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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瓊文報導】

於
吳甦樂廣場響起異國音

樂，原來是德文系的擊

鞋舞活動。德國傳統舞蹈之

擊鞋舞，原是在阿爾卑斯山

山區農夫所跳的舞，沒有固

定形式跳法，也無特定音樂

，是一種非常隨性的舞蹈，

也是在德國裡的一種男子追

求女子的傳統舞蹈。德文系

的同學們從暑假就開始構想

擊鞋舞活動，為了將德國傳

統及文化展現在大家面前，

花了數週的時間練習。因為

台灣幾乎沒有人學習擊鞋舞

，他們只得看著影片慢慢學

習，只為將在台灣罕為人知

的擊鞋舞完美展現在各位的

面前。同學們也表示擊鞋舞

不大好跳，因為一開始你得

將右腳後抬，並用你的左手

擊到鞋底，然後再換方向。

教舞的同學跳的這麼賣力，

為了就是讓大家對德國有更

深入的了解。(楊瓊文提供)

德裔型男大主廚

下午2:30，化雨堂前已排滿誇張的人龍，英文科公

演Ｑ大街在眾所矚目下，精彩開幕。貼近現實生活

的劇情安排，加上多元的唱腔，載歌載舞，除了演技更看歌喉，就是為了展現學生無窮的藝術

表演能力。（嚴清宏提供）                                           <詳情請見三版>

德擊鞋舞

Ellena老師教授如何烹煮西班牙海鮮飯。   (嚴清宏提供)

演戲烹飪樣樣精　主任說：他是我心目中的新好男人！

【記者盧幸娸報導】

由
西文系老師Ellena掌

廚的”西語系國家美

食廚房”今天大家做的私房

料理分別是paella(海鮮飯)

和ensalaba(涼拌沙拉)。活

動中Ellena老師是由西文講

解作法,再由西文系同學進

行翻譯的動作，

　大家都能了解每個步驟。

來參加的同學表示，這次的

菜色很豐富，口感也很不錯

，也可以藉此機會多學一道

特別的異國料理，

　真的很有趣！這次的負責

人狐狸也說：雖然事先準備

工作很繁瑣，須確保食材的

新鮮、但看來參加的同學如

此的投入，

　一切的辛苦也都值得了！

謝謝這次所有參與的同學及

工作人員。

西式廚房　鮮味十足

老師示範做料理(孫詩潔提供)

師極擅長烹飪，甚

至曾出過食譜，他

除了家鄉的奧地利

佳餚之外，還會烹

飪日本菜、義大利

菜等等。而今天，

Wolfgang老師要大

展身手，傳授同學

們幾樣奧地利簡單

佳餚，分別是維也

納炸豬排、炸馬鈴

薯、炸乳酪條以及

炸杏包菇，讓同學

們輕鬆學習且方便

烹煮。

　教室窗戶開始

飄出陣陣美食香

，許多路過的同學

們也都被香味吸引

前來觀看。德文系

張乃玉主任透露「

Wolfgang老師有二

大迷人的專長，一

是演戲，這次德文

系公演，他很用心

的改寫、改編並指

導演戲，是最大功

臣；二就是烹飪，

其中維納斯炸豬排

搭配酸黃瓜，十分

好吃。對我來說，

他是我心目中的新

好男人！」

　「因為想學習簡

單的歐洲點心，也

想知道和台灣菜有

什麼不同。剛剛吃

了炸杏包菇，一咬

下去就有香甜的汁

液流出來，好好吃

啊！」五專部英文

系陳淇漫興奮的描

述。參與完整個活

動後，德文系二技

四的黃詩婷表示「

之前Wolfgang老師

在課堂上就曾教過

烹飪，以為今天可

以跟著Wolfgang一

起做，好可惜！但

可以聽到老師介紹

食材跟步驟，還是

覺得很值得的囉！

」

　其實Wolfgang老

師也十分想學習台

灣佳餚，同學們不

妨與他相邀，在美

食上來個國際交流

吧！

【記者孫詩潔報導】

帥
氣 型 男 大 主 廚 ，

Wolfgang老師邀你一同

來下廚！活動在文藻週前就

開始進行報名，受廣大同學

的歡迎，報名人數在極短時

間內就已額滿。Wolfgang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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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柯郁馨報導】

三
姑六婆在現代意味著

女人嚼舌根，是負面

的意思；但其實三姑六婆卻

有著深遠的涵義。在古代「

三姑六婆」原本是指婦女從

事九種職業的總稱，只不過

被當時社會認為是不高尚，

有違社會禮俗。古代女子分

為足不出戶，另一種就是職

業婦女，但以前的職業婦女

卻不是那麼好當，除經濟上

要獨立外，還得能言善道才

能賺取報酬，這也是為什麼

三姑六婆給人搬弄是非的印

象。而三姑六婆的角色功能

有提供閨房女子資訊娛樂外

，還有閨房女性小額、特殊

交易及兩性之間的媒介人。

　最後老師提醒大家以後形

容三姑六婆時要想其背後意

義，畢竟當時的職業婦女無

法受教育，才會使人對此職

業產生扭曲。同時重新思考

所反應的時代背景，了解批

判的實質意義，才能一起為

美好的兩性關係努力。

補充：「三姑」是指尼姑、

道姑、卦姑；「六婆」是牙

婆、媒婆、師婆、虔婆、藥

婆、穩婆。

【記者林宜樺報導】

You have one life do 

something.”你是否想為

受苦難的人盡一份心力？國

企系藉文藻週的機會以「關

懷人文」主題，與世界展望

會聯合主辦飢餓三十體驗營

，三十個小時不進食固體食

物，響應飢餓三十人道救援

行動，把「人飢己飢」精神

引進校園，喚起大眾對世界

各地的飢餓、疾病，流離失

所者的關懷，發揮文藻「敬

天愛人」的精神。

　活動開始時，每個人必須

30小時體驗飢餓。世界展望

會的相關人員致詞：「如果

生活中拿掉飲食的部分，你

會有什麼感想？」他語重心

長地說：「大家都是一個很

好的平台，尤其在這個年紀

非常有行動力，這個世界要

改變，不是靠大人，是取決

於你們。」大家觀賞由展望

會提供的宣導影片，提到飢

餓三十人道救援行動有三個

理念：第一是「同理心」的

展現，第二是一種「生命的

體驗」，第三是「人道救援

的行動」，引發學生思索一

連串的問題，不發一語。

　隔天閉幕式，國企系主任

、營隊的副營長、會長、副

會長、系助等相關人員以及

參與飢餓三十的勇士，都上

台說些勉勵的話，主任再三

強調要愛惜生命，珍惜所擁

有的一切。其中一位同學

感性的說：「其實參加飢餓

三十比想像中的簡單，我們

還可以喝一些流質的東西充

飢，但非洲那些窮困的人或

許連水也沒辦法喝，所以我

們應該要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記者葉羽芹報導】

越
南就在東南亞地區，太

平洋的西岸，西南邊是

柬埔寨，東邊是東海（南海

），北方是中國大陸。此項

活動是想讓大家認識農村和

越南人，老師從地理環境介

紹到文化特色、建築、越南

農村人民的個性，經過老師

詳細地解釋，讓原本不熟悉

越南的同學都豁然開朗。

　越南住家周邊圍繞的城牆

不是磚塊砌成，而是由河流

環繞或是竹林遮蔽，河流還

可以提供農業灌溉；竹林不

僅可以遮陽，亦可以抵擋強

風或是外敵侵略。越南的建

築特殊，人民熱情和善，在

溝通上鄰與鄰之間沒有距離

，互相幫忙互相照顧是常有

的事。有時間的話，歡迎大

家多到越南走走，相信那裡

的居民和美麗的自然風景一

定能讓你耳目一新。

愛心不落人後 你我相約飢餓飢餓30

「飢餓30」會場，參與學生發揮愛心，共襄盛舉。

                                         (林宜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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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范又蘐報導】

充
滿熱帶風情的泰國，距

離台灣不到一天的航程

，然而你對它的了解嗎？在

10月23日的異國風情系列講

座裡，美麗的Tongta老師將

從泰國的傳統舞蹈及美麗的

景點出發，帶大家好好認識

這個國家。而你對泰國的印

象又是什麼？「人妖秀？騎

大象？」我們對於泰國的第

一印象和偏見，Tongta老師

也會一一解釋和補充。

在這兩個小時的時間裡，包

準讓你顛覆對泰國的傳統印

象。有點心動了嗎？星期五

的10點到12點在E208，跟我

們一起漫遊泰國吧！

(上)令人垂涎三尺的泰國美食，既精緻又色彩鮮豔。

(左)熱情泰國文化中的節慶活動，與大象一起在水中玩樂。              (Tongta老師提供)

泰國驚奇 謎樣彩色文化

正面？
負面？

時代背景差異 造就不同意涵

三姑
六婆

越南觀光勝地-夏龍灣美麗的景色。                     

                                         (鄭國瑞提供)

一探「農」情越南
越南建築特殊 農民純樸、和善、好客

世界遺產「夏龍灣」 海上桂林景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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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佩穎 陳奕卉採訪】

你
找到你的使命了嗎？英

文科第40屆畢業公演「

Q大街」10月22日在滿場觀眾

的鼓掌聲中圓滿落幕。「Q大

街」一劇是改編自百老匯同

名歌舞劇而成，內容敘述剛

拿到一只副學士文憑的普林

斯頓，總思考著自己能做些

什麼？對於未來他是迷惑的

，一日，他來到了Q大街，遇

見一群生活過不去、有著不

同背景、不同煩惱的居民，

隨著時間的淬煉之下，他們

的問題皆迎刃而解，是一齣

值得省思的勵志歌舞劇。

　當初決定選擇演出Q大街，

是因為劇裡所發生的問題與

現實人生所要經歷的問題相

似，如此貼近生活的橋段，

演出後才能更扣人心弦、引

起共鳴。但Q大街的產生可不

簡單，同名原創Q大街的作者

Jeff  Whitty 還健在，為了

不觸犯智慧財產權，英文科

同學拜訪了律師，律師說這

是非營利事業、無資薪，又

是教學所需要，所以可以放

心演出，大家才得以欣賞到

這齣有別於以往英文科上文

學性質較多的深富哲理劇情

，取而代之有喜感的歌舞劇

。 

　由於是演出歌舞劇的關係

，選角方式當然大不相同，

第一關所要考驗的，當然就

是歌唱，歌喉不好，理所當

然不能勝任演員，第二關看

的才是演技，歷經兩道關卡

，每個角色才出現呢！在選

角外，其他的環節也出現了

一些問題，編劇許宏豪及黃

琦文表示，劇本改編並不容

易，除了要把原劇本髒話部

分修改掉，劇裡的一場激情

戲所呈現的角度、手法，也

備受學校與老師的關注；舞

台總監朱維婷及張慈倫表示

，今年的舞台設計也和往年

不同，舞台由低至高的設計

，是為了讓畫面更有層次，

也為了給後面觀眾福利，但

相對的，製作困難度就會提

高；行政總監張瑜芳及陳仲

寧表示，英文為主流語言，

人人都不陌生，英文科系又

是大系，配票的問題始終無

法盡善盡美，但是她們盡量

做到最好。另外，歌唱技巧

方面也備受考驗，因為英文

科女生較多，女扮男裝的演

員唱歌時就得低八度，為此

，音樂總監特別商請三位音

樂老師來教導演員。

　飾演過氣黑人童星蓋瑞柯

曼的林宜靜表示，這個角色

有別於以往她演過的人物，

她認為比較難揣摩的部份是

，黑人的口音及肢體，節奏

好、律動大，唱歌要非常的

R&B才能傳達出黑人的靈魂，

對她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挑戰

，上網搜集相關影集及聽黑

人唱歌是她必做的功課，尤

其是看「夢幻女郎」對她有

很大的幫助；另外飾演同性

戀洛德的鍾文濱表示，此角

吸引他的地方是心思細膩的

個性，跟他本身的個性有相

似之處，比較容易感受，也

較好揣摩，對於內心掙扎是

否要出櫃的部份，這是台詞

看不到的，導演會給情境幫

助他融入角色，在還沒進入

台詞之前，演員就要把自己

置身在那個情境上，比較能

夠融入劇情，更能夠打動觀

眾的心，其中他覺得最感動

他的一句台詞是「為什麼身

邊都沒有一個人讓他覺得自

己是特別的、有價值的人，

用我愛他的方式來回報我」

觸碰人心，說出很多人的心

聲。

　英文科公演團隊想要傳達

給觀眾的訊息是：當我們看

見我們一部分的人生正在上

演，你是否停下來思考過這

些在你人生也同樣面臨的問

題，例如同性戀、種族歧視(

怪獸)、尋找人生的目標、畢

業即失業、金融風暴、對大

學生活的懷念、逃避現實等

。就像歌舞劇中的歌曲所傳

達的，很多事情只有一線之

隔（There's a Fine, Fine 

Line），重要的是活在當下

（For Now）。

（以上照片由嚴清宏提供）

喜感十足 唱出美好人生
英文科第40屆畢業公演    載歌載舞 表現出活在當下的重要

【記者柯郁馨報導】

你
對於墨西哥的第一印象

是什麼？「牛仔？墨西

哥捲餅？還是炎熱的沙漠？

」　星期五早上９點到１１

點於W008，吳老師將會帶你

進入熱情的墨西哥文化。

　墨西哥形狀像個牛角，與

美國、瓜地馬拉相鄰，東面

墨西哥灣，西鄰太平洋，這

也成了溝通南北的重要通道

，墨西哥到目前為止是最多

人講西班牙文的國家，也是

拉丁美洲第二人口大國。

　墨西哥文化有許多特色，

除了紡織品、樹皮畫、竹編

品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

是讓人垂涎三尺的墨西哥美

食，墨西哥美食十分多樣化

，有非常多的香料或喜歡長

時間燉肉。

　與中國文化最大的不同在

於墨西哥有死人節，你一定

想不到怎麼慶祝死人節。不

管是要遊學墨西哥還旅遊，

這場講座絕對讓你大開眼界

。 (圖片截自演講老師ＰＰＴ)

熱情墨西哥等你來了解



【記者楊瓊文報導】

鄭國瑞老師於禮拜五的九點

至十一點在W005教室舉行，

中國文化展演:書法專題-書

體及書法作品傳統形制認識

，鄭老師將為各位介紹書法

的古今，以及各種書體所表

現的特定寫法，當然還有介

紹書法名人的個人風格，書

法除了以常見的對聯的方式

呈現之外，還可以以扇形及

各種意想之外的形式出現。

欲想體驗這趟書法之旅，唯

有準時親臨現場，才能感受

這中國傳統藝術的意境美感

。

法文科第四十屆畢業公演「插曲」劇照。　　　　　　　　

　　　　　　　　　　　　　　　  （法文系公演團隊提供)

【記者楊佩穎陳奕卉報導】

唯
美的三角關係，幽默不

失真，人生必看的一段

插曲。　

　法文科第四十屆畢業公演

「插曲」 將於98年10月23在

化雨堂揭開序幕，午場的時

間為14:30-16:30，晚場的時

間為19:00-21:00，行政總監

沈奕君及王歆梅表示，沒有

拿到票的觀眾還是進得來，

現場有保留許多座位，懇請

觀眾多多支持。

　從一年級看完學長姐的畢

業公演，大家就開始對畢業

公演構想一幅夢想藍圖，所

以這次對公演的籌劃格外用

心，舞台總監周奕廷及何雅

琴表示，此次公演道具組做

得很用心，還有別科的同學

來請教他們，另外，在服裝

安排上也特別有巧思，必須

顧慮到是否與時代背景衝突

；A班導演楊雯惠讚許說：「

劇本的台詞有很多都是平常

不會用到的字，對演員們來

講都是非常艱澀的字，但他

們都能很快將稿背起來，準

備充份，對自己的飾演的角

色也很有想法」；飾演男主

角的李祐賢表示，因為劇本

的內容涵意較深，怕觀眾無

法直接了解，儘可能把角色

表現得鮮明，演法上更為生

動；飾演女主角的茆芯瑜補

充說：「演員們若不將自己

發揮到淋漓盡致就不會放過

自己，為了就是要呈現最完

美的一面給觀眾。」

　在戲劇開演時運用特別的

手法處理，前情提要的部份

會用一段回溯的黑白小短片

呈現，B班導演劉雅筑表示，

她從國中就有想當導演的夢

想，此次公演能夠掌鏡更是

精益求精，不容任何環節疏

失；行政總監沈奕君及王歆

梅特別推薦，美宣組將海報

做得很有質感，週邊商品也

費了很多心力去做，到時希

望現場的觀眾能多多捧場支

持。

　「插曲」導演是由已有多

次豐富導戲經驗的楊雯惠同

學及想法新穎、點子很多的

劉雅筑同學擔任，加上充滿

熱情與活力的法文科公演劇

組，這一群懷抱憧憬的學生

為您譜出一段美麗的插曲，

集合五年努力下來的成果表

現在這兩小時上，見證美夢

成真的時刻，需要你們給予

肯定與支持。

2009.10.23 (五)

責任編輯：楊孟晴

唯美三角 用法文譜出「插曲」
【記者楊群薇報導】

文
藻週的最後一天，由

文藻外語學院師資培

育中心所舉辦的「制勝先

師：我適合當老師嗎？」

檢視自己是否適合擔任教

師，想知道自己是否擁有

這種人格特質或是能力嗎

？活動將在行政大樓Ａ３

０２教室，上五十一點至

十二點舉行。

　此項活動將邀請至國立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吳思達主任來做專

業的分析與演講，如果對

於教師這分工作有興趣及

熱忱的同學，吳主任將為

你指點迷津。

　參加方式需至師培中心

報名，只有三十位名額，

全程參與者可以獲得文藻

週點數兩點喔！

制勝先師

【文‧楊孟晴】

昨
天事，今日登。想知

道每天熱騰騰出現在

你手上的文藻特刊怎麼出

生的？

　文藻特刊是由應華系系

報團所製作而成。每天早

上記者群們四處採訪，想

盡辦法搶在下午四點前將

稿件送到編輯中心，再由

編輯群經過排版、下標題

、美編後傳至印刷廠，隔

天早上整理分堆，最後才

送到大家的手上。

　以往一個月一次的系報

要改成一天發一刊，對團

隊而言，真的是很大的壓

力；然而體驗專業編報情

境一直是我們很想達到的

目標，趁著文藻週，我們

決定挑戰自己的極限。

　五天過後，我們做到了

，感謝辛苦的工作人員，

林宜樺、楊瓊文、王筱晴

、楊群薇、黃嘉敏、于孟

潔、陳奕卉、楊佩穎、柯

郁馨、鍾菀芸、孫詩潔、

葉羽芹、顏彙娟、范又蘐

、林書妤、詹筱帆、陳依

華、胡茵茜、楊孟晴、盧

幸娸，沒有你們，系報不

會這麼成功。

　特別感謝教發中心的嚴

清宏老師，提供我們無數

精美的照片，使系報更加

活潑。指導老師們，拋家

棄子的陪伴我們。最後，

謝謝所有閱讀這次文藻特

刊的讀者，感恩您！

感謝

【記者葉羽芹報導】

今
年文藻週日文系所主辦的「Cosplay」，活動的地點

是明園前草皮，時間早上9點３０分至中午12點，歡

迎同學們踴躍參加，一起去看看他們精采的Cosplay！錯過

這次，再等兩年！

【記者于孟潔報導】

想
打扮成和服美少女嗎？

那就來和服體驗營吧！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九點半到

十二點在日文系資源教室（

明園２樓）參加此活動只要

１００元就可以拍下美美的

照片唷，且四人同行一人免

費！趕快來穿上此生的第一

件和服吧！

Cosplay V.S. 和服美女

鄭
國
瑞
老
師
將
為
各
位
介
紹
書
體
及
書
法
作
品
傳
統
形
制
認
識
。

                                          (

楊
瓊
文
提
供)

國瑞寫字 飄逸瀟灑

(于孟潔提供)

配合黑白小短片以及服裝的巧思 法文公演蓄勢待發


	23一版.pdf
	23日2版.pdf
	_3版.pdf
	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