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 吳幸儒 林志陽採訪

報導】

4月 26 日正午 12 點的運動

會場上，展開應華系最受

注目的賽事，UC2B 與外教系

的冠亞軍爭奪戰。

　比賽一開始，2B 的同學立

刻擺好預備姿勢，雙手緊握

拔河繩，身體一致地向後躺

倒，每個人臉上瀰漫著緊張

的氣氛。哨聲響起的瞬間，

所有人便迅速地向後拉，隨

著啦啦隊高亢的加油聲，班

導鐘名彥老師也站上第一線

加油，領導全班嘶吼著“殺、

殺、殺”，響徹全場的嘶吼

聲，給予 2B 的同學們更多的

力氣。經過一番爭扎與僵持，

卻依舊敵不過外教系的威力，

硬是被拖走，哨聲響起，第

一場比賽宣告失敗。

　還來不及為第一場的結果

悔恨，緊接著第二場比賽即

將開始。哨聲再次響起，就

在幾厘米的差距間，突然被

對方狠很地扯了過去，眼見

即將到手的勝利就這麼拱手

讓人。同學們臉上滿是疲憊

與失望，但勝敗乃兵家常事，

經過這許久的比賽，UC2B 最

後還是奪得了亞軍。

　比賽結束後， 2B 的許容恩

說，非常期望能夠得到第一

名，雖然輸了讓他非常不甘

心，但感覺班上更有向心力

了。黃瑞衍說，這次拔河的

比賽全班相當團結，雖然輸

了，但彼此感情卻更加接近。

為了辛苦奮鬥的同學們，鐘

明彥老師特地請全班吃肯德

雞，同學們深深地感受到老

師的鼓勵。

熱血運動會 應華 Go Fight Win
拔河比賽 大隊接力 蜈蚣競走樣樣來 全系同學卯足全力爭奪排名

場邊加油應援的應華系同學，高舉應華系旗，為所有參賽者打氣。          ( 何岳訓提供 )

【記者  戴宏勝採訪報導】

除
了各種運動項目的競賽

外，蜈蚣競走也是焦點

之一。這個項目考驗著全體

成員的默契與體能，當天烈

日當頭，更是嚴格的考驗每

位選手的體能。若賽前沒有

充足的練習，那麼比賽時一

定會非常的「卡」。

　每支隊伍皆士氣高昂，都

抱著必勝的態度參賽。每系

的加油團，都在對面等著，

幫過去的參賽者加油，令不

少人為之動容。UC3A 湯于萱

同學表示，能為場上努力比

賽的同學加油，是一件很高

興的事，而身為應華系副會

長的她，更應做好榜樣，盡

力吶喊加油才是。

　UC3A 陳佳宜同學開心的

說，這次能代表班上比賽，

是一件很榮耀的事，雖然沒

贏得名次，不過班上同學都

盡力了，希望明年還能參加。

特別感謝應華系全體加油團，

因為同學們的揮汗「喊聲」，

使參賽者更加團結有鬥志。

　在加油打氣聲與選手的汗

水下，令整個校園瀰漫著一

股緊張刺激的氛圍。

蜈蚣競走，UC3A 參賽選手團隊默契佳。      ( 何岳訓提供 )

大隊接力，應華系飛快奔馳
的參賽選手。(楊雅筑 潘佳
欣提供 )

UC2B 導師鐘明彥在場邊為班上同學賣力加油。(吳幸儒提供 )

隊接力，在下午兩點半各組

別陸續開賽。

　 擔 任 應 華 系 第 一 發 的

UC2A，起步時占居第二位，

中途棒次排名墊後，幸虧爾

後又出現逆轉。

　接著是 UC1B，最初屈居後

段，選手們逐漸拉近距離，

其中最後兩棒實力爆發，以

分組第二名的好成績結束比

賽。雖然中途有同學意外跌

倒，但仍堅持到底。

　賽後 1B 的黃沛嘉同學表

示，隊友們互相加油打氣以

紓解緊張的心情，當大家奮

力奔跑從第四名追到第二名

時，場外應援聲不斷，十分

熱血。她說：「雖然最終沒

得到名次，但大家都盡了力，

沒有遺憾。」

　接著是身穿淺藍背心的

UC2B，在前半段的比賽名次

雖然於倒數兩名間徘徊，但

後頭的棒次仍奮力直追。謝

育婷同學說：「無論比賽結

果如何，都很樂見同學們凝

聚起來為同一件事奮鬥的精

神。」

　擔任應華系壓軸班級的

UC1A，一路過關斬將，曾占

據首位，最終以分組第二名

優異成績收尾。

　1A 的陳俞君同學表示賽前

很緊張，也害怕跌倒、被追

過，但當第一棒黃守峰追過

兩個人的時候，提振大家的

士氣，雖然沒有第一名，奪

得該組第二名也很棒！

【記者 楊雅筑 潘佳欣採訪

報導】

文
藻運動會，令大家翹

足企首的重頭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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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蚣競走趣味無窮

大隊接力奮力向前



文藻 高應大 合辦軟硬書法比賽
墨香社 翰林社 發揚書法藝術 硬筆小篆沒有一個錯字 非常傑出

普羅米修斯故事大綱（擷自維基百科）
　普羅米修斯（古希臘語：Προμηθε），在希臘神話中，
是提坦神族的神明之一，名字的意思是「先見之明」。
　他是地母蓋亞與天父烏拉諾斯的女兒忒彌斯與伊阿佩托斯
的兒子。普羅米修斯與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創造了人類，並
教會了人類很多知識。
　當時宙斯禁止人類用火，他看到人類生活的困苦，幫人類
從奧林匹斯偷取了火，因此觸怒宙斯。宙斯將他鎖在高加索
山的懸崖上，每天派一隻鷹去吃他的肝，又讓他的肝每天重
新長上，使他日日承受被惡鷹啄食肝臟的痛苦。然而普羅米
修斯始終堅毅不屈。
　幾千年後，赫剌克勒斯為尋找金蘋果來到懸崖邊，把惡鷹
射死，並讓半人半馬的肯陶洛斯族的喀戎來代替，解救了普
羅米修斯。但他必須永遠戴一隻鐵環，環上鑲上一塊高加索
山上的石子，以便宙斯可以自豪地宣稱他的仇敵仍然被鎖在
高加索山的懸崖上。

特羅佐布勒斯導演為大家解
說執導普羅米修斯的概念與
想法。     （何岳訓提供）

演員沙巴分享從戲劇中成長
的經驗。    （何岳訓提供）

「軟硬兼施」軟硬筆書法比賽得
獎名單如下：
硬筆組 :                                                  
第一名 文藻 US1A 鄭宇君                      
第二名 高應 四機一乙 趙宇晟             
第二名 文藻 UC3A 呂婷婷              
第三名 高應 進四化材一甲 宋家華 
第三名 高應 四模二甲 鐘東霖  
第三名 高應 四電一乙 余佳憲
佳作 文藻 US1A 鄭宇君
佳作 文藻 XE3A 張子軒
佳作 文藻 UE3A 張逸珺
佳作 高應 四電四乙 劉政德

【記者 杜函霓採訪報導】

你
知道把書法寫好也能參

加比賽嗎 ? 文藻墨香社

在今年與高應大翰林書法社

合作，舉辦一場「軟硬兼施」

軟硬筆書法比賽。

　墨香社社長洪薏潔表示，

這次與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聯

合舉辦書法比賽雖說是個意

外，但可趁這個機會發揚書

法藝術，也順便學習別校社

團辦活動的技巧。

　過程中最困難的部分是時

間搭配的問題，因為兩校的

流程不同，所有細節都須要

好幾次的討論，才能順利搭

配。她說：「第一次舉辦這

種活動，對我們社團來說是

很新鮮的經驗。雖然過程有

些跌跌撞撞，不過看到很多

參賽者參賽，其實是蠻有成

就感的！」

　4/12 評分當天，三位老師

評審老師仔細評閱每份作品，甚至拿起紙張端詳。                         （杜函霓提供）

責任編輯：黃瑋恩

軟筆組 :
第一名 
文藻 US1A 鄭宇君
                      
第二名 
高應 四電三乙 鄭宇軒

第三名 
高應 四電一乙 余佳憲

佳作 文藻 XE3B 歐怡華

在高應大會議室裡展開專業

評分。從淘汰的作品，成功

挑出入圍者。經老師討論，

軟筆名次就此產生。

　硬筆相較於軟筆作品，件

數較多，評分的時間因此較

長。老師們也是一件件淘汰，

從所剩的入圍作品裡挑出前

幾名。最令老師們印象深刻

的是一件寫成小篆的作品。

鄭國瑞老師說：「那麼多個

字沒有一個錯字，真是不簡

單！」墨香社幹部們也不斷

驚呼著「這怎麼寫的阿？太

厲害了！」

　對於此次比賽的成果，墨

香社社長洪薏潔想對參賽者

們說：「真的很謝謝你們的

參與！你們的參與是我們最

大的動力，這個比賽才能成

功！不管成績如何，那都不

是重點，重點是過程中學到

什麼以及是否享受在其中。」

普羅米修斯從神話走入現代
【記者 李啟萍 林孟儒採訪

報導】

三
月三十號在高雄文化中

心至德堂所演出的「普

羅米修斯」，提前在三月

二十三號於文藻首次校園宣

傳。

　導演為阿提斯劇院創辦人

迪奧多羅斯 ‧ 特爾左布勒

斯，用他對藝術精神的理念，

為大家解說普羅米修斯故事

戲劇性的發展。

　他說，想用古希臘的手法

以現代方式來看待，其中戲

劇的內涵引申了近幾年歐洲

希臘的危機。他覺得東方對

歷史的傷口往往是掩飾和遮

蔽，而他想揭露並去面對希

臘危機且對未來期待的方式

來處理歷史傷口。

　在處理演出手法中，運用

假設把觀眾假想成為受害者

( 見故事大綱 )，而盯著遠方

的演員則是隱喻看往宙斯的

方向，形成一種衝突對立。

　另外劇中出現的鏡子則有

兩種意涵，一、鏡子有「互

為借鏡」的感覺，從鏡中看

到另一個自己，可能為頓悟

或凸顯對立，但也可說是一

種自戀主義。二、打破鏡子，

意味著走向另一新世界，突

破障礙與衝突。希臘哲學中，

接近神卻被打落凡間，是為

民主必經過程，所要探討的

不只是宗教藝術更是民主覺

醒。

　唯一參與演講的演員沙巴

分享了他在戲劇中放入感情

的角色，自從加入阿提斯劇

院後，在演出過程中不單只

是養成訓練，也重新學習怎

麼呼吸、怎麼走路，而後回

歸到身體原始的來源，進而

影響到人生且成長為完整人

格。

　短短兩小時的演講，導演

侃侃而談並在最後為每個劇

迷簽名，親切和善的態度，

不同於演講時談論新作的神

情嚴肅，可想到特爾左布勒

斯為此劇加注的心力，希望

能用不一樣的角度來呈現這

次的新作「普羅米修斯」。

　到場聆聽演講的 UC1B 林郁

珊同學表示 :「第一次聽到演

講全是希臘語，翻譯是英文，

整個無法跟上演講速度。幸

好透過中文翻譯，理解導演

的願景也更了解故事背後的

含意，是場有趣的演說。」

　UC1B 的李昀錦同學則說 :

「我覺得這是一場令人雀躍

和內心澎湃的演講。雖然無

法完全理解劇中所表達的深

奧哲理，但演講結束後仍帶

給我新的啟發和感動。」



【記者 黃沛嘉 黃佩雯採訪

報導】

第
一次海外實習嗎？感到

手忙腳亂，沒有頭緒

嗎？別緊張，讓學姐的經驗

告訴你！今年 2 月到韓國進

行實習的范姜沛柔學姐表示

海外實習總有諸多變化是在

考驗你的應變能力。

　目前就讀華研所一年級的

范姜沛柔實習的地點是位於

忠洲市的韓林女子設計高中，

是該校專為即將畢業後到臺

灣就讀大學的學生，開設密

集的中文課程。

臨機應變　化解危機
　到當地，她發現出國前獲

得的資訊錯誤而備錯課程，

上課亦沒有課本，但范姜沛

柔立即展現臨危不亂的一面，

向當地老師求救，也因為出

國前的準備，讓她化危機為

轉機。

　在授課的過程中，為了引

起學生的學習動機，便設計

許多小遊戲配合教學，透過

看微電影、唱歌，使學生可

以在輕鬆學華語。

　但因為韓國與中國鄰近的

地理因素，許多傳統文化相

似，學生難免覺得平淡。因

此，范姜沛柔不建議教授傳

統民俗活動，例如：剪紙、

打中國結、書法等等。

　同樣也在韓林女子設計高

中進行實習，華研所曾詩情

學姐負責的班級是屬於零基

礎的學生。

　她認為一天須上課五小時，

連續上一個月，屬於密集課

程，學生又是自願犧牲假期

到校學中文，要如何讓他們

覺得中文有趣，維持學習動

力是她認為比較困難的地方。

在備課上也是對她的一大挑

戰。

　學姐說：「因為每天都有

五小時的課。今天上完下了

課得繼續備五小時的課。」

飲食　氣候大不同
　而在生活方面則要克服氣

候、食物問題，韓國人幾乎

每餐都離不開泡菜，詩情學

姐在韓國實習時，三餐都吃

飯與泡菜。

　一大早就吃泡菜鍋當早餐，

讓她覺得非常特別。另外，

因為韓國每個家庭都會有兩

個冰箱，除了冰其他東西的

冰箱，還有專門冰泡菜的冰

箱，曾學姊打趣的說：「我

一開始還以為那是洗衣機

呢！」

　這為期一個月的實習中，

也讓范姜沛柔見識到韓國人

熱情、慷慨、堅持與注重禮

節。

　在接待家庭中的生活，學

姐說：「一開始有點不習慣。」

因為韓國人的坐姿近似於日

本的跪坐，時常因此坐到腳

麻，但若換其他坐姿常會被

視為不雅，這點是須要注意

的。

　其他不習慣的除了韓國冬

天零下的低溫，就是食物味

道─辣，比起台灣，韓國食

物通常都要辣上許多。

接待家庭　熱情款待
　因為接待家庭常熱情地想

盡地主之誼，盛情難卻而縮

短了自己課後的休息時間，

因此備課常需要準備到半夜，

但也因此體認到備課的重要

性。沛柔學姐說：「這動作

不僅僅是對學生負責，同樣

也是對自己負責。」

　另外，曾詩情也提到有些

韓國學生一開始還以為台灣

現在仍是以農作為主，再透

過課堂介紹台灣，欣賞完台

灣美麗的照片、影片後，學

生們也改觀了，也直說很希

望可以到台灣。

獨當一面　悲喜常樂
　準備上，學姐認為只要能

夠把系上老師傳授的功夫、

方法拿出來用，把相關的理

論化為實際應用較重要。對

於即將要出國實習和準備想

出國實習的學弟妹們，范姜

沛柔學姐說：在外實習多少

一定會有挫折，主要是能敞

開心胸，不管是面對難關或

喜樂，都要能夠用平常心如

實知之。

　曾學姐說：因為在海外實

習不比在台灣，很多是都得

靠自己，所以須要獨當一面

的能力。還有最重要的是要

有禮貌，出國實習，就是代

表文藻，代表台灣，你的一

言一行別人都在看！

化理論為實際應用 闖韓國
四周密集中文課程 維持學生學習動力　每天五小時備課成挑戰 

沛柔、曾詩情一同與接待家庭到戶外遊玩。　　　　　　　　　　　　　　　(范姜沛柔提供)

曾詩情 (右二 )、范姜沛柔 (右三 )與韓林女子設計高中的學生及老師於成果發表後開心合照。    　　　　　　　　　　　　　　        ( 范姜沛柔提供 )

范姜沛柔與學生上課的情形 (曾詩情提供 )

責任編輯：蔡蓓瑋

范姜沛柔
曾詩情



教育至上 系友拒絕當流浪教師 
依華 曼琪順利考取教師資格證 豐富的實習經驗是生涯發展關鍵
【記者 吳雅冬 袁郁婷採訪

報導】

畢
業於文藻應華系的學生

─陳依華同學，經過師

資培訓的課程後考到了教師

資格證。今年文藻師資培訓

的報考通過率是 89%，比全國

的五成九超出很多。

　陳依華同學在校時，去過

菲律賓以及越南實習。但是，

當她真的去到當地才發現，

因為文化和民族性的不同，

會遇到很多不平等待遇。正

因為這樣，華語教學是非常

須要熱忱和包容力的。

　後來，她又參加了師資培

訓課程，因緣際會下，去了

國小實習，實習過後又順利

地拿到了教師資格證。很多

人會認為這樣就可以當上老

師了，但，這只是第一步，

接下來還會有面試的甄選，

能夠真正當上老師的人少之

又少！這就是為何還有那麼

多領有教師證的老師至今仍

未有工作。

　目前，陳依華在左營的「勝

利國小」四年八班當代課老

師。一開始當代課老師，家

長的不信任感，小孩子的不

在乎，都是她必須去挑戰且

克服的。現在，帶了整個班

級的感覺，很真實也很開心。

陳依華同學表示：「越實習，

越試教，我就越想當老師。」

這就是她對教學的熱忱與態

度。

　另一位同樣是畢業於應華

系的學生─源曼琪同學，對

教學十分熱忱的她，近期也

考到了教師資格證，今年六

月準備南征北討考教師甄選。

　源曼琪在校時也去過菲律

賓實習十個月。回國後繼續

修習教育學程，努力地把教

育學分修滿。後來，也參加

了師資培訓的課程，到國小

擔任實習教師，實習過後拿

到教師資格證，成為一名「合

格的流浪教師」，因為職位

的短缺，她必須更努力去爭

取教師甄選。

　通過教師資格檢定是一個

必經的路程，源曼琪同學的

準備方法不外乎「做題目和

檢討」，參加了讀書會和考

前衝刺班，不懂的地方就跟

讀書會成員一起討論。就是

靠著這樣鍥而不捨的努力和

一個「想當老師」的信念，

讓她克服各種難題，順利拿

到教師資格證。

　目前，源曼琪白天偶爾到

學校擔任代課老師，晚上則

是兼職家教，同時準備教師

甄選。曾經歷過家長的質疑，

也遇到不肯配合的小孩子，

但這一些都是需要耐心包容

和克服的。

　源曼琪同學表示：「當老

師是我最想做的事，教育是

種良心事業，我會把每個小

孩都當成自己的小孩去教。」

國小老師號稱萬能，出身應華系的陳依華上起數學課依舊有板有眼。　      ( 陳依華提供 )
　　　　　　　　　　　　　

源曼琪與學生互動良好。　　　　　　　　（源曼琪提供）陳依華試教英文，反應熱烈。
　　　　　　（陳依華提供）

慧豐的未來不設限
從錯誤中學習 膽大心細是華語教師必備特質

【記者 鄭宇真 黃紫忻採訪
報導】

「
Learning by Doing」是目

前就讀華研所的鄺慧豐

所堅持的信念。不僅曾經到

澳門擔任華語教師，擁有豐

富的華語教學經驗，現在也

在不同領域中學習，讓自己

不侷限在某一領域。

　鄺慧豐小時候非常討厭英

文，她時常想著：為什麼不

是大家來講中文？所以她選

擇當華語教師，期望更多人

能學到中文，懂得中華文化

的美。在資源豐富的文藻，

從大學部應華系就開始讀起

的鄺慧豐可以說是如魚得水，

憑藉著自己的志氣，即使學

習過程中有困難、挫敗，她

仍然不放棄。

　她引述愛迪生的故事，愛

迪生失敗過很多次，但是失

敗只是過程，所以她不覺得

在學習過程所遇到的困難能

使她放棄。況且，在學校所

學，何時會用到都是未知，

所以要好好把握每一次學習。

對此，鄺慧豐特別感謝林景

蘇、林翠雲、劉秀芝老師，

給予她機會，讓自己能累積

經驗。

　然而，在大學三年級時，

鄺慧豐也曾經迷惘，幸好有

王季香老師的鼓勵，這才使

她重新思考。為了想知道自

己是否適合擔任華語老師，

選擇先進入職場，所以申請

到澳門當任華語老師，大

四一畢業便到澳門任教。

　在澳門教華語的期間讓她

了解到自己的能耐，也知道

廣澳學習華語的需求很大。

她還學習到如何經營班級，

也體認到一個老師所教的不

只是語言，還有文化。在她

心中，最為特別的經驗是曾

經擔任過博奕高階主管的個

人華語教師。

　鄺慧豐提到，會想回學校

繼續進修是因為看到澳門的

老師都到內地進修，而且大

學畢業的華語老師是不足的，

須要更深的專業知識與理論

基礎，所以她回到文藻的華

研所就讀，精益求精。

　鄺慧豐目前也在進行新墨

西哥大學的遠距教學，她表

示一開始時差是一大問題，

後來的困難是不知道學生懂

不懂，但是透過這些教學經

驗，她也更能夠了解學生的

需求，以及現在西方國家的

教學型態。其中有一位學生

在遠距教學結束後，私底下

還表示願意繼續請她當華語

教師，她開心地說：「這是

一種肯定！」

　「膽大心細」是鄺慧豐同

學認為華語教師須要具備的，

「膽大」就是要能夠大膽的

表現自己，「心細」則是要

充分的準備；再來，要有同

理心以及尊重；最後是要有

耐心與熱情，因為有些同樣

的東西要重覆教，而且還要

教很久。

　她鼓勵想當華語教師的學

弟妹們，學習從錯誤開始，

因為「錯了，是為了看到對

的」。投入多少則得到多少，

多參加一些活動，努力充實

自己，不要有所設限，「做」

就對了！

鄺慧豐與華語營的學生一起扮鬼臉。         ( 鄺慧豐提供 )

責任編輯：彭俞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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