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交流 應華系走出台灣 橫跨太平洋

配合維吉尼亞大學課程安排，每週五早晨參與此計畫的應華系學生上線，集體使用 Skype 遠距交流實況。(維吉尼亞大學提供 )

【記者 沈家億採訪報導】

覺
得沒有機會練習英文

嗎？想與外國人認識卻

苦無機會嗎？不知道要如何

與外國人聊天嗎？應華系與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語言交換

計劃，讓你三個願望一次滿

足。

　這學期開始的首次遠距語

言交換計劃，從學期初九月

二十八號以來已經進行了七

次之多，學生反應良好，與

維吉尼亞大學的互動熱絡。

　應華系三年 A 班洪玉芳同

學受訪時，問到與對方互動

時神情掩蓋不住興奮，直說

「這項計劃太棒了！不止可

以加強對英文的訓練，也可

以將應華系所學習到的知識

學以致用。不但可以認識新

朋友，還可以了解彼此的文

化差異，真是一項一舉好幾

得的計劃。」

　應用華語文系專業數位教

材教師林翠雲老師表示，文

藻應華系與國外大學的類似

合作已經不止一次了，100 學

年下學期的星談計劃就是其

中之一，星談計劃的成功引

起廣大迴響，因而有了這次

的機會。

　以往國外學生學習中文要

不是在本國尋找中文老師，

不然就是到台灣或大陸留學，

不但費時、費力，且所花費

的金錢可說是筆龐大的負擔，

因受限於以上原因而無法如

願學習中文者滿坑滿谷，林

翠雲老師對此深感遺憾。

　用數位的方式跨出國界，

消除所有的困難與障礙，讓

所有學習在彈指之間變得容

易是老師的夢想，相信這次

的語言交換可以讓林翠雲老

師離夢想更進一步。

參與計畫 宏勝怡芬喜悅分享

Skype
【記者　林志陽採訪報導】

本
學期應華系首度與美國

維吉尼亞大學合作「語

言交換計畫」，藉由 Skype

語音視訊一對一談話，系內

的學生與當地學生實際交友、

聊天，突破母語的環境，相

互學習第二外語。

　參與此次遠距離交流的

UC3A 戴宏勝同學，採訪時他

說當初是因為想練習英文而

參加了這個計劃，與他交流

的對象是一位在美國唸書的

韓國人，因為對語言有興趣

所以參加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主要是互相交流

彼此的文化、交換語言，他

們基本上是使用英文來交流，

中間偶爾會穿插本國語，一

開始雙方都有點尷尬，不知

道該說些什麼，但是隨著交

流的次數增加，彼此也越來

越熟悉。

　在這段交流過程中，雙方

都更了解對方的文化，像是

美國與亞洲的不同，戴宏勝

說對方的學生相當驚訝台灣

這麼準時，因為對方的習慣

通常都是上課後才會陸續到

場，對方也提到韓國也有像

是台灣夜市的地方。

　戴宏勝相當鼓勵大家參加

這個計劃，不論是想練習英

文或是想了解不同國家文化

都可以來參加，拓展自己的

視野，增添一點特別的經驗。

【記者　洪玉芳採訪報導】

你
一句中文，我一句英

文！參與語言計畫的

UC3B 陳怡芬同學：「很期待

每週五的早晨！」

　同為語言交換的陳怡芬同

學，也因這項語言計畫，接

觸到美國截然不同的文化背

景，學習且吸收異國新知。

具備基礎英語能力的怡芬，

起初雖害怕而說不出英文，

但個性剛強的她，因翠雲老

師一句話：「就是英文不好，

才要透過語言交換練習英文

啊！」毅然決然加入團隊！

幸運地是，怡芬遇到的一名

台裔美籍的女孩。

　積極迫切學習中文的 April

成熟活潑，中文聽說讀寫具

備良好溝通能力，但艱澀難

懂的詞句，語意較難詞彙，

須要怡芬輔導解釋。

 　她運用影片、MV 等教材，

教 授 April 中 文， 而 April

則教導怡芬常用英文單字，

兩人能力互補，怡芬同學說：

「她像是我的姊姊，我們興

趣投合、品味相似，她喜歡

的東西，我剛好也喜歡。」

憑著這股默契，兩人建立起

濃厚的友誼。

　語言計畫開啟怡芬探索國

際的認知，結交異國好友、

體會美國學生不一樣的生活

模式，讓未來充滿期待的她，

多一項選擇人生目標的方向。

讚啦！視訊通話跨國際 突破母語的環境 開拓視野

林翠雲老師以數位軟體做媒介 與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合作遠距語言計畫 排除空間障礙  

怡芬與維吉尼亞大學學生交流實況，互動多。(陳怡芬提供）

中英文語言交流 教學相長 

維吉尼亞大學學生Cory的Skype圖像。        (蔡蓓瑋提供)

責任編輯：林郁綺

April甜美照。(陳怡芬提供)



首次阿里山移新 天冷氣氛暖暖
各類遊戲聯繫團員感情 工作人員整人 show 出晚會高潮

【記者 杜函霓採訪報導】

101年度應華系移地迎新在

11月17、18日圓滿落幕！

這是應華系首次在阿里山舉

辦移地迎新，活動內容十分

豐富，包含學長姐精彩的熱

舞表演、新生各小組的即興

戲 劇、 大 地 遊 戲、Running 

Man……等。各類遊戲不僅有

趣，更增加了團員之間的聯

繫，使應華一 A、B 班對彼此

更熟悉。

　副主辦人吳奕萩說：「迎

新活動的目的，是希望可以

凝聚應華系的力量，拉近學

弟妹們和學長姐之間的關係，

同時也讓更多的應華新鮮人

知道，應華系是一個溫暖的

大家庭。」

　第一天的闖關遊戲就遇到

大雨，臨時將地點更改為飯

店內的房間內、走廊上。雖

然場地不如原本安排的寬闊，

學員們還是非常開心地闖關，

飯店內散發著愉快的笑聲。

晚上的重頭戲就是迎新晚會。

但是在晚會才剛開始時，季

香老師與工作人員突然宣布，

因為天氣的關係，必須趕快

撤離下山。每個學員聽到的

時候都非常驚訝、失望，以

為這次的迎新就這樣泡湯了。

在學員們準備收拾東西的時

候，工作人員們突然大笑尖

叫，然後歡笑的跳起舞。在

小學員們一頭霧水、不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之餘，才驚覺

原來這是系學會的整人計畫。

在晚會時，每小隊必須各演

一齣小短劇，中間還穿插系

學會準備的精采舞蹈表演，

在開心的氣氛下度過了開心

的一晚。

　第二天出發到奮起湖老街，

除了逛老街之外。系學會安

排了 Running Man 的遊戲，

即是各小組須闖六個關卡：

26 湯瑪士、調皮搗蛋鬼、七

彩霓虹燈、初戀滋味、尋找

活動長、金雞獨立。在全隊

移動到下一個關卡時，還有

安排的警察隨時出現並將隊

員的標籤撕下，若不小心被

撕走就會被扣分。學員們無

不繃緊神經邊闖關邊隄防警

察的出現。

　參加本次迎新活動的 UC1A

黃同學表示：「能參與這次

迎新活動很開心，也很值得，

A、B 班的同學變得更熟、

更熱絡了，直系學長姐也很

好相處。最喜歡的遊戲是

Running Man ，過程很刺激，

大家都很努力很團結 ! 雖然

天氣令人有點沮喪，但因為

大家在一起所以還是很開心 !

很感謝學長姐的辛苦照料，

很感動 !」

　主辦人蔡雅雯說：「第一

次舉辦這麼大型的活動，難

免有些緊張。可能在一些事

情上有些小漏洞，但正是如

此我才學到了如何互助合作。

最重要的是懂得感恩，感

激一直以來陪在我身邊的同

伴！」

　雖然這兩天山上的天氣非

常寒冷，只有 10 到 12 度，

而且天空還飄著細雨，但工

作人員們和學員們的熱情不

減，依然玩得非常 HIGH ！

學長姐在第一天晚會中熱情起舞。           ( 李啟萍提供 )

同學必須跟穿著不同顏色的
遊客拍照。   (陳俞禎提供)

Running Man闖關遊戲。 (李
啟萍提供 )

排球系際盃 應華女排冠軍 男排亞軍    
女排對上德文系打成拉鋸 以 2：1逆轉勝 男排碰上日文系 失誤錯失勝機 雖敗猶榮 

【記者 戴宏勝採訪報導】　

這
次迎新系際盃賽最特別

之處，就是一路過關斬

將，最後贏得亞軍的應華系

男排。

　在第二場比賽中，即遇到

每年排名前三名的英文系排。

比賽中，隊中成員都抱著全

力以赴的心情與英文系對抗。

以 25：18、25：23 取得最終

勝利。

　冠軍賽第一場，應華系因

失誤過多，被日文系隊逆轉

勝，以 25：20 結束第一局對

決。第二局應華系同學回復

原本的步調，加上團隊默契

及技術，以 25：8 之姿，贏

得第二局比賽。不過在第三

局比賽中，由於過多的失誤，

導致分數差距越來越多，以

致難以挽回，最終日文系以

15：8 的分數，贏得冠軍，應

華男排則取得亞軍。

　雖然最後並無贏得冠軍，

但優異的成績確實讓許多人

驚艷不已。隊中蔡俋萩同學

表示，這次的比賽結果，完

全超過他的預期。因為以往

參加比賽，都會面臨參賽者

人數不夠，或是球技佳者為

少數的窘境，以至每次的比

賽成績都不理想，但此次比

賽，學弟們的參與度很高，

也會利用空閒時間練習，此

次能有亮眼的成績，實是得

來不易。

　應華系男排興奮的表示除

了會勤加練習外，也希望明

年可以以此一氣勢挺進決賽，

贏得冠軍。

應華系女排背水一戰奪得冠軍開心合照。     ( 李啟萍提供 )

【記者 李啟萍 林孟儒採訪

報導】

應
華系擊敗了德文系得到

系排冠軍！ 101 年度的

系際女子排球總決賽於 11 月

1 號在育美館舉行，最後由應

華系搶下冠軍！

　此次的總決賽兩系實力堅

強，第一局就打成拉鋸戰，

應華女排一度將分數拉開 5

分，但因漏接跟救球失敗，

漸漸被德文系趕上，比數直

到 25：25 還是無法分出勝

負，最後因對手失誤，女排

以 28：26 獲得第一局勝利。

　中場休息後，隊上人員做

了調動，UC3A 陳佳宜在第二

局時下場，但是一開始隊上

的狀態不太穩定，之後，陳

佳宜以兩次攻擊將比數拉開，

從 11：14 到 14：14，最後逆

轉分數，此局應華系以 25：

18 贏得勝利。

　場上精彩的飛身撲球與驚

險救球過程，令一旁觀賽的

同學們緊張得連連驚呼尖叫、

鼓掌叫好，比賽結束，應華

系以 2：0獲得冠軍。

此次比賽由 UC3A 黃瑋恩、陳

　佳宜與 UC2A 陳慧容等學姊

們帶領一年級的學妹們出戰，

黃瑋恩表示，第一局比賽真

的很緊張，尤其分數已經到

26：26 還分不出勝負，而第

二局調整了心態，安撫學妹

緊張的心情並互相加油打氣，

終於獲得好成績，身為學姊

的她說：「就算真的輸了也

會覺得雖敗猶榮，因為學妹

們下課後都積極地主動練習，

如此認真的態度就是這次能

贏得冠軍的原因，也希望學

弟妹們以後也能持續的練習

排球。」UC1B 的黃怡婕說，

每天下課就召集同學們一起

去排球場練習，啦啦隊的加

油也給予了我們最大的鼓勵，

非常謝謝辛苦的學姊還有各

位同學。

責任編輯：黃瑋恩

男排與日文系之戰，掉球失誤。            ( 戴宏勝提供 )



華教工作坊　讓教學不再死沉沉
【記者 楊雅筑 袁郁婷採訪

報導】

由
本校應華系與華語中心

一同合辦「2012 語文研

究與教學研習」之華語進階

教學工作坊已於 11 月 17 日

展開一連串的相關課程講座。

　第一天打頭陣邀請到了國

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的梁彩玲教授，帶來一場有

趣又精彩的「溝通式教學法

及其應用方向」。

　梁彩玲教授以語言學習三

大要素─「Input(輸入 )」、

「Interaction( 互 動 )」、

「Output( 輸出 )」的模式，

說明上課時必須讓學生和教

師不斷的互動，而不是一味

的將東西丟給學生，那結果

就是學生在台下睡成一片。

　梁教授更提到，語言的發

音十分重要，例如在日本，

英文字母「R」和「L」的音

是不分的，結果在一間餐館

的菜單上，應該是「Fresh 

Juice」 卻 寫 著「Flesh 

Juice」，「新鮮果汁」瞬間

成了「人肉果汁」。以及日

常生活中，文法錯誤所鬧的

笑話，例如在台南火車站廁

所裡的「烘手機」，下方的

英文翻譯竟然是「Bake the 

Call-Phone」。

　類似這種逐字翻譯法，不

但沒有達到原先溝通的目的，

反而使外國人不知所云。

怎麼動？課堂氣氛更精彩
【記者 楊雅筑 袁郁婷採訪

報導】

緊
接著展開第二天教學工

作坊，是由國家華語測

量推動委員會林佩樺、彭淑

惠老師主講「華語文寫作能

力評量簡介與實作」之課程。

　此課程主要在說明寫作能

力之評量，講解評分作文的

依據。彭淑惠老師提及區分

現今華語文考試的六個程度

的「三向度」。所謂三向度

是指「任務完成度」、「結

構組織句法表現」、「詞語

表現」。其中三向度，又可

將作文分成零到五級。其中，

「結構組織句法表現」又包

含格式、分段以及任務、段

落之銜接的結構問題。

　作文詞語方面的表現要用

的適切且冗詞贅字句極少則

大致可以得到五級分。講師

也提及若完全空白、僅抄題

目、並未使用題目設定、於

文章中提及名字等等皆僅能

獲得零級分。

　課程中鉅細靡遺的說明評

分作文的規則與標準。解釋

所有級分都是有一定可信度

和公正，深獲臺下熱烈迴響。

林佩樺和彭淑惠老師教授

「華語文寫作能力評量簡介

與實作」之課程，引起廣泛

迴響。(楊雅筑 袁郁婷提供)

如何教？漢字教學不再枯燥乏味

怎麼做？玩中學更有效
【記者 潘佳欣　曹冠叡採訪

報導】

教
學工作坊第二周週末持

續進行，24 日邀請到國

立政治大學華語中心朱文宇

老師演講「運用現成華語教

材之溝通教學實務」，吸引

許多教師、學子到場聆聽。

　溝通教學法包含有：詞彙

的教學思考、語言點的教學

思考、小句式的教學思考、

定點式的教學思考、課文的

教學思考、教學流程的教學

思考以及角色活動的教學思

考，這七個方向。

　朱文宇老師也不斷提醒，

華語教師是要扮演「引導」

學生的角色。課堂上讓學生

做足語句暖身後，便開放學

生相互練習對話。

　教學必須要「激發學生思

考，而非機械式的學習」，

朱文宇老師不鼓勵使用過去

八股式、一板一眼的教學方

式，應該以幽默而有趣方式

帶領學習者「玩中學」，更

有學習效果。

　從早上到下午的時間，在

朱文宇老師活潑的演說下，

學員們在歡樂的情境中，對

溝通教學法有更多的理解，

也獲得全場一致好評。

　對於決定走華語教學的

UC3A 吳羿萩同學表示，朱文

宇老師以「句構導入」的方

式，針對零起點教學是非常

好入手的方式，無須帶入過

多的文法，且朱老師生動教

學讓她在此堂課獲益良多。
【記者 潘佳欣　曹冠叡採訪

報導】

週
日上午，師生群體聚集

在本校國際會議廳，究

竟是什麼原因，讓學生願意

犧牲假日的休閒時間，來到

學校？原來是 25 日的教學工

作坊邀請到資深華語教師陳

玉明老師講解「華語課堂中

的漢字教學技巧」吸引師生

們一同前往。

　陳玉明老師在開頭先帶領

臺下師生做課前思考，探討

為什麼要教漢字？應該在什

麼樣的課堂中教漢字？

　除了漢字對華語部分的學

習，如近義詞辨析，有相當

程度的助益外。更重要的是，

漢字就帶有我們的中華文化。

但漢字並不是絕對，主要還

是取決於學生的需求。

　講座進行中，陳玉明老師

讓台下的觀眾，體驗她設計

拆部件的互動遊戲、組字遊

戲以及畫漢字等活動。

　藉由親身嘗試並融入情境

的過程中，使現場學員更理

解箇中道理並能融會貫通使

用。此遊戲設計得到熱烈的

迴響，大家的參與意願十分

高。

　其中，又以「組字遊戲」

最受眾人喜愛，就連課程休

息時間，小組們也仍是聚集

一起，繼續努力不懈地討論。

陳玉明老師表示，沒想到自

己準備的遊戲，會讓學生玩

得如此盡興。

　此外，陳老師也貼心為現

場聽眾提供許多方便應用於

教授漢字課程的數位工具，

並鼓勵大家若多多利用，不

但可以幫助教師籌畫出更完

整的課程，還能節省備課時

間。

　課堂間，陳老師靈活運用

各項元素，規畫出多采多姿

的課堂內容、小遊戲，同學

們都深感佩服且獲益良多。

　「隨時準備畫畫與說故

事」，是玉明老師在講座結

束前做的結語，希望大家可

以善用圖片與故事，使修習

華語的學生能順利而快樂的

學習漢字。

　課後，和老師的訪談中提

到，以現今華語教學的環境，

不足以讓教師賺到更多的錢，

因此更要思考到自己為什麼

要走入華語教學的領域？而

到國外投身華語教學只是因

為賺的錢比較多嗎？

　老師以自身原是電機系的

背景，進而走入華語教學的

例子分享，鼓勵確定踏入華

教這個領域的朋友一定要「莫

忘初衷」，千萬不能只是因

現在華語熱的現象而貿然投

入。

　如此，如在未來面對困難

時方能更快突破，讓自己的

教學更上一層樓。

責任編輯：蔡蓓瑋

朱文宇老師上課生動活潑，許多人慕名而來。(黃靖雯提供 )

如何評？五級各有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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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師資證照講座　坐在巨人的肩膀上　一探準備方向　二懂通過關鍵　三知實習甘苦
【記者 曾凱琳 吳雅冬採訪

報導】

你
想成為一名優秀的華語

教師嗎？你想順利考

取華語教師證照嗎？十一月

十五日於 Q002 教室所舉辦的

華語教師證照講座，讓你離

目標更進一步。

 講座分為兩個部分，第一

部分由在文藻服務滿四十年

的資深優良教師——廖南雁

老師為大家作經驗的分享與

說明。老師以詳盡的簡報說

明了許多關於考取證照所需

要的訓練和準備。而在過程

中老師也特別強調華語的口

語表達是非常重要的，但口

語表達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呢？老師說，語感必須依情

感調整流暢度，而且切記清

晰自然、咬字清楚等。

 另外，老師也開放在場同學

提問，其中一名同學問到，

是否拿到師資證照會影響華

語教師應徵的問題，老師親

切的回答：都有證照的兩個

人應該會同時通過第一階段

的徵選，但第二階段徵選重

點在於經驗的累積，海外實

習的經驗更是加分不少。所

以建議同學要好好把握所有

實習機會。

 第二部分由應華系研究所的

許畹屏學姐與大家分享豐富

的教學經驗和海外實習的心

得。學姐準備了精簡的簡報

作為輔助，分享準備華語認

證的考試的撇步。

 首先，先找到適合自己的

教科書，再配合歷年的考古

題做準備；而最困難的口語

表達，學姐建議考前用手機

或錄音機錄音，做自我矯正

與糾正，長期累積下來對口

語的表達會有很大的進步。     

另外，學姐也分享了去年到

越南的實習，以及今年去澳

洲的實習心得，其中包括教

學的經驗等，而特別的是學

姐在澳洲實習時，用中國傳

統的布袋戲和剪紙藝術讓當

地的學生能感受中國文化的

薰陶。學姐也提到，在越南

實習和在澳洲實習最大的不

同，就是在越南是用漢拼教

學，但是在澳洲則是使用注

音符號進行教學。

 這次的華語師資講座相信讓

許多未來想從事華語師資相

關領域的同學受益良多，老

師和學姊也勉勵同學們只要

努力不懈，未來文藻一定會

培養出更多華語師資的人才。

【記者 曹冠叡　吳幸儒採訪

報導】

戴
俊芬老師主導的鼎金國

小產學合作在十一月

十六號的餐會中結束，應華

系學生為期約一個月的國小

實習同時也告一個段落。結

業餐會的目的主要是藉由聚

餐、頒發禮物給實習同學，

以歡樂輕鬆的活動為這次的

實習畫下完美的句點。

　產學合作主要以校外實習

為主，由系上安排到國小，

甚至到別的大學，教導外籍

學生；讓你意想不到的還有

與國外學校的遠距離教學；

還有大家所熟悉的越南實習

兩個月教導華語。

 當天餐會，同學們和她們家

人特地帶了家常菜，桌上擺

滿了豐富的菜餚，讓大家如

同置身在大飯店用餐。

 這個班級由阿嬤以及外配所

組成，而在用餐結束後，由

主要帶領教學的鼎金國小的

涂茵晴老師頒發小禮物給實

習的小老師們，頒獎結束後，

熱情活潑的阿嬤及外配旋即

在台上載歌載舞為這個輕鬆

時間開場，而後實習的同學

們也一起參與其中，UC2B 的

張勤芝及黃瑞衍同學，更連

唱了幾首歌曲讓氣氛升到最

高點。

 至於外籍配偶和阿嬤們是否

喜歡及習慣這些實習同學的

教學及輔導呢？阮氏芳女士

及范金潮女士皆表示很喜歡

他們的教學，也覺得他們都

很認真、仔細的教學。其中

范金潮女士說到，在學習的

過程中覺得在寫字的部分遇

到比較多的困難，不過小老

師的輔導讓她很快地吸收，

不會再感覺這麼困難，同時

她也覺得上課氣氛很輕鬆愉

快，讓她享受著每次的上課

時間。

 對於這段期間的教學，小老

師的教學困難又在哪裡？勤

芝表示，因為這個班是由不

同文化的人士組成的，所以

在教特定主題的時候就會比

較難以解釋，如粿仔的講解

對於外配就會比較陌生，講

解的時間也會比較久。在教

學上的樂趣方面，瑞衍說，

這一班的阿嬤及外配都很熱

情，很積極的參與教學，非

常活潑，他很喜歡在上課中

和他們互動。研究所的范姜

沛柔學姐也說，透過這次的

實習，讓他的口條及教學有

更大的進步，也更能掌握教

學進度的快慢。

 身為鼎金國小主要教學的涂

茵晴老師覺得實習的同學們

教學都非常認真，態度值得

嘉許。只要再改進板書的書

寫方式，多留意學習者抄寫

板書的狀況，教學的品質會

更好。

 當天的餐會在非常歡樂的氣

氛中結束，這一段期間對於

學習者以及實習的同學都有

不同的收穫，相信這次的國

小實習的產學合作對於雙方

都是很棒的學習及經驗。

學生帶著期待來參加對未來極有幫助的講座。( 曾凱琳提供 )

　　　　　　　　　　　　　　　　　　　　

廖南雁老師以自身豐富的經歷對學生詳盡地解釋。

　　　　　　　　　　　　　　　　　　　　（曾凱琳提供）

由外配和阿嬤帶來的美食令人食指大動。　　（曹冠叡提供）

老師與學生齊聚一堂，現場氣氛活絡。　　　（曹冠叡提供）

鼎金國小實習結業囉
應華學生教學認真令人讚賞　以美食畫下完美句點

責任編輯：彭俞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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