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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兩岸文化差異 廈大師生熱情祝感心
結束了在廈門大學一整學期的異地生活，從剛開始的不習慣漸漸
變成熟悉、適應，揮手道再見時，心中滿溢不捨。廈大，
為我開啟另一扇靈魂之窗，也為我帶來永生難忘的體
驗。
廈門大學依山傍海，正大門與南普陀寺景區大門緊鄰，另
一邊則是美麗的海濱沙灘與胡里山炮台，被喻為「中國最美
麗的校園之一」。校園風景十分優美，有芙蓉湖、情人谷水
庫等景點，氣氛靜謐而浪漫，校門外的沙灘，常有新人拍婚紗
照，我能在風景優美的廈大就讀，非常幸運。
廈門大學腹地之廣，真不是你我所能想像的，腳踏車是學生必
備的交通工具，除了廈門校區外，還有漳州校區，設施、景觀大同
小異，既優美又幽靜。與之相比，倒讓我懷念起淡江的小而美。
當初申請到至廈大國際經濟與貿易學系交流時，是想利用此次機
會，在不同的環境下，體驗兩岸的文化差異，並拓展國際視野，在
這，我體驗到了！雖然台灣的教學方法較靈活、仔細，大陸教法偏
理論，但廈大學生展現出強烈的學習企圖心及旺盛的競爭力，課堂
上勇於發表問題和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廣泛閱讀課外讀物充實自己
所欠缺的相關知識。大陸學生十分重視外語能力，不管任何時候，
都會發現每個人手上拿的、閱讀的都是英文書籍，且積極地考取英
文檢定（雅思或托福），相較之下，台灣許多大學生，對於學業成
績似乎就只想求pass就好，對課業較不積極。
面對中國內地強勁的競爭力，他們努力爭取表現的機會，以求得

國貿四林貞瑜（左
二）上學期以交換生身分
前往環境優美的廈門大
學（右圖）學習，在
廈大國際經濟與貿易
學系系主任鄭甘澍
（中）的協助下迅速
融入當地生活。（圖／
林貞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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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好的未來；相對的，台灣學生要面對的競爭，不只來自國內本
身，更包含中國大陸、美國等全世界的國家，所以更要有積極的態
度，才有成功的機會。
原本以為會和這裡的學生格格不入，看來是我們自己太杞人憂天
了。詢問他們大小事時，他們會盡可能地將自己所知道的事都告訴
你，很熱心也很熱情，透過閒聊，拉近了我們之間距離。班上的學
生幾乎都是來自不同的省籍，像新疆、外蒙古、黑龍江等，如果想
去哪裡旅遊，也可以向他們討教，藉此了解當地的景點或美食，以
及哪些需要注意的細節。
鄭甘澍主任、林季虹副主任和何麗蘋老師在我們有疑問或困難
時，都會伸出援手盡心盡力地協助我們，在他們特別的關照下，讓
我們更快融入當地的環境。負責處理港、澳、台交換生事宜的廈大
國際交流處，還特別邀集曾去過台灣交流的大陸生及當時由台灣到
廈大的交換生聚會，分享彼此的經驗。
在老師們的提議和同學們的介紹下，去了一些廈門著名的景點，
也吃了不少當地的特色美食和小吃，更趁著清明假期，跑到上海、
蘇州和杭洲等地自助旅遊，跨出了廈門，也體驗到廈門以外的自然
景觀和獨特風味。
能夠爭取到這難得的機會來到廈門大學交流，對我而言是非常特
別的人生體驗，感謝系上所提供的一切，也謝謝林宜男主任無時無
刻關照我們在大陸的生活，相信經過兩岸交換生的經驗後，能更增
進國際觀，並提升日後進入職場後的就業競爭力。

Part1
1、情人眼裡出西施。
美麗 (n.) is in the 眼光 of the 注視者.
2、打鐵趁熱。
敲打 the iron 當 it is hot.
3、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Every 傑克 必須有 his 潔兒.
4、無風不起浪。
There is no 煙 如果沒有火.
5、半瓶水響叮噹。
空的容器（多數） make the most
聲音（單數）.
答案
1、Beauty, eye, beholder
2、strike, while
3、 Jack, must have, Jill
4、smoke, without fire
5、Empty vessels, sound
Part2

2、病從口入；守口如瓶
A 閉著的 mouth 抓不到蒼蠅 .

遇見一條溪

每次回去都會發現家鄉的樣貌與上次有些不同。
這裡以前是一間小吃部，現在變成了電器行；那裡上次是薑母鴨，這
次卻變成麻辣鍋。我好奇的四處張望，一邊找尋我還熟悉的記號，一邊
置入這次更新的樣貌。如果返鄉是一款不常玩的網路遊戲，彷彿我每次
登入它就改版。然而即便有些事物被更替、被取代，但它們似乎不曾從
我的生命中消失或抽離，反而會昇華成為一範圍指稱，它們會活在「咱
彼陣在賣薑母鴨的彼邊……」之類的言說當中。很不精確，但很有感
情。
不只聚落如此，山亦是如此。回家時總愛在清晨時分至大崗山散步，
這條從小走到大的小徑，每次來都覺得崩壞得比上次要嚴重一些，雜草
比上次要長要多一些。這條農業用路正是如此孤寂，不若政府規劃的登
山休閒步道光鮮亮麗，反而安安靜靜的臥著，陪這裡的世世代代老去。
山道蜿蜒而上，像是時間踩踏而成的河，它洩漏了一絲絲的遙遠，引
領我憶起了幼時與死黨阿融發現的一彎小小溪流，一個只有我們兩個才
到得了的地方。那是段離升學壓力還很遙遠的時光，我們總能在草草完
成作業後奔向山上這座大後院玩上一整個下午。有時我們摘採果園裡的
棗子、釋迦等水果來吃；有時我們撿拾從鄰近靶場射過來的子彈回家收
藏。我們喜歡玩探險遊戲─往沒有人徑的地方走─，那時總幻想著山裡
頭一定藏有寶藏，而且注定被我們找到。
發現小溪的那一天也是如此。「欲去彼邊看嘜嘸？」我指著那片枯黃
的蔓草，阿融不置可否。我們肩並著肩走在這及腰的雜草中，生怕哪裡
躲著幽暗陰險的虺類正伺機偷襲。草叢的東邊有幢頹圮的土角厝，半塌
陷的屋頂裸露出岔開的竹片，屋樑斜斜插在地上。裡頭神龕猶在，莊嚴
危坐的觀音像因布滿塵土和裂痕反而透漏詭異氣息。這時突然滑落一塊
瓦片，「哐啷」一聲摔在驚嚇的臨界點上，「嗚啊！」我們拔腿狂奔，
鑽進前方的釋迦園裡頭。恐懼參雜著初夏的溫熱，還有羊糞肥的氣味在
腦中沸騰，口袋飽滿的子彈像是顆刺球規律的撞擊著我的大腿，被枝枒
傷的臉龐刮得疼痛難當，我們止不住腳，直到天旋地轉。
我懷疑是過度驚嚇而逸散的魂魄來到了一個與世相似，卻又截然不同
的神祕時空當中。小溪就這麼唐突的進入我的生命裡，寧靜卻又令人驚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讓你脫穎而出的寫作用語

1、有錢能使鬼推磨。
Money 會說話 .

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首獎
█ 文／ 劉兆恩（中文系）
圖／洪翎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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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萬事起頭難。
All things are difficult 在它們變得容
易之前 .

喜。當我回過神來，早已立足其上。它自珊瑚礁岩間滑
過，沁涼流水柔撫我的脛骨，落葉在腳邊片刻停駐。水
淺處有山螃蟹踽踽而行，水花在陽光照射下晶瑩彈跳。
那時我不禁深信：驚險過後就能得到寶藏的說法果然是
不變的定則。阿融突發奇想：「這呢好的所在，來種樹
仔應該很會發。」於是他把帶在身上的樂高「種」在岸
旁，希望可以長出好多好多的積木。我也把口袋裡的子
彈埋在土中，雖然我不知道該把將來那結實累累的子彈
藏在那裡才不會被大人責罵。
當季節不斷遞嬗，速度像從山坡上騎車下來般難以抵
擋。我、阿融，和小溪的距離拉得越來越遠，遠到不知
該用時間還是空間單位來丈量我們的生疏。我們先後落
入無涯的考海，把放學後的時間鏽蝕成補習班的形狀。
幾年後我們狼狽的游上岸來，卻已快不認得彼此。
然則小溪還記得我嗎？如果它有記憶的話。
我依著回憶中的殘篇尋路，枯黃的草叢已被整理白
地，而驚嚇的土角厝如今剩下幾面牆兀自挺立。只有那
園釋迦沒變，羊糞的味道沒變。我穿梭在園中，越靠近
小溪越緊張。我看見出口，就要走到了，快走到了，走
到了。映入眼簾的卻是乾得發白的珊瑚礁岩壘壘堆疊，
地上盡是枯黃的落葉。沒有潺潺的流水，沒有爬行的山
螃蟹，更沒有積木樹和子彈樹。我以為自己走錯了地
方，可我再找不到山上還有何處比這裡還要像回憶。
我奔至阿融家中探問小溪的消息。說你還記不記得山上一條在
破厝在釋迦園旁邊的一彎溪流？說你還記不記得你在那種了一棵
樂高？沒想到睡眼惺忪的阿融說他什麼也不記得，說他哪來的樂
高啊！小溪就這麼消失，自阿融的記憶中拔除，自我的記憶中被
重新替換。但我仍用小溪來指稱那個地帶，這是我紀念感情的方
式，即便那裡已經沒有（或根本從沒有過）一條溪。
某天，我向父親提起了這件事。父親說像那樣小流量的山泉在

4、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You cannot 做磚頭 如果沒有 稻草 .
5、說易行難。
It’s 比較容易 被說 than 被做.
答案
1、 talks
2、 close, catches no flies
3、 before they are easy
4、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
5、easier said, done

旱季本就容易斷流，在下次雨季來臨之後，它可能又會在某處出
現。他說他幼時也曾遇見一條溪，巧的是那條溪也在他過了戲水
的年齡後消失。我不禁猜想：也許沒有小孩玩的溪流最孤單，它
們總會在小孩長大後寂寞的死去；也許每個孩子都有屬於他的一
條溪流，可以陪伴他渡過童年的快樂時光。也或許，山林裡自有
一個與現實相通卻相異的時空，它會迎接每一個天真的孩童，在
那裡遇見無瑕的快樂。

Part3 活學活用
1、我不相信金錢萬能。
I don’t believe that
.
2、你聽過「說易行難」嗎？
Have you heard “It’s
said
done”?
3、無風不起浪。
There is no
without
.
4、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You cannot make
straw .
5、半瓶水才會響叮噹。
Empty
make the
.
答案
1、 money talks
2、 easier, than
3、 smoke, fire
4、 bricks without
5、vessels, most sound

吳子麒拍片實習 體驗幕後工作
大傳四吳子麒參加文學院暑期實習專案，跟
隨導演何蔚庭拍攝新片《台北星期天》，擔任
美術組助理，負責道具等工作，這次的實習讓
他體驗到電影工作者的辛苦，有一回他泡在水
中扶沙發10個小時，只為拍出沙發飄在水中的
幻境場景，至今仍讓他印象深刻，「雖然辛
苦，但拍出來的成果實在超漂亮的。」（余孟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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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揚

校友寫真

新聞局金鼎獎肯定編輯功力

封德屏帶領《文訊》轉型與新生 返校經驗傳承

中文系校友封德屏在《文訊》一待就是
二十多年，對《文訊》有著深厚情感，日前
獲頒新聞局第33屆金鼎獎最佳編輯獎。（攝
影／凃嘉翔）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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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若伨專訪】自1984年進入《文訊》雜誌
社後，中文系校友封德屏一待就是二十多個年頭，
從主編一路爬升到現今社長兼總編輯的位置，像
是扎了根似的，與《文訊》成了生命共同體。2003
年，當《文訊》面臨解散危機，甚至連員工薪資都
發不出來時，封德屏一肩扛起重擔，四處請託，才
使《文訊》度過難關。
「很幸運能堅持當編輯的夢想！」封德屏甫於日
前獲得新聞局頒發的第33屆金鼎獎最佳編輯獎，在
開心自己的表現獲得肯定的同時，不居功的她也把
功勞歸給整個《文訊》團隊。
封德屏大學就讀本校中文系夜間部時，因經濟因
素得四處打工，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報紙上看到
《女性世界》雜誌應徵助理編輯，這份工作開啟了
她未來的編輯之路。白天在雜誌社工作，常忙得忘
記吃飯，到了晚上到學校上課時才發覺飢腸轆轆，
所以常邊上課邊啃麵包，但她仍然不肯錯過學習的
機會，在當時系主任于大成的指導之下，打穩她古
典文學的基礎，而張夢機、羅宗濤、王熙元等教師
的文人風采，讓上課變成是一種享受，「老師都是
一時之選，非常棒！」
相較於在《文訊》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封德屏21
歲到30歲的10年間，不斷地遊走在多家雜誌社、出
版社之間。在這過程中，她接觸到許多領域，也

學會許多技能，包括編輯、學術、美工、印刷等，
為日後打下良好的基礎。其中，《愛書人》雜誌社
影響她最深，當時《愛書人》是由一群有理想、抱
負的青年人所創刊，十分貼近她心中所想的文學探
討，她參與報刊編輯、策劃作家專欄等，每10天就
得完成2個版面，雖壓力大，但也進步神速。
之後，封德屏因緣際會下進入《文訊》，讓她驚
覺「終於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了！」但好景不常，
2003年文訊面臨從國民黨手中解散的命運，內心流
著堅毅、不服輸血液的封德屏，到處籌措資金，最
後終於獲得當時擔任桃園縣縣長的朱立倫幫助，因
為朱立倫認為「這麼好的文學刊物不可以中斷」，
所以成立基金會，並積極募款。在各界熱情的幫助
下，《文訊》才免於解散的命運，甚至有位拾荒
老人捐出100元給予支持，讓她更堅定要重振《文
訊》，而這情景至今仍深印在她的腦海裡。
《文訊》由原來的以專訪及評論方式探討文學、
挖掘好作家，將許多不知道如何行銷及包裝自己的
優秀作家，給他們一個表現的平台，轉變成現今除
了保有在史料累積及維護上的優勢外，也努力支
持、保護資深作家及新生代作家，多次舉辦全國性
的文學會議及活動，「《文訊》已經不再只是個刊
物，而是文學機構。」
曾獲得中興文藝獎、中國文藝協會文藝工作獎的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封德屏，自小就是作文比賽的常勝軍，小學時曾代
表學校參加全縣作文比賽，那個年代的獎品是書
籍，「在當時，書對我們這些位處偏遠鄉下又資源
不佳的學生來說，可是寶物阿！」長大後，仍不忘
文字的魅力，著有散文集《美麗的負荷》，這是她
從事寫作的文字總集。
「以目前忙碌的工作生活來說，能夠放慢腳步，
重返校園，對我而言是一種幸福。」於今年拿到
本校中文系「燒燙燙」博士學位的封德屏，以回
饋的精神回到母校教書，期望在教課之餘，能將自
己的職場經驗傳授給學弟妹。這學期她在中文系開
授「文藝編輯學」，中文四高嘉君說：「老師很用
心，上課前都準備充足，也常分享自己的實戰經
驗，很受用。」中文四曾于庭也表示：「封老師風
趣又具親和力，她戰戰兢兢的教書態度，激勵我要
更加認真。」
封德屏認為「熱情」與「專注」是必要條件，想
將自己的夢想實現，不能只是嘴巴說說，「事前的
準備不可馬虎！」進入職場後要有「吃虧就是佔便
宜」的觀念，因為事情總有一體兩面，表面上是吃
虧，卻可磨練出一身的技能。多付出、多充實自
己，因為「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未來，封德
屏也將以熱情，繼續帶領《文訊》，昂首闊步面對
各種不同的挑戰。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 ）小花在他人的部落格看到一篇文章很
棒，對所有考生很有幫助，所以她可
以把文章複製在自己的部落格裡。
2.（ ）把流行國語歌曲當做部落格的背景音
樂，一定要經過同意或授權才可以。
3.（ ）阿丹在學校的BBS發表了一篇文章，
也有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4.（ ）小薰可以將補習班老師的上課內容錄
音後，放到網路上拍賣。
5.（ ）補習班業者的參考試題只要符合原創
性等著作權保護要件，阿仁就不能隨
便影印給同學練習。
答案：1.（X） 2.（○） 3.（○） 4.（X）
5.（○）
【第一題說明：未經他人同意或授權，將他
人文章複製放在自己的部落格，是侵害重製
權的行為。】
【第四題說明：老師的上課內容是「語文著
作」，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要錄音或拍賣，
都要經過老師的同意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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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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