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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好合　陳主任歡喜娶嬌娘
醞釀兩年終於開花結果 新郎陳智賢與新娘凱儀於三月四日完成終身大事                                   

【記者林建樺採訪報導】    

民
國百年的第一次的系聚會來囉！3月2日下午在文園舉

辦本系期初大會，系學會幹部接力宣傳本學期系上的

重要活動，所以如果沒有來，就真的錯過太多啦！

　時間上最接近的，即是系學會招募新血。提到系學會，會

長嘉敏的語氣充滿殷切的期望，「我們當時也是在什麼都不

懂的情況慢慢摸索出來的，可是等到系學會事務都熟悉的時

候，也差不多要卸任了。所以很希望一、二年級的學弟妹們

，能夠到系學會來學習，並為大家服務，如此，也具有應華

系優良傳承的意義」會長感嘆的道來。

　而接下來，因應緊鑼密鼓的運動會賽程，將組成「系加油

團」為大家打氣，當天並設有應華系的專屬休息區，在這裡

大家可以不分年級進行交流，也會提供第一手的戰況消息。

　另外，系學會正副會長將要改選，5月10日進行候選人政

見發表，隔天的11日隨即進行全系投票。其它還有「豆豆傳

情」與「漢拼大賽」的活動，本學期可說是相當精采豐富！

　最後，在會上有同學提議，考量到如今臉書使用率極高，

並且資訊傳播更為快速，因此當日即成立新的臉書社團，名

為「文藻應用華語文系學會」，請大家趕緊加入，以免錯失

重要訊息！

【記者沈家億採訪報導】

如
何有效率的教導華語？一堂精采的華語

課該如何設計？國立臺灣大學語文中心

劉秀芝老師3月1日下午在Q001進行長達三小

時的演講。

　目前在台灣通行最廣的華語教材--《遠東

生活華語》與《實用視聽華語》，劉老師正

是兩套教材的編者之一。從事華語教學，或

多或少都接觸過這兩套教材，如何把教材的

功效在課堂中發揮最大，對教師們可說是項

考驗。劉老師認為唯有以「活動式的教學」

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進而達到教學的成效，

傳統式的教學法只會降低外國朋友的學習興

趣。而不同年齡層也有不同的教學方式，但

老師強調：華語教學重點在「聽」。

　聽說讀寫，「聽」為何排最前面？老師認

為，因為它最重要。任何語言無不由聽開始

，一個不懂任何語法的小孩是以聽的方式從

周遭環境學語言。因此當老師的，更要以聽

為重點進行教學。另一教學重點在「主題」

，語言是不能片段式的教學，唯有完整的組

織架構才不會令學生迷惑。

　再來就是「活動」，當你的學生是一群外

國朋友時，若用刻板的教學方法只會令學生

厭惡而達不到該有的效果，在這方面老師一

再強調，上課時要多和學生互動，讓學生多

「講」多「提問」而老師最好講「越少越好

」。總歸一句，語言是多「聽」多「說」才

能進步神速。

　在演講過程中，老師實際進行教學，只見

老師不斷提問不斷的讓學生說話，為了使上

課有趣老師進行了許多與課本相關的活動，

讓台下的學生如癡如醉。相信一個好的華語

老師就是如此教導語言的。

(下圖)陳智賢主任挽著新娘的手，接受所有人熱烈

祝福。　　　　　                (李彪提供)

【記者陳奕卉　劉雅芬採訪報導】 

揭
開粉紅色的布簾，在小花童及伴郎伴娘的引

導下，智賢主任挽著新娘凱儀老師的手，緩

緩步入宴客會場。

　問起兩人相遇的過程，是在大家都熟悉的文藻書

香苑裡，那時候系主任陳智賢坐在咖啡廳的這頭而

凱儀老師則坐在另一邊，沒有交集的二人卻因為主

任的問候讓命運悄悄把他們的紅線繫了起來，歷經

兩個寒暑，兩人決定共同攜手走向紅毯的另一端。

　主任表示，越到婚禮前心情越緊張，因為小細節

繁多，很怕有疏失；而凱儀老師則說一整天下來，

讓她感到最有壓迫感的就是換禮服的時間要抓得很

準。

　宴客中場播放一段小小的Kuso影片，影片中主任

飾演小仙女用仙女棒把灰姑娘變成漂亮的公主讓她

可以參加宴會，現場並用南瓜燈光馬車載著公主和

王子接受大家的祝福，華麗的南瓜燈光馬車引起現

場另一波高潮。

　在濃情滿意的時刻，也祝福陳主任及凱儀老師在

建國一百年的重要時刻互許終身，牽手走向人生另

外一個一百年。

活動式教學 課程設計饗宴 應華人 齊聚文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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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姵均採訪報導】

常
聽人感慨「每天花一小時練習寫作，還

不如靈感爆發的一分鐘」，難道靈感真

的來無影去無蹤嗎？

　２０１１愛河戀文藝營聽見大家的心聲，

活動期間用心規劃，於一月25日上午九點半

至十一點半，於文藻外語學院求真樓歐盟園

區Ｑ００２會議室，請到知名作家余光中教

授為我們講授「藝術經驗的轉化──靈感的

來源」。

　首先余教授解釋什麼是「藝術經驗」。余

教授表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畫家是視覺

的藝術、音樂家是聽覺的藝術，同理可知，

雕塑家、建築家、科學家等等，都是不同類

型的藝術，而這些不同的藝術之間的美感可

以互相轉換。例如，詩人寫了一首詩，有人

將它譜成曲，再由聲樂家唱出來；或是像貝

多芬創作樂曲，之後由鋼琴家還是小提琴家

把它呈現出來，都是「藝術經驗」的轉換，

也可以稱為各種美感的互通。

　從十九世紀以來，西方開始流行寫實主義

，尤其在小說寫作方面最為常見。現在很多

人認為如果要進行文學創作，應該要「寫實

」，像描寫社會經驗就是所謂的寫實。但是

某些時候，不論是繪畫、譜曲還是寫文學作

品，有些地方是不可能寫實的。余教授說：

「比如你要利用神話、傳說，或者宗教題材

，你怎麼能夠寫實呢？你見過耶穌嗎？你聽

過上帝的聲音嗎？你知道鴻門宴時，誰坐在

哪裡、誰又站在哪裡？不知道。所以有很多

題材，我們不能夠完全靠寫實。」

　以〈最後的晚餐〉，這則聖經新約中的經

典故事為例，同樣的一則故事古今往來被許

多文藝作品作為題材，但是每個人的想像和

詮釋都不同，達文西的同名畫作知名度最高

，不過羅貝蒂、包慈跟尚帕涅等畫家也都曾

以此為題。

　余教授覺得，這種藝術之間的轉化，就是

靈感的來源。靈感不一定得來自現實生活，

除了我們能夠去親身體驗的生活外，還有一

些是要間接去取材的。「張愛玲怎麼寫男人

？她又不是男人。白先勇寫女人，但他也不

是女人，是不是？」余教授打趣地說道。

　創作要靠觀察和同情，更懂得認同，認同

即是一種充分的同情。余教授認為藝術創作

包含文學寫作，有三個要件，分別是「知識

」、「經驗」以及「想像」。他說：「所謂

的想像力，就是廣泛而深刻的同情。只要用

在刀口上，你的想像力就能幫助你很多。」

愛˙河戀　文藝營名師盡出
余光中教授談靈感經驗　劉克襄先生聊旅行體驗

【記者王馨採訪報導】

你熱愛旅行嗎？知名自然

觀察及旅遊作家劉克襄

先生於一月二十八日受邀到

「愛河戀－文藝創作營」以

自身旅遊經驗與大家分享「

青年旅行」的議題。

　劉克襄，台中人，本名劉

資愧，為台灣作家、自然觀

察解說員也是位旅行作家。

劉克襄從事自然觀察、歷史

旅行與舊路探勘十餘年。

　至今出版詩、散文、長篇

小說、繪本和攝影作品二十

餘部。

　除了關心自然生態，劉克

襄也非常注目生活週遭人、

事、物。他在此之前曾透過

自己的部落格「人間，一顆

星球」協助一位十年前因兒

子失蹤而來台灣阿里山的紐

西蘭人費爾。

　劉老師以分享旅遊經驗的

方式來傳達旅行的態度，劉

老師說:「慢的旅行，可以讓

自己看見更多值得學習的人

、事、物。」其中「賣蓮霧

的阿嬤」教導學員如何採訪

人物及觀察身邊看似微不足

道的小故事。

　劉老師先和阿嬤買了一份

蓮霧拉近距離，用道地的語

言和阿嬤溝通，其中最主要

是拉近彼此的距離。和阿嬤

聊天中也發現阿嬤是位蓮霧

高手，除了學習到蓮霧的知

識，也可以學習阿嬤善良的

態度，豈不一舉兩得？

　在「四個女生去旅行」中

，劉老師希望現在年輕人可

以走出房門、離開電腦，體

驗外面的世界。主題是四位

高中剛畢業的女孩因通過青

輔會所主辦的壯遊徵選比賽

而獲得外出補助的機會。

　劉老師形容四位女孩為小

紅帽，當她們在述說旅途的

過程中，眼神是發亮的，透

露出無比的自信。在報告最

後，一位媽媽感嘆地留下這

樣精采的期許:「將來你們會

發現，有些事是可以懂一輩

子的。有些事，卻是要用一

輩子去懂。」

　最後，劉老師仍希望青年

學子能利用放假時間到戶外

走走。在旅行途中別忘了停

下腳步，發現身邊的小故事

並且體會它。同台灣攝影大

師張照堂說的:「攝影不在相

機好壞，而是在你如何取材

。」

　寫作亦是如此，技巧只是

其次，有好的創作題材才是

最重要的。

【記者王于心採訪報導】

是
否看過武松在英國領事館遇見老虎，人

虎一同做瑜珈練身體?許仙和白娘子跨

越時間的距離，轉換場景在現代相愛，他們

又會碰上什麼樣的三角戀情?

在寒冷的夜晚，學員一同聚首在化雨堂下的

圓形廣場，由主持人黃嘉敏和周嘉甄的表演

揭開序幕。

  由小說組演出的武松和老虎，演員站成一

排帶著大家放鬆拉筋，正經之餘不忘搞笑。

小隊輔張格非與學員簡宏根的武功比劃，使

出鶴拳、蛇拳、太極等搞笑的動作，逗得全

場歡笑聲不斷。

　散文組則是白蛇傳跨越時空的愛情故事。

學員們不僅大跳雙人舞，男主角白飛凡更在

現場演唱起周杰倫歌曲「星晴」，古代和現

代交錯，白蛇傳成了現代的三角戀情。打破

舊觀念，上新創意，這是這幾天的課程給予

他們最大的收穫。新詩組的表演是新西遊記

，演員們的聲情表現誇張但深深吸引台下觀

眾的注意，配合逗趣的道具，大家使盡全身

本事，演好每個角色。

　文藝營帶給每位學員們的成長不僅僅是那

些名人的經驗傳承分享，隊員們之間的團隊

精神和默契此行的最大收穫。離別固然使人

感傷，但此次愛河戀文藝營用最歡樂的氣氛

替活動畫下最完美的句點！

惜別晚會　比創意拼熱情

余光中教授向學員演講。　　　　　　　　　　　　　　　　　　　　　　　（李彪提供）

學員們請劉克襄先生簽名。　　　　　　　（應華系提供）



C M

Y K

C M

Y K

責任編輯：潘姿穎、謝珮筠

2011年 3月 9日 星期三

嚴云農自述創作經驗 無樂不作
創作沒法教 經驗可傳承 發展自我興趣 走出屬於自己的康莊大道

【記者黃容笙採訪報導】

萬
眾期待、眾所矚目的愛河戀文藝

營馬拉松式熱鬧開跑了，有別於

一般遊戲寒假營隊，由文藻應華系主辦

的文藝營為區別於其他營隊，特地邀請

了各界黃金陣容讓有深度的文藝青年們

能得到大師們的提點，在活動第三日就

請到線上知名作詞人——嚴云農老師(

圖左 石玫婷提供)，為學員們演講。

　在節目一開始做完自我介紹後，立即

問在座的學員們：「想從事創作的人請

舉手。」在一些人把手放下後，隨後提

及在他校演講的經驗，明明是戲劇系卻

沒有任何一個學生舉手想從事戲劇相關

工作，因此想了解欲創作的學員數，藉

以調整講課內容，在看到舉手人數後，

他露出微笑並繼續說下去。

　云農老師分享了作詞的養成經驗，人

生第一首的創作竟是改編張信哲的「愛

情讓人改變」作為班歌來消遣班導師，

傳閱給班上同學後得到廣大的迴響，不

過意外地讓班導知道，嚴媽媽還因此到

學校向老師賠不是，雖然是不好的經驗

但同學們的認同使得云農老師有開始作

詞的動力，將自己喜歡的作品原先的歌

詞去掉再自己填詞，累積到了大學時期

參加自己學校(政大)舉辦的「金旋獎」

，結果沒得獎，卻在賽後的座談會上主

動和知名製作人丁曉雯要了聯絡方式並

將自己累積的作品集寄至唱片公司。幾

天後，丁老師和她約在唱片公司見面，

還將他的作品逐字修改，最後就和公司

簽約了。云農老師表示「創作沒法教，

但經驗可傳承」他還告誡學員們「想法

」與「瞎」在一線之間，誠實面對自己

比觀察別人重要，更值得注意的是，商

業創作是和大眾溝通的產物，因此藝術

和通俗的拿捏得再三考量。

【記者蔡佩玲採訪報導】

我
的辦公桌下有個旅行包，裡面

只裝一件外套、兩件牛仔褲以

及一些紙內褲，這些足夠我旅行的所

需。」林文義先生(上圖 照片來源

:Google)用充滿風趣的話語教學，且

常與觀眾做互動，一邊說話一邊比手

畫腳，讓每一句話充滿了趣味性。

　林文義先生對於小說和電影皆有獨

特的見解，例如：瓊瑤的小說，林文

義先生認為看一本就好，看完一本就

能大概知道故事的主要內容，他在現

場演了一段瓊瑤小說裡的一幕劇情，

表情生動有趣，動作豐富多樣化。而

對於「青蜂俠」這部電影，他覺得主

角周杰倫比不上武術高手李小龍，並

且隨即在現場示範了一段踢腿，贏得

在場聽眾的掌聲與歡呼。

  在演講的最後，林文義先生鼓勵大

家多去參加文學獎，如果得到文學獎

的獎項，就將它當成是進入文學的門

票。至於技巧與內容哪個重要，他的

回答是：「忠於自己最重要。」

林文義示範踢腿 贏得滿堂彩
【記者楊琇雲採訪報導】

何
謂「詩情話意」？想知道文字

的藝術嗎？那就聽詩人丁旭輝(

上圖 楊琇雲提供)娓娓道來吧！

　充滿著學術氣息的愛河戀文藝營，

在第四天的課程中請到了丁旭輝老師

來替新詩組的學員們上課，課程裡丁

老師談及了寫作新詩的基本觀念，分

別為分行、跨行、排列、標點、分段

、意象及節奏，丁老師表示：「使用

跨行的目的最主要是要強化詩的節奏

及製造懸宕感，運用標點則是要使詩

有呼吸的感覺，意象部份則是要以最

少的文字，表達最多的詩意。」此次

的課程讓學員們更加了解與認識新詩

寫作的技巧，丁老師配合例子，說明

技巧使用的與否會產生何等差別，更

說明了該如何做修改，才更能把詩的

情意傳達出來，在上課的過程當中，

丁旭輝老師用問答的方式與學員們互

動及討論，更準備了五本自己本身的

著作，送給能勇敢上台表達自己的想

法的學員。

　這短短兩小時的課程，讓新詩組的

學員們受益良多。學員們也體會到看

似簡單的新詩，卻是那麼的不容易。

快樂學員文藝營活動五花八門、動靜皆宜，參加的學員不僅可跟郭南宏導演交流、合影（上圖右），還可以開心遊愛河

，認識高雄在地美景（上圖左）。　　　　　　　　　　　　　　　　　　　　　　　　　　（應華系提供）

上課囉！丁旭輝表達最多的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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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智撰稿】

還
記得，2009年的八月，是

我第一次踏上越南這塊陌

生的土地，以實習生的身份前往

位於河內的文藻駐河內華語中心

，那一個月裡越南給我的熱情、

樂觀與善良是我這輩子最難以忘

懷的經驗之一。原本以為自己不

會從事華語教學的相關工作，那

時覺得自己不管是經驗與專業都

還遠遠不到可以獨當一面的程度

，不過那次的實習給了我相當大

的信心，從學生的眼神中我看到

了他們對學習華語的熱誠與專注

，讓我決定努力地充實自己在華

語教學的能力並下定決心要再度

回到越南完成自己的目標，成為

一位華語教師。

　2010年3月，臺灣駐河內教育

資訊中心正式於河內國家大學下

屬外語大學成立，而中心的負責

人則是當時我的實習指導老師，

文藻華語中心的杜文棠老師，在

杜老師的鼓勵與推薦下，我很幸

運地在畢業時通過教育部的臺越

華語教師輸出計劃成為了臺教中

心華語教學組的教師，能再次來

到越南，心裡真的是有說不出的

感動與緊張，感動的是能再次見

到熟悉的朋友與可愛的學生，但

也因為自己不再只是個學生，而

是正式的教師感到緊張。

　我所服務的單位跟其他的臺越

計劃老師較為不同，相較於一般

大學的中文系，臺灣教育資訊中

心主要的任務除了開設華語班之

外，也提供越南學生來臺留學的

各種資訊，並協辦、推廣華語文

能力測驗等等…。而最讓我覺得

有價值且難得的經驗是，我居然

在越南上電視了！！在2010年的

九月六日起，由臺教中心所製作

的華語教學節目「快樂學商務華

語」於越南中央電視台開播，身

為臺教中心的一份子，我也相當

榮幸地參與了一系列的節目製作

與課文對話的演出。

　在這邊也鼓勵應華系的各位學

弟妹，若對華語教學有相當大的

興趣，積極地參與系上各項相關

的實習活動，尤其是每年暑假的

越南教學實習，相信更能幫助你

建立信心且確定自己未來是否要

在這條路上堅持下去，說不定在

你良好的實習表現下，相關的工

作機會也會隨之而來，加油！！

華語熱 假期特訓培良師

校友李維智於越南電視台，參與華語文課文對話演出。　　　　　　　 （李維智提供）

【記者王筱晴採訪報導】

寒
假除了拿紅包到處撒錢，參加

華語師資培訓抑是一項不錯的

選擇！

　台師大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於1/23

至2/27主辦「美國華裔學生之華語

教學與師資培訓課程」，其活動主

旨是以華裔中小學生的華語學習特

性及需求為目標，培養對外華語文

專業教師。

　總共約42小時的多元教學中，包

含講授課程經營及設計，還有多媒

應用、文化教學及之後的參訪活動

。此外，配合教學目標，學生們需

分組上臺試教三次。

　台師大國語教學中心的孫懿芬老

師幾乎全程陪伴參與。除了教學技

巧及美國中文學校的現況外，她告

訴學生們要保持自信並做最好的準

備、最壞的打算。「這幾天以來我

學到最珍貴的一件事是『微笑面霜

』。」文藻應華系三年級的王同學

回憶道。「我們要讓學生在一個愉

快的環境中學習。身為老師應能在

課堂上收放自如，才能吸引住學生

的目光。」

　暨大的鄭媺馨同學表示：「有機

會與各校的華語老師互相交流、拓

展人脈，並且對專業的教學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是這次培訓帶給我最

大的收穫。學校的教學偏重理論，

但師大提供了舞台讓大家實作練習

。」「多媒體的網路資源介紹，是

我最感興趣的一堂課。」靜宜大學

的游同學說：「如果能讓學生現場

操作更好，畢竟大部分的同學都自

備電腦。」「課程內容豐富，為了

讓大家有充分的時間準備試教，上

課時間是分段的。如能濃縮成緊密

的一週集訓，相信在流程上會更順

利。」這是來自中部及南部學生們

的建議。

　大家犧牲假期及紅包為華語教學

實習鋪路，努力加強自己的專業技

能。現在海外實習風氣正濃，你，

準備好了嗎？

越越欲試 李維智闖出一片天

【鄭伊珊撰稿】

勇
敢的去做夢追夢，一開始我也想

說英國只有兩個名額怎麼可能有

我的份？可是去英國交換學生是我進

大學之後最嚮往的事情。原本是學生

會幹部的我，因為覺得想當交換學生

需要一些準備，當時我退出的理由就

是我想當交換學生，沒想到一年後我

真的實現了！！

　在這裡我想告訴大家的還是不要光

說不做，想做什麼就想辦法去做，因

為自己知道想當交換學生需要很多經

驗與經歷，例如社團、系上活動、各

式培訓營隊、企業家作家名人演講、

海外學術參訪,、交流和實習。所以從

這時候開始我盡量參加許多各式不同

的活動與研習豐富自己的生活，同時

也為了交換學生的履歷資料申請做準

備。不要想說這些履歷老師們到底會

不會看，只要把自己所知道的誠實的

打出來並且清楚的了解自己、動機、

學習計畫與相關準備，才能給評審們

清楚的答案。

　不要看清自己!只要你全力以赴，就

算再難打的仗你也能獲勝!!

　面試方面需要萬全的準備，練習再

練習，與朋友甚至海外朋友或外籍生

幫助我練習使用英文面試，這對我們

來說是很有優勢的。像我那時候因為

想申請英國所以就要準備英文面試。

除此之外還會上網收集許多當地的資

訊以備不時之需。

　有一個答題的訣竅，不管是書寫或

是面試，角度不要侷限於自己原本的

答案，而要把角度放在評審老師會希

望想要送哪些學生出去代表文藻。

美夢成真，英國我來囉!!

越南中央電視台的華語教學節目

開播 李維智參與製作並精彩演出

鄭伊珊同學初至英國圖書館體驗借書樂

趣。                  (鄭伊珊提供)

鄭伊珊事前計畫 廣泛參加各項活動與研習

於寒假至台師大參與培訓之同學熱情的試教。　　　　　　（王筱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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