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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
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生
會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
提供解決方案與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
詢，促進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建築系系友黃景楨，用建築設計的概
念創作不同造型的風箏，打響國際知
名度，也藉著風箏向世界介紹台灣。
（圖／凃嘉翔）

勵志繪本 -公主病

六月徵文

   枝頭上，鳳凰花將開！準畢業生們快踏出校門的心情是
什麼？是雀躍、欣喜，是害怕、恐懼，還是迫不及待？你
已經準備好迎接未來的挑戰了嗎？把你的心情大聲說出來
吧！歡迎踴躍上網投稿（http://tkutimes.tku.edu.tw）即日
起至5月25日截止，文長約500字。來稿必須是從未曾發表
過，並請勿重複投稿。（本刊保留刪修權）

畢業心情大聲公

校友寫真 有熱誠 有毅力 無師自通成達人

黃景楨打響國際聲譽 用風箏愛台灣

　（編者按：限於篇幅無法刊載全文，全文請詳見
淡江時報網頁http:tkutimes.tku.edu.tw。）

文／沈春期  圖／芮安  

　去年到莫斯科時，是9月底了。莫斯科的路
很寬，沿路都是又高又直的樹木，北國的景
色跟台北差距很大。雖然在台灣學習時，便
對俄羅斯的國情文化有一些概念，但畢竟了
解與體驗還是有差距。最先體驗到的是俄羅
斯人的工作效率和態度。好不容易來到嚮往
已久的莫斯科大學，第一步得辦入住手續，
提著行李花了整個下午辦理繁瑣的手續。正
逢開學，每個部門都大排長龍，可以入住宿
舍時已經是晚上了。
　莫斯科大部分的東西從蘇聯到現在都沒換
過，宿舍的東西幾乎都是古董。一樓管鑰匙
的舍監是個老奶奶，跟她說了房號，她打開
一個古老的櫃子，再拿出有白色封條的五零
年代餅乾盒，拆封打開蓋子，裡面全是鑰
匙，然後慢條斯理一把一把的找，我看傻了
眼。之後所有的手續，大概花了我一個多月
的時間，在各個部門不停的排隊才完成。
　上課的地方距離宿舍不遠，腳程快的話
只需15分鐘。剛開始，我總在半小時前就出
門，因為得把迷路的時間算進去。莫斯科的
秋天很浪漫，街道上的樹葉都變紅了，風
吹、樹葉落下，感覺好像在畫中。莫大安排
的課程很豐富，週一到週五幾乎都要上課，
還有很多作業要完成，生活很忙碌。吃的方
面，雖然有學生餐廳，但並不像淡江的學
生餐廳有各種類型的食物可以選擇，所以經

常自己下廚。留學生幾乎每週都會到離校不
算遠的大賣場去補充糧食。莫斯科的幅員遼
闊，所以不管去哪裡，都得不停的走路。問
路時，如果俄羅斯人說「不遠」，你得有心
理準備，因為他們的「不遠」跟我們的「不
遠」差距很大。
　莫斯科有很多博物館和劇院，許多博物館
是文學家或偉人的故居。下課後，我喜歡去
逛博物館，找路是非常有趣的過程。俄羅斯
的地鐵、公車、電車到站時都只報俄文站
名，車站或車上都沒有路線圖，除了事先查
好路線，其他就得靠嘴啦！依照我的經驗，
問路上的清潔人員肯定能獲得答案。在台灣
時，有經驗的前輩告訴我，莫斯科是個冷漠
的城市。班上同學有些認為莫斯科人很和
善，有些認為很冷漠，我到目前為止沒遇過
冷漠的人，但俄羅斯人自己也認為莫斯科人
很冷漠。冷漠的情形也表現在「賺錢精神」
方面，我們經常發生有錢買不到東西的窘
境，也就是說，拿一張千元大鈔買一個麵包
或一本博物館簡介時，店員可能不賣給你，
他不會像台灣的店家，因為沒有零錢而努力
想辦法換開。
　莫斯科的圖書館讓人有種回到從前的感
覺！大部分的圖書館還用「書卡」搜尋系
統。找到書卡後，填好申請單，再請管員把
書調出來！在國家圖書館雖然有電腦可查，

我所體驗的莫斯科     莫斯科國立大學亞非學院交換生 俄研所碩三黃鸛名
圖、文／謝慶萱

    一個應該平靜的週日傍晚。
　我和舅舅開車將父親送入署立醫院的急診室
中。
　到達急診室之後，醫護人員攙扶父親至病床
上，並且請我先至櫃檯前排隊掛號。然而不知
道是胸有成竹還是習慣所致，櫃檯人員不急不
徐地辦理前面病人的掛號。
　「這應該是急診室，對吧？」我內心疑惑
著。
　此時父親不知為何開始劇烈地顫抖，讓我不
知所措。
　我忍不住大聲嚷叫：「你們可以快一點嗎？
我爸不舒服耶！這裡不是急診室嗎？」一位櫃
檯人員看我一眼，立即進入診療室請醫師出來
看診。
　此時櫃檯後方的房間內竟傳出一陣一陣嘻鬧
的笑聲。
　父親立刻被送入診療室中。護士立即熟捻地
為父親量血壓、體溫、抽血、驗尿和注射點
滴。
　一間診療室便如生產線的工廠展現高效率和
專業性。
　最左邊的病床被綠色窗簾隔絕起來，由天花
板垂下的綠色簾幕真是讓人深感詭譎，宣示那
塊區域是獨立而不可侵犯的隱密空間，裡頭甚
至還不斷地傳出幫浦規律的震動聲，和我澎湃
的脈搏相應著。另一邊的病人安詳地躺在病
床，護士正專心包紮他腳踝的傷口，在腳踝上
碩大而不平的傷口塗上黃色、黑色及褐色的藥
水，猶如畫家不停地上色、著墨，霎時間便完
成一幅藝術品，陳列在診療室的病床上。
　診療室外竟也開始熱鬧起來。
　開始有許多的病患被推進來，快要淹滿急診
室的櫃檯。一位綁馬尾的護士在急診室和診療
室穿梭，在人海中如入無人之境般完美地扮演
指揮和疏通的角色，她看來是如此堅毅和鎮
定，我的目光一時為之所吸引。
　我再度走回診療室，詢問父親的病情如何。
醫生告訴我：「你父親可能是細菌感染，需要
住院觀察幾天，我先安排床位，你們在外面等

著吧。」
　好不容易可以讓狂飆
緊縮的神經稍作歇息，
原本安分準時上工的肚
皮開始趁隙發出挨餓的
不鳴，我告訴父親要去
撫慰不安分的飢餓，必
須要暫時離去。
　我開始游離在醫院幽
暗又錯雜的走廊。
　兩旁盡是看診室的櫃
檯，櫃檯上的鐵捲門如
眼簾般閉目深鎖，看診
的 燈 號 沒 有 甦 醒 的 打
算，當然也不會指引我
前往撫平飢餓的希望之
光。在不知拐弄幾個轉
角後，我終於在員工福
利社讓肚皮安分下來，
我滿足地走回櫃台，手
上還拎著麵包和一瓶飲
料。
　此時醫生正要派一位
護士帶領我們到父親的
病房：二三０五號。同
時也宣告父親必須暫時
禁止飲食。那是一間四人同住的病房，窗戶正對醫
院外的大馬路，病房裡頭住著其他三位病人，對面
是長年臥病在床的老先生，病床旁坐著一位看護小
姐，為老先生打理一切；左邊是一位因為胃病而住
院的老人，當晚是他的兒子在照料著；斜對面是腳
部裹著護士包紮藝術品的中年男子，待在他身邊似
乎是他的兄弟，身著厚重的黃色夾克，膚色黝黑，
不像是都市人應有的模樣。
　爸爸的病床是個靠窗的位子，我的心中替爸爸暗
中慶幸著，不必再被綠色簾幕所困住，僅一面靠窗
便可足夠讓病痛的鬱悶拋出窗外，是吧？
　他似乎累得睡著了，自然無法回應我的心聲。
　我發現到父親原本豐腴的臉頰消瘦下去；頭頂上
略見稀疏的白髮；油光的眉間及額頭攀滿了皺紋，

我慵懶地躺在旁邊的長椅上，溫溫的淚水從我臉旁
輕輕滑下，腦海中開始浮現著父親年輕的面貌，從
烏黑的短髮到稀疏的白首；從直挺的腰桿到微彎的
駝背，數秒的回憶匆匆閃過十多年來爸爸的歲月。
　我側身躺著，沒有人發現。
　深夜的病房不如想像中的安寧。病人的呻吟聲和
緊急呼叫鈴聲不時夜襲著病房，服膺於鈴聲的護士
來回奔走在薄黑的病房，後方的櫃子傳來如嚙鼠摸
索的聲音，這一串似夢如幻的話劇，直到日光初露
才落幕。
　我起身向窗外凝望，一幅安逸清閒的晨景，清冷
的空氣讓街上的人們屏住呼吸，胳臂緊緊貼住身
軀，雙手埋藏至口袋深處，唯有兩顆眼珠子不停地
向四方探尋。懶懶的陽光漸顯鋒芒，醫院便如菜市

場活絡起來，有前來探病的、有來複診的，讓我原
以為是蒼白的醫院增添幾分笑聲和溫暖，而父親的
病房恐怕是最熱鬧的一間。
　「我說，姑娘，妳在忙啥呀？」穿著黃色夾克的
男子問。
　看護小姐不好意思地說：「都三十好幾啦！還叫
我姑娘。」
　「女生不都該叫姑娘嗎？」此話一出，所有人都
笑成一團。
　「聽你的口音好像是原住民吧？是哪裡人呀？」
一位婦人問到。
　「我是苗栗泰安人泰安部落的。」
　「是泰安鄉是吧？」
　「不是泰安鄉，是泰安部落，那不是地名，是部
落的名字。」
　「我還以為是地名呢！」看護小姐笑說：「那你
有太太和小孩嗎？」
　「有呀，我的小孩今年剛讀國一，他很乖，都是
自動做功課。」
　「那你的太太呢？」
　「跑掉了。」男子搖搖頭說。
　「為何跑掉了？」看護小姐非常驚訝。
　「不知道，」男子一臉無辜的說：「我一直對她
很好，她皮膚很白也很愛保養，妳們女生不是很常
塗什麼保養品、防曬乳嗎？我都買Ａ死Ｋ兔給她
用。」
　「那你的小孩呢？」
　「在家裡看書，不過現在家裡沒錢，不知道還可
不可以讓他唸書……」
　病房的門被無聲地推開，原來是母親帶來父親的
換洗衣物，要和我「換班」繼續照顧父親。我走出
病房，目光冷不防地飄入隔壁的病房，三位插鼻管
的老人躺在病床上，空洞的目光筆直地望向天花
板，陽光依然撒落整間病房。
　一切無聲無色無息無念無思。
　外面熱鬧的世界向我招呼，我徒步行走在人行道
上，走回潭仔墘。我想起國小的時候，牽著父親的
手，走在令人掩鼻窒息的菜市場，窄小的街道紛沓
著車聲、雞鴨叫聲、吆喝聲；我想起高中的時候，
經過老舊的平交道口，心想火車是否「照常」誤
點；在十字路口旁坐上校車，一路上看著窗外的路
人，有上街頭買菜的婆婆媽媽們，也有等待紅綠燈
的上班族，更有手中捧著課本，長髮飄逸的女學
生……，原來我一直看著生活中的小人物，如何活
出小人物的生活。

二三０五號病房

一、請更正劃線部份的文法
　1. 他當時朝著我們走過來，臉上帶著微笑。
　　He walked toward us, wore a smile.
　2. 他很耐心地說著，想要解釋清楚。
　　He speaks patiently, tries to explain it.
　3. 在台灣住了兩年之後，他的國語說的很流利。
　　Lived in Taiwan for two years, he speaks
　　fluent mandarin.
　4. 她不懂我在幹嘛，所以她看起來很迷惑。
　　Doesn't know(1) what am I doing(2), she
       looks baffled.
　5. 她不會唱歌，所以她不肯開口。
　　Cannot sing, she won't open her mouth.
　6. 我看不到黑板，所以站起來。
　　Am unable to see the blackboard, I stood up.
　7. 他喝了三杯咖啡，所以手發抖。
　　Drank three cups of coffee, his hands are shaking.
　8. 我又打破一個杯子了，他很不高興。
　　Broke another glass, he is not happy.
　9. 我們已經等了一天了，覺得又累又餓。
　　(1)Have waited for the entire day, we feel
　　　 tired and hungry.
   　下一句也可以，請修正一下。
　　(2)We have waited for the entired day, feel
　　　 tired and hungry.
　10. 這個小嬰兒剛吃飽，所以看起來很滿足。
　　  Just ate, the baby looks content.
二、答案：
　1. wearing
　　解析：(1)這是分詞片語，用來形容前面一句
　　　　　(2)分詞片語必須和前面一句有共同的主詞
　2.  trying
　　解析：這個文法同第一題。
　3. Having lived
　　解析：(1)這也是分詞片語。
　　　　　(2)但是，他「住了兩年」是完成式(have+p.p.)
                  (3)所以把have改為having，即可。
　4.(1)Not knowing
　　解析：分詞片語否定時，不可用助動詞，
                  而直接用not+Ving
　　(2)what I am doing
　　解析：這不是真的問句，而是間接問句，
　　　　　所以把am I 還原成I am.
　5. Not being able to sing
　　解析：(1)否定的分詞片語用not+動詞ing
　　　　　(2)"can"的動詞是be able to
　　　　　(3)所以是not being able to
　　　　　(4)這裡也可以直接用否定句：Be unable to,
                         然後改成分詞片語：Being unable to sing.
　6. Being unable to
　　解析：文法同上一題。
　7. (1)這一題和前面幾題不同，所以不能使用分詞片語。
　　(2)前半部的主詞是"he"，後半部的主詞是"his hands"。
　　(3)所以，應該改為普通句，而且是現在完成
           式：After he has had three cups of coffee.
　8. (1)這一題的文法同上一題，不能直接改為分詞片語。
　　(2)正確答案是Seeing me break another glass, he is not happy.
　9. 以下兩種寫法皆可
　　(1)Having waited
　　(2)feeling
　10. Having just eaten
　　解析：(1)「已吃飽」是現在完成式
　　　　　(2)把have改為having
　　　　　(3)just放中間

　大傳系系友、暢銷作家鍾文音，日前受圖書
館之邀回母校演講，分享她的作家經驗談，及
旅行世界的心得。圖書館閱活區裡坐滿慕名而
來的學弟妹，鍾文音一一介紹她旅遊各地的照
片，並提醒大家，從生活中找靈感，將圖像轉
換成文字。演說結束後，書迷們紛紛拿書請她
簽名，現場彷彿是場簽書會。（吳家彤）

　任職經濟日報記者的本報前文字記者、中文
系系友陳瀲文，日前受邀和大傳系同學分享
求職經驗。她說：「剛出社會謀職競爭相當
激烈，所以在學期間，除了課業，還應充實內
涵。」並表示，大學時期在淡江時報社學會新
聞寫作技巧，訓練了採訪口條及膽識，為求職
加分不少。她勉勵學弟妹，要早點確定方向、
朝目標前進，才能打贏職場大戰。（徐旻君）

　化材系技士紀榮達工作之餘熱衷田野調查，
近來致力於搶救淡水老街上的老舊警官宿舍。
這棟木造四連棟建築是日治時期移轉到國民政
府的歷史見證，縣政府已完成發包準備拆除，
並計劃打造「藝術工坊」。紀榮達表示，這棟
房舍歷史意義非凡，應該保留下來。他說：
「我們將與其他文史工作團隊，繼續向縣政府
爭取保存淡水相關文化古蹟。」（王育瑄）

鍾文音返校分享寫作經驗

謝英俊6月參與威尼斯雙年展

陳瀲文與學弟妹談求職經

紀榮達致力田野調查捍衛史蹟

　參與921及川震災區重建的建築系系友謝英
俊，將協助重建的經驗匯集成作品「互為主
體－怎麼辦」，參與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台灣
館展覽，將於6月7日至11月22日在義大利普里
奇歐尼宮邸展出。謝英俊的建築結合在地材料
與居民的力量，加強環保原則並突破在地侷
限，實踐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主軸─「外
交」。（柯俐如）

　【記者張家綺專訪】蓄著平頭、40多歲的中
年男子，他的家就像全年無休的風箏展示中
心，一進玄關，映入眼簾的小型庭院，就懸掛
著具環保意識的風箏作品「消失的森林」，以
樹葉及年輪的形狀表示樹木被砍，森林面臨消

失的危機。提到風箏，大部分人認為，那是傳統技
藝或童玩，但在風箏達人、本校建築系系友黃景
楨眼中，不同樣貌的風箏，可以牽引出不同的內
心故事，他指著一個風箏說：「這個作品命名為
『繭』，利用棉線與竹子纏繞成一個圓形體，想表
達的是，現代人作繭自縛的憂愁與困頓。」
　1987年自本校建築系畢業，黃景楨以「風箏博物
館」獲得年度系友獎。醉心風箏創作已30多年，
1996年參與宜蘭「國際童玩藝術節」風箏館企劃、
展覽與表演而一舉成名，後來媒體專訪與展覽邀約
不斷。2002年參加荷蘭國際風箏賽榮獲第1名，從
此打響國際聲譽，之後更遠赴紐約「世界金融中
心」、巴黎文化中心、西班牙「菲立普王子藝術科
學博物館」等地舉行個展。今年4月起至6月，黃景
楨又於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展出一系列「海洋風
箏作品」；另結合「星空」、「星空森林」、「消
失的森林」、「化妝舞會」等系列作品，在泰雅生
活館展出「森林裡的化妝舞會」。
　黃景楨與風箏的不解之緣，是由哥哥無心插柳牽
起的。兒時有一天，黃景楨重感冒在床上休息，在
頂樓放風箏的哥哥興奮地跑來對他說，風箏跑到雲
裡去了，要他一起來看。原本身體就不適的他，因
為炙熱的陽光而更暈眩，在一片昏沉中，他看見哥
哥手上的細線，另一端竟牽著一朵白雲，「很不可
思議，就像牽著一朵飄在天空的棉花糖。」回想當
初，黃景楨語氣中充滿驚奇與興奮。為了再次看見
這個景象，他動手做起風箏，因為「我想讓手中的

風箏飛起來。」後來，黃景楨開始研究菱形以外的
各種風箏，經過多年的試驗，終於在某個夏日午
後，讓自製的鳥形風箏飛翔天際。「沒想到，幾分
鐘後的一場西北雨，將風箏打落到田裡。不過，我
並不氣餒，因為那短短的幾分鐘證明，只要肯嘗試
沒有做不到的事！」從他堅定的口吻中能深刻感受
到，黃景楨歷經多年的試煉，決心與自信如磐石般
堅定。
　其實，黃景楨原就讀本校航海系，聽說建築系有
立體風箏教學，毫不猶豫地轉系，後來才知道，原
來那只是一年級的一個小作業。「我並不後悔轉
系。」大學時代，為了學會世界各地的風箏，他以
模仿做為設計靈感來源，再加入自己的巧思；經過
四年的建築設計訓練，他的製作方式更多元，經由
創意聯想加上建築設計概念，讓風箏變成系列創作
之外，也能運用各種創意，將過去的作品修正或改
變成另一種風情，為風箏設計，創造了無限的可能
性。此外，也因為有了建築系的專業訓練，黃景楨
的風箏展出模式與空間安排，不須假手他人，便能
以最好的擺設及環境展出，讓作品不只能在天上
飛，也能成為裝飾藝術，綻放最大美麗。
　大學畢業後，為了生計，黃景楨選擇從事室內設
計。「可是，我非常嚮往自由自在地從事風箏創
作。」機會永遠留給準備好的人，參加荷蘭國際風
箏賽受肯定後，他決定轉換人生跑道，專職做風
箏。不少人對他的選擇產生質疑，他答道：「從事
室內設計僅能服務少數客戶，但辦一場展覽卻能讓

好幾萬人欣賞到風箏之美，進而讓世界各地的人認
識台灣！這樣不是對國家更有貢獻嗎？」黃景楨感
謝結褵多年的妻子始終相信他、支持他、陪伴他，
並語帶溫柔的說：「最近我正計劃製作一個面膜風
箏，靈感就是來自於她。」
　製作風箏會不會有靈感枯竭的一天？他笑著說：
「當然不會啊！目光所見全都是靈感來源！」因
此，他的作品包括充滿文化味道的「民俗系列」、
飛禽走獸、脫離傳統窠臼表現抽象的創作理念及思
想等風箏。他思索了一下，繼續說道：「『自由』
是我激發靈感很大的助力！如果我是一個普通的上
班族，每天掛心繁忙的公務，那麼抬頭所見，就不
會是我現在看見的天空！這就是我當初堅持成為，
『自由人』，讓自己心無旁騖，用心觀察、體悟這
世界的美好及感動的原因。」
　想起創作過程的點點滴滴，黃景楨說：「設計風
箏這條路，過去走得非常孤獨。身邊的人都覺得那
是三歲小孩玩的遊戲；是風箏一次次飛上天空，
不斷帶給我安慰與成就感，才讓我有力量堅持下
去。」許多人慕名而來，希望能拜師學藝，但黃景
楨拒絕收徒弟，「我無法向他們保證做這個『能有
飯吃』，但我相信，只要有熱誠、有毅力，也能像
我一樣無師自通；重要的是，要很清楚自己想要的
是什麼。」風箏就像黃景楨的羽翼，牽引他每一步
都踏著執著與希望，迎著風馳騁在充滿夢想的湛藍
天空下。

不過調書的時間得二、三個小時，調來的書
只限館內閱讀。圖書館當然是蘇聯時期的風
格，閱覽室裡的桌子和檯燈也是古董。台灣
的國家圖書館，影印機前永遠有一長串的
人，但在這裡可以發現許多老爺爺、老太太
借了一堆書，努力的抄寫研讀，這是台灣少
見的情況。或許是這邊影印費較貴，但也因
此造就出許多工夫深厚的學者。總而言之，
我也開始過著原始抄書研讀的生活。
　俄羅斯有許多無法解釋的人、事、物，每
個外國人對於這裡的感受都不同，而我的心
得是—不要用理智理解俄羅斯，你就會更貼
近它。

俄研碩三黃鸛名（右四）與莫大
朋友合影。（圖／黃鸛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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