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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的路看得見
◎ 案例：
小芊是個大一國貿系的學生，上完大一上學期的課程之後，發
現自己對商科基礎理論的學習感到有些吃力，也不太喜歡這些學
習的內容，所以她開始思考自己是否需要轉系，可是如果真的要
轉系的話，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適合讀那一個科系，於是透過導
師的介紹，來到學校的諮商輔導組尋求協助。
◎遇到生涯抉擇的問題時，我可以到那裡尋求協助？
對小芊來說，她是一個自我覺察能力不錯的學生，對自己的喜
好也有一些瞭解，她覺察到了自己的學習狀況，也發現國貿系的
專業領域學習內容好像不是那麼地適合自己，因此她開始思考自
己是否需要轉系。在學校要尋求協助，有以下管道可供同學們參
考：
1、諮商輔導組：諮輔組有專業的諮商輔導老師可與學生面談，
幫助學生更加認識自己的特質、瞭解自己的興趣喜好，還有許多
專業的心理測驗，都可以幫助學生做出比較適合自己的決定。
2、系所的資源：各班導師、各系所的老師們以及系所網站上
的資訊，都可以提供專業領域方面的諮詢；此外，系上的學長姐
們也都會傳授實務學習的經驗。所以，從系所提供的資源中，自
己能夠事先瞭解大學四年可能有那些課程的學習，教授上課的方
式和內容自己是否喜歡，以及對未來的工作內容和性質也都能有
一些初步的瞭解，這些資訊可以幫助自己做好大學學習生涯的規
劃。

◎遇到生涯抉擇的問題時，我需要考量那些因素？
在遇到生涯抉擇的問題時，我們可以從「認識自己」、「認識
環境」以及「認識工作性質和內容」三個方向來做一些考量。
1、認識自己--勾畫「理想的自我」：
（1）我是誰：我是怎麼看待自己的？我對自己的認識有多少？
我的興趣是什麼？我的專業能力如何？我要往哪裡去？我的方向
和目標為何？我對未來工作的瞭解有多少？期待又是什麼？
（2）我在那裡：我目前知道多少相關的訊息？環境、社會的利
弊得失？
2、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我們是社會性的動物，所以一定會
受到社群的影響，包括之前有提到的家人、同儕以及社會價值觀
等。一般來說，大部分最有影響力、最直接的影響者是家人，所
以在考慮生涯規劃時，家人的工作和意見常是我們參考的依據之
一。
3、認識未來的工作性質和內容：雖然現在社會的工作取向越
來越趨向多元，也有很多人在大學畢業後從事非自己專業學習領
域相關的工作，但是大學四年仍然是培養專業能力的重要學習階
段，所以，除了需要在這四年中好好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之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開始去瞭解自己未來想從事的工作所需要具備的
能力有哪些，知道這些都可以幫助自己儘早為未來做準備，有了
方向後，到了大四也比較不容易產生焦慮的情形。
◎小芊目前該如何作決定呢？

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 文／蔣珮宜（中文系）
圖／洪翎凱

自以為壯烈的蒼涼…孩子默默的在心底，細細描繪
這一股無以名狀的感受，帶點驕傲，如此愚蠢地。
她終於從那種總有一天會窒死靈魂的循環裡出走
了，卻毫不自覺地踏入另一個弔詭的重複。
思緒倒轉到西元二零零六年，那是個鳳凰花在樹
枝尾巴燒得死透的季節，砸了一地紅艷艷，一團一
團白衣黑裙、胸前戴花的畢業生，遮掩不住的喜
悅，是如此囂張，一次又一次的同學聚會、一連串
的謝師宴、包廂裡曲終人散的狂歡，青春的氣味渲
染在空氣中，是如此張狂。八月收到榜單的哀傷，

從以上作生涯抉擇時的考量因素中，可以給小芊一些建議如
下：
1、認識自己：從與諮商老師的晤談中更瞭解自己外，老師也會
考量小芊的需要，安排一些測驗，如生涯興趣量表和人格特質等
測驗，來幫助小芊更瞭解自己的興趣喜好是什麼。
2、認識自己所處的環境：鼓勵小芊多瞭解父母親的想法或意
見，以及自己現實環境（包括家庭經濟因素）是否支持自己做轉
系的決定等。
3、認識未來想轉的系所學習內容：建議小芊可以先上系所的網
站瞭解系所的學習內容，如果有認識相關領域的人，也可以詢問
相關的資訊。這都可以幫助小芊先考量這些學習內容是否喜歡，
再去就讀時，疑慮和困惑將會減少許多。
生涯的選擇和決定對每個人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們
求學的歷程中，受到家人、同儕以及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很大，所
以到讀大學時的科系選擇，都可能還是參考他人的意見。因為大
學的學習內容是專業領域的基礎知識，如果碰到不喜歡又必須修
習的專業科目，自己的學習動機可能因此降低許多，學習的意願
不高自然無法有理想的成績，久而久之，便可能會開始對自己是
否適合這個領域產生疑惑。
尋求協助就是自助的第一步，希望同學們都能好好重視自己的
未來，提早做準備，讓自己的大學生活過得更充實、更有意義
的。

我躲進山裡去
林尖會包裹穴居的心情
緩梳理
行走一種步履
時的踏步氧氣

█ 文／林哲謙（中文系）

午後，山雨要來
就從預先潛伏的山頭後
晝夜伏出企圖爬竄
人煙據點都斷絕
荒嶺隔絕成冷酷異境的出入口
披風袖拉緊鏈條口袋夾縫

決策的是山林居住的靈冥
林頭裡有寒冷的風徑
逕自固守一只掃地車道
不管崩塌的石桅
我恍惚誰棄守了時間失聯地圖
只自我意識幻成一幢幽遂而空洞的薄膜
隱隱地透光
包圍道路。

我想進到裡邊
我也正走在路中
我嚮往光亮居住在寧靜的前導
一直走不停地走

匿山尋覓

黃丹青

焦點人物

【記者張靜怡專訪】與今年全國運動會空手道
男子組冠軍趙謹訪談的過程中，常出現冷場的畫
面，總是在一連串提問後，得到的答案卻只有短
短的一兩句，惜字如金的「急凍」模樣，讓人不
禁聯想到媒體訪問棒球好手王建民的畫面，但在
比賽場上，他卻是個令人聞風喪膽的人物，被教
練稱為「末代武士」的他，常迅雷不及掩耳地
「啪！啪！」兩下，就秒殺對手。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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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和英文的順序不同，讀者須多加練習。
1、我所愛的 人不見了 。
形容詞子句 主要子句
The one (whom) I love is gone.
形容詞子句，形容「the one」
2、我訂的 pizza是500元。
形容詞子句 主要子句
形容pizza
The pizza (which) I ordered is $500.
形容詞子句，形容主詞
3、這就是 我買的 那本書。
形容詞子句
形容the book
This is the book (which) I bought.
主要子句
形容詞子句
4、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 曾經幫過我的 人。
形容詞子句
形容「那些人」
I'll never forget those who have helped me.
主要子句
形容詞子句，形容those
5、你所欠缺的也正是我所欠缺的。
You miss what I miss.
主詞 動詞 做miss的受詞
二、題目
1、我 只記得 你再三重複的。
主詞 動詞
受詞
I only remember ____ you repeated.
2、我 不在乎 你犯了什麼錯。
主詞 動詞 間接問句做受詞
I don't care ___ mistakes you have made.
3、桌上的蘋果是我在超市買的。
主詞
地方
The apple
was
at the supermarket (by me).
主詞
動詞 地方放後面
4、你算老幾？（你以為你是誰？）
Who do you
you are？
5、我給你的 紅包呢？
形容詞子句 主要子句
Where is the red envelope I ____ you?
6、喜歡說謊的 人很傻。
形容詞子句 主要子句
Those
like to lie are silly.
形容詞子句，形容those
7、相信他的 人都後悔了。
形容詞 主要子句
Those
trusted him are regretful.
形容詞子句，形容those
8、他看一個就揍一個。（他揍 他所看到的任何人）
受格
He hits
he sees!
9、我所看到的 每一個圖片都很美。
形容詞子句
主要子句
Every picture ________ is beautiful!
形容詞子句，形容Every picture
10、光說不做的 人是不可靠的！
形容詞子句
主要子句
The one talks without deeds is unreliable.
形容the one
或者改為多數：
Those talk without deeds are unreliable.
三、答案
1、what
2、what
3、on the table, bought
4、think
5、gave
6、who
7、who
8、whomever
9、（which）I see
10、who

被打到送急診室斷層掃描 還是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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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英檢秘笈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恰好跟六月之後的快樂
形成消長，是否開心的
額度已被用完？孩子無
解。糟透了的情緒無處
發洩，堆積在心裡恰如
一塊乾燥海綿，以驚人
的速度吸取濕答答的煩
悶，被這個升學率近乎
百分之百的大學「窄
門」所排拒在外的感
受，摔了一大跤的十八
歲。（編者按：限於篇
幅無法刊載全文，全文請
詳見淡江時報電子報，網
址：http://tkutimes.tku.edu.
tw。）

螢褥把溫度咬緊
別開名目行軍
自我正步何以能是栽種的植披
偎貼著在野徑裡？
聚焦燃起一線黯淡的光斗

步履汲滿了水
將腳踝都磨破皮
黎明或晨昏的交際
有河等在山的開口接替
我可以走到一個假裝的開闊處
張手迎暖 順著風勢挺胸

新詩組佳作

我還不自信我找到什麼
夢境再也不著地了
潛浮一些細碎的暗礁間
泅泳在自溺的時分
懸念被搬移一些

我把自己的身體當做
一座漂流的島
一張有認同危機的地圖
在山裡迷路 重重密林
還是等著能拿到什麼
抓緊什麼

時序在九月，緊抓著夏天的尾巴一般，東
南方的熱度彷彿揮霍不完，依舊讓扭曲傾斜
的海市蜃樓在柏油路上獨舞。火車站，孩子
即將北上求學，一個大大的後背包，僅裝著
一張地圖還有些許終於自由的雀躍、少許茫
然的不安，伴隨著母親放心不下的殷切叮
嚀及列車即將啟程的鈴聲乍響，她們道別，
然後孩子轉身離開，沒有回頭，所以也不會
看到背後那雙凝視著的眼睛裡，透露著落
寞…。
火車行經花蓮，窗外的太平洋，海岸線跟
陸地劃開亙長的弧線一條，陽光灑下整片亮
澄澄的鋪在海面上，冷然的海水似乎也溫
暖起來，孩子因為這片擷取
不盡般的美麗深深感動，以
為看到希望，便安穩的沉沉
睡去。中午，一覺醒來，躺
在車輪跟鐵軌摩擦作響的規
律節奏上面，時間盡責的送
孩子滑入繁華的都市腹地，
好像是汐止吧？過兩站就是
台北車站了，佇立在眼前的
風景一片灰撲撲的，讓人暈
眩，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
一塊一塊的防竊鋁窗，一格
一格的切割出人們之間的交
集，井然有序，通往天際一
般的樓層，生活在其中彷彿
也變得卑微，人就這樣變得
渺小了起來一般…。
這就是未來四年要獨自生
活的地方嗎？「獨自一人」
的無依之感，宛若泛著某種

遠行

█ 諮商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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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斯文的趙謹目前就讀
企管二，在不熟識的人面
前總是安靜又拘謹，「乖寶
寶」是他給人的第一印象。
沒練習空手道時，他喜歡窩
在家裡專心打電動、看漫
畫，而做什麼事都很專心的
趙謹，國一時看見學長姊在
舞台上表演空手道，那帥
氣、厲害模樣，深深地烙印
在他的腦海裡，強而有力的
揮拳與狠勁的踢腿，汗水浸
透的白色空手道服，也讓
趙謹十分著迷，當下他就
發覺「我找到想要專注的事
了！」
「真正接觸空手道後，才
發現不是那麼簡單。」平時
除了上課外，每週都會抽出
三天的時間不斷地練習，而當大家暑假在涼爽的
冷氣房中度過時，趙謹一個禮拜卻有六天都必須
待在悶熱的空手道場練習。他回憶過去辛苦的訓
練過程：「有次到河濱公園做體能練習時，下起
滂沱大雨，教練沒喊停，所以好多人訓練完後就
到醫院掛急診，我也因為病毒感染在醫院住了好
幾天。」
艱辛又嚴苛的練習，讓趙謹大小傷不斷，「嘴

唇破裂、扭傷、拉傷是常有的事。」他接著指自
己的左膝蓋說：「曾經在練習時不小心被撞到，
造成膝蓋軟骨脫落，那一陣子我連屈膝都很困
難。」也曾在全國秋季菁英盃被對手打到直接送
進急診室，做頭部斷層掃描。他拿起桌上的筆模
擬當時的情景：「那時我打算用腳攻擊，卻被對
手識破，反被對手抓起來摔，結果頭著地後就失
去意識了，還造成短暫失憶。」從趙謹國一開
始，蘇尚志就擔任他的教練，他說：「就因為必
須承受這些很辛苦又不人道的練習，所以趙謹才
能成為空手道界的一個武士。」
在空手道的世界裡，趙謹並非是孤寂的，除了
一位對自己極為用心指導的教練蘇尚志外，他還
有一群死忠的好友，總是在比賽時為他加油打
氣。在教練的鞭策及堅持不懈的努力下，他成了
空手道比賽的常勝軍，大大小小獎項不斷，高三
畢業的那年暑假，他被選為「第九屆亞洲青少年
空手道錦標賽」台灣代表隊的國手，拿到第三名
的佳績。而看似白淨、文質彬彬的趙謹，一上了
比賽擂臺，馬上就變成「殺手級」的人物，整個
人充滿肅殺之氣，「我會把情緒全部釋放出來，
變得很敢打，好像什麼都不怕。」
快、狠、準讓他得過無數次的全國第一，光今
年，他就拿下了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空手道金牌
及「98年度全國運動會」空手道男子組冠軍，蘇
尚志說：「趙謹動作及反應都很靈敏，尤其是腳
部攻擊特別厲害。」與趙謹交情不錯的空手道社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社員產經二林瑋珍也說：「曾有一次作為趙謹示
範『勾踢』動作的對手，他的腳一瞬間就命中攻
擊點，超可怕的。」
家人的支持，也是趙謹不斷往前踏進的動力，
曾有一次到日本比賽，突然聽到背後傳來一聲輕
喚自己名字的聲音，轉頭一看，才知道媽媽瞞著
他，一個人跑來日本看他比賽，當下讓他感動萬
分。問到趙謹媽媽李淑娟會不會因為心疼兒子比
賽受傷而動起阻止的念頭，她回答：「做每件事
都有風險，趙謹從小就沉浸在練習空手道的快樂
裡，對一個人來說，能從小到大都堅持做同一件
事，這很不簡單。」
大二開始擔任空手道社社長的趙謹，帶領大家
練習的時候，只要看見有人姿勢不對，就會過去
修正社員的姿勢，甚至個別指導。但為了爭取更
多自己練習的時間，他幾經思考之後決定辭去社
長一職，林瑋珍惋惜：「趙謹是社團學弟妹的精
神指標，如今他辭去社長職位，真的很可惜。」
「我不知道現在如果沒有空手道，我還能做什
麼。」趙謹毫不矯飾地說出內心最真實的話。
「或許未來踏入社會，會因為工作而減少練習；
但現在，我最想要的就是能繼續比賽！」即使在
訪談的過程中，趙謹仍然不放過每一刻能練習的
時間，不時地做暖身運動，讓自己保持在最佳狀
態，從他的熾熱、堅定的眼神中，似乎看見了他
身為運動員的堅持與熱情，也似乎看見了明日之
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吳慕家辣炒年糕 體驗韓國飲食文化
大傳二吳慕家日前在韓文課中，由授課教師
帶領，親自動手煮「辣炒年糕」，將軟QQ的
年糕、翠綠的白菜，及好吃的黑輪放進鍋中，
再加入道地的韓式辣醬一起烹調，體驗韓國當
地的飲食文化，他笑著說：「韓劇裡滿桌的美
食，每次都讓我好想嚐嚐看，今天自己煮出來
的年糕，感覺比電視裡的還可口哩！」（張靜
怡）

張炳煌獲頒國際最突出貢獻藝術家獎

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張炳煌日前受邀至澳門
參與國際書畫發展論壇，獲頒第一屆國際最突
出貢獻藝術家獎及獎牌乙面，肯定其在國際上
對中國書法的傳承與研究不遺餘力，他表示，
將持續致力於書法藝術的推廣。論壇中，張炳
煌以「書畫的當代性和世界性」為題，進行特
約發言，之後受邀至韓國發表「與電腦共寫e
筆書法」專題演講，文錙藝術中心提供五台e
筆工具隨行，藉以展示及試寫，在韓國書壇掀
起傳統與科技結合的話題，也讓本校所研發
的e筆書法在國際中成為矚目的焦點。（施雅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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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203、校內分機2131，或e-mail：
rightfighting@hotmail.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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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