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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立中山大學國際事務處、中山歐盟中心主辦，僑生聯誼會承辦的國際文化嘉年華，讓來
自世界各地的僑外學生藉此機會，以美食或文化表演推廣各個國家的文化，包括臺歐歌唱、印度
彩繪體驗、異國美食展售、傳統服裝走秀和國際文化表演。國際文化嘉年華2014年5月6日至8日於
菩提樹下舉辦，不僅獲得了校方的大力支持與讚賞，學生也趁午休時段前來共襄盛舉。

　　國際文化嘉年華由馬來西亞僑生甘忠禾帶領的二十四節令鼓表演
——「醉鼓」掀開序幕。節令鼓是馬來西亞的文化遺產，在鼓聲響徹
校園的那一刻，現場的觀眾都把目光聚集到舞臺了。不只是校內的社
團參與演出，也有校外的同學來到中山大學參與表演。高雄應用科技

大學、高雄醫學大學還有文藻外語大學的同學分別呈現了中東肚皮舞、馬來西亞民族舞和德國
擊鞋舞。接下來是國際文化嘉年華最受矚目的文化巡禮——各國傳統服裝走秀，讓本地學生有
機會參與表演，身穿各國傳統服裝的同學風采動人，自信地在舞臺上展現民族特色的服飾。展
出的傳統服裝有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西班牙、厄瓜多爾等25個地區的服飾。而在舞臺前方
有各國美食攤位的展售，今年更是超過14個的國家地區參與其中呢。除了美食攤位，社管長廊
還有義守大學及高雄大學的美食攤位及歐風精品小鋪。另外，在菩提樹下有同學提供印度彩繪
體驗，是國際文化嘉年華詢問度很高的活動！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 
書香獎獲獎僑生名單

中文一　馬來西亞 陳秋妤
中文二　馬來西亞 黃瑋涵
音樂一　印　　尼 鍾心欣
應數一　馬來西亞 林暐詒
機電一　馬來西亞 周勇康
資管三　馬來西亞 簡志樺

僑委會學行優良畢業僑生獎學金 獲獎名單

中文四　香　　港 曾嘉敏
外文四　南　　非 董宗霖
音樂四　馬來西亞 陳馨念
電機四　印　　尼 李佳業

註：大學期間七學期學業平均80分以上，
僑委會將頒發學行優良畢業僑生獎學金及獎狀，

獎狀將於僑聯送舊晚會中頒發。

榮譽榜恭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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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三天的國際文化嘉年華圓滿落幕，小編在此為大家整
理出令人垂涎的美食特輯，這些料理都是中山大學的僑外
生為大家準備的噢！品嚐過異國美食的僑寶們，最喜歡哪
一國的料理呢？

１.　中國大陸四川麻辣鍋，搭配濃郁香醇的特製醃料
下廚，有著令人齒頰留香的好滋味。

２.　港澳同學會為大家帶來的家鄉味：
２.１　以可樂調味的雞翅，酥脆的外皮帶有可樂的甜
味，同樣是雞翅卻觸動不同的味蕾，味道一級棒。
２.２　XO醬撈面，搭配可樂雞翅當午餐是一般民眾津
津樂道的美食之一。
２.３　「港式西多士」是當地傳統的風味美食，吐司
抹上花生醬作夾心，再沾裹蛋液放入油鍋裡煎炸，趁
熱抹上奶油，再淋上煉乳，簡直是人間美味。搭配香
滑順口的絲襪奶茶，是下午茶的最佳選擇。

３.　馬來西亞的黃薑雞便當，主要以香料醃製雞肉後
，再將雞肉以椰浆、香茅、巴拉煎和咖哩叶翻炒及燜
煮，香氣逼人，路過的食客都要探頭看個究竟。开胃
又下饭的黃薑雞是不能錯過的東南亞傳統美食。

４.　泰國的料理分別以甜、辣、香味聞名，本校泰國
學生精心炮製了一些特色料理，讓來自不同國家的同
學共享美食。
４.１　泰式打拋肉飯，酸酸又帶點辣的特製肉碎醬料
，搭配簡單的煎蛋，適合與飯一起享用。
４.２　芒果糯米，香滑的糯米跟清甜芒果香神奇的結
合，是消暑的泰式甜點之一。
４.３　泰式玉米粒，甜中帶有自然的酥脆爽口，適合
男女老幼。
４.４　泰國的特色奶茶，有紅、橘、綠，三種口味，
是一般在外面喝不到的純正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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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印度主打Dosa煎餅，酥脆的餅皮配上印度的優酪
乳，煎餅採用現場製作，口味獨特。

６.　日本攤位熱賣大阪燒。蔬菜餅皮加上美奶滋、柴魚
、紫菜。熱騰騰的大阪燒贏得全校學生排隊搶購。

７.印尼攤位所買的主食是外層帶點鍋巴的焦脆泡麵煎餅
。泡麵煎餅的精髓在於搭配的醬料，有原味、印尼甜醬
、辣味可以選擇；口味咸中帶甜，適合喜歡以香料佐味
的人品嚐。

８.　Sangria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常見的調酒，以當季新
鮮水果、紅酒、白蘭地調成，口感清爽，微酸。照片上
看到的為本校澳門僑生調製，味道不輸高級餐廳。

９.　斯洛伐克小吃：
９.１　香草巧克力布丁，甜而不膩，喜好甜食的你千萬
不可錯過！
９.２　Langos炸餅，搭配蒜、番茄醬或起司條，三種
口味各有千秋，炸餅的味道瞬間昇華。

10.　西班牙小吃：
10.1　臘腸夾餅，咬下餅皮的聲音刷刷清脆，內陷是滿
滿的蔬菜、番茄、雞肉、特製醃料，爽口清甜。
10.2　西班牙焦糖布丁是用鮮奶做成，搭配新鮮水果，
自然甜味混合奶香在口中融化，簡直是甜點界一大享受
。

11.　烏克蘭及俄羅斯的外籍生帶來不一樣的傳統美食：
＞最左邊的是薄鬆餅，可搭配巧克力醬、蜂蜜、果醬。
＞中間的俄羅斯派，外層裹了糖衣，類似小甜甜圈。
＞右邊的馬鈴薯派，甜而不膩，馬鈴薯和起司果然是最
佳搭檔，結合得天衣無縫。

文 / 王暉媚 中文三
排版 / 盧姵伊 中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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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曉彤 化學三
排版 / 盧姵伊 中文二

 五月的結尾，是一個充滿笑聲與淚水的分號。

 五月三十一晚，是僑聯一年一度的送舊晚會。今年主題是「Past Tenses」，大家配合主題以70-80年代的
服飾裝扮出席本年度的晚會，有別於以往的時尚打扮，僑生們別出心裁的復古裝扮，實在令人耳目一新。 

 晚會的開始，是學弟妹夾道歡迎畢業生進場。隨後由僑聯的大家長─慧清學姐為我們致辭，一字一言相信
都已經烙在畢業生們的心中。接着是由學弟妹演出一齣話劇，講述男主角在大學中追求一位女生，卻在畢業後沒
有再聯絡，心有遺憾之際，大學同學通知他，將要舉辦一場同學會，男主角得知心儀的女生也會出席，便精心打
扮出席，到場卻發現當年的少女如今竟變了調。結局引得全場大笑，男主角在劇尾寄語畢業生在畢業後仍要常連
絡、常見面，獲得全場的掌聲！

 帥氣的男舞、女舞，還有特地為畢業生改編的《今年夏天》，抒情演唱更帶動全場感性的氣氛。然後由大
三帶領一班學弟妹，以《難兄難弟》的主題曲，搭配着復古的舞步，這是一個配合主題的表演！學弟妹更一度邀
請畢業生們上台一起跳舞，台上台下皆是歡笑聲。席間，大會播出來自海外親朋好友祝福的影片，當中家人朋友
們的一聲一話，一顰一笑，是不是都引起了畢業生心中的思念呢？這一刻大家都是感性的。這些年，我們獨自在
外生活，回家時別忘了給他們一個溫暖的擁抱。

刊號：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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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大家都以為表演結束時，沒想到大四的學長姐們竟然上台，為我們表演了一齣以現場表演搭配影片的短
劇，目的是為了讓一眾學弟妹明白到大學四學分(愛情、學業、社團、工讀)的重要性。這個演出讓我們知道了大學
生活裡，是有很多的事件是值得去探索的，而送舊不僅是學弟妹給予學長姐的禮物，也可以是一個畢業生傳承經驗
的機會。全體畢業生上台獻唱《Baby Song》，唱出了他們想說的話、想表達的心情。

 已畢業的學長姐及各年級的學弟妹，都紛紛上台發表感言，發表着對應屆畢業生的期望以及不捨。最後，
所有的學弟妹都上台，唱出一首《今年夏天》，台下的畢業生聽着聽着也哭了。這是感動的淚、是回憶的淚、是不
捨的淚。

 這一夜，是溫暖的、是感動的、更是值得回味的。

 畢業是一個分號，但它分不開你我之間的回憶。
 
 珍重，再見。

刊號：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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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之

僑聯長青樹--江曉輝學長

爲什麽當初會選擇唸中文系？

對中文系的迷思？

學長研究領域與目標以哪方面為主？

學長的學習過程是如何？

從大學升上碩士班，爲什麽還會選擇中山？

答：中學時自己對科學比較感興趣，但數學不好
，因此沒辦法考上理科班。另外在自己的興趣當
中，比較能發揮的只有中文，加上小時候愛看書
及平常有在創作的習慣，因此便選擇中文系。

答：部分高中生及大學生都對中文系存在迷思和
誤解，以為中文系要學的是現代詩創作、散文創
作、小說創作……現代派路線的創作；其實中文
系的入門課就是要讀古文、小學。中文系是需要
紮實基礎的學科，需要背、要記，不常有創作機
會，徵文比賽的時候才需要創作。

答：我主要以研究詩詞為主，中國文學中作者的
思想、時代背景與文本密不可分。我比較擅長從
文本當中去看背後的思想、文化。至於個人目標
就是出版作品集，但要看有沒有課餘的時間創作
，能不能累積到足夠的作品來決定出版與否。

答：首先是因為中山有很多工讀機會，可以應付
自給自足的。如果是到北部唸研究所，那邊物價
比較高，工作也比較繁雜，另外還要重新適應環
境、適應新的運作方式。

答：首先要設訂自己的目標，如果確定會升研究
所，就得先把研究所會接觸科目大約弄懂、找到
自己有興趣的領域，在大學四年專攻這個方向，
例如小學、思想、文學……把當中重要的著作好
好讀過一遍，再挑一兩個人的作品來專研，實踐
「學術有專精」。我個人的話比較隨性，沒有很
深入做研究，只是泛泛學習而已，在基礎沒有非
常好的狀態下，幸好個人興趣較廣，會去聽其他
科目的課，知識廣，比較能夠融會貫通。

·香港籍僑生，2014中文碩畢
·喜歡創作、愛旅遊，照顧小動物

研究所與大學部的最大差異是什麼？

答：對中文系而言，大學比較屬於「全人教育」
，要求學生對不同的學問有初步概括的了解：培
養公民素質、開闊視野，做基礎的學術的培養。
研究所則是要專精一個領域或是一個題目，而且
要懂得做學問的研究方法。尋找研究方法其實就
是在訓練個人思考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還有邏
輯思維。研究生算是初步的學者，做研究首先要
自己去挖掘喜歡的題目，然後蒐集資料，是讓自
己學習獨立的階段。

答：中文系大學畢業出路不多，沒有特別的技能
、專常，只能當老師、公務員。中文系有個很奇
怪的地方，就是你越念，就會發現自己懂得越少
，像漩渦一樣；大學時期知道漩渦是什麼，當唸
了研究所會發現，「哇！原來這個漩渦是這麼深
」你會發現不知不覺被他吸進去，發現知識是無
窮無盡的，你會想尋找一個安身立命之所，中國
人所謂的『道』，這是和其他科系不同的地方。

為什麽想要唸博士班？

文、排版 / 王暉媚 中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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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中山學弟妹的勉勵和鼓勵。

中文人的優勢？

將來畢業打算留在臺灣嗎？

唸文科的前景？

文、排版 / 王暉媚 中文三

答：我覺得我文字的運用
算是比較好的，我就喜歡
看書，而且看書要懂得看
什麽書，書看對了，文筆
才能好，文筆練好後，優勢就出來了。除了文學
類的知識之外，我對其他領域，如思想、民俗、
宗教、神話、藝術等也有興趣，正好可以把它們
打通。唸書好比是一個房間，如果你的房間這麼
小，那麼就會侷限在這個地方，但如果你有多幾
把鑰匙，就可以把其他房間開通把牆拆掉，懂得
領域越多，發展的空間越大。

答：看機會吧，我一直秉持隨緣
的心態，當下活得開心這就可
以了。比較明確的方向的話，
就是唸完博班就出來教書了
吧，至於在臺灣或是在香
港，還是得看機會。

有一次在文學院下課等待公車時遇見曉輝學長
，他一如往常照顧文院三寶“皮皮、胖弟、喬
妹＂。記得不久前，學長曾為管院守護犬長時
間關在狗籠里，寫信給管理負責人希望有更好
照顧狗狗的方式。小編想大學生不僅是會唸書
，關懷社會、關心周遭，也是我們一直在學習
的課題吧。

答：臺灣和香港相比之下，臺灣文創環境算是比
較好的。文科生在以前的香港出路比較多，可以
當編輯、編劇，但是現在分科越來越細的情況之
下，念中文系基本上只可以當老師吧。臺灣的人
文環境比較多元化，有很多文創事業、書局、其
他相關的行業輔助學術，所以出路上比香港或是
馬來西亞都算是比較好的。但有一個問題就是現
在很多學校都有中文系、研究所，這時就要去評
估看自己要以什麽條件去跟別人競爭。在這個時
代，除了唸書之外，比賽、優秀的表現、特殊的
貢獻，都是非常需要的，否則一般的大學畢業，
也沒有什麽特別跟優勢跟別人競爭。

不要侷限在“中文系＂，沉浸在文學裡面會不管
時事。現在很多中文系的學生少了古代的知行合
一，對很多事不太關心、自恃過高，其實在現代
社會中文系只是一個普通科目而已，其他科目也
要接觸，大學四年裡面至少要找到喜歡的事物。

採訪後記

刊號：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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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你的距離究竟有多遠呢？
我從沒有算過，但就在你離開後，
才發現「距離」令人無法承受。

我努力地將情緒埋藏，
它卻隨著呼吸、隨著腳步、隨著聲音，
反覆出現。
情緒那麼的重，重到動也沒法動，
但身體卻又很輕，輕得只剩下情緒。
 
我每天都在生活，每天都會遇到很多人，
卻都過著互不交接的生活。
我也只好如此，選擇對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
我只想自己一個，不要有任何情緒的波動。

傷口隨著時間而變淺了，我以為自己沒事了。
直到有那麼一天，看見你所寫的字，
才發現，原來我活在深深地痛苦中。

我的心凋零下去，但外面一片蒼綠。

距離
圖、文 / 黃光英 劇藝一

僑生園地

　　回憶是不斷創造和回味的歷史。我們每日都經歷
著不同的事，但所記得絕對不多，因此回憶通常是美
好的、難忘的，甚至會不斷回想，而表情還是滿面笑
容。

　　人生總會遇上不同的人和事，每天都充滿悲喜交
集，我不自覺喜歡把快樂的回憶深深記下來，如刻骨
銘心一般，每每想起，又如同再次經歷，難以忘懷。 
在成長過程，痛苦的感覺必然會越加強烈，隨著慾望
的增加，社會家人給予的壓力，迫使自己在短期內成
長，回憶就容易成為避風塘，不愉快的事增加，更加
沉迷過去的快樂回憶中，這樣不敢面對現實，受到過
去的束縛，漸漸失去勇氣面對複雜多變的未來。我只
能慢慢面對殘酷的現實，回憶成為一時的解藥，可以
暫時忘記你現在的困局，不能帶領你突破重圍，因此
必需堅強起來，足以對抗外界的內心。

　　回憶的時間越多，證明現在的人生空有一段青春
而不懂珍惜，最後慢慢流失，到老時只添傷悲。因此
回憶當然可以回味，但也可以記著當下的每刻都是創
造回憶的時間，只要你不甘庸庸碌碌，任何事比別人
想得更多更遠，絕不隨波逐流，並全心成為自己心中
的那種人和實現自己的夢想，過程中已能創造無人可
取代的珍貴回憶。 我現在空談回憶也只是玩樂的畫
面，沒有太大的意義，還是努力實現夢想，完成自己
的期許，將來再談回憶也不遲。

回憶
文 / 趙潤澤 中文四

攝影作品：
「惜」-「心昔」-「心繫於昔」 

惟有失去了、過去了， 
內心才懂得重視。 
這是我對文字的另一種解讀。 

圖、文 / 楊曉彤 化學三

排版 / 許穎紋 劇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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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江仙．中山大學 
裡外中山多異客，門內路窄人稠。
適逢白浪裂岩溝，水花四濺，濺起葉黃秋。 
若問青衣何逸處，清園路上無憂。
長提落日夢悠悠，花前茶醉，遙看返航舟。 

感時十四首

近年來海峽兩岸三地，政局山雨欲來，
晦暗不明，公民意識日趨抬頭，
政府亦日趨高壓，正是多事之秋，
民心思變.有感於此，故效龔定盦
《己亥雜詩》感時之作，
草成感時十四首，議論時政。

其一
巽木焦燎紫電低，傾城寶氣變雲泥。
夜沉誰懼呼晴日，風雨聲中斬曙雞。
案：憤言論自由之受壓

其二
憂憤群邪損道根，自由民主兩崑崙。
誰能劫外觀風火，故地陰秋慟客魂。
案：恥鄉愿順民之袖手

其三
玉闕星樓滿積埃，漢家門戶黯然開。
二千年後天南劫，更請金人哭一回。
案：哀百年香城之易主

其四
微名私利逐秋毫，蝸角猶爭境界高。
不識諸侯天子劍，三千莽士說雄豪。
案：譏政棍黨派之內訌

其五
天魔奪舍痛離魂，北雪風狂日已昏。
禿筆猶堪沾血汗，憤書名姓豎靈旛。
案：揚本土意識之大幟

其六
巨網香鉤已四圍，南溟北海待風飛。
鯤鯨性命淵波裡，赤地荒灘未是歸。
案：憂寶島去向之存危

文 / 江曉輝 中文碩
其七
老去媧皇或有時，石龜淪海走龍獅。
四維兵火紛傾折，一柱東南勢不支。
案：歎會運氣數之有定

其八
邁漢追唐論益奇，文明法度尚無知。
同光天福狂愚後，猶有千秋一夢癡。
案：笑大國崛起之無知

其九
憑誰洗鏡照乾坤，敷粉描皮假作真。
神鬼於今常不二，最難童丱學成人。
案：斥傳播媒體之失責

其十
詹詹炎炎各巍巍，幾許沙鷗未識機。
大道如何淪黨見，撫膺惟問是和非。
案：破盲從黨見之迷昧

其十一
靈根寶樹日淪夷，百載風霜賸兩枝。
飄零墜緒頻無計，留存花果待後期。
案：痛中華文化之飄零

其十二
客星頻犯紫微城，草莽墳頭起怨聲。
金屋瑤樓傾又立，北望長夜暗廉貞。
案：待草莽龍蛇之將起

其十三
惡路窮途性越真，傳車赴義為斯民。
陰房難錮英雄氣，喚起披肝瀝膽人。
案：感仁人志士之陷獄

其十四
謊言滿紙復雌黃，槐穴承平夢未長。
暗室醒來危一髮，枕邊猶見鬼成倀。
案：歎一國兩制之被毀

--以上作品，文責自負

綠島春遊 
遊春路上青牛山，枝發紅開處處攀。 
醉雨幹斜雲鬟濕，此時相顧萬里間。 

青玉案 
西灣對面淇津相，渡輪去，空思量。
白水平池聲色響。倚欄人笑，雀棲干上，泛起斜陽浪。 
輕雲落日觀潮漲，新月天邊漫稠悵，且看高雄燈火亮。
天猶憐我，高堂無羔，不懼秋寒壯。 

排版 / 許穎紋 劇藝三

詩三首 文 / 吳國棟 中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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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奇勝
社會系大三 泰國僑生 
FB：Danai Qi Sheng
交換校：
哈爾濱工業大學

哈爾濱交換“趣”

 交換前兩年，在某活動因緣下認識了從
哈工大來的交換學生，一開始對哈爾濱沒什麼
印象，但越多的交流發現哈爾濱是多浪漫及多
元風采的異地。
 一年有6個多月都在下雪，在地球北緯
50度左右，上北是俄羅斯，東南方是北韓，西
方是蒙古，後來自己也做了點功課發現哈爾濱
市很多建築都有百年歷史，還保留完整的歐式
建築。1-3月有世界最知名的冰雕世界；週末
可以到附近的旅遊聖地，如：夢幻雪國的雪鄉
、中-朝山脈的長白山天池、地下冰河的五大
連池、內蒙古大草原等等。
 無論地理或歷史對於來自南國的我都是
最好奇又充滿想像的夢幻世界，但是最大動力
是知道哈爾濱工業大學可接受台灣的外籍學生
，因此下定決心下學期當哈工大的交換學生，
體驗零下30的國度。

動機？凍機？！ 小檔案

交換心得
 記得高中老師曾經留一句話「苦讀千年書，不如走萬里路；若只走萬里不讀千書就只是個遊民
」老師很鼓勵我們走出去，去學習不同知識、去體驗不同環境，但無論走到哪裡都不要忘記學習，因
為只有學習才會不斷成長。
 四個月的交換感想是 「認識來自不同國籍的人越長見識，認識越多不同想法的人越長知識」。

交換有感
冬天 開始候這裡還冰天雪花，寒冷又陌生的地方
春天 數月后這裡是春花盛開，溫馨又短暫的地方
夏天 回憶後這裡已夕陽西下，擁抱及告別的地方

一個學期、兩個國家、三個季節、四個月旬、無盡的可能 鶴--起飛的瞬間

排版 / 許穎紋 劇藝三
圖、文 / 何奇勝 社會三

WHY？

當交換生最喜歡的一句話：
學習做一個外交官，做一個代表本國本校的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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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換期間最令人敬佩的是
大陸學生學習的態度，以前聽說大
陸學生多勤勞多認真，在此親眼見
證了那不是傳說。一天平均10個小
時以上的上課加自習，除了午休和
晚餐外學生自動找空閒的教室自習
。以交換學生過去的我只敢修本地
生三分之一的課，其餘的時間都是
與其他國籍的交換學生交流；與韓
國學生學習韓文；與同梯台灣同學
外出挑戰東北美食；與本地學生玩
新遊戲；與教會裡來自歐美及非洲
的契友分享主恩。

 由於大陸的購物方便性，價
錢也實在太誘惑了；但也經常討論
到底買回來的物品是真貨還是山寨
，因為有些貨實在便宜到難以置信
。哈爾濱進入夏天晝比較長夜比較
短，早上三點多天就亮了6點大街
小巷就開始熱鬧，晚上七點多才進
入夜晚8點，就停止一天的活動。
習慣吃宵夜的我們這時選擇性特別
少。東北因地大人少，所以假日到
附近旅遊交通都特別遙遠，5個小
時可以到達的景點已算是最近的選
擇了，大陸的熱門景點確實值得一
去、獨一無二的奇蹟。

**更多交流期間的精彩照片，可查本人的臉書相冊。

功夫之都

三月的雪

松花江上芭蕾舞

北國北緯50°與時空談情...

 交換生活，台灣三年與大陸三個月生活
的感受滿滿，雖然同樣的國語但生活上還是會
有語言障礙。當地人聽到口音不一樣時就會問
說你是不是南方來的，然後很好奇的問起南北
氣候、食物等差異適應問題，因為問題重複性
太高，所以大概第N個遇到類似問題時就主動
的回答「對啊，就在廣州附近」其實我家在廣
州的更南方。

排版 / 許穎紋 劇藝三
圖、文 / 何奇勝 社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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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劇——史瑞克 Shrek：愛與和平的故事
Shrek 源自於德語“Schreck＂，意思是“害怕、恐懼＂ 

史瑞克爲了解救被王子驅逐出境的童話故事人
物，史瑞克答應救出受困於塔里的菲奧娜公主
，並與法瓜王子結婚。史瑞克跟一隻古靈精怪
的驢子一同去救公主，菲奧娜公主受了詛咒，
每當夜晚降臨，她將化身為綠色怪物，直到天
亮才能恢復原樣。國王和王后把公主鎖在高塔
里，讓一頭巨龍在外面保護公主，等待白馬王
子的出現，並以深情一吻化解詛咒。

欣賞完《史瑞克》舞臺劇，體悟到眾人容易
受人事物以及別人的眼光隨之起舞，在自己
狹隘的眼光中以美為美，而劇中卻突顯出「
以丑為美」的概念，不應以一般世俗眼光審
視這世間任何下為他們設下定義。另外，法
瓜王子從小在單親家庭中成長，父親是童話
故事人物類似侏儒的角色，造成法克王子因
為自身的不完美因此對任何事都憤世嫉俗、
心懷不滿。王子要迎娶菲奧娜公主是爲了王
位，可惡亦可憐。真愛在童話故事中也許是
公子和公主結婚的歡樂喜劇，而《史瑞克》
卻突破這一點，敘述著也許真愛就在身邊。
《史瑞克》主要在題材上的表達上以愛與和
平為主軸，從開始史瑞克遭受眾人唾棄的眼
光，到他如何從新出發、尋找自我的生命價
值，故事題材發人深醒，是一部激勵人心適
合男女老少、闔家共賞的舞台劇。

在螢幕上的史瑞克，看起
來高大威武、身高和個頭
都比劇中的演員都還要來

得大，和劇中的「最矮人物」法瓜王子，在視
覺上產生了對比。劇組成員透露「單是史瑞克
的戲服就有二十公斤，而且是不透風的裝扮，
即使劇場有冷氣，但臺上還是放置了三台大風
扇在後面降低史瑞克的悶熱。」在換裝過程上
，有六個服裝助理在後台替演員換裝。舞臺上
的道具以及整體佈置，在後臺豎起了無數布景
電線，而舞臺上
的「巨龍」及會
動的道具，是由
一台68公斤重的
機械操作製造出
的效果，令人嘖
嘖稱奇。

好萊塢導演安德魯·亞當森（Andrew Adamson）、艾倫·華納（Vicky Jenson）
執導的動畫；由夢工廠公司製作，2001年上映。
故事改編自威廉·史泰格(William Steig)同名繪本。
故事主要嘲諷所有的經典童話，顛覆人們對
美輪美奐童話的刻版印象。

主要演員：
·史瑞克- 斯蒂芬 Stephen Kramer Glickman
·菲奧娜公主 - 西莉亞 Celia Keenan-Bolger
·驢子 - 羅伯特 Robert L. Daye, Jr.
·王子法瓜大人 - 克里斯托弗 Christopher Sieber

觀後感
舞臺效果 &
整體視覺

故事簡介

文、排版 / 王暉媚 中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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