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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TON                   　　   參訪團收穫滿行囊
前進紅襪的故鄉 全美外語教學年會(ACTFL)展覽 文藻搶先抓住目光

【記者彭俞鈞 潘姿穎 林建樺採訪報導】

什
麼？沒跟上這次的「波士頓華

語教學市場參訪研習團」？身

為應華家庭，未來想成為優秀華語

教師的你，請準備好，下次請早！

　由華語中心廖南雁主任及應華系

副主任廖淑慧老師所領軍的波士頓

參訪團，成員包括現任教於文藻華

語中心的鄒夢蘭老師和華研所碩一

的蔡咏廷同學，以及應華系大四的

陳依華同學。一行人浩浩蕩蕩地，

於11/11展開了為期12天的波士頓之

行。參訪素有大學城之稱的波士頓

裡，去了世界一流名校哈佛大學、

美國頂尖名校布朗大學、麻州大學

波士頓分校，以及萊辛頓高中等校

。而此次參訪的主要目的大致為暸

解美國華語教學的生態(包括教師需

求及市場、教學法等等)，以及實際

參與當地華語教學的上課情形。

　經過幾天的觀察與參訪，陳同學

表示：「美國學生在課堂上非常勇

於發問，也因此想在當地勝任華語

教師一職，教師必須下苦功，做好

萬全的準備，以避免在課堂上被學

生問倒的窘境發生。」對於當地的

華語教學現況，鄒夢蘭老師透露，

中文教學已不再侷限於華僑子弟，

而是擴展至全體學生，中文與其他

外語一樣，成為擁有競爭力的條件

之一，不過，良好的英語能力是身

為華語教師不可或缺的首要條件。

　此外，此次參訪團也參加了「

2010 ACTFL全美外語教學學會年會

」，今年是文藻華語中心第一次在

年會中參展，在ACTFL年會中，文藻

華語中心申請了半個小時的Happy 

Hour，此時段主要是讓個別參展者

有機會打廣告的表演舞台，我校由

鄒夢蘭老師、蔡咏廷、陳依華三人

著古裝登場，配合暑期遊學團的活

動剪影DVD播放，不只吸引海外僑界

的華語教師駐足，同時也抓住了其

他外語教師的目光。

　說到這次參與ACTFL的動機，南

雁老師感慨的表示，「本校華語中

心成立已屆八年，對外華語教學能

力漸趨成熟，而文藻，更是南台灣

語言學習系統舉足輕重的學校，是

時候該讓外國朋友看見文藻了！」

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崛起，帶動全球

華語熱，自2007年開始，全美各地

從小學到大學，大家都在學中文

，而僅僅在麻州，就有上百所大

學開設中文相關課程。選修中文

AP(Advanced Placement)課程的人

數至2010年已達6,388人，成長率達

96%。「台灣和中國是華語教師的主

要輸出國，但相對於中國較傳統、

中規中矩的教法，台灣老師的活潑

、創意教學，更被美國的學生所喜

愛，這是我們的優勢！」參加「波

士頓之行」的成員皆表示此行可說

是收穫滿行囊，除了瞭解目前在波

士頓的華語市場與華語教學概況，

更是大開了眼界，增廣許多見聞。 

　目前本系所培育出的華語教師主

要往越南發展，但其實在美國有更

大的版圖，以及更多資源值得去探

索與利用。南雁老師提醒，有心至

國外從事華語教學的學生，一定要

好好的提升英語能力，平時在課堂

上也要培養專業的教學技巧，若遇

到實習的機會，更是千萬不能放過

！但僅具備以上條件者，也只能當

短期的非正式教師，若想在美國的

公立學校長期任教，博士學位以及

當地所考取的證照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未來要走華語教學之路的同學

，趕緊在求學期間，打好穩固的基

礎吧！

布朗大學東亞語言學系主任及廖

南雁老師。

　　　　　　　　 (廖南雁提供)

【記者林珈羽 郭亞儒採訪報導】

應
華系四年級的畢業公演《金大班

的最後一夜》順利結束後，所有

幕前幕後的工作人員，免不了當然要

慶功一番囉！　

　慶功宴於11月9日在石頭火鍋舉行，

當晚現場氣氛熱烈，活動包括：拍賣

劇組物品的拍賣會、抽籤扮演劇中角

色、換人演演看等等。

　拍賣會上的商品為拍賣劇組在公演

使用後仍半成新以上的物品，應華系

陳智賢主任率先拿了一瓶卸妝油直接

自己喊標三千元！以拍賣之名來贊助

應華系的公演支出，公演餘額也將直

接投入今年畢展的經費。另外，「換

人演演看」中，抽取了大約五幕左右

的劇情，讓當天在場的人員抽籤演戲

，抽完籤後請公演原劇主角們先示範

，接著，再請抽到的幸運兒上場。第

一場就被抽的劉旻諼同學開心的表示

「很好玩！」

　不同於公演時的正經、專注，完全

以娛樂的性質重新詮釋角色，這另類

的演出、無厘頭的劇情，使得演出的

人忍不住頻頻笑場，也逗得在場所有

人捧腹大笑。在慶功宴的尾聲，大家

合唱了公演的歌曲，現場的氣氛既感

動又溫馨。

　　 在ACTFL年會展覽現場內，老師們與學長姐認真為文藻的華語教學宣傳。 　　　　　　　　　　　（廖南雁提供）

陳志賢主任在拍賣會當中擔任活動

主持人，所有人熱烈參與競標。

　　　　　　　　（劉旻諼提供）

公演慶功宴
4年感動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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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語講座齊發
語調藝術、定式教學錦囊相授　龔三慧與姜君芳聯合出擊，火力全開！
【記者沈家億 王于心聯合報導】

藝
術是甚麼？在藝術的背

後是一連串技術的結合

，而技術是由各種元素所構

成，聚集進而產生藝術。

　文學是一種藝術，演講是

一種藝術，同樣的，說話也

可以是一種藝術。龔三慧老

師於11/28的「玩語調」演說

中，特別針對現代人普遍缺

乏「說話」技巧的通病，進

行討論與經驗分享。

　高興時語調應上揚而生氣

時語調會稍重。一個好的演

說者會在重點部分加強語調

以提醒觀眾，也會在特定地

方明顯上揚，這些都是演說

的技巧以增加內容的趣味度

。在演說中，龔三慧老師提

出真、善、美理論。老師強

調說話理應真實、誠懇，加

上修飾聲音的技巧，才能在

說話這門藝術上做到面面俱

到、無往不利。

　一個內容豐富、有趣的演

說，為何台下觀眾睡成一片

？一個枯燥、乏味的主題，

為何能引起熱烈的反應？關

鍵就在於說話的技巧，一個

說話語調呆版、聲音含糊不

清，儘管他準備的內容再豐

富，依然無法吸引到台下的

觀眾，甚至還會有不明重點

為何的問題產生。

　因此在這個思想自由的現

代社會中，若不好好磨練說

話技巧，儘管你有再好的點

子，依然無法吸引大眾的目

光。有了良好的說話方式就

算是再無趣的話題，也能生

動活潑起來，這也是龔三慧

老師所要傳達給我們的「說

話」的藝術。

姜君芳老師於應華系情境教室精采演講。　　（應華系提供）

龔三慧老師仔細解說語調與表達間的關聯。　　　　　　　　　　　　　　（應華系提供）

【記者陳冠中 蔡蓓瑋採訪報導】

定
式教學是一種反覆操練

的教學型態，可以運用

在學習第二語言的語法、句

型、會話等各種地方。它的

特色是老師課前需先挑選三

個有連貫性、有意義、有情

境的句型及好的提問技巧，

並給予學生學習單在家先行

預習，課堂上學生藉由大量

回答問題以熟悉定式的用法

，使節奏相當地快速、緊湊

，老師與學生均需擁有足夠

的專注力，老師在旁協助學

生將詞語正確套入句型中。

　在此活動中姜老師還請研

究生們先上台示範錯誤的教

學法，藉由這個錯誤的教學

法中讓同學們填寫問卷並檢

討哪裡需要改進，再開始用

定式教學法來教學。

　目前就讀華研一的黃光頁

學姊跟我們分享這一場研習

，老師透過分組討論活動方

式分享如何以定式教學套入

自己的教學方式，藉由定式

教學方式學生除了可以學習

到聽、說、讀、寫方面，但

對師生來說卻是極大的挑戰

，除了老師需耗費大量時間

在事先的備課上，此種方式

也較適合學習動機性強的學

生，否則容易造成學生在課

堂上無所收獲。

　聽完這些你是否也燃起興

趣，下一次研習會將在12/7

舉行，有興趣的你不要再錯

過哦！

與文學史來場浪漫約會
【記者王馨採訪報導】

你
了解詩歌吟唱的魅力嗎

?為了讓同學對古典詩

詞有一番見識，卓福安老師

特別邀請全國詩歌詩詞吟唱

的常勝軍----郭玉如老師於

12/10為應華系一年級同學上

一堂「我與詩歌有場約會─

古典詩歌的聲光饗宴」。

　卓福安老師表示，古典詩

歌其實很美，但現在大多學

生因較在意考試內容而忽略

了真正重要的一面，因此安

排這場演講主要目的是激勵

同學能對古典詩歌從了解到

感受，藉由此演講，帶同學

跳脫出課本的文字表面。

　「知道過去就能了解現在

，了解過去跟現在才能評估

未來會怎樣。」卓福安老師

表示，這就像補習班的弱點

分析，須了解過去學生的成

績才有辦法評估未來結果。

應華系第二場盛宴將於十二

月二日舉行，卓福安老師這

次特別為應華係二年級同學

邀請到曾金承老師為大家解

說「被簡化的文學史─漢賦

的形成及饒歌的名實問題」

，曾金承老師將帶領大家進

入文學史的背後一探究之。

華語學術性講座徵稿囉！2010年12月起～
【劉旻諼記者  採訪報導】

高雄師範大學

文化@華語文教學工作坊

12/10 9:00~17:00

 

海峽交流基金會

新詩徵文比賽。截稿日12/17

輔仁科技大學華語文台灣

教 學 年 會 暨 學 術 研 討 會

12/18~19

「第一屆杉林溪之美」全國

徵詩比賽。截止日至12/15

暨南大學「台灣文學的感覺

結構：跨國流動與地方感」

國際研討會 12/11~12/12

東華大學學術講座

12/7(二)PM 14:10~16:00

12/15(三) PM 16:10~18:00

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碩

士班99學年度第1學期「學術

研究與論文寫作」講座 : 臺

灣現代散文學位論文的研究

趨向與研究展望

12/7(二)PM 3:00~5:00

第二十四屆南區中文系碩博

士生論文發表會12/4(六)高

雄師範大學文學大樓小劇場

第十四屆 台灣文學家牛津獎

文學學術研討會12/18(六) 

真理大學淡水校區財經學院

310教室

臺灣文學的感覺結構：跨國

流動與地方感國際研討會國

立暨南國際大學12/10~12/11

紅學家康來新演講

12/18(六) PM 14:00~16:00

台大創新育成中心B棟會議展

示室。台北市中正區思源街

18號(捷運公館站4號出口)

2010美學大師-蔣勳-破解莫

內巡迴講座（花蓮場〕國立

東華大學壽豐校區演藝廳

12/5(日) 15:00~17:00

「數位書法及揮毫」國立台

北教育大學學生活動中心405

12/09(四) 13:30~16:30

「書法的教與學」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藝術館演講廳405

12/02(四) 13:30~16:30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閱讀流暢性評量徵稿

截稿日:2011/1/31

100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3/1起徵件 4/20 截止

I am so sorry！！

本報第十三期，不慎疏忽，在此更正，敬請見諒。 

頭版 應華公演飾演中年時期金大班更正為「林于琦」

二版 更正為「林雪鈴」老師

四版 更正為「范玉含」老師、「傅氏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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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心豐，瘋心詩 以詩會友
中國樂曲 京劇唱腔 多元創意 增添詩詞間無比的趣味與突破

【記者吳懿芳採訪報導】

於
12月2日下午，「詩心豐，瘋

新詩」比賽在公簡廳正式展開

，各系以詩會友。為期許學生透過

朗讀以增加語文趣味性，進而欣賞

文學之美，應華系學會歷年以來已

舉辦許多次的詩歌朗誦比賽。此次

除應華系學生踴躍報名外，還有來

自日文系、傳藝系的學生熱情參與

，更吸引不少外籍學生前來觀賞。 

　此次「詩心豐，瘋新詩」比賽，

分別由UC3A、二技日文系，奪下了

第一二名，而UC1A奪得了第三名。

　其中，奪下冠軍的UC3A黃蓁筠、

洪子婷、劉依甄、諸瀅如四位同學

，一出場立即吸引住眾人的目光

，她們穿著設計別緻的服裝，隱                                                                                                                                                

隱流洩的中國樂曲中緩緩步出，藉

著千年木乃伊女屍的口吻，抗議考

古學者挖掘古物不尊重的作為，將

席慕蓉頗膾炙人口的「樓蘭新娘」

，透過現場氛圍的塑造，拉近表演

者與觀眾之間的距離，扣人心弦。

　拿下第二名的，為二技日文系的

為陳穆穎與陳瑩2位同學，與眾不同

的是，這首名為「戲」的新詩，為

參賽者陳瑩自己創作的作品。她們

以電影「霸王別姬」中由張國榮演

唱的「當愛已成往事」作為開場，

帶出惆悵氛圍，其中幾句更特以京

劇唱腔詮釋，全詩呈現些許悲涼，

又慷慨激昂的錯綜情緒，給台下觀

眾一番新的聽覺享受。

　而第三名則是由UC1A羅孟瑢、黃

毓雯、傅鈺雯、劉靜芯、賴昱親  

、洪玉芳六位同學共同演出席慕蓉

的「一棵開花的樹」，由念到唱、

由悲到喜，加上他們豐富的情感與

肢體語言，分別以三次不同的方式

表達，第一次單純以分部朗讀方式

呈現，第二次則是以哀傷吟唱表現

，最後一次則改以歡樂吟唱詮釋，

而最後一句「朋友啊！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更搭配動作把整

首詩發揮的淋漓盡致。

　擔任此次的評審老師，林建勳老

師、向麗頻老師、卓福安老師，除

了與在座同學分享自己參與詩歌比

賽的經驗外，紛紛表示此次的詩歌

比賽，大家表現都相當精采，也都

富有創意，只可惜有些人單打獨鬥

，有些人還是會怯場，建議大家可

以多加善用舞台，試著增強視覺上

的效果，讓整體更添獨特性。UC3A(上)、日文系(左)、UC1A(右)分別得到了前三名的佳績。    (黃蓁筠提供)

煥然衣新 系服大不同
應華系系服大改版，左為正面，右為背面。   (林同學提供)

【記者黃舒齊採訪報導】

在
期初大會宣布更改系服

，公開徵設計稿後大家

踴躍的參與，投稿數量多達

十六件，各有其特色。而系

服改選結果在11/1出爐了。

　獲選為第一名的作品是

UC3B的林同學，他的設計理

念是聽從許多人對系服的意

見，覺得圖案太大會不透氣

，所以決定在背後用一個小

小個的Logo，讓大家能認出

是應華系，而前面則是用應

華系的英文，簡單的當圖案

。背後的圖案整體是用應華

的「應」當底，一個字包含

了本系的「應Huá」跟本系

的主要語言「Huá文」。前

面選用了比較活潑的字體，

代表應華系並不是一般想像

中的那麼嚴肅，是充滿熱情

的文人。

　設計者精心巧思的設計得

到同學們的贊同，並發表得

獎感言：「本來對系服的設

計沒有什麼想法，所以不打

算投稿，後來突然想到可以

把華文跟應華變成一個字，

靈機一動便畫下了這個作品

。當系學會公布全部的投稿

作品時，發現其實很多件都

很好看，所以覺得自己的投

稿作品應該不會當選，沒想

到開票結果竟然跟我想的不

一樣，一方面高興得到大家

的肯定與支持，另一方面也

會擔心，畢竟每個人的品味

不同，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

包涵。」

　系服是一種團結的象徵，

此次活動大家迴響相當熱烈

，絞盡腦汁為應華系想出一

件好看又耐穿的系服，而我

們也要好好的愛惜這件系服

，並且將應華系的精神繼續

傳承下去。

文藻大學 升了沒？
【記者林姵均採訪報導】

想
像一下，從今以後，我們

不是文藻外語學院的學生

，而是『文藻外語大學』──

只要通過年底的教育部評鑑，

你、我將是『大學新鮮人』！

　這次評鑑，攸關本校是否能

成功升格大學，全校各系所和

行政單位無不卯足全力，準備

呈現最完美的一面。

　現階段而言，基本的書面資

料都已送出去，接下來只等12

月22日當天，由評鑑委員來印

證，呈上的資料是否符合。

　雖然目前還無從得知，評鑑

委員會從什麼角度來評比，但

可以確定有以下幾個基本方向

：一是系的課程設計和發展方

向，以及教師是否能支持這樣

的課程；二是學生的品質要求

，跟就業市場的考量；三是系

對學生在校期間的服務、督導

，包括課程輔導和生活輔導；

最後是該系與別人不同之處、

還有它的特質在哪。

　應用華語文系的陳智賢主任

表示，本系做為全國第一個成

立的華語教學系，將呈現給評

委的特色不少。首先是系上整

體教師有著共同的教學目標和

理念；次來是對於未來不打算

從事華語教學的學生，我們提

供語文訓練的相關課程，培養

記者等人才，給予多元化的就

業管道；再來是系上給同學很

多實習的機會，像是配合華語

中心來輔導外籍生、協助政府

外配(外籍配偶)班的華語教學

政策、以及與越南台商的實習

合作；更重要的是，文藻有他

校無法相提並論的外語環境、

包括小語種(越南文、泰文等)

的教學。

　今年是應華系第二次參與評

鑑，和創系當初相比，系上對

同學的照顧更多，各方面也慢

慢步上軌道、運作正常。儘管

有上次被評為一等的好成績作

範例，主任還是希望同學可以

和教職員一起努力，共同完成

教學評鑑，包括對教育部抽問

時的配合，因為最後受惠的還

是同學。

　為此評鑑，系上準備了發展

及輔導相關資料，希望系上的

學子們更能了解系上的資訊，

在評鑑時能有優秀的表現。

應華期中冬令進補　溫暖你我的心
【記者楊巧伊採訪報導】

今
年的期中考，為讓應華

系的大家們都能彼此傳

達互相勉勵all pass的貼心

祝福，系學會在十一月九日

、十日及十一日三天舉辦了

考前特別活動「大進補」。

　有別於過去都是學長學姊

們私下找各自的直系學弟妹

們送all pass糖，這次的大

進補主要的理念是，希望讓

身在應華系的不論是大一新

生或是二三四年級的學長姐

們都能在活動中感受到在這

個大家庭的歸屬感與溫暖。

活動的內容為一到四年級各

班發派代表到系辦領取準備

好的all pass小點心-蟹殼皇

到班上發給各位同學。大一

新生劉同學對於這次大進補

活動說出他的感想：「就還

蠻感動的啊!因為有時候可能

自己的直屬學長姊很忙或是

沒空來照顧我，但系學會辦

的活動都會讓我絕得自己是

一份子的參與感，感覺蠻窩

心的。」

全系同心 力拼教學評鑑 迎接一等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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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舉辦小學研討會
戴俊芬老師遠赴發表論文 對陳新雄老教授聊表敬意

【記者洪婕綺 蘇琬淯採訪報導】

陳
新雄教授為學界重量級人物，

本系徐漢昌老師、康義勇老師

以及戴俊芬老師都曾是陳新雄教授

課堂上的學梓。此次由陳伯元先生

於中國河南省西南部「南陽師範學

院」舉辦的「文字音韻訓詁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主要目的是為了感

謝陳新雄教授，以及表示敬重之意

。留著一頭烏黑亮麗的長髮、氣質

出眾的戴俊芬老師，於十月前往並

且發表學術論文。此次研討會俊芬

老師主題是：「從伯元師對重紐之

解說來看『廣韻的重紐』」，即是

討論古代聲韻學，而聲韻學，正是

掌握語音逐步變化的規律，所形成

的一門學問。

　這趟中國行，令戴俊芬老師印象

深刻的，莫過於南陽師範學院的學

生為了表示歡迎，將陳教授的作品

集合為組曲，並自行譜曲為歌迎賓

，這場吟唱大會籌備近一年，學生

的用心及心意令戴老師感動不已。

最後戴老師勉勵我們：「雖然聲韻

學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但只要肯付

出心力來學習，終究都會有收穫的

，因為我們也是這樣，鍥而不捨一

路學習而來的。」

聲韻學界的權威　陳新雄先生小檔案
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中華民國國家文學博士

出版約22本學術著作

曾任國內7所知名大學中文系教授

曾任美國、香港、北京等大學及研究所中文系教授

曾任中國聲韻學會、中國訓詁學會、中國經學研究會理事長
戴俊芬（左一）、陳新雄（左二）等人，開心同遊諸葛草廬。　　（戴俊芬提供）

李昆翰

王智儀:我要當老師
兩條好漢河內出道 夢想實現

昆翰、智儀（左上）與學生快樂打成一片。　　　　實習教師利用多媒體教導越南大學生。　 　　（李昆翰提供）

【記者陳冠中採訪報導】

我
終於當老師了！研究生李昆翰

對於暑假到越南「河內外國語

大學」實習，興奮地回味。

　這次的越南實習生李昆翰以及王智

儀同學對華語教學非常有興趣，當華

語老師是他們從小的夢想，因此他們

掌握了這次難得的機會，踏上圓夢之

旅。

　「因為有上台教學的經驗才能懂得

如何經營一個班級，課堂上很多突發

狀況課本不會教，當下碰到的，解決

後才會變成自己的經驗。」李昆翰同

學認真地說。

　因為在外地生活，彼此之間都得互

相關照、互相打氣，在教學上也互相

檢討，共同成長。而這趟實習下來，

讓他們對越南這個國家改觀，李昆翰

同學說：「越南人給我的感覺就像是

二十年前的台灣，很熱情、很親切。

」在學生對老師的態度方面也有不同

的體會，他說：「越南學生對於老師

這個職業還蠻尊敬的，和歐美國家有

很大落差。」

　參加完這次的實習，讓同學們體會

到不同國家有不同的風俗，在各方面

都和台灣有些落差，但這趟旅程對李

昆翰和王智儀同學來說都是一次很棒

的體驗。「這次的實習讓我收獲許多

，如果有機會的話很想再去體驗一次

。」李昆翰同學熱情的說著，他們感

謝那些在外地幫忙的朋友，沒有他們

就沒有如此順利又豐富的越南行。

建勳及景蘇老師這

次赴美發表論文

之餘也留意了華語教

學在美國的市場狀況

，並貼心給赴美的準

華語教師一些小叮嚀。

1. 華語教師輸出美國可採取三種方式: 

政府交換教師計畫（最多兩年）、短期

個別計畫、大專院校交換輸出計劃。

2.　須特別注意居留權的問題。

3. 赴美攻讀學位的台灣學生，可同時

累積教學經驗、留意資訊，待學位領取

到後，再找尋工作機會。

4. 若無正式教師資格，可先找尋當地

私立中小學任教，充實自己後再報考該

地教師證，轉任其他學校。

你叫「蔡」英文嗎？好英文 提升海外華教專業度
【記者潘逸涵 鄭雅鴻採訪報導】

應
華人必備的工具「英文」有多重

要？有長年英文教學經驗的駱業

鴻老師，戴著眼鏡以嚴謹認真卻不失

幽默的態度，笑著與我們進行訪談。

　中國崛起，讓中文在全世界大行其

道，同學生逢正其時，真是賺到了！

　老師表示：「應華系的同學們來自

不同的中學和職校背景，英文的基礎

不很平均，但經過文藻四年三十六學

分的英文訓練以後，該聽懂的、看懂

的以及該會表達的都該要會！」

　應華系的學生有別於其他科系，未

來一定會與外國人接觸，在聽說讀寫

四方面可都要純正熟練，讓外國人一

聽一看就肅然起敬，自然對中文的學

程就更心服口服了！舉凡日常生活的

字彙、用語、表達方式都要達到一定

的水準，寫出來也要文法正確。

　老師傑出的學生－大專英檢成績破

300分的UC3A易于芳同學。雖成績突出

令人稱羨，但于芳還是十分謙虛，並

不吝嗇發表她的學習方法。于芳說:「

唸英文我認為是需要極大的熱忱，讓

英文進步很多的方法就是大量背單字

，且反覆練習並用在日常生活上，聽

英文歌可以提升英文聽力跟著唱的同

時也可以矯正發音，唯一不可或缺且

不變的真理就是多去碰它，碰久了它

就會是你的了。」

　最後駱老師分享，少有同學畢業後

說：「唉，可惜當年沒把數學學好。

」卻有太多同學說：「好遺憾在學校

沒有把英文學好。」俗話說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既然英文是工具，

還不快把握在校時間將之磨利一點？

伉儷攜手於哥倫比亞大學（林景蘇提供）

老師解說詳細受愛戴。（鄭伊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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