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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你的中文能力 出題急轉彎
【記者葉家維報導】

啊
！啊！啊！這是什麼考

卷，會不會太難！

　不願意具名的應華系考生

「楊露比」考完中文能力檢

測時，大聲的尖叫。讓她尖

叫的原因在於她剛考了份很

奇妙的考卷。 

　5月20號應華系主辦中文能

力檢測，題目分ＡＢ兩組，

Ａ組著重白話閱讀理解；Ｂ

組則是傳統國學常識。相對

以往著重傳統古文的中文考

題，此次考試可說極為應用

生活化。內容包括中文書信

應用、撰寫邀請函與網路公

告函，和以高學歷高失業率

兩圖表撰寫作文。應華系學

生薛湘儀說，此次考試強調

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考試

範圍包羅萬象，連維基百科

內容如平行世界都可以成為

考題，是一份相當活用的考

卷。在撰寫講者邀請函時，

規定必須以150個字內完成，

除了要精簡文字內容外，如

何充分敘述並書面表達，可

視為一大考驗。考生吳菀婷

談到第一次參加中文能力檢

測時說著，這次考卷的程度

過於困難，內容雖然實用，

但須在短時間內消化且應用

素材，寫出短文與作文並不

容易。檢測中有許多中文修

辭技巧成為考題，如呼應、

排比、回文等的文句判斷。

她表示身為應華系學生，對

於中文能力訓練，本來就是

分內之事，透過檢測反思自

己中文能力，對於學習很有

幫助。

　事實上應用華語系所於卓

越計畫第一年起，即開始辦

理中文語文能力檢測規劃，

歷經三年耕耘並修正題庫內

容，用意在於提升本校學生

中文能力。在該次測驗中，

以CEFR為選題指標，選題方

向除了傳統題型，如字音、

字詞、字義外，對於文章賞

析應用，在該出題試卷時特

別重視，採用較貼近生活體

裁的考題，融合時事與文化

。有別於傳統作文考試以單

一命題方式。如2008年文藻

中文能力檢測以「我最喜歡

的一本書」為題目，今年的

作文題目必須經過閱讀，須

讀懂內容後再進行寫作，檢

測方式相對以往著重在考生

是否有能力判斷並分析考題

，而加以應用。

科學理論「平行宇宙」考生霧煞煞 失業圖表考驗整合能力

【記者葉家維報導】

應
華系主任林景蘇指出，

這次有上千名學生主動

報名參加測驗，並希冀透過

此次檢測來反思其自我中文

能力。應華系老師們在該檢

測完後，將投入大量人力閱

改試題，用意在於期盼學生

可以在測驗過程中發現自我

中文較不足之處，進而改善

加強。文藻以外語專長在今

日業界備受肯定，然而許多

學習外語的學生，往往對於

自己的母語因較少練習，而

產生疏離感。母語的強化應

該視為學習外語的基底，讓

中西雙語思維齊頭並進，有

助於學生口語表達、文筆精

練皆有助益。

提升外語 先增強母語基礎
學生踴躍參加　林景蘇：反思中文程度

由應華系所舉辦的中文能力檢定測驗，全校已超過1000人參

與，考場秩序良好。　　　　　　　　　     (葉家維提供)

華語中心賽龍舟 衝很大
【記者鍾瑋真、李琇綾報導】

外
國人參與中國傳統民俗

活動一點也不稀奇！華

語中心今年照例也組了一支

隊伍，參加愛河的端午划龍

舟比賽。

　在五月二十二日晚上，愛

河河畔出現一群身穿救生衣

的外國人，這是文藻華語中

心隊賽前的最後一次練習，

鼓手與奪標手分別為來自法

國及越南的女選手，來自各

國的外籍生槳手聽從法國女

鼓手的鼓聲整齊劃一地划槳

，情緒高漲時還會唱起歌來

，因此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

光，並不時的傳出為他們加

油的叫喊聲，選手們聽見後

也會熱情地給予回應！

　來自澳洲的選手Ray表示，

這是他第一次參加划龍舟比

賽，雖然練習時很累但也非

常有趣，不管是划龍舟本身

或在過程發生的趣事。原來

是選手們都喜歡在龍舟上搖

來搖去，讓龍舟晃個不停，

甚至把整艘龍舟傾斜一邊，

使船整個快要翻覆，當船上

的老師晃到幾乎快要跌下水

時，船上的笑聲總是不斷。

【記者楊瓊文報導】

隨
著端午氣氛漸濃，國際

合作交流中心於5月23

日為交換生們舉辦了一系列

體驗端午活動，由來自韓國

、日本、印尼、越南、泰國

、波蘭、捷克，七國學生一

同慶端午，首先讓學員們了

解端午節的由來以及粽子的

簡介，再來就是包肉粽教學

，大家很開心的試著包粽子

，遇到瓶頸時，貼心的老師

便個別指導，待粽子綁好，

學員們個別在自己粽子上寫

上名字。在等待粽子煮好這

段期間，老師帶著學生們到

公園進行趣味競賽，分四隊

競賽，有麵粉吹乒乓球、踩

氣球、吸管傳橡皮筋等有趣

的遊戲。遊戲後各位吃著自

己包的粽子補充體力，接著

製作吸管粽子及香包，活動

尾聲頒發趣味競賽優勝隊伍

刻有自己名字的印章禮物，

讓大家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交換生包粽慶端午

端午前夕的愛河畔，夜幕低垂，龍舟上依舊熱鬧非凡。雖然已練習數次，但華語中心的外籍選

手們仍然情緒高漲，絲毫不顯疲憊。                                      (李琇綾提供)

交換學生們各自在自己的粽子上寫名字。    (黃桂君提供)

責任編輯：胡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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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筱晴、林宜樺報導】

美
無所不在，如何在力與

美間求得平衡？應華系

在五月二號舉辦「華語文教

材編採能力培訓營」，藉此

提升學生編輯和採訪能力。

  「美編設計報紙時，除了

基本的印刷尺寸與構成版面

的主要元素外，還需因應時

代趨勢走向加以變化、創新

。」民眾日報美術編輯組長

楊大智老師說。版面特性決

定整個版面構成要素，所以

圖文編排，可適時地利用一

些小技巧，掌握整個主題傳

達的氣氛、情感，如：留白

展現舒適感、合成的輕鬆詼

諧等，使文字視覺化、圖像

化，不僅有設計美感，還兼

具可讀性及視覺享受，吸引

讀者的目光。

  「照片只要0.1秒吸引你的

視線」，下午由蘋果日報攝

影記者羅琦文帶領我們進入

動感世界。不同鏡頭、角度

、立場所拍攝的照片使讀者

有不同的感受，有時甚至會

產生誤解和扭曲。今日為以

圖像趨向主導，照片的功用

不止傳達資訊、更容易牽動

讀者情緒，所以決定性的瞬

間是很重要的。在高科技時

代，人手一台數位相機是很

普遍的，記憶卡代替舊有的

底片，他鼓勵同學，充實自

己的專業技能，多元化學習

，在按下快門前要懂得觀察

、思考，這樣一來就可以拍

出好照片。

  吳昭明老師是前中國時報

資深記者，藉由說明台南及

波士頓雙城記的計畫，分享

記者工作的實務經歷。他

談到兩座城市都面臨著老

舊社區與新環境交替的階

段，波士頓擁有濃厚的歷

史背景，因此覺悟應妥善

保存古蹟。希望透過省思

波士頓的都市規劃，台南

在文化藝術的保留能更上

層樓。

  應華系林景蘇主任說，

今天的講座內容豐富，講

師和學生互動良好。以後

應華系將持續舉辦多場卓越

計畫講座，希望學生們能多

多參予，也歡迎其他科系的

學生共襄盛舉。

【記者葉羽芹、孫詩潔、黃

嘉敏報導】

5月13日應華系正副會長改

選，應華2A推派兩組參選

人，第一組參選人林恩鐸與

涂惠玲表示參選動機是想將

應華系向外擴展；第二組參

選人張峻豪與蘇郁雅則是想

整頓內部。在前一

天政見發表會上，

兩組各自提出目標

，第一組強調服務

與國際觀；第二組

則注重系內的互動

關係及系會財務透

明化。

  投票結果為第一

組參選人當選。背

負著應華系全體師

生的期望，相信他

們在日後會讓應華

系更上層樓。現任

系會長謝孟蓉也提

出對他們的期許，

希望能帶出系上更

多的向心力，並認

真領導應華大家庭

，任何活動與決定

都定要做到『確實

溝通』。林恩鐸與涂

惠玲表示，會讓應華系全體

更能真實感受自己是『堂堂

應華人』！ 

編採大補帖 注入系報新能量
 美編 攝影 採訪記者 講述親身經歷 炒熱全場氣氛

民眾日報美編組長楊大智老師與同學的互動良好，數

次於講座中進行討論。              (葉家維提供)
吳昭明老師暢談台南&波士頓的雙城記。 (葉家維提供)

羅琦文老師介紹攝影記者的基

本裝備，並指導使用相機的小

技巧，引起同學的好奇心。 

               (吳倩儂提供)

系學會改選 新血新氣象
林恩鐸、涂惠玲：「我們是堂堂應華人！」

【記者王筱晴報導】

應
華研究所特別邀請來

自美國西華盛頓大學

漢語語言學邢志群教授，

前來淺談「華語文教學法

」，刑老師以深入淺出的

教具帶領台下師生進入華

語對比分析的世界。

  「對比分析是我認為較

適合對外漢語教學體系。

」邢老師說。所謂的對比

分析是通用語言的特點，

並以教學服務學習者為目

的。邢老師提醒後輩們分

析的結果只能作為參數而

不是公式化的。中英文差

異最大的是「聲調」，而

強化對聲調學習不應該因

為其難度較高而延後教學

。邢老師常引用簡單而熱

門的例子增加講題的趣味

性。傳授如何教語法時，

教授強調教學的方法應該

以「功能」為主。並指出

外國學生對「篇章」寫作

的敏感度較差，老師應在

這方面多下心力。

  邢教授以對比分析為導

向強調漢語語言和中國文

化教學的互動及三層次 － 

What、How、How much是最

有系統的教學體系。以節

日為例：三層次分別是中

國人過「什麼」節日？中

國人「怎麼」過春節？中

國人「為什麼」過春節？               

演講致詞時林景蘇主任表

示，邢老師兩小時的教學

令學生收益良多，透過死

板教學生活化，讓你我受

益良多。

四聲八病 抑揚頓挫

新任系學會正副會長林恩鐸(右)、涂惠玲(左)當選後逗趣合照。       

                                                  (葉羽芹提供)

華盛頓大學邢志群教授 淺談華語文教學

重視聲調 強調互動 促使教學生活化

2009年 6月 1日 星期一

責任編輯:陳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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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94級應華系每一位親愛的你

當你離別之際

別忘了

再作一次回首

尋找那顆

真誠感動的原心

把希望畫在眼角

將快樂抹上額頭

用熱情注入胸口

然後

千山萬水  隨意行走

不管星辰指引的是什麼方向 

來自季香的祝福2009/05/21 

謝謝你們的陪伴與照顧

猜猜我是誰？我們也曾年輕過...
【記者王慧怡、柯郁馨、戴淑

貞、陳奕卉、顏彙娟報導】

你
猜出來了嗎？

坐上時光機回到充滿回

憶的大學時代。比起現在，

大學時期老師們多了份稚氣

與嬌羞。幾位老師分享他們

的學涯生活點滴，讓人不禁

嘖嘖稱奇，原來老師們也曾

經是瘋狂、熱血的年輕人。

 翹課、夜遊、夜唱，早在老

師們那個年代就萌芽。如今

回想起那一段時期，林景蘇

主任表示「翹課是一種能量

，當能量一直累積，若學生

沒有責任心想彌補這段時間

的損失，而後遇到挫折只會

想逃避。你後悔了嗎？別讓

今天的錯過成為明天的後悔

。」主任認真的說著。

 不管時間過了多久，那都是

一段值得回憶的歲月，把握

當下，不留下一絲遺憾。每

一次的畢業典禮，代表的不

是結束而是另一個規劃的開

始，翠雲老師表示：「每一

個畢業的過程，對我而言總

是充滿著期待，沒有所謂的

感傷，只有對未來的渴望與

渴求，但是我對自己說，必

須做最初的那個自己，保有

『本質』的自己！」。

阮靖芳：機會是留給

有準備的人，我堅持、

我深信。李亭：李二妙

要當個妙人，妙女友和

妙老師！王佳萱：青春

的回憶錄，謝謝你們陪

伴我一起寫下。康宜萱

：寵辱皆驚！林怡嫥：

Ally、Eudora，請一起

妙妙妙的實現夢想。鄧

惟介：要時常保有愉悅

的心情。趙柏彥：與其

後悔不去做，到不如做

了再後悔。洪廉萁：感

謝文藻應華系讓我發現

自己有無限可能！莊珮

玉：這個世界充滿機會

，你只要相信自己，沒

有什麼不可能。謝依玲

：不論未來身在何處，

不要忘記…all。楊瑋

玲：無論遇到困難，都

要勇往直前！王思勻：

感謝所有的老師，祝福

大家，平安快樂。陳姿

吟：朝數百個夢想前進

，然後瞬間老去。陳怡

君：莫忘初衷！張宛甄

：Bon Courage！潘文

鴻：目標即是動力，動

力使人前進，有夢最美

！黃新善：眷戀最後的

最後，期許另一段最初

的最初。陳品蓉：Bon 

Voyage！

李維智：不論何時何地，

都不要忘記最初的自己。

廖昱寧：時光匆匆，要做

的事，就快去做。王建勝

：成功不是奇蹟，而是堅

持到底。何佳安：永不放棄

追求夢想。陳鈺如：所有的

磨鍊都是為了迎接成功的到

來。林秉佳：Do the right 

thing right！楊雅評：全

力以赴實踐自己的夢想。游

子瑤：Don’t give up even 

if it all goes wrong！許

心慈：Success grows out 

of struggles to overcome 

difficulties.郭妘妘：加油

Go！Go！薛依帆：新的起點

，是一條寬敞明亮的道路。

賴姿蓉：往目標邁進，不要

讓未來的自己遺憾與後悔。

松書雅：大家一起變小富婆

。李雅卿：有夢最美，築夢

踏實。陳盈臻：四年的點點

滴滴定是一輩子的回憶。洪

鈺雯：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

天空，Do my best！陳玫秀

：True wealth is what you 

are, not what you have.

葉家維：永遠深信與追求，

自己的無限可能。莊盈秋：

回顧大學生活，是一本豐富

的相簿。楊唐棠：沒有行為

的信心是死的。陳儀芳：心

安即是平安。陳姿君：追逐

夢想，未必如願，但至少努

力過。陸澐葶：希望自己能

過順利畢業！XD鄺慧豐：不

管何時何地，請保有一顆

赤子之心。陳珮欣：加油—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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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猜中了嗎？

由左依序為

林景蘇主任、林建勳老師

林翠雲老師、戴俊芬老師

向麗頻老師

責任編輯：詹筱帆



【記者鍾瑋真報導】

波
蘭交換生Cris笑著說

：「我喜歡在台灣踢

球。」雖然台灣的踢球技巧

比不上波蘭的球員，但他很

享受在文藻操場上和大家一

起踢球的過程。

　回憶起在波蘭踢足球的時

光，Cris說通常會有一個隊

伍脫掉上衣以便區分兩隊，

但在台灣一次也沒看過這種

「脫衣動作」。社員林恩鐸

聽見後，面帶靦腆的微笑說

：「因為我們比較害羞！但

下次可以嘗試。」

　Cris對於台灣另一個現象

也感到驚奇，那就是有女生

加入踢球的行列，他說在波

蘭幾乎是看不到的女生和男

生一起踢足球的，也笑著說

：「這些女生都很棒！」

C M

Y K

【記者柯郁馨、楊佩穎、陳

奕卉、戴淑貞 報導】

細
心撕開包裝紙，打開

層層疊疊包裝，撲鼻

而來的茶香味，是珍藏近40

年的普洱茶，陸冠州老師說

：「普洱茶最珍貴的地方就

是年份，如同酒一般，愈陳

愈香。」

　除了熱愛飲茶外，陸老師

對茶的研究也極為深入。陸

老師特別拿出從大陸收藏的

普洱茶專書，為我們詳細講

解。陸老師說，普洱茶最好

的產地是雲南，雲南的氣候

、地理環境都非常適合普洱

茶的生長，與台灣普洱茶不

同的是，雲南普洱茶是喬木

，台灣則是灌木。喝普洱茶

除了可以降低膽固醇、利尿

排毒、消除體內致癌的自由

基。普洱茶可細分為生茶、

熟茶兩種，生茶與熟茶之分

辨，可以從香氣、茶湯的顏

色深淺和葉底來做區分，需

要注意的是，大陸商人都會

用熟茶欺騙觀光客是陳年的

生茶，選購時建議找可信的

商家購買，才能喝到真正的

好茶。

　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陸

老師的親戚從香港帶普洱茶

回台灣，陸老師記憶猶新，

當時就讀高中的他與同學們

熬夜唸書。陸冠州老師的提

神飲料就是普洱茶。他指出

，普洱茶性暖，喝起來暖胃

不刺激，一喝就是數十年，

但好茶愈喝愈少，因為商人

的炒作哄抬讓劣質普洱茶充

斥市面。此外陸老師還為了

普洱茶收集紫砂壺，強調用

礦泉水才能沖出茶的質感，

因為茶葉和水集結了宇宙天

地之精華。

　在訪談結束之後，陸老師

帶來珍藏將近40年的普洱茶

，教我們如何品茗。聞其味

：味道要清，不能有霉味；

辨其色：茶色如棗，不能黑

如漆；品其湯：回味溫和，

不可味雜陳。其中特別的是

，我們發現打開包裝紙後，

每餅茶都附有自己的專屬身

分證。從醒茶到洗茶再至悶

泡茶葉，陸老師對每個繁瑣

細節絲毫不馬虎。他簡單地

說﹕「喝茶是要感受茶的生

命。」從陸老師喝茶的態度

看出他對普洱茶的熱愛和堅

持。

「喝茶，就是要感受茶的生命！」醒

茶、泡茶，以謹慎的態度對待普洱，

感受淬煉之後的美好。

茶香滿
陸香帥品茗寶典艷冠神州

血型：AB型

星座：金牛座

最喜歡做的事：善事

最討厭做的事：兇學生

最喜歡的歌手：邦喬飛

婚姻狀況：已婚

喜歡的女明星：吼～那

個腿吼!!!

檔小

州 州

更正啟示：

更正應華系報第二期第一

版新鮮看「起手御墨 如

椽巨筆驚風雨」下方「文

學獎得獎名單 第一、二行 

散文A、B組」為「新詩A、

B組」。

對不起，我錯了！

C M

Y K

【記者李琇綾報導】

每
天在漸漸轉暗的下午

５點，總可以看見操

場內奔馳著一群熱血的身影

，他們正是文藻足球社。

　足球社的球員們雖然來自

於不同的國家，但心裡卻懷

著同樣的熱情，從創社時只

有４、５人的組織到現在擁

有眾多的球員，社團的茁壯

對他們來說實屬珍貴。

　社員中來自印尼的劉樂仁

表示，雖然在台灣與印尼的

踢球模式大部分都相同，但

是在台灣踢球比較自由而沒

有壓力。

　來自哥倫比亞的Sergio也

表示說，在他的國家裡，足

球為主要體育活動，因此競

爭都相當的劇烈，勝敗也隨

之重要，平常甚至還會發生

肢體衝突事件，壓力感也便

隨之而來。所以他很喜歡在

台灣這個自由、沒有壓力而

且盡情活躍的國度中踢足球

。

黃昏，他們在操場奔馳!

用腳和世界連結
Cris:我喜歡在台灣踢球!

來自不同國家的足球社員們

在大太陽下揮灑汗水。

　　　　　〈李琇綾提供〉

〈顏彙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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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孟晴

雖然來自不同的國家，但是足球社員們都非常珍惜和大家一

起踢球的時光。                          (李琇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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