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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瑋婷撰稿】

  三月二十八日清晨五點半，文藻一群師生集合在

小港機場，前往遙遠的國度。

  經過四小時愉快又期待的飛行，抵達熱情的南國

──越南。河內是越南的首都，也是我們第一處拜

訪的地點，剛下飛機，綿延的稻田和熱浪迎面襲來

，漫步在田間的水牛及悠閒人民，是我們對越南的

第一印象。文藻駐「河內貿易經濟技術學院華語中

心」的杜文棠老師熱情展開雙臂迎接我們，在學校

實習餐廳享用過越南道地美食後，杜老師帶大家參

觀學校的華語中心。華語中心的場地原本是交誼廳

，後來為了華語課，專闢為中心提供教學使用。杜

老師還特別展示他在越南教學的實況，越南學生對

華語的學習熱情深深感動我們。雖然越南的氣溫較

高，但校園中廣植樹木，教室內涼爽宜人，是個良

好的學習環境。

  第三天是此次行程重頭戲──漢語/華語教學與

研究學術研討會，在河內國家大學所屬外國語大學

阮和校長的致辭中揭開序幕。研討會由阮黃英系主

任策劃。這次研討會所發表的論文主題以對外漢語

/華語教學為主，特別是在漢越語對比，與近義詞

彙辨析方面的篇數最多。由於發表的論文眾多，要

在一天當中完成35篇論文宣讀，大家莫不卯足了勁

，在十分鐘時限內將個人論文最精華處，向學術界

先進及與會來賓展示。我校在應華系系主任兼華研

所所長林景蘇副教授的帶領下，上至教授群下至碩

士生，總共發表了18篇論文，研究成果相當豐碩。

這是研究生們第一次發表論文，大家懷著緊張忐忑

的心情，上了台後卻能四平八穩地展現大將之風。

研討會結束後，全體師生受邀參加慶功晚宴，與阮

校長、阮主任以及北越台商會長、秘書長等貴賓一

同享受美味的越南風味餐點。

   第四天馬不停蹄，我們飛往越南的中部城市「

峴港」，參訪「國家峴港外語大學」。越南共有五

間政府大力栽培的重點大學，「國家峴港外語大學

」為其中之一。文藻應華系第四屆學生陳毓欣，是

文藻應華系首位正式受聘於海外的畢業生，目前任

教於該校。她說，峴港大學的師生都很親切，學校

也有電腦、投影機等多媒體設備可供使用，教學環

境良好。而招待我們的副校長更指出，華語是本校

學生選修排名第二的外國語言，希望這次和文藻外

語學院的交流，能夠為日後的合作打下良好基礎。

   預計在四月二日前往胡志明市，繼續參訪「胡

志明市工業大學」、「胡志明市師範大學」以及「

胡志明市體育大學」，藉由參訪各個大學，讓我們

對越南的華語教學環境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拓展了

文藻外語學院的海外觸角。

飛越國度 造訪熱情南海
華研生首次登場 18篇漢語對比 近意詞彙辨析 以論文向學術界發聲

系主任林景蘇贈外河內大學所屬國語大學紀念品。

                              ﹝洪瑋婷提供﹞

魏
蜀吳三國統一啦！」應華系融合近年最

夯戰爭電影『赤壁』，由林景蘇主任率

領象徵代表三國戰士的菁英部隊，奮勇批敵

，衝向文藻運動會戰場。

  從會前賽的20人21腳、拔河比賽，應華系

學生流下了每顆汗滴，都為了最高榮譽的優

勝努力。運動會當天應華系教職員以不計形

象賣力演出趣味競賽。UC1B學生於大隊接力

項目首先傳出捷報，以分組第一名為當組優

勝。UC2A學生們，更是勇奪全校大學部蜈蚣

競走第三名，為自己的努力劃下美麗的見證

。此次運動會中，華語中心來了一群嬌客，

遠從德國萊比錫大學來的學員，也組隊參加趣

味競賽，為自己在台灣留下深刻回憶。
(記者葉羽芹、孫詩潔、黃嘉敏、李琇綾、鐘瑋

真、曾詩情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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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的真的恭喜你們才剛感受你們的熱情，說你們正在創造

歷史，才剛看到「廿」的成功演出，你們就已準備踏出

校門。

  時間總是匆匆，所有的祝福總是來不及一一說盡，但是真

誠相待，以你們為榮的心是不會改變的。好好展翅出發，文

藻應華系永遠支持你們。

緣
起94年，我們相逢文藻的天空，分享曾經的夢想和幾度

的徬徨，度過”廿”念不忘的苦樂悲欣，98年的今天，

縱使分飛星散在即，依然緣起不滅，因為我心早已鑄印著應

華系94級每一個純真而熱情的生命臉譜。

  永遠記得單純而真誠的力量，帶著四”季”馨”香”的祝

福，心不急氣不餒的走一條自喻適志的路，相信在遙遠的地

方，一切的虔誠終將相遇!! 

【記者葉家維報導】

『如
果可以明年我要參加，後年

也是，大後年也一樣』。樟

湖國小學生賴威廷以捨不得離開語氣，

道出參與應華系『母親節特別企劃-最愛

媽媽的手』活動感想。

  雲林縣華南國小、樟湖國小、高雄縣

龍肚國小近百位學生於三月二十日到文

藻參加校外教學活動。三校學生皆為「

偏鄉地區中小學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

」學生，應華系學生設計一連串精彩課

程，透過兒童作文寫作指導，讓每位學

童親手寫下卡片獻給母親。

  此校外教學活動主辦單位，資管傳主

任蘇彥衍表示，為幫助偏遠地區中小學

孩子，不因城鄉差距而造成學習上弱勢

，文藻97年獲教育部委託辦理「偏鄉地

區中小學網路課業輔導服務計畫」，成

為南部地區的輔導中心，此次與外教系

、應華系合作，透過與學生互動，讓學

童有段難忘的教學之旅。

  活動課程『母親節特別企劃-最愛媽媽

的手』，為應華系四年級鄺慧豐籌劃。

她表示，此次偏遠孩童教學內容，為強

化學生短文寫作能力。該活動以母親的

手為核心，融合了『五馨級的愛』母親

節卡片製作，『遊子吟』詩詞教唱等，

讓學生學習運用修辭技巧寫下對媽媽的

愛，並唱出對母親的感恩與謝意

  應華系主任林景蘇指出，此次參與活

動的應華系學生，多為修習兒童作文教

學課程，以創意思考為核心，透過動機

引導、問題討論等內容提升學生參與意

願，「母親節特別企劃-最愛媽媽的手」

將為今年六月十四號，應華系舉辦的『

文藻應華兒童文藝營』拉開序幕，屆時

應華系學生將把兒童作文教學，融合創

意思考等課程，讓學童有全新的體驗。 

 四年級畢業班與導師王季香於至善樓前開心合影。  

                                   (應華系畢業班提供)

五馨級滿滿的愛
「媽媽的手，像溫暖的太陽」、「媽媽的笑容，像盛開的花
朵」。應華學生設計卡片 指導偏遠地區小學童 寫下給媽媽
的祝福‧‧‧‧‧‧

來自雲林縣偏遠小學學生，透過生動的修辭技巧，從中學習短文並寫下

對母親的愛。                                        (葉家維攝)

【記者王筱晴 林宜樺報導】

在
現今競爭的職場工作中

，唯讀提升自我內容與

水準才是在此逆境中生存之

道，應用華語文系在這三個

多月中舉辦了「卓越計劃系

列講座」，邀請了數名國內

知名教授親臨座談，藉此提

升現今大學生的素質涵養。

  在三月份中舉辦了三場講

座，講題分別為：蔡雅勳教

授「華語文教材編寫之分級

建立與發展模式」、張榮興

教授「認知語意學與華語法

教學」及許長謨教授「華語

拼音系統之比較與應用」，

因應華語目前為全世界重視

之語言，三位教授深入淺出

的帶領著同學暢遊多元化華

語文的世界，不僅是從文化

背景，或是語言、認知上的

差異與同學共同探討心得，

讓在場的同學們去思考以達

到有效的學習模式。

講座日期 講座地點 大師開講 講座內容

4/1 6  四 Q002教室 楊晉龍教授
中文的應用之如何面

對國家考試

5/1 5  五 Q002教室 川島優子教授
日本的中國語教育之

現況及課題

6 / 4  四  Q002教室 龔三慧老師
第二語言習得於華語

教學之應用

卓越計劃 名師開講

責任編輯:陳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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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畢業了！

畢業班導師季香老師的祝福

系主任小蘇老師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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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發音 課前的準備及授課的熱忱 

為實習同學的努力目標 共呼你哉
　　十全國小補教班由二年

級同學沈美妤和林書妤負責

，實習對象為一群阿嬤和外

籍配偶，她們利用晚上空閒

時間到十全國小進修，加強

自己的中文能力，順道結識

更多朋友，除了增進知識更

拓展人際關係。

　　授課中學員們的學習態

度十分良好，而普遍問題在

於發音以及書寫，例如ㄆ／

ㄈ／ㄏ分不清楚，無法確實

掌握發音位置；程度上的落

差讓有些學員已經能輕易寫

出國字，有的卻還停留在注

音符號。林倍如老師表示，

應華系來實習的同學表現良

好，希望透過輔助學員方式

，讓學員們持續保持學習動

力，只要學習熱情不熄滅，

依然可以克服萬難達到目標

。（十全國小傅紫婷撰稿）

【記者傅紫婷、曾馨慧、蔡侑珊、楊依婷報導】

  「讀上百種理論不如上台教一回！」這是

應華系三年級王慧怡同學，在華語教學實習

後，最想跟學弟妹分享的一句話。

　　王慧怡分享經驗時表示，應華系學生必

學的漢語拼音，通常只有在課堂上才會使用

，生活上用到的機會少之又少，但是身為一

個實習老師，就必須事先做好準備。站上講

台、面對學生，所能拿出來的才是真本事，

否則一切只是紙上談兵。

　　在鼎金國小實習的王慧怡同學，對象是

清一色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這時系上所

開的小語種選修課就可以靈活運用在課堂中

了。學員們一聽到熟悉的家鄉話，產生親切

感，師生關係更近一步，教學方面也就容易

許多。王慧怡同學表示，在實習過程當中，

發現外籍人士學習中文時常遇到的瓶頸就是

中文發音裡的五種聲調。老師需要有足夠的

耐心不斷糾正，以幫助學員們學到正確的發

音。

                   （鼎金國小楊依婷）

  「備課是基本功。」應華系四年級陳姿吟

同學認真的說著。不單只是備課，汲取學姐

的經驗或老師給的建議也很重要。實習過程

中，看到學員們能吸收自己用心準備的課程

最有成就感；當學員們跟不上進度或是聽不

懂老師的教學內容則令人感到挫折。陳姿吟

同學提到，在學校輔導外籍學生是採一對一

教學，外籍學生的學習目標也有較為明確的

方向。但是國小實習是面對一群學生，無法

兼顧每一位學員，所以在準備教材時，必須

針對學員們的中文程度適度調整上課內容。

陳姿吟同學表示雖然不是第一次輔導外籍人

士，但是只要一站上講台，每位學員的重責

大任就落到肩膀上了，因此在教學方面千萬

不得馬虎，必須格外的謹慎，以免「誤人子

弟」。

　　不輕怠每一份實習的機會，積極的替自

己爭取學習的經驗，日子久了，它將會長成

一顆顆豐碩的果實。

                     （新莊國小蔡侑珊）

樸
實的個性、認真的態度

、不屈不撓的精神、開

朗的笑容。這些是到龍華國

小上課的外籍配偶們給實習

同學的印象。龍華國小針對

外籍配偶所開設的班級採小

班制教學，讓學員們能夠得

到最足夠的華語知識。

　　實習同學吳倩儂、曾馨

慧表示，一次又一次的練習

發音和造句練習，在教導的

過程中，我們從他們身上學

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經驗，

這就是所謂的「教學相長」

。施比受更有福，能從給予

中學習並得到更多，這些不

是物質上的快樂，是心靈的

滋養。實習活動當中，除了

學到在台上教學的實戰經驗

，更深刻體會到了「惜福」

兩字涵義。

      （龍華國小曾馨慧）實習同學王慧怡指導學員讀出正確發音。                （應華系同學　傅紫婷提供）

UC1B 葉羽芹

　　今天雨告訴我你要來的訊息，風似乎也迫不及待想見

到你，花跟樹興高采烈隨風搖擺著，蟲鳴鳥叫是為你準備

的音樂，希望的腳步近了，我為你打開期待的門。

UC1B 鍾菀芸

　　花在枝枒上復活，我是春饗的祭品，就這樣醉死在狂

蝶亂舞的華麗中，任由妳佔領我的靈魂，久久不能自己。

UI2A 岸芷汀蘭 

　　妳，乘著拂面不寒的微風，伴著枝頭啁啾的鳥啼，隨

著林間跳躍的松鼠，讓漫步林蔭間的我，內心喜悅充盈，

腳步不自覺輕盈起來，冬日飽受的抑鬱消散無蹤。

UF3A 仔仔 

　　微笑說再見，微風在下一秒吹來，我看到小狗在我身

旁伸懶腰，我用力呼吸，看到幸福越來越近…春天來了，

春天一直在懂得在平凡的生活中也能享受的人心裡

對不起，我錯了！

更正啟示：

更正應華系報試刊號第三版戰國誌

男排「傑」報第十二行「全國殿軍

」為「分組第四」。

更正應華系報試刊號第三版戰國誌

右下方南方學院小檔案第十行「知

名藝人梁靜茹、光良、戴佩妮都曾

是該校之學生」為「知名藝人戴佩

妮曾是該校之學生」。

給春天的一封信

責任編輯；詹筱帆

2009年 4月 6日 星期一

    小夫子實習經驗

台下十年功 台上一分鐘

備課 就像蹲馬步

王慧怡:教學全靠硬功夫 絕非熟讀理論就能勝任

  從一對一到面對面 陳姿吟認汲取前輩經

驗也很重要

    小夫子    小夫子    小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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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顏彙娟、楊佩穎、柯郁馨、陳奕卉、

戴淑貞 報導】

老師：請用「機會」造句

學生：我坐飛機會頭暈

老師：ORZ…那用「長大」造一個句子

學生：關雲長大意失荊州

從
這些小學生造句，可看出搶救中文大作

戰，是今日許多家長共同面臨的問題。

台灣學生的國語文程度當真每況愈下嗎？如

何寫出一篇令人動容的文章，讓含蓄散文才

子－ 陳雙景告訴你。 

在一次搭火車經驗中，陳雙景看見一對節儉

的老公公老婆婆，只買一個便當，卻互相推

讓那塊排骨，最後都沒有吃。對於一般人來

說，不足為奇，但陳雙景老師判斷那塊排骨

要帶回給孫子的，陳雙景老師表示要懂得體

驗人生，感觸良深，敏銳捕捉生活週遭每一

個小故事，是寫作第一大要領。

　陳雙景老師表示，一篇文章需情感真摯、

對人生有所體悟、啟發，才能夠引起共鳴。

再則亦須具有特色，與眾不同、大異其趣、

並且引讀者入勝。文辭流利通暢也是很重要

的，作文章時應盡量避免贅句，適當運用修

辭技巧，使文章更加栩栩如生。此外抓住主

題、焦點多加刻畫，支節次要之處應裁剪，

以免喧賓奪主。平時的基本功，除了多加閱

讀別無法門，擁有深厚的文學底子，古籍也

要熟讀，才可融會文章的氣勢、意境，並運

用於現代散文中。細細品味後，多多嘗試寫

作，必讓文思更上層樓。

　陳雙景老師於閒暇時齊都會與學生分享生

活經驗，其出版著作包括「嚮往美麗」、「

鍾理和文學的人道思想」、「易經的人生三

堂課」、「危機談判」並且被翻譯成韓文出

版。另外他把自己母親偉大的故事寫成「阿

母的甘苦人生」，於2002年時被拍成電視劇

於台視撥出，另獲台視「台灣真女人」製作

專集播出。

學歷：輔仁大學中文所碩士

學術專長：左傳、現代散文、易經等

著作：《阿母的甘苦人生》《嚮往美麗》等

【記者王慧怡、陳蓓珊、吳菀婷、楊群葳 

報導】

拒
當「應梆梆」幫主，應華系學生要證

明學以致用才是王道。延續傳統學長

姐們畢業公演，萬眾矚目的第五屆應華系

畢業公演『逢羅夢』正如火如荼的籌劃進

行！

　畢演行政總監羅少君以及舞台總監曹云

晴透露《逢羅夢》劇本構想出自於本系林

雪鈴老師的巧思，而劇名採用中國古典小

說《紅樓夢》的諧音，以輕鬆詼諧逗趣方

式呈現。導演曾綵淇表示《逢羅夢》延續

紅樓夢故事架構，以反諷的口吻演出賈寶

玉來到現代，經歷了許多人生歷劫對生命

有了更深體悟。劇情會融合現代、古代與

超現實手法穿插其中，並且加以改編原著

，令人期待不已。包括具本創作、選角等

所有進度都緊鑼密鼓的執行中。

　在有畢業專題的課業壓力下，應華系的

學生們仍不退縮，想一起完成屬於自己的

夢想，希望能把戲劇公演的感動與精神持

續傳承下去，而應華系的公演與其他科系

的差異，透過華語應用，在劇本突破中創

造出一次又一次的驚奇。

陳雙景老師 小 檔 案

散文天下無雙
嚮往美麗文景

應華系公演 緊鑼密鼓

今日我最妖嬌

大
統
新
世
紀

德國萊比錫大學生於來台期間，先後體驗中華文化之美與豐富台灣道地小吃，在課堂上穿上傳統戲服，接

受李三榮老師指導歌仔戲，兩位學生扮相妖嬌美麗，深情對望。                      (華語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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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孟晴

小故事大體悟 從生活周遭捕捉最真實的情感

        用雙手寫下人間溫暖 用關懷撒下生命希望

肥皂發酵出五彩繽紛的泡泡，反映出

每個人心裡都有的小小角落，每一顆

泡泡、每一種顏色都承載著大家的理想、幻想及夢想。

來！來！來！大家來嗆聲！凡是對應華系內對師長、學會大

小事，只要你有問題，我們來幫你報導。肥皂箱提供您一處

傾訴平台，一個盡情揮灑的天地，讓你可以把藏在內心的話

說出來，讓思想盡情奔馳，有興趣者歡迎踴躍投稿肥皂箱。

信箱：nongnong_761030@hotmail.com

肥皂箱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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