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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系校運豐收 大隊接力、拔河奪冠
UC2A 展現團結力量大 靠影片反覆練習 擊敗強手 摘下冠軍獎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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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1B 初生之犢 熱血接力跑出冠軍
【記者 張家瑜採訪報導】

　今年運動會的大隊接力大

學部由UC1B一舉拿下冠軍。

　3 月 28 日艷陽高照的運

動會當天，參賽的同學們帶

著滿腔熱血全力衝刺，對班

級的榮譽心更是不容忽視，

有些跑者雖然受傷卻也親自

上陣，有些則是跌倒不喊痛

繼續跑，而在一旁同學們的

加油聲也不停歇，這種團結

一心的態度，讓他們榮獲了

（圖 楊婕琳繪）

【記者 李睿薇採訪報導】

　在今年的運動會中，UC1B

郭怡均參加女子 400 公尺個

人賽，得到了第五名的佳績。

　400公尺個人賽與其他比賽

比較不一樣的是，400 公尺

是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距

離，不像 100 公尺那麼短，

卻也沒有馬拉松那麼長。既

要有瞬間的爆發力，也要有

長跑的耐力。怡均表示最喜

歡跑步的原因是跑步能使她

思考，很多事情透過跑步，

會使自己變得很積極，也會

很快樂；也許人生很多事不

會都那麼順利，透過跑步，

更可以檢視自己的不足。

　平常就有在練習跑馬拉

松，慢慢練，一步一步多跑

一點，訓練自己的耐力，也

累積跑馬拉松的實力。跑馬

拉松耐力是很重要的，腿痠

是常常會遇到的狀況，每當

這個時候就要靠意志力及平

常訓練的耐力撐下去，跑完

步好好拉筋，伸展肌肉也有

助於舒緩腿部痠痛的症狀。

　郭怡均不間斷地練習，做

自己喜歡做的事，得到成就

感，也讓自己更有自信。相

信往後的運動會中，她也會

繼續帶來精彩的比賽。

　不讓學生們專美於前，文藻教職員工也有屬於自己的趣

味競賽。教職員工趣味競賽包含「蜈蚣競走」、「指引明

路」等，吸引許多同學圍觀加油，形成本次運動會的一大

亮點。

　應華系謝奇懿系主任 ( 上圖左 ) 與應華系向麗頻老師為

本次教職員工趣味競賽的參賽者。謝奇懿系主任表示：因

自己腳痛，只參與了「指引明路」這項競賽，但仍感到相

當開心。 ( 文 / 楊傳郁 圖 /運動會活動組 )

【記者 潘佳欣採訪報導】

應
華系之光─ UC2A 的拔

河團隊，一路過關斬

將，3月28日校運會比賽上，

打敗全校眾多強手，勇奪冠

軍寶座。

　回顧去年戰績，當時還是

新鮮人的應華一 A，拔河對上

強勁的對手，淪為手下敗將，

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一

年後，打入冠亞軍賽，對上

強手法文系，表現亮眼，拿

下冠軍，算是一戰雪恥。

　二A班導林雪鈴老師感嘆：

「我們班的同學能得到冠軍，

不是只有力氣大。」她透露，

無論是康樂股長，或是參賽

的同學，都非常努力、且自

發性地鍛鍊。除了於大家沒

課的時間，借繩子練習的次

數頻繁以外，還會在班會時，

播放比賽時的影帶認真研究。

觀看錄影過程中，因為剛開

始的幾場比賽都很順利，通

常是秒殺，因此影片一轉眼

就結束。在這種情況下，同

學們會一直反覆播放。

　拔河時卯盡全力的選手們，

難免有些比較不 OK 的表情管

理。雖然會導致同學一時擺

錯重點，但大家在調笑間，

也拉近了彼此的感情。競賽

成功除了靠選手之外，也不

能忘了付出心力的康樂股長

劉育昀與林韋町同學。

　從期初的幹部訓練得知消

息後，兩位幹部就開始為運

動會操心著。討論如何決定

人選、應該排定哪些練習時

間等。回想第一次與國事系

的較勁，劉育昀同學表示，

那次比賽心情上最為焦慮，

甚至緊張到胃痛。但此場獲

勝後，大家越拔越順，也更

增強了能夠拿下冠軍的信心。

最後的凱旋歸來，導師與同

學們都十分感動，據傳其中

有同學激動落淚。

　陳俞君同學表示，原本沒

抱太大得獎希望，結果卻超

乎預期的打入冠軍，實在要

歸功於所有人的團結。另外，

蔣明潔同學提到，很感謝雪

玲老師在大家辛苦練習的時

候，買了車輪餅慰勞同學們。

她也說，因為有 2A 每個人的

支持，才有現在的第一名。

第一名。

　這樣的成績除了態度，事

實上 UC1B 在賽前還會利用

放學留下練習，每位同學實

際跑過一遍之外，也不斷加

強傳接棒的部分，另外，班

導師戴俊芬更是用行動來關

心班上同學，總是來現場詢

問狀況的她，還帶來飲料讓

大家解渴，相信這個成果，

讓老師是滿意且感動的。

　楊傳郁同學表示，能參與

這次的比賽很榮幸。看到大

家放學都願意留下來練習，

而且無論有沒有比賽，幾乎

全班都到，讓他覺得 UC1B

是個溫暖的班，也更有凝聚

力了。

　首次參賽就闖出如此佳

績，讓 UC1B 也信誓旦旦的

想連霸三年，希望帶著這股

向心力，明年替應華系再添

一座獎盃。

郭怡均女子長跑獲獎

拔河賽中 UC2A 的同學，奮力一拔，摘下冠軍榮耀。 （鄭宇真提供 )



應華英文合辦歌喉戰 選手秀歌技

【記者 杜宜欣 張家瑜採訪報導】

相較於往年，除了英文系，這次應華系學會

也加入了文藻歌喉戰，工作人員各司其職，

互相全力配合。

　初賽時報名人數多達五十多位，在各位選

手清唱，經由評審老師討論後，最後只取十

位晉級，決賽於 3/19 在薪傳廣場進行。

　經過一個禮拜的準備，決賽在主持人的帶

動下，如火如荼的展開，在面對評審與來自

各系的廣大觀眾下，參賽者各懷絕技，各個

來勢洶洶。有的選唱抒情歌曲以溫柔嗓音詮

釋，有的則展現爆發力讓評審驚豔。

　過程中有前來支持的朋友也有停下腳步觀

賞的群眾，有些人坐在草地隨著音樂緩緩擺

動，而有些支持者則帶來了板子，在此氣氛

下猶如一場小型的戶外音樂會，最後在一位

選手清唱【沒有菸抽的日子】下結束賽程。

　緊接著是評審們的熱烈討論，同時，選手

們屏氣凝神，不敢鬆懈，靜靜地等待最後的

結果。隨著得獎名單公佈，各支持團的加油

聲此起彼落，將氣氛帶到最高點，也增添了

些許的緊張感。

　比賽的尾聲，以應華系的范雅得到人氣最

高票。第一名歌喉王則是由 UB2A 黃馨慧

一舉拿下，抱回千元獎金，雖然選唱冷門歌

曲，但服裝用心安排，嗓音獨特，搭配沉穩

的舞台魅力，成功吸引全場目光，獲得評審

的肯定。

　即便是英文系與應華系主辦的歌唱比賽，

也有許多外系同學踴躍參加，期盼明年對歌

唱有興趣的同學也能踴躍報

名。

3月19日火熱開賽 各系好手全力發揮大秀歌喉 宛如小型演唱會

歌喉戰的優勝同學開心接受頒獎。 (杜宜欣 張家瑜拍攝）

東北亞英文辯論賽

會面頂尖學生 卓福安帶隊前進國際
【記者 李睿薇採訪報導】

　本屆 2014 東北 亞英 語辯 論賽

在ICUT 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舉辦，

經驗豐富的卓福安老師也在三月中，

帶領英文辯論社飛到日本參加這場國

際盛事比賽。 

　這次的國際賽有 7 個、國家 24所

大學參加，卓福安老師說，這次的東

北亞辯論賽比賽和以前相比，流程其

實並不是很理想，其實文藻自己也辦

過 2011年東北亞英語辯論，在這種

相互比較的交流之下，可以發現各國

舉辦比賽的差異，帶來一些收穫。

　卓福安老師說：「這一次文藻英文

辯論社其實有很多人他們的英語的能

力在台灣算很強了，因為 260 假設

是畢業門檻的話，很多同學都有 300 

分以上，可是他們去的比賽所學的英

文還不夠用，因為國際性的英語，尤

其是英語辯論的要求是很高的。」

　在台灣，可能英語能力到某個程度

就很厲害了，像英辯社有人多益 960

，在國內好像很厲害了，但出去外面

才發現自己很多不足，為什麼呢？

　卓福安老師表示，多益 960 反應

兩點，第一點，可能勤做考古題，對

一些詞彙有比較深入的了解，而且主

要它是商業英文；可是英語辯論的詞

彙範圍很廣，經濟、社會人文、科

技，各個層面的英文都要會用，且概

念也要了解，譬如英語辯論賽會談到

跨國公司跟所謂的一些倫理價值及民

族文化的問題，這些用的英文是很廣

泛的！

　第二點，同學去了那邊比賽，所看

到的學生都是別的國家大學的頂尖學

生，因為不頂尖他不會來這種比賽，

這次的經驗，對學生來講意義是不一

樣的，是這次參加比賽大家最大的收

穫。

卓福安老師與英文辯論社學生前往比賽場地。 （
卓福安老師提供）

分享採訪秘訣 
記者郭良傑開講

【記者 李啟萍採訪報導】

　「現在的記者常常問一些

白癡問題，像是問受害者家

屬會不會傷心之類的。」記

者郭良傑先生說，「要讓

受訪人卸下心防，最重要

的是同理心，你要是開門見

山問一堆刺激對方的問題，

當然會被拒於門外。」，

　郭良傑先生現任香港東方

日報駐台記者，在3/21應邀

到李彪老師開授的「採訪與

寫作」課堂上協同教學，

分享他在記者生涯中的風

風雨雨，也給懷有記者夢

的同學許多參考與建議。

　來從手寫稿時代到現在的

數位時代，郭良傑先生擔任

記者的經驗已20年餘，當

初從文化大學新聞系畢業

的他，第一個工作是中國

時報的地方版記者，因此

與當時在中國時報擔任採

訪主任的李彪老師相識。

　很多「採訪與寫作課」的

同學煩惱不知道該如何跨出

採訪的第一步，害怕被受訪

人拒絕，郭良傑記者分享

他的經驗：「要一個與你

未曾謀面的人馬上敞開心門

跟你說出他的心情，這是不

可能的，最好的方式就是

先與受訪人建立良好關係。」

他表示，在一個現場，最重要

的是先觀察情況，並放下身

段，站在受害者的立場著想，

才能讓對方願意與你對話。

　他分享了許多採訪經歷，像

是921大地震、澎湖525空難、

八八風災、扁家貪汙案、高捷

弊案…..等等，還有許多與警

察、檢察官周旋的經驗，都

讓許多同學聽得津津有味。

　UC2 A的周佳輝同學說，在

郭良傑先生的採訪故事中，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八八風災

小林村的事件，這場演講也

讓他更了解同理心的重要。

香港東方日報的記者郭良傑分享記者生涯的經驗。　  (李啟萍拍攝）

責任編輯 李啟萍



應華系 99 級畢業展 進駐美麗島
鄭國瑞揮毫題字賀開幕 三天展期人氣考驗 獎落「走跳高雄」
【記者 楊傳郁 曹冠叡採訪

報導】

文
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

文系 99 級畢業成果展

「九九乘華表」，今年首度

移師高雄捷運美麗島站「光

之穹頂」大廳展出，展期短

短三天，成功造成話題，吸

引許多旅客駐足欣賞。而畢

業展也於 3 月 16 日順利畫下

句點，圓滿落幕。

　畢業成果展開幕式除邀請

多位嘉賓與系主任致詞，更

別出心裁地邀請應華系鄭國

瑞老師現場揮毫題字，用最

能代表中國文化的書法，

寫出祝賀活動順利的優美詞

藻－「應節時至英才輻集，

華開實成振玉金聲」。

展期表演 天天有新意
　鄭國瑞教授在受訪時提

到，雖然大場面看多了，

表現看似神色自若，內心

其實很害怕寫錯字。文藻是

個地靈人傑、英才聚集的

地方，每年學生們畢業成

果展所呈現的作品都不輸

水 平， 相 當 值 得 讚 許！　 

　而畢業成果展閉幕表演，

則邀請 UC4B 何岳訓同學自

彈自唱表演，曲目為「流浪

記」。他表示，自己本身是

鍵盤手，接觸吉他不過一個

月，每每練習到手指長繭是

相當痛苦的一件事，但是要

不斷告訴自己必須忍下來。

而該曲目「流浪記」，來自

過去發生的一場車禍，他想

藉這首歌緬懷前樂團因車禍

過世的團長。而自己也因為

這件憾事，使得個性變得很

負面，充滿黑暗，直到大學

才漸漸走出陰霾。因此，能

在閉幕式擔任演出嘉賓，除

實力受到肯定外，更感到欣

慰自己終能放下過去不再陰

鬱寡歡。

　在畢展結束前的高潮，也

就是公布抽獎名單以及擁有

最佳人氣的參展作品，而抽

獎中的最大獎是「Double A」

影印紙由 UC4A 的陳映舟獲

得，他說：「我在台下就在

用吸引力法則了，所以我就

得獎了 !」而最佳人氣獎則落

入 UC4B「走跳高雄 美食特

搜」，此專題由王靜芳教授

指導、方毓祺、呂政璋及李

唯綾共同創作。

　他們皆秉持著相同的理念，

認為美食主題不僅親民，與

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更能

藉此發揚高雄的軟實力，讓

更多人品嚐藏身在高雄大小

巷弄的特色美食。除了實體

書，該組成員還設計了 APP

軟體 將全書內容一併收錄，

更在現場限量贈送自行拍攝

設計的高雄風景明信片，贏

得許多人的讚許。

　本次畢業成果展參展的作

品各個佳評如潮，表演也令

人相當驚艷。應華系陸冠州

教授說到，本次首開先例與

高雄捷運合作，是為系上的

一大突破。成果展也相當順

利，獲得許多讚許與支持。

期許來年的學子們能青出於

藍，更勝於藍，將文藻應華

系的名聲推向高峰。

鄭 國 瑞
老 師 現
場揮毫。
 （何岳
訓提供）

首度校外展 畢業生呈現四年所學
展覽作品多元化 學生更以流利韓文解說 展現語文能力

【記者 賴佳怡 楊傳郁採訪

報導】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

九九級畢業成果展－「九九

乘華表」，將大學四年所學

的成果逐一呈現，所有參與

人員皆穿著正式套裝出席，

表現出對此展覽的高度重

視，積極地向來看展的民眾

介紹自己的作品。其中，更

有學生用流利的韓語向前來

觀展的韓國人士貼心解說，

不僅用心，更是將自身在文

藻所學的語文優勢無形中體

現。

　談及畢業成果展，文藻文

教創意產業學院院長高明瑞

對於展覽地點開風氣之先，

選擇在美麗島站展出感到相

當滿意。而文藻應華系陸冠

州老師更表示有這個機會在

校外展出感到非常高興，也

給予學生最高的肯定。

　本次展覽總召之一的張淑

勛同學，是由系上所有同學

投票選出。她表示：「展出

這件事情本身不難，而是升

上四年級後，課雖變少但私

人時間變多了，造成會議不

易召集，是令她最感到困擾

的。」此外，許多人都容易

將應華系與中文系混為一

談，張淑勛同學道出自己的

最大期望，希望藉由本次成

果展走出校外，目的便是讓

大眾知曉應華的不同之處，

與其魅力所在，讓大家了解

系上的特色。

　除此之外，本次的展覽在

軟、硬體上皆有嶄新的大突

破。特別製作了兩支宣傳短

片在網路上播送，值得一提

的是，第三支短片將待成果

展結束後釋出，記錄畢展始

末以及每位同學付出心力的

過程，更架設了網站提供資

訊讓不便到場的人也能藉由

網路得知最新消息。對此，

應華系陸冠州老師表示：「期

許未來的學弟妹們能夠延續

這樣的氛圍，將應華系在領

域名聲中打響，讓後輩能一

同共享這份成果！」

同學們向觀展民眾用心講解。 （取自九九乘華表粉絲專頁）

應華系陸冠州老師替在場學生加油打氣。 （何岳訓提供）

責任編輯 :張家瑜 楊傳郁 李睿薇

大四的畢業生滿心期待開展，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何岳訓提供）



前進韓國逐夢 學業友誼雙收
顏嘉興大一即確立目標 積極累積實力終得碩果 努力活在當下

【記者 潘佳欣採訪報導】

　應華系四年級 B 班的顏嘉

興同學，透過交換學生身分，

於大四上學期飛往韓國培材

大學，展開了為期半年的韓

國生活。

　在韓國擔任華語教師──

這樣的未來期許是顏同學選

擇韓國作為交換國家的原因。

經由這段出國學習的歷程，

顏嘉興覺得，自己的思考更

加獨立及成熟。並且更確切

地知道自己的方向，也決定

未來要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努

力付出。

　顏嘉興分享，他早在一年

級時，就已萌生到韓國當交

換生的念頭。因此他一直都

持續關心國際合作發展處發

佈的公告，並有計畫地逐步

準備著。比如修習外語、多

多參與校內外活動及營隊…

等，累積了豐富的經驗。

　經由不斷努力，顏嘉興同

學終於如願以償，成功申請，

取得培材大學的交換生資格。

對此他表示，因為先前已經

做了充分的準備，對這樣的

結果除了開心，沒有特別感

到意外。

　他作為交換學生，日程大

致為，平日安排三小時的語

言課程，加上大學部的選修

課程。顏同學說，語言課的

內容非常有趣，已擺脫過去

死板的教學，採團體、活動

機會不等人！ 培養自身競爭力

【記者 潘佳欣採訪報導】　

「每一天都要努力活在當下，

因為每一刻都是未來精采的

回憶。」

　顏同學透露，經由國際合

作發展處申請交換生，該處

的機會屬於校級，不只對自

己科系，也包括五專部，申

式的課程設計。

　除了能夠學習語言，藉著

在當地生活，更能貼近文化、

理解韓國學生的生活與背景，

對教學經驗上的累積會有很

大幫助。他認為，華語教師

能理解學習者的語言，對華

語教學而言將會是很大的加

分。

　生活中的食及住行，顏嘉

興分享：在交通上，大部分

是靠走路及公車，偶爾想偷

懶才會坐計程車。當然，若

是出遊，前往外縣市，就會

搭乘火車或高鐵，大都市就

是搭地鐵。

　食的部分，常以學校附近

的餐館為主。眾所皆知，韓

國在飲食方面，是無辣不歡。

對於這樣的差異，顏嘉興表

示起初因不習慣吃辣，適應

上很辛苦，但漸漸地習慣以

後，甚至開始熱衷韓國料理。

　有點遺憾的是，他原先以

為到韓國應可體驗傳統韓國

風情，但因居住於學生宿舍

的緣由，隔閡了不少機會。

　論韓國人學習華語的風氣

──據他的了解，韓國人目

前還是以英語學習為主，華

語、日語…等其他語言，為

第二語言的選擇，並且在高

中時代皆設有語言課程供學

生選擇學習。

　顏嘉興表示，他非常喜歡

在韓國的日子，在韓國的期

間，有許多成長與收穫。語

言的進步之外，跨國的友誼

與文化的理解，也讓他想一

去再去。

請過程比較繁複也較注重英

文能力。名額釋出時間點大

約在每學期開學第一週，建

議在那之前就妥善準備書面

與 E化資料。

　他也提到，在英文面試上

特別需要下功夫，能請英文

老師協助指導為佳。申請難

易度取決於該屆競爭對手的

素質，對此他勉勵大家：清

楚自己的優勢，妥善發揮，

機會人人有。

　此外，他也提醒，雖然自

己是在申請成功才通知家人，

但建議如欲申請交換生，最

好還是能與師長討論、溝通

以後再決定。畢竟交換生需

要考慮的事情不少，甚至關

係到延畢與否。

韓國友人為顏嘉興同學 (右排第三位 )餞行，並一起大啖韓國美食。	 	 	 	 ( 顏嘉興提供 )

顏嘉興於培材廣場前留影紀念。	 ( 顏嘉興提供 )

顏嘉興同學 (右 )體驗在地文化，學習如何製作泡菜。
	 ( 顏嘉興提供 )

責任編輯：黃懿徵



旅遊兼學習 若慈實習到泰國
隻身在外磨練成長 險搭錯車走錯路 著重漢拼體驗不同教學
【記者 林安庭採訪報導】

你想去泰國當華語實習
教師嗎 ? 想擁有更多

實習教學經驗嗎 ?如果你對
泰國實習有興趣的話，就讓
UC3B 的黃若慈同學娓娓道
來這八個月在泰國的實習
經驗吧 !
　泰國總共有七十六個府，
而黃若慈同學實習的「詩力
諾寺」學校位於泰國中部的
「北欖府」(Samut Prakan 
Province)，距首都曼谷約
25 公里。當地民眾主要靠
漁業維生。目前該府已有不
少工業區，大工廠紛紛林
立。
　在學校裡，她負責教導小
學四年級到國中三年級的
學生，上課時間由她自己來
排，因此有時一整天都有課
卻也有一整天只有兩節課
的情形。上課時，女性教師
必須要穿著長裙子，而禮拜
五因為是佛教的節日要穿
著黑色或白色的衣服。
　學校的電腦設備不錯，只
是沒有投影機，她在台灣時
已有準備些許教案，但不清
楚學生的程度如何，大部分

的教案都是在泰國完成。在
剛開始教學時，著重於教漢
拼，泰國學生容易跟將漢拼
和英文搞混，漸漸地漢拼能
力才越來越好。由於四年級
的小朋友上課比較浮躁，又
不準時交作業，所以她改用
集點的方式鼓勵小朋友，有
按時教作業就可獲得一點，
最後點數可以兌換獎品。她
也將回家作業改成上課的
隨堂作業，如此一來小朋友
才會乖乖交出作業。
　難得來到了泰國，一定會
趁著假日到處旅遊，她說她
曾到泰國東北部的「孔敬
府」(Khon Kaen) 遊覽。因
為泰國是佛教國家，寺廟十
分常見，所以她的旅遊行程
幾乎都是參觀寺廟，她覺得
寺廟很華麗，而信徒也都很
虔誠。她邊旅遊也邊學習，
在當地的小學進行教學觀
摩，體驗不一樣的教學方
法。在泰國，老師對於學生
的成績要求不高，上課氣氛
比起台灣也較為活潑。
　有一件事讓她終身難忘，
當她要從清邁回到學校時，
因為司機聽錯她要去的地

黃若慈 ( 後排右五 ) 幫忙
賣水燈。(黃若慈提供 )

勇敢飛出台灣 佳容挑戰華語教學
【記者 梁孟瑜採訪報導】
　應華 3B 的蔡佳容同學在去年九月
的時候，選擇到泰國當華語教師。
她獨自一人到了泰國的北欖府─碧
甲莎中心學校實習，並從教授華語
中獲得了許多的教學經驗。
每一個挑戰都是為了加強自己的實
力與增加自己的經驗，蔡佳容同學
也不外乎於此。每個人都想知道自
己的底限，於是蔡佳容同學勇於飛
奔到泰國進行華語教學，努力地學
以致用。
碧甲莎中心學校一年級到六年級的
學生，一共有六十人左右，其中蔡
佳容同學負責一部分四年級到六年
級的學生，因人數不多，所以每個
班幾乎都是以小班制呈現，而上課
的教材都是自己準備，該校的校長

也給華語老師們在教學上有很大的
空間。
學習是一回事，教學又是另外一回
事，蔡佳容同學表示─「當學生們
的華語程度參差不齊時，真的是會
一個頭，兩個大。之後我才發現，
不管你會不會中文，學校全都按照
年紀來分班。」所以，在編排教材
時，她盡量選擇最簡單的華語教材
來教學，這樣上課時才不會言者諄
諄，聽者「茫茫」。
蔡佳容同學認為該校的教育方針跟
台灣很不一樣，該校強調「學生快
樂的學習」，所以學生不想學習的
話，學校也不會強迫。所以，在上
課時，蔡佳容同學在教學時選擇因
材施教，例如：有一位同學她不喜
歡學華語，她只喜歡畫畫，所以，

她從來都不聽課。而蔡佳容同學臨
機一動，將繪畫與華語做結合，讓
同學在玩樂之時，也能學到一些中
文字，這樣的方法既讓學生心甘情
願的學習，也讓她成功地上完了一
堂課。
每每在教同學寫國字的時候，班上
就會哀聲四起，聽到同學們的抱怨，
更讓蔡佳容同學感到非常大的挫
折。爾後，蔡佳容同學想到讓同學
以聽故事記國字的方式來記住字，
而這樣的教法讓同學們的怨聲減
少，學習的意願也提高了。
蔡佳容同學在泰國教學的這段時
間，最讓她有成就感的事情莫過於
教會學生說華語了，此外，她也表
示自己的漢語拼音進步了很多，現
在都可以直接看華語寫出拼音了。

運用繪畫與聽力吸引學生 增強自身實力與經驗

泰國北欖府是位於泰國中部的一個府，
其疆域北連曼谷；南毗暹羅灣；東瀕北
柳府；西臨曼谷及龍仔厝府。該府行政
上被劃分為六個縣─北欖直轄縣、挽
莫縣、挽披縣、帕巴登縣、新城縣、
挽捎通縣，又進一步被劃分為 50 個區
（Tambon）及 396 個村（Muban）。 

小資料：

　蔡佳容 ( 左四 ) 與該校的老師在學校。 
 ( 蔡佳容提供 )

蔡佳容同學 (右三 )與該校的五年級 (左 )六年級 (右 )學生在學校。 ( 蔡佳容提供 )

責任編輯：林孟儒

方，花費了三十分鐘將
她載往另一個地點，在
路程中，她一直看著窗
外心想為什麼週遭景色
這麼陌生，當時又是單
獨一人，最後司機將她
載到了一個人煙罕至的
地方，她簡直嚇壞了，
以為司機要圖謀不軌，
最後發現原來是司機聽
錯了，才又將她載回學
校。
　在這八個月裡，黃若
慈孤身一人在外生活，
她覺得她成長了不少，
在外生活要學習如何處
理事情並忍受挫折，當
學生不想學中文時，她
必須想盡辦法提高學生
的學習意願。這次的實
習機會是透過教育部遴
選，因此食宿的花費
和機票錢都由教育部支
付，她鼓勵系上同學有
這麼棒的機會，務必要
好好把握。



【記者　陳怡文採訪報導】

你
對泰國的印象是什麼

呢？一整年皆為豔陽

高照的氣候？令人胃口大

開的泰式酸辣料理？每個

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而

應華三 B 倪玉慈、關惠如

在去年七月前往泰國沙繳

府 WangnamyenWittayakom 

School 進行為期八個月的實

習，真切體會泰國生活以及

了解當地的教學方式。

　WangnamyenWittayakom 

School 是一所三語（泰文、

英文、中文）並制的高中，

另外還有設立國中部。校園

以在當地來講是會讓人感到

漂亮的，面積不大，含辦公

大樓加起來也只有四棟，是

一所小而美的學校。

　關於會選擇去泰國的原因，

倪玉慈表示，現在很多年經

人都會想要去先進的國家交

換或者實習，但她覺得泰國

的教育資源不是那麼充裕，

因此希望能夠去那裡盡自己

的一份心力，來幫助當地的

孩子們。關惠如則說，當時

最重要的考量其實是旅費，

在一番考慮之後最終選擇了

泰國，到那邊看看不同的樣

貌，並且增加自己的教學實

務經驗。

　到了泰國，老師們把她們

當作「同事」而非「實習生」

看待，這使得兩人心中有股

壓力，實際上台才發現泰國

學生求學意願都不高，教過

的東西馬上忘，甚至在考試

的時候正大光明的作弊！讓

她們備感挫折，但也有老師

來安慰她們：「可能是因為

身處偏遠地區所以孩子們才

不積極。」，兩人仍不放棄

去尋找帶領學生上進的方法。

　關惠如說自己帶的是高一

生，由於年紀小，所以決定

把學生們當作朋友來對待，

慢慢地教導他們。

  倪玉慈說道自己帶的是高

二生，也是以朋友模式來跟

他們相處，不過曾有一次班

上同學太過吵鬧，讓她不禁

高聲喝斥，學生們當下被怒

【記者　彭筱惟採訪報導】

你
對於泰國的印象是什

麼？是那陽光普照的

天氣？美麗的海島？相信去

年 6 月底前往泰國東部的

Sakaeo School 擔任實習助

教的應華三 B 葉韋伶，再瞭

解不過了！

　葉韋伶透露，一開始她選

了兩個國家申請，之後泰國

的申請通過，也開始了她長

達八個月的助教生活。當初

考慮了一段時間，最後才決

定鼓起勇氣踏出這一步。

　在陌生國度的生活，讓她

學習獨自面對所有未知的挑

戰。她笑說：「其實我蠻適

應在泰國的生活，也沒有水

土不服的症狀出現，甚至還

常被誤為是泰國人！」對泰

文有著濃厚興趣的她從大一

開始選修泰文，所以在泰國

她幾乎沒有溝通上的困難。

　住宿方面，她被安排住在

寄宿家庭的家中，平常對她

也非常照顧。提到泰國飲食，

能吃辣的她一樣能夠盡情享

受美食，導致她在泰國胖了

十幾公斤，回臺後才瘦下來。

　對葉韋伶而言，獲益良多

的是在學校實習教華語的

過程。她透露一個禮拜共有

十七堂課，在上課時是使用

泰文來進行教學。為了讓他

們更有效的學習華語，她會

根據每班的程度來編教材，

選擇一些生活中常用的內容

作為教材幫助他們學習。

　問到最驚訝的事，她表示：

「有些泰國老師會用高壓的

方式去讓學生念書，所以每

天都會出很多作業，覺得學

生們很可憐。」因為她本身

也是學生，所以她很清楚學

生們的想法，會儘量讓他們

玉慈惠如一同赴泰 與學生做朋友
除了教學也要玩樂 度假芭達雅 品嚐正宗泰式料理 

倪玉慈（前右一）、關惠如（後右二）參加泰國學校副校長女兒婚宴。       （倪玉慈提供）

韋伶享受泰國生活 體驗當地風情
上課不嚴肅 話劇畫畫和書法 多元教學樣樣來

吼嚇到，馬上道歉，之

後學生們對她多了一顆敬畏

心，也就比較專心上課。

　兩人也會利用課餘的時間

出遊，其中發現泰國人有種

排外的心態，他們會不斷地

向身為外國人的她們推薦自

己的食物有多麼好吃，但當

兩人向泰國人介紹台灣美食

的時候，大家卻都露出一副

不以為然的表情。倪玉慈表

示正宗的泰國食物味道並沒

有像台灣一樣是酸辣合併，

而是非常的辣，對她來說是

有點嚥不下口的。

 另外，在泰國皮膚白的女生

很受歡迎，因此會遇到不少

豔遇，關惠如表示有次在芭

達雅（PATTAYA）被計程車司

機搭訕，當下覺得有點尷尬，

但還是謝謝司機的好意。

  漫長的實習終於結束，關

惠如說，以後若還有機會會

想再去泰國，但僅是去旅行

遊玩，而倪玉慈則說，單就

教學生的話會想再去。兩人

也都建議系上的學弟妹可以

多把握機會到國外，增廣視

野，還能夠帶給自己更不一

樣的回憶喔！

輕鬆的學習，不過是以不同

的方式教，例如：演話劇、

畫畫、寫書法等等。

　在課餘時間她也不忘到泰

國各城市遊覽，藉此放鬆心

情。令她難忘的是前次到普

吉島去浮潛時，不小心從船

上摔下海，但幸好沒什麼大

礙。泰國東部在十月份時突

然淹水，學校也在災區當中，

透過朋友才知道那邊已經

二十年沒遭遇這麼嚴重的災

情，讓她覺得不可思議！

　提到去泰國的時候，朋友

和老師都很照顧她，尤其是

來自泰國的交換生謝蕊如和

曾在文藻教泰文的 Tongta 老

師，都讓她倍感窩心。葉韋

伶表示如果還有機會，她還

是會再次前往泰國實習的。

葉韋伶去普吉島潛水開心地留下紀念。       （葉韋伶提供）葉韋伶 (右 )與曾在文藻教泰文的 Tongta 老師 (左 )合照。　　　        　( 葉韋伶提供 )

責任編輯：吳幸儒 陳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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