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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上寒山石徑斜             

【記者于孟潔報導】

採
訪過程中，師丈特別來

電傳情，並叮囑雪鈴老

師千萬不可透露任何隻字片

語。

　從學生時代開始，經過多

年的愛情長跑，終於在2009

年12月14日，也就是雪鈴老

師生日的那天，開花結果，

兩人攜手允諾共渡今生。

 「感情是兩個人的事，婚禮

形式並不重要。」因此婉轉

拒絕說明交往細節和公證結

婚之後的規劃，但幸福仍然

洋溢在雪鈴老師俏麗的臉上

。

　儘管當事人力求低調，希

望可以安靜穩定的進行，但

是旁人的想法不盡如此。

　一般長輩都說:「作父母的

都會希望跟親朋好友宣佈自

己的寶貝女兒已經出嫁的消

息吧！」年輕人的想法固然

是一回事，但是多少考慮到

父母的希望也不是不好。

　雪鈴老師害羞的說，還是

會尊重父母的想法，婚紗照

一定會在近期內釋出，請各

位敬請期待。

【記者葉羽芹、孫頌華報導

】

由
應華系主辦的第二屆琅

琅上口比賽在12月17日

畫下完美句點，參賽隊伍雖

然不多卻菁英輩出，比賽內

容豐富多元，有單人朗誦、

雙人和頌、團體戲劇方式，

或是將現代詩與古詩融合，

在加入肢體動作，每一組的

表演內容都頗具創意，服裝

上也極具巧思，例如由UC2A

所朗誦的『詩神』，他們搭

配的服裝是用黑色垃圾袋來

製作，演出時一人飾李白一

人飾杜甫，將原詩用對話方

式帶出其中的詩感，也加入

了疊誦的技巧；而這次獲得

第一名的UC1B蔡佩玲及沈玨

安同學，為了這次的比賽創

作另一首現代詩『秋行』，

並將這首詩融合古詩『山行

』，表演時不只配合音樂展

現誦的技巧，還加入了唱，

服裝上也統一以『紅色』為

主，穿上旗袍的她們頗具中

國味，朗誦詩來便更有情調

了。蔡佩玲與沈玨安同學表

示，這次的比賽林建勳老師

幫了很大的忙，在音樂、肢

體、道具、服裝上也給了很

多豐富的意見，讓她們能表

演的更為淋漓盡致，或許準

備時很辛苦，必須犧牲許多

空閒時間，但她們覺得很值

得。這次的評審趙靜雅及王

季香老師也對比賽表示讚賞

，她們認為看到了不少精湛

的演出，也期盼下次會看到

更多同學踴躍參加，希望同

學們繼續努力，加油！

第二屆琅琅上口活動圓滿結束(右圖)。西語系的精采朗讀(左上)。UC2A的「杜甫」與「李白」(左下)。    (應華系學會提供)

雪鈴結婚了!

創意新詩散文朗讀 你扮李白我唱杜牧 實力雄厚花招盡出 

雪鈴老師與師丈?(李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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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胡茵茜

　應華系報為一份全由學生採訪編輯報紙，於

2009年3月2號正式發行，透過課堂上的編採課程

實務應用，讓我們有了學習的機會。在這期間師

長們的建議、學生們的評判都將成為我們未來改

進的原動力。在本學期期間，承蒙應華系學會補

助及兩位熱心人士捐款，特此表示感謝：

麥當勞台灣區副總裁 洪明山     金額 10,000元

喬灃行董事長 陳喬峰           金額100,000元

應華系系學會補助每期3,000     金額 12,000元

　　　　　　　　　　　　   應華系報全體師生

誠心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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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群薇、楊景淳報導

】

在
去年文藻週的外籍生才

藝秀這項活動中，廖南

雁老師及廖淑慧老師意外發

現，擔任主持人的法籍交換

生法蒂瑪在口語發音上明顯

地與其他國籍的學生有很大

的差異，由這名法籍學生發

音的狀況上，想起以往所輔

導的法籍學生中也有類似的

情形，因而認為這點有研究

的價值。

　被研究的學生共有九位，

這些學生分別來自法國以

及比利時，兩位老師根據

學生的發音狀況，設計了

多種教材以因應學生的發

音與進度，並採用「PRAAT

語音檢測系統」來分析學

生 們 發 音 的 強 、 弱 、 高

、低，來幫助學生正音。 

　在第一階段的研究中，兩

位老師使用錄音帶，讓他

們辨別字的聲調、雙音節

的練習與念短句，而第二

階段則配合第一階段更深

入的去研究學生們的發音

問題與難點，並且針對個

人問題去做輔導和練習。 

　兩位老師進行研究的過程

中發現，法籍學生在發音上

音調偏高、聲線輕而柔，且

在說話的力度上較弱，因此

在念中文時，二聲與三聲較

難掌握，尤其在三聲這個發

音上容易出錯和混淆。南雁

老師表示：「外籍生的發音

問題，來自於母語的影響

、語系還有文化的民族性

，並不是單一問題的。」 

　另外，南雁老師發現外籍

生對「一字多音」和「同音

不同調」的字句上，也很難

分辨，因而須透過更深入的

研究，幫助外籍生更順利的

學習華語。而除了發音的部

分外，在語法方面也出現問

題，比如像「才...就...」

的句型就不甚熟悉，或是對

於同義詞與近義詞上的運用

，也不大清楚。南雁老師:「

文藻外語學院資源相當豐富

，若是語法的學習問題，也

可以請教各系的老師，以便

了解外國和台灣語法的差異

性並加以改進。」

「從做中學 機會可遇不可求」
去美國教華語? 陳麗卿教授勉勵台灣莘莘學子 放眼天下追求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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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顏彙娟報導】

一
封來自臺灣溫暖的信，

使遠在美國致力華語師

資培訓課程研究規劃的美國

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州立大學

陳麗卿教授，懷念起臺灣溫

暖的心、臺灣敦厚的人情味

。如今於美國從事華語文教

育事業已20餘年，頗具一番

作為，亦佔一席之地，陳麗

卿教授表示，做人應當飲水

思源，認為生於臺灣、長於

臺灣的她，必須將好的機會

與經驗帶回臺灣，勉勵莘莘

學子不必畏懼，勇於跨出人

生的第一步，拓展個人的國

際觀視野。

　再者，陳麗卿教授語重心

長的說：「從『做』中『學

』，機會可遇不可求，能夠

掌握的只有已經先準備好的

人，否則便稍縱即逝。」此

外，由於臺灣擁有良好的中

華文化保存，以及正體漢字

的教育普及與使用，對於未

來臺灣欲從事華語文教學的

學生，這是兩個極具優勢的

背景。加上文藻學生的語文

能力十分優秀，大家勿畫地

自限，從外面的世界，可以

更寬廣地看到自己。

　演講過程的氣氛相當溫馨

且愉快，陳麗卿教授詳細的

說明如何到美國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就讀的條

件資格，並耐心的講解就學

的流程與美國目前華語文教

學的情形，並努力在美國鋪

陳安排華語師資培訓的環境

，願提攜更多優秀臺灣華語

師資的學生，前往美國自由

民主的平台，發揮所長、宣

揚中華文化，為美國人提供

中文學習課程。

　最後，陳麗卿教授她笑著

說：「其實以前從沒想過我

會有到美國發展的機會。」

現在她做到了，同學們，你

們做好準備了嗎？

炫風回台的麗卿教授(左二)，受邀到文藻分享她的理念，期待台灣的學生能好好養足實力，把握每個機會，向海外發展。                    (陳依華提供)

他總說：「我是法國ㄖㄩㄣˊ」為什麼？

為什麼？

協助研究的法籍越南學生-蘇安(右)與正音輔導小老師一起去

英國領事館遊玩。                         (莊雅如提供)

「雙廖老師」南雁、淑慧攜手合作 研究法國籍學生的華語發音 

責任編輯：陳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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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 朗讀內心的感謝
【陳奕卉 劉旻諼報導】

又
到了歲末年終的時節，

應華系依照慣例舉辦系

聚餐，繼去年到東坡醉月吃

杭州菜後，今年特別選在乾

淨、衛生、吃到飽的自由路

千葉火鍋舉行眾所矚目的系

聚餐。系主任陳智賢、王季

香老師、林建勳老師、鐘明

彥老師、鄭國瑞老師及師母

、李彪老師、駱業鴻老師也

撥空前來共襄盛舉。而用餐

之前的系主任勉勵、為愛朗

讀及賓果遊戲更拉近應華系

同學們的心。

　有別於以往的系聚餐，今

年在用餐之前，系學會特別

安排了二個溫馨又有趣的小

遊戲帶動現場氣氛。活動一

開始，由神秘嘉賓李彪老師

唸誦一副對聯「金牛昂首高

歌去 玉虎迎春送福來」為「

為愛朗讀」揭開序曲。UC2B

楊佩穎表示，當李彪老師朗

誦到由學妹寫給她的卡片時

，讓她感到驚訝不已，沒有

料到在眾多卡片裡會唸到她

的，不過也讓她覺得很溫暖

、窩心；另一個活動「賓果

遊戲」則用猜謎語方式進行

，在大家踴躍舉手猜謎下，

為此次系聚餐掀起了另一波

高潮。

　系學會活動長UC3沈美妤表

示，為了讓大家更認識彼此

、增進感情，也為了因有事

而不能準時到達的同學，才

會精心策劃暖場的小遊戲，

讓大家在吃飯之餘，更有聚

在一起的感覺，這次活動大

家參與度很高、氣氛也很熱

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現場

有些小混亂。

 　系主任陳智賢則表示，雖

然天氣寒冷，但學生的參與

度不錯，使得活動更加的有

味道。在新的一年裡，除了

期許應華系越來越好之外，

主任也會努力為系上爭取更

多福利、多辦一些學術性的

活動，例如：讀書會、演講

...，讓應華系的學生更有文

學素養、培養更多能力。

【楊佩穎、蔡佩玲報導】

應
華系期末大會於12月30

日在文園2F舉行，在一

片歡樂交雜著感性氣氛下圓

滿地結束，系學會指導老師

王季香老師鼓勵大家多多參

與系學會，陳智賢主任看完

活動組影片感慨：「青春真

好！」。

　王季香老師分享她大學時

代，她參加了很多社團，從

這些社團裡面學到了很多能

力，例如：談吐、公關、處

理文書的能力…等。另外她

將應華系比喻成一個社團，

提及到社團的經營需要社友

的支持，且也需要社友的傳

承下去。

　陳智賢主任要同學們思索

，除了讀書、打工之外，在

大學時期我們還可以做哪些

事情，他表示加入系學會不

只是知識的成長，更學習到

如何經營、應對一個團體，

怎樣才能帶出一個活動，雖

然在這過程中有些事不如你

想像中的滿意，會遇到不少

挫折，但人都是從挫折中學

到經驗，這更能鍛鍊我們的

韌性，最重要是你知道有一

群人一個組織在帶領你、支

持你和你站在同一陣線上，

所以你就勇敢去做吧！

　活動組特地做了一段回顧

影片，以活潑有趣的方式呈

現，營造輕鬆愉快的氣氛。

活動組長黃依駿表示，迎新

茶會那天由於天公不作美，

但仍有許多同學冒雨前來參

加的熱忱，讓幹部們覺得很

感動，他也提及雖然迎新活

動參加的人數不如預期中的

滿意，但結束之後有人笑得

很開心，有人甚至抱著幹部

們說活動很好玩，這更是讓

他們備感欣慰和溫馨；總務

組運用以往未有過的方式，

將有繳系費的同學公佈出來

，藉以鼓勵，其中最受人表

揚的是應華1B，總務組長邱

逸寧說：「他們班全數交齊

且是最早交的一班。」最後

，組長給大家的叮嚀是希望

大家能趕緊交齊系費，強調

『沒有錢就沒有活動！』。

　期末大會的尾聲，系學會

特地頒發感謝卡給在座的陳

智賢主任、王季香老師及各

個班級，讓每個人感到意外

的驚喜及感動，可見系學會

如此用心聯繫這個大家庭的

關係，除此之外，應華系學

會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應，會

長更是肯定他的團隊，特別

獻上感謝卡給每一位幹部。

另外，會長強調系辦外面有

一個紅色信箱，歡迎大家有

疑問、有意見的都可以將紙

張投遞進去，系學會會盡最

大的全力達到大家的需求，

跟其他系比，系上還是有很

多活動。

　最後，會長說：「希望大

家能夠更有參與會議的意願

。」會長期許明年能有一些

東西可以吸引大家參加，或

是有趣的議題，讓大家有一

種『有吃擱有掠』的感覺。

應華系系會長林恩鐸(圖右)頒感謝卡給陳智賢主任(圖中)、王季香老師(圖左) (楊佩穎提供)

期末聚餐熱鬧滾滾 彪哥為你大聲說出內心不能說的秘密

彪哥大聲公(著聖誕帽的可愛帥哥，圖左)                                  (陳奕卉提供)

青春真好！期末大會充滿活力
回顧學期活動 盡是喜悅 老師分享大學時代經驗 勉勵同學參加社團 

責任編輯：詹筱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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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舜儀 孫詩潔報

導】

只
要和他相處三天，

就能夠抓到他的特

色，把他模仿得維妙維

肖。

　李維智帶點驕傲的神

情訴說。曾經在謝師宴

的開場節目上，揮灑自

我才華，一次模仿了七

、八位老師，其中包括

陳智賢主任、施忠賢老

師、王靜芳老師、王季

香老師等，並且模仿的

淋漓盡致，絲毫不遜色

，使全場觀眾皆拍手叫

好。採訪過程中，李維

智學長也很大方的直接

表演一段模仿秀，完全

不吝嗇。但他也不是什

麼都模仿，他最喜歡模

仿周遭生活的人，譬如

同學或是老師等，「因

為上課很無聊，所以就

會觀察老師的小動作跟

說話方式，不但拉近師

生的距離，也增加了一

些生活樂趣。」李維智

笑笑的說。

　台上台下判若兩人的

李維智學長，私底下其

實是慢熱又害羞的，但

他就是有一股天生的表

演慾望與天份，讓他一

站上台，就可以完全投

入表演之中，使全場焦

點都投射在他身上，這

樣的舞台魅力以及在台

上不畏懼的勇氣，從他

當大學新鮮人開始，就

已經有機會磨練了。

　在大一、大二時期，

就曾主持過系上各大活

動，譬如迎新茶會、迎

新晚會以及詩歌朗誦比

賽等，更主持過全校性

的卡拉ＯＫ比賽，「當

時最糗的是我還在台上

破音了，印象好深刻！

」就是由於李維智的主

持效果極佳，接二連三

主持活動的重任都落到

他身上，但他很樂於其

中，認為可以幫助自己

有台風上的歷練，對未

來很有幫助。

　除此之外，李維智也

曾演出兩屆的應華系畢

業公演，在９５屆的公

演「走過時光之流」中

擔任算命師，「那時候

在後台真的差點緊張到

吐！」之後自己的９６

屆公演「廿」中，演出

廣播ＤＪ阿智師，幽默

又自然的搞笑功力，讓

觀眾對他的演出印象極

深刻，「因為根本不會

台語，為了這個角色，

每天不斷的聽廣播學習

台語並揣摩口氣。」就

是這樣認真的態度，使

他在公演中表現甚佳。

　曾擔任過應華系系學

會會長的李維智也提到

，其實影響他人生觀極

深的就是王季香老師，

當他在主持活動或是執

行職務上，難免很在意

他人的看法，容易受他

人的負面評價給影響，

但季香老師鼓勵他「只

要清楚自己內心真正要

達到的目標，其他的不

用多想，遇到不好的事

情，笑笑就好。」李維

智十分感謝季香老師。

　對於自己的模仿功力

很敢秀的李維智，卻還

是謙虛的說「其實說穿

了，就是我本身愛演啦

！」

【記者王筱晴報導】

短
頭髮戴眼鏡，身著一件中

國式長裙，肩上揹著一袋

書，行動俐落的穿梭在華語中

心與教室間，臉上掛著三百六

十五天全年無休的笑容---她就

是廖南雁老師。

　「我沒有不愛吃的食物，對

我來說每樣食物都有他們的特

色，如同不同國家的文化。」

南雁老師從輔仁大學畢業後即

至同是教會學校的文藻來任教

。

　廖老師擔任行政工作多年，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帶團到美

國取經因而在觀念上受到衝擊

。本是持「中學為體，西體為

用」的道理硬著頭皮惡補外語

，後來為了和外國人做進一步

的思想交流，南雁老師每天收

聽空中英語教室增進自己的外

語能力。她表示：「多會一種

語言，就等於多了一項生活工

具！」這項工具讓老師掌握住

人生中一個重要的機會。

　教育部推動國內老師與美國

老師交換留學並研究，廖老師

在美國學習的期間寄宿在一位

日籍婦女的家，並且在房東及

同事學生的幫助下，廖老師體

驗到與東方人不同的生活文化

。回台幾年後，在前修女校長

的支持與四海學生的協助下，

南雁老師踏上愛荷華大學進修

的旅程。「雖然過程是辛苦的

，但是我總是很幸運的遇到許

多貴人，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學

得很快樂！」

　「人與人的相處最重要的是

真誠！藉由朋友及學生的幫助

，我的英文論文有了很大的進

步！還記得當初為了研究獻給

這群救星的感恩大餐，我的廚

藝也有大幅度的進步！」南雁

老師用她的一道拿手小蛋糕做

總結。如果操之過急地取出烤

箱中的蛋糕，原本看似澎起的

蛋糕會瞬間塌下，且無法挽救

；相對的，通過耐心的試煉方

能品嚐到漂亮又可口的蛋糕。

　這些蛋糕如同學生般，不要

揠苗助長而是讓他們自然發展

，必要時給予學生鼓勵，相信

時候到了，每個人絕對會依據

個人特色闖出一片天！

目前為本校應用華語系專任講師兼華語中心主任

美國愛荷華大學輔導教育碩士

專長：全人發展、儒家思想、語言溝通與表達技巧

維智擅模仿 誰人甲伊比 

南雁給你笑容 全年無休

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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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智同學於94及畢業公演中的飾演阿智師一

角，其精湛的演出，博得滿堂喝采。

                             (李維尼提供)

(廖南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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