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M

Y K

C M

Y K

責任編輯：王筱晴

讚 臺上十分鐘 臺下四年功
觀眾塞爆化雨堂 應華公演「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再見金大班」成功！                                       

【記者潘姿穎 林俊佑採訪報導】

還
等甚麼？野玫瑰舞廳的玉觀音即將引退！大

家快把握最後的機會去一睹她的風采吧！

　應華系公演—「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再見金大班

」於上週四圓滿落幕，高雄雖冷颼颼，觀眾仍不畏

寒風魚貫進場，可見大家對公演的期望頗高！

　據畢業班的前導師戴俊芬老師透露，畢業生們早

在二年級便開始籌備公演，但除了準備公演外還得

設計畢業專題，可說是蠟燭兩頭燒。導師王季香也

曾勸阻公演一事，但畢業生們心意堅決，使老師深

受感動，往後排練皆給予支持與協助，從一開始的

生澀，到最後臺上收放自如的演出，參與他們蛻變

的過程，自是感觸良多。

　此齣戲改編自白先勇先生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講述上世紀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從上海「百

樂門」到台北「夜巴黎」，一段風花雪月的故事。

上海舞國名花金兆麗決心洗淨鉛華，下嫁老華僑陳

容發，在舞廳當大班的最後一夜，前塵往事湧上心

頭。公演以倒敘法呈現，一位大學剛畢業的女孩，

在舉家移民國外前夕，為緬懷大學時期深愛的男友

，來到充滿兩人回憶的港邊，巧遇老年時期的金兆

麗，開啟了金大班深藏多年的回憶。

　藝術總監楊孟晴表示：「為了把40年代舞廳華麗

的感覺分毫不差地展現出來，此次的公演動用了許

多人力，可說是應華系歷屆公演以來動用最多人力

的一次。」此外，舞台總監劉怡伶也表示：「為了

要讓大家有身歷舞廳的感覺，所以在道具的製作上

，也動用了不少的資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讓觀眾

能沉溺在金大班的世界裡面，幻想自己也是一位看

戲的酒客。」不同於本系以往公演，此次採用「歌

舞劇」的方式呈現，在舞台下的觀眾除了看戲外，

同時也變成戲中觀看金兆麗表演的舞廳客人！

　公演謝幕時，現場掌聲如雷，大家都直呼過癮。

【記者許升嚴採訪報導】

公
演在感動的淚水與一片如雷掌聲下圓滿落幕。

此齣公演的女主角分別由胡茵茜、張書綺及陳

依華三個人，詮釋不同時期(年輕、中年、老年)的

金兆麗。

　對她們來說，最困難的部分莫過於如何充分展現

出金兆麗於各個階段上的轉變。飾演年輕時期的胡

茵茜，表現出年輕、單純與對愛情不顧一切的態度

；而飾演中年時期的張書綺，則在心境上有極大的

轉變，不但要表現出她的千嬌百媚及非凡氣魄，還

要呈現出對愛情理性的一面；最後飾演老年時期的

陳依華，除了說話語氣與體態都需調整外，還得表

現追憶往事時的傷感，以及回過頭看人生的種種無

奈。無論是從表情、肢體動作到說話的語氣，三位

女主角皆刻劃得唯妙唯肖。

　欣賞完三位女主角精湛的演出，台下的觀眾彷彿

也能體會到她的掙扎與無奈，不少人更對金兆麗的

一生，掬一把辛酸淚。公演經過無數次的排練、檢

討，能完美地呈現給在座的觀眾，對所有參與的人

員來說可謂苦盡甘來，而應華系不分年級，全體為

公演付出的一切、團結一心的精神，是最令她們感

動的。而女主角們的用心，更是值得讓我們獻上最

熱烈的掌聲與喝采！

應華系96級畢業公演，畢業班班導季香老師，「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之再見金大班」全體劇組歡樂謝慕大合照。 　　　　　　　　　　 　  (應華系提供)

最佳花旦登場

為了公演，大家辛苦排練的情況。 　(應華系提供)

飾演中年時期金大班的張書綺在公演中落落大方

，表現可圈可點。　　　　　 　(林箴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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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吳宛婷　楊群薇採訪

報導】

文
藻外語學院於十月九日

舉行第五屆　辭章章法

學學術研討會，由文藻應用

華語文系主辦，協辦單位是

為國文天地雜誌社。

　趙靜雅老師此次議題的發

想，除了和本學期的課程有

關外，另一原因就是可以藉

由觀察HSK作文語料庫，來分

析這兩者近義詞的不同，以

達到論文研究的目的。 

　靜雅老師建議大家可以多

多利用免費的HSK作文語料庫

，除了可以查詢近義詞的解

釋之外，還能看到老師修改

過後的文章，讓我們更加了

解近義詞的使用方法。

　特約討論人許長謨副教授

說:「關於、對於這兩者的定

義十分抽象，對第二語言學

習者來說，這些細微差別在

日常生活中根本用不上，但

對以此為題的論文研究者，

就得逼迫自己思考其中的別

，以語法化及詞彙化累積堆

疊，並用研究方法切割成更

詳盡的論文研究。」

　許長謨副教授也表示，不

能憑自己的主觀了解去做研

究，需要從網上多方找尋關

於近義詞的資料做比較，像

是一些搜尋網站或翻譯軟體

，以增加更多論文研究的範

例。　　　　

　林雪鈴老師則發表「脈絡

中的學習：談章法結構在第

二語言華與閱讀教學中的應

用」。其中提到第二語言華

語閱讀教學法，普遍規劃成

兩種課程，其又分三個層次

，為初、中、高級閱讀。

　另外林雪鈴老師提到其中

很重要的一個論點：教師引

導學生使用「摘要」、「提

問」、「澄清」、「預測」

四種閱讀策略。這些研究都

有助於學生的學習，但也有

其缺點，就是無足夠華宇能

力者便很難去執行。

　謝奇懿老師擔任林雪鈴老

師論文的評論人，他認為雪

玲老師的論文結構嚴謹，具

原創性而且主題相當的明確

，在「章法結構」這個部份

，是重於內在思維的調理，

奇懿老師認為雪鈴老師此觀

點有助於學術上的研究。奇

懿老師也表示：「若能舉出

論文中所提的教學法若能具

體化，並且指出章法結構對

於各個等級的交所實行情況

能夠詳細，會是一篇非常出

色的論文。」

【記者洪婕綺採訪報導】

今
年應華系迎新舉辦於台

南縣的曾文水庫青年活

動中心，系學會在暑假期間

便積極的規劃所有活動事宜

。這次迎新活動的靈魂人物

是UC3A諸瀅如同學，已參與

三次迎新活動的她，，從新

生、小隊輔，到這次的活動

主辦人，「這次擔任主辦人

學習到許多事情，擁有了領

導能力、組織能力，但情緒

管理和溝通仍需多加學習。

」她亦表示非常感謝向麗頻

老師及系學會全體工作人員

和新生的互助合作。

　「因為它校傳出晚餐BBQ有

食物中毒的現象，因此我們

必須結束迎新、終止晚會，

返校接受健康檢查！」向老

師一臉凝重地發還鑰匙讓大

家回房拿行李。所有的佈局

皆煞有其事，原來是老師及

學長姐給新生們的一個晚會

大驚喜。

　小隊輔UC2B劉旻諼表示：

「活動非常精彩有趣，重點

不是去哪，而是跟誰去！大

二開始才與學長姐接觸，進

而感情加溫，我覺得這種感

覺很溫馨、很溫暖。」

　「我一開始不想來，因為

我喜歡的樂團要來高雄表演

。當以為迎新要結束時，我

發現自己完全不想回去！」

UC1B顏嘉興同學於結業式時

與大家分享他的心情，許多

學弟妹亦深感表之，皆表示

參與此次迎新不虛此行！

【記者沉家億蔡蓓瑋採訪報導】

什
麼！想進系報，先來上

課！於十月二十四日泥

濘滿地的校園裡，幾位身懷

記者夢的新星如雨後春筍般

現身求真樓。

　來自國防大學新聞系的黃

瑩明學長率先教授學弟妹有

關如何選出正確且美觀的照

片，並分享一些自身經驗。

也教大家有關如何比報的小

常識。第二節課由李彪教授

分析了如何採訪及編輯，更

要記者們運用「新聞鼻」，

多一些敏銳度，多一些勤快

，才有可能成為一名好記者

，而非只會死板運用公式來

撰寫一篇新聞。

　李老師更分享了當初當記

者的經驗，在場的人無不笑

呵呵。誰說假日來學校一定

是苦差事？在兩位老師的指

導下，台下聽眾獲益良多、

滿載而歸。

　現任系報總編輯王筱晴表

示，歡迎大家學習有關如何

編輯與採訪。很期待新進系

報的學弟妹可以個個都有很

好的表現。總經理宜樺也說

，在系報裡學習到的絕對不

只有如何當一個記者，更學

到待人處世的道理。

大地遊戲非常之熱烈。　　　　　　　　　（林家瑩提供）

【記者林姵均採訪報導】

看
到作文題目就頭痛嗎？

每次寫作文，老師評語

是『言不及義』的痛苦嗎？

如果你有以上症狀，表示你

的文章『章法』不夠好！

　『章法』是文章的結構，

不過一般人在閱讀或寫作時

，不會注意到文章的章法，

也不是很在意。其實章法之

於文章作品是相當重要的，

若想要內容表達得好、有條

理，並且架構清晰的話，全

都得仰賴章法的架設。換言

之，章法若不好，文章也就

不好，別人也會不清楚你想

要表達什麼。

　十月九日應華系與中華民

國章法學會主辦了『第五屆

全國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

』，目的便是研究古今文章

的章法，以及教學辦法。除

了應華系的陳智賢主任及多

位老師外，章法學會第一屆

理事長陳滿銘教授也親自出

席這場文學盛宴。

應華系陳智賢主任幽默開場。　　　　　　　　　　　　　　　　　　　　（應華系提供）

辭章精妙　學者齊聚文藻研討

ＢＢＱ中毒？新鮮人嚇了一大跳!

第五屆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十月九日舉行　雪鈴靜雅發表論文

系報甄選　網羅12精英

學長姐與學弟妹合力完成７人８腳。　　　（林家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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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首報 粉墨豋場囉！
應華系友何佳安、葉家維成功創業 關懷社區動態 服務人群
【記者郭亞儒採訪報導】

報
紙上報的不再只是離你遙遠的

政治及影劇，地方版面的擴展

成了一份專門報紙，「高雄首報」

就是這樣的一個創新，能看見更多

貼近你生活的大小事，而且就發生

在你再熟悉不過的社區！

　相信許多人都知道新聞的重心幾

乎群聚於北部地區，根據統計，南

部地區的新聞只佔了一份報紙一百

二十二個版面中的一個，南部地區

不是只有這麼少的新聞，而是大部

分都偏重於廣告。於是有一群人為

了要創造更多屬於南部地區的新聞

，葉家維、何佳安以及黃俊魁三人

自文藻畢業後便一起創業，參與教

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用

35萬的創業基金在文藻創新育成中

心開辦了區勢出版社的高雄首報。

　高雄首報是一份社區的免費報紙

，以三民區、左營區的生活大小事

為範圍。該報紙以「關懷社區、貼

近人群」為最主要的理念，報導貼

近三民社區居民的生活──吃喝玩

樂、藝文活動以及醫療資訊等方面

，是一分重視質感、有關懷情感的

報紙。免費報紙是一種最高階層的

報紙，因為人人可索取、人人可閱

讀，當然最大的特色是每篇報導都

和自身息息相關，徹底落實了媒體

最終的目標──給閱聽者的「近用

權」。

　高雄首報的團隊目前只有三人，

每個成員都身兼多職，採訪和編輯

樣樣都要自己來，負責人何佳安表

示：「就是一人當十人用，女生當

男生用。每天都要工作、每天都得

思考，時間都追著你跑。」，幾乎

是天天都有事情做，非常辛苦。這

也正是首報面對的人力不足、時間

較為緊迫的難題，於是他們要求自

己一定要把時間規劃好。

　社長葉家維表示：「區勢出版社

的首報能創立和發展，這一路上都

要感謝李彪老師和黃彩雲老師，沒

有他們區勢出版社是不會存在的。

」李彪老師及黃彩雲老師目前是應

華系報的指導老師，葉家維畢業以

前為應華系報創辦人，他鼓勵學弟

妹能夠多跟老師學習一些採訪與編

輯的技巧，也歡迎應華系報的記者

來首報實習採訪。

　高雄首報的目標是能夠發行八萬

份以上，成為南高雄第一大的社區

報紙，並引起各大社區仿效，每個

社區都能有一份專屬於社區的新聞

報，人人都能和地方溝通，了解並

認同社區文化。首報的索取地點除

了河堤社區的各大機關學校及店家

外，還有美術館，這些人文氣息相

較為濃厚的地方，讓更多人看見首

報的努力，並把「關懷社區」的理

念擴散出去。

應華攤充滿童趣

高雄首報負責人何佳安(左)、社長葉家維(右)於區勢出版社前宣告創刊。                           (葉家維提供)

期初暨迎新茶會 耳目一新 賓朋滿座 歡樂無限
【記者黃舒齊 楊巧伊採訪報導】

九
十九年九月三十號為應華系的

期初大會。今年與眾不同之處

在於，期初結合迎新茶會名為『期初

暨迎新茶會』。相較於往年期初大會

給人的嚴肅氣氛，這次的期初大會反

而變得更有趣。為了使學長姐可以進

一步與新生直接互動，系學會就安排

每個人的『特別座』而其座位是依照

各年級學生的直屬關係所排定的，目

的是為了讓新生們可以減少初次參加

系上活動的不安感。茶會到了尾聲就

是大家最期待的直屬相見歡時刻，新

生們各個興高采烈地到處尋找自己的

直系學長姐，氣氛熱烈到一度場面混

亂。新生們各個盤裡裝滿了蛋糕、水

果等小點心，臉上還洋溢著滿足的表

情。這次期初大會除了宣傳系學會在

未來一年的各項活動安排外，還包括

期考前的大補進、十一月底的詩歌吟

唱、十二月的系聚餐等，然而也期待

新生們能積極參與系上未來策劃的各

項精采的活動。另外會中也宣佈了系

服改版的設計徵稿，讓全系的同學都

有機會參與設計系服的工作。

【記者林家瑩採訪報導】

Huà茶流」的奧秘，讓UC2A

來告訴你！爽口的紅茶、

溫潤的冬瓜茶，是這夏季解渴

的聖品，再加上濃醇的鮮奶、

彈牙的椰果，不來一杯真是太

可惜了！A班的同學周姿君透露

，他們的生意好到連飲料都不

夠，另一個地方也在辛苦地煮

紅茶準備送到園遊會現場，冰

塊也多叫了三次，忙到沒時間

去逛園遊會。本班的鐘明彥導

師，看見自己的寶貝學生太辛

苦，買了美味的煎餃為大家打

打氣，而一年級帶過A班的楊明

利體育老師，更是帶著自己的

妻兒與萬巒豬腳來光顧。

 多久沒有舉辦「童學會」了？

來UC2B一定勾起了小時候深刻

的回憶！踢毽子、打陀螺、丟

沙包、劍球，都是孩童時期的

最佳玩伴，玩累了不用擔心，

有紅茶替你解解渴，還有令人

期待的抽獎活動跟一大箱的糖

果讓你一把抓！B班同學黃英昆

、芮邦皓對這次活動都很滿意

，他們認為雖然很累，但是學

到了課本上所學不到的寶貴經

驗，也是一種打工的經驗，班

上的向心力也變得更大，最重

要的是大家一起玩得很高興！

丟沙包、踢毽子、打陀螺 玩得不亦樂乎

應華系學姐與學妹開心的在期初

茶會上交流。     (應華系提供)

UC2AHuà茶流平價熱賣。           (林家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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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于心採訪報導】

未
來之路是靠自己走出來的!應華系所碩

士班三年級的宋佳瑾、孫嘉林，在暑

假時前往了美國華府的喬治‧梅森大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參加「99年國際

事務青年人才培訓計畫」─華語文教學相關

系所學生赴美短期進修。此次進修必須先通

過校內初選後，才能前往僑委會進行面試。

能夠在眾多人才中脫穎而出，除了必須對華

語教學有著一份熱忱外，更應具備華語教學

的基本能力以及第二外語能力。

　佳瑾同學向我們說明，此次到美國上5週的

課程，校方設計了一連串的培訓項目，學校

也安排大家到一所社區大學在暑假所開辦的

中文夏令營中觀摩教學，佳瑾同學向我們說

明她在課堂觀課時，了解到國外華語教學如

何重視五大外語教學指導準則的運用，也就

是一般所謂的「5C」。

　這次觀摹使她們更懂得如何將5C運用在實

習課堂中。短短三天的實習教學裡，她們籌

備了三樣課程分別是十二生肖、國劇臉譜的

認識以及七夕情人節。前兩項為中華文化的

基本認識，而七夕情人節則與西洋情人節做

比較。不管是生肖的漢字學習、國劇臉譜顏

色的角色辨別亦或是將七夕的淒美故事加入

課堂中的小活動，相信每一項都使學生度過

了非常精彩且難以忘懷的三天!

　在這次的培訓中，他們除了學習到不同的

教學方式外，也在走訪許多地方的同時，拓

展了自己的視野。

　華語教學正在發光發熱，其中許多的機會

是必須靠自己發現的。佳瑾告訴大家：「有

意願走華語教學的同學們，不要放棄任何可

以學習的機會，但要記得機會永遠是給準備

好的人!」

【記者潘逸涵 鄭雅鴻

採訪報導】

有
興趣學習小語種

的同學靠過來，

系上三位小語種老師來

頭可不小！

　教授馬來語及印尼

語的陳中和老師曾任    

教於台大、政大及暨南　越南文武氏河老師

大學，擁有紮實教學經驗的他認為，儘管我

們所處使用馬來語的機會不多，但網路發達

學語言頗易，相較以往的阻礙已大幅減少。

　走進研究室，她親切的歡迎，我們迫不及

待的採訪越籍老師－武氏河。她在大陸留學

九年，而後返越教中文，今年九月來到文藻

授課。老師表示越南語語序與中文相似且具

有聲調概念，因此對台灣學生而言較易學習

，唯發音及標點較難掌握。

　泰籍老師Tipchan笑容可掬的說：「說故

事和唱歌讓學泰文更有趣。其實泰文不難，

只是聲調和中文不太一樣。」

小語種可不小

抓機會 赴美圓夢

【記者李昆翰 顏彙娟採訪報導】

紅
色？火光？巨響？年獸最

怕什麼？應華系與義守華

語中心合辦「泰國青少年華語遊

學團」結合遊戲與闖關，讓來自

泰國的小朋友不僅學習華語同時

了解中華文化與習俗！

　指導老師林景蘇表示：「年獸

故事、龍飛鳳舞、穿穿戴戴、排

一排說出來，其中小朋友最喜愛

戲劇性兼具實作性的年獸故事，

以生詞卡與提問方式幫助學員完

整說出故事內容，接著動手DIY

甩炮，了解鞭炮的製作，最後由

教師扮演年獸讓小朋友演出使用

鞭炮與甩炮嚇跑年獸。」

　研究生李昆翰認為由於教學

昆翰教兒童寫書法（林景蘇提供）

年齡層與以往不同，教法及活動

帶領方式亦有所異。透過遊戲闖

關邊玩邊學，從活動中看到小朋

友們的活潑、好動、熱情，這就

是教書的動力與成就所在！

華語營泰國兒童揮大毫

泰文Tipchan老師馬來文陳中和老師

宋佳瑾、孫嘉林赴美進修教華語。　　　　　　　　（宋佳瑾提供）

【記者蔡佩玲 黃嘉敏採訪報導】　

這
次靜雅老師與建勳老師一起去了越

南，兩人都身負重任。靜雅老師目

的是對越南華語教學進行勘查。

　此任務多虧華玉山主任和阮黃英主任給

予幫助，使靜雅老師對於教學勘查格外順

利。勘查期間，范含玉老師舉辦了一場生

動精彩的演講，靜雅老師對漢喃字有了更

多認識，也學到許多寶貴的教學技巧。靜

雅老師想，如果在對越籍學生進行華語教

學時，適時地帶入漢喃字與漢字對照，也

許能提升教學成效。

　當然啦，任務雖重要，適度放鬆也是不

可少的！靜雅老師參觀了河內市區的景點

及下龍灣，覺得下龍灣不愧是世界遺產，

景色十分優美，建議未來想去越南玩或實

習的學生們，這個地方要去看看，強力推

薦！

　老師開心的說：「在20天裡受到許多老

師們的熱情款待，是這趟旅行中最珍貴的

回憶。」其中，最難忘傅士梅老師親自下

廚，讓人不只暖胃又暖心。

靜雅、建勳、文豪暑假在越南受傅士梅

老師熱情款待。　　　　（趙靜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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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勳教授越南開講。　　（林建勳提供）
【記者蔡佩玲 黃嘉敏採訪報導】　

越
南知多少？若無親自走訪，便枉費聖

賢所言「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建勳老師此次公差是受阮有求老師請託，

協助修改《漢語文化》，並添加有關台灣

文化的例子，建勳老師也利用此次機會走

訪越南許多角落，了解越南文化。

   　他用表格的方式記錄書本哪些格式沒調

好及建議如何修改內容，更添加許多有關

台灣常用地方習俗、方言等漢語詞彙例子

，如：何謂嗆聲？何謂凍蒜？

　回台前，建勳老師還受阮有求老師之託

辦了一場演講，講述從日據時代至台灣解

嚴後的文化現象，以及分析台灣國語與大

陸普通話有什麼區別？勾勒出台灣的語言

政策與語言現象演變的狀況。

   　建勳老師亦實地走訪廟宇及古蹟，發現

許多「喃字」的雕刻。越南原先使用中文

字，但因中文發音與越南文不同，於是在

胡志明時期發明了「喃字」，讓越南文盲

快速消失，卻也犧牲越南歷史。讓他印象

深刻的是走訪廟宇時，學生問：「貞武觀

旁碑上刻的涵義是什麼？」，不禁感嘆：

「越南人不懂越南的歷史，真是悲哀。」

...

.

教學與教材交流

三老師齊赴越南

宋佳瑾
孫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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