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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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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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寫真

朋友難過的時候該怎麼辦？

受邀至海內外演講 深入邦交國研究鳥類 

鳥人廖世卿生態外交 台灣保育國際嶄頭角

請先說出以下屬於什麼時態，然後寫出英文。
1.
　(1)我昨天沒看到你。
　(2)我從未見過你。
　(3)我見過你三次。
2.
　(1)我不做夢。
　(2)我昨晚做了一個夢。
　(3)我這禮拜做了好幾個夢。
3.
　(1)我們認識。
　(2)我們是1998年認識的。
　(3)我們認識12年了。
4.
　(1)那隻貓看起來好溫順。
　(2)那隻貓在看你。
　(3)那隻貓已經看你很久了。
5.
　(1)站在門口的人是英文老師。
　(2)他每個禮拜是一、三、五授課。
　(3)他已經教10年英文了。
6.
　(1)對你微笑的女士是我的阿姨。
　(2)昨天對你揮手的警察是我的鄰居。
　(3)對你笑了一鐘頭的男生是我弟弟。

答案
1.
　(1)簡單過去式
   　I didn't see you yesterday.
　(2)現在完成式
   　I have never met you before.
　(3)現在完成式
   　I have met you three times.
2.
　(1)現在簡單式
   　I don't dream.
　(2)簡單過去式
   　I had a dream last night.
　(3)現在完成式
   　I have had several dreams this week.
3.
　(1)現在簡單式
   　We know each other.
　(2)過去簡單式
   　We met each other in 1998.
　(3)現在完成式
　   We have known each other for 12 years.
4.
　(1)現在簡單式
   　That cat looks so meek.
　(2)現在進行式
   　That cat is looking at you.
　(3)現在完成式
   　That cat has stared at you for long.
5.
　(1)現在簡單式
   　The person standing at the door is an English teacher.
         主詞    它形容主詞   動詞   主詞補語
　(2)現在簡單式
  　 He teaches every Monday, Wednesday, and Friday.
　(3)現在完成式
   　He has taught for 10 years.
6.
　(1)現在簡單式
   　The lady  smiling at you  is   my aunt.
　　 主詞　    它形容主詞   動詞   主詞補語
　(2)現在簡單式
   　The policeman who waved you yesterday is my neighbor.
　　　　　　　　它形容主詞
　(3)現在簡單式
   　The guy who has been smiling at you for an hour is my brother.
      主詞      形容詞子句，用來形容主詞       動詞　主詞　

　Q：其實不是我的問題，我有個朋友他常常不來學校，問他怎
麼了他也不說，總覺得他鬱鬱寡歡，甚至說就算死了也沒差，打
他手機、約他出去玩或吃飯他都沒興趣或沒勁，好擔心他那天真
的想不開……這樣的他是不是有憂鬱症？要帶他去看醫生嗎？我
又如何開導他？
　A：同學您好！看到你對朋友的擔心與關心，很讓人窩心。面對
情緒低落的朋友，往往會讓我們無所適從，有時候著急地想帶他
就醫，或做些能幫朋友更好，更開心的事，但過度的關心也會造
成他的壓力！有時候情緒低落代表對方走在人生的幽谷，正在經
歷一些特殊的風景，用不同的方式面對生命。身為朋友的我們只
要相信他能渡過，也願一路陪伴他就可以了。只要用平常交往的
方式，加點關心問候就很夠了，以下提供一些陪伴情緒低落朋友
的重要原則：
　一、不當精神科醫師：千萬別隨便拿「憂鬱症」、「躁鬱
症」、「焦慮症」、「創傷後症候群」等標籤貼在正傷心難過的
朋友，因為當事人已經為自己的狀況苦惱，這時又被人說「有
病」，他會有何感想？何況診斷須由受過專業訓練的精神科醫生

嚴謹的評估，身為朋友的我們，千萬不可以隨便亂貼標籤或自行
判讀別人。
　二、不當人生導師：朋友不開心，我們常會提出一些建議及想
法供他參考，比方「想開一點，沒什麼大不了。」「人生也不過
就是這樣！」「比你更慘的人這世界上還很多。」或建議他／她
環島旅行散心、睡覺或唱KTV，這些方法雖然都滿不錯，但面對
情緒低落的朋友，這些方法雖有道理但沒幫助，反而更增加他們
的壓力。
　三、不當老爸老媽：看到朋友難過想要幫忙是正常的，但幫到
三餐幫忙買、早晨morning call、晚上say goodnight、功課作業都代
勞等就太超過囉！因為這些會讓情緒低落的朋友覺得：「我真的
什麼都不能做。」反而更增加他的無力感。
　四、不當歡樂小丑：也許我們會試圖講笑話讓朋友開心解悶，
但有時他們需要的就是一個與憂傷共處的沉默時刻，這時與其強
求他們快樂，不如讓他們擁有「沉默憂傷權」！
　五、當個專心的清道夫：身為朋友的我們如果能讓好朋友傾倒
心裡垃圾對他們會很有幫助，安靜地聽，不需要批評，不需要打

斷，不需要建議，就已完成讓朋友一吐心裡苦水的重要工作！專
注的傾聽能讓你的朋友有莫大的寬慰。
　六、當個有美感距離的平行線：和情緒低落的朋友相處有時是
件不容易的事，掌握彼此間適當距離是一門重要的人際修養，請
謹記「平常和對方互動、相處維持在不讓對方感覺不舒適的適當
平行，若非常時刻（如對方想自殺）就儘量維持2人間舒適的距
離」，如此方能讓對方感受到你的體貼與尊重。
　七、當伴月的一顆星：每個人都如同一顆走在自己軌道上的行
星，有著自己的運轉週期，天有陰晴月有圓缺，人亦如此有生命
的高高低低。好朋友要像陪伴月亮旁的一顆星，在晴朗的夜晚和
它一起豐富整片寶藍夜空，烏雲滿罩時也陪它一同隱藏自己的光
輝，靜靜地休憩。然而星星不是個月亮，它有自己的週期及憂
歡。因此，別忘了照顧朋友的同時自己也要喘口氣歇歇吧！
   身邊朋友的關懷與支持是最好的精神糧食，因此當朋友有心事
或狀況找你，記得上面幾項原則，提供適切的關心，由於你第一
線的關心，很可能阻止一件悲劇的發生！

　【記者施雅慧專訪】「學弟妹，要喝『嘎不拘
諾』還是『拉帖』？」來自彰化的廖世卿，身
型、臉蛋與港星曾志偉有些相似，但英文卻是道
地的台灣味。可別小看他的英文，正是這口台式
英文，讓台灣以鳥類研究做外交，將生態保育的
觸角伸展至國際。
　廖世卿輕鬆休閒的打扮，十分契合他擔任國際
台灣觀鳥協會理事長的職稱，親切的態度卻讓人
很難將他與台灣駐邦交國聖路西亞大使的職稱聯
想在一起。或許你不知道聖路西亞在哪裡，但你
一定對電影《神鬼奇航》不陌生，其拍攝地點之
一就在聖路西亞。
　自稱「鳥人」的廖世卿，碰上同為島嶼地形的
野鳥之都聖路西亞，擦出的火花就是首本聖路西
亞鳥類圖鑑的誕生，廖世卿帶領團隊耗時一個月
進行實地考察，沒日沒夜地比對和記錄，並在兩
個月完成，聖路西亞總理曾於去年將此書燙金，
分送給至當地召開財經會議的各國總理及財政部
長，由此可見此書在聖路西亞的地位非凡小可。
　曾擔任過外交部長的黃志芳提到好友廖世卿笑
說：「廖世卿對於生態保育，相當專業、積極，
個性樂觀又容易與人打成一片，且由於他曾擔任
過補教老師，口才相當好！所以外交部才會借重
廖世卿在生態保育的專業領域，進行軟性外交，
期盼其在協助邦交國推展生態保育工作時，也能
增進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其實，精通鳥類的廖世卿也是從零開始，憑

著自身的努力，從不懂鳥到成為專家。本校水
利系（現水環系前身）校友廖世卿，畢業後任職
於彰化縣政府，負責道路橋樑及工程評管，並
於下班後經營自己成立的補習班，直到有天發生
了「鳥」的故事，讓廖世卿的人生發生極大的變
化。
　談到以前「出糗」的時刻，他哈哈大笑：十幾
年前的某日，廖世卿在觀賞旅遊頻道時，恰巧
觀賞到大肚溪野鳥的遷徙生態，於是決定帶著2
個兒子外出至大肚溪賞鳥，當時小孩問廖世卿：
「這是什麼鳥？」他回答：「鳥就是鳥，會飛就
是鳥。」但兒子將這段對話寫進家庭作業裡，讓
當時對鳥不甚熟悉的廖世卿「面子掛不住」，好
勝心強的他，從此發憤圖強，於3個月後，火速
成立彰化縣野鳥學會，從此展開他的「鳥人」之
旅。
　行動力極強的廖世卿，在野鳥學會成立的隔
年，便舉行鷹揚八卦活動，並打電話給國中小校
長請求宣傳，帶領多位同學前往八卦山觀賞灰面
鷲，灌輸學生生態保育觀念，並至各地演講，他
笑說：「最高紀錄曾在一個月內進行全台18場的
演講，從初階的小學教育到高等的大學學府，只
要有邀約，我便全力以赴！」廖世卿憑藉著這股
衝勁與熱愛，常受邀至海內外演講，而一年內繞
台灣幾十圈進行生態探勘之旅也是常有的事，讓
他成為「一個人凸全台灣」的最佳代言人。正由
於他的努力，使他成為台灣第一位躋身國際保育

機構重要職務的人士，受聘成為國際鳥盟聘任為
亞洲副主席，並架設Birding In Taiwan網站，將
台灣特殊的鳥類生態介紹給國際鳥人。
　其實廖世卿的努力與成就，早在本校就學時就
有跡可循，他說︰「我上課從不遲到，也每天至
圖書館報到，而且我的座位就是第一排面對老師
的位置。」水環系榮譽教授施清吉提及這樣他多
年前的學生，仍印象猶深地表示：「廖世卿非常
上進、積極，大學時期的課業及團體活動也非常
出色。」
　對於廖世卿而言，「生命就是不斷的創新與體
驗，直到發現你所喜愛的。」從公務員、補習班
老師，到彰化縣野鳥學會的創辦人、中華民國野
鳥學會理事長、國際鳥盟亞洲副主席，至今日的
國際台灣觀鳥協會理事長，及邦交國聖路西亞的
大使，廖世卿的成功別無它法，只有「用心」和
「吃苦」這四字箴言。
　「我朋友打電話來的第一句話不是問候最近過
得如何，而是劈頭就問『你在哪裡？』因為這
2、3年我就坐了70多架次的飛機。」談到未來規
劃，廖世卿說：「除了協助邦交國推展保育工作
及生態旅遊外，更期望為台灣外交另闢一條通
路，讓台灣在保育的議題上，能逐漸在國際舞台
中嶄露頭角。」對於這份執著與堅持，廖世卿正
不斷拚命地努力著。 

█

文／曾祥芸 圖／洪翎凱

 系友會圓滿落幕 黃雅民欣慰
　企管系日前在兄弟飯店舉辦「淡江大學企管
系EMBA系友會新春聯誼大會」，共有百餘位
系友參加，並邀請南僑集團負責人陳飛龍到場
致詞，現場熱鬧非凡。企管系在職專班系友會
會長黃雅民表示，活動籌備近3個月，經過數
次的開會，終於圓滿落幕，非常感謝大家的幫
忙與參與。另外，當天也發送《企管言》刊
物，他希望校友及在校學弟妹能多參與裡面刊
載的各項活動，聯繫彼此情感。（黃雅雯）

　我一直不曉得方向感是怎麼一回事。學了騎車之後，我不騎往
家裡到學校之外的路。
　後來升上大學，一座首善之都旁的衛星城市。騎著老紅（我車
的暱稱）在裡頭搖晃繞旋，只曉得在學校周圍附近奔走。
　我是從彰化上來的孩子。到台北自然是大開眼界，夢想的國度
已盡在眼前。我知道，自己會在這裡活得很好。
　記得我在高中時，連坐火車都不太會，常常被朋友招呼跑到台
中。那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每次我常訝異我朋友
是怎麼看路的，怎麼一副天生具備磁極，東西南北了然於心胸有
成竹。
　在台中我常常看到許多招牌，「那不是……」，可要是我自己
要去總也到不了。
　從淡水到其他地方，無論是北市、三重或是八里，總要經過關
渡大橋。那個時候，我加入熱舞社，但在熱舞社大家幾乎是有底
子的，又酷，我不太好意思請教別人要怎麼跳，就自費到士林學
舞。
　可是士林，那麼遠，怎麼去哪！我以為那已經是一個很遙遠很
遙遠的地方，沒想到請教朋友請教老半天，竟然發現從淡水筆直
前進，速度60，一下子就到了目的地，只要在文林路和承德路交叉
口選擇左邊就會到了。
　而台北，橋墩竟然那麼多、那麼雄偉。
　在橋上往下看，旋環錯繞的蝴蝶般的高速公路盡收眼底，我以為
我開始要征服世界。
　我是那種每天從學校到家裡，永遠都只會走同一條路的人。要我
變換方向，只會覺得要了我的老命。（我必定會迷路的。）
　但隨著年歲增長，漸漸懶於坐捷運，也不再怕迷路了。在我載著
朋友逛漁人碼頭都會迷路之後（那時候我已經大學三年級），啪一
聲理智線斷掉，我決定不再做一個跟著別人的車去玩的跟屁蟲，或
是只搭捷運的城市幽魂了。
　我狠下心來買昂貴豪華的台北地圖，但總是弄不清楚東西南北。
每一次我在紅燈時停車從包包拿出地圖，看著看著對路況已經瞭若
指掌，結果發現自己是走在相同的路上，只是永遠方向相反。

珍藏淡江的時光膠囊三月徵文--

　你看過電影或卡通主角埋下時光膠囊，多年後重新挖出來
的感動情節嗎？本校60週年校慶即將來臨，試著想像20年
後本校80週年校慶時，你會希望打開什麼專屬自己淡江生
活的時光膠囊呢？歡迎踴躍上網投稿（http://tkutimes.tku.
edu.tw），即日起至3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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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二歐元嵐日前帶領蘭陽校園熱舞社社
員，在蘭陽校園舉辦為期2天的「熱舞青春之
熱舞研習營」，以活潑、生動的課程教導國中
生舞蹈，她表示：「透過這次的活動，不僅蘭
陽地區的國中生有機會接觸、學習舞蹈，對第
一次舉辦營隊的社員來說，也是全新的學習，
未來希望能將此經驗傳承，繼續舉辦此活動，
發揚熱舞精神。」（江啟義）

█

諮輔組

歐元嵐教跳 熱舞青春

　

等
到 我 騎 了
十分鐘才驚
覺不對。　
　那個時候才懊悔（對
著自己的加油箱，尤其在油價逐日攀升的時刻）往反方向狂飆而
去。
　於是我開始問路，常常自己已經明白方向但僅只是為了確認。
　也常常是真的不曉得路究竟怎麼走。即使我已經睜大眼睛看了
地圖好幾次。（這條路以虛線畫成在地圖上代表的究竟是什麼意
思？）
　於是我就開始遇見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從淡
水騎車到三峽找我北大的朋友，路線已從知識家查詢過，但還是在

三峽附近迷路了（每次都這樣）。那時我已經騎了快兩
小時了，天濛濛將暗，三峽地區的大路空曠無比，那些
twilight，幾乎要讓我以為鬼魂要在此刻現身了。
　我記得那個時候沒有一台摩托車可以讓我問路，問
加油站工讀生也不知道我手中拿的地址在哪裡。這樣
的時刻恰恰好紅燈總是不長久（於是乎我無法停下來

問旁邊的騎士）。天已經完全黑了，我幾乎飆車追在一
台老舊摩托車的尾端：「對不起，請問……」

　那是一個皺紋奇多的衣衫襤褸的老頭子，他停了下來。我心
裡播放著人魔的影片，彷彿什麼不幸就要發生。可是他緩緩拿出一

張紙而不是刀子。
　他告訴我路是多麼多麼複雜，所以他用畫圖的方式要如何七拐八

彎才會到達我朋友家，並問我：你有宗教信仰嗎？
　我說沒有。

　他說，那你一邊騎車一邊說著南無阿彌陀佛。保平
安。

　他從骯髒的口袋交給我一條護身符。
　我說謝謝。在台北，一個只求自保防衛心強的城
市，也會有熱心的人前來幫助。
　那黑色的天際此時又給我完全不一樣的氛圍。平時
我可能覺得此舉煩人或是雞婆，然而此我只覺得，
這不是宗教狂熱，而是一種在自保防禦性高的城市
所，擁有罕見的關心。是我在台北遇見最最動人的
場景。
　不，不是什麼形而上的人生的路或成道之路那樣
高深的途徑。而是最最基本、每個人每天都在處理
的一件微不足道的事。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會問路，雖然大部分的時候
我對路況皆非常熟悉。而有的時候，別人問我，我
卯起勁指導對方方向。這是我這樣一個渺小的人在
森林似的都市唯一能做的事。

　 台灣駐邦交國聖路西亞大使廖世卿，是
鳥類研究的專家，憑其專業進行軟性外交，
增進台灣在國際間的能見度。（攝影／曾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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