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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光寶盒  珍藏華語教學新成果
應華十八位學子遠赴越南 七間公司上百位學生成果發表會上大秀中文                                      

８月２６日晚上結束有笑又有淚的成果發表會後，參與活動的美聲公司幹部和上課學員與應華系實習同學一起開心合照。　 　　　　　 (越南美聲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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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姵均 採訪報導】

時
間回到八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應華系遠赴越南實習的十八位

同學，此時正全心全意投注在他們的

教學成果發表會上。

　一直以來，系上都非常重視在教學

最後一週舉辦的成果發表會，成果會

除了是台商公司驗收實習同學們教學

成果的重要時刻，也是師生聯歡交誼

的惜別會。依照慣例，成發會通常結

合靜態展覽與動態表演，靜態的部份

可以在成發會上展示學生的課堂作業

、練習，並以學生剪的春字剪紙，用

書法寫的漢語名字或是福、春、滿等

簡單的春聯作為會場佈置。動態的部

份則少不了唱華語歌、師生歡迎歌帶

動唱、互動遊戲等，過去就曾有零起

點的學生自編華文ＲＡＰ演出，博得

滿堂喝采。

　擔任這次回程帶隊的林雪鈴老師表

示，今年各間公司的成果發表會依然

是各有特色、難以平分秋色。宜興公

司的員工班情境對話和幹部班的情境

劇「越南之夏」，充分利用教材內容

，展現學生日亦精進的中文表達能力

。味丹公司的表演以歌唱為主，許多

像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

」、「老鼠愛大米」、「給我一個吻

」等大家耳熟能詳的老歌都在表演曲

目中。當在味丹公司實習的諸瀅如和

孫瑋琪拿起麥克風，開始演唱他們秘

密苦練多時的越南文版「情深深雨濛

濛」時，更讓現場氣氛ＨＩＧＨ到最

高點。

　至於記者所在的美聲公司，成發會

當天首先由四位實習老師帶領學生用

漢語拼音玩「打擊魔鬼」炒熱氣氛，

接著以抽籤的方式決定一連串表演的

先後順序，表演節目不僅包含「朋友

」、「青花瓷」等華語歌曲演唱，同

時也安排機會讓學生個別上台演講或

朗讀。兩班基礎班的學生運用他們兩

個月來學到的生詞和句型，寫了一篇

自我介紹，內容之完整，不禁叫人讚

嘆他們進步得是如此神速。初級班的

學生則是將心中的夢想化為文字，情

感真切地向眾人訴說「我夢想中的房

子」。中級班的學生也不惶多讓，他

們的圖像詩創作正好可以讓大家見識

一下他們不輸人的中文修辭技巧。

活動進行到最後，不論是美聲公司或

是其他台商公司實習的應華系同學們

，紛紛準備了回顧影片以及發表感言

，淚光閃閃又感人肺腑的感性時間是

那天晚上又一場的重頭戲。

　不管在成發會上是強忍著熱淚盈框

，還是至情至聖地痛哭流涕一場，對

參加今年越南實習的十八位同學來說

，這次的經驗，無疑是他們生命中最

美好的回憶之一。

　就像記者在美聲公司發表的感言稿

上寫的一樣：「千言萬語都表達不了

我們的感謝，唯有說一句：很高興認

識你們，珍重再見！」

宜興公司識字班學生神情專注朗誦

作文。　　　　　　(林雪鈴提供)

今立公司學生難掩興奮的準備成果會道

具。　　　　　　　　　(沈玨安提供)

今立公司成果發表會精采剪影。

　　　　　　　　　　　　(林雪鈴提供)
美聲公司學生開心上台抽獎品。

　　　　　　　　　(劉依甄提供)



【卓紋汝　撰稿】

時
間過得真的好快，兩個

月的實習時間就這樣結

束了。猶記得當初和姿君一

起帶著不安的心到宜興公司

實習，因為宜興公司是系上

新加入的公司，先前都未合

作過，所以系上也不是很清

楚公司的環境狀況。當車子

停在宜興公司門口前時，映

入眼簾的是草地上的五匹馬，

宜興公司就宛如一座花園和

迷你型動物園一樣，我真的

很幸運能夠在這樣美麗的環

境實習。

　在教學上，宜興公司提供

了一間教室，一天要上三個

班，分別為識字班、幹部班、

員工班，星期一到五我們都

是待在公司討論教案、製作

教材和教學，有時假日公司

的主管會帶我們去玩和吃東

西，有時我們也會安排行程

去玩。到越南除了賺取實習

經驗是最重要的，第二件事

莫過於旅遊和吃當地小吃鴨

仔蛋。 

　這兩個月我體驗了越式按

摩、越式洗頭、去過了著名

的海邊頭頓，並品嘗新鮮的

海鮮，去爬了當年因越戰所

挖的古芝地道。

　８月２４日成果展結束後，

我與聿彤、姿君、瑋琪一同

報名了 sinh cafe 四天三夜

的旅遊，去了大勒和梅內，

大勒美的不像話，就猶如置

身在歐洲般，那裡的天氣很

涼甚至有點冷。梅內則是魚

露的故鄉，我們去爬了因風

日積月累所積成的沙丘，那

裡就像置身在沙漠，也去梅

內的海邊玩水。

　今年的暑假是我度過最充

實的暑假了，感謝系上願意

給我這個機會到越南實習，

也感謝宜興公司提供一個這

麼棒的實習環境，這將是我

人生中最寶貴的實習經驗。

而我也確確實實體會了在行

前會學姐所說的「沒去越南

實習會後悔這句話」，真的，

沒去真的會後悔。 卓紋汝在成果展與員工班的學員合照，每個人開心得比 YA手勢。 　　　     （卓紋汝提供）

慶餘公司 師生相處溫馨融洽 
【莊雅如　撰稿】　　

我
是從一年級就打聽到系

上有赴越南實習的機

會，所以從一年級就開始準

備有助於我順利得到實習機

會的相關事物──選修越南

文、協助編輯越南文數位教

材與實習所需的金錢…等等，

後來確定能去實習真的十分

興奮，因為人家說機會是給

有準備的人，這話一點也不

假。

　我待的這家公司是「慶餘

彩藝股份有限公司」，待遇

十分良好，主管們時常寒暄

問暖，盡他們可能的滿足我

們在生活上以及教學上的需

求，吃飯時，和主管共坐一

桌，吃的是廚房阿姨現煮的

美味台菜，大家能像個小家

庭般的聊天，還能到董事長

的「五星級飯店級的住所」

唱歌與歇息一宿，甚至帶我

們參加台商董事們的聚會，

讓我們認識台商聚會的文化。

　教學方面，我們常用肢體

語言或現有的的東西教學，

並用盡各種方式複習，所以

課前的寒暄、課堂中的練習、

活動與遊戲都是複習，不會

有多餘或突兀的內容，所以

在循序漸進下，看的到學生

們進步很多，而學生們都很

熱情，上課時很配合，下課

時，還常常請我們吃東西、

喝咖啡或帶我們去唱歌。

　後來的成果展，我們有靜

態展──「學生們的各種中

文學習活動的作品」與上課

照片張貼，因為張貼地點是

開放空間，又提前展示，有

很多員工們都常駐足觀看，

主管們看到也稱讚不已；而

動態展，我們用簡單的中文

戲劇把「唱歌」、「跳舞」、

「繞口令」與「遊戲」串起來，

並邀請老師與主管一起參與，

現場氣氛非常熱絡、充滿歡

笑。然後，在學生不捨我們

的熱淚中結束我們兩個月的

實習。

　每周日我們會跟老師與所

有實習生們到胡志明市開會，

會後可以四處逛逛，兩個月

實習完我們有五天的假期，

我是選擇和一些實習生一起

去中越的山上夢幻之城大勒

以及世界三大漂亮海岸芽莊，

所以，實習完還可以去度假

慰勞自己一下！

【劉依甄　撰稿】

初
次來到越南實習，其實

心裡是既緊張又害怕，

但一下飛機，看到太陽如此

強烈，越南人的熱情，緊張

感瞬間減半。

　我們實習的公司是越南美

聲服飾輔料公司，在平陽省

新加坡工業區，環境很不錯，

接待我們的主管是笑容可掬

的曾先生。

　美聲公司一共有四個班級，

分別是基礎班兩班、初級班、

中級班。

 我帶的班級是基礎班，一開

始的人數是大班３０幾個人，

心裡是非常緊張，因為我半

句越南文都不會說，但開始

上課後，學生們期待的眼神

及笑容，瞬間融化我的不安

和焦慮。

　其實帶基礎班是很大的挑

戰，因為對象是還沒有學過

漢拼學生，語言也不通，只

好透過好懂的肢體語言及畫

圖的方式來表達。

　到了後期，公司有派一位

翻譯給我們，此時就好教很

多，但最重要的還是不能太

依賴翻譯。

　兩個月的期間，為了讓學

生和中華文化有接觸，我們

辦了剪春字活動，因為學生

大部分不太會寫漢字，所以

每個人剪出來的春字都別有

一番風味呢。

　最令人感傷的就是成果展，

成果展的演示項目是：基礎

班 - 利用課本上所學句型，

寫出一篇小短文。初級班為

作文：我夢想中的房子。中

級班則是圖象詩。當看到自

己教過的每位學生上台發表

作品時，那真的是身為一位

老師最值得驕傲的時刻了。 劉依甄用豐富的肢體語言解釋中文「禿頭」。（劉依甄提供）

美聲公司 成果發表好驕傲

2011 年  9 月 30 日  星期五

責任編輯：郭亞儒

首 次　  宜興公司環境優美 教學愉快合 作

實習後假期五天四夜的旅遊。　　　　　     （莊雅如提供）



【記者林姵均 採訪報導】

九月一日晚間十點半，搭
載應華系十九位師生的

班機終於抵達小港機場，當
擔任回程帶隊的林雪鈴老師
壓軸走出海關的那一刻，也
象徵今年的越南實習成功落
幕。
　作為今年的回程帶隊，林
老師在實習的最後三週來到
越南，除了週日與同學們在
胡志明市開教學討論會議，
老師也必須出席各公司的成

果發表會，並代表系上頒發
感謝狀。林老師表示看到實
習同學們各個獨當一面，且
不論是在專業度、教學或帶
班經驗上，都比之前甄選和
行前培訓的時成長許多，真
的讓她很感動。
　林老師表示，每間公司的
成果發雖主要是展現兩個月
來的教學成果，可是看見越
南學生對同學們依依不捨的
樣子，反而最令她感動。對
於因為車程和時間因素，沒

辦法全程參與大家精心策劃
的成果會，老師想起來仍感
到相當的抱歉。
　林老師認為，這次實習的
全體同學都精神可嘉，如果
滿分是十分，她認為大家都
有資格拿到滿分，但是為了
留給同學進步的空間，只好
忍痛把分數降為九分。最後，
林老師也鼓勵未來有興趣參
加的同學，如果想給自己一
個開闊視野的機會，明年可
踴躍參與甄選。

【記者郭亞儒 採訪報導】

今年暑假應華系由陳文豪
老師打頭陣帶領實習菁

英１８人前往越南。
　陳老師從七月四日到七月
十八日共停留十幾天。老師
說以前因帶過河內的參訪團，
所以對越南並不陌生，不過
他這次主要的任務是安置實
習學生們到各台商公司及了
解各公司的實習環境和整個
教學的進度。
　陳老師停留在胡志明市期
間，曾多次去各實習公司看
學生教學的狀況。他欣慰地
說，台商公司都很照顧實習

生，且實習生認真教學，各
班學員也都很努力學習。
　在越南停留的幾天，老師
除了奔走於各家公司，督促
同學們修正教學技巧，偶有
機會也品嘗小吃，特別是越
南河粉，他表示很好吃，讓
他非常難忘。
　在陳老師安置同學之後，
後期是由林雪鈴老師來做承
接並作教學成果展示。
　前期帶隊任務結束後，陳
老師在回國前叮囑實習學生
一切安全第一，一定要平安
回國！他相信學生實力堅強，
滿懷信心離開越南。

　可是如果今天你問我，會
不會後悔去越南？我可以很
肯定的跟你說，我不後悔。
雖然家人朋友不在身邊，但
是我認識了一群可愛的學
生，其中甚至有人和我變成
了朋友，他們關心我，週末
約我去逛，帶我見識了當地
的風土民情。同時，關於教
學遇到瓶頸，即使後來依舊
找不到完全合適的初級班教

材，我也不會再因此埋怨。
兩個月裡，我愛上了當華語
教師的感覺，習慣自己尋找
適合的教材、甚至是親自打
印製做，我也喜歡讓學生練
習寫作，然後再窩在宿舍裡，
仔細批改他們字裡行間敘述
夢想的短文。
　越南很美，親眼見證過後
更美。這裡的太陽很大但總
是微風徐徐，雨季的陣雨不

時降在這充滿微笑又悠哉的
國家，充斥觀光客的胡志明
市街頭，是濃濃的法式越南
風情，琳瑯滿目的商品更是
叫人流連忘返。
　返台的飛機上，望著底下
漸漸消失的城市夜景，我的
淚水直接落下。永遠忘不了
的，是在這裡遇見的一切美
好人事物。

【記者黃瑞哲 撰稿】

這次的暑期越南海外實習
是我第二次來南越，離

上次來已經將近十年了，這
次來到胡志明市，其發展的
速度實在讓人感到驚艷。
　第一天來到公司的時候，
必須要開進沒有路的路，沿
路顛顛簸跛，進到宿舍更是
讓我們四位成員都楞住了，
泛黃的桌椅，蛀蟲的衣櫃；
廁所沒有門，浴室沒有燈。
大家說不出話來，但我們身
為文藻外語學院的學生，大
家都有來這裡不是要享福度
假的自覺，四位成員都把滿
滿精神與活力運用在教學上。
　來到這裡兩個月，一些在
台灣不太容易遇到的事情，
不時會有蠍子跑進房間，廠
區的草皮會有小蛇，越南攤
販計程車只要有機會就絕對
會坑你！還好在這裡有很照
顧我們的台商隨時關心我們，

也會帶我們出去玩。
 教學時時常會遇到很多問
題，例如學生完全不懂我們
在說什麼，我們就得在上課
前做好完善的備課動作，事
先模擬學生可能會遇到的問
題，查清楚每一個單字的越
文，只怕代表文藻外語學院
的我們出任一點紕漏，丟了
學校的臉。幸好兩個月的教
學，學生已經可以流利的用
中文問候，期末考成績也很
令人滿意，在結業式時我們
也互相留了聯絡方式，希望
未來還有見面的機會。
　這次的越南實習讓我學了
很多東西。在教學上，我累
積了許多的教學經驗，在生
活上，大小事情也磨了我的
脾氣，圓了我的處事手段。
雖然這兩個月還是有遇到一
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但回到
台灣後，這些都成為了很寶
貴的經驗與回憶。越南華語教學實習團返台時於機場的合照。　　　　　　　　　　　　　　　（黃瑞哲 提供）

越南實習非度假 全神貫注勤教學  

林雪鈴老師代表系上頒發感謝狀。　　　（林雪鈴老師 提供）

越南實習圓滿落幕 光榮返校

陳文豪老師於越南逛街。　　　　　　　（陳文豪老師提供）

【記者林姵均 撰稿】

還記得我剛入學不久，偶
然從學姐們的口中得知

越南實習這回事，從那時起，
我就決定將來一定也要去實
習！兩年後，已經修完四學
期越南文的我，懷著既期待
又忐忑不安的心情，終於踏
上了這片夢想中的土地。
　剛去越南的前幾個禮拜，
我還人生地不熟，因此常常
會思念遠在台灣的家人和朋
友。但是，實習開始後幾天
一切似乎都不是很順利，教
學上常有不順遂，學生的反
應又不如預期，甚至還生了
生了一場病，真是屋漏偏逢
連夜雨。那時候，似乎所有
的痛苦都悶在我的心裡面，
整個人是想哭又哭不出來的
哀怨。

越南學生學習態度積極，勇於發問。　　（陳文豪老師提供）

困境突破 姵均從此愛上華教

代表文藻出外教學 為求優良教學品質 事前備課動作不可少

責任編輯 :呂玠忞

初期教學不順水土不服 後來逐漸融入環境倒吃甘蔗

實習生各個獨當一面 林雪玲親自指導 成果展呈現專業水準

同學認真 豪哥滿懷信心



【黃鈺珽 撰稿】

今
天是越南老師團最後幾

天在高雄的日子，熱情的

老師們忙了一下午，跑市場、

去超商，迎著高雄熱情的艷

陽，採買了各種新鮮的食材，

今晚，由老師們親自上菜！一

場令人屏息期待文藻越南晚

宴。

　別以為廚房是女人的天下，

越南男老師們個個身手不凡，

利用黃瓜和紅蘿蔔雕繪出美麗

的花雕拼盤，帶著厚繭的手指

排放出精巧的花飾，越南菜，

除了好吃、更要好看。而女老

師們也是個個不讓鬚眉，切菜

的刀工和速度更是一流，堆積

如山的食材不到幾分鐘，就被

眾女老師們的妙手快刀解決

了！大家在廚房裡忙進忙出，

分工合作！每個老師都是身懷

絕技，很有兩下子呢！

　到了晚上六點，精心製作

的可口佳餚一盤盤整齊的排

放在粉色桌布上，餐廳裡瀰漫

著一股菜香，越南菜！獨特的

香料、檸檬汁的微酸、切碎的

椒香混合著台灣香菜獨特的氣

味，甜甜的、令人賞心悅目的

特調醬汁，視覺與嗅覺的誘惑

讓人胃口大開！

　開動了！越南春捲，有被油

炸過的、也有直接以米紙包裹

生菜和蝦肉，沾著酸酸甜甜、

口感獨特的醬汁一起吃，一入

喉，馬上感覺到的是生菜的爽

脆與蝦子的清甜，即使被炸過

卻一點都不顯得油膩。大家紛

紛豎起大拇指，感謝越南老師

們這美味、用心的一餐！氣氛

熱絡，老師們分享了許多在越

南發生的趣事、以及教學上碰

到的各種經驗，這一餐讓大家

收穫滿滿，滿足了胃、也溫暖

了每個人的心。

ｔｙｕｉｏｊｏｐｉｋｐｏ

【黃媺婷 蔡玉娟 撰稿】

很
高興能夠參予這次的越

南教師團，這是我第二次

參加，感覺收穫很多。尤其是

教學部分，我很喜歡蔣葳老師

的教學方法，他多半採用的是

肢體教學或是暗示教學法，藉

由誇張的動作讓學生能夠印象

深刻，新學的字彙或文法，馬

上讓學生自己用動作去記憶，

不僅是快速學習，學生在活潑

的教學下，也不會覺得生澀無

趣。

　因為現場越南老師皆會中

文，所以蔣葳老師還特地以德

文作為例子，用德文大家幾乎

都不懂的單字，把現場老師當

作零階級的學生剛學中文字彙

時會碰到的困難，譬如說：發

音問題、字彙意義的問題等，

藉由活動來讓大家了解如何解

決這些方面的問題。

　再者，是華語數位懶人包提

供者的連育仁老師，他藉由現

今大家會接觸到的電腦軟體，

將華語教材 E 化，讓要備課的

華語教師們不用再傷腦筋去自

製寫字簿，只要電腦簡單的打

上需要教受的字彙，生字簿自

動的就可以列印下來。

　還有筆畫筆順的教學，也可

以藉由影片製作，讓大家直接

能夠從網路或 PPT 的動畫，來

練習筆畫筆順。但這次參與活

動的老師年齡兩極化，加上越

南硬體設備資源不見得很健

全，所以年紀稍長的老師會跟

不上，而使用數位教學在越南

也是一大挑戰。

　不過透過這兩位老師的講解

教學，讓我更了解華語教學並

不是死板板的在書本上學習，

而簡簡單單的數位懶人包也真

的一舉解決的教材準備的問

題。但這也是兩位老師多年來

的教學心得，或許只適用在某

些華教老師身上，但這卻開起

了我對華教不同的新視野。

　這次擔任越南教師研習營多

媒體教學課程的志工，發現

了世界正在改變也發現了教

學正在改變，英文不再是學習

語言第一選擇的主流。在這個

網路以及 3C 發達的時代，作

為一種語言學習資源，多媒體

則有辦法以我們從來沒想過的

方式，幫助我們擴展原有的資

源。

　而專門教導這門課的是在華

語文界赫赫有名的連老師，特

別是在多媒體運用方面，它提

供了許多資訊和程式給所有對

華語文教學有興趣的人，在課

堂上還提供了一人一張的懶人

包 CD，裡面是各種華語文教學

的程式，非常方便實用，整個

課程收穫滿滿。

　而在未來也許用輕巧的平板

電腦就可以取代厚重的教科

書，教科書出版商也都推出電

子版本。

　為應映數位時代來臨，提供

海外人性化、具親和力之華語

文數位學習環境，供應多元又

豐富的華語文數位學習資源，

藉由華語文教材數位化及網路

的便利性，讓華語文的教與學

不再被時間及空間所限制，也

提供給海外華語文教師、華裔

子弟以及母語非華語的人一個

嶄新的數位學習歷程。　　

好吃的越南春捲已經上桌了！(上圖)　        （黃鈺珽 提供） 越南教師正在利用蔬菜做各式各樣的雕花。(上圖 )                       （黃鈺珽 提供）

連育仁老師替大家講授多媒體課程。                       ( 黃媺婷 提供 )

蔣薇老師使用肢體教學法與學生互動。          (黃媺婷 提供)

春捲 河粉 生菜 南洋料理香噴噴
越南教師團來台參訪 搖身變為「阿基師」回敬文藻一桌菜

利用科技 大家 e起動起來
連育仁老師和蔣薇提妙招　3C 軟體不可少教學沒煩惱

責任編輯 陳麗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