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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萬難 應華首次奪冠

【記者孫詩潔報導】

金
牌到手！每年一次全校

關注的運動競賽－系際

盃，在十月五日就已如火如

荼激烈展開。女子排球部分

，由林佳玟等三名女排校隊

的選手帶領應華系一步一步

的往成功邁進。

　首戰在10/7對上聲勢浩大

的英文系，應華系一年級部

分的新生也上場感受比賽氣

氛，表現極佳，因此順利拿

下首勝。而在12日當天，對

上的是翻譯系，在對手沒有

任何校隊選手的情況下，應

華系順利獲勝。緊接著，踏

入了爭奪冠亞軍資格的門檻

，在10/14對上練習十分積極

的國事系，雙方你來我往，

情勢十分緊張，比賽延長到

第三局，最後應華系驚險的

以三比二再度得勝，拿走進

入冠亞對決的門票。

　原訂在10/16就可精彩展開

的冠亞軍賽，因校園必須進

行消毒作業而延期，一延就

是在文藻週之後。而在10/26

這天，與實力堅強的法文系

冠亞最終戰終於展開了。對

方球員十分沉穩，實力也不

容小覷，然而應華系隊員也

不願服輸，不放棄每一顆球

跟一絲追分的機會，比賽也

延長到第三局，戰況激烈，

法文系拉開一分，我們就緊

追一分，最後應華險勝！風

光的拿下應華系開系以來第

一項系際盃女子排球冠軍。

【記者孫詩潔報導】

今
年應華系首次奪冠！除

了大家秉持著一顆熱血

的心以及團隊的努力之外，

最主要的靈魂人物就非大四

的林佳玟莫屬，他在球場上

適時的隊球員做提醒與鼓勵

，在慌亂的時候，也穩定其

他球員的心，可說是每場比

賽的領導者。林佳玟同學從

高中就為系排的成員之一，

而在大一加入了女排校隊，

當初想參加的原因沒有其他

，就是熱愛排球，除了想充

實大學生活之外，也想挑戰

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畢竟要

讓排球這個興趣轉變為專業

，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對於去年應華系臨門一腳

，只拿下亞軍深感惋惜的林

佳玟述說「這次系際盃，每

一場幾乎都是抱著平常心。

」並表示幾乎每年都參加系

際盃，其實對名次也沒這麼

看重了，想不到今年能夠幸

運的拿到冠軍，更添一分驚

喜！而最印象深刻的一場比

賽，就是對上法文系的冠亞

爭奪戰了。「因為對方球員

也有校隊的，會有一些畏懼

，不過還是盡全力面對比賽

，大家都很努力！」林佳玟

表示。應華系系際盃女子排

球的歷年成績，可說是節節

高升，在林佳玟同學大二的

時候拿下季軍，去年則是亞

軍，而在今年畢業前夕，能

如願順利奪冠更是感到欣慰

與喜悅。

【記者葉羽芹報導】

10/31~11/1是台南大學「

南大盃」的排球邀請賽，

也是年底聯賽前的熱身賽，

文藻女排與真理、長榮、南

台、屏科、台南這五所學校

進行對戰。最終，文藻以四

勝一敗的成績勇奪冠軍！

　對孫詩潔而言，此項比賽

是她自大一進入球隊以來，

第一次對校外比賽時擔任先

發球員，但她也告訴自己既

然有此機會就要好好把握，

把它當作是一種經驗與磨練

。第二場對戰長榮大學，因

為氣勢被對方拉去、處理球

時太著急，害怕失分，也讓

這場比賽很可惜的輸了，不

過孫詩潔同學說「在這場比

賽中已盡力做到最好，學姐

在場上會不時提醒我與我說

話，讓我能放鬆不少。」

 對戰台南大學的比賽最令她

印象深刻，畢竟對方是地主

隊，熟悉場地是他們佔的最

大優勢，心情格外緊張，平

時學姊的提醒雖然無法容易

做到，但在比賽時就是要盡

力執行，要讓自己在這場比

賽覺得無憾，這一點應該是

文藻女排球員的堅持。

 「第一次當先發球員就能榮

獲冠軍，心裡充滿喜悅，感

謝在這次比賽付出的每一個

人，不管是在場下賣力加油

的、在場上盡力打球的、或

是時時刻刻提醒鼓勵我的人

，我都深深感謝。」她真心

誠意的說著，也為此專訪做

了一個總結。這份榮耀將跟

隨著文藻女排，生生不息。

纏鬥到第三局，眾英勇女將們漂亮的奪下應華系第一面系排金牌。            (楊孟晴提供)

UC2B孫詩潔在台南的南大盃

英勇表現。   (孫詩潔提供)

先發明星
【記者顏彙娟報導】

由
於與UC4A張傑閔，相識

於排球校隊，在學長力

邀下，華語中心的日籍學生

-小野拓也，代表本系參與此

次系際盃比賽。在日本國中

、高中也曾是排球校隊的他

，雖然沒有時間與隊友進行

練習，但憑藉著以前在日本

之打球實戰經驗，仍是這次

比賽不可或缺的主要戰力！

但他即將要離開文藻，心中

除了不捨之餘，亦表示相當

開心在這次比賽能獲得佳績

，成為回國前的美好回憶。

　TAKUYA曾來過台灣旅遊，

所以對台灣有種莫名的熱情

，喜愛台灣的食物以及水果

和音樂，尤其是周董周杰倫

喔！在因緣際會下來到文藻

學習中文，認為學中文比英

文還要簡單，對於中文的「

聲調」特別感到興趣。除了

排球以外也很喜歡跑步，但

是不喜歡在室外打排球，除

了會曬黑，日本人很拘謹，

認為體育館的運動鞋，就只

能穿著於室內，而且日本的

球場地板與台灣不同，是木

製的，導致他曾經在比賽過

程中腳受傷。TAKUYA笑著說

：「台灣和日本很多地方不

一樣，一樣的可能只有比賽

規則而已吧！  

四年不懈 換得璀璨回憶

日籍生小野拓也。(小野提供)

厲害小野

林佳玟英姿。  (孫詩潔提供)

一三四年級男排組合。

             (張傑閔提供)

責任編輯：胡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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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排球囊括一二名 搶下系史上第一面金牌  留名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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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嘉敏報導】

那
是一個特別的國家，東

南西北四都有著不太

一樣的傳統舞蹈、服裝和食

物，南、北邊的傳統服裝更

因氣候影響而不同。」這是

Bangkok University姐妹校

交換老師Tongta對家鄉─泰

國的描述。

　Tongta老師在泰國是英文

老師，經由交流機會來文藻

教一學期的泰文。來台灣已

經三、四個月，學會一些簡

單中文，但對於點餐方面十

分有限。老師來台的第一個

禮拜都吃炒飯，而後她充滿

特色的作法讓每餐都是驚喜

，「＄50、60、65…這應該

是餐點，＄20、25、30…應

該是點心。」點餐時她根本

不知道買的是什麼，等回宿

舍拆開來才發現「哇~原來是

麵！」，「今天是吃飯！」

這就是她的另類點餐方式。

　雖然泰文是Tongta老師的

母語，但這是她第一次教泰

文，所以在備課上會多花工

夫，為了讓學生能預習功課

，Tongta老師會貼心地在課

前寄出講義。「大家都很友

善地幫我忙，就算碰到不會

說英語的人，只用肢體語言

指來指去熱情地幫我。」這

就是Tongta老師對台灣人的

印象。

【記者陳依華報導】

新
學期應華系來了位桃園的客家姑

娘，賴文英老師。透過教育部專

案計畫，文藻聘請了博士教師的文英老

師，她是從輔大、高師、竹教大一路讀

到博士，曾在交大、靜宜與中教大等學

校擔任教職。也許是因為身為客家人，

再加上對台灣語言文化有興趣，文英老

師的碩、博士學位都和台灣語言研究有

關，並教授語言學概論、客家語言文化

等相關課程。

　當攻讀學位時，文英老師希望當個全

職學生，因此沒有外出工作，專心致力

於學業。當時除了作研究外，她也受邀

擔任客語拼音比賽或客語研習營的指導

老師、評審，藉此累積自己的經驗。老

師憶起當初在大學教台灣語言文化課程

時，曾有個原住民學生問：「老師，妳

現在有人養嗎？」當下的文英老師愣了

一下，學生隨即解釋這就是問結婚了沒

的意思，她笑著說當時真的很逗趣，同

時也象徵各種語言文化的差異。

　在文藻近兩個月，文英老師覺得校園

氣氛有制度又不失朝氣，學生十分活潑

，尤其是九月底舉辦的「教師節慶祝大

會」更是讓她印象深刻，當時會場的整

個氣氛很high，精心安排的演出和橋段

都令文英老師記憶猶新，文藻師生間的

密切情感完全展露在表演之中。對於未

來的期許，文英老師說她是個隨遇而安

的人，現階段只希望以後可以順利持續

進行研究，好好完成自己的份內工作，

如果有機會的話，能繼續在文藻教學。

【記者陳奕卉報導】

這
學期應華系老師陣容裡多了幾張

新面孔，教授馬來西亞語、印尼

語的老師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陳中

和老師。

　陳老師今年一月才剛拿到文化大學

中山學術所博士學位，目前是馬來西

亞南方學院亞洲文藝復興與跨文化研

究所專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伊斯蘭

政治、馬華族群關係和東南亞事務。

而來文藻任教之前，老師曾在台灣大

學、政治大學及暨南國際大學教授馬

來及印尼語，亦在玄奘大學教海外華

僑事務，更擔任過台灣外交部馬來及

印尼語的專案老師。

　對文藻的第一印象，他說這是個小

而美的學校，校園井井有條，讓人賞

心悅目；不過擁擠的人潮，讓他不太

習慣。也許正因如此，讓他感覺文藻

的老師客氣熱情，且和學生會有近距

離接觸，達到教學相長，這是文藻和

其他學校不同的地方。

【記者楊瓊文報導】

初
到文藻教授越南文的范明進老

師，不但說了一口流利的中文

，本人更是親切隨和。范老師學習中

文將近二十年，也曾到過中國、香港

、澳門等地教授越語，這次選擇到台

灣的目的是想多見識文化上的差異。

　老師回想他初學華語時，因為是學

校將他分配至中文系，起初他感到有

些害怕，而後的中文書寫對老師來說

更是一大考驗。學習中文至今，老師

非常喜愛中文，也說懂得越多，就越

了解中文的內涵之美，學習中文也算

是一種緣分。說到越語教學，范老師

提到中文與越語的文法差異並不大，

但對於台灣學生較困難的地方是整體

的發音系統上有七、八個越南特色音

，需要學生好好練習，同時老師也努

力開發數位教材。他提到不管是學習

任何語言，只要用心便能學成，如果

遇到學習困難也千萬別氣餒。

在台灣發展出另類點餐方式的的Tongta老師。

　　　　　　　　　　　　　　　　　　（黃嘉敏提供）

就連日常穿著都與客家文化一般樸實的賴文英老師。　　

　　　　　　　　　　　　　　　　　　（陳依華提供）

聲稱自己個性傳承自越南典型農民的范明進老師。

　　　　　　　　　　　　　　　　　　（楊瓊文提供）

待在台灣多年的陳中和老師上課方式個人特色十足。　　

　　　　　　　　　　　　　　　　　　（陳中和提供）

Tongta老師初報到

熱情又大方 馬國青年陳中和

Sa Ka
WadDee

客家姑娘文英
研究台灣語言

活潑跳tone 特色鮮明哇哈哈今日飄洋過海學以致用
范老師學習中文二十年

專案計畫

2009年11月 5日　星期四

責任編輯：陳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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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迎新 歡喜來逗陣
【記者葉羽芹、林宜樺、王

筱晴報導】

新
星相應」是應華系這次

移地迎新的名稱！系學

會副活動長美妤同學表示，

「此活動提倡四個年級都能

參與，不只歡迎新生，更能

促建各年級的感情。地點不

是在高雄也不是在墾丁，而

是選在台南加利利，那裡環

境優美，空氣清新，活動範

圍廣，而且讓每個人都能更

貼近大自然；不管休閒，舉

辦迎新之類的大型活動都很

適合。」

　規劃迎新時，系學會每個

人都很用心準備，不只遊戲

事先綵排試玩過，確保它的

流暢與適合度，更積極向每

班宣傳，還製作了精美的海

報吸引大家。此企劃案在迎

新時間快到時，還進行了大

修改，加入了他校建議與前

幾屆活動的優點，副活動長

說她希望活動能辦到最好，

讓大家都能覺得不枉此行，

才在時間緊湊時還這樣大膽

的做。

　活動結束後，學會更用心

的做了給學弟妹寫的回饋單

，以及謝謝工作人員與隊輔

的感謝卡，這樣不只讓大家

可以說出意見，也能讓他人

覺得貼心。參與活動的學弟

妹在回饋單上表示活動辦的

不錯，這讓學會得到鼓勵，

也告訴了他們「你們做到了

！」。

【記者王筱晴、于孟潔報導

】

各
位同學不好意思，這次

的迎新活動必須臨時取

消。」怎麼回事呀？喔！原

來是主任及學長姊們給大家

的一個大驚喜！不少學弟紛

紛指出這次的迎新真的令人

印象深刻，小隊輔們也表示

：「學弟妹都很好相處，這

次的迎新真的是大成功！」

主辦的應華三年級學長姊們

算是達到他們的目的啦！

　這次的活動中擔任隊輔一

職的應華2B孫詩潔表示，由

於隊輔可以第一線接觸學弟

妹，所以更加深她參與這次

宿營的決心。今年的迎新活

動也不遜於以往，二三年級

的學長姐們用心規劃了許多

有趣又溫馨的節目讓剛加入

文藻應華系這個大家庭的新

生們可以更快速融入其中。

　儘管報名人數並沒有很多

，不過隊輔及工作人員們並

沒有因此而灰心喪志，人少

有人少的好處，例如團結力

、向心力高，且大部分的學

弟妹都願意敞開心胸與其他

組員互動，是一個非常好的

現象。「迎新是必要的，因

為一定要有一個活動讓大家

有機會互相認識，或許會感

到疲累，但這也代表系學會

的行程編排的相當豐富，足

以讓沒有參加這次迎新的人

感到惋惜吧！」同樣是擔任

小隊輔的應華2B黃嘉敏對於

今年迎新發表了這樣的感想

。

　小隊輔UC2A的諸瀅如說：

「雖然參加迎新的新生不多

，值得欣慰的是，事前的準

備沒有白費，事後的努力靠

學弟妹們共同體驗。學弟妹

們都很配合、積極參與學長

姐準備的各項活動，活動不

冷場，氣氛High翻天，不管

是大地活動瘋整天或是晚會

狂歡一整夜，讓大家在歡笑

中度過難忘的兩天一夜。」

　小隊輔UC2A的楊瓊文說：

「最難忘的事是─ 晚會時，

系主任聯合系學會，聯合瞞

騙傻傻分不清楚的新生說：

「因為文藻週有許多人進出

校園，可能校園內有學生感

染H1N1，所以學校通報需提

早結束迎新活動。」當時有

許多人都哭了，不論是系學

會的學長姐們，還是主持人

，甚至是老師、主任也都哭

出眼淚來，好像真的有那麼

一回事似的，大伙的演技超

逼真，簡直可以去演戲了。

以上照片由曾子齊、范又言萲、楊孟晴提供

責任編輯：詹筱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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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只能喝？

月華新上任 慎重踏實冒險進取

【記者楊孟晴報導】

啤
酒不只能喝，居然還能用來

玩遊戲？

　李彪老師和黃彩雲老師所開的文

化評論，為了讓同學體驗買賣經營

的過程，特別請到了李世珍老師帶

領同學操作各大企業龍頭都曾經嘗

試過的啤酒遊戲。

　在遊戲中，以四個人為一小組，

每位同學分別代表製造商、大盤商

、小盤商、零售商等四種身分，利

用200個一塊錢當作一箱箱的啤酒

、一張紙作為倉庫，從下定單、進

貨到交貨、欠款之中，讓同學從遊

戲中體驗買賣中可能會遇到的各種

風險。 陳智賢主任與我們一起瘋狂下訂單。       (李彪提供)

【記者陳奕卉報導】

副
主任，您新手上任，對

於這項行政工作，您認

為困難度在哪裡？

　王月華副主任微笑並淡淡

的說：困難度是自已所想出

來的，事情有分難易，每個

人對於困難的見解不一樣，

換個角度去想，也許就會海

闊天空，更何況應華系徐前

主任曾說「系是大家的」，

各個行政人員繫諸情義、合

作融洽，讓副主任更樂意加

入服務師生的行列。

　A型加上牡羊座二個有衝突

的性格組合，一個是重視傳

統的生活習慣，慎重而踏實

地追求人生的目標，另一個

則是行動果敢，勇於前進，

對任何事情都抱著超越別人

的進取精神，即使冒險犯難

，也不畏縮，這二種性格有

時獲益，但更多時後則有干

擾的困擾，在時間的歷練下

，倒也幫副主任創造出屬於

自己的一套處事方法。

　副主任表示，在這個世紀

，華語儼然成為全球所注意

的語言，但就讀應用華語文

系，不要只把自己侷限在華

語教學這個區塊，也應該多

接觸應用中文，如華語文之

使用或傳播；展示方式，如

傳統書寫或數位結合等，除

了可以提升中文國際化的重

要性外，也是在這七年以來

應用華語文系所努力推行的

方向。

　對於應用華語文系的學生

期許是什麼？副主任則表示

，與其這樣問她，不如請學

生自己問自己，我對自已將

來的期許是什麼？大學四年

，是人生當中很重要，也很

多彩多姿的日子，在這現有

的時間內，同學們應該重整

自己所擁有的能力，找出自

己所處的位置，弄清楚自己

想做什麼？能做什麼？當然

，在徬徨之際，也應該多聽

些演講、與老師及同學分享

。

　至於在國際交流（國外實

習）方面，副主任則鼓勵同

學多利用學校的資源學習語

言，除了英法德西日五個大

語種之外，也可以學習小語

種，努力儲備知識與技能之

糧，以便機會一來，隨時可

以跟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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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孟晴

I’m sorry
更正啟示：

更正應華系報第五期第一版

發行人欄本為空白，改為陳

智賢。

更正應華系報第五期第一版

施宗賢老師為施忠賢老師。

更正應華系報第五期第一版

記者黃家敏為記者黃嘉敏。

更正應華系報第五期第三版

記者楊群威為楊群薇。

200個一塊錢能做什麼呢？李世珍老師帶你體驗一場驚天動地

的買賣遊戲。                               (李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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