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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郁綺 採訪報導】

第
九屆應華系系學會正、

副會長改選於5月22日

中午時段，應華系辦前進行

投票，順利產生新一任系學

會正、副會長，圓滿結束。

　此次改選候選人為系會長

UC2A蕭新祐同學，副會長

UC2A宋奕慧同學，兩人以優

異的經歷表現及對系上抱持

著熱衷的服務態度得到系上

同學的肯定，以達到高票的

投票率獲選為新上任正、副

會長，勢必將為應華系帶來

新氣象。

　其政見發表主要落實於提

高系上同學參與系上活動的

熱忱及意見交流，以隨時掌

握校務資訊，並設立系學會

行事曆，方便同學快速查詢

校方及系上活動的資訊。

　除了舉辦活動使系上同學

能夠多多參與，更以促進應

華系系學會與他系系學會之

間活動的合作交流作為目標

，期盼增進系上與他系間互

助的情誼。

　除此之外，系學會將定期

與各班班代進行對談交流，

採納各班班代所蒐集之各班

意見回饋，竭盡所能改進其

不足的地方，使系學會既能

夠成為強而有力的組織承辦

活動為系上同學爭取福利，

更能聆聽系上同學的想法及

意見，改善並調解。

　另外，以往同學對系學會

經費上的管理及運用皆有疑

慮，在蕭新祐同學及宋奕慧

同學的考量及評估下，在政

見中特別提到將系學會的帳

目透明化，定期公開帳目以

便同學查閱。

在活動的承辦及開銷花費上

，盡以減少系學會在各項活

動中不必要的開支，使經費

使用於更需要的地方上，以

獲得最大的回響。

　為了使系上同學在未來職

場生涯發展中，得以找到自

己的興趣所在，並了解職場

的訊息。系學會將打算多次

舉辦講座，找學長姐回來做

職場分享，傳授經驗，以及

鼓勵學弟妹勇敢築夢。

【記者彭俞鈞 王郁瑄 莊椀
婷 採訪報導】

第
九屆應華系系學會正副

會長改選於5月22日圓

滿落幕了！由於此次改選僅

有一組候選人的緣故，投票

規則由原本的投予特定候選

人，更改為同意此組候選人

與否之投票，而代表2A的會

長候選人蕭新祐與副會長候

選人宋奕慧，獲得106票之同

意票，高票當選。

 「把最好的表現給大家！」

新上任的第九屆應華系會長

蕭新祐真誠地表答他的當選

感言。這次參選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改革，蕭同學說：「

我認為，應華系一直沒有走

出去，所以我想要藉由這個

機會，讓大家更了解應華系

。」而為了讓大家更了解應

華系，蕭會長強調，往後將

藉由多辦活動的方式促進應

華系與他系之間的交流，例

如：與外系系學會共同合辦

聖誕Party等等。

　同時，這也可以促進系上

同學彼此間的情誼。另外，

宋副會長表示：「因為應華

系中有很多人沒有目標，以

致對未來感到茫然、不知道

要從事什麼樣的行業，所以

我希望我能幫助大家找出自

己的方向。」鑑於此，系學

會未來可能會多多舉辦講座

，並由畢業的學長姐擔任講

師，希望大家能從中發掘自

己的興趣和目標。系費方面

，蕭會長說：「會減少系學

會在各項活動中不必要的開

支，並使經費使用於更需要

的地方上，而系費也大都用

於舉辦活動上。同時，日後

也會公佈行事曆以及公開帳

目，讓大家清楚系上的花費

。」因此，蕭會長希望大家

【記者黃佩雯 郭亞儒 林珈

羽 採訪報導】

提
到應華系主任，大家是

不是都想到那張燦爛的

笑臉呢？擔任了三年的陳智

賢主任謙虛的表示自己做得

不好，同時忙碌著學校事務

以及家庭，讓他覺得「只能

勉強守成，無開創之功」。

　話雖如此，主任仍是為系

上開創了許多不同方面的實

習領域，甚至讓同學們擁有

更多海外實習的機會。卸任

也讓陳主任在心情上放鬆許

多，因為之前沒有接過行政

工作，所以並不知道行政工

作需要腦力智力還有體力，

他深深期許接下來的應華系

能夠開創出更多的路。

　陳智賢主任也期望應華系

的同學能夠更積極更熱情更

活潑，希望同學們再加把勁

，好好把握學習的機會。

職稱：副教授

學歷：台灣師範大學國

　　　文研究所博士 

專長：寫作教學與測驗、

　　 先秦兩漢詩經學、

     章法學 

小檔案

開闢實習機會 智賢貢獻良多

蕭新祐 宋奕慧 當選新任正副會長
可以放心繳交系費，讓系學

會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系

學會的人力方面，蕭會長提

出以徵選的方式招募、精選

人才。他表示：「過去人力

方面的分配太過濫竽充數，

其實會做事的人，留幾個就

夠了。」而宋副會長也希望

能有更多人參加系學會的人

力徵選，加入他們的行列一

起為應華系學會奮鬥，為應

華系謀取更多福利。

蕭新佑（左）、宋奕慧以106票高票當選新任正副會長，強調系學會要有更好的發展。

　　　　　　　　　　　　　　　　　　　　　　　　　　　　　　　　　　（彭俞鈞提供）

提高同學參與活動的熱忱 邀請系友分享經驗 

陳智賢即將卸任 謙虛守成 全系會議票選 謝奇懿接棒

政見 建立系學會行事曆方便查詢 系會帳目透明化 



責任編輯 陳麗凱

，７２小時是遠遠不夠的，

甚至是三、四百個小時的教

學實習也是遠遠不足的，所

以，鼓勵同學訂定目標，至

少在大學期間要以２００小

時為目標，也多利用系上提

供的實習資訊，不要挑選地

點、努力發展，並且累積自

身經驗，才能有足夠的經驗

為自己開創出一條想要的道

路！

　相信透過行前的培訓計

畫，應華系的同學們對於前

往越南的實習已經做好充足

的準備，老師們也期待同學

們可以順利的將成果展現出

來，為學弟妹們打好合作關

係，讓實習機會可以源源不

絕！

捉住機會！出國實習一點都不難
經過一番地嚴格篩選 取得資格的同學們六月底即將前往越南實習
【記者林珈羽 倪玉慈 吳幸

儒採訪報導】

今
年度越南華文教學實習

行前培訓，在文藻至善

樓情境教室，從 4 月到 5 月

展開六項課程的訓練，由錄

取的 15 名應華系學生共同參

與，四位老師分別授課，希

望同學們能在暑假到越南實

習前做好準備。

　一年一度的越南實習培

訓，是應華系為即將到越南

去教學的學生做訓練，從基

本的安全講習到開始一堂華

語課，還要根據越南最新的

的教材做說明，助於準備授

課教材，最重要的一門就是

讓同學自行設計華語教學課

程，並且個別上台演練，另

外還請來外國學生到場上

課，增加學生的臨場感，試

教時的優異表現讓老師們相

當驚豔。而提到今年最特別

的課程，就是特別請到遠從

越南來的阮黃英主任授課，

經驗豐富的阮主任教授了許

多額外的新知，更增益了同

學們對越南的華語教學方

式，期待能比去年的越南實

習衝出更佳成績。

　訪問到 3A 的張凱婷說，需

要克服的是兩國文化上的差

異，能力固然重要，經由培

訓同時對文化上的認知及教

學做融合，透過個別上台去

試教，可以跟同學們相互交

換意見，受益良多，最重要

的還要有一顆對教學熱忱的

心，才有動力去克服一切。

　同樣是 3A 的黃容笙說，爭

前往越南實習學員以及外籍生的大合照。                                                                                                                       （趙靜雅 提供）

取這個機會最至關重要的就

是父母的支持，她也提到在

這個過程中，讓她深刻明白

曾經獲頒白宮教師獎的名師

說過：「家長是最難教的一

群學生。」畢竟父母總是不

放心孩子人身安全，對越南

實習的計畫有很大的顧慮，

經由再三向父母說明安全的

部份後，才得到了認同。黃

容笙也用自身經驗建議學弟

妹們，行前的上台演練不要

慌、要穩住；同時必須多注

意體力，白天要上課、晚上

還要準備實習的課程，利用

下課十分鐘稍微休息一下，

或是在書包裡準備維他命 C

或發泡錠之類的補充品；行

前訓練的課程要是和正課產

生衝堂，需要和正課老師多

多溝通。

　再來一位就是２Ｂ顏嘉興

同學。立志要到韓國去當華

語教師的嘉興同學從不放過

任何實習機會，從一年級開

始，就非常積極地參與系上

安排的教學性質實習，也就

是前往各個國小進行３６小

時的華語實習，而在大二的

這一年終於準備就緒，充份

的調整好自己要前往越南進

行華語實習。此外，顏嘉興

同學也表示，做為一個想成

為華語教師的人而言，最重

要的是三個面相：外語能力、

華語教學能力、教學經驗累

積。這三個面相是可以同時

進行的。他也表示學校提供

了許多的資源，請同學務必

要善加利用，而且在一年級

時就規劃好自己大學四年所

要完成的事情。也不可以僅

只於完成學校所規定的７２

小時實習時數，對於一個真

正想成為華語教師的人而言

顏嘉興同學上台試教。                   （趙靜雅 提供）華語中心老師鄭雅文為大家示範教學。                                                                       （趙靜雅 提供）



【記者曾凱琳 採訪報導】

你
對漢拼有興趣嗎？ 6 月

6 號在文園二樓舉辦的

漢拼比賽可說是盛況空前！

許多應華系的學生都前來共

襄盛舉，而應華系學會也用

心的用 PPT 呈現題目，讓參

與的應華系同學能一目了然。

這次的漢拼大賽分成四個部

分：看句子寫漢拼、聽報導

寫漢拼、看句子寫漢拼進階

題以及加分題。在同學書寫

漢拼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到

應華系學會穿插一些輕鬆的

話語，讓同學可以放鬆心情。

結束了緊張刺激的比賽後，

當然就是頒發獎項了，分別

在兩個關卡得到最高分、得

到第一名殊榮的就是 UC2A 的

同學。而搶下第一名的吳羿

萩同學與她的組員表示：不

用刻意的去學習漢拼，最簡

便的方法就是從生活中運用，

像手機、電腦輸入法改成漢

拼輸入法等等，不但能讓自

己更接近漢拼，也能提升自

己的能力。

　而在漢拼大賽過後，就是

應華系一年一度的大事——

期末大會。這次的期末大會

不只介紹了新一任系學會幹

部堅強的陣容，也舉行了交

接儀式。而應華系的大家長

陳智賢主任也期許所有的應

華系學生能更上一層樓，讓

文藻「應華系」成為優秀的

金字招牌，在這次期末大會

也由主任親自頒發了成績優

異的獎項。主任也對現任系

學會提出了優缺點，期望日

後新一任的幹部能讓應華系

煥然一新。新一任的系學會

主任頒獎給漢拚比賽第一名的得獎同學們。（曾凱琳提供）

主任頒發成績優異獎予 UC2A

呂婷婷同學。（曾凱琳提供）

會長與副會長分別是 UC2A 的

蕭新佑與宋奕慧，兩人也表

示日後最大的目標就是讓應

華系不只好還要更好，不只

在舉辦活動上，在各個方面

都會與核心幹部有密切的合

作，讓人相當期待應華系學

會全新的風貌！   

（右圖）同學們相當認真地

參與比賽。　（曾凱琳提供）

【記者呂玠忞 採訪報導】

　又到了鳳凰花開的時節，

畢業生們即將離開文藻，大

展鴻圖、各奔前程。有鑒於

此，應華系學會於是在五月

三十一日下午五點半於 W008

舉辦送舊活動，邀請應華系

的師長同學們一同參與，祝

福即將展翅高飛的學長姐們，

讓他們在離開文藻前留下美

好的回憶。

　這次的活動，應華系學生

們參與的狀況相當熱烈，送

舊還未開始，會場的氣氛就

已相當愉悅，大家心中對離

別的難過感還未顯現。活動

一開始，系學會會長許思婷

開先鋒，首先為學長姐們的

畢業表達祝福。緊接著，換

到了應華系主任陳智賢致詞。

其實主任所說的話並不多，

他將所有想對即將出社會的

的同學們說的話，都寄託在

歌曲《沒有牆的教室》裡，

從一句句的歌詞中，可以看

出主任看待應華系學子們，

就像看孩子一樣，在不捨的

別離之際，也不忘提醒大家，

若將來遇到了困難與挫折，

不要忘記，還有曾經的師長

朋友們在背後替你加油著，

就像歌詞裡所說的「每個人

都和自己拔河 我為你加油

著」。在主任致詞完畢後，

系學會為學長姐們準備了遊

戲，並請遊戲輸家上台說畢

業感言。遊戲結束，輸家上

台，開始說說各自的畢業感

言。此時，感傷氛圍已啟，

在學弟妹代表宋奕慧與系學

會代表陳佳君道出感人肺腑

的祝福之詞後，學長姐們便

一個個的聲淚俱下。尤其在

畢業生黃俐眉學姐說出了曾

經與朋友的回憶與對師長的

懺悔後，大家紛紛都淚腺潰

堤，會場氣氛頓時充滿了難

過與不捨。 

　可惜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是時候要離別了。畢業後，

真正要面對的相識與離別將

會無預警的在你的人生旅途

中發生，努力地飛得更高、

更遠吧！相信總有一天，曾

經的朋友會與你在人生的另

一個路途上不期而遇。

( 上圖 ) 學長姐們聽完

學弟妹給的祝福感動地

熱淚盈眶，現場氣氛充

滿不捨。

　　　（孫瑋琪提供）

責任編輯：呂玠忞

漢拚比賽得第一 全靠平時的練習
不必刻意學習 手機和電腦改用漢拚輸入法 常用即可輕鬆上手

畢業生臨別依依 紅了眼眶 氣氛感人
在校生為學長姐送上鵬程萬里的祝福 大家不捨說再見 盼再相逢

熱淚盈眶

( 左圖 ) 玩遊戲輸了的

學姐們扮鬼臉，不計形

象娛樂大家。

　　　（孫瑋琪提供）

輕鬆一下



         責任編輯：林姵均

【記者郭亞儒 黃佩雯 採訪

報導】

越
南順化外語大學陳文福

校長偕中文系主任廖永

勇6月3日抵達台灣，並於4日

到文藻參訪。

　其實這並不是文藻第一次

與順化大學做交流，在去年

陳姿吟學姊考上碩士後，曾

前往越南教學一年，適逢主

任也前往順化大學參訪。當

時也由校長親自接見了陳主

任，並且談到兩校合作的可

能，後來去年八月該校教育

處中文部老師來到文藻華語

中心進行培訓，主任也再度

與老師提到了兩校間可能的

交流管道，希望能將這樣的

訊息傳達給校長。

　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安排順化大學來台參

訪，第一個地點便是文藻外

語學院，教育部希望本校擔

任接待順化大學參訪的工作

，所以也派任專人陪同他們

在高雄台北兩地來回。

　由於兩校均屬於外語大學

性質，順化大學的校長同時

也很希望兩校能進行學生之

間的交流，也期望我們的師

資能夠去他們那邊做短期的

講授，像是台灣語言文化的

論題等等。 

　順化外語大學中文系這兩

年來也開始做中文教學的計

畫，並且都由文藻的學生到

該校去，中文系系主任廖永

勇也提到過兩校合作與兩岸

的交流，其主要目的在於希

望兩校能夠互相承認學分，

進而締結成為姊妹校。

　我們期許未來順化外語大

學能成功與文藻結為姊妹校

，彼此互惠、一同進步！

【記者吳岫軒 張嘉玲採訪報

導】

接
近鳳凰花開時時節，學

長姐們就要從文藻畢業

、變成社會新鮮人囉！

　想知道4A育甄學姐及4B玉

涵學姐這兩位優秀的學姐，

如何在大學四年中快樂學習

，並維持優異成績嗎？她們

不約而同表示平常上課就要

專心聽講，並標記老師多次

提起的重點範圍，多發言表

達意見也能對課程加深印象

。重點是平時就要課後複習

、累積知識，才能避免在期

中或期末時開夜車。她們也

提醒學弟妹讀書需要團隊合

作，可以一起到圖書館查資

料或直接請教老師，學校圖

書館或是其他學習系統都是

值得大家留心並善加利用的

資源。光是一個人單打獨鬥

很辛苦，且成效不彰。

　學姐們表示在大學裡除了

讀書之外，也要兼顧課外活

動及拓展人際關係。玉涵學

姐認為大學裡不比國高中凡

事講求分數，所以我們更應

多花一些時間來學習如何與

人相處，每次的學習都是寶

貴的經驗，要好好珍惜得來

不易的友誼。

　關於系上所開設的課程中

，育甄學姐認為特別的一門

課便是「華語正音與教學」

，因為這堂課可以讓系上的

學生接觸許多外國人，教導

他們中文的同時，自己也能

從中得到收穫，是很難得可

貴的經驗與成長。此外，學

姐表示了解各國語言之間的

差異，針對自己的不足再作

補充也能夠教學相長。

　畢業後，育甄學姐想延續

教學的興趣，往補教業發展

，利用時間閱讀英文或是任

何語文的書籍，以便將來教

導小朋友語文時能更豐富；

玉涵學姐則想從事秘書，她

覺得人生就像當兵一樣，聽

老闆的指示做事，要學會「

服從」。

　最後，學姐們勉勵各位學

弟妹，「學習資源系統」和

「人際資源系統」都要好好

經營，大學生活只有一次，

千萬不要帶著懊悔和遺憾畢

業。懂得善用時間，你的大

學生活才會多采多姿、與眾

不同喔！

石育甄 魏玉涵 
學業成績第一名

【記者黃容笙 採訪報導】

姜
君芳老師的協同教學來

了！UC3A的必修課「第

二語言習得」趙靜雅老師邀

請到《遠東生活華語－聽力

與口語教材》的作者之一，

同時也是本校華語中心的教

師──姜君芳老師，以溝通

或任務為本的教學活動設計

做最務實的註解。

　從四月26日至五月31日止

，為期六週，每星期四的八

點十分開始，每週兩小時。

第一個小時由趙靜雅老師授

課，探討教科書《第二語教

學最高指導原則》的〈第八

章 溝通能力〉作為引言，第

二個小時由姜君芳老師延續

上一堂課的準則加以細部說

明，她以舉出問題的方式來

釐清觀念並將選項標號，讓

多位學生發表答案及自身的

觀點。最後姜老師才公布解

答，再解釋原理，讓學生有

充分思考且反省的機會。

　在五月17日上課時，姜老

師還將每組設計的活動設計

建檔、掃描，讓其他組別判

斷教學活動的設計上有何缺

失，然後全班集思廣益把缺

點克服，再經由姜老師的經

驗提點，使學生更融入真實

的教學狀況，教學時不再迷

惘。

　姜老師與3A的同學互動親

切，形成和樂的教學氣氛。

但礙於時間的限制，在商業

的交際語言上沒有太多著墨

，實在可惜。

越南順化外語大學校長來訪 
去年結下緣分 今年教育部特派本校接待 未來有望成為姊妹校

UC4B魏玉涵。 (魏玉涵提供) UC4A石育甄。 (石育甄提供)

姜君芳教你寫教案

廖主任過生日

虹廷生了！
應華系系助賴虹廷於6月10日中午

在「容婦產科」順產，喜獲千金，

母女均安。       （李彪提供）

6月6日，本系的一群老師在忠言路上的「棗子樹」

餐廳，替廖南雁老師慶生，廖主任擔任華語中心主

任八年，成就斐然，即將功成身退。（李彪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