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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HUA筒 攜手徜徉華語趣
應華系首屆畢業展 96級學生發揮創意發表各項專題 人氣投票搶搶滾 

【記者王筱晴報導】

爬
格子，拿獎金！歡迎一

同在字裡行間較勁你的

寫作實力！第二十二屆文藻

文學獎決審會於五月四日4點

在至善樓盛大展開。除了校

內系上的專業教授群外，特

別邀請數名來自校外各個領

域的專業人士擔任評審。

 本屆文學獎分成散文AB、新

詩AB、小說、劇本及影像敘

事組。參賽作品十分踴躍，

決審會也吸引了不少老師學

生及校外人士的關注。「腳

印出版社」獲得評審們一致

青睞，因為李秉儒同學特殊

的寫作內容而得到第一名的

殊榮。散文B組的評審對作者

們的寫作技巧及結構鋪陳讚

譽有加：「很高興在這群孩

子身上看到如此細膩的感情

思路與文筆脈絡，這些都是

他們不可多得的寶藏！」。

 劇本組評審團表示，劇本組

的參賽作品投稿踴躍，令老

師們為之驚艷，但是真正符

合比賽規格的卻不多，難免

得忍痛割愛。劇本的創作中

，前言及人物介紹都是不可

缺少的，同學在創作前應該

先去參考其他劇本的格式，

以免再發生因格式錯誤而落

選的遺憾。第一名的作品「

changed」被評審們一致認同

可拍成電影，劇中不僅分場

清楚且內容豐富，勇奪第一

可說是實至名歸。

 小說組九件中即有兩位是應

華系同學，其中，二年級的

阮常瑜同學以「惡夢」一文

榮獲佳作。「我喜歡看翻譯

小說，又偏好奇幻給人的刺

激冒險的作品，所以決定往

這方面下筆。」她進一步分

析：「此次得獎作品不論在

寫作技巧及劇情安排上都各

具特色，例如有關於時空的

轉換，抑是單親家庭的深入

探討。」

 影像敘事照片組中，李彪教

授及羅綺文老師皆舉出在報

社工作的經驗，以及拍影像

的重點和技巧。並且分享許

多他們準備的好作品。而卓

福安教授說明評分標準和他

看作品的態度。

 評審群期許下屆文學獎投搞

也能如此踴躍。這次也感謝

應華系二年級學生的主辦與

支持，沒有他們的努力就沒

有如此成功的比賽。期待透

過這人才濟濟的文學殿堂，

能激發更多人動筆寫文章。

【記者胡茵茜報導】　　

緊
接著期中考，應華系第

95級的畢業展，在至善

樓二樓的應華系走廊忙碌的

展開。自5月3日至5月7日，

無論是專程參加還是路過，

無不被熱鬧的氣球裝飾，還

有專業的專題解說給吸引。

 應華系第一屆的畢業展，以

「玩hua筒」為主題，除了系

走廊整面彩色汽球的豪華布

置，籌備團隊還在校門口至

至善樓的大道上綁滿了氣球

。展演專題的系走廊上，每

組同學都盡心的向每一位提

出問題的同學或老師解答。

除了參觀之外，應華系還辦

了一個「最佳人氣獎」的票

選活動，每個人無不使盡全

力拉票。最後四年級的吳倩

儂得到首屆專題寫作語文表

述組冠軍；華語教材組由洪

庭怡、鄧雅婷、李孟苓奪得

第一。楊喜文則得到最佳人

氣獎。

 畢業展總召－UC4A的陳承志

說在這次畢展的準備過程中

，讓她最有成就感的是將原

本一塊展示專題用的電子背

板一口氣從15000殺到5000元

，還笑著說，以後廠商都不

敢接我們的工作了。

 陳承志總召想要告訴下一屆

的學弟妹們，這次的宣傳期

並不充裕，希望下次可以先

規劃好宣傳和經費。另外，

她也表示可以用錢解決的問

題通通不是問題，要主辦一

個這麼盛大的活動，真正要

絞盡腦汁處理的反而是人與

人之間會發生的衝突和誤會

，希望下一屆的總召能夠吸

取經驗，讓96級的畢業展能

更加順利。

這
次畢展，想跟班上的同

學說：恭喜各位，又打

了漂亮的一仗。

　大學四年，學了什麼、上

了哪些課、成績幾分，過一

陣子就忘了，但是辦活動，

在學校耗到半夜、哭著笑、

笑著哭、跟伙伴吵架...這一

類的事卻往往是一輩子的回

憶。同學們因為認真的投入

，為自己的生命留下了難忘

的印記，當然無形中也增加

了經驗與歷練。這些都是很

可貴的。

　這次畢展，幹部們要在短

時間內把活動籌辦起來，花

了很大的心力和時間，可以

說大家的體力都透支了，但

還是堅持要把活動辦好。例

如因為展期很長，閉幕前布

置的氣球破了，晚上還溜進

學校來補。鋪長桌的桌巾顏

色不夠好看，花一小時騎車

找廠商全部重新更換等等。

認真、堅持這種性格，是我

很欣賞的。

　也要很感謝副校長、學務

長、教務長的到場力挺，學

務長在開幕致詞的時候說，

這種場合很少見到教務長出

席，出席了，也很少看到教

務長打領帶，今天居然盛裝

打領帶來了。這一次的活動

，是在全校全系的關注下，

才能如此熱鬧的開展，完美

的結束。身為大四的導師，

我想代全班同學，誠心的向

各位師長同學說謝謝！

雪鈴悄悄話

應華系95級導師林雪鈴(左)

、教官鄭國翔(中)、林耀堂

學務長(右)   (吳倩儂提供)

應華系95級畢業展，在5/3~5/7間於至善樓二樓的系走廊盛大開幕，同時請到了教務長、學務長位活動剪綵。   (吳倩儂提供)

22屆文藻文學獎 動筆讓你獎不完

散文B組決選。(應華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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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于孟潔報導】

陳
智賢主任於四月二日到八日前往越

南參訪，目的主要是執行台越華語

教學合作計畫，訪視本次赴越的教師，

了解當地環境與教學情形，作為下年度

台灣派遣華語教師之參考。參訪學校有

些為姐妹校，分別是胡志明巿師範大學

、峴港外國語大學、河內國家大學下屬

外國語大學。

　胡志明巿師範大學中文系阮紅明主任

、阮福祿副主任表示該校除以1對1安排

老師教楊馥如同學越南文外，也可選外

語課程。由於沒有學生宿舍，楊馥如同

學和蔡英樺老師同住教師宿舍。另外該

校已有兩名台灣的華語老師，因此並沒

安排華語教學實習或與中文系學生語言

交換。由於學生宿舍尚在興建，胡志明

巿師範大學目前無法提供台灣學生宿舍

。雖然有上述問題，該校仍覺得交換學

生的交流值得繼續辦理，如比照提供河

內國家大學交換生的工讀模式，相信會

有較多的學生到文藻學習。

　峴港外國語大學陳副校長表示希望有

機會與本校結為姐妹校，且盡快簽訂交

流協議，有具體實質的交流內容，包括

互相支援老師、合作教材編寫、交換學

生等。 

　河內國家大學下屬外國語大學阮黃英

主任與華玉山主任談到近期合作交流的

幾個共識，分別為老師的合作研究計畫

和研究生的交流學習。本系預計暑假期

間會有2名老師到河內研習20天，且安排

本系研究生至河內研習7天，與該校學習

越南華語教學的相關課程並與該校研究

生交流。

　除了參訪大學外，主任基於暑假的越

南教學實習，因此專程拜訪今年新簽約

的台商公司。除了解台商公司的華語教

學需求，並希望在台商公司推廣台灣的

TOP考試。本次拜訪的公司有永京集團榮

誠公司越南廠（鞋美公司）及味丹越南

公司。 

　此次越南行，主任收穫滿滿，「越南

學校表達了與本校持續交流的意願。」

然由於物質條件差別，不管是老師或學

生的交流，都有技術上的問題。例如：

越南學校即使有心派學生至本校交換，

真正有經濟能力的越南學生終究較少。

本校亦限於宿舍的空間、補助的金額，

無法提供越南學生更多交換機會。反觀

本校的學生，則常囿於越南的環境不如

台灣，以致目前為止，有意至越南交換

的學生仍是寥寥可數。系上有許多提供

學生國外實習的機會，因此不應把眼光

侷限在台灣，而是投身國際，把握住拓

展視野的機會，才能理解現在的世界走

向。

散文A組

第一名 腳印出版社 XJ5B 李秉儒

第二名 鐵便當盒 UCA1A 林采諭

第三名 誰把燈開了？ XE5C 康海

瑞

散文B組

第一名 再見 XG2A 王宜萱

第二名 望春風 XE3 高郁禎

第三名 臉 XE3B 黃逸薰

新詩A組

第一名 一個夜裡的獨白以及其他 

XE5D 呂昭弦

第二名 朝夕旦暮 G4A 謝芊慧

第三名 情 UT2A 張介瑋

新詩B組

第一名 迴 XJ2A 羅意婷

第二名 情話 XE3D 胡育瑄

第三名 沒有回報的等待   X J 2 A 

韓恩妮

小說組

第一名 旅行開始 XJ2A 劉人瑋

第二名 一顆鈕扣在圍牆邊等待 

YE3A 彭琬貽

第三名 一個溫暖的時節  UCA1A 

林采諭

劇本組

第一名 2.Changed XJ3B 張芝綸

第二名 慢慢跟你、說再見  XS3B 

羅孟琪

第三名 天下名狀-宋士傑  UC2B 

黃瑞哲

影像‧敘事(特別徵文)

出口 XG3B 黃雯秋

Gogo越南 行囊滿滿歸來

法國生走進華語世界

第22屆文藻文學獎得獎名單：

實地走訪姐妹校、台商公司
爭取交換學生、海外實習機會

主任和河內工業大學建立友好關係。                   (陳智賢提供)

前往越南的交換生楊馥如至今過著十分充實。           (陳智賢提供)

法國遊學團學生專心地打著中國武術之美-太極拳。   (法文系辦提供)

太極拳 書法課 中文會話課 運動會 景點觀光 
遊學團歡樂沉浸於台灣文化之中

法國遊學團學生初次體驗書法藝術。                            (法文系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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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王筱晴報導】　　

浪濤滾滾，黃浦江挾帶著

上海人的熱情與希望將

在二十一世紀的舞臺上綻放

！2010年4月6日至4月20日，

由學務長林耀堂教授率領各

學系的二十三位金釵遠赴上

海外國語大學進行參訪。

  上海外大與文藻結下了多

年來的姐妹情誼，每隔一段

時間皆有互派代表前往對方

學校進行交流。這次團內包

括四位應華系的學生，分別

為UC4A吳靜芳、UC3A楊孟晴

、UC2A王筱晴、UC2A鄭伊珊

，他們在上海外大與當地的

對外漢語學系一同上課。接

觸兩個星期的課程，應華系

學生異口同聲的大呼與在文

藻的上課情形十分不同。

「上海外大對外漢語教學系

屬於英文系的一環，理所當

然注重的是英文的部分，因

此課程安排有三分之二都是

英文課。剛開始有點不習慣

，我們好奇為什麼明明應該

比較接近中文系，還上一堆

英文泛讀、精讀的課程呢？

老師上課的方式也和我們不

太一樣，喜歡要求同學發言

，但奇怪的是，上一秒還在

睡覺的人，下一秒被點到卻

還能對答如流！這一點令人

感到驚訝！一問之下，才知

道原來他們都預習過了。」

文藻學生一致認為上海外大

學生的普遍特質就是「用功

努力自學」。

　這趟旅程對應華系學生而

言，有項意外收穫，即是他

們有一天能至虹口校區觀摩

對岸華語教學的實景。他們

在觀察過後表示，與華語中

心老師的教學方法大同小異

，只是華語中心的老師比較

少使用中介語教學，都盡量

使用目的語，但反觀上海外

大的老師卻時常使用中介語

解釋意思或進行教學。UC3A

楊孟晴說：「上海外大外籍

生的分級狀況及使用的課本

也和我們的略有不同。相對

於文藻外籍生中級程度，他

們使用的卻是初級的高階教

材，教材也不是使用一般市

面上常看到的實用華語或生

活華語之類教材，似乎是學

校自編的。」

  除了以學術進行交流，觀

光更是項深入且快速認識新

環境的好方法。其中包括坐

船遊外灘，飽覽整遍燈火燦

爛的黃埔江畔。還有登上上

海最高樓環球金融中心，一

賭將近五百公尺高的天上人

間！　面對連日的各種刺激

，期待文藻學生也能吸取上

海外生的優點，開創出屬於

我們的明天！

【記者 胡茵茜報導】　　

2010北京外國語大學移地

學習計畫，自4月3日起至

4月17日，整整兩週的行程，

提供文藻各系學生機會，體

驗不同的學習環境及感受當

地的風土民情，以隨班方式

，跟著北外大的學生一起上

課。應華系派出參加此計畫

的學生分別為UC3A胡茵茜、

UC2A諸瀅如、UC1A辛孟潔。

北外大稱這次的參訪活動為

「北京之春」，歡迎晚會當

天，主持人特別提起北京不

正常的「冷春」，並說依北

京的習慣，必須有連續三天

25度以上的氣溫，才算真正

的入春。我們來到北京三天

，剛好就是整個冬天氣溫最

高的三天，可說我們把台灣

的「春天」帶來北京！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立志從事華語教學的應華

系學生，未來最大的勁敵，

就是精英輩出的對岸學校。

在台灣，老師無不恐嚇學生

大陸的學生如何用功，如何

認真，一副再不努力念書，

未來就只能去大陸做台傭的

悲痛樣。趁此機會，應華系

的學生抓緊每節上課時間，

把一到四年級的課通通填入

課表，要好好見識北外學生

的上課情況。令人意外的是

，第一天上二年級的英語口

語課，與應華系的英文課相

較起來內容並不難，課程主

題也很相近。雖然如此，北

外學生在議題討論、發言時

踴躍且主動，但在遣詞用字

卻十分拗口不自然，雖然是

口語表達，卻有即席作文的

感覺。另外，北外的中文系

在一開始考進學校時就分為

兩組，分別為傳統中文系與

對外漢語教學，卻是一起上

共同課。

　經過兩個禮拜，發現北外

大中國文學相關課程較台灣

少，不僅內容不深，學生們

學習的態度也較輕鬆，但對

外漢語的語法、語素教學卻

非常先進。UC2A的諸瀅如表

示：「北外他們將語法、辭

彙等集成一門連續三年的課

程－現代漢語，不僅課本較

詳細，也有更多時間詳細帶

例句練習，課堂討論也十分

熱烈。」北外每個班級的人

數都不多，約20～30人，除

了傳統文學課，大部分的老

師都傾向於讓學生在課堂討

論。

　在這次北京外國語大學的

參訪中，學生們用新的視野

，重新檢視這塊熟悉卻又陌

生的地方，從中學習、成長

，並在旅途中得到了友情與

以往不同的觀感。期待重新

檢視這些收穫，能得到更多

不一樣的省思。

夜遊上海外灘

移地學習 兩岸交流行

感受北京之春

責任編輯：詹筱帆、楊琇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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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移地學習的同學在

風景名勝之前留下難忘的回

憶 （胡茵茜 楊孟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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菀芸聯合報導】

預
備的槍聲一響起，此起

彼落的加油聲、歡呼聲

隨著參賽者熱情的青春活力

揮灑在文藻操場上。從四年

級到一年級的努力的精神，

將大家的心團結在一起。

　應華四年級畢業班雖忙於

未來規劃，沒有多餘的時間

練習，但靠著四年累積的感

情和滿滿的默契，就足以上

戰場！而應華三年級雖然沒

有體育課，大家一起練習的

時間縮減了許多，卻依然擠

出零星的時間測百米秒數。

　因此蜈蚣競走的人馬延續

去年有著輝煌成績，且大隊

接力更是不馬虎。應華二A足

足落後了一整大圈，但是並

不氣餒，努力的堅持到最後

一秒，擔任最後一棒的選手

林文浩同學，還邊跑邊拿著

棒子向跑完的同學們揮手說

「Hi！」，臉上掛著洋溢的

笑容，直到跑到終點線為止

。

　應華二Ｂ同學認為學長姊

當天奔馳的身影，激勵了學

弟妹的團結心；這些辛勞汗

水背後，連結著每個應華系

成員的心，即使比賽沒有得

名，大家仍是彼此心中的冠

軍，因為深刻的感受到一年

比一年更堅固的友誼和信任

，期望來年的運動會我們團

結的應華系能在操場上閃耀

著粉色的身姿。

　大隊接力的比賽中，名次

起起伏伏，在每一次超越時

死命尖叫、每一次跌倒時大

聲加油，這場刻滿汗水和塵

土的回憶，以最後一棒衝過

終點線時所有人的歡呼為句

點，宣告「我們明年也繼續

參加吧！」

今年的運動會應華系展現了福虎生風的丰采，各班都拿出最

佳戰鬥力及最佳運動精神，努力參加各項運動比賽，讓小桃

紅的身影，奔馳在競賽場上。

             (照片來源：嚴清宏、林箴言(右上第二張圖))

【文 何佳安】

照
過來照過來！徐老的

生日一個都不能少！

瞧瞧後面那兩個，歪嘴的

歪嘴、閉眼的閉眼個個笑

的合不攏嘴。

　瞧！學生幫我做的生日

禮帽多麼可愛啊！讓我年

輕了不少！就算系辦「美

女如雲」？！今日有誰比

我更搶眼！(唉喲喂啊…是

照好沒啊?我可禁不起滿桌

食物的誘惑呀！)

徐老師生日快樂

漢昌老師過生日，系辦辦派

對嘍！       (應華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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