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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蓓瑋 採訪報導】

說
到十二月，你第一個聯

想到的是什麼？耶誕

節？還是跨年？別忘了！還

有一個適合團聚一起的日子

──冬至。應華系系學會選

在這天，帶大家踏出校園，

共享美食，歡慶耶誕節。在

這冷冽的一天，將溫暖傳進

你我的心房。

　這次期末聚餐，搭配聖誕

節到來，因此系學會事先設

定一個主題「紅紅綠綠冬至

PA」，顧名思義就是當天必

須身穿紅色或綠色色系的服

裝。同學們皆精心打扮盛裝

出席，因此當晚在「敦堤牛

排」，湧進了許多身著紅紅

綠綠的客人們，增添了此次

聚餐整體的趣味性。

　系主任陳智賢更戴上有綠

色羽毛的面具，如此活潑的

出場方式，贏得在場同學的

滿堂彩。

　此次期末聚餐，餐廳部分

幫忙將坐位調成長條狀供本

系使用，希望藉著長桌與鄰

近同系同學培養出新的友情。

用餐期間，當然少不了眾所

矚目的「抽獎活動」，活動

獎品從星巴克、無印良品到

COSTCO，還有免費吃霸王餐

等百般獎項。氣氛被炒到了

最高點，所有同學無不停下

手邊的美食，虔心祈禱抽獎

人會念出自己的班級、學號，

也深怕一個沒注意聆聽，原

本到手的獎品就馬上成了充

公物。

　應華三Ａ的高名蕾表示：

「主任的出場令我印象十分

深刻，也給大家增添了更多

歡樂氣氛。聖誕禮物的抽獎

越到後面越是令人感到緊張

又刺激，氣氛簡直 High 到最

高點的。」

　此次聚餐除了系學會用心

策劃，還有敦堤牛排的盡心

配合，提供一個賓主盡歡的

晚餐，使所有應華系的同學

都在這冷颼颼的冬至夜裡感

受到系上的熱情及用心。

期末不寂寞 應華大家庭聚餐

【記者彭俞鈞 採訪報導】

有
沒有一張照片能讓你看

過一次便銘記在心？又

有沒有一張照片可讓你不透

過父母，但卻可以一窺他們

的兒時回憶？曾擔任報業主

筆，如今成為歷史文化工作

者的徐宗懋老師以〈古早情  

老台灣生活影像展〉為題，

於 100 年 12 月 8 日帶來了這

些收藏不易，歷盡風霜但不

減風華的的老照片們，帶領

我們重溫五、六零年代的台

灣，那黑白樸實的台灣。

　為何徐老師能蒐集到這些

珍貴無比，並帶有劃時代意

義的照片呢？徐老師提到，

這些老寶貝乃是他向一位薛

培德牧師購賣而來的，當時

的牧師除了來台傳教，也不

少人為台灣本土貢獻付出，

也多虧牧師對在這片土地上

大大小小事情留下影像紀

錄，才讓我們得以一窺台灣

的古早味。

　當天的影像講座分為八大

主題，是徐老師精心安排及

挑選他認為值得探究與回味

的代表性照片：有戰後人民

集體生活，與美國艾森豪總

統訪台的政治類照片，身為

高雄人所以對南部風光特別

有感觸的影像，張張充滿母

親各種形象及該時代的童年

回憶，許多大海及山鄉的歲

月紀錄，還有讓眾人津津樂

道，也是父母輩懷念不已的

街頭生活照。

　即使這些照片距離我們有

四、五十年之久，但經過徐

老師的講解與分享，讓大家

彷彿坐上時光機器，回到過

回味古早台灣情 徐宗懋用老照片說故事

紅紅綠綠盛裝出　主任逗趣出場搏目光　豐富獎品人人搶　Ｈｉｇｈ到最高點

長條桌座位安排讓參予此次聚餐的同學都能一起同樂。　　　　　　　　　　　(劉旻諼提供)

系副會長和李彪老師合照(左圖)主任戴上羽毛面具趣味出場(中圖)  (孫瑋琪、陳佳君提供) 籌辦此次聚餐的系學會幹部合影。 　　　　　 (劉旻諼提供)

徐宗懋老師和聽眾互動，詢問他們對五十年前的照片中男女

的感情程度應該是如何，不同的答案紛紛四起。(蘇建宇提供)

去，深刻地體會到該時代的

種種。

　因為是歷史照片，所以徐

老師採取輕鬆分享，並時時

與台下同學互動的方式進行，

深怕同學們承受不住「歷史

的包袱」！透過影像的表達，

以及同學的想像與推測，大

家一步一步地拼湊起歷史的

原貌，因為有老師細心的分

享與同學們的參與和發表，

使得整場講座笑語不斷，並

且有著濃濃的懷舊風！講座

的最後，徐老師再度展現了

身為歷史文化工作者的風範，

對於這些可直接、深刻反映

台灣歷史的影像紀錄，他將

於未來持續地收藏、保存，

並集結成書，甚至舉辦展覽，

讓更多人可以分享這些意義

深遠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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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教學看這裡 越南實習沒問題

【記者黃容笙、吳幸儒、倪
玉慈 採訪報導】

追求卓越，第六屆古典
與現代學術研討會將

於 101 年 5 月 12 日，在文藻
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舉
辦。
　負責籌備工作的林建勳老
師指出：研討會可分為兩部
份，一個是正規的論文發表，
另一部分是研討會前一天的
「工作坊」；兩者上下午時
段分別為「文創與傳播寫作」
和「影視編劇」，第一天工
作坊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
家們演講，為研討會拉開序

幕，論文發表的平台即是第
二天眾所矚目的研討會。
　為這次研討會主題更具特
色，此屆二大主題，影視編
劇包含中國古今影視戲劇有
關劇本之議題，文創與傳播
寫作則包含採訪寫作、標題
寫作、文案寫作、報導文學、
應用文寫作等諸議題；因為
應華系有兩大重點，一為華
語文教學，另一為口語表述。
　由於經費不足，本次的研
討會算是相當小型，林老師
構想以募款方式來解決，同
時徵求自願幫忙的應華系同
學，以克服人手不足的困境。

　「第六屆古典與現代學術
研討會」徵稿時間有三個時
程，論文摘要截稿日期為
2012 年 2月 28 日，大會通知
接受論文日期為 2012 年 3 月
15 日，論文全文截稿為 2012
年 4 月 20 日。
　「發表論文報名表」請至
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
網頁填寫，來信主旨請註明
姓名 / 篇名 / 來信事項。並
一律採線上報名，詳情請見
文藻應華系網站，投遞信
箱：chinese@mail.wtuc.
edu.tw， 聯 絡 電 話：07-
3426031，分機 5103、5104。

口語表述的古典與現代

同學們積極參與老師所設計出來的活動。(戴俊芬老師提供)

周毓琳分享在越南教華語的經驗 姜君芳分析教案的製作重點
【記者林珈羽 採訪報導】

你
的志願是當一個華語教

師嗎？想知道怎麼寫教

案、教初級詞彙嗎？應華系

除了在國內各小學做華語實

習之外，每年暑假都有一批

菁英要前往越南教授華文，

甚至也有應屆畢業的學生會

申請教育部的台越計畫，由

教育部正式禮聘到越南當大

學華語教師。想知道更詳細

的內容嗎？那就讓我們前進

應華２Ｂ的詞彙學課程一探

究竟！

　應華 2B 由戴俊芬老師所指

導的華語詞彙學，在 12 月

初開始了為期六周的協同教

學，分別請到了華語中心的

兩位資深的老師。開始兩周

（１２／１）、（１２／８）

是由周毓琳老師，也是應華

系畢業的學姐，為同學講述

其在越南教授華文的經驗，

並且給同學們演示初級的華

語詞彙教學方法。

　在教學演練的過程中，周

老師有提到，在教授華文時，

通常是直接講中文，讓學生

能夠習慣華文的語感，進而

習慣使用華語的方法。

能為不懂華文的同學建立一

些信心、並且方便課堂上的

對談使用。老師同時也提出，

在課程進行中如果學生有回

答錯誤的地方，不能夠直接

使用負面的詞句指正，例如：

錯！不對！這類的詞語，因

為同學被指正之後很可能會

對學習華文失去信心。

　另外一位姜君芳老師同樣

是華語中心的資深老師，在

１２／１５號的協同教學

中，為同學講授了教案的寫

法，並且討論分析教案寫法

的優劣，也請同學嘗試選擇

一篇課文學寫教案。姜老師

提到教案的作用，在於抓住

教學的重點，讓每個授課的

同學們熱烈地討論老師給予的任務。　　　　　　　　　　　　　　　　(戴俊芬老師提供 )

在第一堂課，學生還完全不

會華語的情況下先教授課室

語言，如：早安、你好、謝謝、

有問題、我不懂等等這類的

非句子的單詞，在教室中可

以馬上使用到，用途是在於

麼，提醒老師本次課程的重

點。在教案中需要註明的還

包括教學目標、學生人數及

程度，甚至要寫明學生的年

齡，因為各個年齡層的教法

並不會相同。

　姜老師也提到，在教學

中，詞並不是單純的只教一

個單詞，而是要搭配詞彙跟

句子，讓同學能夠了解前後

的呼應作用，不要讓同學只

是學了一個詞卻不知道能用

在哪裡，也要注意到各個國

籍學生所忌諱的話題，例如：

離婚、文化、國與國衝突等

等問題。這些基本應該要注

意的問題外，也要注意教材

的選擇，為每個學生量身選

擇適合的教材。以多元的教

學方式為每位學生打造適當

的學習模式，欲從事教學領

域的同學，不妨參考老師們

所提供的建議與技巧，也別

忘了了解學生的生活背景。

【記者林珈羽 採訪報導】

教
學只能讓老師站在台

前，學生坐在位置上安

靜聽講嗎？對於新生代的你，

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把教學數

位化？如果沒有，就讓我們

看看有名的連育仁老師如何

把沉悶的華語文教學變得生

動有趣！看連老師如何把數

位科技融入華語文教學法以

及資源。　

　你知道教育部的華文教材

也有攜帶式的懶人包嗎？讓

的地方做數位化的華語文教

也有攜帶式的懶人包嗎？讓

你可以在任何有電腦的地方

做數位化的華語文教學。

　鼎鼎有名的連育仁老師經

營了「連同學的華語文數位

教學部落格」，提供給大家

關於數位科技的工具，也包

含了華語文教學的各種資訊。

使各地從事華教領域的有志

人士，輕鬆解決教學上的困

擾！

　明年一月七號，連老師的

精采演出，詳情請上應華系

網，不要錯過哦！

華語文教學 教你數位化

姜君芳老師與學生互動的畫面，進一步了解學生的問題所在。
                                    ( 戴俊芬老師提供 )

明年５月１２日舉辦演討會 投搞務必附電子檔

老師能夠抓準教法、教些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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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洪玉芳採訪報導】

你
知道開過「趙老大北京

餃子館」的趙慕嵩嗎？

「新聞採訪與寫作」課程特

地邀請他作協同教學，就讓

我們一起來看看趙老大的精

彩一生吧！

　從十二月七日起，進行為

期三週的講課，他最早騎腳

踏車跑新聞，每天從台北市

區騎到景美、木柵來回，辛

苦可知。他描述到台東大武

採訪空難事件，那時候的大

武鄉公路局車站，都是等到

車來了才用發電機打亮燈光，

車子走了就關燈，顯見當年

的鄉村荒僻。

   趙慕嵩提起台灣第一宗分

屍案─瑠公圳分屍案，為了

一些毛髮牽連一位空軍柳姓

將領家的狗，差點冤枉了該

位將軍。他也談起發生在高

雄的徐東志殺了七條人命的

案子，不僅親自到台東喝米

酒訪問徐父，也到獄中了解

徐東志的心路歷程，最後用

相機在鐵門縫裡拍下最後槍

決的連續鏡頭，精彩極了。

　趙慕嵩，今年七十六歲，

有十八年豐富採訪經驗，是

李彪老師年輕時的舊上司，

曾任聯合報和徵信新聞報記

者、台灣時報採訪主任、時

報周刊副總編輯，他走遍大

江南北，曾經目睹天安門事

當年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路

秋聲朗朗 撼人心

【記者張馝芸採訪報導】

你
知道蘋果日報的資深攝

影記者羅琦文嗎？他是

現任蘋果日報的記者，有著

豐富的新聞攝影經歷，這次

他受邀至採訪與寫作的課程

進行協同教學。長達三週的

攝影課程內容豐富而且相當

專業，羅琦文老師不僅和我

們分享自己的新聞攝影經歷，

也教導同學攝影的技巧等。

　第一週時，老師介紹許多

關於攝影的名詞和專業技巧，

　這次訪問了正音朗讀第一

名的同學 UC3A 的孫頌華同

學。她能在為數不少的參賽

者中獲得第一名的榮耀全都

歸於於經驗的累積。孫頌華

表示，小時候因參加朗讀比

賽，累積了一些信心，繼而

參加更多比賽，她說 :「我們

應該盡量發覺自己的優勢，

然後盡力去發揮」。比賽當

天，孫頌華學姐的「秋聲賦」

以驚為天人的氣勢撼動全場，

她不僅台風穩健、音量掌握

得宜，且擅於詮釋聲音的表

情，能夠直接抓住觀眾的注

意力，她說：「朗讀時的聲

音表情相當重要，且不鼓勵

參賽者有過多的手部動作，

應當把重點放在詮釋文章內

容上，並建議參賽者可將練

習時的聲音錄下，以此檢視

朗誦時的缺點。」

【記者陳雯欣 袁郁婷 曾凱

琳採訪報導】

十
二月八日在求真樓 Q002

正如火如荼舉辨「正

音朗讀比賽」，比賽從中午

十二點二十分開始到三點結

束。本活動是由王靜芳老師

舉辦，到場的還有廖南雁老

師，當天的兩位評審分別是

龔三慧老師和鄒夢蘭老師。

　本次活動共有三十五位參

賽者，除了有應華系一至四

年級的學生參賽外，還有華

研所的專業人士和修習華語

學程的系外同學們也一同共

襄盛舉，由兩位應華系二年

級學生擔當主持人和師生們

一同揭開序幕。台下的參賽

者們屏息以待期盼能有傑出

的表現，參賽者卯足全力運

用多變的音色表現張力，令

人嘆為觀止。比賽過程中，

台下觀眾有時被他們精湛且

有趣的演說逗得開懷大笑，

有時也被他們動人的演說感

動。每位同學接連精彩的表

現，值得大家鼓勵，無論最

後參賽者們是否得名，相信

經過這次參賽的經驗大家受

益良多。比賽最後，評審講

評，龔三慧老師提到朗讀重

點「語流」、「語速」、「語

感」三部分，主要問題在於

挑選文章是否正確、語流上

是否通順，及朗讀時需將情

緒帶入內文等，只要好把握

這幾項朗誦要點，對往後的

正音朗讀比賽的第一名孫頌
華同學。　　（陳雯欣提供）

羅琦文拍下通緝要犯張錫銘挾持農夫的瞬間。 （羅琦文提供）

趙慕嵩先生講課的神情。　　　　          　（李彪提供）

Pro級的攝影師來了！

共襄正音盛宴 把文當歌

羅琦文老師於校園中講課。　　　　　　　　　　　　　　　　　　　　　　　（李彪提供）

趙老大闖江湖

蘋果日報資深記者羅琦文教你新聞攝影
詳細說明不同類型的攝影技

術和性質，例如：新聞類、

美感類等，依不同類別而有

不同的拍攝技巧。如下圖照

片，是震驚社會的大新聞事

件－「通緝要犯張錫銘挾持

農夫」，此照片屬新聞類，

是羅琦文老師在採訪槍擊要

犯張錫銘這則新聞時所拍攝

的，老師利用這張照片向同

學說明新聞攝影所強調的「瞬

間」及捕捉重點的重要性，

雖然會失去攝影對照片所要

求的「質」，但拍攝照片所

呈現的敘事性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週及第三週時，羅琦

文老師讓我們進行校園的實

地拍攝，老師在校園中請同

學邊拍照邊學習，拍完照後，

老師接續講課，說學習攝影

最重要的是實際操作及多加

練習，因此，同學利用老師

上課所傳授的技巧，在校園

中進行實地拍攝，每位同學

都躍躍欲試，想做個專業的

小小攝影師，大家都有模樣

樣的拿起攝影機，拍下校園

中美麗的風景，而老師也利

用同學所拍攝的照片做分析、

講解，讓同學充分學習到攝

影技巧和拍攝概念。

　在進行新聞採訪時，精準

的攝影是重要的一環，因此

這次的攝影課程能幫助同學

提升日後的攝影技巧，也在

羅琦文老師的經歷分享中，

了解到新聞攝影這塊專業領

域，這些前輩的經驗都是相

當寶貴且值得學習的。
線，做過新與舊的比較性採

訪，他談到長江旁鄉鎮的窮

件的肅殺氣氛，並循著中共

苦，說到沙漠中掘水種植農

作的女人，走過敦煌，前進

西藏，真是行過萬里路。　

趙老大退休之後，因罹患

大腸癌而將大腸切除，前兩

個月被他的狗 Lucky 拉扯摔

斷腿，但仍不忘寫作，除了

目前在網路上賣餃子外，天

天寫部落格，從重大新聞事

件寫他的觀察和感想。

　趙慕嵩是新聞界的典範，

將來想往新聞界發展的學生

們，可以從他的採訪經驗獲

得專業的採訪技巧，這次的

教學使同學們獲益良多。

一生泡在新聞裡
寫下無數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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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佳蓉 陳薏玫 採訪

報導】

為
了拓展自己的視野，應

華系96級的蘇筱婷學姐

在今年九月中旬一人獨自闖

蕩倫敦，在英國吳甦樂學院

帶領一週兩次的中文社團，

使原本空無一人的社團教室

如今變成當地學生學習中華

文化的知識殿堂。

　蘇筱婷表示，趁自己年輕

，去體驗人生和這個世界。

這些歷練都會成為往後人生

中珍貴的回憶，在你不知道

方向的時候提供指引，或者

在你沮喪的時候給你力量。

　蘇筱婷之前是文藻AIESEC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的

青年業務開發經理，聽過好

多海外歸國學生們的故事後

，她決定親自嘗試看看。她

曾輔導過越南、韓國、比利

時、法國、南非和德國的外

籍生，這些國籍的人在發音

上都有各自的難處，但一對

一的輔導讓她很快抓住外籍

生在中文上的缺點，無形中

累積了不少實務經驗。

　這是她第二次挑戰海外實

習，第一次落選時，她雖然

沮喪，但並沒有放棄。當國

合中心在下一個學期開放機

會時，她再次報名，這次徵

選時很順利就成功了。曾有

人說：「面臨機會時，人往

往覺得門檻很高，但設定門

檻只是為了把目標不明確的

人阻擋在外，而能夠跨越門

檻的人才是真正下定決心的

人。」因此，全力以赴不愧

對自己是一件重要的事。

　她說，一個人在國外生活

有時真的很孤單，但都只是

一時的情緒，隔天學生的一

句問候或同事的關心就會好

了。只要試著調適自己，多

出去走走接觸人群，所有的

煩惱都將煙消雲散！

【記者吳岫軒 林姵均 採訪

報導】

想
體驗英倫風情的迷人之

處嗎？想感受海外教學

的成就感嗎?就讓蘇筱婷學姐

來介紹她在英國的生活點滴

吧！ 

　搜尋蘇筱婷的Ｆａｃｅｂ

ｏｏｋ，一張張充滿異國風

情的照片立刻躍於眼前，你

可能羨慕她在舉世聞名的大

笨鐘旁留下身影，或者你驚

訝她竟然有機會近距離捕捉

到英國女王的笑容。然而，

我們看到的只是表面而已，

在背後我們沒看見的，是蘇

筱婷不斷默默付出的努力。

　蘇筱婷表示，在海外實習

需要具備語言能力和危機處

理能力，以及一顆熱情的心

。中文社團畢竟不是正規課

程，學生學習的意願不高，

剛開始時為了招生，她花費

了不少心力。她努力宣傳並

和學生打好關係，然而有一

天她踏進教室準備上高年級

的課時，卻發現教室內空無

一人，蘇筱婷當下決定，她

必須做點改變。

　在那之後，她手工製做好

幾張邀請卡送給高年級的同

學，並張貼更精美的海報在

校園中，甚至附贈了小包的

綠茶包。不僅如此，她也跑

班宣傳努力招生，現在高年

級的學生人數已增加到十幾

個了。另外，為了讓學生們

能更了解和體驗中華文化，

蘇筱婷自告奮勇，舉辦了為

期一週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ｅｅｋ。在那個星期裡，

她每天中午在禮堂擺攤，天

天都有不一樣的活動，像做

竹蜻蜓、剪紙、玩紙風車、

寫書法、堆沙包。雖然辛苦

，但與學生良好的互動是她

最大的成就。如今在校園中

，有更多學生都會主動跟她

打招呼。對她而言，遇到困

難或瓶頸都要想辦法突破、

堅持不妥協。

　蘇筱婷說，獨自在異國想

家是必然的，因為膚色外貌

不同，使她常得面對「外國

人」的「注目禮」，在語言

溝通上偶爾也有隔閡。幸虧

周遭的同事和學生都會主動

表達關心，讓她心中感到安

慰。因此，她有了更多時間

來沉澱自己，學習成長。

　她建議有志前往海外的學

弟妹，可以多參加數位教學

能力的培訓課程，多輔導外

籍生。透過這次採訪了解到

蘇筱婷的意念其實很簡單，

那就是到不同的地方遇見不

同觀念的人，透過相處寫下

屬於他們之間的故事。儘管

過程辛苦，她仍堅持繼續寫

下每一段值得期待的故事。

蘇筱婷在倫敦地標大笨鐘前留影紀念。　　（蘇筱婷提供）

蘇曉婷勇闖英國 實踐理想
歷經兩次徵選 從聽故事的人變說故事的人 感受到海外實習的吸引力 

從零到十 招生不易
親自分送邀請卡 舉辦中文週 贈送綠茶包

比賽看誰先用筷子夾起二十

顆葵花子，就可以獲得筷子

一雙。     （蘇筱婷提供）

蘇筱婷在社團課中教學生寫書法，細心講解握筆姿勢及如何下筆。         （蘇筱婷提供）

英國女王到附近的市區出席活動，蘇筱婷幸運拍下這張難得

的近照。                               （蘇筱婷提供）

學生寫了「我愛你」準備送

給家人。  （蘇筱婷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