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苑副刊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星期一

美國留學趴趴走 配對練外語 輕鬆學文化

書寫

另外，住宿方面也與台灣差別很大，在台灣，宿舍是有男女
之分的；但在美國，宿舍並無男女之分而是混合的。每一棟宿
舍都根據系別來分，而且還有mentor，可以幫助處理課業上的問
題。宿舍兩旁各有幾間的study room，提供學生唸書、討論及辦
活動的場所。
除了學校的上課情形之外，出作業的形式也非常有趣，比如
我這個學期所修的法文課，教師要求我們用法文介紹好吃的餐
廳，錄下來後放到學校的廣播平台上面。上日文時，教師也會
幫每位同學配對學校裡的日本人，彼此約出來一起練習日文口
說，透過交流了解日本文化。至於計量經濟課，教師會要求我
們利用課堂所學，找出各自的研究題目，並於期末交出一篇論
文，雖然研究過程非常辛苦，但看到成品卻感到非常驕傲，不
敢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做到。
在美國，除了唸書之外，我也很努力玩樂，只要一到放假，
我就會和我的朋友收拾行李去旅行，在這幾個月間，我去了紐
約、華盛頓和佛羅里達州的迪士尼，每一個地方都有令人驚艷
之處。在華盛頓，我們幾乎參觀了所有的博物館；在紐約，我
們看遍電影中所出現的場景，並參觀著名的景點；在迪士尼
裡，我們就像被魔法變成小孩一樣，懷著童心瘋狂地暢玩。
我充分運用我的每一分每一秒，不管是在學習上或者是玩樂上
面，我從這裡學到很多，若我沒有這個機會來到這裡的話，也
許我永遠都不會經歷過。

█ 文／水晶緋雲

圖／洪翎凱

我幾乎又要忘了書寫的感覺。
直到昨天，在某個關了燈的課堂上頭，我的
手指在空虛中晃蕩著，而後想起了那曾經陪
伴我國、高中歲月的冊子，而後開始懊惱著
它不在身邊。
會移轉的依賴算不算淡薄
了的感情？國中的我和她總
在下課中手拉著手笑鬧著，
在漾著日光、熱氣蒸騰的白
色走廊上，我們心照不宣地
交換著彼此內心深處最大的
祕密，或許是升學壓力下的
迷惘、也許是情感困境的疑
惑，甚或是彼此生活中的一
點感動，和數不清青澀年華
中的心情交雜。
我們短俏的髮絲和一致的
深紅色運動服象徵著這段時
期中被收編的歲月，在升學
考試和充滿學習的生活中交
替蒸融著不安定的靈魂與奔
放的情感。
而七年的歲月流淌而過。
我一再一再的昂首企盼著
回應，一如當年如此認定的
共鳴。
「可能只要一個眼神的交
換、一個心照不宣的笑容、
甚至是只要一首歌，我們就
可以知道彼此在想什麼、代
表著什麼。」
「因為我們認識了這麼
久，現在要找一個好朋友不
容易，尤其是一個了解妳
的朋友，妳的過去、妳的
現在、妳的未來，出社會以
後，要找個如此單純的朋友
已經不多了。」
「所以我很在乎，我覺得

黃羽慈（右一）與
學校教師合影。（照
片／提供）

黃羽慈利用留學空閒期間 ，至迪
士尼遊玩。︵照片／提供︶

轉眼間，來到美國東岸當交換生已經過了六個多月了，再過
一段時間，我就完成了大三這一年的學業。即使剛到時，面臨
到文化、飲食，以及環境的衝擊，但我很快就適應這裡的生
活，習慣與美國人相處的方式，也愛上了這裡。
我所交換的學校是「賓州印地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簡稱IUP)，它位於山上的寧靜小鎮裡，距離賓州
匹茲堡國際機場車程近2個小時，雖不像都市那般熱鬧，但我很
喜歡這種鄉下的氛圍，很適合唸書、學習。
這裡氣候宜人，交通便利，不論是往紐約、費城或是其他東
岸的景點，都很方便。IUP是美國著名的公立大學之一，校園景
緻秀麗，尤其是學校的oak grove，綠油油的草地上矗立著許多大
樹，綠意盎然。IUP以商學、市場營銷和英語教學為研究強項，
我在這就讀經濟學系，來這裡當交換生，讓我獲得許多從未經
歷過的體驗，也因此，豐富了我的大學生活。
美國的上課方式與台灣不盡相同，教授們為了能夠顧及到每
一個人，採用小班制教學，一班最多只有二十餘人。另一個不
同點是，這裡學生上課的參與度非常高，他們毫無畏懼地舉手
提出問題或是個人論點，並與班上同學一同討論。
我上的一堂國際貿易課，老師常會將學生分成小組討論時
事，讓學生實際運用所學，提出各自的看法。雖然一開始不是
很能夠適應這樣的討論方式，但後來很快地融入這種活潑的教
學方式，並從中學到很多。

█文／黃羽慈

妳們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妳們離
我而去，或是漸漸的遠離；而我是一
個很直接的人，話就是要說開，不要
讓我一個人在那裡不安。」
那一個夜裡，我在煙霧裊繞中，如
此說著。
馨、凌、雯、慧、嘉和炫，要成為
認定其實是多麼不容易的事，而在這
份認定之中，隨著歲月的磨耗，執著
關懷一如當年的又剩多少？
在吹捲著枯葉塵灰的冷冬夜裡，我
躁動不安的靈魂始終不斷浮沉。
我說我拿得起、放得下，但當感情
醱酵了一定的歲月，那濃烈的情感一
揮發便足以燎原。
隨著升學壓力的緊迫盯人，碰撞著
我天性裡想逃逸的心靈，在細碎窸窣
的指針移擺裡，開朗熱情的情緒不斷
消耗著養分，我就像走在極為冰冷孤
寂的荒原，用內心中唯一的理想和情
感作為支撐，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在日復一日的行路裡，感情的天秤
於是開始傾斜，友情端的法碼移轉成
愛情的磚石，堆疊成內心深處逃離不
了的圍城。
深沉的夜裡，只有當現實的沉重抑
鬱難以抒發，苦難的夢境便一再如影
隨行。我夢見了那一個他，那溫柔的

目光一再提醒我曾有的創痛；我夢見
了這一個你，總在夢中溫柔委婉的離
我而去，然後我一次又一次的哭喊、
顫抖、試著挺直著脊梁瀟灑一點，卻
在傷痛中幾乎泣血而亡。
「我哭到幾乎把心吐出來。」那一
天我笑著告訴了你。
然後在夜裡，我們爭吵了。
你說你不能離開我的原因，是因為
我會哭死。但如果你愛我是因為我愛
你，這樣的愛情依舊不能平等。
當內心中的躁動不安、靈魂深處的
孤冷寂寥交互翻騰，其實我只求一個
深深的擁抱，和堅定不移的承諾。
她一再空白的筆端、她們難以分身
乏術的生活及尚待消化理解的情慾，
你瑣碎卻又複雜的生活與操作中，我
飄蕩的魂魄無以安身。今夜當我穿上
一襲裙裝、套上跟鞋，對鏡一笑，但
我發不出光芒。問是否寶石在沙礫中
暗無天日只為有朝一日散發光芒？是
否粉珠在未經掏掘時必忍受沙塵的磨
鍊始有成型的一天？
而我的愛，當世界最冷的地方在我
心裡時，你能不能為我而熱情？
當我獨自一人在荒涼寂寞的道路中
前進，你能不能在終點給我擁抱？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本校即將邁入60週年慶，人物事不斷地隨著時光更迭，你是
否懷念起淡江以往的種種，拿著舊照片會心一笑？本報即日起至
4月19日止，徵求淡江老照片，不管是活動照、風景照……都歡
迎踴躍投稿（ab@oa.tku.edu.tw），來稿請附上照片及圖說
300字，必須是從未曾發表過，並請勿重複投稿。（本刊保留刪
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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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當家教，一個禮拜兩天一個月可以賺兩百
塊，接了兩個家教，就等於在田裡工作十天
了。」他課餘時間努力分攤家計，在同學眼
中是個拚命三郎，但莊孟翰自知，這樣的賺
錢方式已經輕鬆太多。
高中第一次上台北時，城鄉差距的震撼，
深植在莊孟翰心中，也種下他經世濟民的種
子。他外表敦厚，語調和緩，但一談起社會
大眾，總是挺直身子捍衛，難掩他為大眾著
想的心。豪宅越賣越貴，小老百姓卻煩惱買
不起普通房子，對於目前高房價所造成的民
怨沸騰，他認為政府要負起責任，建議利用
捷運系統建構大台北生活圈，並運用優惠房
貸或廣建平價住宅，讓一般大眾也可以享受
良好的住屋品質。
莊孟翰指著牆上的一幅畫說：「幫我和這
畫拍一張吧！」那是「拾穗」，三個婦人彎
腰拾穗的畫面舉世聞名，他對這幅畫情有獨
鍾，因為這總讓他回想起那段曾幫忙耕作的
日子。「這片土地是我們成長的地方，不應
該把土地當作是斂財的工具。」經濟學者的
擔子在他身上，代表了更重的社會責任。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一、以下非句子，請找出名詞和關係子句，並譯出
英文
1、會唱歌的那個高個子
2、上禮拜作弊的兩個學生
3、一定會發生的悲劇
4、座落在河邊的房子
5、常加班的父親
6、常被忽視的道德準則
7、一個從不在意別人看法的老師
8、一個工作特多、薪水很少的職員

1、the tall guy who can sing
n.
形容詞子句，形容tall guy
2、the two students who cheated last week
n.
形容詞子句，形容two students
3、the tragedy that will happen
n. 形容詞子句，形容tragedy
4、the house which sits by the river
n. 形容詞子句，形容house
5、the dad who often works extra
n. 形容詞子句，形容dad
6、 the moral norms which are often ignored
n.
形容詞子句，形容moral norms
7、a teacher who never pays attention to how others see him
n.
形容詞子句，形容teacher
8、an employee who works extra hard but is paid little
n.
形容詞子句，形容employee
三、以下是句子，請分析每一個字的文法意義，然
後翻譯為英文
1、我們怎能相信一個一輩子都在說謊的人呢？
2、我們怎麼能放棄一個不是很聰明，卻非常努力的
學生呢？
3、你從頭到腳都散發出迷人的氣息。
4、不管貧人或富人、軟弱的人或堅強的人，我們在
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
四、答案
1、How
can
we believe someone
疑問詞 助動詞 主詞 動詞
受詞
who has lied for his entire life .
形容詞子句，用來形容受詞
2、How
can
we give up on a student
疑問詞 助動詞 主詞 動詞片語
受詞
who isn't smart but works hard?
形容詞子句，形容受詞
3、You exude charisma from head to toe.
主詞 動詞 受詞
表示地方，放後面
4、Rich or poor , weak or strong,
第一個狀況
第二個狀況
we
are
all equal
before god
主詞 動詞 形容詞，形容主詞 地方放後面

老照片話淡江

不動產專家莊孟翰 拾穗心熱愛台灣土地
良導師，對於任教的付出是有目共睹，產
經系系主任林俊宏大力讚賞：「莊孟翰老師
在產業界的權威性及全國的知名度都是毫無
疑問的！他的課在產經系十分搶手，同學選
修的意願強烈，縱使已經開到200人的大班
課，依舊有學生向隅。」
莊孟翰曾擔任消基會房屋委員會召集人、
不動產交易安全策進會理事長等職務，並常
藉由出國考察的機會，學習日本、美國、歐
洲等先進國家建築上的美學概念，並多次參
與國家研究案，例如教育部遠雄數位住宅造
鎮計畫、經建會台灣人口變遷與住宅需求發
展之研究，及參與將於4月底完成的國有土
地資產活化策略之研究。他不吝將自己在各
地的所見所聞分享給課堂學生，產經四郭盈
君回想大二選修「不動產經濟學」及「不動
產經營管理」課程，「老師上課很認真！喜
歡跟我們討論時事，而且出國回來都會跟我
們分享當地的建築。」
這位不動產專家來自宜蘭縣五結鄉，家中
務農，升大學那年的暑假，在田裡幫忙打零
工，莊孟翰笑說：「不像現在很多工作可以
靠機械，當時都是人力一點一滴完成，割稻
除草樣樣做，一天的工資四十塊。大學後開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四月徵文--

參與國有土地資產活化策略研究

【記者陳思蓓專訪】踏進產經系副教授莊
孟翰位於台北的家中，教授聞聲出來迎接，
手裡拿著尚未結束通話的手機。早上十點
半，這座城市才剛剛熱絡起來，而眼前這位
身著白色襯衫的長者，倒像是已忙了整個早
上。貼心地倒了茶水問：「你們都從淡水來
嗎？唉呀！那我們應該約學校就好，來這一
趟所花的時間很不符經濟啊！」果然是經濟
學者啊！
只要談到房市這個議題，你一定常在各報
章雜誌、媒體看到莊孟翰的名字。書架陳列
各式不動產書籍，一旁的矮櫃堆疊滿滿的報
紙，「一天大概看個5份吧！」無論任何授
課或演講，莊孟翰只要找到最新統計資料，
一定馬上修改簡報上的數據，他拿出一本自
己撰寫的不動產管理教科書，「這是今年上
課的版本，明年就不是用這本，因為資料不
一樣了。」積極更新資料的敬業精神，令人
感佩。
莊孟翰是個老淡江人，民國68年進入本校
合作經濟系（今產經系前身）服務，一晃
眼，30幾個年頭就這樣過去了。專長不動產
投資與管理、行銷學、合作經濟，十分富有
教學熱忱的莊孟翰，曾獲本校優良教師及優

全民英檢祕笈

二、答案

黃丹青

焦點人物

3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葉韋奇參加CCAPP 學習企劃活動
財金三葉韋奇日前參加由課外組舉辦的「青
年活動企劃師CCAPP」，學習如何獨立撰寫
一份企劃書，並深入了解活動目的、企劃書格
式等較易被忽略的部分。他表示，在活動中，
講師曾分享其舉辦動漫展的經驗，提到「企劃
活動不應只是站在企劃者的角度，也應考慮參
與者的想法」，讓他獲益良多。（陳韵蓁）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選擇題
1.（ ）盜拷遊戲軟體送給同學，是否觸
法？
(1)只要不賺錢就不違法 (2)違反商標法
(3)觸犯著作權法
2.（ ）抄襲同學的作文，以自己名義去投
稿，是否觸法？
(1)會違反著作權法 (2)是不道德的行
為，但不犯法 (3)是不合理的行為，
但不犯法
3.（ ）智慧財產權包括哪些權利：
(1)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2)積體電路
電路布局及營業秘密(3)以上皆是
4.（ ）老師的演講廣受各界歡迎，小王筆
錄他的演講內容，並刊載於校刊內，請
問這著作權是屬於誰的？
(1)老師 (2)小王 (3)老師和小王共有
5.（ ）菲菲在智慧大學授課，旁聽的學生
小強將授課重點筆錄後，下列何者行為
會侵害著作權法?
(1)整理賣給補習班印製成講義 (2)自己回
家複習
答案：1.（3）2.（1）3.（3）4.（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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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