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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戀戀愛河 練練文字 
文藻應華系與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合辦愛河戀文藝營 九名泰斗齊開講                                       

【記者潘姿穎 林珈羽採訪報導】

您
有滿腹的才華卻苦無發揮之處

嗎？想要創作文章卻害怕才疏

學淺嗎？別害怕也別氣餒，現在有個

既能讓您發揮長才又能充實自己文學

內涵的機會，趕緊來瞧瞧內容吧！

　財團法人中鋼集團教育基金會和文

藻應用華語文系將於寒假合辦一場文

藝營（活動時間自民國100年元月24

日週一下午至元月29日週六中午），

舉辦動機為鼓勵以及推廣大專青年於

文學方面之創作，並藉此活動提升大

專青年的文藝創作能力。至於，大家

最關心的文藝營活動內容，主要分為

五項：1.名人演講 2.分組練習 3.藝

文參訪 4.團體活動 5.詩歌朗頌比賽

。名人講座除了邀請到多位名作家，

如：「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的知名

作家余光中、兼具台灣名作家和政治

評論者身分的林文義、「自然觀察作

家」劉克襄、詩人及文學評論家兼備

的丁旭輝，也請到其他專業領域人士

，如：以《國境之南》榮獲台灣金馬

獎「最佳原創歌曲獎」的嚴云農、票

選為十大導演「寶島獎」的郭南宏、

「台南人劇團資深藝術總監」許瑞芳

、前「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李彪

、影評人林景蘇等多位專業講師前來

，為文藝營不同文學領域的參加者提

供不同面向的資訊。

　而分組活動的教學與進行，更能讓

參加者瞭解自己有興趣的文學領域，

不管您是喜歡散文、詩歌、詞曲創作

、還是喜歡走導演、編劇路線，或者

是報章編輯寫作，皆能依照您的興趣

來選擇組別。活動結束後，還有優秀

作品獎勵等著您！ 

　知道了這麼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消

息，相信您已經心動了吧？趕快上文

藻應用華語文系系網，查詢活動詳情

吧！此次報名採統一線上報名，限額

100名，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報名網址如下：http://c026.wtuc.

edu.tw/front/bin/home.phtml

【記者郭亞儒 林建樺採訪報導】

新
的一年到來，應華系大家庭除了忙

著準備期末，也不忘對未來許下新

年新希望，讓來年有更多美好的期盼。

　對於可愛的學生們，賢伉儷林建勳和

林景蘇老師齊心祝福學生能夠身體健康

，且更加用功。建勳老師自己則是希望

能夠寫出更多學術論文、並且練出更多

首高難度的笛曲。

　向麗頻老師希望學生的專題及公演的

籌備都順順利利，也希望研究計畫通過

。若工作減量的話，她期望可以出國旅

遊，體驗詩詞中所描繪的情景，如前往

洛陽賞牡丹。趙靜雅老師期許學生能多

方面的成長，希望和家人悠閒的一起喝

民國一百年的第一杯咖啡。在繁忙之餘

，也能享受簡單的小小幸福。

　王季香老師希望大家「百年好和」─

和自己、和人、和社會和好，與自然擁

抱，大家一起健康活到老，快樂沒煩惱

！鐘明彥老師勉勵全體同學，新的一年

「掌握你的目標，找到自己的定位」。

　最想中樂透的廖淑慧老師期許系上能

得到更多的海外實習機會，前進美國計

劃更進一步！陳智賢主任則是冀望經過

一整年的忙碌，能夠好好休息一下。並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健康、快樂！

　四年級的林恩鐸同學期許自己能把握

在學校的最後一年，盡情享受人生，但

也要完成自我的目標。系學會的黃嘉敏

會長及王于心副會長，希望每個人能珍

惜身邊的朋友、家人，祝福大家期末都

能歐趴，也期望系上向心力更加凝聚。

　應華系報也預祝大家新年快樂，我們

會持續堅持優良的報導，也請大家多多

支持！

開春首場愛河文藝營，將有九名講師前來演講。上排左起依序為余光中、郭南宏、嚴云農、李彪、林景蘇，下排左起依序則為劉克襄、丁旭輝、許瑞芳、林

文義。 　　　　　　　　　　　　　　　　　　　　　　　　　　  (照片來源：維基百科、神洲國際電影、新浪音樂、林建勳、九歌文學、高應大、文藻)

 1心 1意 許願迎世紀

鄭國瑞老師為同學們揮筆寫春聯，學生們開心的捧著老師及自己剛寫

好「熱騰騰」的作品。 　　　　　　　　　　　　　（王筱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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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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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哪裡！」V.S.「Thank you！」
廖灝翔：「在美國教中文，從中國文化開始學起。」

【記者陳冠中蔡蓓瑋採訪報導】

今
年12月23、24日籌備已

久的文藻評鑑日終於到

來了！全校師生各個提高警

覺，因為此次評鑑攸關本校

是否能順利改名為「文藻外

語大學」的名號，成為全台

灣第一所外語大學。為了此

次評鑑，師生從開學起便由

上至下，無不卯足全力籌備

及等待這重要的日子，期許

多一點努力可以換來評鑑委

員給予文藻更優良的成績。

　應華系也熱心地為系上學

生準備一份雙面資料，目的

是要讓學子們能夠更瞭解應

華系的多元出路及系上與眾

不同的地方，陳智賢主任更

於百忙中抽空至各班宣導，

想必聽完系主任的勉勵，大

家除了感受到評鑑的重要，

也更加瞭解應華系。

　我們有幸採訪了應華三B被

約談的王淨同學，請她跟我

們敘述當日約談的流程：評

鑑委員大約問了有關系上未

來的兩個出路走向、選修的

課程、系上資源以及實習經

驗等，對王淨同學來說系上

的資源很豐富，有國小實習

以及輔導外籍生，未來走向

也偏好國外華語師資方面。

　為了這兩天，應華系也為

評鑑做些更動，例如在系辦

外佈置中國古代的服飾圖畫

。這些畫都是學生的創意構

想，讓系上充滿了古色古香

的美感，由此可知系上對於

這次的評鑑的重視及用心。

　結束了這兩天人仰馬翻的

評鑑日後，陳智賢主任表示

對這次評鑑充滿極大的信心

，就讓我們齊心期待評鑑的

結果出爐吧！

【記者沈家億王于心採訪報導】

如
何可以更有效的學習華

文？華語教學者該如何

才能使華語教學更貼近生活

？今年入圍中原大學學術性

論文發會優秀論文的謝東澄

表示，唯有使用行動輔具才

能讓華語教學更生動。

　「成本的高低應該從如何

定位，且利用手機作為行動

學習輔具的主要考量，而不

是單就產品的價格來判斷。

」現就讀文藻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的謝學長在論文中提出

將現今廣受歡迎的智慧型手

機與華語教學結合，以手機

為華語學習者的學習輔具。

　在現代幾乎人手一機的社

會中，若能將學習與手機相

結合將更能提高學習效率。

在論文中也提到一些無法有

充足時間在教室上課的商業

人士，更適用手機學習的即

時性與快速性，讓學習無所

不在。學長提出若能在智慧

型手機中安裝Chinese Pod軟

體將可以利用軟體裡的即時

發音、單字瀏覽、文章閱讀

或互動式的遊戲學習，讓學

習者可以在空閒時間學習。

雖然他的論點還不能完全取

代傳統的紙本教學，但就其

輔助的意義而言，卻是現今

全球華語熱潮中所必需的。

　東澄表示，這份論文目前

只是大略的架構，但未來將

會撰寫後續內容，並將所有

可能遇到的問題有系統地解

釋清楚。期盼自已的想法可

以化為真實，對華語教學有

正面的助益。

【記者彭俞鈞採訪報導】

教
日語，先教鞠躬；教中

文，先教寒暄。

　想當華語教師的您，尤其

是夢想前往美國教學的人們

，一定不能錯過這場精采豐

富的講座！

　旅美多年，曾任教於美國

哈佛大學及維廉大學，目前

執教於俄亥俄州立大學東亞

系中文組的廖灝翔老師，於

12/24日舉辦的講座：中文「

教」「學」法── 我的經驗

與省思中，分享他的經歷。

　廖老師表示，在美國，中

文教學大致分兩種體系。一

種是偏重於「聽」與「說」

，還有強調句型操練的重要

性；另一種則是注重「體演

文化教學法」，認為語言教

學最重要的應是文化本身。

　前者為常春藤名校(哈佛、

史丹佛等大學)所追求的，後

者則為俄亥俄等州立大學所

教授。但廖老師也提到，因

為學生需求與素質的不同，

所以把常春藤名校的教學重

點當作全美的中文學習常態

是不完全正確的。

　在兩個多小時的時間裡，

廖老師分享了自己在美國「

教」與「學」的經驗，分析

美國的教學型態與現況，並

且給予未來想成為優秀華語

教師的同學們許多寶貴的建

議。聽完這場講座，是否覺

得如沐春風，收穫良多呢？

　

羅茂元學長與學生的合影。　            （羅茂元提供）

【記者劉旻諼採訪報導】

羅
茂元學長提到，他最大

的成就感，就是跟學生

一起到咖啡廳時，學生能用

中文與老師對話。如：「老

師，這是咖啡。」 

　這是學長的第一次教學經

驗，且學生都是已為人師，

難免會比較緊張。學長所教

學的對象是「十二名老師博

士班」的學生，雖然身分是

老師，但華語的程度大部分

都是初學者，他們將經歷四

個星期的華語密集訓練，方

可被分派到中國工作。

　越南學生的特色就是非常

「尊師重道」。當彼此互相

熟悉後，可以發覺學生們其

實個性純樸，屬於接受型的

學生，不會主動發問。學長

說，自己喜歡用活動型的教

學方式，而不是照表操課。

當課程開始時，他利用「節

奏詞彙」來展開序幕，學生

們也都很喜歡這種教學模式

。或者是「實物教學」，看

得到摸得到的特點，例如：

假鈔。使學生們印象深刻，

進而更喜歡上課！還有就是

「ＴＰＲ教學法（方位詞）

」，可以讓學生藉著移動步

伐知曉方位。將這些教學法

能融入生活中，使他們能更

快速的學習。

　學長認為，這次教學辛苦

的地方是必須忍受分隔兩地

的情況，回台灣卻又捨不得

在越南的學生。學長建議可

以從台灣帶教學用具過去，

例如：假鈔。教學其實沒有

想像中好玩，要做教具、寫

教案、寫教學日記，很辛苦

的，但是個非常好的經驗。

喝咖啡

教學評鑑　主任：有信心通過

手機學華語 隨時隨地聽讀寫
廖老師藉由ＰＰＴ來闡述自己的經歷。　　　　　　　　　　　　　　　　　（王筱晴提供）

總是笑臉迎人的謝東澄學長

　　　　　（王于心提供）

用假鈔 教學一把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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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動畫和影音 教華語更生動
陳建宏用『懶人包』教學

製作華語教材 活潑好看
【記者林郁綺採訪報導】

數
位化「E時代」席捲而

來，新科技藏匿在生活

裡每個小角落，如何善用「E

時代」所帶來的便利是人類

最新的挑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陳建宏

教授於十二月十一日、十二

日蒞臨文藻外語學院為從事

華語文教學人員講課。兩天

的培訓課程旨在增強師長們

對數位科技導入華語教學的

認識，提升數位教學能力，

以更熟練使用各種數位工具

資訊整合將數位教學運用於

課堂中。

　陳建宏教授表示，科技進

展快速，「編教材」將是過

去與現今老師在準備課程時

的差別。過去的老師由於沒

有數位化的輔助，在準備課

程的負擔上相對比較重。教

材與數位化搭配，相輔相成

，不僅能減輕教學負擔，以

影像、動畫、影音、以及同

步教學，都可以更有效率的

套用在備課上，讓學生可以

快速理解課程內容。

　由於科技不斷的進步，未

來想從事華語教學的學者，

多媒體的技能也必須掌握。

這場精彩的講座介紹了許多

能融合華語教學的實用數位

軟體系統，但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連育仁老師推出的華語

文數位教學懶人包，它可說

是全場的主角。功能多樣化

有筆順製作、介紹許多線上

平台可供教學使用，還包含

光影魔術手、PhotoCap等多

樣繪圖修圖軟體，還有其他

許多以協助製作華語教學教

材的軟體。

　陳建宏教授以實際操作的

方式，讓每個同學以培訓課

能所學到的數位化資訊編教

材，不僅讓同學互相學習，

更能增強自我充實的能力。

　如何將數位化的教學模式

為輔套用在課堂中，使學生

得以更有效率的學習，不僅

是現今華語文教學人員所面

對的挑戰，更是未來想從事

教學課程的你必須所具備的

教學能力之一。

教華語要有創新的方法

同學們開心享受溫暖的系聚餐。　　　　　　（系學會提供）

【記者王馨採訪報導】

希
望在各國教授華語，卻

被距離和時間的障礙阻

擋嗎？應華系於十二月十四

日特別邀請到陳春木(Frank 

Chen)博士，來校解說近期

推出的「創意行銷競賽」。

　陳春木博士表示：「創意

行銷實驗就是要透過團隊的

協同合作與溝通，激發你的

創意，利用現今的遠距線上

溝通方式，讓你在學習時就

先接觸職場溝通技巧。」對

於即將畢業的青年學子而言

，未來的人生轉折及工作考

驗是一大障礙，創意行銷實

驗不僅是出社會前的先修班

，同時也能增強自己各方面

的能力。    

　遠距教學軟體JOINNET的

推出，為華語教學及英語等

各種教學大大提升了便利性

。除了軟體本身的穩定性，

軟體也提供各種教學的便利

功能。教學無國界，華語教

學更是拓展中華文化的方法

之一，就讓我們為中華文化

盡一份心吧！

【記者吳致葦 王靖琇採訪報

導】

什
麼最吸引人？冬天吃火

鍋最吸引人！今年應華

系系聚餐抓住大家的胃，邀

請辣匠火鍋店來充實各位應

華系寶貝們的五臟六腑！

　99年12月14日應華系聚餐

正式上場囉!下午六點半不到

，辣匠火鍋店樓上已是高朋

滿座，充滿著期待與蓄勢待

發的歡樂氣氛，學長姐們特

別準備了精彩刺激的摸彩活

動，與應華系夥伴們共襄盛

舉，這次的獎品內容相當豐

富就如同桌上那秀色可餐的

火鍋著實令人驚豔，老師們

也熱情贊助禮物，現場的氣

氛就像早已沸騰到最高點的

火鍋一樣high到不行！

　終於上菜囉！大家餓了許

久，面對鍋裡的滿滿的火鍋

料，個個都狼吞虎嚥了起來

，口裡咀嚼著美味；心裡感

念著學長姊的用心，這次由

系學會所舉辦的應華系系聚

餐十分成功，映在大家臉上

的盡是笑容與滿足。用餐時

，系上主任與老師們蒞臨現

場並且給我們愛的關懷與勉

勵，伴隨著歡笑聲與桌上滾

滾的熱情，眾所期待的摸彩

活動掀起了此次聚餐的最高

潮！這次的摸彩活動有一桌

出現了三位幸運兒!大家都

在這屬於應華系的熱浪裡喧

鬧著，好不熱鬧，為這寒冷

的冬天增添了一絲溫暖。

寒冬聚辣匠 溫暖系聚餐
陳建宏教授(上)日前於文藻講課，台下的學生正認真操作。    　　 　　  （林郁綺提供） 

學生認真聆聽陳春木博士的演講。           (應華系提供)

學長姐用心安排 個個狼吞虎嚥 好禮『摸』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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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文化華語遇上雲端科技
【洪婕綺 蘇琬淯採訪報導】

想
知道華語文教學的最新

發展嗎？上個月由台灣

師大與高雄師大聯合主辦文

化＠華語文教學工作坊，召

集南北多位老師在高雄師範

大學分享對於華語教學的研

究與心得，這次華語教材所

針對的對象是華裔子弟以及

新住民。

  現在網際網路日漸發達，

為了讓華語教學有更好的成

效，連教材也數位化了！                 

　本系林翠雲老師主要發表

的內容是運用雲端科技與

GOOGLE協作平台作為工具。

所謂雲端科技即是在任何有

網路的地方，我們都能夠取

得資料，所以線上應用程式

的運算能力提供出來作為服

務，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取

得資料，讓全國各地的老師

們都能共同在線上編寫教材

，透過網路平台，將教材放

在網路上供人使用和瀏覽。

不僅節省了上傳資料的時間

，同時也可以在線上討論問

題，減少為了開會而東奔西

跑的情況。

  其中高雄縣鼓山國小的何

淑貞主任，發表利用清明上

河圖來進行看圖作文教學，

相當有趣。她以師大石蘭梅

教授帶領設計的「歷史文化

學習網」為教材，引導學生

認識汴京城內人們的生活。

這幅偉大的鉅作，由於畫工

精細、內容精彩是可以兼顧

語文教學及文化學習所使用

的圖片材料，發展字、詞、

句等語文元素多元、具像的

畫面材料，藉著「圖片」及

「文章」指導學生進行寫作

學習。

　高師大的鍾鎮城老師，不

僅分享最新的新住民多媒體

教材「移民在台灣生活最常

用華語100句」，同時也提出

了針對新住民的華語教學所

遇到的困難點，例如：電子

教材無法精準的斷句，對於

學習者會有學習上的混淆等

，都是華語教學者目前普遍

遇到的教學難點，他正積極

的解決此問題。　

　參與此次工作坊的UC3A鄭

伊珊同學表示:「在台下聽老

師們分享教學心得，吸取到

很多新的教學資訊，也了解

數位與文化方面華語教學的

優缺點，拓展教學新視野，

受益良多。」

　前來的學者認為「數位華

語教材固然方便使用，但仍

是輔助教學的一種工具。」

，傳統的課室教學仍具有一

定的重要性。因此，應華系

同學應該鞏固自己的基本功

，運用科技加上穩扎穩打的

能力，培養自己的競爭力。

何淑貞示範用清明上河圖教寫作，領學生進入宋朝古色古香的繁華景象。（上圖）

鍾鎮城新住民教學甘苦談，拓展教師新視野（上圖）。（下圖）　　　　（鄭伊珊提供）

這
次由師大主辦的2010

年文化@華語文教學工

作坊，融入了許多的元素，

顧名思義，最重要的兩點就

是數位和文化。高雄縣鼓山

國小主任何淑貞主任利用清

明上河圖從事看圖作文教學

，高雄縣橋頭國小教師呂美

惠老師用動畫呈現礦工生活

的情境，這兩項教學設計不

但具備創意和趣味性，前者

還能培養學生的思維力和聯

想力，後者則能營造真實的

情境，教學生詞彙、句型及

成語；以上兩位教師的發想

與辛勤的努力，為華語教師

提供了更多的教學方式。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研究所助理教授，鍾鎮城老

師所主持的「當語言學遇見

移民華語數位教材」，可以

說是今天研習下午場的重頭

戲。首先鍾教授先讓與會者

思考，如何同時滿足新住民

(尤指在台的女性外配)的需

求和台灣的教材環境，發展

出「移民在台生活最常用的

華語一百句」，接著鍾教授

分析現有的移民華語教材，

詳細解說他如何用語言學的

角度發掘出台灣現今移民教

材的語言本體，再配合實際

探訪新住民得到的需求，最

後和工程師不斷溝通協調，

這份數位教材才得以誕生。

在工作坊中，鍾教授清楚並

深刻地傳達他理想中的華語

教學理念：他期許華語教師

能具備教學倫理，也就是能

夠在華語教學中營造幸福感

、也將它傳出去並延續下去

，讓新住民感覺，從華語學

習以至生活，也都享有這份

濃濃的幸福。

教學用數位　成效雙倍
華研所羅茂元 發現教學新桃源

【記者吳懿芳 鄭伊珊 鍾菀

芸聯合專訪】

語
言承載著文化，而文

化也涵納著語言；因

此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也必

須學習其文化。

　文化＠華語文教學工作坊

活動主辦人，國立台師大華

研所教授王秀惠老師，眼裡

閃爍著抱負及熱忱說：「希

望能夠透過這樣的交流獲得

許多新資訊，注意不同地區

學生有不同需求，例如在台

灣北部有較多的華僑，而南

部有較多的外籍配偶，教學

方法一定是不相同的。」

　她認為華語教學未必一定

要到海外，在台灣也有許多

華裔子弟及新住民需要關注

，盼能利用自身在華語教學

領域的專業度對這些學生「

因材施教」。

　此外王秀惠老師也認為所

謂的「文化」不只是表面上

的節慶、風俗而已，重要的

是後續的人文與哲學發展，

及文化背後的由來。

　未來希望藉由相關研究的

專精，讓人們認識較深刻的

台灣文化，也期待更多擁有

相關教學經驗的老師們，能

夠來此相互交流，為台灣華

語教學領域提供多元的教學

走向，以實現「針對不同文

化背景的學生，提供適當教

學方法」的理想。

你不知道的「文化」教學撇步
王秀惠教授:華語教學，海內外學生皆須兼顧

王秀惠（左一）盼海內外老師踴躍投入華裔教學。

　　　　　　　　　　　　　　　　　　（鄭伊珊提供）

全國各地老師都可共同在線上編寫教材 供人使用或瀏覽 大大節省精力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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