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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笑演出

【記者楊佩穎 陳奕卉報導】

德
文科第四十屆畢業公演

-「小人物狂想曲」於

98年10月21日，在觀眾的歡

笑聲中圓滿落幕。此劇由維

亞納民間戲劇作品改編而成

。故事大綱是雜貨店老闆常

勒有事離開，他的夥計韋伯

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花花世

界，而背著老闆和學徒克里

斯計畫來一趟夢想中的「瘋

狂冒險」，到維也納並裝扮

成有錢人，而在發生了一連

串的巧合後，引發誇張爆笑

的鬧劇，當韋柏和克里斯返

回雜貨店時，正好發現有人

正闖空門，而逮住小偷的兩

人也將功贖罪得到老闆的原

諒，最後一幕是費雪夫人和

韋柏這對歡喜冤家、桑德和

瑪莉這段不被祝福的感情、

老闆常勒和服飾店老闆娘柯

納女士，有情人終成眷屬。

最後謝幕時全體工作人員特

別獻上動感舞蹈，炒熱現場

的氣氛，作為歡樂的收場。

　這屆德文科畢業公演和歷

屆的公演完全不同。往日畢

業公演的內容通常是文學性

質的作品，大多較嚴肅，也

都是意境深遠之作，令人難

理解。此次導演是由德文科A

班周欣薇和B班賈安婷擔任，

導演表示「和往年不同的是

，我們特別選擇了不同於以

往的喜劇。選擇這齣戲的原

因是根據兩班同學活潑、率

性氣質所選出；以淺顯易懂

又常見的情節、幽默生活化

的對白配合誇張搞笑的肢體

語言呈現，希望能帶給觀眾

耳目一新的感覺。」

　導演表示，其實一開始的

劇本並不是小人物狂想曲，

當初由兩班票選而出的劇本

是「藍鬍子」，後來翻譯完

之後主角一句台詞竟然有A4

兩頁的篇幅這麼多，討論過

後決定改劇本，但整個進度

都延後，在此她們表示非常

感謝Wolfgang老師的協助，

因為老師在日本帶過劇團，

經驗相當豐富，不但給她們

完整的劇本，還替她們將所

有的古德文、奧地利的方言

都翻成德文，給了她們很大

的幫助。

　一拿到劇本後，距離公演

的時間也所剩不多了。老師

把翻譯課的課程內容變成翻

譯公演的劇本，由於這個好

方法，使得班上每一個人對

劇本的內容都非常熟悉，導

演表示，在排戲方面要快、

狠、準，排演太多遍會使演

員怠惰，所以要求演員在

綵排時就要把稿背起來。另

外，演員在演技方面因受到

Wolfgang老師精鍊的指導，

而提昇了不少。雖然一開始

進度落後，但整個劇組的配

合，使得排戲的進度迎頭趕

上其他科系。

　導演周欣薇表示，演員心

態很重要，當其他組別有困

難或人手不夠時，他們不會

認為自己只扮好自己的角色

就好，而是會當作團體的工

作互相分擔，像演員們都願

意搬道具而沒有任何怨言，

使得整個劇組的運作更順利

。導演賈安婷表示，雖然一

開始劇本、核心換人及許多

問題搞得雞飛狗跳的，但因

為他們是團結堅強的團隊才

能將公演順利的演出，最重

要的是導演和演員之間不能

有隔閡，傳達自己理念時演

員也較能接受。此外；因為

公演的關係更增進大家之間

的感情，對她來說，畢業公

演算是五年來的大事件中一

，讓她學習到最多的是「跨

出去跟別人合作」。

　劇中丑角男管家馬修以詼

諧的口吻及爆笑的對白，為

整齣劇更添增「笑果」，是

不可缺少的甘草人物，飾演

此角的演員洪瑞敏同學表示

，她偏愛這種小人物的劇，

尤其是喜劇，一看到劇本就

決定要徵選此角，雖然一開

始很慌，但後來漸入佳境之

後就愈來愈有信心了。公演

能如此順利成功真是Das ist 

klassisch!(一級棒！)

臨時改劇本 一反德文科傳統走輕鬆路線 演員謝幕大跳動感舞 

馬修－有點糊裡糊塗、自以

為是的劇中丑角。

　 （德文科公演團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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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葉羽芹報導】

你
知道生辰八字和自身的

命運息息相關？你懂手

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紋路代表

著什麼？讓應華系陳雙景老

師為你解謎。現代人流行算

命，不只黨政要員熱衷，時

下年輕人也很感興趣，尤其

在乎自己的愛情、人際關係

、未來發展等。中國古代流

行多種算命方式，其中八字

佔極重要的地位，由出生年

月日找出干支，然後進而找

出個人的優缺點。這次不只

能滿足同學的好奇心，更能

了解自身命運，例如：命帶

「八專」，容易招惹酒色麻

煩；命帶「九醜」，多半美

麗，但容易引起感情糾紛；

命帶「將星」有領導能力，

適合文武發展；命帶「華蓋

」則有藝術、文學天份。

　「活動宗旨在於鼓勵同學

們能把握青春，創造生命奇

蹟。若同學發現自己命中帶

有負面屬性，只要提醒自己

特別小心，就可避開災禍；

有正面屬性的人，則好好發

揮可開展更燦爛的人生。」

陳雙景老師面帶微笑說著。

「算命」不只是算命而已，

其中的警惕才是我們真正該

了解的部份。

八專 九醜 將星 華蓋

【記者孫詩潔報導】

天
氣好「熱」，我不快「

樂」，你能正確發出這

些音嗎？為解決發音上的疑

難雜症，應華系王靜芳老師

為你開業診斷。

　為精確矯正發音，每組只

採一至二人進行教學，「字

、詞」單元著重於單字發音

，「句、文」單元則重在語

流、語順、語感，以及句子

的抑揚頓挫。傳藝系一年級

王舒萱和林采諭開心述說，

「教學時間短，但效果很明

確，還有個人診斷書。」

　另外西文系貝羅菈老師也

來矯正中文發音，「我的ㄓ

、ㄔ、ㄗ、ㄘ捲舌音都不太

會，不過好意外幾乎是台灣

人來參加。」

　診斷師源曼琪學姊的感想

是「大部分都是說話語速快

，斷句不明確。藉次活動，

希望大家都能有收穫。」

【記者林書妤報導】

第
三屆資管傳系商品展在

文藻週熱力開展，整體

主題由Brain Storm腦力激盪

出發，內容是由大四全體同

學分為十組個別展出，每組

的主題和內容都是同學們精

心策劃且大不相同，有為外

國小生設計的12生肖教學軟

體、自創的KUSO卡通動畫、

為高雄單車步道路線的解說

軟體以及與廠商合作並為該

廠商特色做產品上的設計。

十組參展作品的主題都有不

同的形象和特色。

　為了這次展出，組員們從

上學期就開始籌備，經過了

一年時間，從剛開始搞不清

楚方向，到今天大家所看到

的成品，每個成員都付出了

極大的努力才能激盪出今天

成功的作品。由於這次的展

出是提前為畢業展所準備的

暖身活動，因此都只是半成

品，而最完整的展出將會在

12月14日到18號完整呈現，

屆時希望大家能熱情參與，

多多捧場。

【記者顏彙娟報導】

想
把輕鬆的音樂介紹給同

學。」此次歌詞翻譯「

筆」賽的主辦人林虹秀老師

說道，因為一首歌也許不單

只是講述一般的情感，而是

有另一種意境，希望同學們

可聆聽出箇中其意。

　比賽過程不斷地播放這次

的翻譯歌曲，Jack Johnson

的「Traffic in the sky」

，讓同學們除了在比賽之餘

，亦能徜徉在歌詞的意境當

中，林虹秀老師表示：「期

許同學們可以體會其中意境

。」Jack Johnson的歌屬於

較愜意但又耐人尋味的音樂

，這首歌意味著現代人汲汲

營營的生活，有時候會忘了

停下腳步關心身旁的人事物

，所以特地選定這首歌來勉

勵各位同學。比賽最後老師

鼓勵同學，除了繁忙的課業

生活外，也放下步調好好仰

望一下天空。

翻譯「筆」賽 耐人尋味
比賽旨要 探索歌詞箇中涵義 深入情感意境 

Brain
 Stor

m 
創意爆炸

熱情學生參與人數多，爆滿算命現場。                                    (葉羽芹提供)

算命

邱逸寧診斷師為同學分析發音問題。         (孫詩潔提供) 活動中診斷師與同學作發音練習的情況。                                  (孫詩潔提供)

發音診療室ㄓㄔㄕㄖㄗㄘㄙ

雙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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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柯郁馨報導】

法
國超級星光大道來囉！

你是歌唱好手嗎？還是

對法文歌無法自拔呢？那絕

對不能錯過這場香頌之星選

秀。

　比賽過程中，為了舒緩參

賽者緊張的心情和讓觀眾參

與活動，主辦單位特地準備

了團康遊戲，你比我猜遊戲

中出現創意的題目像是李炳

輝打ＰＳＰ、蜘蛛人放屁等

等，都令現場同學捧腹大笑

；還有你聽我猜餘興節目，

主持人要求觀眾上台聽耳機

要同學們猜歌名。

　這次選秀由ＵＦ２Ａ郭郁

雯和ＸＦ３Ｂ盧鈞右同學奪

冠，郭同學說平常就喜愛唱

歌，雖然上台前趕到非常緊

張，但上台後看到熟悉的同

學熱情的鼓勵就不怯場了，

尤其服裝部份是突發奇想拿

佈置會場的代表法國國旗顏

色的草裙，還帶動跳草裙舞

。專科部法文３Ｂ林同學挑

戰不拿大字報唱歌，雖然途

中忘詞，但大家仍給他大大

的鼓勵，他說他太緊張以至

於忘詞。儘管法文難學，英

文科同學仍擊敗其他選手拿

取第三名。 

　這場精采的選秀的評審由

三位法國老師擔任，徐若茲

（De SULAUZE Francois）老

師說每個同學都非常勇敢，

畢竟法文不好學。他表示許

多同學的發音和音色都很不

錯，當他們聽到法文歌時，

都會想到故鄉和兒時回憶。

【記者鍾菀芸報導】

炎
炎秋日午後，法國國旗

飄揚著，操場邊播放熱

情的法式歌曲，一群人你拋

、我丟，時而跳腳、時而擊

掌，玩得不亦樂乎！猜猜這

是什麼遊戲呢？答案是──

悠閒的法式滾球啦！拋一顆

紅色小母球，接著比誰丟的

銀色子球最靠近母球，得分

最高的隊伍將得以晉級，這

是在法國南部老少咸宜的休

閒活動。 

　參賽者XF 2A林玉顓開心的

說：「超級好玩的！我們跟

學長們一組，本來以為會很

生疏，沒想到卻因此跟學長

們增進感情，除此之外還可

以順便體驗一下法國人的日

常休閒娛樂，覺得很新鮮！

」參賽的隊伍不少，驚聲連

連，歡呼聲也不斷，有趣的

法式滾球讓參賽者甘願在太

陽底下汗流浹背的比賽，而

不幸失敗的隊伍甚至還要求

比賽結束之後能夠繼續體驗

，意猶未盡。 

　法式滾球最大的樂趣在於

，當你把子球拋出的時候，

無法確定自己的球是否將會

是最靠近母球的那一顆，也

無法預測下一秒是否會有另

一個隊伍將你的球撞開，勝

負只有在最後一刻才會揭曉

。而在與隊友互相合作之中

，樂趣自然由此而生，如果

你心動的話，在平時也能與

朋友一同體驗簡單的法式滾

球，享受悠閒的法式浪漫。

【記者楊群薇報導】

十
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圖

書館於館外地下的小舞

台舉辦「時事九宮格」，題

目由圖書館提供，並且經由

圖書館服務組許世原組長精

心的挑選，以世界運動會和

聽障奧運為主題，凡報名者

就有一份精美小禮物喔！

　活動的方式為參賽者必須

從籤桶抽出一個號碼，並回

答問題，答對者就能接著進

行九宮格丟丟樂，每個人有

五球的機會，採積分制，每

天取十名分數分數最高者，

就能獲得優渥的大獎，獎品

為兩百元全家禮卷，得獎名

單將於二十三號公佈於圖書

館網站上。

　參賽者五專部郭姓學生認

為這項活動相當有趣，除了

可以對時事新聞多了一份的

了解以外，同時還可以享受

丟球的樂趣。雖然積分不高

，但她笑著說：「志在於參

加，自於能不能得獎並不是

那麼重要了！」

　大學部日文系陳鏡安同學

也沉浸於這項活動中，吸引

她前來參加的原因是人群的

聚集和可以活動筋骨，試驗

自己是不是神投手，她抽到

的題目是「２００９年是運

會經由投票後命名為？」，

她精確的回答：「龍騰！」

而五球中她共得了十二分，

訣竅在於將身體重心壓低，

手做拋球的姿勢，就有機會

能丟中。

【記者林宜樺報導】

師
培中心所舉辦的超級益

智疊疊樂，考驗學生手

指的靈活度以及團隊合作的

精神，一組以4-5人為限。首

先，活動主持人會先問挑戰

者有關師培的幾個問題，答

對者可獲得”免死金牌”一

張，當積木陷入搖晃危機時

，就可使出免死金牌，少抽

一次積木，抽的時候須以下

面的為主上面四、五層的則

不能抽，抽的組別視同輸並

且淘汰。每對輪流抽積木往

上疊，直到積木倒下為止才

結束遊戲，誰先讓積木倒下

誰就是輸家。贏家還可以獲

得精美小禮物，另外還有2點

點數。

　10/22(四)和10/23(五)師

培中心還舉辦一系列的活動

，有”喝水傳話”、”我是

智慧王”等活動，歡迎大家

踴躍前往參與。

同學唱香頌   老師憶故鄉

法式滾球撞撞撞

答時事考驗你的腦袋

疊疊樂挑戰你的手指

ＵＦ２Ａ郭郁雯同學成為香頌之星                           三位法籍老師沉醉在美妙的香頌的旋律中                          (柯郁馨、嚴清宏提供)

同學體驗法式撞球  

            (鍾莞芸提供)

同學挑戰疊疊樂   

             (林宜樺提供)

同學挑戰時事九宮格     

             (楊群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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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西班牙的老鷹之歌，

在充滿異國情調的曲風中

，他們精湛的技巧成功演

繹出遼闊灼熱的大地以及

銀色月光下的草原，粗獷

但富有情感的歌聲，讓觀

眾心醉不已。

           (胡茵茜提供)             

【記者王筱晴報導】

擺
脫讀書的壓迫性才能

找到讀書的寬廣性，

大正時期的風氣之所以浪

漫，就是因為它擁有一種

自由的解放特色。

　金培懿，台灣師大國文

系副教授，畢業於日本國

立九州大學文學博士，中

日儒學比較是他的學術專

長。現代日本重現復古風

，而以傳達大政時代文化

思維的風潮成為大正浪漫

。來自歐洲十九世紀的自

由風氣，開創出日本的新

時代！  

　金教授帶領我們進入大

正的文藝界，進而帶出本

次演講主角金子美玲。身

為一位女性，又是一界平

民，她是如何在這種情況

下展露頭角？「我最感到

不可思義的是，從未到過

中國的金子美玲，我居然

在她的童詩之中發現中國

人的儒家思想！」主持人

盧秀滿老師肯定金子美齡

的詩作中充滿著生命力，

並且期許同學們能多多嘗

試創作童詩。

帶你進入大正浪漫
金教授帶領同學進入大正浪漫。　     （王筱晴提供）

【記者于孟潔報導】

日
文系的強打節目-紅白

歌合戰，在明園盛大展

開！

　何謂紅白歌合戰呢？是日

本廣播協會（NHK）每年12月

31日晚上在日本東京澁谷NHK

會館（NHK Hall）現場直播

的音樂特別節目。節目採用

由紅白兩隊歌手展開歌唱比

賽的形式進行。其中，女性

歌手組成紅隊（日語作「紅

組」，下文也依此名稱呼）

，男性歌手組成白隊（白組

）；男女混合的組合，則以

主音性別來決定歸屬；例如

，小事樂團（ELT）和美夢成

真（DCT）的主音是女性，故

被分為紅組。（節錄自維基

百科）由於日文系礙於參賽

者的限制，並無此區分。

　今年的賽事分成20組紅組

白組各10對，每一紅白組演

出完畢便進行小評判別勝負

，最後在取出總分最高的組

別為冠。第三對白組獲勝的

演出者劉人偉在得知自己小

勝時高興的哭了。「辛苦練

習沒有白費。」因為對日文

尚不熟練，此首參賽歌曲是

同學們一起挑選出來，適合

人偉的唱腔的歌曲『春のか

たみ』，讓有著清澈嗓音的

人偉即使因怯場也無失其優

美的旋律。

　這次比賽的冠亞季軍分別

為UJ4A江育甫、UJ1B歐喬盈

以及UJ1A白宜婕、楊佩林、

李宛芸、鄒舒雅，並由冠軍

江育甫贏得1500台幣的獎金

。

　身為去年的冠軍，今年又

再度蟬聯的江育甫其實志不

在得獎，「想把自己的心情

傳達給喜歡的人，所以著重

於歌詞內容。」因此他選擇

了『Only Human』，日本電

影『一公升的眼淚』原聲帶

的曲子，江育甫說這首最重

要的一句就是「不管是誰，

都會有一個夢想！擁有一個

目標的你，在行徑途中並訂

經歷了痛苦與黑暗期，但是

，努力不懈，撥雲見日的話

…」正在做一個事業的育甫

希望可以鼓勵那位學妹，她

的付出可以得到回報，「一

定會成功的！加油！我喜歡

努力付出的妳！」則是藉此

告白「一石二鳥」。

紅白歌合戰 各路唱將大車拼

今年再度蟬聯第一名的江育甫選擇『Only Human』作為奪冠

的歌曲。                               （于孟潔提供）

UJ4A江育甫以Only Human衛冕成功

老鷹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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