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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囉！

華語教材教法伸向國際
【記者林家瑩、林箴言、蔡

欣燕、楊群薇聯合報導】

由
應用華語文系主辦的第

一屆國際暨第四屆古典

與現代學術研討會將於 3月

27、28日於文藻外語學院舉

行。本次研討會的特色在華

語教材與教法的研究，包括

越南、馬來西亞、日本、韓

國、法國及台灣的學者們，

將進行論文發表。

　此次研討會將有三場專題

演講，分別由台灣師範大學

葉德明教授、文藻外語學院

的許璧教授及越南河內國家

大學中文系的阮黃英主任主

講。

　研討會的徵文極為踴躍，

發表的論文共32篇，另有11

篇論文做壁報發表。本校應

華系戴俊芬教授，她提出一

字多音現象來看華語教材之

編寫，古今音變、南北音殊

，造成字音分歧，此現象對

於以華語為教學或學習者，

是最為困擾的地方。

　本校的廖南雁老師與廖淑

慧老師更提出法文母語者華

語聲調習得之偏誤分析，透

過測驗與觀察華語中心的學

生，觀察以法文為母語的學

習者在華語聲調習得方面的

偏誤。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的法籍生李賀斐，以

《小王子》一書，提出法語

關係從屬子句及其華語對應

句型之探討，讓法籍學生在

學習漢語關係子句時能避免

發生偏誤。

　在台灣外籍配偶人數的增

加，對新台灣之子的學習也

逐漸重視，例如高雄師範大

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楊冠

玲提出的「新台灣之子在華

語文圖畫書之閱讀回應與策

略之個案研究」，它主要是

根據學生個別的學習差異、

不同的背景知識和閱讀華與

圖畫書的本文不同，而有不

同回應的一項研究，另外「

外籍配偶班與文教材教法規

劃芻議」也成為當中被研究

的主題，都是個值得探討的

議題。

　另一種新世代的教學與各

種媒體都有相關例如《迷你

廣播劇》，它是台灣各大學

的華語教學中心的中級華語

教材，這個教材的編寫是從

中級口語教材出發，利用多

樣性的主題、MP3光碟、聽力

練習課程和學生作業簿等等

製作多樣化教材。

　近年來在國際上掀起一陣

華語熱的風潮，許多外籍朋

友除了在自己的國家學習中

文外，也慕名前往中國大陸

及台灣來學習華語，因此華

語教學的學術研究是一個很

重要的學術領域。

 本校華語文研究所的研究生

們也在老師的指導之下，參

與論文發表，藉此磨練在學

術方領域的研究。  

 關於華語教學論文一連串的

研究和討論不只是為了要突

破傳統、刻板的教學模式，

更是在強調實用、生活化的

應用能為廣大的華語學習者

帶來正面的學習成效，也因

不同語言文化的特性來探討

出合適的教學模式藉此提升

學習者的學習興趣與動機。

【記者胡茵茜報導】

去
年本系的老師與研究生

在越南河內國家大學中

文系與其師生共同舉辦研討

會，阮黃英主任對本系師生

友善相迎，系上學生熱情參

予，研討會舉辦十分成功。

 今年由文藻應華系舉辦的古

典與現代研討會，特邀教授

共襄盛舉，阮黃英主任率領8

位越南學者，共同來台發表

論文，盛況空前。阮黃英主

任是越南社科院的語言研究

院博士，現任教於河內國家

大學所屬外國語大學，專長

為漢越語言對比研究與越南

漢語教學研究。於越南出版

《漢語教科書》，也在《華

語教學研究》發表「越南漢

語師資隊伍情況之考察」、

「現代漢語表示祈使義的疑

問句考察」。

阮黃英主任(左)與林景蘇老

師(右)於越南合影。

【記者胡茵茜報導】

阮
紅清主任，任職於越南峴港國

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今年參

與本系主辦之古典與現代研討會，除

了發表論文，也來互相交流。

　本次發表論文內容為越南教育部對

漢語專業本科的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文

學作品選讀課程所規定進行探討；針

對越南學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學習目標

，進行討論以便找出符合于越南學生

的「中國文學史」與「中國文學作品

選讀」教材的內容大綱、作品選入及

其教學方法。

　怎樣使中國文學課並不成為枯燥的

、是單純知識傳授的課程，應成為有

利於學習者發展語言技能以及語言交

際技能的課程，達到培訓的目標，滿

足社會的要求。
阮紅清主任(右)與徐漢昌老師。(應華系提供)

  95級應華系應屆畢業生於2月27日拍完了畢業照，在經歷四年大學生活後，即將揮別文藻，踏上另一個人生階段。無論是進入職場成

為菜鳥，或者是繼續進修鑽研更深的學問，戴上畢業帽後的每一天都將更加不同。祝福你們，期待再會!               (應華系提供)

紅清來相挺 學習華語不枯燥

第一屆國際暨第四屆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　3月27日於文藻外語學院舉辦　發表論文4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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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宜樺報導】

閒
暇時無妨找些事情做，是看電視還是上網？其實都不是。有一

種東西不僅能夠豐富生活，還可以拿取獎金增加零用錢，那就

是「第廿二屆文藻文學獎徵文比賽」。才華洋溢的你，還在等什麼

，趕快拿起你的筆，寫出最傑出的作品，不管是「新詩」還是「散

文」，甚至創作出屬於個人獨創風格的「小說」，或者把畢生的經

歷改編濃縮成一齣「戲劇」，當個小小編劇也行。此外，有別於往

年，今年特別新增一項「影像‧敘事」(如右圖)，只要拿起相機捕

捉美好的瞬間，再加上文字敘事，讓影像會說話，獎金優渥等你來

投稿。

　投稿時間：即日起至3/19止，詳細比賽辦法請上應華系網站。

　備註：投稿封面請至應華系網下載。

文學獎來囉!

飛越赤道 洪庭怡築夢踏實
【記者孫詩潔報導】

坐
而言不如起而行，每個人都有

目標與夢想，但我們都知道堅

持到最後的人才是勇者。UC4A的洪庭

怡，是在二年級才轉來文藻，身為轉

學生，可想而知比一般同學都還要辛

苦，卻也更努力的往理想前進。在去

年底申請了到紐西蘭教授小學生中文

的資格，這是由外教系所提供的實習

機會，洪庭怡突破重圍，取得了實習

的資格，在今年寒假前往紐西蘭的

St. Columba’s school Hamilton進

行實習，洪庭怡表示：「前三個禮拜

要先去University of Waikato做教

學前的訓練，學習使用英文教學課程

並轉換成中文。教導低年級生的方式

不僅表達要淺顯易懂，還得做教具輔

助，引起學生的興趣才是最重要的。

」洪庭怡說，因為往後想要朝著華語

教學發展，所以這次的實習是一個很

寶貴的經驗，也讓她學習了很多。除

此之外，洪庭怡連續兩年參與文藻校

內的卓越計畫，不但採訪過傑出校友

、協助中文檢定測驗，也有教導校內

德文系與法文系教授中文的難得經驗

。

　正忙於畢業專題的洪庭怡，問她大

學生涯最驕傲的事蹟是什麼，她謙虛

微笑回答，「因為我是轉學生，需要

補修很多學分，現在忙於畢業專題，

除了有修教育學程外，也對電腦繪圖

設計有興趣，所以選修了資管傳的課

程，我也在當家教、在補習班打工。

即使這麼忙碌，事事繁雜，我卻都能

夠相互平衡、兼顧，這大概就是我感

到最驕傲的事了。」對於未來目標努

力不懈的洪庭怡，深信這樣的辛苦與

經驗累積，最後必定會嚐到築夢的果

實。

洪庭怡和紐西蘭當地小學生一起開心學習。                   (洪庭怡提供)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寒假出征紐西蘭 國小實習經驗分享

一個人的寂寥 

伴著嘆息

只能如浪再次退回

靜的大海…

責任編輯：陳依華

2010年 3月 12日 星期五

                                                            (葉雨芹提供)

第一屆國際暨第四屆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議程表
2010.3.28(星期日)2010.3.27(星期六)

 8:30-10:00 專題演講：概論現代華語文教材與教法

10:20-11:50 第一場次：針對越南學生中國文學課教程編寫及其教學方法的設想

                      突破性教材《生活華語—聽力與口語教材》之設計與編寫理念

                      CEFR架構下高級應用中文寫作測驗能力指標之研擬與實踐

                      從大腦五大記憶通路思考兒童第二語言教學的教學策略

13:00-14:00 專題演講：在韓華語教學概況提要

14:10-15:40 第二場次：華語教學實習中「小老師輔導實習策略」之成效探討           

                     「義素分析」與「語素義分析」在漢語詞彙分析上的使用與極限

                      以歐洲共同語言架構為基礎的華語文初級教科書練習研究

                      編寫當為小語種（以越南文一為例）的越南文教材的構思

                      三色原子筆法在閱讀教學上的應用

                      從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華文課程之演變看馬來西亞華語教育發展  

                      法語關係從屬子句及其華語對應句型之探討

                      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比較句之偏誤分析

16:00-17:30 第三場次：由漢語動態助詞「了」、「著」看以英語為母語學生之偏誤及教學

                      新臺灣之子在華語文圖畫書之閱讀回應與策略之個案研究

                      臺灣現行新移民識字材檢討與建議

                     「外籍配偶班」語文教材教法規劃芻議

                      影視教材與台灣文學主題之華語文課程設計

                      中級華語綜合課之教材教法

                      以文化為中心運用電影於華語文教學之教材設計

                      華語歌曲選取標準建立初探

 8:00-9:00  專題演講：關於漢語文化輔助教材的幾點認識

 9:10-10:40 第四場次：越南漢語言理論輔助教材設計方案

                      越南漢語教材使用現狀及開發前景

                      河內國家大學所屬外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化

                      系培養與教學目標歷史沿革初探

                     「剛」、「剛剛」和「剛才」的偏誤分析

                      與教學策略

                      越南學生漢語動賓式離合詞習得研究與教

                      學對策

                      漢越詞對越漢語詞彙教學中的雙面性作用

                      初級漢語教材中的生詞例解以及對越詞彙

                      教學

                      越南學生學習《漢語詞彙教程》的易、難

                      點

11:00-12:30 第五場次：法文母語者華語聲調習得之偏誤分析

                      漢語程度副詞研究及其在漢語作為第二語

                      言教學應用

                      由一字多音現象來看華語教材之編寫

                     「被」字句語法教學的相關問題

(詳細研討會資訊請上應華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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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佩穎 蔡佩玲報導】

三
年級的拔河在3月5日

下午5點在操場舉行，

UC3A與資管傳2A展開拔河的

對決，雙方僵持了很久，在

勢均力敵情況下，僵持了30

秒後，資管傳戰勝了UC3A！

比賽完後，UC3A的薛湘儀對

比賽前的心得訴說：「三年

級已經沒有體育課了，而且

其他同學的課也修得滿滿的

，所以都沒有時間練習。只

好照著之前有一位同學有拔

過河的經驗，下去拔啦！」

比賽前的心情與比賽後的心

情相差很大，UC3A薛湘儀微

笑著說：「我們是很青春的

老人啦！」她知道拔完河的

時候，手臂會很紅，也會很

僵，雖然有些人嘴上說著不

想拔，但是等要上場比賽時

，還是會很開心，且當裁判

喊預備時，大家會以一種興

奮的心情拿起繩子，努力迎

戰。

　　就在UC3A結束拔河比賽

後，換UC1B上場，看完UC1B

比賽的表現後，UC3A薛湘儀

表示，一年級真的很認真！

而且一年級的學弟妹們對於

系上的活動都還滿積極參加

的，在迎新與拔河上，她看

到了除了下場的人外，還有

一大群的加油團，對一年級

的學弟妹讚嘆說：「一年級

這樣很好，很團結！」UC3A

薛湘儀表示，他們在拔河前

根本沒有做什麼練習，只是

呼口號『剎！剎！一、二剎

！』不過她對於輸了拔河，

沒有什麼遺憾，微笑著說：

「其實賽前就已經對全體說

不奢望會贏了，只要大家撐

個30秒就好了！至少證明我

們還能做得到！而且大家心

裡覺得很棒，這樣就足夠了

。」這次的運動會，UC3A薛

湘儀有著期許，希望大隊接

力能夠再得名！在運動會前

，UC3A薛湘儀給學弟妹的勉

勵是，不管是田賽或是徑賽

，希望應華雪恥！且要『應

』起來！最後，帶給UC3A的

勉勵是，希望能夠盡力，讓

一年級的學弟妹看到屬於運

動會的氣氛！

青春老人拔河去
拔河比賽最年長的參賽者UC3A 努力撐到最後 雖敗猶榮的精神值得稱許  

2010年　3月 12日 星期五

UC1B 柯冠廷；

一
開始大家都還是很平常心的狀態, 比賽前

我們練習時間少, 直到上場後第一次贏了

認為是僥倖, 這次我們有了比練習更多的信心

, 到了第二次又再度贏下對方, 我們互擁而上

, 對於下一場的比賽有了更多的信心, 然而雖

然比賽結果不理想但我認為凡是甭太絕對, 畢

竟我們是充滿氣質的書生, 並不是蠻橫無理的

野人, 在文藻文學獎拿下好的成績才是最重要

的。

UC1B 林柔佳；

其
實當初對於拔河比賽, 我們都蠻不看好自

己的班級, 因為比賽前我們有和別系練習

過, 結果一直都是處於輸的狀態, 所以對於拔

河比賽這個項目我們很沒有自信, 到了第一場

知道要對德文系二年級的時候就認定我們一定

會輸, 卻想不到我們班贏了, 接連第二場對法

文系一年級, 我們也贏了!!! 大家都開心得跳

著歡呼, 自信心漸漸地增加, 我想我們會贏應

該是在於大家都很團結, 第三場對日文系一年

級, 雖然這次輸了, 但是看見大家都那麼努力

的在為這個比賽拼命, 心裡早已經充滿著感動, 

其實我們真的只差一點就可以贏了, 不過我想

輸贏並不是那麼的重要, 最重要的還是班級的

團結心。 

應 起來

UC1B輸了比賽 贏了全班團結

UC1B拔河之餘，來照張相吧!(左下)

當贏的時候，林建勳老師比出振奮手勢。(中)

                             (劉旻諼提供)

努力奮戰的UC3A  (蔡佩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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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瓊文報導】

來
自泰國的Suwanna老

師，上課時用著稍稍

流利的中文位學生講課，

當學生出現困惑表情時，

老師立即拾起粉筆寫起中

文字來，即使老師問的泰

文問題，學生回答不出來

，也總是有耐心的一字一

句帶著每個學生齊聲念，

親切的與學生互動，看不

見師與生之間的隔閡。

　與老師訪談後，發現老

師的中文不錯，一問之下

，雖然然老師從來沒有上

過正規的中文課，但在廣

州教導泰語五個月，中文

也自然而然講的挺好，　

這次因為曼谷大學和文藻

的姐妹校因緣，而到此擔

任泰國語教師。

　問道老師是否看得懂正

體字，老師笑著回道「雖

然認識的正體字不多，但

是我很喜歡」並且對於喜

歡正體字有「我看到，我

明白」的另一番見解。

　這次來台灣的教學目標

，則是希望學生們可以了

解泰國的節日，並且介紹

泰國有名的景點或以教唱

的方式進行，畢竟語言和

文化是息息相關的，也可

以藉此提升學生的學習興

趣。對於台灣，老師喜歡

台灣的天氣，沒有泰國那

樣的熱，也很喜歡台灣的

蘋果，這是泰國沒有的，

到目前為止除了聽不懂台

灣話之外，老師可以說是

非常喜歡台灣的總總。

【記者王筱晴報導】

音
樂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林建勳老師談到活動目的時眼

神堅定的說。由於體認到音樂的重

要性，老師決定將她帶給更多人。 

　「竹簫與水管簫的差異在於中國

洞簫一般都是使用竹材做的，直接

購買的價格也都不低。如果考慮自

製，大都會中竹材取得不易，加上

竹子要先通節、打磨等工夫，實在

費工，不如使用水管來得便宜實惠

。一把水管簫若只計材料費用，約

在台幣三十到五十元之間。唯一無

法企及的是音量，水管簫的音量由

於先天的局限，永遠無法與竹簫相

比，但自娛則綽綽有餘。因此，水

管簫只適合用來練習，並不適合用

來表演。」

　從網路上得到做洞簫的教學，從

日常生活中獲得製作洞簫的材料。

建勳老師主張親手DIY！「做好洞簫

後，接下來練習怎麼吹才是另一個

重要的課題。在練習洞簫時，最大

的難題就是吹不出聲音，因此一開

始練習，建議先不要按住任何孔，

先練習吹出聲音。這個音練穩了，

再按第六孔，以此類推。如果發覺

自己吹的音色不夠美，那就是沒有

使用吟音，再加以練習，不多時即

可大功告成！」

　建勳老師表示：「希望與文藻人

或各界到場來賓分享音樂之美，這

次是洞簫，下次我想挑戰笛子或二

胡！」老師用一份熱忱的心，一步

一步實現對音樂的夢想。

水管變洞簫！

跟著Suwanna唱唱跳跳學泰文
以泰國景點介紹和教唱的方式讓學生能夠更快樂學習

音樂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林建勳老師親手DIY，教導學生如何自制洞簫。　　　　　　　　（王筱晴提供）

DIY達人建勳老師大施魔法 教你動手做音樂 

（Suwanna老師提供）

(露主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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