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千年尋紫釵 玉夢魂牽愛恨長
應華系公演 演繹手法創新 臨場感十足 改編唐傳奇 觀眾身歷其境 淚水交織感動全場 

【記者杜函霓 曹冠叡　採訪

報導】

沒
有看過「玉夢魂牽」不

要說你看過公演 ! 應華

系公演在 98 級同學們為期一

年的準備，最後的成果於十

月五號在化雨堂展演，叫好

叫座的盛況在化雨堂開放入

場前一小時前便可瞧出端倪，

當時有不少同學已經坐在階

梯上等候，深怕來晚了就搶

不到好位子。

　演出時，不少觀眾對演員

的表現給予掌聲，如戲中王

爺一角，說完其台詞後便將

寶劍入鞘，但此時寶劍卻沒

第一時間插入鞘中，王爺急

中生智，說出「氣到連劍都

插不進去了」的詞，機智的

反應不僅逗得現場觀眾笑聲

不斷，也博得全場的歡呼。

就連其中呼巴掌的橋段，相

互熟識的演員為了戲劇的完

美，毫不猶豫地往對方的臉

上招呼過去，著實感受到演

員們的用心。

　而在燈光的部分及音效方

面為了達到應有的戲劇效果，

導演及核心幹部們都不斷地

嘗試所有可能性，如何凸顯

台上的演員們及道具，一場

場的燈光和音效都是不斷地

確認再確認，因為如此的認

真努力，還有同學被埋伏在

台下的演員們嚇到呢 !　　在

服裝方面，不論是在古裝及

時裝的配合也徹底的為此劇

加分不少，這些充足的準備

也讓參與指導的季香老師推

崇不已。

　公演以拍賣紫玉釵作為開

場，一下子就吸引所有觀眾

的目光。演員在觀眾席的喊

價也增添臨場感。YJ3A 李佳

穎同學說：「演員埋伏在身

旁喊價很有真實感，好像也

跟他們是競標者一樣，身歷

其境的感覺！」　

　全劇劇情主要為風塵女子

霍小玉死後仍無法放下對書

生李益因誤解產生的憤恨，

而李益因其母反對無法對霍

小玉信守承諾而改娶他人，

霍小玉因此穿越千年尋找轉

世後的李益奪回當初所贈與

的定情之物紫玉釵。其中，

戲中戲的部份也讓觀眾融入

劇情。

　最後結尾，由轉世後的霍

小玉〈胡愛〉和李益〈秦勝

益〉詮釋，竄改了原先悲涼

的結局，呈現美好的結尾給

觀眾，反觀兩人前世的結局，

產生一股淒涼之感，讓人不

勝唏噓！

　整齣公演毫無冷場，古代

與現代時代交錯，帶領觀眾

穿梭時空。王季香老師對於

這次公演表示極度讚賞，雖

然過程中有許多摩擦，但終

於在公演當天發揮 1+1>2 的

力量，突破難關，圓滿落幕。

黃琳雅飾霍小玉 (左 )手執紫釵，孫瑋琪飾李益 (右 )。
                                         (蘇建予提供)

李昂峰飾王爺持劍精湛演出。   
　　　　　　(蘇建予提供 )

沈玨安飾李母，完美詮釋母
親角色。     (杜函霓提供)

李艷青，飾孟婆，演技維妙維肖，出神入化。(杜函霓提供 )

芮邦皓飾秦勝益 (左 )，力佳
毓飾胡愛 (右 )。

【記者吳幸儒 彭俞鈞　採訪

報導】 

台
上十分鐘，台下十年

功！雖然公演團隊付出

的時間沒有這句俗諺來的誇

張，但小至工作人員，大到

核心幹部，無不盡心盡力，

費盡心思，只求畢業公演能

留下美好的回憶。

　團隊從100學年度上學期，

也就是從去年 11 月開始進

行。期間歷經了劇本的挑選、

公開選角、導演和總監的推

選，要如何從有限的人力，

發揮出無限的潛能，是每個

師生努力的方向。

　身兼導演和演員的李艷青

表示，參與公演學到最多的

是人和人之間的交流及配合，

籌備公演 關關難過關關過    
完美演出的背後 團隊全心投入 嚐盡箇中酸甜苦澀 感謝師長的陪伴

排演過程中常發生與演員溝

通不良而起紛爭，因此導演

除了要幫助演員排解壓力，

同時還要以身作則，才能使

演員信服。李艷青也建議學

弟妹們，技術排練跟整體排

演要協調好，最好一開始就

中國電影中，找出適合搬演

的劇碼，最後選定以唐代霍

小玉傳奇為底本，輔以元代

《紫釵記》為人物塑造和道

具靈感，也是劇本改編的來

源。

　林姵均和另一位編劇郭亞

儒表示，在寫劇本的過程中，

季香老師和雪鈴老師幫他們

很大的忙，使他們受益匪淺。

　劇本在邊寫邊修，邊演邊

修的情況下，至正式演出已

經是第四版的劇本了，足見

劇本的費時費心。另外，對

於演員的表現，編劇們更是

讚賞，有了這群人，才能使

美麗的文字具體化。

　飾演女主角霍小玉的黃琳

雅說，遇到最大的困難是感

情戲。由於跟飾演李益的孫

瑋琪不同班，詮釋情侶情感

感到相當困難，只能邊演邊

培養感情；即便如此，黃琳

雅還是建議學弟妹們，想當

演員就去甄選，絕對是相當

有趣又可以訓練膽量的經驗。

　挑戰女扮男裝的孫瑋琪扮

演男生有相當的難度，但她

認為，不管飾演什麼角色，

事前揣摩個性很重要；瑋琪

建議學弟妹們，既然參加公

演，就要全心全意，否則只

是給公演團隊造成困擾。

  由於沒有固定的指導老師，

使得所有人須自立自強，但

也因為如此，得到更多老師

的襄助。

　公演團隊不斷強調特別感

謝王季香、林雪鈴老師以及

廖南雁老師，一路陪伴他們

直到結束，不斷給予鼓勵及

支持，讓團隊更有信心，也

才有令人激賞的表現！

責任編輯：林郁綺

直擊幕後

做出細部統整，才不會造成

混亂。

　導演以外，公演的靈魂人

物就是編劇了。身為主要編

劇的林姵均，尋找跟她有共

同興趣的同學組成編劇組，

從茫茫中國古典小說及近代



一張卡片一朵玫瑰 溫暖師長心
【記者萬于甄 鄭宇真 採訪

報導】

每
年一度教師節即將到

來，二十七號在華語情

境教室外頭，學生們正熱烈

討論著一場睽違六年的小聚

會，原來是那充滿溫馨感動

的教師節感恩會。

　小小的獻花禮加上一句感

恩的話語，讓每位老師感到

無比溫暖，笑容都高高掛在

臉上。UC3B 顏嘉興同學特別

提到 :「真的很謝謝老師提供

我們許多資源，讓我們珍惜

所擁有的一切」。學生與老

師們溫暖的擁抱與合照，更

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感情。

　今日趁著應華系老師們在

情境教室開系務會議，由學

會會長蕭新祐同學帶領大家，

每人手上都拿著花與卡片在

教室外等著給老師們一個大

驚喜。

　開會期間，系會長先代表

進入教室，對著老師們表達

感謝，之後學生們衝進教室

內，這時系學會會長一聲令

下：「立正，敬禮！」所有

的學生大喊：「謝謝老師，

老師辛苦了，祝老師教師節

快樂！」將手上的花束送給

在場的老師們，也很貼心送

上小點心和飲料。

　UC3A 吳羿萩同學將花分別

送給戴俊芬老師、施忠賢老

師和王欣濼老師等等，希望

藉此慰勞老師們的辛苦。系

會長表示：「進入應華系後

從沒參加過這樣的活動，睽

違六年再次舉辦教師節慶祝

活動，所以特別選在今天，

想給老師們一個驚喜，感謝

老師平時對我們的用心。」

　然而，收到花與卡片的老

師們都掛著笑臉，並以熱烈

的掌聲感謝學生的用心。其

中林建勳老師：「這一次的

同學很用心，我覺得這樣的

風氣也好，應華系已經很久

沒這樣了！」也許這不是什

麼太正式的感恩典禮，但在

短短 5 至 10 分鐘的活動裡，

卻充滿了無數的歡樂，與同

學們對老師的感謝。「情境教室」成了當天活動一大焦點 !( 萬于甄 鄭宇真提供 )

迎新 贏得你心

【記者林志陽 袁郁婷 採訪

報導】

你
參加了今年的迎新茶會

了嗎？十月三號下午

5:30 至 7:00 的活動，大家都

來了嗎？今年迎新茶會不僅

提供了精美晚餐還有飲料享

用呢 !

　這次迎新活動於「薪傳廣

場」舉辨，開場請來國標舞

社的成員炒熱氣氛，讓學弟

妹在參與接下來的活動都非

常熱情。

　接著，學會還設計了老鷹

抓小雞的遊戲，讓新生們快

速融入大家，並且還有學長

姐們一起同樂，間接地感受

到應華系這個大家庭。

　最後是大家最期待的直系

相認活動 ! 學弟妹們都迫不

及待的準備與學長姐們拍

照，過程中不是尖叫連連，

就是期盼著學長姐的相認 !

然而，有不少學姐跟學妹們

已經都混熟了 !

　系學會這次的活動內容，

不僅僅有靜態活動，更有熱

絡氣氛的動態活動，使得學

弟妹能感受到系學會的用

心。

　這次的迎新十分輕鬆活

潑，大家的氣氛都和樂融融，

系學會最後還貼心的準備了

小點心補充一下大家的體

力，活動也圓滿落幕，如果

你錯過了這次與學弟妹們同

樂的機會，那麼千萬別錯過

下次囉 !

新生融入應華系歡樂大家庭

馬總統頒發廖南雁獎章
投入文藻四十年 誨人不倦 杏壇流芳

「薪傳廣場」舉行大一新生迎新活動 !　     ( 何岳訓提供 )

責任編輯 :袁郁婷  

系學會貼心籌劃教師節溫馨活動 學生代表排成一列向師長一鞠躬    

【記者 袁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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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南雁老師與蘇其康校長合影。         (廖南雁老師提供) 廖老師開心接受同仁祝福。
                   ( 廖南雁老師提供 )



新生導航領你了解課程架構 選擇模組 學長姐暢談海外實習經驗
【記者黃瑋恩　採訪報導】

校
內實習真的是唯一選擇

嗎？我能到國外去旅遊

兼實習嗎？這些疑問待由系

上舉辦的新生導航告訴你，

此外更有學長姐們分享在海

外實習的經驗，想到國外學

習兼旅行絕對不是夢。

　新生導航目的除了讓新生

了解有哪些實習機會外，也

是讓同學知道系上學分規

定。首先由向麗頻老師介紹

課程架構，若想去海外實習

的同學可把握海外姐妹校從

事華語教學助理或外籍生輔

導……等，事關未來三年實

習機會，學弟妹們認真聆聽，

生怕錯過一些枝微末節。

　重頭戲輪到學長姐們分享

國外實習的經驗談了，九六

級的楊孟晴學姐到法國實習，

學姐說，想去國外實習很簡

單，只要掌握幾項要領就行

了，在場的同學馬上豎起耳

朵想聽個仔細，到底是怎麼

個簡單法，方法是：學幾句

法文、累積輔導經驗、抓緊

報名時間、接著就可以飛出

台灣了！確實，若是有心，

簡單幾項準備工作就可以圓

實習有方向 不再做汪洋中的船

【記者沈家億　採訪報導】

旅
人眼中的塞納河畔旁是

什麼模樣？綿延高溫的

八月，你是否秉持及時行樂

的精神，遊走他鄉？還是細

數荷包裡的鈔票，埋頭苦幹

打工賺錢？休息是為了走更

長遠的路，這個暑假就讓應

華系資深教授鄭國瑞老師告

訴你，如何放下生活的樑擔，

旅出歐洲，享受金風徐徐吹

拂的自然氣息吧！

　八月十九日至八月二十八

日為期十天的歐洲之旅，鄭

國瑞老師與親友結伴踏入荷

蘭海牙、德國科隆、法國巴

黎、比利時布魯塞爾等四地

歐盟重國。由於初到歐洲，

國瑞老師選擇跟旅行團，隨

行巴士遊覽。

　歐洲景觀美不勝收，梧桐

樹落葉紛飛灑在巴黎街道上，

陽光咋入萊茵河畔，四通八

達的運河商船，歷史聞名的

滑鐵盧戰場，歐洲是充滿人

文涵養的滋潤地。乾淨、井

然有序的街道是歐洲特色之

一，國瑞老師與其親友大多

數待在法國巴黎享受人文文

化的薰陶。

　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歐

盟，展示歐洲各國友邦的緊

密關係，整齊的城市規劃完

善的維持自然的和諧，這樣

迷人的地方每年吸引大量遊

客前往，鄭國瑞老師表示若

有機會還會再做深度旅遊，

再次體會歐洲迷人的美好。

曬恩愛

鄭國瑞老師與師母至塞納河畔大曬恩愛。 (鄭國瑞老師提供)

李彪老師為新生上一堂精彩的記者傳奇 。 　　　　　　　　　　　　　　　 ( 曾凱琳提供 )

顏嘉興同學分享越南實習經

驗。         (蔡蓓瑋提供)

【記者曾凱琳　採訪報導】

你
了解應華系報嗎？你想

加入系報記者或編輯的

行列嗎？十月六日位於情境

教室所舉辦的應華系報徵選

會，讓想加入的你更了解應

華系報！

　開場由新任總編 UC3A 林郁

綺同學帶來詳盡的系報解說

與對系報未來期許做為開場，

參加徵選會的應華系同學無

不仔細聆聽與提出問題。

　編輯彭俞鈞、蔡蓓瑋也準

備了PPT輔助課程說明系報，

讓參加的同學能在此次徵選

會學到更多關於系報與報導

的知識，編輯群針對寫作技

巧、攝影技巧等報導流程做

仔細的分類與講解。

　在系報擔任記者邁入第三

年的沈家億同學也做了非常

精彩的經驗分享，對於寫作

方面建議想加入系報的同學

多閱讀、多接觸新聞等；對

寫報導不要抱持著太大壓力，

有問題都可以隨時向學長姐

詢問求助。

　徵選會的第二階段由系報

的指導老師李彪老師到場作

經驗的分享與說明，老師以

精簡又精彩的 PPT 講解許多

關於記者的傳奇歷史、古今

中外著名的報導等，獨到精

闢的見解也讓與會同學受益

良多。

　李彪老師也提到未來想投

身系報或未來想走相關職業

的同學保持熱誠是很重要的，

不懼艱難與拚勁是成為記者

的必要因素。

　徵選會最後是將今日參與

活動，寫成一篇採訪報導的

測驗，而錄取與否將由編輯

群評選其資格。

　而此次參加徵選會 UC1A 陳

俞禎同學表示這次的徵選會

讓她學到許多，包括記者的

偉大，不惜代價等等，未來

她也樂意加入系報磨練自己，

讓自己在寫作上更精進。

　在訪問總編林郁綺時提到

徵選會成功與否，林郁綺笑

著說不足的地方還有很多，

但學弟妹們非常認真的聆聽

與發問讓她非常感動。系報

成員的熱情參與也讓她有應

華系報將愈來愈好的預感！

 先過這關
記者傳奇 經驗分享 新生寫作展新意

恭喜以下同學錄取應華系報記者資格
UC1A 陳俞禎 UC1A 潘佳欣 UC1B 楊雅筑 UC1B 黃沛嘉 UC1B 李啟萍 UC1B 林孟儒 UC1B 吳雅冬 UC1B 黃靖雯  UC1B 簡佳柔

責任編輯：蔡蓓瑋

夢，孟晴學姐除了在當地準

備教材與課後輔導工作外，

也參加當地的戶外教學，同

時也遇到各種學生，像是有

一名男學生遇到她永遠只會

「你好，我叫 OOO，我是法國

人。」三句講到學期末，引

起全場哄然大笑。

　另一位也是九六級的詹筱

帆學姐曾赴泰國實習，一開

始是以英語為主，泰語為輔，

而「三碗豬腳」絕對是當地

必備問候語。泰國學生的特

質是有禮貌、愛講話、不太

會舉一反三、手工藝好……

等，學姐說：「在泰國，長

輩是不可以對晚輩說三碗豬

腳的，所以上課時若有學生

愛講話，我就會走到他前面

跟他說『三碗豬腳』學生就

會嚇到，然後馬上閉嘴。」

　最後，由應華三 B 顏嘉興

同學介紹兒童作文營，它是

課程結合活動，顏同學表示，

在營隊中學到了課程規劃和

危機處理，也希望今年兒童

作文營能創新、突破以往。

在新生導航接近尾聲時，麗

頻老師感謝學長姐精彩的分

享，為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想當記者 ?

塞納河畔
國瑞 靖文 歐洲享受文化氣息



學術走入社區 社區跨進大學
與高雄第二社區大學合作 借重彼此優勢 合辦學術研討會及工作坊 
【記者黃佩雯 採訪報導】

文藻應華系與高雄第二

社區大學合作討論，

即將碰出新火花！ 102 年的

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將

與高雄第二社區大學的儒風

社區人文城市研討會做進一

步的合作。

　社區大學王鑫寶校長表

示，希望能和文藻一起參與

活動，並希望能將經典與現

代研討會結合，內容包含學

術、現代文學與華語教學，

同時加入社區大學原本在儒

家思想方面的努力，讓整個

主題有人文與儒風的理想。

　身為應華系方主辦人的林

建勳老師也提出看法，人文

深耕與儒風社區的結合在未

來不僅可以讓涵擴的面向較

廣，儒風也可以吸引到趣味

相投的來賓參加，深耕更可

帶動實務經驗與學術活動的

分享，當然也希望可以把新

聞領域一起加入研討會中。

　王校長說，社區大學對於

學術經驗的興趣較高，相對

於文藻所舉辦的研討會是

較為專精的學術發表，能夠

將兩者結合並且有強烈的互

動，對於社區的實務交流和

古代儒風在現代落實會是更

大的幫助，也希望藉由文藻

吸引更多有實務經驗的學術

專家投稿，讓研討會更為豐

富。

　在主題的擬定上，經過多

次繁複的系務會議與雙方協

議，決定將主題訂為「儒風

社區人文城市暨古典與現代

學術研討會」，屆時將以主

題式的方式徵稿，時間暫訂

為 102 年 4 月 20 日。    

　而明年活動也將開設工作

坊，讓社區大學的老師們能

夠有更多的實務經驗的分

享，兩校的合作對於文藻而

言，除了節省經費外，還能

夠藉由高雄第二社區大學把

宣傳擴大到中小學，第二社

區大學則是解決了場地的問

題，相信屏除了原有的難題

之後，研討會能舉辦得更加

順遂。

　社區大學與文藻合作已不

是第一次了，契機都是因王

季香老師曾在儒風社區與人

文城市研討會中發表論文，

而後系主任積極聯繫才有機

緣合作，王校長期許，在一

加一大於二的管理理念中，

期待和文藻的合作案，對於

社區實務和理論的結合能夠

產生更不一樣的火花！

系上老師與王鑫寶校長就合作事宜，討論熱烈。(黃佩雯提供)

王鑫寶校長特頒感謝狀予謝奇懿主任，期待合作愉快。                                                                           
                                         (黃佩雯提供)

慈善園遊會好吃情
漲價聲中 採俗擱大碗策略 門庭若市 賣個精光

【記者洪玉芳 沈家億 採訪

報導】

你
還記得往年一路吃到

飽、鬼屋玩到嚇嚇叫，

令人回味無窮的文藻義賣園

遊會嗎？今年的義賣園遊會

於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展開，

現場人山人海，各班費盡心

思，展現團隊精神，推出最

吸引顧客的行銷手法，現場

買氣可是強強滾！

　穿著一身粉紅衫，應用華

語文系二、三年級的同學設

計出簡單飽胃、經濟實惠的

沁涼消暑聖品。UC2A 吳瑋箏

同學表示，考量到顧客消費

的心理，班上選擇熟食加飲

料，也就是「關東煮」加「仙

草冰」優惠套餐販賣，貼心

為顧客設計划算的午餐。

UC2B 則是喊出「超大球冰淇

淋，只要十五元！」的口號，

擄獲顧客的心。現場同學熱

情如火，負責人張家瑋同學

表示，應華二 B 認真起來，

連班導都會怕的啦！

　 園 遊 會 老 鳥 UC3A 主 打

「嗯～快來炸乾我！」的廣

告，吸引顧客，開賣不到幾

小時，薯條、雞塊銷售一空，

補貨速度跟不上販賣速度，

讓同學們半是驚喜半是慌

張。另外，UC3B 精心推出十

元關東煮，貼心地為顧客省 

下昂貴的飯錢。

　園遊會的最後，隨著漫天  

氣球的飛舞，每個人臉上的

興奮之情仍未減弱，相信每

年的園遊會都可以帶給同學

美好的回憶。

UC2B 的攤位取名「霹嚦啪啦碰」，同學正奮力叫賣著。     　　　　　　　       ( 洪玉芳提供 )

華語中心推出加拿大臉部彩
繪搶人氣。       ( 洪玉芳提供 )

小語種新老師
◎蔡氏清水老師
專長：越語教學

老師的話：同樣是越語教學，來到台

灣後，身分卻變成外語教學，本質相

同，定義不同。台灣的學生求學態度

相對比較積極認真。

◎阮清廉老師
專長 : 越南文及華語教學 

老師的話：來台灣已經有一段時間

了，在這裡除了教越南文外更希望讓

學生更了解越南文化，畢竟學生對越

南的認識實在是太少了。

◎吳麗麗老師
專長 : 泰文教學

老師的話：喜歡在台灣教學，和泰國

相比，台灣的學生比較活潑也比較可

以在課堂上互動，對於老師上課來說

亦比較輕鬆。

◎張君松老師
專長 : 泰文教學、泰式奶茶

老師的話：如果學生能因為他，學習

到實用的泰語，並且可以到泰國教華

語或是旅遊並且和老師分享，是讓他

最開心的事。

◎魏艾妮老師
專長 : 印尼文教學、翻譯

老師的話：因為先生是印尼台商，本

身也是華僑，在朋友介紹下攻讀文藻

華研所，畢業後因緣際會又繼續在文

藻從事印尼文的教學。

【記者曹冠叡 洪玉芳 採訪報導】

責任編輯：彭俞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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