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九乘華表走出校外 穹頂展成果

【記者 潘佳欣 萬于甄採訪

報導】

應
華系九九級畢業成果展

「九九乘華表」即將於

3月 14 至 16 日開展，本次畢

展首度走出校外，多達 46 組

參賽作品於高雄捷運美麗島

站光之穹頂大廳展出。

　畢展作品內容廣泛，舉凡

旅遊書、小說、散文、新詩、

繪本、報導文學、論文研究，

及劇本皆涵括在內。

　以「九九乘華表」做為畢

展主題，是歷經討論而來。

往年應華系畢展，「華」字

都會安排入名，本次也不例

外。

　在定名以前，也有過不同

的取名概念。有趣的是，其

中有人曾創意發想，提議

『「華」天「九」地』一名。

但最後仍以兼併「華」字、

應華第「九」屆畢業班及

「九十九級」之義的「九九

乘華表」定名。

　若更深入探討「九九乘華

表」──名中「華表」兩字

可追朔至古中國時期，華表

為宮殿刻撰褒貶以向皇帝建

言的石柱，象徵應華系同仁

會虛心接受各方批評指教。

　另外，將「華表」分解來

看，「華」與「表」分別代

表「華語師資培訓」與「語

文表述訓練」。在名稱的多

重涵義上，本系運用語言的

靈活程度可見一斑。

　在華語師資方面，多媒體

華語教材有《高雄fun輕鬆‧

主題音樂餐廳》，藉由生動

的教材內容，吸引學生主動

學習，帶領學生進入聽覺與

味覺交織的饗宴 ;《華語教學

拿裡去，文創商品這裡找》

結合當代最夯的文創產品，

所製作的華語教材 , 這可是

市面上少有的華教產品，等

等更多的多媒體華教產品。

　紙本教材部分，因應韓流

來襲，有為韓國人量身打造

的《教韓國人說華語》，內

容設計針對主題、對象還有

國籍，而有不同的編排，目

的就是要讓韓國人遍遊台灣

不會輸。

　還有充滿在地文化的《台

灣茶道文化》，讓外籍生充

分體驗茶的魅力，之後將拍

攝茶道文化宣傳短片，藉此

發揚華人茶道等等。

　本次還多了旅遊書，《嘻

嬉台灣文化行》帶你走跳全

台宗教慶典，不同於市面上

的觀光景點介紹，加強文化

旅遊的功能性，讓旅行變得

更有內涵，《走跳高雄美食

特搜》以嚐遍高雄 175 家美

食的食尚特搜，更搭配 App

程式方便現今網路時代的觀

光背包客。

　再來就是穿越北回歸線《來

北緯十度下喝咖啡吧》，體

驗越南的歷史風俗，翻覆你

對越南的印象。

　語文表述的作品方面，文

學創作今年的小說都跳脫以

愛情為主軸的舊梗，有偵探

小說，調查中毒事件的《毒

白》、有關於親情的《我只

不過要你多愛我一點》等等，

論文研究，有應華系 99 級

畢業公演《敲門》，以親情

現代劇為主軸，橫跨三代之

間的故事，到底是誰敲了你

心裡的那扇門？還有《台灣

流行音樂歌詞風格演變之研

究》，探討多少的作詞家用

創作來表達每個時代的社會

風氣，紀錄了各個年代的歷

史份為與人民的想望。

畢展作品內容多元 納入旅遊書及報導文學 增設網路組 加強宣傳

責任編輯 :萬于甄

【記者 萬于甄採訪報導】

　畢展將近，籌備組的工

作人員可是忙翻天了。

　本次「九九乘華表」負

責老師為應華系四年級 A、

B 班導師：王季香老師、陸

冠州老師；總召則由 A 班

張淑勛、B 班張雁筑擔任。

　對於繁複的準備過程中，

張淑勛同學表示，最辛苦

的就是人事協調上的問題。

因為大四完全沒有共同課，

因此要聚集大家討論是有

一定的難度，而要接洽的

事又多，老師的要求也嚴。

　而值得一提的是網路組，

本屆新成立的組別。這是

畢業班之一導師陸冠州老

師的建議，為了因應現今

的網路社會，將所有資料

建檔電子化保存，可留給

往後的學弟妹們參考，而

且資料留在網路上也不會

消失。且如此一來，更方

便於企劃宣傳。

　很榮幸能跟高捷合作，

但籌備組當初在選擇地點

上也遇上了一些困境，總

召 張 淑 勛 同 學 說：「 其

實我們一開始在想場地的

時候想了很多地方」，從

河堤的人文空間 ( 帕莎蒂

娜 )、有展過藝文活動的餐

廳、靜思堂、甚至是謝奇

懿主任建議的佛光山、到

與其他學校聯展、或是跟

傳藝系一起到駁二、文化

中心等，但駁二必須提前

半年至一年申請。

　而有些地方則因為租金

過高打退堂鼓，後來才找

到了高捷。

　高捷的優點是可以吸引

到許多校外人士，總召表

示，能為學校、應華系做

宣傳讓她很高興，因為有

太多人對於應華系與傳統

中文系之間的差異，充滿

了好奇。且高捷對於對於

非營利機關的租金只有收

取基本的管理費，他們也

樂意為學生展演及藝文做

推廣。所以才決定合作。

　籌備組真誠希望在校同

學們能前往美麗島站，共

同來參與為期三天的文藻

應華系九九級畢業成果展

──「九九乘華表」。

籌備之初多碰壁 

　本次新增了報導文學創作，

有以現今社會新穎的小三題

材《對於你的節外生枝》，

探討外遇、偷情、劈腿的行

為，是人類無力改變，導致

價值觀腐敗，還是人們對感

情的思維模式更加開放。《駁

二 ‧ 緣》，帶你循著回憶，

追尋駁二的歷史經歷，看它

如何從一片港口倉庫，發展

成現今的藝術聚集地。更有

窺探美國種族歧視的《歧視

黑洞》，帶你揭開長達 200

年的黑奴歷史。

　不可缺少的繪本製作，有

《小象找鼻子》、《小黑兔》、

《心中的樂園》、《森林的詩》

等等，每本都展現了應華系

同學的繪畫天分，勵志又溫

馨的故事，搭配可愛的手繪

插圖，有可能下一個幾米，

就在這些作品之中。

尋尋覓覓遇高捷

A、B 班畢展籌備會議，辛苦確認每一個展覽項目。� （畢展資訊組提供）



春梅前進南方學院 愛上魅力馬來                                                   
特色美食 便宜物價 令人難忘懷 兩地交流資訊 春梅當起華語教師

【記者 沈芳茹 彭筱惟採訪報導】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去年 10

月，應華 3A 的王春梅同學前往

位於馬來西亞柔佛新山的南方學院當

交換生。

　一個人獨自去到陌生的國度生活，

難免會有害怕和彷徨的時候，好在同

學們都對王春梅很友善，讓她感到安

心不少。

　她也驚訝的發現同學對於臺灣很嚮

往，她說：「他們對臺灣人超好奇的，

一知道我來自臺灣後，經常會詢問我

一些有關臺灣的問題，甚至還會要求

我教她們說標準的華語！」。她後來

才知道原來在馬來西亞也能接收到許

多來自臺灣的資訊，於是在這些耳濡

目染之下，他們便會對臺灣建立起美

好的想像及期待，所以只要是跟臺灣

有關聯的事物，他們都會感興趣，看

在她眼裡這算是非常特別的。

　對於王春梅而言，能夠有機會體驗

馬來西亞文化也是特別的。其實馬來

西亞是個擁有多元種族的國家，不管

是在飲食、傳統文化、語言方面都相

當的不同，但他們都能互相尊重和

互相接納，造就了一個平靜穩定的國

度。有趣的是，她在南方大學學院上

課時，學到了不少關於馬來西亞的歷

史，有助於更深入的瞭解這國家，慢

慢的愛上這充滿魅力的國家。

　除了體驗不同於臺灣的文化之外，

最讓她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馬來西亞美

食。「這些美食真的很好吃，雖然有

點重口味」她興奮的說到。由於多元

種族的關係，因此馬來西亞道地的

美食選擇非常的多，總能讓人眼花繚

亂，不知道該做什麼選擇。

　她繼續說：「這段時間我吃了很多

的道地美食，例如：炒粿條、肉骨茶、

雞飯、印度甩餅，真的很好吃！現在

回想起來，仍然覺得回味無窮啊！」

她也補充說 :「在馬來西亞買東西比

較便宜，即使是衣服或包包也一樣，

所以我也買了不少東西帶回臺灣。」

　因為馬來西亞位於赤道中間的位

置，所以一年四季都是屬於陽光普照

的天氣。王春梅老神在在地說：「一

開始當然會很不習慣當地的天氣，還

曾經水土不服，可是後來就慢慢適應

了，只是有些地方的冷氣都開很強，

這樣下來就很容易感冒，在這方面就

要多加注意了。」

　在這段過程中，王春梅也到全馬各

地去遊玩，例如：吉隆玻、麻六甲、

檳城等等，也去了離馬來西亞很近的

新加坡。

　她在提起這次當交換生的經驗時，

臉上總是帶著興奮的表情，她甚至在

交換結束後，辦了延期簽證的手續，

只因想在馬來西亞多待一陣子。相信

這一段經歷將會成為她人生中非常難

忘的回憶，儘管在過程中遇到很多的

困難和挫折，但只要勇敢的去面對，

最後一定會成功的。

　王春梅告訴我們，除了需要從書本

上吸收知識之外，也要自己親身去考

察及驗證，為自己找到嶄新的意義與

價值。

王春梅 (右二 )與朋友在馬來西亞遇見真人貝蒂。� ( 王春梅提供 )

馬來西亞風情

馬來西亞（馬來語：Malaysia），舊

稱為馬來亞聯邦，部分人俗稱大馬。

馬來西亞的地理位置接近赤道，故馬

來西亞的氣候屬於亞洲熱帶型雨林氣

候。首都吉隆坡，聯邦政府所在地則

位於布城。全國人口超過 2900 萬。

↓馬來西亞的街頭一隅。（王春梅提供）

→馬來西亞的美食小攤。（王春梅提供）

小檔案

責任編輯：鄭宇真 、陳可芸



把握機會 筱晴勇敢前進海外
參訪中國 從紐約實習到英國 落腳美國克里夫蘭州立大學

　復學大四時，聽到美國克

里夫蘭州立大學王陳麗卿所

長提出的在美國教中文的機

會，也受到系上教授們的鼓

勵，於是我在 2013 年秋天踏

上了美國求學之路。

　我主修華語教師碩士研究

所。讀完兩到三個學期加上

一個學期的實習，即可獲得

學位。此外，通過證照考試

後，即可獲得俄亥俄州承認

之教師證照。畢業後公立學

校教師起薪約為四萬美元。

　隨著學習中文及選修中文

大學先修班課程人數的增

加，美國對華語教師的需求

相對增加。對於想在美國進

行華語教學的人而言，這無

疑是幫大家舖好的一條路。

　就讀本校有許多優點，除

了學費較其他學校便宜及位

於市中心外，目前有五名台

灣人，文藻英文系的林芳羽

學姊、輔仁大學林思吟、銘

傳大學張宇涵以及雲科大簡

泳玄就讀，我們都樂意將本

身經驗傳承給學弟妹們。

　

　克里夫蘭是一個工業大

城，由於位於五大湖附近在

冬天的平均氣溫較低，但雪

景甚美且室內皆有暖氣，大

眾運輸也算方便，夏天則有

不少湖上活動可參與。此外，

學校附近有許多博物館、美

術館、搖滾樂音樂館以及圖

書館。本市的棒球隊「克里

夫蘭印地安人」、籃球隊「騎

士隊」及美式足球的各項運

動都表現活躍，我們常常

三五好友約去看賽，前陣子

我還拿到李振昌的簽名棒球

呢！而克里夫蘭交響樂團也

頗具知名度，是排行全美前

五強的樂團，由於買了學生

季票，只花台幣約七百元卻

可以聽一整年的音樂會。克

里夫蘭州立大學的國際學生

人數眾多，目前就讀本校的

台灣學生大約有二十幾人，

不管是工學院、法學院、都

市事務學院、人文學院還是

商學院都有台灣人就讀過，

人數雖不多，但反而更認識

責任編輯：吳幸儒

     想進入克里夫蘭讀書 英文是基本

筱晴常跑棒球場 喜獲李振昌簽名球

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活動中心舉辦大學參觀日。 (蕭焙元提供 )

台灣同鄉會：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sacsu/
E-mail：wang10124@hotmail.com

克里夫蘭州立大學台灣同學會舉辦秋季迎新活動，後方戴帽者為王筱晴。     ( 蕭焙元提供 )

【王筱晴　撰稿】

當
初從沒想過自己會走上

當老師這一條路，轉文

組是申請大學時很臨時的決

定，沒想到一步又一步地走

來，我獲得很多教學心得及

建立信心。

　大二可以開始申請實習，

雖然對於「教華語」我還是

新手，但是機會是不等人的，

只要一有實習機會，先不管

我的申請資格是否符合，先

報名再說。雖然大多數的機

會會被有經驗的學長姐拿走，

但是在申請的過程中，可以

學到一些申請報名的技巧，

同時，只要有華語文相關的

演講，不只校內，包含高雄

各地甚至其他縣市舉行的演

講，只要有機會我就會參與。

　我認為，課堂上你可以獲

得知識，實習中可以累積經

驗，聽演講則可以吸收他人

的經驗及資訊。兩趟短期到

中國參訪的經驗更是讓我上

了一堂震撼教育，中國也有

很多優秀的華語老師，如果

想早先一步在市場上占一席

之地，我們必須更積極。

　升大三後，有更多的實習

機會，一方面繼續當外籍生

小老師，另一方面也擔任應

華系報總編輯。在系報那段

時間，從採訪中獲得不少老

師及學長姐的經驗談，而編

報的技巧在日後編輯教材時

幫助不小。這個經驗在申請

實習上亦是一項加分！暑假

時，因為連續兩個月的周末

到台師大接受「美國華裔學

生之華語教學與師資培訓」，

而分配到紐約雙文小學進行

為期六週的實習。海外教學

雖然挑戰較高，但面對不同

挑戰方能學習更多，我也更

確定未來的方向。　

　因此，我在大四休學，

成 為 教 育 部 派 遣 至 英 國

Kingsmead 第二中學的中文助

教。相較於雙文小學的華裔

學生，英國的學校全是英國

人，面對中華文化幾乎零基

礎的學生，我最大的挑戰莫

過於提高他們學習新語言、

認識新文化的興趣。那一年

的教學讓我滿載而歸，教育

部常常提供海外華語助教的

機會，有興趣的學弟妹不妨

多多留意一些華語教學相關

的重點網站，例如：全球華

文網、全球話 e 視野、僑委

會網站等等。

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校園一角       (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提供)

彼此，所以大家在食衣住行

上也都會互相幫助。

　身為應華系的學姐，我想

鼓勵目標成為華語教師的學

弟妹多培養世界觀，有機會

也應多方嘗試。現在系上的

實習機會及名額比我之前還

豐富，想拓展視野、贏在起

跑點，就不要害怕，放膽申

請每一個機會。想申請研究

所或是有任何問題的人，歡

迎用以下的方式聯絡我。期

待下學期有更多優秀的學弟

妹一同加入克里夫蘭州立大

學的大家庭裡！

本所的申請條件：

1. 除了英文成績外還有平

常成績要求在 GPA2.75 以

上。

2.英文成績可以是托福或是

雅思，雅思分數大約 6~6.5

就可以申請，不過每年的入

學條件可能會有所更動，有

興趣的學弟妹可以到學校網

站上查詢。

3. 如果想申請秋季班，現

在就可以開始查詢相關資料

及準備英文成績。



初遊首爾之美 白雪美景留餘韻
走訪超夯韓劇著名景點 體驗滑雪之趣味 七日韓國行滿載而歸

【記者 粱孟瑜採訪報導】

　今年寒假，應華 3B 的謝育

婷同學與友人到韓國自助旅

行七天。雖然她們都不會說

一口流利的韓文，但是她們

懷著一顆熱血又期待的心情

從台灣出發，開始了人生的

第一次自助旅行。

　她們到達目的地後，隨即

映入眼中的是一片片的雪花

飄零，裝飾著冬天的首爾，

讓整座城市看起來更加唯美。

謝育婷同學表示一月份的首

爾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冷，走

在街上，看著飄下來的雪，

更是讓自己想到了常看的韓

劇場景，每每看到那畫面，

總是讓她無比嚮往。此刻，

自己卻成為了那一幕的主人

公。

　在韓國旅遊的第四天，謝

育婷同學與友人搭乘當地的

謝育婷同學在熊城滑雪場的滑雪初體驗。  (謝育婷提供)

破冰之旅震攝人心 岳訓；此行無憾
【記者 賴佳怡採訪報導】　

　目前就讀應華系四年級的

何岳訓同學，同時也是系報

的攝影師，在今年寒假前往

北歐展開他的破冰之旅。每

年他和家人都會固定去歐洲

旅行，今年不同於以往，他

選擇了歐洲的北端－芬蘭，

一個平均溫度零下的國度，

嚴重一點耳朵可能還會掉下

來，所以這也成為他在那必

須克服的難關。因為熱愛攝

影，何岳訓同學表示：『身

在北歐，就像身在童話故事

中。』這個美麗的國家令他

著迷不已，相機從未離手，

把握每一處令人印象深刻的

風景，手指上的快門不曾停

過。

　出發之前，他以為應該就

跟一般冬天時穿的衣服一樣

就可以了，沒想到抵達當地

又多買了一頂毛帽、一條圍

巾，還得戴上外套的帽子，

如此繁重的裝備卻只有『剛

好』而已的程度，可見那邊

的溫度已不是寒冷能解釋完

全。

　位於芬蘭北部北極圈上，

有一處有名的景點－羅凡伊

密，也被稱作聖誕老人村。

每個人的童年夢想一定出現

過這號人物，雖然在這裡並

沒有真實的聖誕老公公，但

他卻體會了在半夜凌晨三點

在雪白的森林中搭著馴鹿雪

橇！

　接著進入芬蘭的大城－伊

瓦若，在那裡他欣賞了極光，

絢爛七彩的光芒懸浮在空中

形成一幅美麗的圖畫，讓何

岳訓同學表示：『此行無憾

北歐的民眾在街頭散步。　　      ( 何岳訊提供 )

矣。』當然重頭戲還是在凱

米的破冰船這項活動，穿上

浮水衣，義無反顧的跳下冰

海體驗著與融冰一同載浮載

沉的新鮮感，破冰成功後每

個人還能得到一張『破冰船

搭乘證書』作為紀念呢！

　此行讓他有了永生難忘的

回憶，也讓熱愛攝影的他帶

著滿滿的相片回國，最後何

岳訓同學也很貼心的提供喜

愛攝影的朋友們在寒冷國家

保養相機的小技巧。盡量在

鏡頭上貼暖暖包，以免相機

內產生濕氣，然後電池都要

保存在盒子裡，避免天氣太

冷而不小心漏電。

責任編輯：黃懿徵

北歐破冰船。   ( 何岳訊提供 )

地鐵，前往第一個著名的名

勝古蹟─北村八景，這裡是

許多韓劇取景的地方，謝育

婷同學說：「如果想體驗古

色古香的建築風格，抑或是

想遠離人群，享受悠閒清靜

的氛圍，歡迎到這裡參觀。」

　而在夕陽西下後，她們抵

達了第二個著名景點─南山

首爾塔，當她們身處在夜晚

的南山首爾塔時，四下的風

景無一不讓人驚艷，尤其是

看到了情人鎖專區，更讓她

們感受到情人們唯一的愛，

直呼真是太美了。

　欣賞著首爾風景之餘，也

要照顧自家的胃口，而韓式

料理總是讓人垂涎三尺。既

然到了正宗的韓式料理店，

當然也要大啖美食，一祭大

唱空城計的五臟廟。而謝育

婷同學在觀光時，朝聖了梨

花大學附近的韓式料理店─

春川，她對這家店裡的辣炒

雞排，可是大為讚賞，她推

首爾南山塔。  ( 謝育婷提供 )

薦大家如果有機會到梨花大

學的話，別忘了要到春川一

飽口福。

　對謝育婷同學而言，在韓

國最不能錯過的事情，不是

「遇見偶像」，而是去「滑

雪」。在第六天時，她們搭

乘著巴士到了京畿道中的熊

城滑雪場，把第一次的滑雪

經驗獻給了它。

 她們全副武裝地站在雪地

裡，滿天雪地盡入眼底，心

中雀躍不能言語。緊接著謝

育婷同學開始第一次的滑

雪，「咻──」，她表示當

時自己像一陣風往山下滑

去，但是她卻不知道自己該

如何煞車，突然她臨機一動，

來個左轉彎，帥氣地甩尾後，

就結束第一次的滑雪初體驗

了。事後表示，雖然跌了個

四腳朝天，但卻是個愉快的

經驗。

　在韓國體驗了這麼多的第

一次，謝育婷同學說：「時

間好像長了翅膀，一下子就

飛過去，七天六夜的韓國自

助旅行就這麼結束，回到台

灣的我仍然還在回味韓國的

點點滴滴。」

　雖然在七天旅途中，兩人

玩的筋疲力盡，但謝育婷同

學認為這次的自助旅行真的

趣味性十足，當初的期待緊

張全都變成美好回憶，下次

有機會的話，還要再到韓國

朝聖。



孫薰懋歷遊名勝古蹟 大為驚豔
駐足北京人大 感受陸生激昂與沉默 體會兩岸差異 激勵自我提升

前進北京！

 【記者 林安庭 採訪報導】

說
到去北京當交換學生，

你會想到什麼 ? 一長串

的大陸學生們在寒冷的早晨

排隊等著進圖書館讀書 ? 課

堂上充斥著十分踴躍舉手詢

問老師問題的學生 ? 就讓今

年一月底甫從北京中國人民

大學 ( 以下簡稱人大 ) 交換

回來的應華三 B 孫薰懋同學

分享她的點點滴滴吧 !

 當初孫同學從來沒想過會去

中國交換，誤打誤撞選了人

大。這是一所以人文社會科

學為主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

人大的辦學理念為「人民、

人本、人文」，人大校徽意

義是：「人民的大學」、「以

人為本的精神」、「以人文、

社會科學為主的辦學特色」，

三個人字並列又隱含「三人

行，必有我師焉」、「三人

成眾，其心並行」等寓意。

 先來談談北京的生活，在食

方面，是在學校裡的「食堂」

解決，她的一餐大概花費七

塊人民幣 ( 人民幣和台幣匯

率是一比五，等同三十五元

台幣。) 餐點的量很多，她時

常兩瓢菜加上一碗飯就可以

吃得很飽，食物口味比起台

灣偏油偏鹹。在衣服方面，

她去年九月底就前往北京交

換一學期，在十月底左右氣

候就會開始變的寒冷，建議

帶著防風又防水的羽絨外套

會比較保暖。宿舍裡整天都

會開著暖氣，因此待在宿舍

時不用擔心會冷得發抖，但

出去時就要包得緊緊的，以

免凍僵。

訪北京名勝 尋古人足跡

 行的部分，她在課餘時間和

室友們前往著名的名勝古蹟

遊覽，例如 : 北京故宮、圓

明園、頤和園和杭州和蘇州…

等。在這些景點中，她最想

再去遊覽一次的是杭州，杭

州位於浙江省杭州市，不僅

是名列中國最佳旅遊城市，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和八大古

都之一，也是中國著名的茶

都、絲綢之府。秀美的湖光

山色自古以來便吸引了無數

孫薰懋 ( 右 ) 與社團同學一起爬香山。� ( 孫薰懋提供 )

教學大不同 陸偏重知識傳遞
施瀚婷交換安大學習 面對敏感問題 適時轉移焦點

【記者  陳怡文 採訪報導】

�開闊自身視野的方法百百種，擔任

志工、海外遊學……，每個人想必

都會有不同的選擇，而應華三Ａ施

瀚婷選擇在去年八月底選擇前往大

陸─安徽大學，作為為期一學期的

台灣交換生。

 安徽位於大陸東部，處於暖溫帶與

亞熱帶過渡地區，因此氣候溫暖濕

潤、四季分明。安徽大學則在其省

會合肥市，該校在學術研究、英語

方面突出，對於想持有不同新觀點

的外國學生來說，是一大聰明選擇。

 施瀚婷表示，當初是由於朋友的提

議才興起去大陸交換的想法，既然

擁有機會，那麼不嘗試一下豈不是

太可惜了。抱持這樣的想法之下，

毅然決然地去系上申請並且也成功

通過。

 正式開學後，在聽解授課的過程

中，施瀚婷發現台灣跟大陸的教學

方式大大地不同。在台灣，老師會

比較關心同學的上課情形；而在大

陸，老師只會專注在學業的傳授，

並不會管學生在底下做什麼，讓她

實為驚訝，但因為自己是台灣學生

的緣故，所以會特別給予關心。

 她也說道其實大陸生活滿好適應

的，除了飲食太辣太鹹之外，比較

無法接受，人際上，同學、朋友都

相當友善。關於被問到敏感的政

治話題，施瀚婷想起有次與其他國

際學生出外時，被一個完全不認識

的大陸人喊：「台灣本來就是中國

的！」，當下心情確實有受到點影

響，但不至於到不敢面對。

 她還表示實際上在學校外的朋友偶

爾也會說類似話題，妙的是，出租

車的司機比朋友還更會說，到愛說

也不為過，只是為了避免尷尬，大

都不會正面回應，適當地轉移話題

才是和諧相處的不二法門。

 大學中秋休假期間，施瀚婷與朋友

一同至南京旅遊，把握難得的假期。

途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間餐館

人前來觀賞，並留下許多文

人墨客的讚美及帝王名人的

足跡。她去了蘇東坡筆下的

西湖，這西湖的格局是「一

山、二塔、三島、三堤、五

湖」。著名的雷峰塔、湖心

亭、蘇堤都坐落於此。她說

現在的杭州是古典結合現代

的城市，因為在古色古香的

建築旁邊，竟然有一整排的

精品名店供觀光客消費購買，

十分繁榮。

見陸生排隊晨讀 大開眼界

 在學校方面，她說其實大陸

學生也並非像傳聞中那樣踴

躍舉手發問，大部分的人也

是在台下默默聽講，唯有幾

位學習上較主動的同學們與

老師激烈討論。另外，在閱

讀課外書方面她覺得台灣的

學生似乎接觸得比較多，而

大陸學生則是教科書讀得十

分熟練。然而他們的求學態

度實在令人欽佩，一大早在

圖書館外面等待開館而大排

長龍的陸生們和儘管現在的

溫度只有個位數卻依然脫離

溫暖的被窩起床晨讀的學生，

她說她可真是開了眼界，並

自我激勵永遠都要保持勤奮，

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陸華教體制完善 憂心台灣

 在這段交換學生的日子裡，

她都會去北京語言大學聆聽

關於華語教學的講座，聽完

後感觸很深。對於中國積極

拓展、宣揚中華文化的積極

度感到敬佩，同時也憂心台

灣。她說道 :「台灣對於推廣

華語這方面不夠積極，相較

於中國；當海外的大學生學

習漢語的人數銳減時，就想

盡辦法開拓自己的據點，例

如 : 接待各高中，甚至是中

小學的校長到中國的上海、

北京，等教育體制完善的城

市讓國外的人了解中國的環

境與未來的趨勢發展。接著，

他們把市場從大學轉向高中、

中小學、幼稚園。所以，現

在海外的華語教師基本上都

是中國人。台灣在華語市場

的機會逐漸變小了，外派的

中文老師也逐漸被中國取代。

台灣要如何在這種情況下繼

續發展華語教學，是個值得

思考的問題。」

盼學弟妹勇敢邁向夢想

「北京，四個半月的時間像

一場夢。此趟交換旅程豐富

了我的人生，閱歷北京種種

的文化風情，走訪名勝古蹟，

學到了如何自己一個人在外

地生活，也變得更加獨立與

堅強。」有了這一次的交換

經驗，她十分鼓勵系上的同

學們勇敢地躍出自己的井底，

在廣大的世界中去碰撞、去

冒險，也許這一小步會在未

來演變成邁向夢想的一大步 !

碰撞、去冒險，也許這一小

步會在未來演變成邁向夢想

的一大步 !

施瀚婷（右一）與友人在黃山開心
留下合影。� �( 施瀚婷提供 )

而不是景點，在餐館裡的人彼此都

互相認識，充滿濃厚的人情味，讓

她備感親切，也因此留下美好的回

憶。

 一學期的大陸交換學習，不僅獲得

了無數珍貴的體驗與經歷，也使得

心境更加茁壯與成長。若還有機會

的話，施瀚婷說她仍然會再次前往

大陸增廣視野、開拓人生的一耕地。

責任編輯 :李睿薇 楊傳郁 張家瑜�



天津女孩靳開顏 造訪台灣 趣談高雄生活
走出大陸北方 漫遊熱情港都 體驗不同飲食 來台前做足功課 

生活與學習方式皆不同 大陸重視漢拼與文言文 羨慕台灣實習機會多

安徽大學交換生 比較兩岸差異
【記者 張家瑜 李睿薇採訪

報導】

本
學期應華系來了兩位自

安徽大學 ( 安大 ) 就讀

對外漢語教學二年級的交換

生，一位是來自天津的靳開

顏，另一位則是來自安徽的

徐彤彤。

　他們會來台灣主要是想出

去看看，體驗一下不同的生

活環境、文化，及學習方式，

且剛好本身的學校與文藻是

姊妹校，因緣際會下，來到

了台灣；而她們的父母也都

很支持她們，不認為一定要

留在內地讀書，支持她們出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生活方面，會有些許的

不適應。最大的差異是天氣。

台灣南部天氣晴朗，較熱，

在和家人視訊時家鄉的人穿

大棉襖，這裡則穿雪紡衫。

吃的方面，南部食物偏甜，

與大陸口味不同。物價部分，

台灣的化妝品和無印良品比

大陸便宜，受到來台的陸生

們喜愛，書則比大陸貴。可

以發現台灣與大陸的不同之

處。

　徐彤彤說，在選課時，她

感覺到文藻的中文課程多於

英文，這和安大是不同的，

安大的中英課程基本上是一

比一。靳開顏表示，相對於

文藻的英文分級，在安大，

對外漢語和英文系是同樣的

課程與師資，至於教學的內

容則因不清楚所屬的等級，

故未旁聽而無法和我們分享。

　而上過教材與教法的靳開

顏同學也發現，安大較偏重

於文言文的語法，而現代語

法只有部分涉獵，反之，文

藻似乎較著重在現代語法的

部分，因此在文言文與白話

文的教學上，兩者存在著比

例上的差異。

　而她也特別提到，在學習

古代文章時，她們也是以繁

體字來學習，除了使用上的

方便外，要瞭解文學真正的

含義最好還是透過正體字，

才能深入了解。

　實習方面，開顏同學提及

在安大，只有大一的外教課

和交換生這兩個機會，而由

於環境不同的關係，文藻有

許多外籍生輔導的實習機會，

讓他們覺得很羨慕，也盼各

位同學好好利用這個優勢，

增加自身的經驗。

　為了與世界接軌，讓更多

人學會中文，臺灣雖然保有

注音符號，然而漢拼也不可

以荒廢，畢竟這項工具是很

重要的。徐彤彤表示，在大

陸從小就學習漢拼，這已經

是一種反射行為如同注音符

號。漢拼對他們而言是家常

便飯，在這講求效率的時代

裡，教學時相對於漢字這種

形象字，拼音更能使外國人

快速地記住發音。

【記者 李啟萍採訪報導】

　靳開顏是來自大陸天津的

交換生，為了來台灣唸書，

她花很多時間說服父親，因

為家中只有她一個女兒，所

以父親格外擔心她，但她母

親是支持她的，也鼓勵開顏

能夠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開顏將在文藻體驗一學期

的台灣生活，她原本就讀安

徽大學的「漢語國際教育

系」，她表示，系名雖然聽

起來很深奧，但其實學的內

容跟應用華文系的華語教學

一樣，教外國人中文，所以

她來讀應華系，並沒有遇到

適應上的問題。

　對於高雄的生活步調，她

覺得和天津很像。她也曾經

看台灣的偶像劇，也喜歡

一些台灣歌手：「因為我爸

爸在我小時候聽伍佰的歌，

所以我覺得伍佰的歌挺不錯

的，會很奇怪嗎？」

　令她不習慣的是「用語不

同」的問題，例如臺灣人遇

到好東西，習慣用「好康」

這個詞，但她聽不懂「好康」

是什麼意思。還有，她也很

好奇「古早味」究竟是什麼

味道：「看到紅茶和有些食

品都標明古早味，還奇怪怎

麼都能做成一個味道」。

　飲食方面，開顏表示，大

陸北方人飲食習慣偏鹹，但

高雄的食物很甜，例如她去

吃了的旗津烤魷魚，上面塗

的調味醬很甜，令她不太習

慣。她介紹，天津人喜歡吃

一種鹹的早餐叫「豆腐腦」，

就是嫩豆腐上淋上勾芡的雞

湯

　講到家鄉，她說想家的這

種心情難免都有，但現在網

路通訊軟體很方便，還是可

以即時與家人分享心情。

　開顏說她來台前已經做足

功課，打算到處去看台灣的

風景，像是花蓮、阿里山，

甚至是猴硐貓村，她都有興

趣，也很想去海邊玩，尤其

是墾丁，她很期待能夠去參

加墾丁的音樂祭看樂團表演。 靳開顏同學到西子灣遊玩拍的照片。　　　　　　　　　              （靳開顏提供）

來自安徽大學的交換生靳開顏 (左一 )與徐彤彤 (右一 )。　      （張家瑜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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