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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沈家億採訪報導】

應
用華語文系畢業展「妙

筆生華」盛大開幕！這

次不僅是應華系第七屆的畢

業展，更是第一屆兩班合辦

的畢業展，場面壯觀可說是

史無前例，瞬間將空蕩蕩的

至善樓一樓走廊擠得水洩不

通。

　從三月十二到三月十六日

為期五天的畢業展，於十二

號在至善樓一樓走廊盛大開

幕。此次畢業展以李白妙筆

生花為典故，系主任陳智賢

主任期許四年級準畢業生也

能名滿天下。

 身為 4A 班導師的向麗頻老

師則是讚賞四年級學生對此

畢業展的努力，由於這次展

覽主題琳瑯滿目，有些主題

困難重重，但他們卻都能

一一克服，向麗頻老師對他

們的鍥而不捨深感佩服。4B

班導師林景蘇老師則相當讚

賞四年級學生的創意無窮，

從論文到傳統婚禮介紹影片、

八卦占卜、小說、新詩創作

集以及華語教學趣味程式等

等。五花八門的題材充分展

現四年級學生學以致用的無

限創意。

　「妙筆生華」畢業展勢必

帶給你前所未見的應華系風

貌，想一窺中文廣大學海的

奧妙嗎？「妙筆生華」將給

你嶄新的震撼！

妙筆而生的創意 源源生「華」
首次兩班合辦畢展 主任及老師到場勉勵 多樣主題與創新點子 來賓們頻讚賞 

↑現場參觀者及參展者翻閱著畢業生的專題成果作品，露出讚賞或滿意的笑容。（蘇建予提供）

【記者彭俞鈞 黃佩雯採訪報

導】

配
合著系上教學的目標與

特色，此次展覽內容可

分為四大類：以華語教學為

主軸的「華語紙本教材類」

和「數位展覽與教材類」；

文情並茂的「文學創作類」，

以及從多元角度看文學作品

的「學術論文類」。

　從題材的挑選還有作品製

作的用心來看，不難看出此

華眾取寵文天下
屆畢業生頗有「妙筆生華，

而後名聞天下」的決心與野

心。

　由林景蘇老師所指導，楊

寧、郭峰秀、黃俐眉和張家

綺集體創作的「華語故事遊

戲書」是文學創作類專題頗

受注意的作品之一。不同於

常見的文學創作，著重的是

故事性，此作品展現了創作

形式的不同可能─結構書，

試圖發揮寓教於樂的功能。

　學術論文類中的「九把刀

《樓下的房客》及其行銷創

意之研究」也是在系上較少

見的研究主題，小說與傳播

文學載體的關係的確是資訊

社會中值得探討的議題。數

位展覽與教材中，既結合華

語習得，又搭配本土文化的

就非「戀惜華語在美濃」莫

屬了，結合國際與本土，在

在體現了華教的多元。

　經過了一星期的展覽，令

人難忘的畢業展於 16 日在

系主任的勉勵下圓滿落幕！

系主任說「這是第一次兩個

班級一起舉辦畢業展，場面

比以往更大，內容也更加精

采」，並期許同學們將四年

來的努力貢獻社會。

　展覽中同學們的作品表現

優秀，陳思佳、郭典周、石

育甄所設計的手工書獲得實

用講、鬼點子設計獎的肯定。

他們說「雖然手工製作很辛

苦，但是能夠得獎真的很開

心。」

　最後令人引頸期盼的第一

名作品由林宜樺、潘姿穎、

楊瓊文的語法教學奪下，以

情境式的方式帶動教學，其

努力受到認同。

　在場的老師也不吝給予鼓

勵與建議。李彪老師勉勵同

學們專題做的比以前歷屆學

長姐更好，也更多元化更有

創意，並希望這樣進步的趨

勢繼續維持下去，也希望學

校方面能夠多加宣傳，並請

外界人士進來參觀，希望在

專題製作上可以發展的更

好，甚至成為華語教材的產

品。

　林景蘇老師也說，感覺今

年學生的創意更多更加可

貴，期待系上的學生製作專

題能夠有更傑出的表現。

↑陳主任在開幕時勉勵。 ↑華語教材類、創作類或論文類等各式各樣的專題作品，看板介紹琳瑯滿目，組織成豐富的畢業總成果展。　　（蘇建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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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值得」華教初體驗 收穫滿行囊
應華系詹筱帆 外教系陳俞均 英文系陳雅婷一同分享泰國實習的甘苦
【記者 劉宇珍報導】

教
育部為了推廣台

灣文化及我國優

秀的華語教學，近年來

皆陸續選送優秀的華教

人員遠赴泰國任教，而

為了讓有志參加的人更

能夠理解相關的事宜，

應華系於三月二十一日

舉行了泰國華語教學經

驗分享會，讓上學期獲

選至泰國擔任華語教學

助理的三位學姊向大家

分享，以利他人從中吸取經

驗！

  笑聲不斷、逗趣十分的分

享會中，主要介紹的學姊分

別是應華系的詹筱帆學姊、

外教系的陳俞均學姊以及英

文系的陳雅婷學姊。學姊們

分享她們在泰國擔任助理時

的許多有趣過程，當中提到

了泰國的國情、泰國學生的

特質，以及在當地的生活經

驗。泰國學生聽話、尊師重

道、很愛講話，他們的藝術

細胞也非常的好，其中也有

人妖學生，但學姊也提到了，

不要用異樣的眼光看他們，

他們可是非常有表演天分

的，常常帶給班上許多歡笑，

他們可以說是學習中促進教

學互動的催化劑呢！

  泰國的華語教學中主要是

用英文進行的，但泰國的學

生英文都不太好，有時候都

需要用泰文作為輔助，學姊

們也建議大家最好學點泰文，

較為有所幫助。而在教育制

度上，泰國和台灣非常不同

的一點，泰國教育上不能當

掉學生，要給他們很多的機

會補考等等，讓老師十分困

擾。

  學姊說：「泰國人的生活

習慣和電影《初戀這件小事》

幾乎一模一樣。」泰國人見

面時要各自在胸前合十相互

致意，方法是合掌放在胸額

之間，雙掌舉得越高，表示

尊敬程度越深。

　在泰國每一天都有著不同

的代表色，人們常按不同日

期穿著不同顏色的衣服。也

因為天氣熱的關係，可能住

的地方幾乎都沒有熱水，而

且他們有晨浴的習慣，甚至

認為比晚上洗澡還要重要。

  筱帆學姊說：「在泰國的

這七個月來，是真的非常值

得的！可以看到不只是所謂

人稱的觀光泰國，還可以真

正融入到他們的生活，學到

許多東西。」而俞均學姊則

是覺得比較起台灣來，泰國

的孩子比較不愛讀書，但人

際相處間卻很少看到校園霸

凌，不管是怎樣的人都還是

有很多的朋友。雅婷學姊則

是介紹了泰國的學校環境，

提到了他們操場和台灣不一

樣，他們有著能夠讓學生盡

情奔跑的草地，交通工具也

非常多樣化，有麵包車、巴

士、嘟嘟車，但最好先和司

機講好價錢，否則他們看是

外國人就會抬高價錢。

　三位學姊在泰國分別有不

同的體驗，但泰國實習帶給

她們的都是同樣的「感動」

二字。她們看到的並非是台

灣大眾所認為的泰國，而是

有進一步的了解。她們心中

的泰國人其實是非常友善、

又有禮貌，而且非常活潑可

愛的。

詹筱帆正在向大家說明泰國實習期間所發生的生活趣事以及難忘的經驗。     (劉宇珍 提供)

【記者陳佩穎 黃容笙報導】

各位應華系的同學們，想

參加海外實習嗎？那就

選修越南文吧！ 3月 26 日中

午由研發處在 Q002 舉辦的

「越南實習分享會」，除了

邀請兩位主講人 UC3A 黃舜

儀、林姵均外，連研發處組

長黃國良、產官學合作研發

長陳一鳴，還有應華系主任

陳智賢也一同出席，顯現出

研發中心對首次越南實習的

重視。

　黃舜儀表示，越南的台商

公司們對實習生很照顧，環

境整潔、房間附有衛浴，每

日準備五菜一湯，因此在起

居上沒有適應的問題。她強

調由於是利用每上班時間學

中文，請大家盡最大的心力

在實習工作上，別辜負廠商

對我們的期待。

　黃舜儀發現越南人有三

「漫」：浪漫、傲慢、散漫；

浪漫，因為越南曾經被法國

統治過，所以你可以在當地

的咖啡店享受到悠閒又浪漫

的下午茶；傲慢則是在歷史

上唯一打敗過美國的國家，

使他們感到驕傲；承接自以

上兩者的關係，散漫的性格，

使他們在工作、學習上比較

偷懶。

　而以上特性，將會讓你在

教學上給予你許多小幫助。

例如：你可以偷偷記下學生

們的生日，在他們生日或上

課表現良好的時候給一份小

禮物，讓他們覺得老師很重

視他們。善加利用學生愛唱

歌的特性，偶爾利用約 10 分

鐘唱華語歌，可以提高對上

課的興趣。

　另外，林姵均為有志於至

越南教學實習上有可能遇上

的困難做了充分的提點：

1.學生習寫漢字的動機不足：

學生認為只要能和上司溝通

就好了，何須會書寫漢字呢？

2. 繁簡體字的轉換：繁簡體

字的轉換是老師具備的才能，

姵均建議上課前先將有可能

用到的字用微軟word 轉換。

3. 提高學生學習華文的興趣

與速度：越南人對於中國都

有極大的興趣。例如：電視

劇新版還珠格格、唱華語歌

曲、剪春字。

　應華系陳主任表示，台商

公司曾透漏非常需要臺灣的

翻譯人才，很希望會越南文

的學生可以以後到越南的台

商公司去就業，現在的翻譯

員大多是當地人或大陸幹部，

目前大家不重視越南文，或

許往後越南文將成為經濟誘

越南實習看這裡 教學秘訣告訴你
UC3A 黃舜儀 林姵均指出 適時送小禮物 學習中華文化活動 都能提高學生的興趣 

因的語種。

　當天參加分享會 UC1B 莊

佳蓉同學表示，聽完學姐們

的經驗分享，使她對於越南

實習的知識和教學方法都有

很大幫助。並且也讓她對越

南有更多的認識，也使他更

想參加之後的越南海外實習。

黃舜儀分享一些難得的越南教學經驗。      ( 黃容笙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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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袁郁婷 倪玉慈採訪

報導】

文
藻一年一度的運動會在

三月三十日盛大舉行。

全校師生都引領期盼這一天

得到來，一開始，全校同學

們依序排隊進場，本系應華

系學生穿著一身桃紅色系服，

展現出青春活潑的朝氣，拿

出一貫的精神展現文藻人的

態度。接著九點四十五分的

蜈蚣競走比賽，應華系的同

學們開始紛紛進場比賽。

　比賽開始，應華一Ａ的選

手與其他班級相比有些落後，

但他們仍然發揮運動家之精

神，跑完全場。

　應華一Ａ有著永不放棄之

精神。應華一Ａ導師林雪鈴

表示：「蜈蚣競走最後剩下

我們在 solo 也很酷！」

　而應華一Ｂ的同學們，在

一旁的加油團不斷給予鼓勵

下，齊力幫忙綁好腳上的繩

子，便勇敢地踏出了步伐，

雖然過程中不免落後、跌倒，

但卻從中學習到了團隊精神。

　下午兩點的大隊接力，豔

陽高照下，應華一Ｂ的同學

們相互幫忙拉筋、暖身，為

等一下的大隊作準備。他們

身穿粉紅色背心加上紫色的

接力棒，為大隊接力做好萬

全準備。嘣一聲，同學們使

勁的往前跑，前幾棒的選手

們距離都很接近，但是到了

中間，對手各個都卯足全力，

無不是希望能奪得優勝。最

後，雖然沒有得名，但每位

同學齊心為班上榮譽努力的

精神非常值得嘉許！

　從早到下午的兩項重要比

賽，都將告一段落了，應華

系的同學們也都玩的很盡興、

愉快。學校在五點也準時閉

幕，完成了充實的一天。

【記者 吳幸儒 張馝芸 採訪

報導】

文
藻校慶真熱鬧！應華系

三年級的同學積極參與

蜈蚣競走，在炎熱的操場上

奮力奔馳 ! 競走途中雖意外

跌倒多次，但在場邊應華系

同學們的打氣聲之下，也奮

力地爬起，再次朝終點前進。

　然而比賽接近尾聲，只剩

應華的同學們沒走完，但他

們依然發揮運動家精神，繼

續走完所剩路程，他們的毅

力得到了許多的加油，而還

在競走的應華系同學也受到

了大家的鼓勵，更加賣力的

踏出每一個步伐。

　終於最後一組抵達，在大

汗揮落之時，場邊的同學們

也爆出歡呼聲，大家都被應

華系同學們永不放棄的精神

而感動，三年級的同學最後

也為自己大學期間倒數的運

動會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記者 蔡蓓瑋 莊椀婷 林珈

羽 林志陽 林憶婷採訪報導】

每
年到了三月份，是文藻

人展現活耀與團結的月

份。蜈蚣競走、大隊接力還

有精神總錦標，三月三十日

文藻人都已蓄勢待發，將自

己潛能發揮極至，努力為系

上爭取榮耀。

　上午蜈蚣競走的趣味競賽，

應華二Ｂ的同學雖看到其他

班級超越自己，但仍發揮運

動家精神的完成了比賽。在

過程中雖然差點跌倒，不過

靠著對彼此的信任也將難題

克服了。而下午，令所有觀

眾屏息凝神熱血沸騰的大隊

接力，應華二Ａ擔任第一棒

的蔡宜霖同學因身負重責大

任而看起來有些緊張，雖然

之後稍有落後，但每一個等

待接棒的選手都是滿臉的專

注，在賽跑的途中各個盡自

己最大的極限準確傳棒，盼

以最迅速的速度到達終點。

　不掉棒也沒跌倒，沒有絲

毫鬆懈！其中應華二Ａ的周

佳樺同學表現出眾，超越他

人。最後一棒最後雖然沒有

搶先到達終點，但加油團也

是依然如陽光般熱情，各個

選手努力揮灑的汗水也是值

得嘉勉呢！

　還有當天運動會頒獎典禮，

應華二Ａ的陳佳宜同學榮獲

跳遠第三名，她表示：「學

校舉辦這些競賽，讓我們學

習培養運動家精神，同時增

進身心健康，這些才是主要

的重點！別讓輸贏和名次模

糊了這些比賽的重點。」

　系的團結，更是在每一場

有應華系參加的比賽展現的

不遺餘力！不管是學長姐或

是學弟妹比賽，應華系的所

有人都圍在場邊吶喊加油！

充滿了加油聲和尖叫聲，這

讓每個選手都更加自信鼓舞

的面對比賽，也讓大家參加

比賽後收獲滿滿。

應華三 A同學愉悅地參與本次競賽，齊心協力邁開步伐奔向終點。           （蘇建予提供）

【記者 曾凱琳採訪報導】

三
月二十一日在文園二樓

舉辦的期初大會讓應

華系學生更了解新一屆的應

華系學會。雖然參與的學生

並不多，應華系學會還是使

出渾身解數，以破冰遊戲帶

動氣氛，讓參與的同學無不

大呼好玩。接下來由系學會

會長許思婷用 PPT 介紹新一

任系學會的幹部，也清楚詳

盡地列出系學會的支出、接

下來整個學期應華系所有的

活動也。應華系的大家長陳

志賢主任也期許新任系學會

幹部們為應華系帶來新的面

貌。有許多一年級的同學勇

於接受加入系學會的挑戰也

讓上一任系會長大加讚賞。

　在期初大會接近尾聲，提

問時間時，系會長也非常親

切的回答有問題的同學。期

初大會結束後，也看到新任

幹部圍坐成圈圈召開會議，

想必新任應華系學會能讓應

華系更盡善盡美。

應華二Ｂ跑第一棒的同學奮力地向前跑以拉開與對手的距離。          　　 （蘇建予提供）

一年級同心協力

系學會會長介紹新任幹部。         　　  （曾凱琳提供）

應華一Ａ同學以創意造型參加比賽。　　　 （蘇建予提供）

蜈蚣競走 三年級雖敗猶榮

二年級志在參加不計輸贏

新學期 學會注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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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遊學生 
上課熱情 搶答拿台灣明信片 最愛實際演練 果汁吧現學現賣講中文 

當 碰上

【記者吳岫軒　張嘉玲　採

訪報導】

眼
尖的你，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校園裡多了好幾位

金髮碧眼的外國學生呢？

　來自德國吳甦樂史特勞賓

中學(Ursulinen Gymnasium 

Straubing)的同學們，於3月

24日來到文藻外語學院，進

行約兩星期的短期遊學活動

，學校也派出許多優秀的學

生來指導他們學習華語。

　舉辦這次遊學活動的目的

是希望能藉由華語課程讓德

國高中生更加了解中華文化

，學習中華文化以及寫書法

、布袋戲等活動都讓他們興

奮不已。每堂課只有短短的

兩小時課，雖然緊湊但內容

卻很豐富，除了生活會話應

用的課程，以模擬情境的方

式來加速學習效率外，也有

實際操作的書法課、打中國

結、打太極等課程。學員們

透過實際操作和練習可以更

迅速的融入，成效果真好又

快。

　本次校方一共甄選出九位

學生來教導德國遊學團的同

學中文，其中五位是來自應

華系，包括記者採訪到的

UC4A劉依甄和楊瓊文。兩位

學姊藉由實習累積了很多經

驗，平時不斷充實自己，才

能讓遊學團的學生學習到更

多的知識。令劉學姊與楊學

姊欣慰的是，德國學員們在

課程進行時，一直保持著熱

烈的回應。他們的中文程度

，但是配合度及學習效率很

高。兩位學姊提醒道，準備

教案時，一定要事先預想各

種可能發生的問題及狀況，

中華文化

德國遊學團的學員們聚在校內便利商店外的果汁吧，練習如何用中文買東西。                             (黃媺婷提供)

楊瓊文向德國學生介紹台灣著名的珍珠奶茶。  (黃媺婷提供)

並一一想出解決的備份方案

，實際上場時才能隨時做調

整，讓學生學到更多東西。

　此外，劉學姊與楊學姊透

過有獎徵答的方式，讓德國

團的學生能更快融入課堂、

勇於回答問題，至於禮物則

是學姊們精心準備的台灣名

信片！「實際演練」是最受

德國學生最喜愛的教學方式

，包括對話練習、買賣練習

、唱歌表演等。當他們親自

到果汁吧學習如何用中文買

東西時，現場更是笑聲不斷

。在這兩週裡，文藻處處都

可見抱持著強烈的求知欲和

積極的態度來學習中華文化

德國學員們。

　當然，在每個教學成果極

佳的背後，肯定有著不為人

知辛苦一面。訪談中，劉依

甄和楊瓊文一再強調，華語

老師除了要培養自身的世界

觀，對其他國家文化也必須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課程

中，不單只是教中文，藉由

國家之間文化的交流會促進

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情感。透

過這次實習活動，學姊們表

示最大的收穫便是又替自己

累積了一次不同的教學經驗

，及提升自己的語文能力。

　這次的活動時間雖短，但

對於想心朝華語教學之路邁

進的文藻同學們來說，是又

一次難能可貴的經驗。在每

一次的交流活動中，他們都

竭盡全力讓大家看見中華文

化的美，希望能透過這次的

活動，讓外國的朋友們將中

華文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

，讓世界看見台灣的美。

王老師過生日 徐教授娶媳婦

【上圖】王欣濼老師在3月29日生日，幾位老師中午於情境

教室切蛋糕同賀，她許了一個願望，藏在內心深處。

【左圖】徐漢昌老師在4月6日為次子光義娶媳婦，7日在高

雄翰品大飯店宴客，當天也是徐老師的壽辰，高朋滿座，喜

氣洋洋。                                   (李彪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