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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跨海求學 兩岸同窗搏感情
專題召集人／林俞兒

●

採訪／李又如、張瑞文、洪予揚

聽，來自對岸的聲音

「師兄，請問您的專業是什麼？」
「師姐，您好牛啊！」在校園裡，突然
聽到帶有濃濃大陸口音的對話，別感到
太驚訝，今年有78位來自對岸的大陸同
窗加入淡江大家庭！
據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的統計資料，100

●

學年度大陸地區學生報到的名單中，有
74位學士班生、3名碩士班生，以及博士
班1名。74名學士班學生，分別來自北
京、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和廣東，
共26個城市。本次專題小組將帶領讀者
進一步傾聽來自對岸的聲音。

100學年本校學士學位陸生省籍分布

本校台灣學生的回音

為了瞭解台灣學生對陸生的看法，本期專題小組成員
共同擬出「台灣學生對陸生的印象調查」問卷，並以本
校台灣學生為受測對象，隨機發放175份，回收有效問卷
為157份。
統計結果顯示，在「對大陸學生的印象」的答題中，
有62%的同學對陸生的印象是上課積極、勇於發問，而
18%則認為陸生會一早起床，排隊等圖書館開門；至於
「在交流過程中擔心會遇到的問題」的題目，有50%的學
生擔心會與對方討論到兩岸政治議題，45%則認為是生活
習慣用語的不同，其中有趣的是，有3%的學生認為電影
片名翻譯不同，會造成聊天障礙。在「你覺得為什麼陸
生要來台灣學習呢？」的答題中，有22％認為是台灣的
學費比較便宜，而有14%則認為是統戰策略，而在「淡江

●

製圖／翁培軒

最吸引陸生的地方」的答題中，有近36%的學生認為是本
校國際化的環境使然。常言道：「多了理解，就少了誤
解!」希望透過這份簡單的調查，可以讓陸生能多了解台
灣學生的觀點，增加互動交流時的融洽、和諧。

與陸生交流時擔心遇到的問題

陸生的心內話

製圖／林俞兒

知道台灣學生的看法後，那麼大陸學生呢？遠道而來的他們在這段日子所體驗到的台灣和淡江，究竟是什麼呢?讓我們也來聽聽看吧！
張悅 大傳碩二 吉林
其實我原本在大陸有工作，這次為了到台灣念書將它給辭
了，到了這裡，我要說「很值得！」這裡和大陸相較，教育
比較開放，重視學生的獨立思維。記得有一次上課分組討
論，老師並不會否決很多無厘頭的想法，他反而是以像朋友
的方式跟我們討論。因為能再次回到當學生的時光，我非常
珍惜每次的學習，希望來到這能竭盡所能的把所有東西學回
去。另外，淡江風景很美，同學又熱情，設備齊全，特別是
游泳館！我幾乎每天晚上都會去游泳呢！
馬修尚 英文一 浙江
喜歡淡水慢慢的生活步調，感覺很安逸、舒適，所以我選
擇來到淡江。雖然一個人在台灣，但因為同學和系上的老師
都對我很好，這裡就像家一樣。讀中學的時候，曾聽老師提
到淡江大學是以英文起家的學校，並且誇獎淡江時報的英文
版網站，因此我才選擇了英文系，希望能利用淡江的資源增
進自己的語文能力。淡大社團超級多的，我加入了童軍社，
感覺淡大社團的管理方式很有組織、條理，每個活動都會細
心規畫，讓我玩的很開心。我希望未來四年在淡江能遇到各
式各樣的人、事、物，並學習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羅靚 大傳一 北京
我覺得台灣的同學們都好熱情啊！從北京剛來台灣不到一
個禮拜，同住宿舍的室友學姊對我說：「不能放你在這裡一
個人孤獨的過中秋！」就帶我回去她嘉義老家過節！從那時
候起，所有的不適應、不習慣和濃烈的鄉愁好像都不見了！
但我覺得這次決定學校的期限有點倉促，讓我在要就讀之
前無法完全瞭解學校，還有招生資訊的不夠齊全跟透明，但
我還是非常開心可以來到淡江！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可以坐
機車好好的玩台灣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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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的心語錄

曹荻雨 英文一 上海
「出去闖闖，別老是待在上海！」我爸一句話，讓我想來
台灣讀書，後來我媽到處詢問人事公司台灣哪間大學好，業
界會雇用哪間學校的人，最後我選擇了淡江。今年夏天，我
來到這闖天下。淡江給我一種很深的文藝氣息，宮燈姐姐的
傳說也好有趣！這裡的圖書館很棒，我曾經聽過一句話「大
學好不好，看圖書館就知道。」豐富的資源、設備我一定要
在四年內全部用到。另外，社團的選擇多到令人驚訝，在大
陸大部分都是學術性的，這裡各式各樣的類型，好全面、豐
富。社團之夜讓人眼睛亮了起來，唱唱跳跳大家都好能幹，
唱跳像是基本能力一樣！主持人跟觀眾的互動和大陸差異很
大，大陸制式、較嚴肅，這裡好活潑、好high！
大陸學術的基礎深厚，台灣的思考有創意、創新力。期許
自己在未來將兩部分都顧好、學好，才能比別人強。系上的
英文授課環境讓我上緊發條，努力讓自己習慣並適應，除了
系上的課，同時我也選修了國企系的課，有機會我要試試雙
主修，不擔心辛苦或太累，社會的競爭很激烈，要把握在大
學的日子。大學，若想學，是永遠學不完的！
夏天然 大傳一 深圳
我的家鄉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骨子裡天生就有冒險精
神！像我爸媽，從我小的時候就常帶著我四處跑。從幼稚園
到高中我都在同一個地方念書，沒有離開過深圳，可是一下
就離鄉背井，來臺灣念書對我的人生來說是個很大的轉折。
而我從小鬼點子多，喜歡編故事，想著有朝一日如果可以從
事廣告行業、或是連續劇編劇就再好不過！所以決定要來傳
播環境相對自由許多的台灣念大傳系，當初只報考了一間學
校一個系，就是淡江大傳，我覺得都特地來台灣念書了，如
果不念自己最喜歡的東西好像沒什麼意義。
我很喜歡淡水，台北市的現代化和國際化讓它像是哪裡都
看的見的繁華大都市，但淡水的環境很不一樣。我特別喜歡
這裡的空氣、天空，尤其是淡水河岸水天相連的感覺，讓人

想到曾經去過的尼泊爾。
此外，也希望之後可以進淡江時報當記者！曾經因為一個
作業採訪了外國人，也針對留學生考試體制問題做了專題探
討等，在記憶裡是個特殊的經驗，所以想試試看記者的工
作。感覺在報社也能增加很多與人交流的機會，很嚮往！
(編者回應：本報於每年3月左右招考文字記者，屆時歡迎前
來報考喔!)
潘岳 資訊一 福建
我來自大陸的福建廈門，對電腦方面的知識很有興趣，而
台灣的資訊產業遠比大陸的發展要來的久，因此選擇了淡大
資工系。我父親也很鼓勵我來淡江唸書，他認為換個環境是
很好的磨練。很高興能認識一群好同學，讓我很快融入系上
的活動。目前在學習方面沒有覺得太困難的地方，除了一些
大陸和台灣在用語上面的不同，舉例子來說，像是在台灣稱
為「記憶體」的東西，在大陸稱作「內存」，每次老師
講到記憶體時都要想一下才知道是什麼意思。不過廈門
話其實跟台語很像，所以我也算是會講台語的喔！我很
喜歡旅行，大陸除了東北方其他的省都去過了，因此未
來四年的目標是玩遍全台灣，因為台灣實在太給力了！
不過有件事我一定要反駁，『海底總動員』在大陸絕對
不是翻作「海底都是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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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用語大不同

大陸和台灣有些用語上的差異，我們蒐集了一些常見的日
常用語來做比對，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囉！

怡

製圖／李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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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交流，開始響起！

透過這次與大陸學生的訪談，發現結果和我們所預期的大不同，受訪
的學生都很熱情的接受採訪，不論我們問什麼樣的問題，都能打開他們
的話匣子，東南西北地聊起來，透過訪談，瞭解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也
增廣了我們的視野。另外，大多數的台灣學生都很熱情的歡迎大陸學
生的到來，希望他們能在台灣學習到不同的文化。現在當你漫步在校園
時，聽到充滿濃濃大陸口音的對話時，不妨親切的走上前告訴他(她)：
「歡迎加入淡江這個大家庭！」

插圖／詹雅靖、李又如

高商議

輕鬆學英文 English is easy!
一.實用字群
1.失戀 fail in love
2.沒什麼大不了 no big deal
3.戀情 relationship
4.笑聲 laughter
5.眼淚 tear(s)
6.流淚 shed tears
二.請填入英文，並朗讀三遍
1.失戀沒什麼大不了的。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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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___ ___ ___ to ___ in ___.
2.一段戀情結束了，就像看了一場電影。
An ended ___ is just like ___ a movie.
3.無論是苦是樂、是好是壞，一切都結束了。
Whether ___ or ___, good or bad, all things
___ ___.
4.電影結束了，留在電影院是沒意義的。
There is no ___ staying after the show is ___ .
5.不要為不愛我們的人流一滴眼淚。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Do not ___ a ___ ___ for someone who
doesn't love you ___ ___.
6.生命很短暫，不要浪費在不快樂的事情上。
Life is ___. Don't ___ it being ___.
7.人生本如戲，散場了就走了吧。
Life is ___ a ___. When the show ___, go
home.
三.答案
1.no big deal , fail , love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2.relationship , seeing
3.laughter , tears , have passed
4.point , over
5.shed , single tear , any more
6.short , waste , unhappy
7.like , show , ends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海瑞罷官與文革
導讀 羅運治

歷史系教授

新近出版《海瑞罷官與文革》一書，其
內容的確予人對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
命」運動，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今天差不
多50歲以下的年輕人，幾乎不知此運動，
而此運動為何發生？其結果影響又如何？
就更不用多說了！
或曰「文章」是以批判京劇《海瑞罷
官》而起，為何批判？其背景如何？作者
人民大學劉耿生教授當年還是北京師範
大學的年輕學生時，真正身歷其境，且是
極大的受害波及者。他以半批半諷，進而
亦嗔亦瘋的流暢文筆，輔之自身的觸感，
生動寫出此著作。能以《海瑞罷官》冤案
來龍去脈的歷史，以較多的篇幅詳述中國
歷史上極罕見的清官，「仰能憁天，俯不
祚人」的海瑞一生，以及和他有關的人與
事。由此除了解海瑞外，亦將其所處的明
代一朝，它的特色和典故以26篇短文（如
其中的一篇：太監是怎麼製造出來的？）
作較詳盡之介紹。如此，才知毛澤東他們
為何製造京劇《海瑞罷官》之冤案，由此
而引發了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本書另一個重點，便是詳述「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的「開鑼戲」：批判京劇
《海瑞罷官》的詳細經過，並涉及「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產生原因、性質、
在「文革」恐怖中人民的心理狀態、「文
革」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精神、文化損失、
如其中一篇：「文革」開力祭旗的祭品等
等。讀者會感到古今為民請命的清官，以
及暴虐專制的昏君，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
的。

書名：海瑞罷官與文革
作者：劉耿生
出版社：遠流出版社

煩啊!煩啊!
煩到不能呼吸!
文/諮輔組
最近上大學的小菁心情有些煩，學校的功
課和報告一個接一個，打工的時間變長了，
與同學之間相處的氣氛也有些怪怪的…一下
子遇到這麼多的事情，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
好。上面這些情況，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類似
的經驗。在生活當中，我們或許都會遇到一
些不順心的事情，以下提供幾種處理煩惱的
秘訣，供大家參考！
一、煩惱之事非我獨有：
當陷入煩惱時，總覺得煩惱黏著自己，而
別人看起來總是那麼愉悅動人，事實上真的
是這樣嗎？你身邊的人真的都沒有煩惱嗎？
仔細想想，沒有煩惱人似乎少之又少，多數
人多少都有自己的煩惱，所以當你心煩時，
你不寂寞，多數人都有自己的煩惱要去面
對，而自己的煩惱，需要去學習如何處理。
二、煩惱與學習是一體的兩面：
當有事情讓你煩心時，同時也是學習自我
成長的最佳機會。以前有位同學自認英文很
菜，常笑自己的英文連外籍勞工都不如，後
來因為工作關係必須經常與外國客戶接觸，
剛開始很痛苦，但為了保住飯碗，硬著頭皮
用破英文溝通，結果這些客戶居然能聽得懂
他所說的意思，於是信心大增，工作也愈來
愈順手，還參加語言進階的課程，當初讓他
心煩的英文，由於選擇去面對、處理它，反
而成為學習成長的機會，煩惱與學習是一體
兩面，端看聰明的你如何選擇了。
三、不想不理不是逃避，而是暫時從煩惱裡抽離：
有些事，現在的你如果想不通，就別想
了；有些人，現在的你如果無法面對，就別
面對了；有些困擾，現在的你如果不能處
理，就別處理了；有些情緒，現在的你如果
不知如何分析，就別分析了；不想不理不是
逃避，而是暫時讓自己從煩惱裡抽離；若再
繼續下去恐怕只會深陷於一團亂局；再說，
現在的你沒有辦法處理，不代表以後的你也
如此無能為力，所以把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困
擾和情緒，暫時打包裝箱，等到有能力解決
時候，再從容優雅地處理。
四、抱持希望迎向未來：
還記得去年此時煩惱的心情嗎？仔細想
想，彷彿已隨著時光消失不記得了。換個角
度想想，現在心煩的種種感覺也會隨著你的
面對與處理，消失於無蹤！人生的際遇千變
萬化，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事情，很難事先預
料，我們能把握的就是現在，好好處理當下
的煩惱，未來也終有解決煩惱的方法。
人生的希望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當你不
再垂頭喪氣，鼓起精神朝向人生大道前進
時，希望也展露在你的眼前了。當你能飛的
時候就不要放棄飛，當你能夢的時候就不要
放棄夢，當你能愛的時候就不要放棄愛。人
生的無奈太多！但煩惱一定要處理，若任由
煩惱一件件長期累積在自己的心頭，會有礙
健康，希望大家能善用處理煩惱的方法，讓
自己的心情更輕鬆，人生更美好。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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