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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實習 十四名學生攜手至越南實戰上場 越籍員工說讚  
【潘姿穎採訪報導】

想
要親身體驗實戰上場的華語

教學嗎？那你絕對不能錯過

這則報導！

　經過暑假兩個月的磨鍊及洗禮

，此次到南越（越南的南部）各

台商公司實習的學生表示收穫良

多，由廖淑慧及廖南雁老師率領

實習學生，包含研究生王智儀、

李昆翰、羅茂元，四年級的林佳

玫，三年級的詹筱帆、陳依華、

源曼琪，還有二年級的石玫婷、

鄭伊珊、葉羽芹、謝佩筠、潘姿

穎、楊瓊文、蔡欣燕等十四人。

　然而，各家公司都有其不同的

風格，小班教學與大班教學教法

亦不同，學生程度上的差異也讓

實習生們學習到多面向的事物。

學姊與學妹、外向與內向的人的

搭檔方式也讓彼此學習到很多，

富有豐富實習經驗及課堂經驗的

學姊在教學的同時，身為助講的

學妹，除了在旁協助之外，也算

是另一種觀摩教學。

　而到了學妹擔任主講時，身為

助講的學姊也可以在旁協助、提

供意見，事前備課的交流、課堂

上的彼此默契的培養也很重要，

除了學習到教學技巧外，更學到

了人際之間的溝通技巧。

　實習期間，每個星期日，位於

各公司的實習生們得到南越的市

中心－胡志明市，進行一星期一

次的檢討會議，向帶隊老師報告

這星期上課的進度以及班上學生

的學習情況，如果有問題大家可

以提出來一起討論。

　第一週大家普遍遇到的問題是

─「對於越南人的發音部份」，

在味丹公司實習的源曼琪學姊認

為越南人的發音問題在於舌間前

音及舌間後音發得並不理想，即

使個別糾正，效果仍有限；ㄓ、

ㄔ、ㄕ的部份較易解決，可以帶

入一些詞彙，例如知道的「知」

，或老師的「師」等等。但是，

ㄗ、ㄘ、ㄙ就比較困難，因為他

們會一直捲舌，最後，學姊用手

勢示意，請他們把舌頭放平，這

種狀況才稍有改善。其他公司的

實習生們也是對於越南人在舌間

前音及舌間後音發音上的問題，

心有戚戚焉。

　淑慧老師則表示這個問題先前

也有學者做過研究，想要徹底改

善越南人的發音問題，並不是一

朝一夕可以解決。接下來的幾週

，大家的問題就偏於課程教法。

　在越南實習的過程中，除了教

學經驗的獲得，更重要的是體會

到越南的風土民情，越南人生性

害羞，只要彼此變得熟絡後，他

們就會變得很熱情且好客。越南

學生對老師很尊敬，這點對實習

生來說，十分受寵若驚。雖然，

只是個實習老師，年紀也比他們

小，但對於他們來說「老師」就

是「老師」。不管是負責哪一間

台商公司，實習生們與自己負責

的台商公司的越南學生們都建立

了深厚的情誼。

　到了實習的最後一週，許多實

習生都表示十分捨不得離開越南

，更有人感性地落淚。越南實習

是本系的一項重要計畫，還沒去

過越南實習的同學或學弟妹可以

把握機會，參加明年的暑期越南

計畫。

【林箴言採訪報導】

機
會難得的越南參訪圓

滿落幕了，想參加卻

錯過的同學們， 別難過！

我們馬上為您帶來詳細的

參訪內容。

　行程豐富的越南參訪，

到底含概了什麼樣精彩的

內容呢？讓我為您揭開神

秘面紗吧！這次河內大學

參訪主要著重於越南教學

方面以及中越語言的比較

，當然在學習之餘也有時

間盡情享受越南當地的風

土民情，在越南雖然語言

不通，不過當地也是有少

數台灣同胞以及熱心的越

南人，不管是在書店、學

校、餐廳等地，都可以感

受到越南人的真誠。

　而教學方面，首先，越

南大學的形式和台灣不盡

相同，舉例來說，台灣的

大學是一間一間獨立的，

校內再細分為不同學院所

組成；越南的河內大學則

是一間大學裡會細分河內

外國語大學，採用校區共

享的觀念，形成豐富的大

學體制，在這樣優良的環

境裡，想必能學習更多事

物。而老師和學姊們的教

學經驗分享，也讓此次去

參訪的同學大有所獲，他

們體會到相當淺顯易懂的

課程和生動的教法，希望

能將這次參訪中所學發揮

在未來教學中，也期待向

學弟妹們分享這機會難得

的越南之旅。

　在旅程的尾聲，他們不

忘這段時間師長們的熱情

招待、越南河粉、春捲等

等美食以及河內大學的學

習環境。其中一位同學也

表示：「經過這次的越南

參訪，老師們的熱情讓越

南成為她下一個目標地點

」。感受越南人純樸好客

的態度、當地景色的自然

之美和多元的學習環境，

你，能不心動嗎？

越南學生仔細聆聽小老師的教學。(廖南雁提供)

文藻外語學院應用華語文系９６級戲劇展演《金大班

的最後一夜──再見ㄒㄧㄢˋ，金大班》，將在文藻

化雨堂盛大演出。此齣戲劇改編自白先勇的經典名著

《金大班的最後一夜》，敘述著女主角金兆麗命運多

舛的一生。 　　　　　　　(郭亞儒及薛湘儀提供)　

齊步走前進河內

應華新戲上檔
再見，金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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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回味故人情

責任編輯：鍾菀芸、鄭伊珊

【記者王于心採訪報導】

今天不是歸寧更不是大年
初二，但應華系卻充滿

著溫馨、愉快的氣氛，因為
系友們回娘家囉!
　六月二十六日是應華系系
友回娘家的寶貴時刻，此活
動地點選在文園Ｗ008教室，
為應華系歷年的傳統。自從
與文藻一別後，系友們各奔
東西，展翅高飛，因此有許
多人無法忙裡偷閒，抽空返
家。雖然出席者僅十幾位，
但分離後的再次聚首總是有
不同的感受！
　一開始，陳智賢主任播放
「放心去飛」一曲，希望大

家「放心去飛，勇敢地去追
，追一切我們未完成的夢」
，要系友們知道不管他們飛
得多高多遠，永遠是老師們
的學生，而老師們也會一直
祝福著大家！
　系友們一見面就迫不及待
的開始分享彼此的未來計畫
，有人將前往北京大學繼續
深造，有人成了會計師甚至
是演藝人員，更有學姊推著
娃娃車出席，系友名單多了
一個胖娃娃，不只那位學姊
臉上充滿幸福微笑，更使整
個活動充滿了溫馨氣氛，彷
彿大家真的回娘家了！系友
會每年的重頭戲不外乎是要

選出下一屆的系友會會長，
這次由第一屆會長江佳純學
姊主持此項投票活動，最後
由趙柏彥學長以最高票當選
！
　新會長趙柏彥先是對大家
出席此次活動表達謝意，也
感謝大家推舉他作為下一次
的會長，接著提出了他對系
友會的期許，他希望能加強
系友們之間的聯繫，更有計
劃將在每屆畢業生中選出一
位連絡人，讓系友回娘家活
動出席率增高，相信往後會
更加熱鬧!

雙姬飛越南 專業加分

【記者陳冠中採訪報導】　

葉
羽芹同學分享這兩個月

以來越南實習的經驗，

她認真的說：「我想藉由這

次海外實習機會到當地體驗

教學過程，萬一當台灣華語

教學市場飽和時，我們就得

另尋出路或向外發展。如果

能在市場飽和前先到越南體

會過他們的生活、了解當地

的學生特色、熟悉華語教學

在這裡的走向，未來這裡就

能成為我當華語教師的地點

之一。」

　她以自己規劃的目標前進

，並且及早做好事前準備，

不吝嗇的分享她在實習過程

中學到了什麼：「在報名實

習之前，越文在學校已有涉

及，但到了越南後，才曉得

其實發音還差這裡的人一大

截，怎麼說聲調都不準，所

以在教學的同時，學生們也

是我們的老師。我發現在實

習的兩個月，越南文進步的

速度比在學校上兩年課程還

要快！因為我們有語言環境

可以隨時練習，有人可以當

場糾正我們的發音，這對我

來說是最大的收穫。」越籍

學生們努力的成果也令她感

到驕傲與欣慰，她也表示如

果未來還有機會也一定會再

嘗試各種不同的實習機會。

不知好久不見的你　是否別來無恙？

【記者張文輯採訪報導】　

炎
炎暑假，文藻外語學院

應華系的UC3A鄭伊珊同

學選擇在越南度過，她不是

在度假，而是為了自己能夠

在華語教學專業領域上加分

。她表示初乍越南實習時著

實相當緊張，除了擔心教材

準備之外，亦要細心了解學

生程度之個別差異、以及課

堂發生之臨時狀況等，不過

隨著一回生，二回熟，逐漸

能掌握教學方向。

　例如在課程中帶入遊戲，

能使學習更為生動活潑，尤

其競賽遊戲更可促使學生越

發努力，並增加學生彼此情

感。前往越南實習，最重要

並非教學能力而是適應力，

由於環境或生活習慣皆與臺

灣大相逕庭，所以必須用一

顆包容的心去接納，是在那

裡過好生活的第一步。

　至於教學能力，其實各憑

經驗與本事，平時多看教學

法等相關書籍，是面對新課

堂快速上手的方法，總之平

時抓緊機會，每個練習都不

要錯過！

　最後，學姐建議有心走華

語教學的同學，一定要嘗試

去越南實習，有些同學原本

沒有多少經驗，但是到了越

南實習反而進步飛快，這不

但個很好的磨練機會，同時

也能為大學留下難忘的回憶

。

教學相長 越語呱呱叫                                                     

伊珊、羽芹掌握機會勇闖異國 遊戲競賽中學習

　　　　　　　　　　　　　　　　　　　　　　　　　　　　應華系友全家福歡樂大合照（上）、學生溫馨送禮，實習老師熱淚盈眶（下）（應華系提供）

實習老師們發揮創意製作教材（左）、學生剪紙作品（右）　　　　　（應華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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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檢線上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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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交流行 Go to Boston
【記者林姵均報導】

俗
話說得好，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UC3A的

王筱晴身體力行，於今年的

暑假7月11日至8月8日，飛越

太平洋，獨自一人闖蕩世界

教育之都‧波士頓。

　王筱晴表示，選擇波士頓

做遊學地點，一方面因為波

士頓人文薈萃，哈佛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第一流

的學府皆在此處，她想體驗

當地知識份子是如何學習；

另一方面，身為應華系的一

員，她希望對當地的華語師

資現況能有進一步的了解。

　遊學期間，透過華語中心

主任廖南雁老師的幫忙，王

同學參觀了麻州的中文學校

和孔子學院，並且隨課旁聽

孔子學院的一般華語課、文

化課程、以及共同活動課，

老師們頗具巧思的教學、與

學生靈敏的互動，都讓她印

象深刻。

　不同於中文學校的補習班

性質，由大陸官方中外合作

，全球開辦的孔子學院，目

的是提供全中文學習環境，

向社會各界人士開展漢語教

學和傳播中華文化，而非一

般意義上的大學或學院。「

孔子學院較像文藻校內的華

語中心。」王筱晴補充道。

　這次她參觀的孔子學院，

設立於波士頓的麻塞諸塞大

學(UMASS，俗稱麻省大學，

美國知名的公立大學系統)，        

當地孔子學院的教師中，除

了一位來自台灣，其他幾位

都是來自中國。一掃對岸教

師『一點創意也沒有』的刻

板印象，王筱晴發現他們教

學態度認真，課堂上為了加

深學習效果，都會利用服裝

道具和精美的自製地圖，向

學生介紹大陸的風土民情。

　「我覺得一切也要看看有

沒有機緣，美國每一州的制

度都不太一樣，所以不同的

州也要有不同的考量。」被

問及未來是否考慮去美國教

中文，王筱晴冷靜地分析。

她和孔子學院的老師們互相

交流後，認為麻州的華語市

場是相當有前瞻性的，畢竟

許多著名大學都在那裡，不

過因為尚未開發完全，她建

議還要再多觀察，加上必須

取得美國身分的前提，使困

難度增加不少。

　一趟來回搭機超過四十小

時的旅程，王筱晴說自己的

收穫是意外地多。雖然單槍

匹馬在異鄉蠻孤獨的，但在

這個美麗的城市中，她看見

主流及非主流的教學，第一

次旁聽非華人地區國家的上

課方式。

　對有興趣從事華語教學的

學弟妹，她鼓勵：「現在開

始，你們就可以著手收集很

多教具或教學創意，多聽多

看多學習，我們也能展現自

己的特色！」

【記者林家瑩報導】

應
是了得，風華絕對，

HeyHeyHeyHeyHey～

HeyHeyHeyHey～應華～」熱

烈的口號與掌聲迎接著應華

系的莘莘學子，一進場便播

放應華系一連串的活動花絮

影片，不僅讓大家放鬆又能

從影片中對應華系有更進一

步的了解。

　第一梯次的相見歡，在主

持人洪婕綺一一邀請師長致

詞後，系上的學弟妹不僅認

識了自己的導師與主任師長

，更對系上的相關事項有了

初步的了解，接下來的介紹

影片，更是深入介紹了應華

系，系學會也從影片中準備

了五個大問題，進行有獎徵

答的活動。觀看影片後，遊

戲主持人諸瀅如與林俊佑帶

了一連串的遊戲，將現場的

氣氛帶到最高潮。最後是Q&A

時間，學弟妹的疑問大都是

學分數和系上的活動，可見

學弟妹不僅對活動有相當大

的興趣，對自己的選課學分

也相當重視。

　第二次的相見歡，遭遇了

意外事件，一大早來到學校

的系學會幹部，正要準備迎

接學弟妹的到來，卻發現電

腦無法使用，活動主持人黃

嘉敏改用聊天的方式做開場

白，並解釋了電腦的狀況，

他說：「沒想到會被電腦擺

一道！」幸好老師與學會幹

部們都很健談，學弟妹們也

很熱情，活動進行到一半，

電腦終於恢復喘息了，讓特

別製作的花絮影片得以露面

。接下來是團康時間「我的

家庭」，大家都笑開懷，雖

然電腦任性了點，但是應華

系的大家還是一樣開心。

【記者黃舒齊、楊巧伊報導】

在
9/18應華系全年級分批參加第一次線上

中文檢定。文藻中文能力檢定是全國唯

一吻合CFR能力指標的線上標準化測驗，其

結合資訊與網路功能可在線上命題、審題、

組題、試測、正式測驗和成績輸出，測驗目

標為以本國華語人士為測驗者，建構出一套

線上符合應用標準化的中高級中文讀寫能力

測驗。從籌備到預試階段，到正式測試及擴

充階段，慢慢的擴大、深化。完成了測驗資

訊化與網路化，建構一套由命題、審題至測

驗的線上完整「電腦化中文測驗」。

　考生陳同學表示，中文檢定可以驗收這三

年的習得，也讓有志於華語教學的同學有初

步的概念。考題內容包括閱讀測驗、國學常

識、作文等。題目並非艱難而生活化，時間

充裕可將題目寫完。作文題目與時事相關，

訓練我們對於時事該有的評論眼光，而非一

昧接受新聞謀體的報導。

　在考試前必須專注的聽老師講解考試的流

程，以及注意事項，已免影響自己的權益，

另外時間的掌控及分配也十分的重要。有了

這一次的測驗之後，可以讓同學們了解自我

程度，也能激勵自己自我提升。

UC3A王筱晴暑期參訪 中文學校 孔子學院 收穫滿行囊

９９級大一新生開心的參與系相見歡。 （應華系學會提供）

華語老師一筆一畫帶領學生拿毛筆畫牡丹體驗

中國國畫的趣味。　　　　  （王筱晴提供）

應華新血報到 齊聚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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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師跨海 帶E教材回家
應華學生當遊伴 越南老師上山下海體驗台灣 滿載而歸

責任編輯：鍾菀芸、鄭伊珊

新師上任 灌溉應華
【潘逸涵 鄭雅鴻採訪報
稿】

梁淑娟老師是英語
教學(TESOL)碩士

及博士，具備紮實的語
言教學訓練，並兼備多
年實務經驗。在成為英
語老師之前，梁老師
的專業領域即是華語教
學。曾經因教學績優而
被當時任教的單位(中
華語文研習所)選派為
年度交換教師到美國
愛荷華州Buena Vista 
University任教一年。
因此，當應華系在徵聘
華語教學專長教師時，
讓梁老師興起『重操舊
業』的念頭。
　隨後梁老師便與我們
一同分享從事華語教學
中所獲得的深刻印象，
因教學而於世界各國接
觸喜愛學華語的外國朋
友，與他們分享中文之
美，並且能從他們眼中
窺知台灣以外的世界，
教學相長的喜悅著實難
以言喻，亦是意義非凡
的收穫。最後梁老師課
前叮嚀：「『師者，所

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非
當人者也』。所以請不
要誘惑我當掉你！」
　謝成豪老師今年加入
了應華系大家族的行列
，於高師大博士班畢業
後，就立志到大專院校
教書，謝老師表示：「
經過導師鄭卜五教授的
鼓勵與支持，亦通過系
上幾位老師的考核，接
獲系上的邀請，順利進
入文藻，能到文藻任教
授業使我感到相當高興
以及榮幸。」
　再者，謝老師的學術
專長為四書學、經學史
、清代學術思想、中國
佛教史，主要是研究中
國學術思想，以經學和
佛學為領域；而在文藻
的教學目標是謂傳承中
國傳統文化，帶領學子
體會中國傳統文化的內
涵；謝老師在授課的這
一週內便旋即發現文藻
學生聰穎、認真、善於
思考且勇於表達，最後
也勉勵文藻的同學「敦
品勵學，積德修業」，
謹循學生之本分。

【蔡欣燕採訪報稿】　　　　

眾多莘學子們夢寐以求的暑假終於到
了！那是努力用功一個學年後，不

用管學業而能盡情玩樂的兩個月，不過
有一群人為了充實自己的暑假不讓它結
束的黯淡無光，便參加了「越南華語教
師暑期研習營」的義工，自願帶領著來
自越南的教師團熟悉台灣並了解台灣。
　其中一位擔任義工的應華三B同學－
王淨表示，對於這次能夠擔任活動的義
工感到相當的幸運。她也告訴我們，越
南教師團的老師都是從當地許多學校中
挑選出來的，每位老師皆具備非常好的
中文水準，也相當的和善、親切，其中
也有許多老師是第一次來台灣。但當中
有老師表示，若不是被選上，原本並沒
有來台灣的意願，不過當回國時間接近
時，他們對於此行不覺後悔，並且慶幸
有來到這裡，在這一個多禮拜不僅受到
諸多照顧，也學到了很多東西，例如電
腦軟體方面的應用，因為越南的科技並
沒有台灣先進，而他們在這裡學到了如

何運用多媒體來製作教材，學校老師也
提供成語動畫的網址，讓越南老師們能
有更多元的工具來教授中文以及學習中
文。
　擔任義工的同學們也趁老師們空檔的
時間帶著他們四處遊高雄，來到台灣最
不能錯過的莫過於美味的小吃，行程中
，他們不只參觀了佛光山，也到了小吃
勝地-六合夜市、瑞豐夜市以及台南，
親身體驗台灣的夜市文化，其中有老師
拿著一本小冊子給同學，請他們將台灣
道地的小吃都寫進裡面，王淨同學說，
因為老師們住在離六合夜市不遠的國軍
英雄領事館中，因此到了晚上，老師們
便會帶著那本小冊子自行到六合夜市尋
覓美食，儼然成了另一種特別的探險。
　雖然老師們還有些願望沒有達成，如
台灣特有的火鍋吃到飽，但學校老師與
義工同學的熱情卻讓他們覺得不枉此行
，相互充實彼此的暑假，也結交了不同
國家的朋友，讓這個假期比起以往更加
精采豐富。

淑娟老師開心切蛋糕，成豪老師帥氣自拍照。　　　　　（梁淑娟、謝成豪提供）

越級老師遊覽佛光山，雙手合十求平安。　　　　　　　（應華系提供）

YOU GET SOME MESSAGES

新副主任來囉

淑慧 in 系辦

99年林君鴻兒童文學獎徵文
2010鮮網百萬大徵文
2010台灣藝文評論徵選專案
2010年文創副刊年度最佳作品（第五屆文創獎）

報名、徵件活動
「時」月圍城　第13屆台北文學獎
《臺南文化》第63期徵稿
好燙詩刊第一期徵稿
99年度青年文學徵文

研討會

第八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0月15、16日

2010華語文教學與實務研討會10月16日

2010開拓僑民與華語文教育新境界研討會10月22、23日

【洪婕綺 採訪報導】

新學期開始，大家是否準
備好迎向挑戰呢？本學

期我們也有新副主任上任囉
！即是每天都笑臉盈盈、活
力充沛的廖淑慧老師。
　淑慧副主任的工作內容，
主要是負責系內對外之國際
合作，協助海外學校研究及
交流。目前於海外實習的機
會甚多，例如：越南及法國
，而副主任更強調：「英語
能力是一切海外實習必備條
件之一，須具備水平之上的
程度，機會是留給『隨時』
準備好的人！」再者應華系
畢業出路也不僅止於華語教
學，精通外語是將機會吸引
到身邊的絕佳能力，最後副
主任期許同學們於求學階段
為將來儲備好語言知識以及
實務經驗，處事態度更是猶
為重要！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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