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 萬于甄 鄭宇真採訪

報導】

牡
丹尋夢，尋一個在應華

系四年來的夢想。應華

系畢展「牡丹尋夢」的開幕

典禮在三月二十五日舉行，

邀請應華系主任謝奇懿、副

主任林雪鈴、UC4A 的班導師

陳文豪以及課指組鄭國翔老

師。

　「牡丹尋夢」，不僅是跟

畢業公演有關，而牡丹的花

季正好在三月，又是花中之

王，象徵富貴圓滿，所以選

用牡丹來做為畢展的主題，

有文藝牡丹、創意牡丹、多

藝牡丹，每項作品就像是一

朵牡丹花，都是應華系四年

級畢業生最美的夢，這些牡

丹讓至善樓的一樓大廳成為

了全校最美的牡丹園。

　文藝牡丹以華語教材為主，

包括多媒體華語教材，其中

UC4A 的簡嘉瑩，陳姿君，王

艾麗與陳佩妤共同製作的暑

期夏令營學習活動，內容包

含教本等等，特別的是，教

本上的注音為每個搭配的英

文單字的第一個音，使外國

人能順利的發出正確的注音。

另外，也規畫學習活動，如

跳格子。

　創意牡丹以繪本與劇本為

主，其中參加「畢業競作比

賽」的「鬼疑」是一齣不同

以往的劇本，製作者 UC4B 的

李其穎與芮邦皓也說明其發

想：「一般舞台劇以愛情為

主，很少有關懸疑，所以

UC3B 蔡雅雯同學 (最右邊 )到場參觀作品，藉由觀摩學習製作數位教材，為將來專題做好準備。             ( 萬于甄提供 )

牡丹尋夢 尋畢業生最美的夢
結合應華特色文藝牡丹 創意牡丹 多藝牡丹 三種牡丹成畢展主題 

　多藝牡丹以論文為主，其

中一項在桌上擺放三國的書

簡以及酒杯的「英雄？奸雄？

曹操形象研究」是由 UC4A 的

蘇建予製作。他說：「會選

擇以曹操來做論文其實是想

洗刷大家對曹操的負面印象，

因為大家對他的印象通常都

是陰險奸詐，但事實並非如

此。根據史實，在三國的混

亂時代裡，他提倡文學，如

果沒有他，文學發展將會延

後一個世紀，所以才製作出

這樣的論文。」

　畢展中也有到場替學長姐

加油及觀摩的同學，UC3B 的

蔡雅雯同學說：「我是來學

習的，因為我想要製作數位

教材，之前有一些想法，但

是做不出來，現在看完學長

姐的作品後，很有信心，決

定要一做再做，努力去做。」

她表示去年就開始著手完成

企劃書，今年已經開始做了，

製作畢業作品真的要花費很

多心力。

　應華系主任謝奇懿表示：

「從做中學，從學中做，同

學們將四年來的所學做成作

品，讓大家看見，而我也相

信今年可以看到許多好的作

品，同學們也可以趁畢展來

推展自己，最後感謝畢業班

的辛苦。」班導師陳文豪老

師也說：「畢展的成功就像

是農夫收成一樣，值得慶賀，

也希望同學能精益求精，最

後祝福畢展能順利成功。」

　應華系 98 級畢業展覽時間

為三月二十五日十點至三月

二十九日十二點三十分，地

點為至善樓 1樓藝術走廊。

想製作不同一般的懸疑舞台

劇。」

　UC4A 的楊蕙慈與高名蕾

所作的繪本「馬克的奇幻旅

程」，將帶領觀賞者與主角

馬克一起走入台灣歷史。將

台灣歷史分為遠古時代、清

朝時代與日治時代，繪本中

使用許多圖片來說明，因為

不希望文字過於冗長，也讓

外國人更容易了解台灣。此

外她們也讓觀賞者在看完繪

本後能參加有獎徵答，答對

就可以得到有關繪本的書籤。

創意牡丹：繪本製作。 文藝牡丹：華語教材。 多藝牡丹：論文研究。

責任編輯：林郁綺

98 級畢業專題比賽得獎名單

作品名稱 學生姓名 名次

創意學華文商品
現文化

鬼疑

下象棋學華語

那扇門後

噬心症：緣果定
律

漢字輕鬆學

黃詩文、陳麗凱

柯 冠 廷、 黃 鈺
珽、蔡玉娟

彭慈予、林翊庭

李其穎、芮邦皓

辛孟潔、謝采庭

謝禹輘

郭亞儒

周姿君、卓紋汝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佳作

佳作

佳作



應華 2B 鏖戰五場 拔出冠軍賽門票
拔河比賽對上西文 1A 形成拉鋸 在團隊合作及加油聲中 艱辛獲勝   

【記者 萬于甄採訪報導】

力
量與力量的拉鋸，應華

2B 對上西文 1A，三月

十一日下午，前進冠亞軍的

最後一張入場卷，當裁判那

聲畫破天際的哨音響起，應

華 2B 勝。

　「一二剎！一二剎！」那

一聲聲加油聲響亮的從文藻

操場中央傳來，雙方的實力

相當，誰也不讓誰，但應華

2B 在第一場卻不幸敗給西文

1A。

　雖然第一場就是耐力賽的

考驗，但應華 2B 的選手們並

沒有放棄，緊緊拉住拔河繩

的雙手不肯輕易鬆開，憑著

不想輸的信念與團隊合作，

最終以 2:1 的戰績拿下了這

場勝利。

　對於能進軍冠亞軍的決賽，

大家的心情都很興奮，UC2B

的張羽清同學表示 :「我很

開心也非常激動，因為一年

級第二戰就被刷掉了，這次

有這麼好的成績已經非常滿

足。」

　賽後鍾明彥老師對班上優

異的表現表示 :「很意外，很

興奮，對冠軍賽也很有信心，

關於比賽，希望大家能樂在

其中，得失心不需要那麼重，

安全第一。」

　對於之後即將出賽冠亞軍，

UC2B的張勤芝同學表示：「雖

然現在因為拔河用力過猛造

成右小腿肌嚴重痠痛，但對

於冠軍賽還是很有信心的。」

UC2B 同學們為前進冠軍賽揮汗奮戰，個個表情猙獰，最終晉級。                                                                    （鄭宇真提供）

會長蕭新祐：希望大家多參與系上活動
期初大會活動說明 漢拚比賽 系會改選 改大運動會 送舊 活動滿檔 

鍾明彥老師體恤同學辛苦，
自掏腰包請喝飲料。（鄭宇
真提供）

同學賽前準備動作，氣氛緊
張。        （鄭宇真提供）

應華系同學們參加期初大會，認真聽簡報。　 （萬于甄提供）

【記者 萬于甄 鄭宇真採訪
報導】

３
月４日應華系的期初大

會在文園開場了。期初

大會最主要的目的是說明新

學期應華系的相關活動，讓

大家了解並多加參與。

　當天由到場的師長王季香、

戴俊芬、王欣濼老師率先說

明 4/20( 六 ) 古典與現代學

術研討會及十二月台灣華語

文交流會，並招募志工。不

僅可以觀摩應華師長發表學

術論文的風範，也可提升專

業知識等技能。

　會長蕭新祐在活動中告知

應華系這學期的相關活動，

其中包括四月份的說書比賽、

漢拼比賽及改大運動會，五

月份系學會的正副會長改選、

送舊和六月份的期末大會。

　會長也希望學弟妹們能多

參加系上的活動，活動長蔡

雅雯表示：「如果對系學會

的職位有任何疑問，都可以

向學長姐們提問」。

　系報總編輯林郁綺也為大

家說明了關於本學期進入系

報的相關方法。

　最後的時間由同學發問問

題。一年級的同學提出了說

書比賽的疑問及系排是否能

成立，會長也一一為同學們

解答，說明成立社團的條件

及規定。

　另外，對於今天的活動，

UC2B的蔡佳容同學建議:「希

望下次系學會能將所須的設

備準備好。」而 UC1B 的劉晉

榮同學表示：「活動應該可

以更正式一點，各項活動流

程應該要更加豐富，對於活

動前的宣傳也希望能有系統

的宣傳。」

　但他提到：「我還滿想參

與系學會，感覺可以認識很

多人，能為系上辦活動也還

不錯」。

責任編輯：黃瑋恩



謝奇懿韓國參訪 簽署兩校交流協議
訪視范姜沛柔、曾詩情 拓展實習機會 六天南北奔波　收獲豐盛
【記者 吳幸儒 李啟萍採訪

報導】

今
年二月，應華系系主任

謝奇懿和日文系謝億榮

主任聯合進行韓國六天參訪。

此次，主要探視實習學生外，

並為本校開拓更多實習機會，

計畫與韓國外語大學簽訂姐

妹校關係，增加文藻學生到

國外的機會。兩人足跡遍及

全韓國，亦達成本校與韓國

大學的實際普遍交流與協議

簽訂共識。

　本次韓國之旅主要探視在

韓國實習的兩位研究生：范

姜沛柔、曾詩情。兩位研究

生是在位於韓國中北部，距

首爾約一百五十公里的韓林

女子設計高中教授中國留學

班的十位學生，此班專為即

將畢業後到臺灣就讀大學的

學生，開設密集的中文課程。

兩位老師幽默的教學風格深

受學生喜愛。韓林女子設計

高中校長還致贈一面水晶感

謝牌給本校，期許未來雙方

有更多交流。

　兩位主任探訪實習學生後，

也走訪韓國三間大學，分別

是位居韓國北部的首爾 CYBER

外國語大學、韓國中部全州

的全北大學、韓國南部釜山

的高神大學，以及一間台韓

學術交流之機構─韓國台灣

教育中心，共四個機構。

　從北到南幾乎走遍了全韓

國，與校方聚餐，在零下 10

度的低溫中，接受宮廷料理

的招待，代表著韓國最盛大

莊重的宴客方式，最後與韓

國外語大學和高神大學簽訂

姊妹校。

　寒假的韓國之旅，謝奇懿

主任只用「忙、累」兩個字

形容，六天的行程不斷南北

來回奔波，只為幫文藻學生

們爭取更多韓國交換生、海

外華語教學實習機會。 謝奇懿主任與日文系謝主任參訪韓林女子設計高中，與實習生合照。(謝奇懿主任提供 )

鄭國瑞老師揮毫贈康義勇老師一副對聯：利亨貞天地合德，康義勇古今常倫。(李彪老師提供)

誨人不倦 義勇退休了

【記者 戴宏勝採訪報導】

教
育界打滾數十年載，春

風化雨，康義勇老師在

今年寒假快樂退休了。

　應華系的老師們，還特別

為康老師舉辦歡送會，現場

每個人都為康老師感到高興，

也祝他在退休後，生活更加

豐富光彩，開啟另一片屬於

自己的天空。

　李彪老師表示，康老師待

人和善，有時他們私下會出

去吃飯，了解近況，有時也

會請教康老師一些問題。李

彪老師說，其在專業領域內，

更是學問淵博，通古博今啊！

　應華系 3A 盧逸軒同學表

示，康老師為人和藹，學識

淵博。她依稀記得剛進文藻，

上康老師第一堂課時，老師

便要求同學須於學期末繳交

一萬五千字的論文。每個同

學聽到後，都覺得老師固然

嚴格，但仍勉勵自我努力向

學。

　同為應華系三年級的袁郁

婷同學亦表示，康老師人很

好，上課方式很有特色，學

問有素，看事物的角度很多

元，很有趣。

　另外，康老師於退休之際，

捐六箱書給應華系，提拔後

進，使許多老師備感欣慰。

師生讚揚 康老師通古博今 親切和藹

責任編輯：蔡蓓瑋

恭賀
林雪鈴老師

升等副教授



越南交換樂不思蜀 心得一籮筐
【記者陳俞禎 袁郁婷採訪報

導】

應
華系三年級宋奕慧和吳

羿萩同學日前至越南當

交換學生，日期為 2 月 21 日

至 7 月 17 日，為期五個月的

時間。兩位同學表示，在當

地學越南文的時間其實不長，

一個禮拜五天，一天只有兩

個小時的正式課程，所以有

十分充沛時間四處走走，探

訪當地文化。讓他們深感自

己既是學生，也是觀光客。

　學習了一個多月的越南文，

班上採小班制，與另外一位

韓國人，總共三個人，他們

就像在文藻內的外國學生一

樣，生活的很自然。

　除此之外，當地還有許多

華人，大部分說廣東話，可

見在越南的華裔學子不在少

數。由於異地人的增加，直

接影響了當地飲食商圈的發

展，如：如：潮州麵、涼茶

和港式甜點龜

，都是當地吃的到的中國食

物！

　去越南之前，多數人向他

們說：到了越南一定會不習

慣，那邊的食物又酸又辣，

可能還不是很衛生。但文化

的融合，超越了空間限制，

即使身處異地，依舊可以品

嘗到家鄉的美味。同時，越

南也是個多元的美食天堂，

河粉、麵條跟法國麵包都是

主食。

　越南人十分熱情，在短短

的兩個星期內，他們結識了

不少當地人。在任何需要幫

忙的時候，只要勇於開口，

一定會有人伸出援手，甚至

還有人引導他們去一般遊客

較少發現的私房景點。

　當地還有個在台灣較少出

現的「計程摩托車」，將計

【記者黃沛嘉　潘佳欣採訪
報導】

「
儒風社區人文城市暨古

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

將於四月二十日，在歐盟園

區 Q001、Q002 舉行。由主辦

人林建勳老師與第二社區大

學合作，雖然是第一次合辦

研討會，但林老師保證研討

會內容絕對豐富，包羅萬象。

　合作對象第二社區大學，

極重視經典現代解讀，例如

四書、三字經，推廣中國傳

統思想，營造社區文化是他

們的目標。而系上本身就有

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雙

方希望能夠借助彼此的專長，

融合古典與現代，將華語文

化教學和中國文化結合在一

起。

　雙方共同想法的開端，來

自同樣對中華文化的重視。

但相較於第二社區大學偏向

文化的推動，本系則較著重

於教學與研究。研討會討論

範圍廣泛，不論是關於文學、

語言、哲學之論文，但凡跟

中國相關的研究，都會收錄

在發表內容中。

　由於第二社區大學較缺乏

學術經驗，所以對於與學術

團體合作的意願相當高，此

種合作相當以利他們進行文

化活動推展。本校則是有經

費上補助的需要，加上學生

參予度略低。基於雙方的需

求，互相搭配衍伸出了此次

合作研討會，希望能累積更

豐富的校外合作經驗。去年

於蓮池潭的畢業公演，就是

應華系與第二社區大學成功

合作的例子。

　至於本系未來的願景是增

加本系學生華語教學的訓練

與經驗，與外界互相交流，

更要將系上影響力對外擴張，

幫助學生不與環境脫節。

越南當地美食，酸酸辣辣，是炎熱地區最好的開胃菜。（下圖）

當地小孩正在看自己被拍下
的畫面。（上圖）

私房景點：將色彩繽紛的房屋一覽無遺。（上圖）

車水馬龍中，摩托計程車就夾混其中。為了防曬，只好把自己包得
緊緊。

應華與社大結合 華教與儒風齊飛　

會議日期：
2013年 4月 20日（六）

會議地點：
文藻外語學院求真樓
Q001、Q002 教室

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
舉！

青春不要留白　羿萩 奕慧融入當地　充分把握快樂的學習時光

應華系與第二社區大學合作又一樁　期盼共創儒家文化與現代的新思維

  ( 照片皆由吳羿萩、宋奕慧提供 )

程車改為機車的方式，載人

計費，非常盛行，在大街小

巷中穿梭不息。也因為當地

氣候炎熱，「洗頭店」成為

一大特色，無論哪條街，至

少出現一兩家洗頭店，讓自

己保持清爽。

　兩位同學還還觀察到，越

南人喜愛在夜晚與三五好友，

群聚在公園吹著涼風，談天

說地，氣氛十分悠閒。

　他們表示，當初在文藻常

聽見國外旅遊之事，覺得有

趣新鮮，當公告一出來，並

沒有想太多就報名了，主要

也因為能負擔在越南期間的

經濟支付，學校也給了不少

補助金額，如此好的機會，

任誰都不想錯過。

　兩位同學認為，華語教師

的優點就是能跑遍各地，認

識不同的文化，學習不同的

語言，也把我們的東西帶給

別人，也建議將來想要到越

南或是其他國家當交換生的

學弟妹，去任何地方，第一

個要帶的東西就是「尊重」，

體驗文化間的差異，既來之，

則安之。出發前也一定會有

很多不同的意見在耳邊，但

請相信自己，青春就這麼一

次，勇敢向前吧！

責任編輯：彭俞鈞



【記者　曹冠叡 杜函霓採訪

報導】

難
道我每天都只能用報

告、作業、線上遊戲填

滿我的大學生活 ? 想要有不

一樣的大學四年嗎 ? 就讓身

為 AIESEC( 國際經濟商管學

生會 ) 的文藻分會副會長劉

靜芯同學告訴你，我們的大

學四年也可以這樣玩。

　AIESEC 是一個以培育全方

位人才為主旨的青年組織，

已經參與近三年的靜芯認為，

參加這樣的活動除了磨練活

動策畫的能力、情緒管理以

外，也可以認識到全台灣甚

至是全球各大學的校園菁英。

而這次的寒假海外成長計畫，

正是給予靜芯再次磨練自己

的好機會。

　這次到馬來西亞的海外成

長計畫，其目的當然絕不只

是到處遊玩、隨意血拚，當

地的 AIESEC 分會安排他們至

檳城的孤兒院及安養院的做

志工服務，和那裡的小朋友

有更多的互動和了解。靜芯

覺得，其實當地的人很熱情、

好相處，再加上當地有不少

AIESEC 會員海外成長 拓展視野 
UC3A 劉靜芯走訪馬來西亞 與各國青年交流 從志工服務磨練自我

UC3A 的劉靜芯利用寒假時間參與海外成長計劃，在 NGO 服務爺爺奶奶。      ( 劉靜芯提供 )

介紹台灣。  ( 劉靜芯提供 )小學進行 Global village。

華人，所以讓她備感親切。  

　另外，劉靜芯同學表示，

因為高中時期比較內向，加

上當時不斷地追求課業與升

學，使她的視野受到限制。

她想要在畢業後改變這種情

況，所以在大學一年級時，

選擇加入 AIESEC 改變自己。

AIESEC 的主旨是世界和平

與發展人類潛能，目的是希

望有更多 18 到 30 歲的青年

加入這個組織。因為加入了

AIESEC，從中學到情緒管理、

時間管理、如何承辦活動、

擔任領導者的角色…等等。

她說：「只要自己願意的話，

什麼事都辦的到。」

　藉由這次寒假的海外成長

計劃，劉靜芯同學到馬來西

亞待了約六週的時間，期間

遇到來自不同國家的青年，

從中學習到如何與人合作與

相處，也學習到遇到問題時

的危機處理。

　與外國人交流過後，她表

示很多馬來西亞人很喜歡台

灣的文化，所以我們應該要

為我們的文化感到驕傲，不

要覺得自己的文化沒什麼。

她說：「應華系不須自卑自

己英文不好，因為英文本

來就不是我們的母語，所以

去國外不要因為覺得英文不

好就減少與外國人接觸的機

會。」

　當然，劉靜芯同學也利用

這六週的時間走訪不同城市，

有吉隆坡、檳城、吧生、馬

六甲。她表示，人出門在外

靠朋友，人脈的擴展很重要，

而人脈對未來的規劃絕對助

益很大。最後，劉靜芯同學

說，如果同學真心地想要讓

自己的大學有更多不同，也

歡迎在 3 月 31 日文園二樓參

加跨文化體驗會，聽靜芯分

享更多經驗。

劉靜芯與來自不同國家的研習生開心合照。                              ( 劉靜芯提供 )

擁抱繁華上海 勤芝走入國際
【記者　楊雅筑 林孟儒採訪
報導】

最讓你想參加國外志工的
機會在哪裡 ? 一次的特

別體驗，一次的交換計劃，
讓一切有了不同的開始。這
次應華系 2B 的張勤芝帶著期
待又渴望的心情飛向了上海。
　最初到上海，除了因為氣
溫降到零下三、四度而不適
應外，像是說話的用法，例
如：「這東西不錯吃」，他
們不太瞭解「不錯吃」的意
思。
　另外在吃的方面，有一種
稱作「蓋澆飯」猶如台灣的
蓋飯淋上醬汁，或是長相像
是台灣的臭豆腐，只不過豆

腐是黑色的。
　住在青年旅舍，就像個小
家庭，房客可能來來去去，
但也有一住就十幾年的，所
以使她接觸到不同的體驗文
化。
　志工服務內容，像是訓練
一些特殊小朋友，學走路、
爬行和起步，她在教導的過
程中學到的不只是志工服務
而是心境的改變。
　當地的生活，她認為搭地
鐵其實很方便也很便宜，也
秀出在上海買的一條手帕，
上頭充斥著五顏六色的線條
就是地下鐵的路線圖，十分
的特別又具有創意。
　最推薦去的地方是南京，

張勤芝親切的與上海當地的小朋友合照。    ( 張勤芝提供 )

報，發現時間是當天下午我
就去了。」　
　真的不要錯過這些寶貴的
人生經驗。她認為，如果家
中經濟許可，不要把時間放
在打工上頭，可以多多參加
如國際志工這種活動，她表
示：「因為當你已經在工作
的時候，不可能會有那麼多
時間去體驗這些。」
　就在透過 AIESEC 提供的平
台，她找到了位於上海西塘
的特殊教育幼稚園，藉由網
路視訊面試，給了她一個機
會。
　回憶在上海的種種，她覺
得上海比想像中還要更繁華，
但也有貧富差距存在。或許，
這才是我們必須出國看看外
面世界的改變。當妳有熱情
去擁抱新的事物時，那就好
好把握！接受新的體驗。

　在那裡有孫中山和曾秀全
留下的一些物品，認為是個
很適合自由行的地方。　

　提到為什麼想要去上海當
志工，她說：「因為我的個
性獨立，所以我偶然看到海

責任編輯：林郁綺



既理性又活潑 岳訓用鏡頭感受德國
【記者杜函霓 曹冠叡採訪報

導】

你
是否曾幻想過走在德國

冬季街頭？是否想置身

於陌生但卻文化多元的國度，

無論你是否想過，是否有勇

氣走進從未踏入的國家，就

請你先跟著應華系 3B 何岳訓

的鏡頭去探一探這個未知的

土地，你再來做決定吧！

　二月初，正值於德國的寒

冬氣候，走在不時有白雪片

片落下的德國街道，儘管身

上穿著厚厚的大衣，仍不時

感受到竄入體內的冷風。

　「這個地方是不是要在下

個路口右轉？」好不容易在

問了幾個人後，終於有人願

意回答他如何到達這個目的

地。會不會覺得德國人很冷

漠？對於這問題，何岳訓表

示德國人他們多少有些高傲，

不是那麼喜歡外地人，但多

數走在路上的國人，都是面

帶微笑，感覺他們是有活力

而熱情的。

　讓他印象極為深刻的是德

國小孩身上彷彿隨時飄散著

幸福洋溢的氛圍。相較於臺

灣，德國父母對於小孩的穿

著搭配較為細心，這讓他覺

得能夠出生於德國的孩子，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已經環遊過不少國家的何

岳訓表示，德國行和過往的

旅行有截然不同的經驗，以

往在別的國家都會伴隨著身

處異鄉的孤寂感，但這次被

德國人活潑熱情所感染，使

他更能夠入境隨俗。

　如果有想到德國旅遊的朋

友，何岳訓特別推薦柏林，

這地方一定可以讓你體驗到

他所說德國人的快樂與熱情。

看到這裡，你還在猶豫嗎？

趕快擬訂計畫吧，不妨在今

年暑假來趟刺激又知性的柏

林之旅吧！

光一張照片，就可以拍到三種人，或許真的存在著這永恆的定律，物極必反，否極泰來，在逆光之下的異國風情組合，可以有
這麼戲劇性的衝擊感。　　　　　　　　　　　　　　　　　　　　　                   （此圖說與照片皆由何岳訓提供）

歐洲的的父母總是用心的替
小孩打扮。

容恩北海道之旅回憶滿載

【記者吳幸儒　李啟萍採訪

報導】

想
體驗雪地中的漫步的氣

氛，或想感受冰天雪地

裡乘坐熱氣球的感覺嗎？這

些願望，在北海道都可以讓

你享受到！

　二月初時，應華系 2B 許容

恩與家人一同到日本北端的

北海道家庭旅遊。其中，在

北海道十勝搭上在台灣造成

風潮的熱氣球，一家四口搭

上巨大的熱氣球，在雪地裡

升空的方式讓她印象極為深

刻。許容恩表示當時雖然被

頭頂上熊熊燃燒的火焰嚇到，

但當熱氣球飛到高度超過七、

八樓層高時，可以俯視一望

無際的雪景，放眼望去是閃

閃發光的景象，那白雪美得

令人忘記恐懼。

　這一趟北海道之旅，許容

恩也到位於大雪山國立公園

境內的層雲峽觀看當地每年 1

月底到 2 月初的傳統慶典「冰

瀑祭」。札幌著名的拉麵村、

北海道著名巧克力夾心薄餅

「白色戀人」巧克力博物館，

此處有著英國式的中庭與歐

式庭院，讓人恍若置身於國

外城堡，參觀、體驗製作白

色戀人。以及位於北海道西

南洞爺湖區，是日本第二深

湖泊，且湖水終年不結凍，

有「不凍湖」美名的支笏湖

等地方參觀。

　此外，容恩也享用了精緻

高檔的懷石料理與正宗日本

拉麵，也盡興地泡溫泉。更

在旭川動物園裡，看見北極

熊、海豹等難得一見的動物。

　北海道之行對許容恩而言，

是與家人重要的回憶，無論

是散步在夜晚的運河邊，亦

或者白天時在露天咖啡廳喝

咖啡，就是因為有家人的陪

同，才顯得這段旅程的美麗。

可愛的德國小男孩。

何岳訓於聖湯馬斯教堂前留影。

容恩與家人首次嘗試搭乘熱氣球，興奮異常。   ( 許容恩提供 )

暢遊柏林 打破既定印象 多元文化共治一爐 小孩精心打扮 顯露人民生活富裕

責任編輯：彭俞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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