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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婷名華將接棒 擬邀校友談就業
第八屆應華系會改選 優良政見紛紛出籠 對聯創作比賽及SUPER正音班豐富活動豋場！                              

(左圖)會長候選人許思婷(右)及副會長候選人李名華(左)在政見發表上頗為亮麗的表現，讓大家印象深刻。(右圖)透過開票公開，鼓勵應華人不僅選賢舉能，

且主動參與系上改選活動。                                                                                          　(許思婷、王筱晴提供)

【記者沈家億 張馝芸採訪報導】

應
華系的未來決定你手，第八屆

應華系學會會長改選來囉！

　於五月十日文園二樓舉行的本屆正

副會長候選人政見發表，會長候選人

許思婷與副會長李名華均展現其優秀

能力與遠見，為應華系的未來列出一

連串的計畫，每一項都是電池、為應

華系注入滿滿的力量。

　兩位候選人都有參與活動和擔任幹

部的豐富經歷。而增加系會與成員互

動，為其政見之首項，期望能透過佈

置系辦，以達到加深系上成員彼此的

感情與美化系辦的目標，讓人感受到

溫馨、愉悅的氣氛。

　另外則是爭議最大的系費問題，將

其使用明細一一公開，讓應華系同學

們都能清楚系費的流向，也會加強宣

導，使系費的繳納更有效率；並積極

推動各項學術活動，除了原先的漢拼

比賽、朗誦比賽、硬筆書法比賽外，

更提出對聯創作比賽、SUPER正音班

等競賽，讓應華系的活動更豐富多樣

；也會邀請應華系友分享其畢業求職

經歷，讓準職場新鮮人的我們可以得

到更好的資訊，有助於大家了解未來

的職涯發展。

　而人人都頭痛的服務時數問題，會

長也提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政策，將擬

定讓同學到高雄各偏遠校區擔任志

工，一方面展現應華系對社會關懷的

精神、一方面獲得時數；最後，為了

提升應華系在文藻的知名度，將舉辦

將豆豆傳情的範圍擴大到校外的UR 

beautiful運動、全員逃走中等活動

，並期望透過活動增加系與系之間的

聯繫以及系上的的凝聚力。

　一一提出如此優秀政見的正副會長

候選人，於五月十一日的系會改選中

，正式成為下一屆的正副會長，期望

由應華人共同選出的下一屆領導者，

能帶領應華系走向更美好且創新的未

來。請大家拭目以待！

【記者林郁綺採訪報導】

你
是否曾經想要傳達情意，卻遲

遲找不到理想的方法表現呢？

5/2-5/6復刻傳情，傳達你的心，愛

要及時，應華系為你使命必達！

　系學會採買各種目前市面上很少見

，充滿「復古味」的糖果，特別用牛

皮紙袋包裝凸顯它的復古氣息。

　傳情分成三種，有師生、情人、友

誼，將自己的情意寫於小卡中，藉由

應華系專人服務，按照勾選的理想時

間傳送，感人的小卡片搭配甜入心房

的復古味糖果，增添了不少神秘感及

趣味性。

　這次的活動可以說是相當的成功，

不少系上及外系的同學和師長購買傳

情糖來表達心意。不少男同學藉此機

會表白給心儀的對象，令女主角既驚

喜又開心；也有學弟妹用傳情糖來祝

賀即將畢業的大四學長姐，收到傳情

糖的學長姐感動的說不出話來。

　系學會表示，原先採買的份量不足

，得調派人手幫忙補貨包裝。而負責

傳送的同學則表示，雖然得匆匆忙忙

地按照指定的時間將小卡及傳情糖傳

送至對方手中，而感到些許疲累，但

每當將小卡及傳情糖送至同學手上時

，對方臉上洋溢幸福又開心的笑容，

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今年的傳情活動受到不少師生們

的好評，王季香老師在系學會的

FACEBOOK表示：「辛苦了！談情難，

傳情又談何容易？但你們突破傳統，

勇於創新的復刻，刻骨難忘！」

　藉由全體學會成員幫忙，為此活動

畫下完美的句點。

復刻傳情遞心意

復刻傳情廣受師生的觀迎，活動大獲成功。                　 (蔡蓓瑋提供)

2011年 5月 18日 星期三



2011年 5月 18日　星期三

責任編輯：于孟潔　

第二十三屆文藻文學獎評審揭曉
往日情愛題材退燒　親情、環保、異食症選材更為廣泛

【記者林建樺採訪報導】

應
華系舉辦文學獎決審會，新

一代文藻詩人誕生！小情小

愛，也出現關注環境議題的作品。

還有以樸實的文字，描繪深刻動人

的親情詩。更有古典意象的使用能

手，功力甚至媲美當代傑出詞人！

　向麗頻老師幽默地以「選美」來

比喻這次評選。她稱讚入圍同學：

「能在這麼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

，就像超越眾多佳麗一樣，你們的

作品本身就是美人！」

  對於新詩寫作，歐修梅老師指導

：「意象最好鮮明，有想像空間；

詩題本身要具有獨立價值；進一步

豐富內容，啟發對詩的理解與想像

。」林翠雲老師則提醒：「特別注

意型式、音樂性與標點符號的使用

。」

　「詩題」是這次多數參賽作品的

問題，許多內容雖然不錯，但卻和

詩題搭不上關係，老師甚至指出某

些詩作通篇找不到和詩題有關的內

容，這是很可惜的部分。

　本屆新詩A組由歐修梅、向麗頻

、林翠雲三位老師評選，共計選出

前三名與佳作四位。其中以「古老

的故事」拿下佳作的UC1B吳珈琦同

學表示：「當我們每天在新奇事物

的衝撞下，總會想要留一個角落去

靜靜地回憶那些舊東西，對那個我

們所沒有經歷過的時代還是存有斑

駁的幻想。感謝老師們，我會把激

情持續到之後的的文學獎選拔！」

【記者王于心採訪報導】

今
年小說組的評審有現職臺灣

時報副刊主編黃耀寬先生、

應華系郭爵源教授以及林建勳教

授。評審們認為此次作品以奇幻

居多，並非壞事，代表大家都充

滿著想像力。但是在撰寫此類型

作品時，不可欠缺的元素如氛圍

營造、歷史隧道和時空營造。評

審們藉此機會提醒每位欲想在奇

幻小說大試身手的寫作者，在敘

述角度方面，人稱穩定、人物刻

劃立體是必要的基本配件，另外

，小說雖為虛構，但仍可由文字

中反映出人類生存狀態，表現出

人性的每種可能性!

　＂Schmetterlinge im Bauch.

＂一句德國諺語＂腹中的蝴蝶＂

代表著一個人正感受到愛情的悸

動；一則異食症少女食用香皂的

新聞，一個簡單的想法，讓XJ3A

吳庭宇在此次文學獎小說組中拔

得頭籌。

　對吳庭宇來說，寫小說就像是

「大姑娘坐花轎－頭一遭。」閱

讀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動，

吳庭宇表示，自己最喜歡日式小

說的筆觸，如《博士熱愛的算式

》，奇幻中帶著現實。

【記者彭俞鈞採訪報導】

伴
隨著文學獎入圍者的緊張心

情，第廿三屆文藻文學獎決

審會於四月十三日隆重登場！以

公開講評及現場頒獎為主要目的

的決審會，依文類和學制分成了

六組。。

  散文A組由施忠賢老師、黃彩雲

老師及卓福安老師所講評。老師

們肯定入圍同學們的用心與文筆

，不過同時也直言此屆文學獎散

文組在題材上的侷限與重複性是

改進的重點。

　施忠賢老師以求好心切的要求

態度審評每一篇作品，而黃彩雲

老師則提到了文章中標點符號使

用的重要性，卓福安老師當天也

分享了一篇好作品所需具備的重

要條件。

  散文B組的決審老師則是鄭國瑞

老師、廖南雁老師與丁鼎老師。

或許因為此組是五專部為主要評

選對象，整體氣氛似乎也較活潑

輕鬆。此組入圍作品甚多，其中

更不乏佳作的出現，老師們評審

過程中也驚訝於五專部同學們的

早熟心思，並鼓勵同學們持續創

作，未來必定無可限量。

  第廿三屆文藻文學獎已告一段

落，散文組更是競爭激烈。此屆

未得獎的同學也別灰心，往後每

一次的文學獎等著你的投稿，也

期待更多創作心血的加入喔！

文藻文學獎散文組頒獎實況，廖南雁老師盡心地發表得獎作品的迷人之處。　　　　　　（王筱晴提供。）

　得獎名單

新詩A組
名次 班級 姓名 題目

1 UT3A 張介瑋 寂寞的尊嚴

2 YT4A 邱筠婷 相信

3 UJ4A 詠維 姑姑

佳作 XE5C 莊蕙瑜 到如今

佳作 UC1B 吳致葦 古老故事

佳作 XE4A 蕭曳容 墨淚

佳作 XE4A 楊喨茵 壓抑

新詩B組
名次 班級 姓名 題目

1 XJ3A 劉人瑋 我看見別人的愛情

2 XJ3A 羅意婷 人牲

3 XG2A 陳妍琇 邏輯+情愫=我們都

　　　　　　　　　　　離題了

佳作 XE1C 許立葳 致子胥

佳作 XE1B 楊日謙 猖狂

佳作 XE3B 蔡瑾嫻 風車的故鄉

散文A組
名次 班級 姓名 題目

1 UCA1A 林子洋 叔父之什

2 UC2B 郭亞儒 將缺憾還諸天地

3 XJ4A 李佳穎 給十九分之九的你

佳作 UJ4A 涂詠濰 姑姑與我

佳作 UG2B 蘇筱涵 妳

佳作 PN3B 邱詩婕 五天

散文B組
名次 班級 姓名 題目

1 XJ1A 李育慈 窗

2 XJ3A 韓恩妮 人魚的鞋子

3 XE1B 鄭硯方 走過

佳作 XG3A 羅翊寧 花

佳作 XE1B 陳致綺 姊姊，飲料很燙

小說組
名次 班級 姓名 題目

1 XJ3A 吳庭宇 Madama Butterfly

2 XG2A 洪慈曼 如童話般繼續

3 UC3A 劉依甄 探鎖

佳作 XG1A 黃靖茹 食屍鬼

佳作 UC2A 周麗馨 通往幸福的列車

佳作 UCA2A 沈于琪 裂痕

劇本組
名次 班級 姓名 題目

2 UCA2A 沈于琪 夕陽

2 UC3B 黃瑞哲 致命真相

3 XJ4A 李佳穎 公車站牌

佳作 XS4B 羅孟琪 羅文藻密碼The 　

　　　　　　　　　　　Wenzao Luo Code

佳作 US3A 鄧惠文 蛋的秘密

佳作 XG3A 林毅如 Reality Online

文藻文學獎散文組得獎同學與評審老師合影。　　　（郭亞儒提供。）

【記者蔡蓓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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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靖琇 吳致葦採訪報導】

歡
迎光臨台灣！德國高中生遊學

團於2011四月二十一日蒞臨文

藻，全校師生無不熱情歡迎，將在這

為期十五天的時間裡學習台灣文化精

神，展開學習之旅。

　藉由這次的活動促進了德國與台灣

的國際交流，文藻提供了多樣化的文

化體驗，讓遊學生們感受台灣的文化

濃情。在課程安排上，規劃了富含中

國文字意象的書法課，讓他們在每一

次的磨墨與揮毫中認識中國文字之美

、透過包水餃、縫香包……等的中華

文化課程使德國高中生們對中華文化

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及體驗，讓一顆顆

元寶般的水餃在他們的手中揉捏，感

受台灣的在地情感；讓載滿端午節的

濃濃節慶味的香包為他們帶來幸運，

最重要的華語教學課程不只給予豐富

的華語知識也增進了師生之間的交流

情感，更使傳授華語課程的老師從中

學習到教學關鍵。擔任此次書法教材

設計的王智儀老師說：「這個實習的

活動，讓我更了解這個年齡層學員的

學習方式，此外，『及時回饋』的策

略在教與學之間非常重要，適時地師

生互動或正向回饋鼓勵學員，藉此激

起學員們學習的興趣。看著學員們拿

著毛筆努力揣摩書法的精髓時，令我

著實感動。下次若有類似的文化課程

時，可試著導入小組學習的模式，不

只是師生互動，生生互動的影響力亦

不容小覷。」

　透過這次的教學經驗，王智儀老師

發現各個年齡層的華語教學不盡相同

，這次德國團的學員為高中生，若書

法課只是很死板地帶入書法知識，那

對高中生來講一定很難讓他們去深切

學習，不過，德國高中生較一般他國

的高中生在上課時更為沉穩，他們在

課堂上比較沈寂、安靜，這時老師扮

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要如何活絡課

堂氣氛，又能適時帶入知識將是教學

關鍵，他認為，一位出色的遊學團老

師一定懂得如何在「互動」中進行教

學。如此短期的遊學團對將來有志朝

華語教學邁進的學員或老師們是很好

的經驗；無論是教學流程或臨場反應

，都必須拿捏得當，此外，這類活動

也大大增加了國際交流的機會，讓台

灣的華語老師們有機會將自己所學或

中華文化帶到世界各地。

　為期十五天的遊學生活終於在薪傳

廣場上畫下句點，歡送場面知性卻又

帶點溫馨，當德國高中生在台上發表

感言時，各個充滿自信的將這趟旅程

的收穫分享給大家，期盼他們能將這

次的在台學習經驗分享給國人，將台

灣的在地文化精神傳遞出去。

【記者王于心採訪報導】

人
們總愛問「應華系將來要做什麼?」系

上的同學總是支吾其詞，華語教師在台

灣人數以達飽和，若不另尋出路，將成為流

浪教師一員。系上聽到了同學們的心聲，華

語教學之「前進美國」講座給予大家多一份

選擇。

　4月26日，華研所邀請台師大華研所客座教

授何寶璋先生，針對「美國大學華語教學概

況」，做一專題演講。何寶璋先生曾任哈佛

大學中文部主任，對於華語教學有著很大的

貢獻。一開始教授談到了美國學校的制度，

有一般的公立學校及私人學校，前者對於老

師的要求較多，各校有不同的規定；後者的

師資卻是參差不齊，且學生可能來自不同背

景、不同目的。

　接著演講中談到了「一個學期教多少個漢

字?」若是你有答案，那表示現今的你對於漢

語教學仍不了解，教授說明了漢語教學一大

原則在「詞」而非單一的字上。那「幫一下

忙」和「幫忙一下」哪句是正確用語是否也

考倒你呢?前者為正確用法，教授強調，標準

和社會語言應有所界定，教學者必須遵照著

標準用語使學習者學到最正確的用法。

　何寶璋教授在演講的最後提及大陸與台灣

教師的培訓。大陸的學生數量大，質量高，

但前者的教師大多重本體、理論，台灣則是

重能力、教學，在相同訓練下台灣教師能短

時間便上台教學，但相較之下缺乏的部份是

實用。

　華語教學勢必走出台灣，是否已準備好要

前進美國了呢?別忘了機會永遠是給準備好的

人!

【記者黃容笙採訪報導】

在
中午的系務會議上，

黃依駿(圖左)和楊馥

如(圖右)從系主任陳智賢手

中接獲學業成績獎。

　黃依駿強調系上課程由基

礎到高階的設計不錯，建議

大家當下就打穩根基，否則

會形成蠟燭兩頭燒的後果。

楊馥如則表示自己沒有天天

讀書的習慣，但是她將讀書

計畫提前，利用表格理解更

快速並且也分享時間規劃的

技巧——善用筆記本，用顏

色筆標記好大大小小的日程

，按部就班實行容易做好時

間管理。

　他們倆的共通點就是「很

忙」，且都把社團玩得有聲

有色。黃依駿是系會的活動

長，楊馥如參加墨香社，黃

依駿的經驗告訴他，多多和

夥伴溝通是不二法門。楊馥

如表示勤寫書法除了技能上

的訓練，更能培養專注力，

即使在浮躁的氣氛中也能靜

下心來，對知識的快速吸收

有益。

　畢業後兩人對未來有不同

的規劃，楊馥如想繼續發揮

所長從事華語教職或者利用

電腦繪圖的第二專長從事華

語教材出版。另一方面，黃

依駿考上本校的華研所，將

在文藻邁向超過十年。

德國團遊文藻 文化學習樣樣來 
學書法、包水餃、縫香包 什麼都學 什麼都好玩

(上圖)德國留學團的學生於最後一天的歡送會中發表學習感

言，現場氣氛相當溫馨。  

黃依駿 楊馥如
學業成績最優異

前進美國華語教學

何寶璋：實用最重要

(右圖)為期十五天的遊學體驗在薪傳廣場畫下句點，圖為

德文系工作人員維持場地秩序。    (王靖琇 吳致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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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郁仁鼓勵持續華語教學
第五屆古典與現代學術研討會 台灣.越南文化交流

【記者劉宇珍採訪報導】　

週
六的早晨，剛進入校園便見笑

臉迎人的應華系工作人員，在

四月二十三日這一天，一場關於華語

教學與台越交流的學術研討會，於文

藻外語學院歐盟園區順利舉行。

　研討會的主持人有陳智賢主任、徐

漢昌老師、李彪老師、廖淑慧老師，

講者除了應華系上的老師外，還有來

自台灣各地重要的學術界人士，氣氛

熱烈而溫馨。

　負責開幕的主持人為陳智賢主任，

講者則是駐胡志明市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文話秘書－陳郁仁先生，他以詼

諧逗趣的方式開頭，講述台灣及越南

的文化交流相關事項，提到胡志明市

是越南一個非常國際化的工商大城，

越南人口有八千七百三十七萬人，華

人的比例大約佔1.29%，和中國山水

相連，深受中國文化影響。

　結尾以問答的方式進行，讓在場的

老師、教授提問補充更多的訊息，也

鼓勵更多老師、學生到越南教學，另

外，陳先生也提到少在路邊吃東西，

否則會如他同事一般，鬧出拉了三個

月肚子的笑話。

【記者潘逸涵 鄭雅鴻採訪報導】

一
位帶著黑框眼鏡、有著陽光笑

容、健康黝黑的膚色、瘦瘦高

高的男子，應華系四年級林恩鐸同學

，將前往美國黃石國家公園進行為期

兩個月的暑期打工，這個難能可貴的

機會真是羨煞了不少學生，而林同學

非常期待也很開心能夠得到這個工作

機會。

　林同學表示會知道這個工作是聽了

座談會之後，便報名參加並與美國雇

主面談，從眾多的報名者中挑選出符

合資格的同學前往美國工作；被分配

到位於美國中西部的黃石國家公園，

是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更於1978年

被列為世界自然遺產，林同學的工作

為旅館房客服務，而工作內容則是到

當地後，依英文程度分配適合的工作

，英文程度越好，分配的工作內容則

比較可以與人接觸交談，像櫃台、服

務生；程度偏弱者較容易被分配到枯

燥乏味的工作，例如清潔工。

　林同學認為可以到外地去增廣見聞

，增加自己的條件、經驗並充實自己

的能力，也期待認識當地人從而了解

不同的文化，了解是否對外國勞工有

歧視以及對物質的價值觀有何不同。

如對暑期出國打工旅遊有興趣的同學

，身為大四的學長鼓勵學弟妹可以多

蒐集資料並積極參加座談會，把握每

個機會，並善用校內豐富資源來提升

自己的能力，為大學生活增添色彩。

黃石公園 我來了

三位嬌嬌女 勇敢飛向菲律賓

【記者黃舒齊採訪報導】

應
華系前進菲律賓！在五月二十四

日，大四曾詩情、陳依華、源曼

琪同學將獲聘為菲律賓宿霧東方學院

華語實習教師，並獲僑務委員會全年

生活費及往返機票補助。對於這次能

有這麼棒的實習機會，陳依華同學表

示：「不放過任何可以實習的機會。

」；源曼淇同學在緊張之餘還是笑笑

的說：「在文藻有許多可以到國外學

習的機會，而且只有在這段時間我們

才可以有資金的補助及老師的幫助，

出了社會反而沒有這種機會，所以才

想要參加這次前往菲律賓當實習教師

的徵選活動。」

　菲律賓對於這三位同學來說，是一

個全新且陌生的環境，曾詩情同學說

：「沒有去過菲律賓，但有先查過地

圖，以及先上網了解一下當地的狀況

。」由於教學對象是小學生，又為非

母語學習者，所以起步困難，為了讓

小朋友能開心的學習中文，曾詩情、

陳依華、源曼琪想了很多活動、遊戲

和獎勵。

　廖淑慧老師、王季香老師也幫即將

前往菲律賓實習的三位同學問清楚當

地的治安，而在當地的僑校會也將會

給予協助，宿舍部分環境相當良好，

這讓曾詩情、陳依華、源曼琪對於要

到陌生環境，感到安心了不少。

  對於這次能夠前往菲律賓實習，這

三位學姊們想給學弟妹一些建議：「

若有志於從事華語教學就得趁現在不

斷累積自己的經驗，相較於西方學生

較為活潑、喜歡發問，東南亞地區的

學生屬於較安靜，單方面接受資訊，

可以先去東南亞國家加強自己的實力

、增加實戰經驗，再去西方國家會表

現得更有自信。」

陳郁仁先生於學術研討會上，交流台灣及越南的文化。          (劉宇珍提供)

UC4A林恩鐸同學將於暑期前往美國黃

石公園打工。        (潘逸涵提供)

UC4A源曼琪、陳依華、曾詩情同學(由左至右)將前往菲律賓擔任華語實習教師。     (源曼琪、陳依華、曾詩情提供)應華活動報報
送舊

時間：5/24 17：00

地點：文園W008

漢拼大賽

時間：6/8 15：40

地點：專業口語表達藝術聽

期末大會

時間：6/8 17：00

地點：文園2樓

源曼琪、陳依華、曾詩情獲聘東方學院華語實習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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