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破地域限制 林翠雲推遠距教學
應華為全台少數開設遠距華教之科系 今年更與德國學校合作 佳評如潮
【記者 楊傳郁採訪報導】

隨
著科技日新月異，遠距

教學已逐漸成為新一代

的教學方式，它無遠弗屆，

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隨時隨地皆可學習之。應

華系林翠雲老師，長年與國

外大學進行華語遠距教學合

作，更於前年承攬華語遠距

教學課程之星談計畫（Star 

Talk），為華語數位教學領

域知名教師 .

 文藻應華系不但是全校僅有

遠距教學課程的系，更是全

台灣少數開設華語課程遠距

教學的大專院校。林翠雲老

師表示，文藻學生具有語言

優勢，許多參與華語遠距教

學計畫的學生更具有多媒體

數位專業能力，數位教材從

設計、研發到完成皆能一手

包辦，相當出色。

　而林翠雲老師也指出，對

於參與該遠距教學計畫學生

的發音與咬字會特別要求其

正確性，且應具備上進、熱

誠的態度，數位能力更是重

點考量之一。

　在華語遠距教學合作上，除

原先的美國紐澤西學院 (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外，

近幾年更與美國新墨西哥大

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美國維吉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等知名高等學府締結合作計

畫。更在今年初，將版圖擴

展至歐洲，與德國歷史名校，

斯圖加特大學 (University 

of Stuttgart) 進行華語交流

計畫，並邀請文藻德文系師

生協同，效果相當卓越，佳

評如潮。

　華語遠距教學一共分成語

言交換、線上輔導及正式教

學。目前大部分應華系學生

所參與的遠距教學多數以語

言交換為主，雙方可透過視

訊，在沒有教學進度壓力下，

以較輕鬆的溝通方式學習彼

此的語言。

　林翠雲老師提到，在遠距

教學的過程中，最難協調的

事，莫過於時差問題與各國

的文化差異，許多外籍學生

個性慵懶不受拘束，教學時

間無法固定也較常缺席，常

令許多台灣學生頭痛不已，

哭笑不得。

　對於有興趣參與華語遠距

教學的學生們，林翠雲老師

多鼓勵修習第二外語，以提

高競爭力，增加自我就業市

場。

　林翠雲老師深根華語數位

遠距教學，一路走來相當辛

苦，她希望校方能多重視遠

距課程，規劃更多的配套措

施與資源，才得以永續經營，

讓更多的學生能有機會拓展

視野，培養更多華語教師人

才。

林翠雲老師（左二）上課教學狀況。� （擷取自教育部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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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距教學，拉近各國之間人與人的交
流，讓學習語言不侷限於實體的課堂教
室，以 Skype 溝通的方式，讓教室更生
活化，上課更輕鬆愉快，也能增加學生
學習語言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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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教學 怡瑛獲益良多
遠距教學計畫 華語小老師累積豐富教學經驗
【記者 沈芳如 彭筱惟採訪

報導】

應
華三 A 的胡怡瑛於五月

參加遠距教學計劃，每

週幫遠在德國霍恩海姆大學

的朱利安 (Julian) 複習華

語，第一次跨洋教學經驗，

新奇而可貴。  

　胡怡瑛認為這個機會很難

得，跟一般面對面教學不同，

能夠累積全新的方法，一開

始便下定決心要參與。 

　指導老師林翠雲最先開行

前會議，讓他們能瞭解遠距

教學計劃當中的角色，也提

醒了一些注意事項。胡怡瑛

表示，她主要是當學生的課

後複習小老師，複習學校中

文課所上的內容。

　她說：「在面對面教學時，

如遇到問題可直接解釋，而

遠距教學則是需要使用電腦，

而且要聯繫學生也不容易，

只能透過 email，所以遠距教

學是有教學和學習障礙的！」

　由於遠距教學不受時間的

限制，但會碰到時差的問題。

胡怡瑛說，她的學生朱利安

人在德國，和臺灣有六小時

的時差，所以她把上課時間

訂在每個禮拜日晚上八點 ,

那時候在德國是下午兩點。

　她說朱利安是個很好問的

人，在遇到問題時，會馬上

提出來，希望得到解答。因

為朱利安本身有中文基礎，

常會舉一反三，例如：他看

到「你今天有沒有空？」，

就會提出類似的句子，然後

再問是不是正確？。

   雖然這一次遠距實習遇到

很多困難，也需要投入許多

的時間和心力，例如：要設

計符合學生的教材、替學生

解答疑問等，相對的，胡怡

瑛也從中學習到不少的經驗。

　胡怡瑛表示，這是她第一

次做遠距教學，跟以前在國

小實習的經歷不同，有從零

開始的全新感受，她說，若

還有機會，還是會願意參加。



【記者 林安庭採訪報導】

過
去兩個月的每個禮拜三

晚上，應華三 A 的翁子

惠總於自己的住處，打開電

腦，教導遠在美國的安德魯

學講華語。翁子惠這學期參

與為期八週，由系上跟美國

維吉尼亞大學合作的遠距教

學計劃，她的學生為韓裔美

籍學生安德魯‧李。

　此一遠距教學採用JoinNet

線上軟體，將簡報放入軟體

內的教學視窗，能讓雙方互

動，例如翁子惠問他哪一個

圖片是夏天，安德魯可以用

滑鼠將夏天的圖片圈選起

來。由於安德魯的程度幾乎

是零基礎，翁子惠在授課時

常以英文輔助，但也使他的

基礎口語練習少，課文又太

過冗長，導致學習效果不佳。

因此，翁子惠與指導老師討

論，想出了解決辦法。

　她讓安德魯寫一段中文自

我介紹，內容包括他的興趣

和夢想，寫完後寄給她修改，

於下週上課發表。如此做的

原因有二者，一為課文太長，

子惠網路跨海 在臺華教到美國
修改學生中文自我介紹 課程貼近生活 提高學習意願與效率

【記者 李睿薇 張家瑜採訪

報導】

　近年來越來越多外國人學

中文，對他們而言，視訊是

不可或缺的學習方式，對大

一的學生來說，是累積華教

經驗的機會。與外國人視訊，

會遇到許多問題，最普遍的

莫過於尷尬及語言不通，為

此，他們嘗試許多方法來化

解，有的畫畫、有的微笑，

有的用肢體語言。

　以下是對參與遠距教學四

位 UC1B 同學進行的訪問。　

責任編輯：張家瑜 

勇敢大一 遠距體驗華教 克服語言障礙 
雙方語言交流 取代單方面文化輸出 用肢體與微笑拉近彼此距離 

要學生全部唸完，不但花時

間而且無趣。二為學生程度

落後，希望安德魯先掌握基

本自我介紹，較貼近生活，

也能藉此機會練習中文寫作。

　另外，為了改善安德魯四

種聲調唸不好的問題，例如

他常將「到」這個四聲字發

成一聲的「刀」。翁子惠請

他一邊讀短文一邊標出聲調，

這方法讓他重新提起學習意

願並提高了學習成效，也增

加了學生的口語訓練。

　遠距課程已與前兩周結束，

翁子惠表示遠距教學的優點

為只要在有網路的地方，不

管距離有多遠，皆能進行教

學，非常適合不想飄洋過海

到國外教書卻仍想當華語教

師者嘗試。

　她表示經驗十分難得，系

上如有類似的機會，希望同

學們也能多多參與，擁有遠

距教學的經驗。

翁子惠上課使用的教材與上課情況。� ( 翁子惠提供 )

受訪者李佩真。��(李佩真提供)�

受訪者許雅君。��(許雅君提供)

受訪者謝采菱。��(謝采菱提供)�

受訪者蔡佩珊。��(蔡佩珊提供)�

　UC1B 蔡佩珊談到，第一次

視�訊有點緊張，因為語言不

通。一開始先簡單的自我介

紹，聊過幾周後，學生說她

的課程哪裡有問題，然後他

再解釋。因為是用視訊，所

以他會把東西寫在本子上給

外籍生看，一來一往，這樣

就知道她的問題在哪裡。

　佩珊有跟她父母視訊過，

他們很開心有這次機會讓她

更了解中文。為了克服語言

　UC1B 的謝采菱說，一開始

當然很緊張，打開視訊後彼

此就先互相笑一下然後自我

介紹。慢慢的融入話題。雖

然彼此之間有語言上的溝通

　UC1B 的李佩真表示，一開

始很尷尬不知道要講什麼，

後來因為視訊可以看到對方

的臉部表情，然後我們就擠

眉弄眼化解尷尬。我想到什

麼我就講。她不會讓氣氛很

乾，會一直找話題化解尷尬。

多次視訊後，我覺得她和我

想像中的白人不同，不會瞧

不起黃種人。

　她很認真地學中文，我也

學了英文用法。這個計畫讓

我覺得可以學習到很多教學

　談到遠距教學的過程，

UC1B 許雅君說，起初用英文

交談，進而得知對方是個小

自己兩歲的高中女生，陌生

的兩人，先協調了往後的視

訊時間，然後結束約半小時

的初次會面。

的經驗。雖然她的中文不好，

但正因為她的中文算零基礎，

我反而可以教她更多東西。

不通他們嘗試用畫的。她用

英文形容，可能這個單字聽

不懂，她就用另一個單字解

釋，就能知道她想表達什麼。

　因為時差的關係，或著因

為課業繁忙，因此造成視訊

次數變少，所以跟她約時間

的時候就會克服時差。能有

這次的機會很榮幸�希望還可

以有更多的實習機會。

障礙而有些尷尬，可是我們

會用笑容努力回答問題來化

解我們之間的尷尬。我覺得

這樣還不錯，可以跟國外的

學生交流。對以後跟外國人

交流或是當華語老師都是個

很棒的經驗。�

　第二次視訊，她發現對方

不但發音標準，基本聲調也

掌握得不錯，只要適時提醒

就會自行糾正發音，為了彼

此交流，她們還玩了”你畫

我猜”的遊戲，若是雅君為

畫的一方，則女孩須用中文

來猜，而當女孩畫畫時，雅

君則以英文來解。

　另外，她們會聊聊學校發

生的事，促進語言交換生活

化。當被問及遠距與面對面

互動的偏好時，雅君表示各

有利弊。雖然這次語言交換

的計畫已經結束了，但是她

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記者 陳怡文 梁孟瑜報導】

對
於曾經前往越南實習的

應華 3A 周海葳、邱譯

萱及張勤來說，五月上旬所

發生的越南排華運動，帶給

她們各自不同的衝擊與想法。

　周海崴表示：「剛開始聽

到這個消息時，我立即與在

美聲公司的台商經理們連絡，

幸好大家都平安。然而，之

後聽到美聲公司遭到嚴重地

破壞與燒毀時，我簡直無法

相信曾經待過的地方竟變得

體無完膚。」

　另外，曾到味丹公司教學

的邱譯萱和張勤，一聽到味

丹公司無任何損傷，才放下

心中的擔憂。邱譯萱說：「難

免會擔心公司的人，但慶幸

離市區比較遠的味丹公司，

並沒有太大的損傷。」而張

勤則表示：「我完全不擔心，

因為味丹公司在越南是數一

數二的大公司，得知每個人

都沒有受傷，真是萬幸。」

　三位同學談起越南實習的

時候，她們完全感受不到越

南人排華的情緒，都認為越

南人很親切，周海崴說：「可

能是因為我在工廠的角色是

老師，而他們非常尊重老師，

故越南員工們根本不會對我

有任何無理的行為。」

海葳 (右一 )在越南教學的照片。
  ( 周海葳提供 )

美聲公司遭破壞 海崴感到難過 味丹無損傷 張勤、邱譯萱放下擔憂

越南排華 海崴盼恢復和平

到越南實習的周海葳同學 (左一 )認為越南人很尊重老師。     ( 周海葳提供 )

　而邱譯萱同學表示：「經

過去年兩個月的相處，我認

為越南人很善良、樸實，就

算自己擁有的不多，也不會

吝嗇分享。」張勤則說：「我

認為越南人對大陸、台灣一

知半解，所以把會說華語的

人都當成是同一個國家的

人，才會對台商造成傷害。」

　周海崴希望越南暴動的事

件可以盡快飛出一隻和平

鴿，終止流血事件。

　邱譯萱表示：「善良的人

還是很多，只是少許的暴民

和媒體的渲染，造成了大眾

的恐慌。」

　而張勤說：「越南真的是

一個小小的人間天堂，不但

消費力低，還有數不盡的美

食饗宴，希望能盡快恢復以

前的平靜。」

責任編輯 :李啟萍

UC2A 自我投資 遠距教學增加實務經驗
【記者 潘佳欣採訪報導】
　勇於嘗試，多元發展！應華系二
年 A 班共五名同學，擔綱美國遠距
教學華語老師。
　華語教學之路，充滿無限可能，
千里之外也能進行──本系與美國
維吉尼亞大學合作，進行遠距教
學。UC2A 同學勇於把握機會，增加
不一樣的實戰經驗！
　應華系二年 A 班報名遠距教學的
同學──張玉麗、何家敏、吳奕柔、
胡似敏及許塘欣，於去年暑假，進
行了一連串的實習前培訓課程。訓
練課程安排一周兩天，每次兩小
時。同學利用培訓的時間，學習如
何應用軟體進行教學、規劃課程、
模擬教案…等。
　學期間，正式開始實習。學生的
分配為，一位同學擔任 2 至 3 位華
語學習者的教師。教學時間每週一
次，時長一小時。在每次教學前，
實習華語遠距教學的老師們，需要
做足準備，根據學生教材編製簡
報，並自行規劃課程、進行試教。

　由於教學對象多是美國人，僅有
極少數華裔，因此老師本身也需要
增進自己英語表達能力。換言之，
這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英文練習機
會。
　想單然爾，使用網路做教學，最
怕斷線的問題。為預防此種情況發
生，最好先做好應對措施──留下
學生的 Skype 或其他連線方式。
　這樣的實務經驗，除了增強個人
教學技巧，也鍛鍊了同學的各種能
力。在教學時，可能發生各種的突
發狀況，藉此培養臨場反應。
　林翠雲老師常鼓勵同學，多嘗試
些不同的東西。有機會就把握住，
畢竟多一樣技能，就比別人多一份
競爭力。
　胡似敏同學表示，自己當時就是
受到這樣的激勵，才能收穫到這麼
棒的經歷。她也說，很高興在每次
教學過後，從中都獲得不少成長。
　同班同學何家敏、吳奕柔，體驗
過遠距課程後，紛紛認同是值得的
自我投資、收穫非常不同的資歷。



公演十年大戲 主題交織愛恨情仇
以盧溝橋事變為背景 劇本寫作擦出火花 望傳承歷屆口碑

【記者 李啟萍、黃沛嘉採訪

報導】

一場十年大戲，正由三年級

同學組成的第十屆畢業公演

劇組積極籌備中。

公演團隊表示，這次希望呈

現以友情為主，親情、愛情

為輔的舞台劇，是喜是悲，

列為演出機密，主要是想告

訴觀眾珍惜身邊擁有的美好，

太執著于仇恨會讓妳一無所

有。

　跟以往不同的在於本次劇

本為非古典小說改編故事，

背景設定在盧溝橋事變前後，

需要很多 1930 年代的道具呈

現時代感，所以服裝方面會

準備日軍軍服、和服、旗袍

及民國 20 年代等較具代表性

的服飾，讓觀眾充分融入劇

情。

UC3B 李忞璇 (左 )，UC3A 劉軒銘 (右 )正在試戲的情況。

 （第十屆公演組提供）

　關於畢業公演籌備的進度，

UC3B 的張羽清認為：「這屆

公演開始時間較晚，我們都

有必須急起直追的自覺，大

家都想將畢業公演辦到最好，

但首先需要先進行磨合，不

經過激烈的碰撞是激不出火

花的，身為編劇的我很期待

這屆的公演可以接續學長姊

的氣勢，傳承並提升應華系

公演的口碑！」

　編劇組表示，一開始的理

想是五位編劇一起找時間討

論完成劇本，但是大家的時

間都喬不攏，只好以場次為

單位，分工進行劇本編寫，

由於分工的方式，場次與場

次之間會有前後矛盾跟情節

交代不清楚的問題，還需要

花比較多的功夫在修正上，

初步的完整劇本估計在 6 月

中旬前完成。

　此外公演團隊也表示，此

次的主演已確認是由 UC3A 黃

筱雯、莊椀婷、劉軒銘、陳

嘉豪這四位同學擔任。

　本次畢業公演的核心幹部

為，總召 - 何宜靜、秘書 -

倪玉慈、行政總監-傅虹婷、

張勤芝、舞台總監-劉軒銘、

萬于甄、導演組 - 莊椀婷、

鄭雯菁、編劇組 - 黃筱雯、

陳姵妏、陳可芸、張羽清、

王羿涵。

本屆公演主角 UC2A 黃筱雯 (左 )、莊椀婷 (右 )。

 （第十屆公演組提供）

墓仔坡嘛敢去 黃森松先生不談情愛說辦報
【記者林孟儒採訪報導】　

　曾在美濃辦報過的黃森松先生，這次在 

5/28( 三 ) 下午一點應華系情境教室暢談自己

在美濃的辦報經驗。　

　此次題目為「不談情也不說愛，墓仔坡嘛

敢去！？」，在田野調查法與社會文史新聞

的採訪寫作方面，黃森松先生十分有經驗，

他開玩笑說，自己在政大有四個情人，第四

個，就是外遇，而外遇的對象是誰呢？正是

「新聞」。　

　他提到在田野調查方面，發現美濃早期出

秀才，多到幾盡可以辦成一所美濃大學，在

回鄉辦報的期間，他稱自己所辦的報為草根

報。

　在鄉下發行，也發現許多一些古早事蹟被

歷史掩埋，於是他研究並記錄了下來，例如

敬字亭上的錯字，或是其他古文資料記載的

錯誤，以及一些有趣的事情。

　大家時常看祖先牌位會搞錯的以為是一夫

多妻，但其實是招贅或是續絃的問題再加上

冠夫姓，而導致成姓氏名字變很長，也透漏，

在那年代政府對農民不好，但對種菸草的農

民很好，原因是菸的利潤很高，所以美濃的

農民才會擠破頭去種菸草。

　在經過四十幾年的工作經驗，他說，做學

問其實就是「要學就要問」不能只專注於文

獻上的紀載，同時也要直接去問當事人作考

證，這樣才是真正的田野調查。

　因為在這幾年辛苦的調查中，給予他最大

支持的就是他老婆，支持他出書之外，還出

錢辦報，而現在剩他獨自與一隻狗生活，所

以，在最後他呼籲現在的學生要好好珍惜眼

前的朋友與家人。

責任編輯 :林孟儒

在美濃辦

報的黃森

松先生。

 ( 公民陶

塑計劃提

供 )

田野調查趣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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