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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產學合作 應用華語系學生進駐華泰電子 菲籍員工認真上課 不上廁所不喝水 

【記者傅紫婷、曾馨慧、蔡

侑珊、楊依婷報導】

本
校應用華語文系首次與

業界進行產官學合作，

合作對象為華泰電子公司。

經過了三個多月緊鑼密鼓的

實習，終於在一月中旬時圓

滿落幕。

　這次的華語教學，主要的

對象是第一線的菲律賓籍作

業人員。應華系經過甄選，

推派出八位同學到華泰電子

公司進行為期三個多月的教

學。根據實習同學羅苹芳以

及葉映汝表示，在華泰電子

公司進行教學實習的困難點

在於教材製作，由於每位同

學在先前都沒有過類似的教

學經驗，均為第一次實習，

所以在製作教材方面費盡苦

思。

　所幸，每位實習同學都有

著打不死的蟑螂的精神，經

過一次又一次的實戰經驗，

所有的困難也就逐漸迎刃而

解。除了實習同學的認真教

學，這些來自華泰電子的外

籍員工也成功的扮演好了學

員的角色，學員們的高配合

度及高學習度，為大家打了

一劑強心針，加上和學員們

的相處方式就像朋友，所以

上課氣氛很輕鬆，壓力減輕

許多。

　教學過程中，外籍員工的

學習狀況良好，對於實習同

學精心設計的課程感到興致

勃勃且樂於學習。其中最令

人印象深刻的學員是泰德莎

，她的程度比其他學員都好

，上課時學習意願很高，表

現也很大方，有問題會主動

提出，也不怕說錯會被笑，

可以算是所有學員中最認真

的一個。因此，到課程的尾

聲，她的程度依然是全班最

好的，有時甚至可以擔任類

似小老師的角色，為跟不上

老師上課進度的學員作解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

些外籍學員大部分都上夜班

，上課時卻非常認真不曾打

瞌睡，也跟著老師反覆練習

，從不喊累。而且在兩個小

時的上課時間內，她們幾乎

不上廁所也不喝水，這是讓

實習同學們印象最深刻的事

情。

　由於實習同學的認真教學

以及外籍學員的好學，一教

一學，相輔相成，經過三個

多月的課程，達到了極佳的

學習成效。實習同學洪若懷

表示，原本以為實習的過程

會很難熬，但是在實習接近

尾聲時，心中卻是滿滿的不

捨，經過三個多月的良好互

動，也與學員們培養出感情

，看到自己教了三個多月的

學員們表現得那麼好，在台

上努力的演出，更在不用看

稿的狀況下將中文台詞背出

來，讓所有參與實習過程的

同學以及老師與有榮焉。

　對於未來的實習，洪若懷

以過來人的立場，建議學弟

妹們好好加強漢語拼音的能

力，如果課堂上有突發狀況

，需要補充課前未準備的課

外單字，就必須馬上標出中

文字的漢語拼音，讓學員了

解正確的發音。而事前的備

課工作也是極為重要的，使

自己熟悉這堂課所要教的內

容和整堂課的流程，這樣不

僅能加強自己的信心，對於

學員的問題也較能掌握。

　同時，實習同學也表示，

這次的實習最大的收穫是上

台的教學經驗，這是相當難

得的機會。除此之外，也學

到怎樣控制課堂秩序、提高

學員們的注意力或是和他們

達到很好的互動等等，這些

都是在學校上課時無法學到

的。當然老師所教授的專業

知識也很管用，有了基本的

知識才能教授華語，並且更

加深入的講解。像學校安排

的正音課和語音學這類的課

程對教學上的幫助很大，因

為課堂上老師傳授正確的發

音和專業知識，才有能力去

教授華語。

　華泰電子公司總經理更在

成果發表會上表示，外籍員

工能在短期之內能有如此好

的學習成效，發音也很清楚

，如果下次還有新員工的話

，再次與文藻外語學院應用

華語文系合作的機會非常大

。

　數不清的上台試教，討論

不完的檢討報告，為的就是

能讓外籍人士用輕鬆的心情

來學習華語，讓華語成為他

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能以

流利的華語交談，學以致用

。三個多月的教學，無數夜

的準備，教案一改再改，再

怎麼辛苦，只要看到學員們

開竅了的表情、看到他們臉

上的笑容、看到學員們可以

用正確的華語聊天對話，一

切都值得了。努力不懈總會

有回報，經過這一次的產官

學合作，不僅為應用華語文

系立下一個新的里程碑，更

得到外界的支持及肯定，也

讓我們的學弟妹們有個好榜

樣，有個努力的目標，不再

遲疑。

　凡是流淚播種，必歡呼收

割。」應用華語文系會有怎

樣的未來？又會結出什麼樣

子的甜美果實？只要肯努力

，前途無限量，等著我們華

語的學子們去開創美麗新世

界。

三個月 外籍學員學會說相聲

陳智賢老師：同是含淚卻是截然的感受。曾

經，我常在資源教室，看到妳們的身影。看

妳們熱烈討論，用心製作教材。在成果展上

，我更與華泰的主管，一同見證了妳們豐碩

的收穫。同學們！看到你們與外籍學生含淚

道別的感人畫面。我腦中浮出一句話：「含

淚播種，也含淚收割。」

戴俊芬老師：這次華泰電子實習，成果相當

豐碩！承志、苹芳、欣燁、映汝、若懷、綵

淇、佳錡表現突出，三個月來，自編教材、

製作教具、ppt、教案、測驗，設計教學活

動等，生動活潑的教學，令人印象深刻。我

看到她們應用所學，將潛力發揮到極致。而

她們的堅持與毅力，更印證了我們文藻應華

系的精神，期許學弟妹都能以她們為榜樣。

九十七年度應華系實習合作單位：十全國小

、獅湖國小、鼎金國小、華泰電子、新莊國

小、莊敬國小、龍華國小、鼎金國小

老師說:堅持不懈，收割甜美成果。

實習同學況欣曄於課堂教授漢語拼音。                   (辣椒街華語團隊提供)

責任編輯:胡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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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華系系主任林景蘇率隊 三月底開華語文學術研討會

【記者鄭立英報導】

外
籍學生又來應華系報到

啦！

  在全球金融風暴籠罩之下

，「華語熱」仍是一波不退

流行的浪潮！隨著交換學生

人數不斷地增加，本學期應

華系又增加了三位來自外國

的新成員，她們分別是泰國

曼谷大學──張妙香、越南

河內國家大學所屬外國語學

院──阮秋姮、華氏玉霞。

  自從2007年二月底，與

曼谷大學結成姊妹校以來

，第一個交換到文藻的學生

，正是張妙香！當她抵達台

灣時，已超過晚上十一點，

因此她對台灣的第一個印象

是「亮亮的」！由於她雙親

中有一位是華人，因此她在

泰國已經學了十二年的華語

。但在泰國能練習華語的機

會甚少，剛開始的一、兩天

，她仍不習慣全是說中文的

環境，不過慢慢的，在學伴

王宜貞的帶領下，越來越習

慣。當問到想不想家時，她

笑著說：「因為來的時候還

沒開學，一個人住在宿舍會

寂寞，因此遇到曼谷大學的

Suchada老師時，就好像媽媽

一樣！不過現在有朋友了，

加上可以上網用MSN與媽媽聊

天，就不再寂寞了！而且每

天都很期待到華語中心和其

它外國人一起學習中文。」

  而近年來，越南的學生數

量十分穩定，這次也是兩位

。雖然是分別訪問的，不過

她們不約而同的表示：來台

灣的第一週，根本就是到處

玩！華氏玉霞的學伴許佩姍

更是趁著元宵節之際，請母

親帶著她們到高雄愛河河畔

，看燈展及煙火秀，她們皆

十分地興奮！所以每天回到

宿舍後，就累得沒時間想家

了，但等開學週之後，生活

漸漸步上軌道，思鄉的情緒

似乎也慢慢浮現……除了華

語中心的課程外，她們選了

兩門課，一門是中國文學史

，一門是口語表達技巧，都

是由系上卓福安老師所指導

，從她們認真的表情，不難

讀出她們是下定決心要修好

這兩門課的，因為：「老師

的要求比較高，壓力比較大

，可以學習更多東西，才能

促進我們的學習！」

  雖然學習華語的心態不同

，但她們都一致地覺得台灣

人「好可愛」！除了會很熱

情的拿台灣小吃給她們品嘗

外，當她們有不懂的生詞時

，同學們都會給她們詳細的

解釋。而接下來華語中心所

舉辦的墾丁二日遊，更是她

們認識台灣的好機會！

外籍交換生 應華系報到

【記者王筱晴報導】

『我
們願景是幫助師

生了解越南教學

環境，提供更多實習機會，

以求實務經驗累積。』徐漢

昌老師以堅定的口吻說著。

  為促進本校與越南多所大

學的教學交流聯繫，於三月

三十日舉辦「2009越南河內

漢 / 華語教學學術研討會」

。由本校應用華語文系林景

蘇主任率領系內徐漢昌、陳

智賢、李彪、卓福安、鄭國

瑞、胡興榮、戴俊芬、向麗

頻等八位教授，該活動由徐

漢昌老師統籌規劃，並於研

討會中由十名研究生遠赴越

南發表關於華語教材、教學

策略與教學經驗等。由台越

雙方各發表十八篇論文以進

行研討。此次行程除至越南

北中南大學參訪外，並探訪

目前在峴港外語大學教授華

語文的本系學生陳毓欣。 

  教育部於97學年度委任文

藻外語學院應華系，遴選華

語教師到越南教華語。此次

特別安排至芽莊大學研討教

學成果及參觀教學環境；本

校在河內創立台灣教育中心

，由台灣派遣華語師資教導    

當地對華語文有熱忱者學生

。相較去年至馬來西亞的研

討會，本次雙方在此研討會

各發表十八篇論文分享並研

究教學心得，當中包括研究

生的論文作為討論對象，對

於增進研究生之作品呈現，

有著顯著的提升與幫助。

  徐漢昌老師表示，為促使

雙方往來更加密切，由原先

個人的訪談擴大到數名教師

互相交流了解，並期望往後

能擴及學生之間，開創更多

的實習機會給對華語文教學

有興趣的師生們。應華系學

生除了在課堂上習得專業教

學法外，透過實習增加經驗

，為未來職場作好接軌。

華語文教學 前進越南
2009年3月2日 星期一

應華系教授2008年於馬來西亞研討會聚餐。            (應華系系辦提供)

經
過半年籌備規劃，應華系於97學年度第2學

期起，創辦應華系報，藉由採訪與編輯課程

，配合實習演練，達成教學相長目的。

  系主任林景蘇表示，應華系之實習系定目標為

一核心融多元，一核心教學主軸為華語師資培育

，融入「編輯採訪」、「寫作教學」、「教材製

作」等多元課程。應華系的教學目標可細分三個

領域，除了『華語師資培訓課程』、『文學思想

藝術課程』，另一項則為『語文表述訓練課程』

，應華系報的成立，是提供一處實作的空間，以

編輯、採訪等課程作為搭配，培訓出學生具基礎

的採訪寫作、編輯文案等能力，提供應華系學生

多樣化的學習環境，融合理論與實務並重，為創

意華語注入新活水。林主任勉勵同學多參與系報

活動指出，系報指導李彪老師，為中國時報前南

區總編輯，於實務領域經歷豐富，透過系報的呈

現，提供一處應華系與校園、社區的溝通平台，

將即時性、統整性的資訊與系資源作為結合。必

能讓學生學習到採訪、編輯等技能。

系報     了
主任:系報為創意華語新面向

三位外籍交換學生，左起阮秋姮、張妙香、華氏

秋霞。                         (鄭立英提供)

誕生

責任編輯:陳依華

墨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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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別南院 馬來西亞

臺灣首位交換生鄭立英 參與華語辯論賽勇奪亞軍

姓名：鄭立英

生日：1989/05/06

星座  金牛座

興趣：旅遊

專長：語文

經歷：文藻外語學院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名

      2008年文藻英文辯論工作坊

      2008年文藻「產官學會展外語服務團」文書組組長

九十七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

通過「華語領隊人員」、「華語導遊人員」

馬來西亞第四屆「中華盃」馬新大專華語辯論邀請賽

首位至馬來西亞交換生

南 方 學 院 ( S o u t h e r n  

College)於1989年正式成立

。

位於：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

士古來。

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教育理念：提供文憑（約等

於五專學歷）課程、為國家造就人才、為青年學子兼授兩

至三種的語言如中文、英文以及馬來文。 

知名藝人梁靜茹、光良、戴佩妮都曾是該校之學生。

目前本系特聘該校人文與社會學部部主任胡興榮為客座教

授。

【記者鄭立英報導】

離
開南院前一天午夜，新

山下起一場豪雨，彷彿

在訴說著：我不應該如此早

離開馬來西亞…打包著行李

，同學送的禮物一件件放入

，回想起第一次見面情形、

一起出遊的畫面一一浮現，

彷彿之事，這麼快就結束了!

 胡主任、筱雁來樟宜機場接

機，大排長龍的機車騎士，

是去新加坡做完工的當地人

居民！入了南院牌坊，因學

期尚未開始，蟲鳴蛙聲此起

彼落，好不熱鬧！第一週熱

情的中文系學生，帶著我去

新山最大購物中心JUSCO逛街

，巡訪古蹟。不但有華人圈

最著名的柔佛古廟、喝了承

襲古法菊花茶、看了從前的

古街、皇宮博物館，日式花

園卻讓我身處「異國」！

 八月底，因之前經驗，成為

中華盃辯論比賽的一員，在

訓練期間，一起討論、一起

吃飯、一起對辯！我們雖認

識不久，卻可以分享煩惱、

八卦…等，限於好朋友傾訴

的心事，我們竟能夠在短時

間裡，從不認識到相知相惜

。不單只有辯論的技巧與知

識，對話讓心靈層面更加成

熟穩重！然而有著「教練」

頭銜的我，無法與他們上場

比賽，但我相信精神與他們

同在！資料準備豐富的我們

，一路過關斬將到總決賽，

得到亞軍的殊榮！

 中華盃落幕後，緊接著為陳

徽崇紀念展。動員「馬來西

亞華人史(二) 」全班同學。

一開始安老師請到陳再藩先

生到班上解說展出意義，我

們親自訪問了師母衛燕貞女

士，看到了從未曝光的照片

！而從草稿到定稿，佈置展

覽會場，花了至少一個月的

時間！與班上同學的情誼，

不知不覺中更緊密！

 我製作了段短片，出乎意料

的是得到了好評！安老師還

特別提早在南方沙龍播放！

當看到師母流淚時，內心真

的是百感交集，我不認識陳

徽崇老師，但透過這活動，

從他身上看到的絕不僅只有

音樂老師的熱忱與執著，還

有身為「華人」對民族同胞

的期待與關懷。校慶當天，

各界人士絡繹不絕，支持鼓

勵與批評，我們都虛心接受

。展出的成功，已不是用分

數的高低來評斷，內心滿滿

收穫與喜悅，不是能用筆墨

形容！下午余光中教授的演

講座無虛席！明明都是台灣

人的我們，卻在馬來西亞新

山的南方學院相見！身為司

儀的我，只能感嘆：緣分是

如此奇妙！

 期末考完後，期待已久的馬

六甲古蹟巡禮終於成行了！

除了荷蘭紅屋、青雲亭，更

有峇峇娘惹文化的歷史街道

，自從看了新加坡「小娘惹

」表演後，對此產生了憧憬

，似乎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

！隔日的三寶山之旅，讓我

遙想當年中秋，華人在此齊

聚萬人點燈的盛況，是如此

的熱鬧非凡。

 回過神來五點了，還有好多

好多事，無法一一回顧，一

張一張照片，為我留下回憶

，書架上空無一物、桌面上

沒有電腦、椅子上沒有人坐

過的溫暖，想著在南院生活

的點滴，眼淚伴著微笑入眠

。黎明悄悄到來，雨也轉為

細小而綿長，浮腫的眼皮害

我差點睡過頭，拖著沉甸甸

的行李箱，不僅有許多的禮

物，更有滿滿的，裝也裝不

下的回憶。

 行李放上了車，張峻文主任

、秀君、新荃、筱雁，送我

上了車，要走前，筱雁急忙

塞了禮物給我！車經過食堂

、華園，緩緩開出了牌坊，

眼淚隨著牌坊的模糊而模糊

的眼眶，用手拭去淚珠，想

再一次看清楚南院的牌坊，

卻已沒入濛濛的雨色當中…

再也看不清！再見了！南方

學院！再見了！馬來西亞！

　這次，我們玩「徵」的！身為文藻的一份

子，是否曾經眷戀在文藻某個角落中美好的

事物或生活點滴，是否曾經想提起筆，紀錄

下這美好的一刻。在給春天的一封簡訊中，

徵求在這字裡行間中發現幸福，並與同學分

享的小故事。應華系報需要妳/你的投稿。

字數已不超過70字為限。投稿經採用每篇致

酬300元。

來信請寄：nongnong_761030@hotmail.com 

應華系報總編輯  吳倩儂收。

可使用筆名，隨信請附上真實姓名、學號和

班級。

截止日期：即日起至98年3月20日止

給春天的一封簡訊

【記者孫詩潔報導】

  「不斷訓練加強基本動作

外，體能的強化更是不能忽

視。」文藻男排的張傑閔，

帶著自信的口吻說著。

  12月26日至31日，應用華

語文系三年級張傑閔同學代

表文藻參加了大專盃男子排

球比賽。大專盃為全國各大

專院校，一年之中最為重要

的賽事。因攸關整年度全國

等級與排行。經過一連串各

隊廝殺，此次榮獲全國殿軍

。因球隊主力球員無法參賽

，且在其他隊友在帶傷上陣

下，拼盡最後一絲氣力，在

很多場比賽中和對手的比數

都相當接近，最後因體力下

滑而無緣晉級冠亞軍決賽。

  張傑閔表示，最令人印象

深刻的一場，是對上亞洲大

學。五戰三勝的制度，文藻

連續拿下三場勝利，擊敗了

亞洲大學，他表示「在場邊

觀察對手練習時，起先發覺

他們狀況不是很好，好像很

容易就可以打贏勝仗，但上

場比賽後卻又發現對手臨場

反應極佳，證明了不能單方

面判定對手實力。」

  張傑閔認為積極參與球隊

的訓練是最好培養默契的方

式，而對自己的期許是希望

在球場上能表現更為突出。

同時，他也期盼校方能給予

文藻男排更多資源，並希望

系上能多舉辦關於排球競賽

，使應華系有更多機會參與

賽事。而本學期也將會舉辦

與他系的運動競賽，期許應

華系這個大家庭能共襄盛舉

，讓應華系活力四射。

 應華３A張傑閔灑熱血帶

傷，依舊奮力不懈。傑　男排   報傑
鄭立英與受邀演講的余光中教授合照　　（鄭立英提供）

戰國誌 2009年3月2日 星期一 

張傑閔賽前與戰友探討戰術。               (張傑閔提供)   

莎唷哪啦
巧遇受邀演講的余光中教授 探訪馬六甲印象深刻

責任編輯:詹筱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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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慧怡、陳蓓珊報導】

新
上任的應華系鄭國瑞副主任，是

否能以左手打乒乓、右手寫書法

的高超技能，頂著乒乓球界王子美稱

光環，帶領應華系飛向另一個天堂呢

？

　新學期新驚喜，對鄭國瑞副主任來

說，接下這份職位而言，也是系上給

他的一份驚喜，直言一切都還在熟悉

中，除了加速讓自己趕快上手外，肯

定的語氣加上篤定的眼神，在採訪中

我們看到了一位「熱血」帥哥。

　鄭副主任提及到教育主角仍以同學

為重，個人升遷反而不太需要過於重

視。在師生一起努力與互相配合中，

一起飛向屬於自己的另一個天堂！他

表示，希望每位同學都能很清楚自己

的目標與未來的走向，朝著自己的興

趣才能走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屆時

系上也將提供更多資源來幫助同學。

　鄭國瑞副主任指出，華語教學為目

前是系上著重的一環，積極推展校內

外實習，然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讀上千百種理論不如上台教一回！

教學除了講究經驗，累積越多實戰經

驗，就擁有越多本錢與人競爭，系上

希望每位同學都有真槍實彈上台教學

的經驗與能力，從教學中學會發現教

學問題，進而面對問題，最後擁有解

決問題的能力。

　但是實習單位能憑空出現嗎？此難

題為熱血帥哥鄭國瑞副主任，目前所

面臨最大難題，困難點在於每處實習

單位都需親自去拜訪，且成功機率偏

低，然而秉持著理想與對學生服務的

熱誠，鄭國瑞副主任以堅定的口吻說

著：「Yes, we can.」

　在今日職場中，熱忱的態度與積極

進取的自我要求，是職場規範中最基

本的要求。鄭國瑞副主任認為應用華

語系畢業的學生，在職場上除了被要

求文筆的流暢外，且要熟悉各種文字

的體裁及其應用，強調學生若有好的

作品可以藉由文藻文學獎投稿來磨練

自己的文筆。

　14位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生乘著春風訪台

，跨國姊妹校交流，體驗中華文化之美。
【記者黃桂君報導】

全
球掀起華語熱，熱潮二度襲捲

德國萊比錫大學。來自該校十

四位大學生，於二月十四日抵台，

展開為期六星期春季華語研習課程

，除了學習基礎華語，體驗中華文

化，參訪寶島美景，將為此行滿載

回憶而歸。

　華語中心表示，該批學生於德國

學習華語近一年半時間，擁有基礎

會話能力。此次課程設計內容多元

豐富，包含基礎華語課程、寶島文

化導覽、詩詞歌賦吟唱等。透過不

同面向增進學生聽說讀寫的能力。

華語中心指出，文化課程為導覽南

台灣風光景致，如體驗佛光山大佛

肅靜之美，美濃客家小鎮等體驗行

程，並與應用華語文系合作，甄選

出數位擔任輔導的小老師，在每次

兩小時的課輔活動中，藉由彼此教

學交流，協助外籍生學習華語，並

增強應華系學生華語教學實務經驗

，從中認識中德文化差異，開拓學生

的視野與胸襟。

　事實上於2008年間，德國萊比錫大

學已於文藻華語中心有過跨校經驗交

流，去年25位學生中，在為期六星期

的課程中，除了華語有著顯著提升，

在台期間他們也學習打太極拳、剪紙

、寫書法、喝功夫茶、打中國結藝、

數來寶、畫國畫、及體驗中國戲曲，

華語中心並安排他們到台灣各地環島

旅遊，對於台灣好山好水留下深刻印

象，並於離台前舉辦「2008德國萊比

錫大學短期華語研習團成果展」，當

時以自創中文數來寶，即情歌演唱甜

蜜蜜贏得滿場掌聲。

姓名：鄭國瑞
學歷：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

資歷：11年

學術專長：中國思想史、道家思想

　　　　　、法家思想、書法

休閒活動：打乒乓、書法

教學理念：讓學生快樂學習

喜歡吃的食物：不挑嘴但喜歡清淡

　　　　　　　的食物

星座：水瓶座

最欣賞的書法家：懷素、張旭

文藻老師教授外籍生羅奧立打太極拳，並指導正確姿勢。　　　　　（華語中心提供）

跨國狂奔當飛人 為學生創造實習機會

熱血副主任蓄勢待發 事必親為Yes, we can   

書法獻

乒乓　　王子 

捲文藻錫

責任編輯：楊孟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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