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學生為本 結合課程與實務
致力於華語教學及語文表述雙向發展 開拓國內外多元實習機會
【記者 黃佩雯採訪】

關
於應用華語系未來發展

走向，謝奇懿主任於 10

月 23 日上午接受訪問時表

示，應華系努力同步推動華

語教學與語文表述兩個模組，

透過系上老師的協助讓課程

與實務更加完善，同時也將

應華系推向國際化，海外實

習去年一年就有 50 位同學至

海外實習交換。

　應用華語系過去華語教學

的面向發展較為完整，從去

年開始除了深化華語教學外，

也同時致力於語文表述面向，

透過系上老師，如：李彪老

師、王季香老師、王靜芳老

師的協助，結合課程與實務，

讓同學們有了越來越多元的

實習機會

　應用華語謝奇懿主任說，

對隸屬技職體系的應華系來

說，課程與實務的結合是首

要特色。因此在規劃發展上，

課程與實習的一貫化最能突

顯此一特質。在過去，應華

系華語教學課程與實習的結

合做的較好，所以從去年開

始，同步推動華語教學與語

文表述兩個模組，結合課程

提供同學更多的實習管道以

表現此一特色是首先要務。

　經過一年的努力，兩個模

組課程與實習的結合發展已

有初步明顯的成果。不論是

校內或是校外實習的名額都

十分充足，面向也十分多元

寬廣。除了不同國家的華語

類實習機會日益增多外，其

他包括：廣告文案、經典教

學、編採實習等語文表述的

實習機會也不少。在應華系

的另一個重要特色 -- 國際化

方面，全系去年一年海外實

習及交換生的人數，經過主

任統計，一共有了五十位同

學至海外實習或交換，使全

系的國際化在數量上達到初

步成功。

　未來一年，希望做的是能

夠提升實習的品質，同時更

強化國際性的多邊交流發展，

讓同學們都能夠適性地選擇

到適合自己的實習內容，拓

展自己的視野，表現應用華

語文多元、實務、國際的特

色。除此之外，也預計將未

來的畢業公演以今年的形式

成為校外劇的演出，讓同學

的努力更被外界所看見。

　系主任也表示，應華系成

立已有十二年，積累了不少

的成果與外界的肯定。未來

一年系務推動與發展是以學

生為本、站在為同學的立場

著想，務實地推動。希望能

應華謝奇懿主任 ( 左 2) 今年１月訪韓國釜山高神大學，進行
學術交流。   （資料照片）

在保存、建構應華系的傳統

基礎上，面對各種的變化變

局，逐步地調整強化自己，

包括課程，以小步快跑替代

大幅變動，穩定持續地為學

生的需求做更多的準備和努

力。

屋敷信晴說中文 講述日本華教現況

專訪謝奇懿主任 談文藻改名大學後應華系走向

【記者 林孟儒採訪】

近年 日 本 的 經 濟 貿 易 繁

盛，應華系正為推廣華

語教學實習拓展海外地點。

此次演講邀請到日本熊本大

學屋敷信晴教授，是應華系

副主任盧秀滿老師在日本讀

書時的朋友。

　難得的是，屋敷信晴教授

以中文演講，深刻描述了日

本人學習華語有逐漸減緩的

趨勢，從熊本大學的歷年比

例來看，先是德文再來才是

中文、法文、韓文。

　再加上教科書的統一化，

學生學習的程度變得不ㄧ，

將來改向標準化盼能讓學生

學習效果達到很好的成效。

但也因日本十八歲的人口漸

少、國立大學的預算削減，

如何能有效率的實行，是很

重要的一個課題。

　而另外日文系謝億榮主任

也談到比較以往其他學校學

中文接是用英文拼音，特別

的是東京外國語大學會教學

生ㄅ、ㄆ、ㄇ或是四聲教法，

而學習中文的趨勢也可能受

到政治關係、語言狀況或是

日本私塾影響而減少。

　曾是文藻日文系畢業而就

讀應華系研究所三年級謝芷

諺同學，表示因為對日本文

化有濃厚的興趣，她對屋敷

信晴教授的演講感到頗為驚

訝，沒想到中國熱的崛起會

影響日本這麼深，而在日本

留學生的比例裡中國學生佔

有ㄧ定的部分，而現在她朝

著在日本當華語老師的目標

前進，希望能藉由華語教學

到日本學習，如果未來應華

系還有類似或與日本相關的

講座她ㄧ定會出席。

堅持繁體字文化
　應華系二 A 的陳思穎同學

聽完教授演講，才發現以前

有聽過日本人學簡體字勝過

繁體可是沒有什麼感覺，不

過現在影響未來要當華教老

師的人，很震驚中國的勢力

快速且龐大，雖然少子化會

減少日本人學簡體字的比例，

但他們學的是中國的文化，

台灣要走出自己的路，繁體

字也有繁體字的文化。

　應華系謝奇懿主任提到未

來華教將會重新定位，像是

系上有同學到莫三比克實習，

而學生的授課方式與體驗也

可能將會是影響外國人對華

語教學的看法。

應華謝奇懿主任 (左 )、日文系謝億榮主任 (右 )與日本熊本大學屋敷信晴教授 (中 )進行實習合作計畫會談。（林孟儒拍攝）

責任編輯︰萬于甄



從古典到現代 敲門親情戲賺人熱淚
導演、編劇身兼多職 即使假日也要排練 為了公演再累也值得

【記者 杜函霓 戴宏勝採訪報

導】

敲門，誰在敲門？敲誰的

門？

 〈敲 ‧ 門〉，由應華系擔

綱的一齣親情感情劇，十月

十四日在化雨堂演出，帶來

滿堂喝采。

　歷屆的應華系皆是以古裝

劇呈現，但這次他們卻跳脫

以往，以現代劇來呈現。擔

任導演的 UC4A 陳佳宜表示，

因為想與眾不同，令人有耳

目一新的感覺。

　簾幕拉起，第一幕是爸爸

媽媽在醫院作超音波，一同

期待未來的孩子─小彤的出

世。長大後的小彤，卻因為

爸爸的失業與外遇被迫與父

母分離，而暫居在奶奶家。

從一開始的不情願到後來與

奶奶相知相惜的祖孫情感，

讓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雖然此劇內容較為沉重，

但劇中加入許多有趣的橋段

並與時事結合，成功地拉進

觀眾和演員的距離。李佳穎

同學表示，演員在這齣劇中

加入了時事，例如當紅的小

鴨，讓她覺得這不只是一齣

戲，而是生活中會發生的事。

　UC4A 張淑勛同學則誇讚

演員的演技，她認為演員情

緒到位，看的出來他們很盡

力地在揣摩該角色的個性。

　UC4A 呂婷婷同學認為外

婆裝出來的大陸腔很棒，而

小米很可愛、演得就像真正

的小孩子一樣。國事系四年

級的李瑋基同學說，演員表

演的很傑出，很高興來看這

次應華系公演，真的很好看！

　一齣戲要完美地呈現在眾

人面前，必須經過無數個日

子的準備，並且需要所有人

《敲門》劇中小彤 ( 左 ) 與小米 ( 右 ) 在打電動。 ( 王馨提供 )

幕後大功臣 快狠準的小黑人
戰戰兢兢搬道具 深怕漏掉小細節

【記者  陳俞禎採訪報導】

　第九屆應用華語文系畢業

公演「敲門」校內演出，成

功落幕。在華麗的幕後，是

由一群直系學弟妹用汗水分

工合作，得以讓這齣精采的

戲劇呈現給觀眾。

　「小黑人」的工作就是負

的 通 力 合 作。UC4A 湯 于 萱

表示，公演是團體的活動，

一切事務非個人可決定的。

因此需要開會決定，如經費、

宣傳活動、接洽廠商等。

　導演陳佳宜認為，每個人

的想法不同做法也不盡相同。

她說：「身為導演的我要想

辦法協調，讓活動繼續進行

是我的首要任務。」

　外界不知道的是，這次參

與公演的人數比往年略少，

因此參加公演的人必須分飾

多 角。UC4B 蘇 琬 淯 同 學 無

奈地表示，劇本雖不難背，

然而她身負編劇一職，且還

要擔任主角，十分疲憊。陳

佳宜也表示，雖然她的工作

旨在監督排演過程、走位、

配音、肢體、情緒等，不過

由於演員人數不足，所以她

也須飾演一角。

　而十月十二日，應華系公

演團隊也在小港高雄社教館

演出〈敲 ‧ 門〉劇。雖然校

內場大獲好評，但校外場的

觀眾人數卻不如預期。

　湯于萱同學認為是因為校

內宣傳較方便，而且又是在

校內演出，因此觀眾會比校

外的場的多。她分析說：「雖

然我們已在小港場附近的學

校、商圈宣傳，但效果有限。

而且小港場路途較遙遠，因

此觀眾不比化雨堂多。不過

小港場是假日，所以有較多

的親友、家長前來觀看。」

　不管如何，應華系公演終

於結束， 湯于萱說：「我們

從暑假開始，每天到學校排

演，幾乎都沒有回家。」而

現在同學們皆可放下肩上的

壓力，回去與家人團聚了！

在公演前，演員梳化的情形。 ( 王馨提供 )

責在幕後搬道具，換場時，

一齊用最快的速度將道具擺

在正確的位置，雖然小黑人

不 如 幕 前 演 員 們 般 亮 麗 吸

睛，卻也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要時刻專注於台前演員的動

靜，換場時必須快、狠、準，

不能有一絲差錯，想像如果

演出到一半，牆上的時鐘忽

然掉落，或是演出看相簿的

橋段時，桌上沒有相簿，那

是多麼尷尬的一件事阿！而

今年所用道具比往年多，所

以小黑人也跟幕前的演員一

樣戰戰兢兢，就怕遺漏道具，

影響了表演。

　在公演前的練習，也遇到

許多的問題和疑惑，經過一

次又一次的檢討會後，公演

當天，即使不是自己分配到

的工作，小黑人們也能相互

幫忙，藉由這次的公演，小

黑人們能對未來做些參考和

準備，了解到台上演出時間

雖只有一兩個小時，先前的

準備卻要花很長的時間，天

氣炎熱時，一整天待在學校

反覆練習，直到最好。有小

黑人表示，雖然很辛苦，過

程中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

但未來還是想參加公演，因

為那將是一段珍貴的回憶！

小黑人跟著演員排練、搬道
具。 ( 王馨提供 )

責任編輯：鄭宇真 陳可芸



走出校園 應華公演歡慶十周年
從公簡廳到校外演出 走出草創困境 師生齊力合作 成果有目共睹

【記者 潘佳欣 呂敏榕採訪

報導】

　你是否已經《敲門》了？

延續校內午晚場的感動，應

華系的十年，在小港重現。

　在校內公演結束後，十月

十二日下午三點起，本屆應

華系畢業公演《敲門》，於

小港社教館隆重上演。與以

往不同，結合了應華系十週

年回顧，是本次校外公演之

特別之處。

　應華系十週年回顧展內容

包括：在演藝廳走廊，擺設

歷年來公演海報，附上當次

公演介紹手冊；與在公演正

式開始前，播放歷年公演的

回顧影片。

　回顧展中，本次公演《敲

門》除外，另有一屆公演海

報沒有展出。因此現場共有

八 屆 的 公 演 作 品， 依 序 為

《看》、《走過時光之流》、

《紅妝》、《廿》、《逢羅

夢》、《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子不語》及最近一屆的《玉

夢魂牽》，於廊道上展覽。

　關於十週年回顧展，本報

特別採訪活動籌辦人──謝

奇懿主任，做為深度報導。

對於校外公演，主任說，一

方面為宣傳文藻的校譽，另

一方面也是在做突破，「為

公演做了一個新的註解，賦

與生命一種新的詮釋。」

　主任表示為準備回顧展，

需要剪輯紀念帶，過程中回

憶起當時畫面歷歷在目，每

一屆都各有特色。其中也有

遇到狀況，其中一屆的海報

已絕版，為了在回顧帶中完

整呈現各屆公演，特此找回

當年導演借電子檔輸出。

　應華系起初擠進公演團隊，

頭一屆是在學校公簡聽演出，

直到現在於化雨堂、甚至是

校外演出。主任感慨，回想

起當時草創的壓力、幕後的

辛勞，造就今日也一切都值

得了。

　主任同時提到：如果公演

是一場球賽──學生是球員，

老師則是教練。系務負責幕

後，只要學生願意做，就會

全力給予幫助，努力爭 取有

利的機會，以創造新的價值。

　最後，主任特別給應華系

所有同學一段話：「有了目

標，才會更有動力的實踐、

踏實地前進。」共勉之。

責任編輯 : 黃懿徵 陳可芸

園遊會各出奇招 擄獲遊客芳心
二年級 A、B班首次擺攤 同學傾盡全力叫賣 現場氣氛熱絡

【記者 李啟萍 杜宜欣採訪報

導】

在10 月 20 日這天，文藻

校園裡熱鬧非凡，不但

處處聽得到吆喝叫賣聲，從

校外湧入的客人們也擠滿了

紅磚道和操場，應華系二年

級的同學們也為這一年一度

的校慶慈善園遊會，正費盡

心思宣傳和叫賣著。

  應華 2A 和 2B 的同學都是

首次加入園遊會義賣攤位行

列。兩班皆不選擇販賣熱食，

而是以法式捲餅、壽司、芭

樂和冰涼飲品等清爽的食物，

在這個炎炎夏日，正中了商

機，成功擄獲客人的心。

  應華 2A 的發揮新意，攤位

名叫「手不釋捲」，販賣巧

克力、楓糖、藍莓等三種口

味的法式捲餅，一盒 40 元。

大 杯 的 紅 茶 和 冬 瓜 茶 各 15

元，還可以與捲餅搭配組合，

只要 50 元就可以享受一盒捲

餅和一杯冰飲，更加划算。

  為了拉攏客人，同學更是出

動了好幾個人，站在攤位前

面排列隊形，熱情的喊口號，

在全班的努力下，一百五十

盒法式捲餅成功全數售罄。 

　應華 2A 同學叫賣：「全校

獨一無二的法式捲餅，只有

我們攤位有賣喔！」黃聘婷

同學表示，看到班上一起努

力叫賣，那麼有向心力，很

感動。

  而應華 2B 的「野壽與芭樂」

攤位販賣壽司、芭樂還有紅

茶，同學還特地掛上日式風

格的旗子裝飾攤位。2B 同學

表示，芭樂是大家前一天親

自切好、包裝的，壽司也是

當天早上做好送來，保證新

鮮。

  「一開始叫賣都被客人們客

氣的拒絕，但是隨著現場氣

氛的升高，銷售量愈來愈好，

叫賣的聲音也越來越大聲！」

楊焌生同學說。

  努力叫賣，加上拉親朋好友

來捧場，一份 30 元的壽司與

和芭樂，不到中午就全數販

賣完畢，同學抱著一箱子的

紅茶到處推銷，也是很快就

銷光光，同學們都表示，很

累但很有成就感！

UC3A 團結一致 銷售總額創佳績
義賣所得全數捐出 文藻師生齊做公益 愛心不落人後
【記者 劉晉榮採訪報導】

　「好吃的炒泡麵喔！」「消

暑的飲料與清涼的紅茶喔！」

源源不絕的叫賣聲從 UC3A

的攤位上傳了出來。　

　10 月 20 號文藻外語大學舉

辦「慈善義賣園遊會」，為

了因應這次的園遊會，應華

系三年級 A 班的同學早在幾

個禮拜前就開始策劃，加上

叫賣的同學大力的推銷，攤

位上的商品幾乎是被搶購一

空。

　攤位上擺滿要販賣的炒泡

麵及冰紅茶，奮力叫賣的同

學更是一秒都沒閒著，客人

源源不絕的上門，看著攤位

上的商品一樣一樣的售出，

UC3A 的每位同學都充滿著

幹勁，大家共同目標只有一

個，就是將商品全數售出。

　相較於眼前商品的搶購，

成功的背後大家也是籌備了

很久，UC3A 劉軒銘同學說：

「過程中雖然大家各有意見，

但是最後經由投票決定所有

的事情， 所以每個人都很樂

於參與。」

　劉軒銘還說，大家一起努

力賣東西的感覺，好像回到

大一的時候，大家團結一心

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光。

 此次文藻慈善義賣所籌得總

款項達到八十餘萬，全額將

捐給弱勢家庭。

應華 2B 同學列隊歡迎客人。 　　　　　　　　　　　　　　　　　　　　（李啟萍拍攝）

應華 2A 同學努力叫賣招攬生意。　　　　　　（李啟萍拍攝） 應華 3A 同學在開賣前做準備工作。　　　　（劉芳伶拍攝）



【記者 陳俞禎採訪報導】

麥
克「華」斯 G 兩天一夜

移地迎新圓滿落幕！於

十月四、五日在墾丁舉辦，

一大清早所有工作人員就在

學校等候，滿心期待的迎接

學弟妹們，策劃多月的活動

終於啟程！在遊覽車上，許

多歌唱好手開喉昂唱，一路

上氣氛絕無冷場，各小組展

開了猜歌謎的競爭，拉近了

隊輔和小隊員之間距離，展

開了此程的序幕。

　用完新鮮的午餐海產之後，

第一站是 HAPPY PANDA 快樂

【記者 沈芳茹 梁孟瑜　彭

筱惟採訪報導】

俗
語說的好：「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三位

應華系的同學趁著交換學習

的機會，在黃鶴樓和西湖探

古人之幽，體驗大陸的風情

和文化。

　三年 A 班的三位同學前往

大陸當交換生。其中林憶婷

與馮鈺評相伴到安徽大學；

李嘉芸隻身到上海復旦大學。

　提起對大陸人的感覺，三

人異口同聲的說：「大陸人

很積極！」李嘉芸提到，搭

公車時，相伴的同學快速的

跑到她前面，她急忙的問：

「為什麼要用跑的？」同學

回她：「不用跑的，妳就會

沒位子坐了！」馮鈺評則為

大陸人抱不平的說：「大陸

人不是故意總拉著嗓門說話，

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很多事

情都搶不到，也做不了。」

　在學校方面，大陸大學生

最值得被台灣大學生學習的

一點，莫過於「早八到課率

很高！」，三位都印象深刻。

　今年 3 月底大陸內地爆發

H7N9 的恐慌時期，馮鈺評同

學一度高燒臥床，求助老師

的回應，竟是要她隔天自己

到辦公室找助教帶她去，助

教還反問她：「現在要掛號

嗎？」同樣在異鄉生病，但

迎新活動多樣 墾丁狂歡落幕
西瓜塗滿臉 沙攤挖寶藏 歡樂大地遊戲笑聲多

移地迎新開心的學員們。                                               ( 陳俞禎提供 )                           

白沙灣露營區，一望無際的

海高昂了大夥的心情，白沙

反射了陽光，為學員們打了

最亮麗的光，熱騰騰的沙讓

大家跳阿跳，海浪拍打青春

的節奏，像在舞池一樣，跳

著浪漫又搞笑的舞步。首先

在沙灘上玩幾個遊戲，如盲

人吃西瓜、挖寶藏和填滿你

的杯，鬧哄哄的也引來了不

少光觀客圍觀助興，一番打

鬧之後，是眾人期待的自由

時間，大家散開來在沙灘上

玩耍，有的人忙著用相機記

錄每一秒珍貴畫面，有人因

被朋友們丟下淺灘而大聲尖

笑，熱烈的太陽照耀出人們

的影子，錄影回憶的微電影。

　晚餐時間是前往墾丁大街，

利用食字路口的遊戲，讓隊

員們在限制的時間和金錢下

跑關卡，有些老闆熱情打折

扣，甚至贈送，還有經過的

陸客替學員們指引方向以及

加油打氣，是個特別的經驗。

回到露營區後，夜晚的營火

活動開始了，所有人手親手

圍著營火，跳起迎火舞，恭

迎火神降臨，保佑此行能夠

平安順利。接著是各小組的

戲劇演出和歌唱表演，還有

工作人員精彩的熱舞，天黑

澆不熄活力。最後各自回營

區的帳篷，即使夜晚來臨，

有些小隊員還是聊了一整夜，

迎接早晨第一道陽光！

　第二天前往鵝鑾鼻舉行大

地遊戲，有瘋狂比手畫腳、

暈頭轉向神腳踢等刺激遊戲，

各組相互競賽，在場地間來

回奔跑，為了加分高喊隊呼，

顯現隊員之間的默契和分工

合作精神非常重要！小隊輔

在一旁幫襯加油，再拉近了

彼此之間的距離。尤其是最

後的氣球保衛戰，評審還來

不及吹哨，小隊員就蓄勢待

發，一股腦而衝出去，引來

了工作人員的大笑。最後的

活動是回到營區享用 BBQ 午

餐，輕鬆的氣氛沒有因為活

動即將結束而冷卻。一位學

員表示：很開心能參加這次

的營心活動，雖然曬得很黑，

對系上卻有一份參與感，未

來也希望能成為系學會的一

份子，帶領下一屆有個開心

的營心經驗！也感謝學長姐，

辛苦的顧好每一位隊員，才

能平安落幕！

捧讀到大陸 煙花三月下蘇州
武漢黃鶴樓 崑山周莊鎮 杭州西湖水 親身體驗中國美

責任編輯：吳幸儒

李嘉芸卻感受到大陸同學溫

暖的一面！當她缺課，同學

發現她身體不適後，同學便

到宿舍送上熱粥，給予關心。

　交換期間，林憶婷與馮鈺

評到武漢尋訪了流傳千古的

黃鶴樓，親身體會李白《送

孟浩然之廣陵》中：「故人

西辭黃鶴樓……」的深遠意

境，還探訪了有「中國威尼

斯」、「中國第一水鄉」美

譽之稱的蘇州古鎮周莊，走

進古宅，搭上小舟身歷「小

橋、流水、人家」的詩意。

　李嘉芸到了被譽為「人間

天堂」的蘇州，看張繼筆下

的姑蘇城外，伴著湖光水色，

而杭州的西湖更是毫不遜色

於蘇州的湖光水色，點綴了

杭州這一個歷史悠久的古都。

　從前只出現在國文課本中

的黃鶴樓，只在地理課本中

才能看見的蘇州、杭州，三

位同學身歷其境，才體會讀

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方有

所收穫。他們說，在中國這

個人口眾多，貧富懸殊極大

的國家中，還有很多角落值

得去看，很多故事值得去聽。

　回憶起今年二月到六月的

馮鈺評 (左 )與林憶婷 (右 )到周莊古鎮遊玩。
                                 ( 馮鈺評 林憶婷提供 )

中國第一水鄉周莊古鎮，號稱東方威尼斯。    ( 林憶婷提供 )

時光，三個人都說 :「很難得

系上有這麼好的機會！如果

還有機會能再去一次！一定

要再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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