中維維最喜歡的是老梅國小

，因為晚上在廁所洗澡時感

到黑暗所帶來的恐懼感，於

是爸爸在外頭唱歌陪著他，

讓他知道爸爸沒有離開他。

沿路上都有許多人幫助他們

搭便車，維維印象最深刻的

是一個伯伯騎回去帶回來兩

杯西瓜汁給他們，這是他旅

途中感到最感動的時刻。魯

爸爸對於兒子的改變最為驕

傲，他說他看著兒子從閉俗

到開放，而看到兒子開始對

陌生的環境能有信任感使媽

媽想到時都會熱淚盈眶。

　父子一路上發生許多好玩

的事，例如爸爸的鞋子在經

過颱風後竟然發芽了、路過

的行人以為他們是外國客，

講了一連串的英文才發現他

們是台灣人。同時，路途中

也有驚險沮喪的時刻，像是

在挑戰古道時一度感到迷路

，爸爸握著維維的手說想哭

可以哭出來，他才放聲哭出

來，幸好最後幸運的找到出

路。抵達淡水時，他模仿「

硫磺島戰役」士兵在硫磺島

豎起美國國旗的情景，豎起

一面中華民國大國旗，所有

家人和朋友都來迎接他們，

他們舉起「２００７０９０

１徒步５１天環島成功」為

這次旅程劃下完美的句點。

　「沒有什麼理由啊，想做

就去做。」魯適維對於媒體

的採訪總是這樣說。魯文學

先生勉勵大家愛其所愛，一

但決定了就認真的做，否則

夢想永遠是夢想。

2009.10.21 (三)

責任編輯：楊孟晴

【記者顏彙娟報導】

想
體驗澳洲的人文風情

與獨特的原住民藝術

文化嗎？千萬不可錯過此

次的澳洲風情文物展囉！

　一樓入場運用拋磚引玉

的方式，吸引觀眾前往七

樓繼續觀賞探訪答案。內

容其中包含：澳洲音樂錄

影帶、環保自然的產品、

著名國家公園、以及知名

原住民運動代表和演藝名

人，與許多文學著作、影

片介紹，圖書館內皆有館

藏，並且大方歡迎學生們

至櫃檯check out，看得到

也借得到喔！

　館內七樓相當貼心，準

備非常多的澳洲旅遊簡介

，讓您不必出國，隨著生

動的導遊簡介瀏覽，彷若

已經置身於澳洲，體驗一

處充滿冒險氾濫精神的國

度。維多利亞擁有著輕鬆

寫意生活的－安格爾西、

西澳廣大遼闊的曠野風情

－班古魯、塔斯馬尼亞讓

您享受自然生態奇景旅程

－福雷斯特半島、新南威

爾斯英倫式愜意的都市生

活－雪梨港（見圖）、昆

士蘭驚奇活耀大膽的海洋

體驗－大堡礁、南澳叫人

難以抗拒的現代美食新天

堂－巴羅沙谷、北領地圍

繞著神秘原住民文化的－

彩虹谷。

　

狂愛軍事片 父子徒步環島
51天雙腳走台灣 夢想不再是空想 

澳洲風情一覽無遺

西班牙狂想嘆為觀止

【記者阮常瑜報導】

一
進入展場目光馬上就

被色彩鮮豔的西班牙

服飾，以及做工精細的手

工藝品深深吸引，而最令

人回味的，便是文物展中

展出許多西語系的學長姐

們從西班牙帶回的銅製藝

術品。經由展場服務人員

人員的介紹，這些銅製品

的故事原來是從秘魯而來

，南美洲的祕魯曾是西班

牙的殖民地，藉由銅製藝

術品能呈現南美洲原住民

文化及歷史典故。雖然展

場場地只是間小小的教室

，但展出文物之豐富與美

麗實在讓人嘆為觀止，加

上服務人員親切的解說，

收穫甚多呢！

【記者楊瓊文報導】

在
吳甦樂廣場舉行的單車

展示與介紹活動，不僅

讓學生認識更多種類的單車

，同時也展覽一台要價28萬

的比賽用跑車，經過專業人

員的解說大家也更進一步了

解到單車的基本結構，在台

灣銷售的腳踏車以大眾化為

主，而比賽用的跑車銷售量

在近期也漸漸攀升。

　在活動的第二階段，第一

個遊戲是由學生自己動手體

驗折疊腳踏車的樂趣，其實

怎麼收折疊車也是一門小學

問，想只花20秒的時間，可

是要非常熟練的，第二的遊

戲看似簡單卻考驗著大家的

平衡感，想要緩慢的移動腳

踏車又同時保持平衡，是大

家意料外的不簡單，活動最

後店長解釋道，捷安特的目

標是研發出更多能騎更遠、

更輕鬆的車種。

跳
著
佛
朗
明
哥
的
小
人
偶
看
起
來
如
此
生
動
活

潑
！ 　
　
　
　
　
　
　
　
　

(

林
芳
伃
提
供
）

颱風天父子走在路上，撐著拐杖一步一步往前走。　　　　　　　　　　　（截自網路）

異國文物展

摺疊捷安特 輕鬆騎更遠

（鄭國瑞提供）

(楊瓊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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