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流華語中心計畫主要目標對象為外國華語文學習人口，以客制化
的教學、融入社區的課程、令顧客滿意的績效、豐富的中華文化、
五星級的服務的策略，打造全新面貌的台灣華語中心，吸引外籍生
來台學習，並開發線上學習華語課群。

　　外語教育，是一種人與人之間接近的橋梁。人類依靠媒介溝通，這溝通最快的管道，
正是語言。假設語言可以真的拉近距離，而不是拉遠距離，外語教學才有用，否則，它不
但不能使人心靠近，反倒使人心疏離。因此，理想的華語文教學中心，它首先是一個善的
環境，是一個真的場所。我們營造的華語文教室，也是一個避開外在所有政治人事，一個
美善的小小天地。我們的老師，我們的學生，將有一種明確的人文特質，這不是金錢世俗
可以換得，而是一種精神的薰陶。是的，我們就是要把一種美國長春藤學校的菁英素質帶
來台灣。我們必須以此區別於中國大陸砸重金在全球開辦的「孔子學院」，以及它可以想
見的統戰意涵。

　　教育部「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 (102-109)」( 簡稱八年計劃 ) 裡，「提
升華語文教育品質，促進專業化及差異化」一項，針對目前中國大陸的強勢對外漢語教育，
提出我們必須以「差異化」、「專精化」作為我國華語文教育的策略。另外，「開拓海外
華語文需求市場，提升華語文學習人口」一項中，第一點就是「推動一流華語中心計畫(Top 
MEI)」：

我們【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的宗旨，正為了響
應這一點而成立。那就是，我們盡一切努力成為這一
所台灣的一流華語中心。在舉世向錢看，全世界學習
漢語的人口幾乎全為中國大陸壟斷的時刻，我們唯有
逆向操作才能生存，因此我們的核心精神就是：

(1)絕無政治及統戰目的。
(2) 絕無金錢利益導向。
(3) 深厚人文精神。

言論廣場

我們唯一教給學生的，是「普通話」、「標準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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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的是單純的語言教學，還語言於它的本質，加強語言可以成為人與人之間良性溝通
媒介，這麼一個原初理想的境界。我們本此精神，創立我們的【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中
心】，因此它的核心精神正是四個字：兼容並包。我們教繁體字，但不排斥簡體字；我們
教注音符號，也教漢語拼音；我們接受北京口音，也接受台灣口音，但是我們唯一教給學
生的，是「普通話」、「標準國語」。我們淡化政治，我們強調人文，一流、優質的華語
文教學，就是我們的抱負。我們的願景就是：

一、高品質的一流華語文
中心，高標準，而絕不妥
協於低標準，那是說，我
們力圖以哈佛、普林斯頓
為模範，打造一個人文優
質的華語中心。我們標榜
絕對的標準普通話，絕對
的國際化視野，絕對的優
質學生，以及絕對正向自
信的品牌塑造。我們將成
為真正「小而美」，優質
人文素養，國際標準的華
語文教學中心。

二、我們的暑期班延攬美國以
及其他國家學生，以全部沉浸
式學習 (total immersion)，嚴
格執行漢語全面生活化的暑
期密集課程，我們訓練出來
的學生必須明確有二項特點：
(1) 說標準普通話；(2) 以國際
視野為漢語訓練的遠程目標，
換句話說，我們不只是訓練一
批會說漢語的外國人，我們是
訓練一批以漢語為「美育」的
國際學生，他們將成為傳揚漢
語的優質、美感、人文素養，
進而促成東西溝通的媒介。像
常春藤學校永遠引領全世界，
是教育重鎮，不論政治世界如
何變化，它永遠是一個精神指
標、不變的基石，我們台灣的
華語文教育，也要達到這樣的
功能，我們將從世新大學做
起。小，而美，人數不多，但
卻保證優質，這是我們明確的
目標。

三、我們在「台灣華語文教
學學會」、「世界華語文教
育學會」、「中華語文研習
所 」TLI, Taipei Language 
Institute 等機構之外，建立一
個讓所有漢語教學界人士暢
所欲言、交流意見的新溝通平
台，這就是我們已經推出的
「漢語教學講座」。這個講座
我們每年舉辦至少兩場，邀請
全台灣，以及全世界漢語教學
領域內的重量級人物來演講，
和大家溝通意見。因為我們沒
有任何既有傳統和包袱，我們
可以真正在台灣分歧門派之
外，樹立全新溝通平台；我們
沒有既定主軸，我們唯一的核
心價值就是四個字：暢所欲
言。我們相信真理越辯越明，
唯有毫無保留的溝通，才會有
真正的交流和進步。

工作誌

2014 年 11 月 25 日，世新大學華語文中心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Shih Hsin University, 簡稱 CTC 正式成立，由中文系副教授張雪媃兼任
中心首任主任，資傳系講師陳貞妃兼任行政人員。

2015 年 2 月 28 日，中心主任張雪媃架設臉書粉絲專頁 Center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Shih Hsin University，開始對外宣傳。

2015 年 3 月，加入「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Association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2015 年 4 月 25 日，中心主任張雪媃赴美國參加「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第 23 屆對
外漢語教學研討會」(Princeton University East Asian Studies 2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anguage Instruction 4/25/2015)，發表論文〈漢學國際化：
我的學與教經驗〉，宣傳「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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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誌

2015 年 5 月 1 日，經世新大學電算中心大力協助，中心官網 http://ctc.shu.edu.tw 
上線。

2015 年 5 月 14 日，僑生短期華語班「境外生華語輔導課程」開課，有 11 位同學參
加課程，教師為黃正勇老師。

2015 年 6 月 6 日，中心主任張雪媃參加「台師大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成立 20 週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壁報論文〈我走過的路：談華語文教學〉。

2015 年 6 月 9 日，舉辦 2015 年第一場「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  漢語教學講座」，
邀請美國和理大學 (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 現代語言及文學系何寶璋教授來校演
講：「美國漢語教學概況」。何教授曾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中國語言組主任，
俄亥俄州立大學語言學博士。

2015 年 8 月 4 日，召開【華語文教學中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中心會議】，
邀請人文社會學院書記鄭安純、公共事務處國際交流組職員李若蘭，共商「姊妹校
交換生」從「公共事務處」轉移到「華語文教學中心」相關事宜。

2015 年 8 月 17 日，舉辦 2015 年第二場「世新大學華語文教學中心  漢語教學講座」，
邀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東亞系周質平教授來校演講：「國際
漢語教學中的結構、功能與文化」。周質平曾任全美中文教師協會主席，美國明德
大學暑期中文學校校長 (1982-1992)，出版多種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方面的學術著作，
及漢語教學教科書，在世界漢語教學界有重要貢獻。

2015 年 9 月 10 日，召開【華語文教學中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課程會議】，
邀請中心教師周美吟老師、賴姿穎老師及黃正勇老師，共商中心課程相關事宜。

2015 年 9 月 15 日，姊妹校交換生課程開始上課，賴姿穎老師擔任初級班教師，周
美吟老師擔任高級班教師。

2015 年 9 月 14 日，工讀生侯羽恩、張瑞翔開始在中心支援業務。

2015 年 11 月 25 日，舉辦【華語文教學中心 2015 年感恩節聚餐】，邀請校內相關
老師和同學參加。姊妹校交換生、外籍生，及「中文學伴」共三十多位同學參與，
餐會熱鬧溫馨。

2015 年 12 月 11 日，召開【華語文教學中心 104 學年度第二次中心會議：2016 年招
生策略會議】，邀請公共事務處邱副校長淑華 ( 副公共事務處長廖培安代 )、教務處
陳副校長清河、人文社會學院陳院長炳崑，及中文系蔡主任芳定共商 2016 暑期中文
學校招生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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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2015 年 12 月 25 日至 12 月 27 日，中心賴姿穎老師、周美吟老師、貞妃老師，以
及中心主任將同赴台東參加【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2015 年年會。

2016 年元月 12 日 ( 星期二 ) 10:00 am 中心將在本校管理學院 M735 小會議室舉辦【世
新大學外籍生中文話劇公演歲末聯歡會】，歡迎大家共襄盛舉，同時將邀請中文學
伴參加，會中發出【中文學伴實習證照】。

互動天地

2015 年 8 月 17 日，邀請周質平教授來校演講：「國際漢語教
學中的結構、功能與文化」，以下為與會者的回應：

李振清：極具啟發性，宜多請像周教授這樣的學者來演講。

莊馥丞：希望能再拉長時間，真想多聽一點，詳細引人入勝。

廖聲羽：對於中國語文教學又有一些新的想法，
可惜課開的晚，希望有機會能再有這種講座。

黃郁晴：透過本次演講對漢語教學有更深一步的認識，
如果再有相關演講，煩請公告，十分希望能再次聆聽。

蔡鎮安：對於華語教學的認知有了不一樣的視野，
知道現在的教學重點，及有效的教學應用。

簡辰潔：以後我有意願從事華語教學，對漢語也有高度熱忱，
真心希望往後有相關活動或講座，可以得到即時資訊，
內容十分實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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