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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沈家億 彭俞鈞 黃佩

雯採訪報導】

忙
忙碌碌的公演結束後，

又到了繳交畢業專題的

時刻，應華系應屆生畢業前

所必經的最後、也最重要的

關卡，要讓大學生涯留下自

己的驕傲代表作品！今年也

有不少優秀的畢業專題，以

下就讓我們介紹幾個代表性

的專題吧！

　由石育甄、陳思佳和郭典

周所製作的故事性立體書，

專為學齡前的兒童設計，以

手工立體繪本呈現，讓兒童

認識方向與家具名稱。石育

甄和陳思佳表示，道具相當

難以製作，頻繁遇到瓶頸的

她們仍堅持以手工一點一滴

的拼湊出來，每天早早就來

學校報到，為了就是想讓成

果達到盡善盡美。

　另外說到特別的專題無非

就是由陳奕卉、劉雅芬所製

作的「我們結婚吧！」－台

灣傳統婚禮影像紀錄。紀錄

片為應華系較少見的畢業專

題，由於陳奕卉和劉雅芬都

有輔修傳藝系，因此便大膽

的以紀錄片方式呈現。藉由

指導老師李彪的介紹，他們

專程遠到台南拍攝，過程中

有也必須跟隨新郎、新娘的

腳步在5點起床，相當艱辛，

但他們也學到了許多。例如：

過關，俗稱討喜。由新娘的

家人朋友所設的關卡來考驗

新郎是否夠格。從三月訂定

主題到現在完成作品每個人

都十分開心，受訪的陳奕卉

表示更了解傳統婚禮的每個

程序和意義。

　畢業專題當然也少不了傳

統式的論文，由林文浩等人

所製作的從三國統治者觀察

其性格及其治術，以三國人

物性格為經，其治術套用於

現代企業管理為緯，為傳統

中文注入新思維，並且擴展

至社會實用層面。林文浩表

示，其論文利用現代分析法，

對史籍及史事中的人物加以

解釋及歸類為其一特色，另

一重點則是將對各治術的觀

察，應用至如何管理企業員

工，並且將人才放至適當的

位置。從古人古籍著手，為

現代企業找出選人用材的方

法，如此新與舊的結合，為

應華人做出良好示範。

　十一月底繳交畢業專題後，

各專題便由專題指導老師及

一位系上的老師作成績評定。

下學期將有畢業專題成果總

展，到時將能看到更多優秀

作品，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畢業專題多樣化 爆肝熬夜交卷了

【記者陳佩穎 蔡蓓瑋採訪報

導】　　

來
自非洲莫三比克的實習

機會，一個乍聽之下遙

遠又荒蕪的國度，你選擇猶

豫不決還是勇於挑戰？機會

就在眼前，ＵＣ４Ａ黃嘉敏

選擇抓住機會亦成為首批踏

上莫三比克的華語教師。

　起初，經由一場羅苹芳學

姊至泰國華語教學的演講，

發現了自己興趣所在原來不

僅僅是在數位教材製作方面，

更在華語教師這塊有著濃厚

興趣，鼓舞了黃嘉敏報名甄

選，所以即便母親曾苦口婆

心力勸她打消念頭，但在與

父親仔細分析利弊之後獲得

贊同，更不能阻止一心想飛

往非洲教授華語的念頭。

　也由於當地正處冬轉春的

日子，天氣不如想像中的炎

熱，這讓他們反而要擔心會

不會因此感冒。

　但最讓黃嘉敏感到不適應

的反而是當地人熱情的肢體

互動，除了打招呼是臉頰碰

臉頰，還有即使是初聊幾句

的陌生人，他們也會把手搭

到你的肩上，男女生之間互

相牽手或是將手放在腰際，

也是朋友之間非常自然的舉

動，這都讓她適應了好一陣

子才習慣。過程中，因當地

上華語課課採自願模式，有

次段考降臨，上課人數直落

個位數，黃嘉敏一度懷疑學

生是否對於學習中文不再有

興趣或是感到厭煩了，也開

始質疑自己教的不好，一度

感到非常挫折。發現事情的

主因是繁重的課業考試、報

告後，與學生進行溝通決定

事後進行補課，因而解決了

考試期間人數少這個難題。

　黃嘉敏表示先進國家已擁

有充足的資源了，若能選擇

落後國家，不但能雪中送碳，

更能讓她學習到更多。

　她說：「當我到了一個地

方，當地的英語不是那麼的

好，便會激起我更多動機去

思考怎麼樣把學生教好，比

起那些只會用英語教中文的

人，我還學會了可以不依賴

英語來教中文，讓學生可以

學習到更多。」

嘉敏遠征非洲 開闢華教新版圖

立體童書手工製作好辛苦   拍攝傳統婚禮 影像真實動人   分析三國治術之道評論現代企業管理 

滿桌的手工小零件是立體繪本美麗的關鍵。 　( 沈家億提供 )

石育甄等人從早忙到晚、馬不停蹄的剪剪黏黏。 （右圖）　( 李彪提供 )

黃 嘉 敏 ( 右 二 )

和 莫 三 比 克 的

教 師 聚 餐。( 上

圖 )

學 生 剪 紙 課 玩

得不亦樂乎 ( 下

圖 )

( 黃嘉敏提供 )

劉雅芬的拍攝宛如專業攝影師（左圖）「我們結婚吧」專題封面（中圖）（劉雅芬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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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士象 車馬炮 楚河漢界學會華語

【記者謝惠欣 採訪報導】

你
能想像南雁老師在湖畔

邊運功打起太極來嗎？

或者體會一群老師正在 900

階的好漢坡上，上氣不接下

氣地移動嗎？ 11 月 5 日的

下午，陽光灑在台東知本的

山上，綠蔭擋不住老師們的

汗水，他們和家人偷得浮生

半日閒，正在山坡上努力的

「爬」著。

 　這場秋遊是漢昌老師及師

母所發起的活動，參加者除

了有李彪、彩雲可愛夫妻檔

之外，還有麗頻老師一家人

及國瑞、俊芬、雪鈴、南雁、

欣濼、丁鼎、妙齡等許多系

上的老師一同參與。

　在森林遊樂區中，老師們

揮汗如雨地努力爬上好漢坡，

他們都累的紛紛坐下休息欣

賞山嵐的美景，聆聽蟲鳴鳥

叫聲和呼吸著新鮮空氣，卻

只有麗頻老師一家堅持要爬

完好漢坡，爬到最後女兒們

都累到哭了，隔天還落得鐵

腿的後遺症。

　晚上回到飯店，泡湯消除

他們爬山的疲憊，開始泡茶

聊天唱起卡拉 OK，老師們都

拿出自己的拿手歌曲唱的如

痴如醉，麗頻老師的小孩還

跳起了韓國的流行舞蹈，隔

天在徐風盈盈的琵琶湖邊，

老師們騎著腳踏車暢遊了琵

琶湖的風光，微涼的天氣使

得大家都玩開了，在湖畔邊

老師們開始跳上跳下地拍起

照來，南雁老師甚至還忘情

的擺起了太極拳的姿勢，大

家都對這次的出遊感到開心

滿足。

　而同學們也要在工作課業

之餘適當地安排休閒活動，

讓自己充充電，就像系上的

老師一樣，再忙也要一起出

遊踏青去。

壓力 OUT 系上老師相約台東戶外踏青去
學長袁丞威教學的實際狀況。　　                                                                              ( 陳麗凱提供 )

【記者呂玠忞 採訪報導】

應
華戲公演「子不語」的

電梯女鬼，陰魂不散，

竟飄到了高雄市立左新圖書

館！究竟她的目的何在？是

索命？還是製造圖書館的慌

亂呢？原來都不是，這次，

她將脫下女鬼白皮衣，批上

圖書館志工的背心，奔波於

各書架間，為讀者們取下一

本本的黃金屋。究竟體型柔

弱的她，能否扛起圖書館志

工這個重責大任呢？

　現任系學會副會長李名華

同學，貢獻了寶貴的暑假假

期，於圖書館學習經驗。十

月二十五號下午三點，在生

涯發展中心主辦的學生暑期

實習分享會中，李名華同學

毫不藏私地分享其暑假實習

所學，為未來的實習生們做

了一個導航。

　心得分享開始，李名華同

學首先說明了服務圖書館的

概況，接著便開始說明其主

要負責的業務。首次參與擔

任圖書館志工，她的工作主

要是在櫃台替民眾處理借還

書的業務，當然民眾若未定

期還書，她也要通知借書人

歸還書籍。雖然剛開始做這

些工作時，工作量有點大，

讓她感到些微疲憊，不過做

了一段時間後，她也慢慢得

心應手了起來。

　李名華同學當然也參與了

多項活動的幫忙，例如暑期

的書法夏令營活動，她除了

負責協助管理活動制序外，

也幫助參與活動的小朋友糾

正寫字的筆劃和握筆方式，

充分發揮應華系所學。另外

還有在全國好書分享活動中，

她負責在事前幫忙管理書籍

的數量和分類以及活動場地

佈置，活動時盛況空前，因

此活動結束後剩下的書籍，

也讓李名華同學免費的拿到

了許多，這些福利可是在圖

書館當志工才能獨享的。

　心得分享尾聲，李名華同

學建議有意在圖書館服務的

同學們應先衡量自己對圖書

館的工作是否有興趣，否則

若到時後因工作的平凡而隨

意離開崗位，後果要自行承

擔，也呼籲大家不妨搶先體

驗未來在職場上的人際互動

關係和學習職場上應對進退

的經驗。李名華分享實習心得的情形。             （曾菱云老師提供）

老師在知本國家公園合影留戀。                            ( 李彪老師提供 )

   責任編輯：陳麗凱

【記者謝惠欣 採訪報導】

成為一位出色的華語教師
怎能夠只懂得如何紙上

談兵？更重要的文化精神該
怎麼傳遞呢？
流傳至今的象棋成為治情益
智的休閒娛樂，當中所運用
的智慧最讓人津津樂道，因
此學長袁丞威希望來文藻學
習華語的外籍生們能夠在學
習語言之外更能了解其中的
文化。
　但領先其他學校成為第一
所開設華語象棋課程的學長，
卻陷於人手不足的困境當中，
因此在 11 月 3 號於應華系情
境教室所舉辦的華語象棋徵
才活動說明會，希望能廣招
對象棋有興趣得同學來擔任
華語象棋課程中的小幫手。
說明會的過程中了解學長對
於象棋的熱情是有著強烈的
使命感，智賢主任也一同參
與整個說明會。
　

　之後我們跟著學長的腳步，
來到華語中心參觀了學長如
何教象棋，這是一堂學生有
六、七位的小班教學，但老
師只有一位，所以變成是很
多同學都在等老師而浪費了
有限的課堂時間，因此學長
讓旁聽的我們陪其他的外籍
同學一起下下象棋。
　與外籍生下象棋要贏真的
不容易，許多同學對戰的過
程中都陷入了苦思，至於零
基礎的我請外籍生教我如何
下象棋給我提示讓我求救，
但我還是很快就輸給外籍生
了……過程中有趣的是，
與我對戰的外籍生一邊說著
sorry 一邊秒殺我將軍，而且
還連續兩次，這種輸的滋味
使得我們有再回去雪恥的意
念，這樣另類的中西交流讓
我們都感到新鮮有趣，也很
希望有機會能夠再與外籍生
互相切磋切磋象棋。

暑假當志工 搶先體驗職場的應對方式



責任編輯 :呂玠忞

【記者辜瑀晴 許升嚴
張馝芸 曾凱琳採訪報
導】

「親愛的公主，
妳是值得被

珍惜的。」、「世界
上少了你所代言的
美，是很可惜的。」，
帥爸爸張蒙恩如是
說。短短幾句話如同
美麗的魔咒，讓每位
女孩充滿了自信的微
笑。
　十一月十六日晚上
六點，應華系學會於
文園二樓舉辦了「親

愛的公主」講座。活
動 當 天， 前 來 參 與
演講的人數眾多，活
動主講人—張蒙恩在
「親愛的公主」一書
中扮演父親的角色，
他以幽默的筆法寫下
「親愛的公主」，獻
給她的女兒及讀者。
　張蒙恩說：「每個
人擁有的美麗，都是
最獨特的，如果每個
人都依照電視上所規
定 的 美 麗 法 則， 即
使最美麗的人都會變
成再普通不過不是

嗎？」，他不斷提醒
聽眾要多讚美自己，
並告訴大家「女孩笑
的時候，就是妳最美
麗的時候，也是智慧
的表示。不用多餘的
化妝品、飾品和華麗
的 衣 服 裝 飾， 妳 的
笑容就足以抵過一
切。」。
　雖然只是跟著一起
複誦「你很美。」，
卻讓在場的女孩們感
同身受。張蒙恩在演
講中分別針對女孩們
的各種心境，教導聽

大家如何處理愛情問
題。
　此外，張蒙恩也提
及台灣的離婚問題，
這是因為我們都忽視
了性的價值，以為婚
姻只是形式上的一張
紙。他要我們複誦「我
是寶貴的」，女生在
婚姻上原本就屬於吃
虧的一方，所以更應
該好好保護自己。
　演講尾聲，張蒙恩
送給大家一句話：「當
周邊的人都告訴你做
不到時，就當個耳聾

的人吧。不用畏懼，
也不需要畏懼，因為
你就是那最堅強、最
美麗、最有吸引力的
公主或是王子。」，
這些話鼓舞了在場每
位聽眾，大家也用實
際行動支持「親愛的
公主」，張蒙恩熱心
的在大家的書上簽
名，並與書迷們合照。
　聽完演講，每位公
主和王子都有了滿滿
的正面能量，更肯定
了自己的價值與獨特
的美！

帥爸爸在有獎徵答活動慷慨送書，現場聽眾們熱烈參與。

　　　　　　　　　　　　　　　　　　　　　　　　 （何岳訓提供）

帥爸爸的詼諧讓全場歡笑不斷（上圖），帥爸爸
於簽書會中與書迷握手（下圖）。（何岳訊提供）

【記者林郁綺 顏嘉興 
蔡雅雯 採訪報導】

應華系九十七級畢
業 公 演《 子 不

語》，在熱烈的掌聲
下精彩落幕。導演石
玫婷與副導演張格非
在慶功宴上一桌一桌
的與所有演員及工作
人員表達謝意，感謝
大家為了使公演能順
利演出而相互合作、
彼此成長。
　慶功宴於 11 月 14
日在田季發爺餐廳舉
行，當晚現場氣氛十
分 熱 鬧 與 溫 馨， 所
有幕前與幕後的工作
人員紛紛到場一同歡
樂。籌備公演時所付
出的汗水與淚水，換
得全場的滿堂彩，每

個人所付出的努力與
精神都是值得被肯定
的。飾演陸判的林文
浩同學表示，大家在
劇終散場那刻已完全
卸下壓力，在慶功宴
上並無多討論回顧細
節，只帶著放鬆愉悅
的心情與全體夥伴們
享受美食佳餚、閒話
家常；且眼看畢業專
題即將截稿，大家仍
舊得繃緊神經，準備
迎接下一個挑戰。
　另外，在本劇中飾
演男主角孫子楚的莊
皓翔、及飾演秦不逵
的諸瀅如同學分別獲
得文藻畢業公演最佳
演員獎項。諸瀅如同
學對於自己獲得此殊
榮感到非常雀躍，且

謙虛的表示，每位演
員都很認真在演出，
這個獎項是屬於大家
的。四年來所學習到
的終能學以致用，並
親眼見證豐碩成果，
使得在場每位成員成
就感十足。
　當天到場與所有演
員及工作人員同樂的
向麗頻老師和林景蘇
老師並無多發表感
言，但二位與同學們
開心吃飯時皆提及，
整個工作團隊都辛苦
了 ! 雖然在每次的排
演過程中並不是很順
遂，但都是因為大家
力求更完美的演出，
成果也是出乎意料的
好，心中感到十分欣
慰。

慶功宴完，公演演員與工作人員們開心地合照。
　　　　　　　　　　　　　　　（鄭雅鴻提供）

子不語慶功 細節回顧放一邊 溫馨話家常

魅力無敵 帥爸爸演講獲得滿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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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蓓瑋 採訪報導】

首
批來自馬來西亞國民中

學的二十五位華語教師

赴台進行八天培訓，文藻精

心安排了第一、二語言教學

法的課程學習並至台南進行

文化參訪、視察高雄各級學

校，討論如何組織中學生的

台灣遊學團計劃，帶領他們

至觀光夜市，感受在地人的

熱情，讓他們覺得不虛此行

，此趟交流真正讚！

　此次帶團的馬來西亞籍老

師林汶珊老師表示非常感謝

文藻的盛情招待，無論在膳

食、住宿皆安排得宜，讓他

們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也讓

他們著實感受到南台灣人的

熱情，更樹立兩國之間華語

文教師的交流。她套用陳智

賢主任的話：「讓華語文教

育花繁葉茂，讓兩國之間的

友誼之花從此綻放。」最後

，她歡迎各行政人員、教師

至馬來西亞進行研究、交流

。

　應華系９６級的鄭立英學

姐目前於順化外語大學任教

，鄭立英表示到越南教華語

，可以說是她在文藻籌備四

年的成果之一，起因是在英

語初戀營時，系上老師提過

臺越計畫的相關事宜，那時

她就下定決心畢業後要到越

南當華語老師。積極進取的

鄭立英在大一時就選修越南

語、大二下學期則擔任越南

交換生的學伴、大三的暑假

更申請到越南河內實習一個

月、隔年又參加河內外國語

大學參訪團、畢業後，馬上

報名申請臺越計畫並順利上

榜，按照步調循序漸進。

　關於臺越計畫的申請能順

利通過，鄭立英提及她花了

四年的時間籌備，並盡其所

能多接觸越南的文化和語言

，任何關於前往越南的活動

更是不放過！就連自傳都用

越南語製作。她建議有心想

要走相同方向的學弟妹們，

要積極找尋實習機會、累積

自己的教學實力，最好從大

一時就開始準備，屆時必能

得心應手，不會自亂陣腳。

　為了更加精進自己，鄭立

英目前正在自修托福，未來

想到美國進修碩士學位，同

時也規畫著寒假到越南北部

背包旅行一個月。她勉勵學

弟妹們：「華語教學是一條

十分漫長且富有挑戰性的路

！在專業上，必須不斷地充

實自己，向更高的學術高塔

邁進，尤其是外語方面，英

文是必備的條件之一；在心

境上，必須獨立自主，因為

到了國外，凡事都只能靠自

己，還要具備挑戰新事物的

心胸，因為每一件事都是新

的、每一位學生都是特別的

！」

江才健談科學之旅
前中國時報主筆暢談科學採訪 推崇吳健雄實驗成就 肯定楊振寧是理論大師

江才健用心準備了多達兩百頁的簡報與同學分享，三個小時精采演說，全員認真聽講。          (蘇建予提供)

並於1945年考取公費留學赴

美，就讀於芝加哥大學。他

與李政道先生進行十多年的

研究，終於在1956年提出「

宇稱不守恆理論」，並一同

獲得了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

獎，是華人中最早的兩位諾

貝爾獎得主。

本次主講人江才健曾是數學

系的學生，但在科學報導中

發現自己的專長，進而採訪

多位有名的科學家並出過許

多科學家的傳記，成為科學

報導主編。他是應華系李彪

老師的大學同學，曾擔任中

國時報科學資深主編，並創

辦《知識通訊評論》半月刊

，現在更擔任國立台灣大學

新聞研究所的實務講師。此

次他來本校演講，更讓應華

系系主任和多位老師慕名前

來聆聽。

　江才健講師在演講尾聲以

他的經驗勉勵我們，不要害

怕採訪自己不熟悉的領域，

只要事先做好準備，也可以

將專業知識寫成一篇淺顯易

懂的好報導。

鄭立英　一圓越南夢
學越語　去越南實習　一年一計畫　準備四年達成目標

【記者吳佳蓉 陳薏玫 聯合

採訪報導】

應華系系報於民國一百年

十一月十九日邀請江才

健講師蒞臨文藻外語學院，

舉辦了「從吳健雄到楊振寧

─談談我的科學探訪之旅」

的精采講座。江才健講師和

我們分享了吳健雄和楊振寧

兩位科學家的故事，揭開了

科學家神秘的面紗。

　吳健雄女士在求學時代鑽

研物理，從此和物理的關係

便密不可分。在思想尚未開

放的民國二年，社會普遍認

為「女子無才便是德」，但

吳健雄女士的父親思想開明

，從小栽培她，並讓吳健雄

在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從事

物理學研究。後來吳健雄以

一個外籍人士的身份參加「

曼哈頓科學計畫」（即製造

原子彈計畫），並積極投入

實驗，她在物理學方面的成

就及貢獻是被肯定的。然而

，因吳健雄是中國人又是女

人的緣故，諾貝爾獎並沒有

頒給吳健雄。但她並沒有因

為受到這樣不平等的待遇而

受挫，進而成為第一屆沃夫

物理獎的得主，且被譽稱為

「中國居禮夫人」。

　楊振寧先生從小十分聰穎

，後來受兩位大物理學家影

響而投入科學研究，

【記者林思妤 採訪報導】

延
續前一期應華系友成功

申請臺越計劃的報導，

本期將路線從河內移往越南

中部，持續進行深入追蹤。

參觀順化皇城。(鄭立英提供)

馬國老師來台取經
馬國老師親手下廚，請文藻師生品嚐家鄉妹。(李彪提供)

從吳健雄到楊振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