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聞懿事 冰雪聰鈴 應華新氣象 
華語教學 語文表述走向平衡發展 增加產學合作計畫 培育新專長

開朗淑慧謙虛談未來發展
 課程精緻化 數位遠距教學 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記者 曾凱琳 杜函霓採訪
報導】

暑
假過了，接著是新學期

開始，華語中心也有新

主任上任啦！即是笑口常開

的廖淑慧老師。

　主任說到剛開始上任的一

個月時間裡就是要多學習，

必須先適應、了解業務的運

作。主任也謙虛的表示華語

中心營運良好得歸功於前三

位華語中心的主任們。

　而主任針對華語中心日後

的發展則有清楚的方向，細

分為兩部分：

　一是華語中心內部的加強

運作，課程精緻化及數位遠

距教學部分將做為未來發展

的重點。另外也盡可能提供

應華系學生外籍生輔導的實

習機會，但因為外籍生與實

習同學的比例問題，未來可

能需要進行面試等動作，提

供較有教學熱誠與專業性的

應華系學生實習的機會。

　二是與應華系更密切的合

作，合辦工作坊及更多元化

的活動更能讓應華系學生學

習到不同領域的課程。

　提到未來應華系將把華語

師資的課程改為選修，主任

也表示希望應華系的學生能

堅持自己的方向與目標，持

續精進自己。

　主任也呼籲想走華語教學

這條路的同學們，將自己的

外語能力提升，尤其是若能

學習當地語言會比他人更具

有優勢。當然，擁有教華語

教學的熱誠與態度是不可或

缺的。

　　　廖淑慧主任 小檔案
學歷：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
個性：開朗、健談，喜歡接觸新奇的事物。
興趣：旅行。
專長：華語教學、文學批評、詩學理論。
最喜歡的事：旅行、電影、音樂、閱讀。
最討厭的事：做白工。
座右銘：人生苦短，把握當下。

【記者 沈家億 洪玉芳採訪
報導】

在
天氣晴朗、風和日麗的

下午，校園瀰漫著剛開

學的氣息，走進至善樓二樓

應華系辦，溫馨又具人情味，

忙碌的行政人員已如往常運

行系內事務，唯一改變的是

應華未來新氣象。

　八月一日新任應華系系主

任謝奇懿老師計畫，往後要

讓兩大模組華語教學類及語

文表述類走向更平衡的發展，

使學生職場就業、攻讀研究

所能有進一步的規劃。

　應華系在暑假期間與第二

社區大學合作，協助祭孔大

典，邀請本屆畢業公演「玉

夢魂牽」移幕至蓮池潭演出

校外公演，未來將會進行語新主任謝奇懿走馬上任，心中充滿新計畫（謝奇懿老師提供）

美麗大方的副主任林雪鈴總是笑臉迎人。（林雪鈴老師提供）

常笑口常開的華語中心廖淑慧主任。        （曾凱琳提供）

初次相見 滿心期待迎期初
感謝　林景蘇老師
代表兒童文藝營團隊，將兒

童文藝營之餘款１１４００

元，樂捐給應華系報。

應華系１０月活動預告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５日應華

系畢業公演【玉夢魂牽】，

化雨堂隆重登場。（詳細資

訊請看第四版。）

系報徵選會 徵的就是你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６日應華
系報招募新生徵選會，當天
將邀請李彪老師講課，傳授
新聞寫作技巧，安排趣味的

課程，一邊學習一邊聽課。

【記者　蔡蓓瑋採訪報導】

2012 英語初戀營中兩梯次

的各系相見歡，系學會為

新生精心佈置溫馨場地，分

別與林雪鈴副主任、1A 盧秀

滿導師、1B 王欣濼導師及今

年暑期越南實習的同學和剛

回臺的李彪老師一同滿心期

待迎接應華新血。

　系學會預告新學期活動內

容含蓋了十一月將首次到阿

里山的移地迎新，在十二月

更即將與國事系合辦聖誕趴，

眾多活動吸引在場新生目光

焦點。剛成為應華系 B 班一

員的蕭婷勻也表示，學長、

姊拿出最朝氣、活力的一面，

使她感受到應華系的熱情。

　九月十九日，第九屆應華

系系學會首次召開期初大會。

會場中放映宣傳迎新茶會而

苦心拍攝的小短片。大會中

亦宣佈將擬定調整系會費收

取方式，大一、大二將一次

收取原為兩期共計壹仟元會

費，大三、大四則更為無須

相見歡和睦融融，鼓掌歡迎王欣濼老師上台。 (蔡蓓瑋提供 )

責任編輯：林郁綺

言學習計畫，開拓應華系對

外發展。

 為了因應改大計劃，應華系

師長承辦各項產學合作計劃，

總計有十四個產學合作，包

括國小讀經、文化象棋、遠

距教學、以及大專編材等等，

期望能多方發展應華系的專

長。

　謝奇懿主任認為系主任雖

然是個任重而道遠的職位，

但他保持著多思考、多聽意

見並與學生良好互動，推廣

應華系。主任注意到應華系

學生並非人人都想走華教，

而應華系的方針也是華教與

語言表述並進，就像兩隻腳

一樣，唯有兩者並進才能對

學生未來的發展有所助益。

　而同樣新上任的副主任林

雪鈴老師則表示自己將全力

配合系主任，應華系在這兩

位主任之下，想必將有一番

大轉變，未來將舉行各式各

樣的活動，若有興趣，請不

要遲疑，趕緊把握機會。

繳費會員，但若欲參與活動

則會部分收費。剛結束越南

實習暨系學會指導顧問顏嘉

興同學分享在越南教華語的

生活，預告近期將舉辦實習

分享座談會，邀請應華系同

學踴躍參與。



【記者林志揚 採訪報導】

這
次徐漢昌老師到澳洲的

目地主要是到兒子那裡

看看剛出生的小孫女，除了享

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以外，

老師另外還探望了在奧克蘭的

女兒還有紐西蘭的學生，雖

然老師的兒子女兒都在國外，

可是老師表示就算退休了沒有

移民到澳洲的打算，因為台灣

的醫療比較好，老朋友們也都

在台灣，所以不會搬到國外居

住。

　老師也分享了許多澳洲的所

見所聞，像是之前新聞焦點的

澳洲打工，老師說其實中午只

吃簡便的午餐是澳洲的習慣，

並不是到國外打工有多辛苦，

所以只能吃麵包一類的食物，

此外老師還解說了澳洲與台灣

之間的差別，像是在澳洲沒有

勞力性質的工作比辦公室人員

還要底層的想法，還有澳洲的

醫療比起台灣雖然稍微有點弱

勢，但是卻沒有台灣健保濫用

的困擾。

　老師在談話中時常說到年輕

人如果經濟尚可的話應該趁還

沒工作到國外旅遊一次，體驗

當地不同的活動，最好的話是

自己三五好友自己去，不要跟

著旅遊團，在當地居住幾天，

才能發現不同的地方，如果跟

著旅遊團只能看到一些景點，

就顧此失彼了，所以老師相當

推薦到國外打工，把打工的錢

花在當地，體驗不同的生活，

而不是把打工的錢存下來回台

灣繳學貸，這樣反而可惜一趟

國外的經驗。

徐漢昌紐澳行 含貽弄孫 體驗當地
指出國外打工不僅自食其力 更可以培養獨立心智 值得年輕人嘗試

徐漢昌老師於紐西蘭-鮮芋仙                                           (徐漢昌老師提供)

【記者吳幸儒 採訪報導】

今
年的暑假，向麗頻老師

前往英國薩里探親，除

了拜訪好久不見的妹妹，也邀

請都在英國奮鬥的學生──王

筱晴、鄭依珊、易于芳到妹妹

家中共進晚餐，暢談她們在英

國的甘苦談。

向麗頻老師常到英國去的原因

不外乎是和相隔千里的妹妹會

面，而今年還加入了幾位學

姐，王筱晴是透過教育部台英

計畫到英國進行華語教學的學

生；鄭依珊和易于芳則是到倫

敦大學研究所念碩士。見到許

久不見的老師，在吃飯的過程

中向老師抱怨了許多事情，也

聊到了許多關於自己在英國留

學的經驗，學姐們提到說，由

於倫敦大學只就讀一年，許多

時間都花費在修課上，幾乎沒

有多餘的時間玩樂，生活過得

相當緊湊，於是向麗頻老師鼓

勵她們，雖然忙的很辛苦，但

是也會很充實。

在訪問的過程中，向麗頻老師

廖淑惠韓國行
旅行不妨大膽嘗試 會上癮
【記者黃瑋恩 採訪報導】

今年暑假，華語中心廖淑慧
老師，規劃一趟為期六天

的韓國首爾之旅，因為工作在
八月開始的關係，廖老師選擇
時間和距離都適合的韓國，另
外吸引老師的原因是最近韓國
很有話題性，不僅人口增加，
近年平均人民所得是兩萬美
元，天氣也不熱，廖老師不喜
歡旅行團的走馬看花，所以選
擇自助旅行，除了去些旅行書
上的景點，旅程中受到當地人
的幫助，也對韓國人的印象改
觀。
淑慧老師剛踏上韓國土地時，
只覺都市風貌與台灣相差不
遠，沿路在地鐵也看得到中
文，若是遇到大站，廣播除了
有韓文、英文也會有中文，讓
老師直呼：「就像從台北到高
雄一樣。」連在街頭也被誤認
為韓國人，被觀光客問路，老

師說：「我們對韓國人的印象
都是民族意識強、舉止有點粗
魯、意志力強盛，但其實他們
也是很熱心、友善的。」例如
老師搞不清楚地鐵方向，馬上
就有熱心的韓國人上前幫忙。
淑慧老師除了去有名的觀光景
點，例如韓屋，也去了一些較
不為人知的地點，像是慶熙大
學、梨花女子大學，慶熙大學
裡面有許多西洋建築，像是城
堡和教堂；而韓國一些名媛貴
婦都是從梨花大學畢業的。
老師說，她來文藻二十年，在
開始賺錢的第一年就開始旅
行，每個旅行都會得到收穫，
老師也鼓勵同學走出去，世界
很大，光看書、看影片對各國
了解有限，如果有想旅行的同
學，把它放在心裡面，總有一
天一定會達成。 

向麗頻  去英國探親 謝奇懿
趙靜雅  

【記者洪玉芳 沈家億採訪報

導】

你
還記得初進文藻外語學

院，學長姐喊出「3L」

的口號嗎？身為文藻人你不

能不知道「3L」學習宗旨，

「Life」、「Languages」、

「Leadership」。本校創校修

女以吳甦樂辦學精神成立文藻

外語學院，美國吳甦樂大學

（Ursuline College）秉持相

同理念辦理女性學苑，暑假期

間 7 月 23 日至 8 月 12 日本校

師長前往美國吳甦樂姐妹校

（Ursuline College）進行文

化交流，深入討論兩校辦學發

展。

　 吳 甦 樂 大 學（Ursuline 

College）位在美國俄亥俄州，

每年學校派出諸位師長遠赴美

國進行國際交流，今年邀請六

位師長代表，人事主任謝馥蔓

主任、應華系主任謝奇懿主

任、日文系主任謝億榮主任、

數位系主任劉文儀主任、應華

系趙靜雅老師前往美國，進行

長達三到四週的訪談。

　　親近自然是吳甦樂大學的

特色之一，全校師生約近一千

人，面積是文藻的六、七倍大，

校園幽美又寧靜，亦有野生動

物（鹿、鴨、天鵝等）在校園

裡活動，有別於文藻提倡外語

學習，吳甦樂大學推廣藝術、

護理兩大脈絡辦理學苑。

　　遠赴吳甦樂大學進修的

老師們，實際觀看兩校發展

狀況，更在各部門看到美國的

行政運行軌跡，學習吳甦樂大

學優異之處，除了進行經驗交

流，同時也體會西方文化，研

習、參觀博物館、品嘗美式料

理，深入了解異國特色。

　　同樣是參訪人的應華系主

任謝奇懿老師表示，以學生為

本 位 的 Ursuline College 學

風自由，讓學生在大自然中體

會生命的美好，同樣沐浴在

Ursuline 敬天愛人精神下的學

生們，相信不論距離、不分男

女，那份榮譽是會存在心中。

表示這次很高興能在國外與應

華系學生相聚，雖然只有短短

的幾個小時，但是從談天的內

容中，她得到了許多有關英國

留學的資訊，而老師也表示在

學姐們的臉書上都有記錄著許

多他們在英國生活的點點滴

滴，如果有意要前往英國留學

的應華系學弟妹們，都可以在

她們的臉書上得到一些有用的

資訊。

美國姊妹校- 吳甦樂大學校園環境         (謝奇懿老師提供)石頭布告欄 - 學生有活動就會
在上面噴上活動主題

跟鄭伊珊、易于芳在妹妹家共進晚餐
赴美進修

責任編輯 :袁郁婷



【UC3A 彭俞鈞　攥稿】

今
年暑假，我完成了一項

給自己的承諾與理想。

很多人好奇：為什麼我會選

擇去中國遊學？不都是中文

嗎，有什麼好學的。

　我一直覺得這樣的話有失

偏頗。同是華人，講的都是

中文，文化相近，這些都沒

有錯。但，我們始終忽略，

或是刻意無視，甚至是害怕，

對岸的崛起。我們只看到他

們表面的經濟成長，而不知

道他們的表現從何而來，不

知道隱藏在經濟、政治、文

化下的中國，是怎樣的一個

存在。

　一直懾服於中國學生強大

競爭力，因此我選擇挑戰，

或是應該說，去北京大學朝

聖了一回。人文薈萃的北大，

除了是我們因歷史事件和人

物想像而成的古老名校，從

以文史哲科系著名的學校，

現在因中國對資本市場的開

放，轉而以商管及理工為重

點科系。北大學生的程度也

相信不用我多加著墨，有來

自各省少則個位數，多則

三四十人的菁英，加上逐年

增加的國際學生，讓北大持

續進步中。不過令人感嘆的

是，在這一個多月的北大生

活中，我看到了比優秀學生

更多的寂寞心靈。他們大多

好相處，也對自己的未來有

很明確的規劃，但，他們不

開心。

　這趟北京之行，有太多的

感觸，很多所見所聞也無法

用三言兩語形容。當時的我，

只能每天將自己想像成一張

白紙，走到哪，就用眼睛和

心記錄到哪。知己知彼，是

我深信不疑的觀念，當我們

實地走訪中國，才能發現，

有很多人事物都不是我們所

想像的，可能更好，可能更

壞。中國可能是我們的敵人，

也有可能是我們的朋友，端

看我們是否互相了解，想不

想了解。

　為自己出走一次吧！

知彼知己 遊走北大
種族 語言 文化相似 俞鈞開拓新視野

【記者蔡蓓瑋　採訪報導】

王筱晴與洪采楓兩
位學姊擁有校內

外實習經驗及優秀外語
能力，在報名教育部台
英計畫後，皆雙雙榮獲
補助前往英國西南小鎮
Taunton 及 Barnstaple
十個月擔任中文助教，
教授華語、發揚台灣傳
統文化。
　學校網頁刊載「教育
部台英計畫」公告後，
王筱晴、洪采楓覺得語
言是為了彼此溝通，「敢
開口說」才是重點，在
與家人討論後也深獲支
持，倆位決定投遞報名
表勇敢築夢。
　到了當地後，兩人分
配到的學校的學生皆為
國、高中生，在這十個
月中，因為中西教育文

化大不同，須要設計多
元遊戲讓學生在課堂上
多數時間是在練習口說
及遊戲，讓同學可以快
樂學習，這使采楓雖然
備感困擾但也因此收穫
良多。筱晴雖實習經驗
豐富但卻是第一次接觸
到這個年齡層，如何引
起學生愛上中華文化則
是她面臨最大的困擾，
利用許多中國傳統藝術
與節慶吸引西方人學習
華語興趣。
　兩所學校也安排每周
一次於中午時間的中文
俱樂部，吸引有興趣學
生可以有更多時間可以
學習華語，筱晴學姊為
了宣傳，還曾頂著中式
燈籠帽在校園走動。俱
樂部中教材包含做毽
子、包水餃、做壽司等

各式活動，但也因為無
固定教室、學生流動率
高，無法讓學生有效學
習。
　在這十個月這段期
間，采楓學姊除了在學
校教授華語也在空閒之
餘抓緊機會玩遍全歐
洲，更學會了衝浪技巧，
學校也安排每週五擔任
助教的她進城到大學上
教學相關課程，使她在
華語教學上更有方向，
也更懂得該如何跟學生
互動，更透過這個課程
也能認識到更多的朋
友。
　筱晴學姊則認為在這
段教學過程中，因常須
要配合課程扮演不同角
色給學生看，體悟到「一
位好老師就是不怕在台
上丟臉」。她也抓緊空

檔到處旅行，其中一段
特別的經驗是她曾到一
個 叫 fort william 的
小鎮住了一晚，因為旅
社對面有一座很美的高
山，於是什麼裝備都沒
有拿，僅穿著娃娃鞋、
帶著相機就上去了。雖
然只到達半山腰，但那
景色就足以令人難以忘
懷了！筱晴學姊更期待
不久之後，應華系的師
生能有機會去攻頂這座
英國第一高山。
　最後，洪采楓學姐也
勉勵學弟妹：「把握機
會出國不是夢！」，多
觀察學校公布的相關資
訊，會對想出國教華語
發揚文化的我們相當有
幫助。

洪采楓：把握機會出國不是夢！
做毽子 包水餃 做壽司 王筱晴、洪采楓赴英國傳遞文化

責任編輯：蔡蓓瑋

王筱晴學姊安排書法課程讓學生有機會嘗試寫書法及自己的中文名字。(王筱晴提供 ) 洪采楓學姊與學生於課堂上體驗薑餅製作。  ( 洪采楓提供 )

彭俞鈞至北京孔廟，朝聖孔老夫子模仿其姿態。(彭俞鈞提供)

至湖畔區遊玩 (王筱晴提供 )

學生夾糖果。(洪采楓提供 )



【記者曹冠叡 彭俞鈞 採訪

報導】

應
華系畢業公演首度挑戰

校外演出！ 九十八級

的學長姐們於今年九月九號，

在蓮池潭展開對外公演。受

邀於第二社區大學所舉辦的

儒家文化觀光祭，由於該校

王鑫寶校長推動文教不遺餘

力，加上本系王季香老師的

牽線，促成了這次合作的好

機會！

  對於這次演出古今穿越劇

「玉夢魂牽」劇組的演員們，

於七號就已先行在蓮池潭展

開練習、彩排、運送道具的

前置工作，全體的演員及工

作人員皆希望藉由這次的公

演，針對觀眾的反應進行修

正，演員們表示，他們也的

確透過此次演出，強化了自

己的勇氣及信心，他們期望

十月五號在文藻化語堂有更

完美的演出。

  此劇以拍賣場的紫玉釵引

導出女主角無法原諒男主角

在感情上的背叛，經過千年

的徘徊至現代，詛咒男主角

不管經過幾代的轉世投胎，

都必須受到感情不順遂的難

【UC3A 杜函霓 撰稿 /照片】

「
與其想著這件事對未來

實不實用，不如趁這個

機會跟著感覺走，或許有一

天回頭才會突然發現，原來

沒有計劃好的事，才是對自

己最有用的。」──函霓媽

媽

  於是乎，一個不會日文的

衝鋒陷陣者，和一個長大後

就沒去過日本的新手，就這

麼一起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旅

程。

 以前的我，以為旅行就是要

到大家推薦的地方，看大家

都看過的美景。但經過這次

勇闖日本之後，我將旅行重

新定義。我覺得旅行不應該

是走馬看花，而是是要真正

深入去了解當地生活。住在

他們的屋簷下和他們一起生

活、工作的過程中，我體會

到了許多光是參觀日本光鮮

表面所看不到的，所謂的「庶

民文化」，它並不是那麼的

亮麗而美好，但卻是另一種

風景，刻骨銘心地。

←原本天真的以為不會這麼

誇張，但在我拿出鹿煎餅的

時候，就不幸地就中了三項。

尤其被鹿冷不防地狠咬了一

下，頓時就多了一個大記號—

瘀青。

←我們在大阪頂著炎熱的天

氣、走在舉步困難的稻田中，

拔了整整四天的雜草，每天

都期待著下班後的美食。當

我們品嘗著美食，不禁覺

得在台灣的一切都來的太簡

單，才知道我們真的過得很

幸福！

→來到涼爽的北海道。在這

裡的工作內容各式各樣，有

拔 野 菜 ( 玉 米、 番 茄、 毛

豆、茄子、青椒 ......)、

挖番薯、種菜、拔雜草、清

山路、拔小菊花、插花、製

作番茄醬、遛狗、餵狐狸吃

藥 ...... 等等。

題。而身為被詛咒的後世男

主角，究竟會不會再度背棄

愛情，亦或有不同的選擇？

  儘管當天演出頗受好評，

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的關注與

欣賞，但劇組工作人員在每

次的排練後的檢討會上仍不

斷針對劇情、表現方式、進

出場的安排等等做出檢討及

修改。檢討會上，此劇的導

演李艷青表示，此劇的演員

們表演方式都還有微調的空

間，劇情結尾也會再加以修

改，保證在校內的演出會是

更好的版本。他也希望文藻

師生可以多多前來觀賞他們

精彩的演出，也為他們的表

現給予加油及鼓勵。

↑學生演員們的表現絲絲入扣，不輸給專業演員。                         ( 蘇建宇提供 )      

←台下觀眾專注地觀賞演出，也不時給予熱烈的掌聲。                     ( 彭俞鈞提供 )                                            

校外公演 精彩劇情獲得滿堂彩
受邀儒家文化觀光祭演出 既興奮又緊張 期許校內演出可盡善盡美 

嚮往日本生活 函霓體驗東洋風情

責任編輯：彭俞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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