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芳伶 家瑋 當選正副會長
滿懷熱情凝聚向心力 執掌應華系學會 身負重責大任 
【記者　萬于甄 鄭宇真採訪

報導】

系
辦外的那只投票箱裡，

決定了應華系系學會未

來的領導者，第十屆應華系

學會正副會長改選於 5 月 22

日中午舉行，而參加改選的

是 UC2B 的劉芳伶同學與張家

瑋同學。

　投票的結果於當天下午出

爐，第十屆的應華系系學會

確定是由 UC2B 的劉芳伶同學

與張家瑋同學分別擔任會長

與副會長。　

【記者　吳幸儒撰稿】

古
色古香，書宣氣息，墨香四溢的情境教室要改名了！

　中華風情濃厚的情境教室將不再只是情境教室，應華系為這間教室徵求一個風雅的名字。只要你是應華系的一員，都有資格提供美麗的名字。老師可以直接

提議，學生則需要五個以上的連署就可以報名，收件只到本學期結束為止。

　所有投稿預計在 102 學年第一學期，由系辦舉行初次票選活動，之後為選出的新名字舉辦揭牌儀式，提名人將會獲得小禮品並名留系史，永傳後生百代。

　你還在等什麼？情境教室須要你來命名！

左起應華系系學會新上任副會長張家瑋以及系會長劉芳伶同學。　　　　　　（萬于甄提供）

前系會長蕭新祐親自參與投
票。       （萬于甄提供）

像是巧克力傳情，他們則想

籌辦中國結傳情，讓傳情更

富有應華系的風格。　

　兩位正副會長在之前就積

極的參與系上的相關活動，

像是會長劉芳伶同學就有擔

任過漢拼大賽的工作人員，

副會長張家瑋同學也參與迎

新的機動組組員，兩位都是

第九屆系學會的成員，已經

相當熟悉系學會的相關事務

與運作，所以這次才會出來

參與正副會長的改選。　

從基層做起

未來活動規劃
　當選後，他們提出自己對

於應華系未來的規劃與想

法，為了提升系上同學們對

於系務活動的參與率及認同

度，他們將積極推動系上事

務，也會增辦更多活動來凝

聚系上同學們的團結力，例

如舉辦家聚，來增加學長姐

與學弟妹之間的情誼，還有

系副會長

　對於之後系學會的運作，

會長 UC2B 的劉芳伶同學也提

到：「活動的事前宣傳很重

要，我們將會加強宣傳，常

與各班班代作聯繫，讓同學

們能更容易得到系上活動的

資訊。」而身為應華系系學

會的正副會長，他們將多加

推廣應華系，增加其能見度

與曝光率，來提升應華系的

知名度。

　對於這屆的正副系學會長，

系上的同學也很期待，UC2B

的江弦庭同學表示 :「很高興

他們可以獲得大家的同意而

加強宣傳成效

上任，也希望之後系學會能

多多的辦一些相關活動」。

　最後他們也透露 6/10 號的

送舊大會是由他們主辦，當

天將會有精彩的社團表演，

活動中所提供的歐式自助餐

點也將和高雄餐旅大學合作。

而目前系學會也積極地招募

新血，如果有意願想加入系

學會的人，可以向他們申請，

還有想擔任迎新工作人員的

同學，也可以報名，8月中他

們將開始籌備。

挑大樑籌劃送舊

系會長

簡歷

情境教室徵名

姓名：劉芳伶

信 箱：ili520m@yahoo.com.

tw

FB：劉伶

經歷：

第九屆系學會成員

本屆畢業典禮司儀

漢語拼音比賽工作人員

姓名：張家瑋

信 箱：convers915@yahoo.

com.tw

FB：張家瑋 (Wayne Chang)

經歷：

第九屆系學會活動組組員

101 級迎新宿營組員

漢語拼音比賽工作人員

改選當天，系上同學積極參與投票。        ( 萬于甄提供 )

責任編輯：林郁綺



UC3B 同學拍攝「瓦力」奪得第三
與時間賽跑  克服製作影片技術缺乏 一路摸索 過程曲折    

【記者 陳可芸採訪報導】

一
滴滴的汗水映成一幕幕

的 經 典，UC3B 的 呂 政

璋、李唯綾、方毓祺、何岳

訓以及王馨同學，參加了「就

業多元 幸福源源」短片徵選

活動。影片裡的每一幕都是

他們努力的成果，最終他們

也以名為「瓦力」的短片奪

得第三名的好成績。

　他們從靜芳老師那裡得知

這個短片的徵選活動，從得

知比賽到報名截止日期只有

短短的三週，不過他們不畏

懼時間的緊湊，毅然決然得

決定要參加比賽。

　由於時間倉促，他們快速

的分配了每個人的工作，填

妥報名表並擬定好故事主

題，等一切準備就緒後，就

讓負責企劃的李唯綾和方毓

祺同學出面向他們想拍攝的

「三和瓦窯」接洽，得到同

意後就馬不停蹄地開始規劃

拍攝的細節。

　影片製作過程中遇到最大

的難題就是時間的不足，由

於當時正值期末，報告多得

滿天飛，他們只能盡量湊出

時間來討論與實際拍攝，有

的組員甚至要熬夜趕工，才

有辦法兼顧課業與競賽，與

時間賽跑就是他們的最佳寫

照。除了時間以外，另一個

難題就是有關影片拍攝與製

作，他們比較缺乏相關的知

識和技巧，所以一切都要靠

自己去摸索。

　唯綾和毓琪表示，對於不

擅長的分鏡表和劇本，他們

花了不少的時間去研究，然

後就盡全力的做好自己能做

的事情。岳訓也提到，瓦窯

廠的光線很昏暗，粉塵也很

多，想要抓到適合的角度拍

攝真的需要耐心與毅力才能

做到。

　政璋則說，剪輯影片原本

不是自己所擅長的部分，但

是一旦選擇了，就要負責到

底，網路上有許多資源與教

學，只要願意摸索，都會有

收穫。

　王馨也說，自己能配合的

時間有限，但是大家都願意

互相幫忙，在合作的過程中

氣氛很好很輕鬆，能在歡樂

聲中完成每次的任務。

　而在準備與拍攝的過程

中，他們想要感謝靜芳老師

與季香老師。靜芳老師就像

組員一樣，跟著他們一起面

對所有挑戰，也很願意幫助

他們解決難題。

　季香老師則是大方借出研

究室讓他們拍攝一些畫面，

並給予他們許多支持，對於

願意協助他們拍攝的三和瓦

窯也有說不盡的感謝。

　此外，他們也特別感謝同

班的蔣祖江同學，雖然他在

影片中沒有露面，不過卻有

他幫忙錄製的配音。

　努力是有回報的，他們這

個團隊就是最好的證明，從

無到有，一步步的辛勤耕耘，

除了得名之外，學習到團隊

合作以及自我的企畫與實踐

力才是他們最大的收穫。

上圖為 UC3B同學接受頒獎，右圖為在三和瓦窯拍攝情景。              （王靜芳老師提供）

越南華教實習行前演練 同學表現可圈可點

呂婷婷將出征越南。
            （蔡蓓瑋提供）

築夢」計畫補助。

　培訓課開始由劉秀芝老師

教授「上課技巧與班級經

營」、「《職場華語通》教

材說明與使用方法」之課程，

阮玉霞老師帶領實用越南課

堂用語，由帶團老師王靜芳

老師、向麗頻老師進行驗收。

　透過每一組演示試教，老

師指出每組的優、缺點。靜

芳老師給了實習生兩個重點：

一、備課很重要，教師務必

要在課前進行沙盤推演。二、

課堂上善用肢體、帶出手勢

也是引領學生的關鍵，不要

有侵犯式的手勢，做過多或

過少手勢也不好。

　劉軒銘表示大家非常用心

籌備試教，這也是他人生中

第一次上台教學，事前已盡

力準備，但當天表現仍不盡

完美，須要更多的教學經驗

輔助，減少緊張便可以使教

學更完善。更期許這次海外

實習可以圓滿成功，透過國

際實習學習到更多東西。

　同是應華系二年級的蔡宜

穎認為自己沒有經驗，有很

多的進步空間。對於蔡雅雯、

鄭亦珊那組最為印象深刻，

如果自己是第一次學習中文，

應該會覺得收獲頗多。期待

能夠更熟悉教學過程，累積

經驗並在過程中有所成長。

　麗頻老師鼓勵學生在進行

教學時，能夠於課堂中進行

錄影。一方面是機會難得，

可以剪接短片作為自己的經

歷證明，另一方面也可透過

錄影檢視自己的教學呈現是

否有須要改進的地方。透過

此次經驗累積，大家在教學

上便會更上層樓，生動有趣

也可使學生更有效學習。

【記者 蔡蓓瑋採訪報導】

歷
經徵選角逐與兩個月的

培訓，「2013 暑期越南

華語教學實習培訓課程」到

了驗收時刻。十組準實習生

在有限的試教時間內使出渾

身解數，向麗頻老師讚揚大

家的台風與膽量有模有樣。

　應華系多年於暑期派華語

教學團赴越南台商公司，提

供學生實習並增加國際視

野，展現台灣軟實力，今年

與多語複譯所的「2013 暑期

越南台商公司華語實習」實

習計畫更通過教育部「學海

翁嘉蓮使出渾身解數，台風穩健，頗有老師風範。
                                        （蔡蓓瑋提供）

責任編輯：黃瑋恩

就業多元 幸福源源 全國短片徵選活動



【記者 杜函霓採訪報導】

「
瞬間的永恆—普立茲 70 年大展」是高

雄美術館從今年的四月二十四日展到七

月七日的新聞攝影獎作品。展出的得獎作品

從 1942 年至 2012 年共 70 年的作品。

　呈現出不同年代的背景和關鍵時刻，雖拍

攝背景皆不同，年代也相差甚遠，然而其中

所表達出的震撼力和拍攝者要傳達的情感卻

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減退，甚至讓人了解

當時的背景之餘，也看見了歷史上的無奈和

歷史洪流中小人物的喜怒哀樂，同時每張作

品還附有作品的背景、拍攝者的心路歷程，

使讀者能一目了然並穿越時空回到過去，彷

彿現身於當下，與攝影記者一同感受那一刻

的緊張、痛苦、悲傷、氣憤，甚至是無奈。

　印象最深刻的是〈飢餓的蘇丹〉這張作品，

圖中是一隻禿鷹在一個孩子的背後，孩子努

力的要爬向糧食補給站，最後還是失敗了。

而禿鷹在背後虎視眈眈，等著吃孩子的屍體。

但若是攝影者在拍攝前趕走禿鷹，照片就失

去了震撼力，世人也無法從照片中體會到當

地的苦難。

　另外，拍攝者被告知不可碰觸當地人，因

為可能帶有病菌，故拍完照片後該記者也沒

辦法伸手救助這個孩子，最後受不了良心的

苛責和外界的撻伐而自殺身亡。

　報導必須是真實的，而記者們為了要紀錄

或拍攝真實事件，無不衝鋒陷陣。衝入戰爭

中，一邊拍攝還要一邊躲避槍林彈雨；走入

落後地區，一邊求生一邊拍攝最真實的場景；

進入人群中，尋找對的角度，邊抓住關鍵時

刻按下快門。

　攝影記者還必須要是客觀的存在，雖對拍

攝者有憐憫之心，在拍攝前卻不能出手相救，

因為這樣就無法告訴世界當下所發生的事件，

這是攝影記者存在的意義，現實，也無奈。

函霓帶你遨遊普立茲經典照片世界
從 1942 到 2012 縱橫東西 跨越時空與國界 精彩故事真實呈現

1994 年，凱文·卡特以《飢餓的蘇丹》，獲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因遭眾人指責未對照片中的小孩及時伸出援手，得獎後三個月就自殺身亡。 

1993 年，肯 ‧ 蓋格於巴塞隆納奧運中，捕捉奈及利亞選手獲
得第三名，瞬間歡欣鼓舞的表情。

1958 年，《全然信任》，威廉‧畢爾：「我
突然看到這個景象，轉過身就按下快門。」
畢爾只拍一張，永遠凍結了童稚純真的一刻。  

責任編輯：蔡蓓瑋 陳可芸

「全然信任」
「瞬間歡欣鼓舞」



π型人才吳倩儂 赴美學成歸國
系報第一任總編輯 走過艱辛創報路 研修整合行銷傳播作為第二專長
【記者　袁郁婷 吳雅冬採訪
報導】

應
華系系報第一任總編輯

─吳倩儂同學，今年順

利的拿到美國整合行銷傳播

研究所〈IMC〉的碩士學位。

　「一個團隊的成立本來就

沒有規章，靠的是一群孩子

的熱情。」吳倩儂學姐說。

萬事起頭難，由當時的學姐

帶領，在李彪老師的全力支

持下努力學習。從寫組織章

程到訂立所有的開會流程，

包括採訪、修改報導……等，

都要親自上陣。在這艱辛的

過程中，遇到各式各樣的困

難，最初的熱情被澆熄，人

數也漸漸減少，這個團隊度

過種種考驗才逐漸步入軌道。

  一開始有些排斥出國深造

的吳倩儂學姐，經過與李彪

老師的深談後，下定決心要

給自己一個機會出國念碩士。

2011年4月到了美國舊金山，

英文不算好的她進入語言學

校，花了 3 個多月的時間一

邊學習，一邊考取托福和雅

思，同時也體驗到完全不同

的文化。

　剛開始她對當地的幣值不

熟悉，還因此鬧出個大笑話，

「當地吃飯要付小費，但我

不會算，少給了小費，出了

餐廳服務生還追出來。」想

起當時學姐笑說。

　研究所課程從8月底開始，

個性開朗健談的學姐最後選

擇了整合行銷傳播研究所，

白天念書寫作業或是跟同學

討論，晚上則是老師授課，

老師通常教的是經驗而非教

科書上的內容，幾乎都是生

活周遭的例子，所以非常的

實用。

　出國一趟，最大的收穫是

學會獨立，面對各種挑戰，

吳倩儂總會用一句座右銘「一

切都會是最好的安排，不論

碰到什麼或發生什麼事，重

要的是你解決它，並且學到

了什麼。」來鼓勵自己。

  「因為我父親從商的關係，

我對市場行銷頗有興趣，這

或許是因為我選擇其中一門

Direct Marketing 科目的原

因。從平時收到的期刊，紙

本類的傳單廣告，或者是郵

購，甚至是 E-mail 裡面常

常收到的廣告郵件。其實學

下來後發現市場行銷無所不

在」。

　吳倩儂建議想出國讀書的

學弟妹們：「從科系的選擇、

地區的挑選，是否須要通過

哪些門檻，抑或有哪些經歷

是可以讓學校錄取你並且希

望你成為他們的學生，這很

重要。」

　畢業回台灣後，吳倩儂最

大的感觸是：「人生有許多

的放不下，但是人生不長，

要相信一切會是最好的安

排。」有時在異鄉難免寂寞，

學著成長總是最痛的，只能

兵來將擋，水來土淹。

　過了就是自己的，許多朋

友也常常說羨慕她能有這樣

「吃苦的經驗」。她不後悔

當初做的選擇和這三年留學

舊金山的生活。一個階段結

束了，同時也開啟了人生下

一個階段。

　「人生必有得有失，所以

把握當下才是最美好的」這

是吳倩儂給學弟妹們最誠摯

的提醒。

吳倩儂（後排右一）與華人同學共度新年。                                                          （吳倩儂提供 )

書法會友 應華系語文教學與應用系
列講座預告

文字、文人、文化—從《雄中青年》到《美濃週刊》
時間：６/４(二 )13:00 ～ 15:00
地點：行政大樓 A313 國際會議廳
講者：黃森松發行人 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
                  《美濃週刊》發行人

聖賢教育探討最高層次的潛能開發
時間：６/７(五 )14:00 ～ 16:00
講者：趙美玲董事長　宏遠經典文教機構董事長
地點：行政大樓 A313 國際會議廳

如何在Ｅ化傳播中保留傳統傳播的文化？

見賢思齊！你知道如何開發自己的潛能嗎？

來就對了！！！

責任編輯：彭俞鈞 吳幸儒

什麼是π型人？
π型人＝具雙專長能力者。
企管大師大前研一曾提出一個職場趨勢重要概念，他認為具
備第二專長或能力的職場 π 型人，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下，對
公司的貢獻度較僅擁有單一專長者大，對老闆來說是個無可
取代的員工。

謝奇懿主任５月１６日邀請高應大王
璧寰老師來校與鄭國瑞老師、陳文豪
老師、鍾明彥老師書法交流



散文 A 組 
第一名 印象江南 -----------------XF4A 莊斐丞
第二名 我與「我」的故事 ---------UC1B 鍾英瑄
第三名 臍帶的重量 ----------------YJ3 李佳穎
佳 作 培根好朋友 ----------------UC1A 陳俞禎
佳 作 禽獸五則 ------------------UE2C 林克航
佳 作 留 白 ---------------------XF4A 張玉麗
 
散文 B 組
第一名 洛城 105 候機室，兩個旅人旅人 ---XG2A 賴音里
第二名 除夕夜 ------------------------ XE3C 陳泳蓁
第三名 下輩子，情人山 -----------------XS1A 劉子菡
佳 作 彼岸 --------------------------- XE3B 陳致綺
佳 作 晚安吻 ------------------------- XF3A 周佳琪
佳 作 山，情 ------------------------- XJ3A 林奕辰

新詩 A 組
第一名 歸鄉 ----------------------XF4A 莊斐丞
第二名 日落楚河 ------------------UE2B 黃敬庭
第三名 波希米亞女郎 --------------UC1A 郭韶樺
佳 作 曼珠沙華 -------------------UC1A 林筠芳
佳 作 慾 詠歎 --------------------UB1A 黃馨慧
 
新詩 B 組
第一名 標點不符好 ----------------XE3C 吳宥蓉
第二名 你 ------------------------XE3C 許立葳
第三名 撒網 ----------------------XE3A 林晏孜
佳 作 下龍灣 ---------------------XE3B 黃薇澄
佳 作 痛的音律 -------------------XF1A 陳玉翎
佳 作 剪與竹簡 -------------------XE2C 楊欣慈 
 
小說組
第一名 舊罪總是拖著長長的陰影 ------UT3A 陳柔伊
第二名 左 --------------------------XE2A 陳韋如
第三名 聞說 ------------------------XF4A 莊斐丞
佳 作 雨中陌生人 -------------------PJ2B 方靖婷
佳 作 追憶的艾絲緹 -----------------XG1A 吳宇凡

劇本組
第一名 海誓 ------------------XE2C 徐彩庭、石家瑩
第二名 情聲 ------------------UE3A 葉穎
第三名 七色龜 ----------------YJ3 李佳穎

決審得獎名單

四校研究生合辦研討會

【記者　黃佩雯 洪玉芳 沈

家億採訪報導】

「
第三屆華語文教學研究

生學術研討會」，於五

月二十五日舉行。由來自各

校優秀的研究生們發表精彩

的內容。

　論文發表─漢語語言之發

展，來自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張雅筑，題目為「話語標記

詞的初探」，提出「話語標

記對於華語學習者來說在言

談上提供了很重要的訊息」，

擔任評論人的林建勳老師也

給予發表者鼓勵與肯定。

　本系所研究生邱佩提，提

出「探析漢語雙賓動詞句與

『給』字句」。現今依舊有

許多學者探討這個問題，常

常造成學生在學習上的困擾，

南區華語文教學研究生學術研討會，與會結束後師生開心合照。　　　（華研所林賜霖提供）

充滿教學熱忱 交流華語文教與學之觀點  
修改內容後能更加完整。

　來自高雄師範大學董怡倫，

發表「當代傳奇劇場之京劇

《李爾在此》的戲曲賞析教

學設計」。以藝術層次的概

念為出發點，因此選擇戲曲

作為討論範圍。評論人陳智

賢老師鼓勵「中西方戲劇有

很大差別，還在開發的空間

很值得研究！」建議其論文

篇幅重點放於教學設計。　

　這場學術研討會為不少將

來成為華語教師的研究生及

聽眾學到許多新穎的概念，

也可以從評論人講述的過程

更充實自己的教學理念，相

信到場的聽眾必有一番收穫。

因此她試圖找到簡易方法，

使學習者減少偏誤。擔任評

論人的許秀霞老師，給予肯

定並且建議未來可擴大其範

圍。

　本系所研究生張筱艾，發

表「語氣副詞『才』之語用

研究─以反駁語氣為範圍」。

論文中提到「工具書及文獻

提到語氣副詞『才』多表示

強調與確定，不過相關文獻

在定義上並無提到反駁的用

法，也缺少反駁功能的語用

研究。」因此發表者以禮貌

原則來檢視「才」的反駁用

法，以交際的角度分析反駁

語氣。

　論文發表二─華語教學之

設計與應用。來自高雄師範

大學的陳佩欣，提出「戲劇

教學法在華語教學之設計與

應用－以七夕故事為例」。

以「高雄師範大學 2013 暑期

波蘭華語營」中級班學生為

研究對象，希望提升學生語

言表達能力並給予肯定。林

景蘇老師為評論人表示，希

望同學多說明教學教案，越

詳細越好！

　來自高雄師範大學的王淑

宜，發表「故事結構分析策

略在第二語言華語閱讀教學

之探討」。希望以華語學習

者語言系統和知識背景建構

意義，使學習者更有效率的。

擔任評論人的林雪玲老師表

示同學十分用功，並建議其

林景蘇老師建議其教學教案
應更加詳細。（黃佩雯提供）

上圖為散文Ａ組決審會，評審與得獎者合照。下方左圖為陸冠州老師擔任新詩Ｂ組講評者，精
闢分析。下方右圖為散文Ｂ組卓福安老師講評。　　　　　　　　　　　（應華系提供）

責任編輯：林郁綺

文藻文學獎



Youtube 名人林安到應華系開講
來台七年 分享自身學習華語的經驗 針對教材提供建議

應華系同學踴躍參加，積極發言。           （蔡蓓瑋提供）

林安提出現今華語教材的幾項缺失。                                    （蔡蓓瑋提供）

【記者 蔡蓓瑋採訪報導】

阿
兜仔不教美語！今天教

你如何面對外籍生，應

華系邀請 Youtube 教學名人

── Jesus Sandoval（中文

名林安）到文藻開講。以自

身學習華語經驗，分享教材

選擇上，老師可以有更多其

他選擇。

　來台灣已經七年的林安，

目前透過網路教授實用西文。

他認為學生應該主動積極學

習，他也立定有朝一日能與

台灣人講話方式、口音相同

的學習目標。講電話時，能

夠不讓對方發覺自己是一位

外國人。

　對於現今台灣華語中心常

用的幾本華語教材，他以使

用者的角度，提出教材無聊、

不實用、沒有針對學生需求、

過於可愛化的幾項缺失。而

詞彙、拼音、英文解釋的編

排方式，致使如果英文不好

的外籍生，容易造成不懂、

誤解詞意的可能性。

　林安認為在教學過程中，

教師能夠多針對文化差異做

對比，介紹台灣特有的台客

文化，台灣各領域名人蔡明

亮導演、作家三毛等人，或

是利用網路名人像是蔡阿嘎、

阿喜影片，使課程不但有趣

也更接近生活化，學生可以

開心學華語。

　此外，林安也提出一些學

習方針，像是第一天只說中

文（目標語），也可以透過

「心臟病」趣味學習數字，

或「sexymandarin.com」、

「chinesepod.com」 等 網 站

的影片、廣播有效學習中文。

　這場在充滿歡笑聲中進入

尾聲的演講，同學提出中文

常有破音字，要如何正確學

習發音的問題，林安則建議

可以常聽廣播，藉由多說多

聽，學習如何正確讀破音字。

US2A 黃瑜庭表示透過這次講

座讓她：「真的了解到了外

國學生學華語的困難，還有

因材施教的重要。」

林安演講過後與應華系同學開心合影。      　　　　　　　　　　　　　　（蔡蓓瑋提供）

辛義文 主講導遊現今市場狀況 體驗各地風情
【記者 林孟儒 黃沛嘉採訪

報導】

在
去年各界開始懷疑考取

領隊、導遊證照有何用

處 ? 使得今年報考人數較去

年少了二萬一千人。你是否

也在質疑考證照能做什麼 ?

　在五月二十八號下午三點，

國際會議廳三樓，請來了現

任中華民國領隊協會副理事

長─辛義文先生。主講領隊、

導遊現今的市場狀況以及如

何做好萬全準備參加國家考

試，拿取證照。

　辛義文先生積極鼓勵文藻

學生們報考證照，他說：「職

照不是萬能，沒有職照卻萬

萬不能。」文藻學生具有第

二外語的能力，非常適合做

為國際導遊，以利在國際間

站穩腳步。

　這份職業固然辛苦，除了

面對國情不同、飲食不慣上，

其餘能體會得就是世界七大

奇觀與美景佳餚，在國外也

有讓你終身難忘、啼笑皆非

的事件。

　辛義文先生用「有獎徵答」

的方式，問起學生「現在台

灣導遊的市場在哪裡 ?」中國

即是，自從兩岸開通後，他

說許多高雄的班機幾乎都直

航中國，而非上海或香港了。

　另外也傳授證照考試的秘

訣與內容，如：以地圖訓練

自己的地理知識、熟記中國

歷史朝代演變。演講接近尾

聲後，有學生提問：「往年

報考人數頗多，是否市場已

飽和 ?」辛義文先生答：「領

隊、導遊市場基本上是處於

飽和狀態，可是不用怕，因

為『年輕即是本錢』。」

　辛義文先生解釋領隊、導

遊是須要體力的職業，人老

了難免體力不足，因此年輕

的新人會有機會取得工作，

無須擔心市場。

責任編輯：黃瑋恩



劉美男談傳播企劃 從基層做起
搬道具 學運鏡 編寫節目企劃 累積工作能力 強調態度最重要

【記者 潘佳欣 楊雅筑採訪

報導】

應
華系將於暑假首度正式

與中國時報、民眾日報

合作實習，同學們滿心期待。

　以往口語表述模組的實習

並不像華語教學模組有固定

實習，通常學生須要自行與

老師接洽實習機會。而這次

因系上李彪老師幫忙連絡中

國時報以及民眾日報這兩所

報社，才促成本次的實習。

　實習內容大致上可分為兩

類，其一為採訪，以實習記

者的身分，跟隨資深記者至

各單位採訪，從中學習經驗。

另一個則是編報的部分，安

排與編輯學習編報技巧，不

過名額並不多。而主辦人李

彪老師表示，在決定參與實

習前，最好能夠先修過採訪、

編輯類課程，或是在系報略

有相關經驗，先奠定好基本

功，以免實習時摸不著頭緒，

須要對方從頭教起，而導致

吸收的東西有限，學習效果

不大。

　此次實習名額預計為十五

人，而目前實習的報名人數

將近飽合，其中報名中國時

報的人占大多數，甚至超出

了名額，僅有一位同學選擇

民眾日報，因此目前正在協

調實習人數的分配。老師認

為，各家報社皆有其報導的

走向與立場，但基本上採訪

的技術是大同小異的。所以

無論在哪家報社，都能夠讓

同學們學習到寫出好新聞的

方法。

　而又因一、二年級在時間

上較為允許，所以在報名人

數上佔的比例較多，其中報

名的一年級同學多為系報成

員。關於實習可得的時數及

學分分配這部分可分為兩種，

一種是為期一個月的實習長

度，能獲得的實習時數為 160

小時或者是 2 個學分；另一

種則是進行二個月的實習，

可得到的實習時數為 320 小

時或是 4個學分。

　李彪老師希望，如果同學

們真的有興趣走媒體領域，

最好能在上過校內課程後，

再透過實習，增強自己採訪

寫作的本領。同時老師也有

提到，將來畢業找工作，對

方當然會優先錄取採訪能力

好、文章寫得快又好的人手，

反之則隨時可能遭到淘汰。

　至於明年會不會再有類似

的實習機會，李彪老師表示，

往後的寒暑假，也會持續開

放這方面的實習給應華系的

同學們，所以如果錯過了這

次實習的同學，明年可記住

要把握機會！

陳智賢老師代表應華系主任頒發證明給劉美男副總。                        (戴宏勝提供)

【記者 戴宏勝 曹冠叡採訪

報導】

你
能言善道，可是無處發

揮嗎 ?

  你有行雲流水的文筆又具

備企劃才能，可是卻對未來

沒有目標嗎 ?

  寰瑋公關顧問公司的劉美

男副總告訴你，只要你有熱

忱和不怕吃苦的心，傳播領

域會是你最棒的選擇 !

  五月八號當天，劉副總以

「傳播工作解密 ----- 企劃

應具備的十八般武藝」為題，

和同學分享她在傳播界多年

來的工作經驗，以及對於想

投入傳播、新聞、企畫等領

域的同學們應該要具備的態

度和技能，給予建議。 

  劉副總笑著說，寫企劃在

這些領域而言都是很重要的，

你必須具備領導力、資訊力、

分析力、創造力、邏輯力、

獨立思考、問題解決……等

等的能力，只要具備這些能

力，即便未來從傳播界跨領

域至其它的工作也會讓你在

最短的時間內上手。

  

談到這些能力如何養成 ? 劉

副總頓了一下後說道，進到

傳播領域，你必須甘於寂寞，

不能總是想著一步登天，馬

上就會有收穫，很多的能力

是必須從最基本的工作中去

磨練。

  接著，劉副總以自己親身

的經驗為例，他一開始想成

為一個導演，於是便在片場，

從事搬道具等較粗重的工作，

慢慢地去接觸到編寫節目企

劃，再到學習攝影機的運鏡

等等，這些經歷在新聞傳播

亦是同理可證。

　看似毫無相關的工作，其

實會因為你認真的投入和學

習，和你所要學習的專業有

所串連，所以不要去忽視這

些最基本且枯燥的工作。

　在工作上除了本身需要具

備的專業技能外，心理素質

的強度也不能忽略，劉副總

建議準備踏入職場的同學們

五個必須注意的事，要具備

抗壓性、要注意和長官及同

事之間的禮貌、工作上的執

行力、面對危機的應變能力、

要具備國際觀及外語能力。

  最後劉副總也談到，只要

有決心以及具備上面所述的

能力，不僅僅在傳播領域，

其他的行業也會有很好的發

展，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的

工作保持熱忱及正確的態度，

且每天都要不斷的去接收新

知，讓自己隨時保持年輕，

將活力投入在工作中，自然

地在自己所在的領域中就一

定會有最好的表現。

報社實習 機會難得

一、新聞編採營是以體驗新聞採訪與版面編輯為主要內容，
   包括三天課程及兩天參訪，均由本系實務教授及中國時報
   集團資深人員擔任講師及現場解說，內容豐富。
二、營隊時間：民國 102 年 7 月 8 日 ( 星期一 ) 至 12 日 ( 星
   期五 )。
三、活動地點：上課─高雄文藻外語學院，住宿－文藻外語
   學院學生宿舍。參訪─台北中國時報集團 (中國時報、中
   時電子報、工商時報、時報周刊、時報出版、中國電視、
   中天電視、中國廣播公司、飛碟電台 )。
四、報名費用：每人 3800 元 ( 含保險、住宿、餐飲、車資及
   營隊制服製作 )
五、招收對象：高中、高職、高工及大學一年級學生，名額
   34 人。
六、活動結業時將頒發結業證書。
七、報名時間：即日起起至民國 102 年 6 月 2 日止。
八、錄取通知：民國102年6月3日(星期一)寄送錄取通知，。
九、繳費流程：請至活動網站詳讀繳費說。http://ma.wtuc.
    edu.tw/files/302-1000-810.php
十、請自備寢具、個人文具、環保杯及餐具、個人藥品、健
    保卡。

＊報名表格為緊急聯絡及保險用途，請確實填寫。並於報名
時繳交，如有任何疑問，請來電洽詢：
文藻外語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07)3426031 分機 5101~5104

開放 15 個名額 到中國時報 民眾日報

實習 滿 320 個小時 將可獲得 4學分

 感謝 徐漢昌老師捐款系報 2萬元
責任編輯 :萬于甄 鄭宇真

文藻應華新聞編採營

親身體驗新聞採訪與版面編輯
精彩行程五天四夜 內容豐富
安排三天課程及兩天參訪
課程由本系實務教授擔任講師
參訪報社、電視及電台 現場安排資深人員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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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活潑 讓你成為說故事達人
教學撇步報你知　梅馨云老師：聲音表情和玩偶是吸引兒童的重點
【記者　萬于甄 林孟儒採訪
報導】

5月 27 日，求真樓 Q205 的

教室裡傳出了不一樣的聲

音。

　以往的講座中，通常都是

台上說、台下聽，但外教系

的梅馨云老師，運用多樣化

的聲音及生動的教法講授繪

本說書技巧，吸引了許多同

學的目光，也把故事說活了！

　在演講的一開始，老師就

問大家會發出什麼聲音，同

學們就開始有的人學豬叫、

有的人學打呼、學蜜蜂、蒼

蠅、蚊子，還有學滴水聲，

甚至梅馨云老師還問：「有

沒有人會學狗被踩到尾巴的

慘叫呢 ?」。

　利用這種說故事的手法與

台下同學熱烈互動，而這些

聲音，也能在說故事中配合

演出，讓說故事不只是陳述，

而是一種正在發生的事情。

　另外，梅馨云老師也傳授

能讓小朋友集中注意力在繪

本上的方法，就是利用我們

自己本身的聲音，發出各種

年齡層的不同音調，像是老

伯伯、淘氣的小孩等等。

　梅馨云老師強調：「一個

故事至少要有兩種以上的聲

音，也可以運用唱歌的方式，

邀小朋友們一起反覆歌唱，

既樂趣也不會顯得枯燥乏

味」。

　而在成為說故事達人前，

梅馨云老師建議可以帶個小

助理，就是一隻玩偶或是娃

娃，在說故事的過程中可以

配合演出，而且小助理可以

自己運用材料手工 DIY。梅

馨云老師還說：「小朋友可

能會喜歡你的小助理勝過你

呢！」所以這次老師帶來的

材料有可愛的小豬布偶、手

指偶以及利用棉紗手套製成

的玩偶等，為了能吸引小朋

友的注意可以說是出盡各種

招數了！

　學會了這些招數後，開始

找尋小朋友大展身手吧！
梅馨云老師生動的講解說故事
的技巧。

媒體的時代 我們該如何自處 ?
李友煌指出假新聞、假事件充斥 記者刻意操作 製造不實報導 
【記者　黃紫忻 陳俞禎採訪
報導】

近
幾年來，媒體工作者為

了提升電視台收視率，

導致新聞操作與報導誇大不

實的亂象日益頻繁，影響民

眾價值觀，因此得到政府關

注。

　由於政府無法干涉新聞言

論自由，所以希望藉由開設

講座與日常公民教育，來提

升大家對新聞的警覺心與判

斷能力。

　這次專題講座，特別邀請

前高雄市教育局局長蔡清華

教授、高雄市教育局新聞秘

書李友煌先生出席。

　第一部分提及「新聞操

作」，這是有關於故意製造

訊息來源不實，或記者刻意

安排的操作過程。

　而接下去述說的是「假事

件報導」，例如：2005 年腳

尾飯事件、最近的菲勞便當

謊言等等。

　媒體在社會中佔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有能力左右政府

與阻礙民眾知的權利。常有

假新聞的出現，經過刻意的

安排和聳動的標題來吸引民

眾，大眾在對該事件資訊不

足的狀況下，很容易往非事

實的方向加以想像。

　最後的部分則是「危機管

理」，包括這幾天爆發原料

過期的義美食品公司，對於

這次危機處理是否恰當，不

管結果如何，媒體大肆報導

都影響了公司形象與評價。

　新聞報導中難免有缺失、

立場等等，不過如果能將個

人的素養及判斷能力強化，

面對新聞亦多方面聽取、思

考，則不至於被左右許多。

　除了培養判斷力，還可以

怎麼防止被媒體誤導的情

況？

　他們表示：培養辨別能力

絕不是在學校上課所能學到

的，家長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可以和孩子一起閱讀，

引導學習和思考。

　另外，我們並非只能被動

地接受新聞或拒絕新聞，每

個人都能當「公民記者」。

寫下你對該事件的了解和看

法，利用部落格讓其他人看

見，吸引媒體的注意，就能

再讓更多人知道真相或是爭

取社會幫助，如此，我們便

能運用媒體。

　現場有人提問：為什麼政

府不立更多的法條給媒體

呢？最大的原因是防止政治

色彩的介入，避免媒體被政

治人物利用。其二是希望媒

體能自律，因為媒體扮演了

一個多元的角色：擁有社會

責任，負責守望社會，提供

多元的資訊、商業、娛樂、

教育、社會福利。

　最重要的還是自行培養判

斷力，不輕易相信包裝後的

新聞，有效運用正確的資訊。

講座吸引了許多外教系與非外教系的學生前往聆聽。　　　         　　　　（萬于甄提供）

李友煌先生提供許多新聞操
作的案例。

李友煌先生講解當今媒體對民眾的影響。　　　　　　　　　　　　（黃紫忻、陳俞禎提供）

責任編輯：彭俞鈞 吳幸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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