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 袁郁婷採訪報導】

    在 256 位服務屆滿四十

年資深優良教師，廖南雁老

師今年也獲頒此殊榮獎項。

老師說：「教學之所以迷人，

是因為可以接觸到不同面孔

的學生；然而，文藻敬天愛

人的宗旨更能有理想的不斷

進步！」

　四十年的教學經驗，從一

開始只有專科部的文藻，到

了第一屆大學部，經歷了很

多不一樣風貌的文藻。廖南

雁老師從輔仁大學畢業後即

進入文藻開始教書，同樣都

是天主教的學院，在文藻和

修女們一同參與社團活動，

例如：慈光社、山輔社。之

後，帶著學生們去美國遊學，

發現到語言的重要性，回台

灣之後開始讀空中英語、大

家說英語等英文雜誌，這樣

一個不一樣的體驗讓老師決

定在 38 歲赴美進修，以兩年

的時間取得碩士學位。老師

說：「在這過程中，非常難

熬與艱困，但是，也因為在

美國的那段時間，結交到許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而，

老師也鼓勵學生們，趁著寒

暑假期間出國看看這個世界，

這是非常值得投資的一件

事！

　廖南雁老師也鼓勵要走教

師這條路的學生們，首先對

人要有興趣，並且發現各個

學生們不一樣的潛能，然後

培養專業知識，亦可修教育

學程。最重要的是，你要成

為怎麼樣的老師！

　四十年一晃眼就過去了，

從課務組組長、訓導主任、

國文科主任等等經歷，每個

部門都是值得學習的，老師

說到，這些年來她教過的學

生，現在有的當翻譯或者是

寫作，有些遠赴美國讀書。

最讓她印象深刻的一位學生，

他因賭博欠下債務，缺曠課

又多，當時是個令人頭疼的

學生，後因缺席過多被退學

了！但是，廖老師勸勉他：

「不要害人，還有不要讓年

邁的父母擔心。」同學謹記

在心，幾年後回來找廖老師，

非常感謝地說：「您的話我

一直記著！除了修女之外，

您是第一個不把我當壞學生

的人！」人都是善良的，老

師慈愛地說。

　廖南雁老師堅信不移的教

學理念 - 教育是很重要的環

節，如果有人因為教育而改

變，那就值得了 ! 教育孕育

出各領域的人才。然而，大

學是培育未來菁英的殿堂，

走得遠才看得遠。從廖老師

身上我們看到了她對每位學

生的關懷以及用心，四十年

教書生涯誨人不倦。

從專科到大學 南雁青春奉獻文藻
陪著文藻成長 40 年豐富教學經驗 以關懷、用心培養各領域人才 

退休不是終點 師生歡送南雁
彌撒會祝福廖南雁退休 前校長蘇其康贈禮致謝

南雁老師獲得師鐸獎時與馬總統的合照。

【 記者 曹冠叡採訪報導】

　蘇其康校長以及應華系的

廖南雁老師選擇參加 6/21 號

下午三點在詠穌堂舉辦的歡

送彌撒會。

　整個彌撒會的時間約為一

個半小時，簡單、隆重又不

失溫馨。期間大家吟唱詩歌，

主教也引用了聖經的小故事

對照現今社會的紛亂來體現

教育的重要，並感謝即將退

休的文藻教職員工，這麼對

文藻的奉獻以及對教育的界

努力。

　彌撒會進行到尾聲，主持

人也邀請了校長和廖南雁老

師上台和大家說一些話。

　廖南雁老師甫上台就和大

家開玩笑地說，最近常常參

加歡送會，所以未來應該是

會過著吃吃喝喝的生活，逗

得台下的大家笑聲不斷，再

來南雁老師應用元好問的「問

世間情是何物，叫人生死相

許」，回首看自己將最青春

年華的約 43 載的時光都奉獻

給了文藻，但是南雁老師說，

她非常開心在文藻工作這麼

久，在這裡不只教學，對自

己而言也是學習，老師笑著

說，尤其英文是她最大的一

個收穫。

　最後南雁老師說，她很喜

歡當學生，所以未來規劃會

在空中大學繼續上課，學習

新的知識，下學期在文藻也

仍然會兼課，所以也會常常

在校園出現。

　在廖南雁老師回到座位後，

蘇其康校長緩緩地走上台後

說，即便在公開場合有那麼

多次的演講的經驗，他還是

很討厭在公開場合說話，不

過校長很感謝文藻給予了他

這麼多的機會可以在公開場

合說話，挑戰他一直以來最

不擅長的地方。

　校長也和大家分享一個小

故事，校長停了約兩秒後說

道，最近有三個英文系的學

生來信問他，想要找個時間

去找校長，而蘇校找回信問

到，想要找我做甚麼 ?，三個

學生又回復說，想要了解校

長平常在做甚麼 ?

　蘇校長感嘆地說到，其實

做校長，有很說事情是不能

說的，他很忙，常會忙著開

會，有時候是到外面和全國

的校長開會，這些會議他其

實不是很想參與，但這是一

個讓他的同儕知道文藻的一

個機會，讓大家知道他是文

藻的校長代表文藻，而這些

都是為了爭取文藻曝光機會。

　最後蘇校長說，他來到文

藻真的學到了很多，也因為

信仰而不斷地在成長，如果

今天在其任內，他做得好，

蘇校長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如果做不好，蘇校長也很感

謝大家的包容，蘇校長很感

謝全體的教職員生。

　退休不是結束，是另一個

階段的開始，每位教職員工，

為了文藻奉獻其大半輩子的

青春，因為他們對信仰的堅

持，也尊重每個人，關懷和

教育每位同學，每一位同學

和其同事們都一定會帶著感

謝和懷念為他們送上祝福。

與蘇其康校長

在退休茶會時

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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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前校長贈盃



【李彪 徐漢昌整理】　
　南雁，這個名字有點
意 思， 南， 是 生 在 南
京，那是個顛沛流離的
時代，廖家從廣西到南
京，最後轉到廣州來到
台灣。而燕指的是秋天，
本來就叫秋雁，但是她
的畫家大伯母說，秋雁
過於悲涼，還是南雁
吧！
　59 年，廖南雁從輔仁
大學中文系畢業。那年，
透過輔大法學院的馬神
父介紹，剛好輔大中文
系第一屆的學姊劉雅玲
要離職北上，斐德修女
就讓廖老師接上，她記
得開始就教元曲，當時
文藻約有 1300 名學生，
雖說是專科，國文教的
內容很豐富，史籍選讀、
中國文學簡述、四書、
中國文化概論、中國小
說選、詩詞選，還有先
擒諸子，完全是大學中
文系的翻版。
　早期的文藻教學生涯
是很愉快的，南雁老師
提到董修女、蕭修女、
林修女，一列修女在校
園走過的校景，氛圍頗
具威嚴，而斐德修女是
教務主任，代理校長的
職務，她說，斐德修女
在正氣樓二樓的辦公室
一塵不染，很多人在他
的辦公室走廊滑倒。
記憶有時不按年代進
行，廖老師初中畢業於
左營的海青中學，她妹

妹也是，還跟李彪老師
同屆，他還記得音樂老
師王藕堂；高中就讀省
立高雄女中，參加樂隊，
廖南雁吹小喇叭，現在
台北市政府的社會局局
長江綺雯敲鐘琴，最記
得演奏雷神進行曲。
62 年，王湘老師和陳曉
雲老師進了文藻，同事
迄今。
　學生則以副校長陳美
華最有印象，她說，第
6 屆的陳美華和蘇阿美
是哼哈二將，很會打乒
乓，又組團唱歌，還兼
指揮，他們那一群跟修
女，跟老師都相處融洽，
而廖老師當年也年輕，
和學生相處如姊妹，經
常一起去參加比賽。至
於易守箴老師，那是第
10 屆的學生了。
　62 年，廖南雁開始接
行政工作，課務組長就
做了 9年多。
　71 年，安琪修女讓廖
老師帶英文科的學生訪
問美國加州，她說，大
學念的那點英文根本不
夠，怎麼帶？安琪修女
告訴他沒關係，學生都
能說得通，後來接待她
們的人是一位娶中國太
太的摩門教徒，中文也
行，訪問行程順利完成。
不過這個訪問帶來一些
刺激，學校開了英文課
讓老師進修，以便進行
國際交流。

旅美進修後重返文藻

　72 年，教育部專科教師赴

美進修計畫下，廖南雁到了

威斯康辛的某學院進修，上

午讀英文，下午參加很多活

動，滑雪、做派，那時有日

本太太住在一起，人情很濃，

這些經歷使得廖南雁對語言

有深度體認，開始認識美國。

　半年後，斐德修女告訴她

先不用回來，轉往堪薩斯州

的一所學校交換教學，她教

的是中國文化，她想起來直

呼：很可怕！她借了很多書，

論語、孟子、朱熹 ‧‧‧，

都要漢英對照，甚至要為學

校老師講西洋哲學的齊克果

和尼采，很辛苦地交了一學

期才返回文藻。

　75 年，廖南雁老師受到學

生陳美華的協助，申請到美

國愛荷華大學進修，攻讀教

育碩士，當年她已 38 歲，台

灣去了 100 多人，台大教授

林火旺也在其中，愛荷華真

是一時俊彥。

南雁談過去 從名字開始說起

南雁老師早期與修女們的合照。

南雁老師出遊日本。 南雁老師剛進入文藻時的照片。

南雁老師大學學士照。



活到老 學到老　

 廖老師平日在教育學院上

課，主要修習大學生輔導教

育，由於英文程度稍有差距，

每次讀書進度不過 7、8 頁，

而功課每每數十頁，讀來備

嘗艱辛，幸好同學多肯幫助

借她筆記終能拿 A，以 A 彌補

統計的 C，度過學業上難關。

　而除開攻讀學位，廖南雁

每周六晚上教 3 小時中文課

賺點錢，還在烘焙店打工做

蛋糕 ( 所以現在同事們往往

能嚐到美味的餅乾和糕點 )，

3年後終能學成歸國。

79年，廖老師接課外活動組，

做了 2年。

81 年，擔任訓導主任，聽來

好像是很嚴格的工作，不過，

她負責是學生訓練，跟課外

活動組的工作也有相關，倒

也順利，這個職務一幹6年。

有一次，廖老師隨斐德修

女、李文瑞校長及陳美華副

校長到美國訪問校友，去了

加州、休士頓、克里夫蘭姊

妹 校 Ursuline College 和

Vermont 中文學校，途中，李

文瑞校長談起要成立華語中

心，並對廖南雁說，妳回去

接主任，廖老師以為李校長

只是隨意說說，沒想到，93

年真的接下華語中心，這一

接，就到了 101 年，奠定了

華語中心的基礎，迄今一直

是外籍學生的首選學校，也

總是可以維持運作，還能有

所結餘。

文藻耕耘四十年 南雁笑容永流傳
【陳依華 撰寫】

　文藻畢業至今兩年，讓我

懷念的事情很多，同儕、老

師給過的溫暖、華語教學實

習的點滴以及幾次出國的難

忘經驗…等，其中好些回憶

都與南雁老師相關，她是位

在文藻教書達四十多年的老

師，教過的學生難以估算，

而我就是其中一位受過她恩

惠、教誨的幸運兒。

  在文藻的求學過程中，我

的華語教學實習時數至少

三百小時，包含在校、出國

的教學實習，還是外籍生的

正音輔導，甚至是華語家教，

我會這麼積極的原因，不外

乎是應華系給予的機會、環

境，當然更因為我有一位在

華語教學上的精神導師─南

雁老師。南雁老師不只每每

提供我教學上的建議，刺激

我的教學想法，還時常關心

她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實

習情形，對文藻、應華系、

華語中心，她始終付出相當

的心力，這種不求回報的「服

務業」精神，在教育界裡、

在我心中，她絕對名列前茅。

正因為我就是這麼看著南雁

老師的背影，她的教學態度、

她的生活方式，早已深深影

響了我這顆想在教育界服務

的心，我期許自己能朝著「南

雁大道」這方向努力、前進。

  熱情一心為學生付出的老

師，也有需要休息為自己著

想的一天，南雁老師，恭喜

您光榮的退休，謝謝您一路

的辛勞，記得時常回來文藻，

看看這美麗的校園，也讓學

生看看您永遠燦爛的笑容。

把握當下 快樂生活
 

 廖南雁說，以前擔任專科部

的導師，早上 7 點多就到學

校，整天都和學生再一起，

彷彿就像朋友，她又提起陳

美華那屆的同學，她們組了

個 8 人樂團，只要出去唱，

他都去，師生關係很好，而

現在學生總要打工，與老師

相處淡了許多。她說，如今

老了，外貌老了，駝背，肚

子凸了；一直單身，不過家

庭裡兄弟姊妹的感情很好。

　廖老師的腿變得不好，面

臨衰老的問題，不過，她決

心要保持運動，鍛鍊雙腿，

要加快速度去追求快樂，而

計畫於退休後去世界各地旅

行，她要先去東歐四國，再

搭遊輪遊歷土耳其和希臘，

明年則飛往南非和紐西蘭。

　她自己估算，她的母親於

86 歲過世，自己至少可以維

持健科到 80 歲，從退休到 80

歲，還有 15 年，她要盡量把

生活過得簡樸，減少慾望，

過著清閒的日子。
南雁老師珍貴的５歲照片。

與系上老師出遊的照片。

與系上老師出遊
到卑南山的照
片。

應華家庭

暢遊台東

南彥老師遊東歐，與修女的趣味照。



【陳美華教授】
　聽說廖老師退休後就要去

遊山玩水，看看世界各地的

校友 !

 各地校友有福了 ! 可以有機

會展開雙臂擁抱將青春歲月

給了文藻的廖老師 !

讓她與校友重溫深深烙印在

我們心底的情誼。

　記得專一上廖老師的「中

國文學概論」時是她在文藻

任教二年，應該只有 40 幾公

斤，體態輕盈，眉明齒皓，

音色特殊賞心悅耳，親切可

人。芳年不到 25。她心甘情

願將其最溫馨浪漫的時光給

了我們這群她眼中永遠是可

教、可愛，聰明的學生妺妹。

　在我們羞澀怯懦，無知和

徬惶卻又渴望汲取新知的年

代她以其氣質，涵養，博學，

風趣，真誠的懷和如自家大

姊姊一般的愛，帶領她所教

的每位學生去欣賞浩瀚的文

學殿堂。我們如還有文學素

養也是廖老師當時在文藻正

氣樓一樓中間的一間教室內

誏我們瘋狂的妙論竹林七賢

的人格特性及荒謬詼諧的討

論聲中猜猜陶淵明到底是受

何創傷才樂於在東籬下採菊 ?

猶深深記得在堂堂精彩無以

倫比的文學概論課上，同學

們總是在瞪著大眼睛，全神

注，在充滿笑聲，讚嘆，滿

足，互動百分百，不願鐘聲

來催促下課下，快速的結束

50 分鐘的大師級講堂。剛從

國中到文藻來就讀的我們

　從來不知為何廖老師可把

課講得誏我們如癡如醉 ! 誏

我們熱切期待她的下一堂課。

　當時為了表示大家對他上

課的精彩絕倫我們全班決定

在老師到達她的辦公室前，

先去幫她把所有門窗打開，

誏她早上進辦公室時，空氣

已流通、在我們的小小動作

中傳遞我們對她的欣賞。在

她進入我們每一堂課教室前

我們值曰生會藉著倒滿一杯

茶水放在講桌上，誏老師授

課中解渴，以表示我們對此

課的期待及對他的感恩。

　以前沒有所謂的老師教學

評量但在每天幫廖老師開窗，

倒水之間，老師的評量早已

超過五燈獎 ! 我們可為她做

的應該更多。

　廖老師與六屆的我們年齡

其實相差不多，但她的愛心，

氣質，熱忱，耐心就永遠多

我們很多。老師不會因為時

光的流逝而變得衰老。

　因為在她豐富的人生行囊

裡，有永遠熄不滅的理想，

愛心及與校友們建立了 40、

30、20、10、5、1 年的亦師

亦友情誼。

　從我們認識的 25 歲到現在

65 歲的廖老師雖背駝一些，

體重稍增，但並沒讓她佝僂

於時間的麈埃中

　聲音，說話依然韻味十足，

熱情不減，腳步穩健。開車

速度不輸年輕人，老師心靈

永遠是年輕的狀態應該不符

合退休的任何條件 !

　那是因為每年都會自動往

上加的歲數誏她結束教書生

涯。今後文藻校園不再常見

到廖老師的身影那會是怎樣

的文藻 ?

　以廖老師在過去至今所累

積的能量，相信她在未來的

歲月中還是會在她的旅遊中，

人群中不斷地接受與釋放希

望、歡欣、和力量的信息。

他會是永遠散發著春天的氣

息和年輕光彩的 70、80、

90、100 歲的廖老師。

　我們身為您的學生，在您

告別文藻舞台之際，感激您

在文藻的歲月用您不減的熱

火，送給我們溫暖，歡樂的

文藻青春時光。

願您在未來的曰子時時有主

的助佑並期昐您

文藻百荷廖南雁 永遠青春 18 歲 

黑暗中的一盞燈
【楊孟晴】
　那天，我們幾個一如往常，

下了課就到「老地方」聚首，

為了專題。大夥兒一路從下

午三點多奮戰到「深夜」，

這才瞇著乾澀雙眼，拖著疲

憊的腳步下樓。

　　摸黑走到一樓門口，大

家心裡想著同一個問題：

「門該不會已經鎖了吧？那

我們今晚不就得夜宿『露德

樓』？」正當我們束手無策

之際，突然，眼角瞥見華語

中心辦公室的門縫透出一絲

微弱的光線。

  「得救了！」原來南雁老

師還沒下班，她正埋首於工

作中呢！得知我們被困，立

刻開了華語中心的後門好讓

我們出去。臨走前，她還不

斷地叮囑我們騎車要小心，

趕快回家休息……。

　　後來的幾次，每當我們

做完專題要離開「露德樓」

時，總不忘回頭看看華語中

心的燈是否亮著。

　　好險有您！南雁老師，

無論是對於「我們」，或整

個應華系、華語中心而言，

若不是您「以校為家」，為

了公事操煩到三更半夜，我

們恐怕沒那麼順利脫困，也

正因您付出精力、青春於文

藻四十餘年，才使做學生的

我們得以受惠！

　　南雁老師，如今您就要

從服務了四十多年的文藻「畢

業」了，相信您一定感觸良

多，在此衷心祝您有個充實

快樂的退休生活，身體健康，

千萬別再熬夜囉！

點心、水果關懷 學生感恩在心頭
【詹筱帆】
　只要遇到南雁老師，就會

聽到非常字正腔圓的「呦！

孟晴，最近忙什麼呀？法文

還記得嗎？」然後再補上一

連串的點心與水果攻勢，有

得吃有得拿，加上滿滿的關

懷，南雁老師就是這樣的熱

情又溫柔。

　還記得上正音課的時候，

老師常誇我有清靈活潑的聲

音，雖然聽起來格外不好意

思，也大概只有我自己記得

這件事，但對於剛踏進學校

第二年，還對未來充滿迷惘，

甚至懷疑是否選對科系的自

己來說，除了是一個很大的

助力之外，也加深了自信。

　在這之後也從老師那裡得

到了很多輔導外籍學生的機

會，不管是輔導小老師，還

是遊學團的輔導員，我們可

以說都是南雁老師一手帶出

來的。我的大學生活能夠這

麼精彩，真的要非常感謝老

師的提攜。

　雖然離別總是感傷，但是

多出這麼多的時間，就代表

多出機會去做自己想做但是

一直沒有辦法做的事，希望

老師能夠在未來放慢步調，

享受人生，也祝福老師身體

健康，甲霸哩 !

年輕的南雁老師與學校教師、修女的合影。

南雁老師遊東歐時的吃冰照。

南雁老師坐船體驗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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