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四個多月半我在中國交換的日子 
 

 交換學生：靜宜大學英文系二 B 張政德 

 交換學校：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 

 交換期間：2017/02/18〜2017/06/24 

 



 前言 PREFACE 

為什麼我想申請到｢中國｣擔任交換學生？以下三大主軸(方向)為： 

 不可否認，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亞洲強國中國崛起，持續不斷地在進

步，無論是科技資訊還是生活水平方面等等比以往大幅提升許多。重

要的是未來我們所競爭的對象不只侷限於台灣，而對岸龐大人口數量

更是讓人難以想像，因此要多加學習對方的優點，改進自己的缺失。 

 

 因在大二上時，開始修習華語文學程，其一課程為華人社會與文化，

我認為除了修習 18 週課程之理論外，更應融入當地親自體驗而更能體

會｢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價值所在，期許自己在學習上能有更宏

觀的視野，並且透過中華文化的薰陶，使得未來利用自己本科系所學

的語言優勢將中華文化宣揚給國際友人以及教育上的文化傳承。 

 

 面對對岸十三多億龐大人口的數量，促使中國競爭壓力極大以及激烈，

從小很多師長都灌溉著我們多學習對岸學生們的學習態度，每天努力

在為自己的未來打拼，藉由此機會，想親眼見證中國學子每天吃苦耐

勞態度和拼戰的精神，如何爭取他們未來謀生的戰鬥力，反之，身長

在台灣的我們呢？值得省思和探索的一個地方。 

 

  時光飛逝，咻〜一下，如夢似的交換生活結束了，我已經交換回來

台灣了！永遠記得今年二月 17 日晚上約 11 點左右，家人在高雄中正

站送我搭乘客運，前往桃園機場，上車前與家人的擁抱以及互相的關

心問候打氣，使我帶著正面和勇敢的力量邁進，至今都讓我無法忘卻，

那景象依然還烙印在我的腦海和心中，上車時我們還不斷揮手說再見，

客運出發了，我更確信我不是在做夢，準備一個人拎著諸多行李，帶

著既期待又害怕緊張的心情前往我在中國南京大學一學期交換生活。 

 

  其實赴中國交換並不是我在大學的其中一個計劃，我也曾沒想過，

只能說一切非常有緣分；收到赴陸交換的信箱，我看完學長姐的分享，

並評估自己需求和狀況，也馬上與家人討論，我馬上下定決心執行了。

我當時學校志願只申請唯一一間為｢南京大學｣，雖然需要準備豐富的

申請資料以及忙於自傳推薦信等，但我覺得過程不讓我辛苦，因為我

在做我自己開心喜歡的事，最後收到訊息通知我已錄取｢南京大學｣時，

那時是說不出的感動和無比期待，這一切走來，要感謝的人確實是太

多了，謝謝自己願意給自己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去實踐自己想做的計

劃、家人還有師長的鼓勵以及推薦以及更謝謝靜宜大學給我機會履行

我的夢想。我只能說機會來的不易，讓人更懂得珍惜把握任何人事物！ 



 Introduction about Nanjing University 

 

 

  

 
誠 樸 雄 偉   勵 學 敦 行 

 

中國直屬重點大學，「211工程」、

「985工程」高校。 

 

在長期的歷史中積澱了豐厚的學

風傳統和精神遺產。南京大學是中

國現代科學的發祥地，亦為現代儒

家思想與中華文明復興的基地，倡

行人文思想之會通與學術之昌明以

求世界的和平繁榮，在教育、學術

和文化上均具重要貢獻和影響。 

  南京大學杜廈圖書館的建築風格遠

看彷彿書被一頁頁地翻開，別有一番

風味！如果我把這裡的圖書館視為營

利的企業，一定不會倒閉。還記得第

一週晚上時，我經過時，居然外面一

排排腳踏車以及絡繹不絕的人潮，讓

我驚訝不已，難怪他們的教育水平能

不斷地提升，的確是有道理所在的。 

 

  那台腳踏車是我在南京大學常陪伴

我的二手交通工具，因為校園｢超｣大

的！(南大仙林校區約 3000 畝面積) 



   上面兩張圖為沙灘排球場以及室外足球場，距離我宿舍並不是非常遙遠，且也是我

每天上課必經之地，只是讓我驚訝的是居然校園裡有沙灘排球以及那看似如國際級比

賽足球場場地的規格；此外下面照片為南京大學方肇周體育館，我還滿喜歡左圖的氣

勢場地(特別又掛著看板的人物)，當我在那觀看比賽/活動時，比賽競爭激烈的亢奮和

觀眾的加油歡呼聲互相感染著彼此。除此之外，南大體育館會依照運動項目有所分類，

如這空間為籃排球館(中間上圖)等，體育館裡如健身房等設施也都非常的新穎。 



 Living in Nanjing University 
 

  

  在南京大學交換生活間，我住在南京大學

學生公寓 23幢，住在這幢其實已經算是南大

校園的後半段(後面為國際學生宿舍)，離南

京大學大門口(南門)及南大仙林校區地鐵站

有一段距離；離我上課的教學樓也有一段距

離，至少約 15分〜20分左右，所以我的二手

腳踏車是我在南大陪伴我的重要交通工具。 

 

  基本上，來自台灣的交換生會住在一起，

所以感情核心除了自己的室友們還有鄰居

們，大家會一起邀約吃飯或邀約出去旅行等

等，而我記得有別房的同學出門旅行後，回

來也都會拿伴手禮一起分享，挺棒的！而我

的室友為和我一樣來自靜宜(食營系)、北大

歷史系還有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同學，有時

會一起出去吃飯聚餐或到南京市區小旅行！ 

  在中國住宿概念為｢使用者付費｣，所以如果使用公共設施，就需要付費(當然是便

宜)，付費就是利用南大校園卡(插卡模式)去支付任何的費用。如左圖和右圖，分別是

飲水機以及公共澡堂，而飲水機熱水比溫水便宜很多；至於公共澡堂相信大家一定會

很訝異，沒錯，大家要一起坦誠相見，一起洗澡！入境隨俗，融入適應了，從原本的

害羞到習慣且也會互相約洗澡聊天，一天最能放鬆時間就是莫過於此了！ 



 Eating in Nanjing University  

     曾有數位朋友問過我，交換回來後，讓你最想念的

是？我裡面有一個答案必定是｢南京大學的學餐｣，到

現在還一直讓我深深地懷念著！那裡總共有十一間學

生餐廳以及一家清真餐廳還有數家教工餐廳，可以說

提供的選擇實在是太豐富多元且價錢也相當便宜，所

以基本上不用擔心每天要吃什麼而煩惱！ 

  且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第四學生餐廳裡的阿姨對我非

常照顧，也知道我是來自台灣的交換生，所以有時也

會常請我吃芋頭丸之類的點心，身處在異地，真是讓

人感到溫馨與感動！ 



 Learning in Nanjing University  

 

  

      我，交換在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在這四個多月的交換震撼學習薰陶之

下，我觀察到以下幾點(如下)，我看見南京大學學子們努力認真積極向上的學習態度，

還記得我第一堂課為英文修辭寫作課，那堂課我感受到真正的中國震撼教育，威力極

大。看見學生與老師聊聊寒假和寒暄問候後，就馬上的進入課程並與老師一問一答的問

問題或不懂就馬上詢問老師等等的求學精神。原來耳聞是真實的，因為我親眼看見了，

感謝自己因為這趟交換走出去，而讓自己發現原來自己還有這麼多的不足，還要再繼續

努力，並學習他們值得我們學習的優點並改進自己的不足及缺失，期許未來自己能更更

上一層樓，一山又比一山高，帶著無畏和勇敢接受未來任何的挑戰吧！ 

 

 早八的課程，大部分的學生約前 15 至 20 分鐘即到教室複習或念書(含吃早餐)，可

說是幾乎沒有人遲到，而老師也都滿準時上下課。 

 學生勇於從第一排開始往前就坐，目的是多與老師互動，也可以集中注意力；如第

一排已額滿，學生也會去隔壁教室搬流動桌椅到教室往前就坐。 

 課前預習，課後複習，每堂課必有三寶：筆記本、手機或筆電。因上課抄筆記(連

老師說的也會抄或不懂會上網找尋資料並抄進筆記本裡)，而有些同學就習慣筆電。 

 若有不懂，會馬上舉手提問，問到學生己了解為止。雖然我在英語系交換，學生大

都會試著使用英語詢問，但如果表達不來，學生不因為使用中文而感到不好意思。

他們的目標就是學會總比不會來的重要！ 



 

  

師生之間的互動方式如下： 

 

 上課時老師提問學生問題，學生會

勇於發表，無論對與錯，老師則以

鼓勵方式不責備/批判他人。 

 學生不懂會提問，老師願意回答學

生並和學生討論，此外學生也踴躍

挑戰老師想法，我覺得把老師問倒

是學生的終極目標。 

 學生自習時有問題，會在群組向大

家提問，大家一起討論，即使清明

節和端午連假也是如此，對於我收

到此類訊息時感到非常驚訝不已。 

  在南京大學交換學習期間，我觀察到

老師不會去扼殺學生的想像力，不因為

學生的想法太過於天方夜譚而因此不

予理會，老師反而很積極地與學生討

論，為什麼你會想到這個想法。這教學

方式讓我非常地欣賞與贊同。 

 

  右圖為修習英語修辭寫作課時，老師

要求以一排為單位，一人寫一句如接龍

方式，題目得自行訂定，當我們這組被

老師分享時，大家及老師都哈哈大笑！ 

  有時候在我沒課的時候或要上下課經

過教室時，我都會觀察一下教室，我發

現到如果那間教室是空堂的，就會有同

學進去裡安靜自習或處理報告等事宜。 

 

  我在南大有修習二外日文，我也觀察

到學生在課堂前(等待老師時)會一直複

習和勇敢唸出來，不懂也會詢問同學。 

 

還記得 2017/05/01 時，我剛從武漢以

及合肥旅行回來南京，當時回學校已經

很晚了，可以看見教學樓教室燈還亮

著，為自己學業負責，認真為未來奮鬥。 



 Enjoying in Nanjing University 
 英語演講比賽 

 

 

 

 

 36伏特音樂 LIVE 比賽演唱會 

 

  

  當我沒課漫步在校園時，也都會去注意公告欄上的公告，大部分的活動都使我有興趣，

也讓我很想去參與，從這當中獲取到很多知識，如上圖為英語演講比賽，題目為｢

Globalization：Enough is enough？｣會參加此活動一方面是和自己的專業領域是相關的，

多去觀摩他們的比賽模式以及參賽者是否有哪些是我可以學習的。這場英語演講比賽看

完後，只能說非常地佩服他們，在我眼裡，未得獎者在我心中都是有名次的了，可見他

們有多麼的優秀了，特別是比賽模式更是讓我印象深刻，佩服參賽者的勇氣與毅力。 

  對於南京大學所舉辦的活動其實都讓我

感到｢驚喜｣，我還記得像他們在舉辦此活動

｢36伏特音樂 LIVE 比賽演唱會｣時，整個校

園的路燈都掛滿著參賽者的圖像看板，有時

學生餐廳外也會佈置搭設立體看板，如盛事

般一樣的熱鬧；除此之外，比賽當天的舞台

如演唱會一樣，不草率。以及觀眾還有螢光

棒一起把現場 HIGH 翻天！ 

重點是居然還有直播攝影 

，給無法到現場的觀 

眾們也有機會觀賞！ 



 南大學生社團巡禮閉幕晚會 

 

 

 

 

 雨花台大型史詩話劇(全國高校巡演南京大學專場) 

  ｢南大學生社團巡禮閉幕晚會｣，讓我深深感受到一件事，南京大學的學生不僅對自己的

學業負責和積極認真的求學態度，對於課外活動也是認真地在熱情參與；當我在欣賞他們

的演出時，表演者把最佳和最完美的才藝呈現給觀眾，既會讀書也會才藝的他們，簡直是

人生勝利組，不得不讓人佩服！但我很喜歡聽聽別人的故事或看看表演藝術，因為使我有

股正面的力量，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夢想，當然我也有夢想還在做(未完成)，但不僅

要做也更要記得去規劃還有實踐，因為我確信只要夠努力夠用心，相信夢想會發光發熱！ 

  ｢雨花台｣在我未去交換之前，我毫無認識。

因朋友來南京找我旅行，一起去拜訪雨花台，

之後因校慶活動，有史詩話劇的演出，因而讓

我更了解雨花台背後的真正故事及涵意，原來

是和台灣的政治有密切的關聯，但在台灣歷史

教育是未被教，因交換，讓我了解這故事秘境。 



 Traveling around in China 

 

  

  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旅行之意義並不是告訴別人“這裡我曾經來

過”。而是一種改變。旅行會改變人的氣質，讓人的目光變得更加長遠。在旅途中，你

會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習慣，你才能了解到，並不是每個人都按照你的方式在生活。

余光中也曾說：「這樣，人的心胸才會變得更寬廣；這樣，我們才會以更好的心態去面對

自己的生活。」因此我認為擔任交換學生的目標不僅是念書，沒錯念書重要，但我覺得

更重要的是多出去旅行，敞開自己的心胸去體會人生，開拓自己的視野及胸襟。  

  

  還記得在我要出發交換前，系上有位老師鼓勵我也關心我出去要多注意安全，而老師

也特別跟我說如果在能力經濟範圍(允許)內，多出去看看，多出去走走，｢旅行是一個人

很重要的人生教育｣。我非常同意老師的看法，除了在南大學習外，我也利用課餘時間到

中國各省分走走，畢竟中國太大，因此我選擇的地方，盡量「文化相似度」不要太高，

因為想多體驗各地方的風俗民情，每個省份，每個城市，每個角落，都有著屬於我和它

的故事。在旅途中，國高中所學的地理歷史知識突然地湧上心頭，我看見中華文化的最

真實的一面，五千年來中國文明的輝煌興盛和衰敗，也看到了內心令我催淚、感動、陰

暗的畫面等等。對我來說，學習確實重要，但旅行也更為重要，用內心深處去傾聽世界

每個角落的聲音；用全面性的眼光來看待身邊所有的人事物，旅行帶給我的不僅僅是知

識，更帶給我心靈上的成長，培養我宏觀的視野，的確是相當有價值的。 



 十里洋場―上海(Shanghai) 2017/03/03~05 & 2017/06/14~15 Disney 

 

 

 

 

 

 

 

 

 

 煙花三月下｢揚州(Yangzhou)｣ 2017/03/17 

 

  

  我很喜歡上海這個城市，儘管素有東方華爾街的上

海是中國的金融貿易中心，步調如此快速，但因為上

海的美深深地吸引了我，白天和夜晚給人的感受是相

當不一樣的，彷彿我在歐美似的，喜歡上海的風格，

帶點著歐美的浪漫、早期的歷史風格且城市科技進步

的步調，算是完成一個夢想了，因為小時候就很想來

上海欣賞它為何能成為亞洲的新亮點！有它魅力所

在，難怪又有｢魔都｣之稱，讓人很想再去一次啊！ 

  沒錯！配合｢煙花三月下揚州｣來拜訪此地。與

兩位台灣和三位韓國交換生一起出遊一天！此

次的揚州行沒有什麼計畫上的安排，就這樣子

隨心所欲地旅行，大家也都玩得不亦樂乎，旅

途中大家有說有笑，只是很可惜因時間關係沒

有享用到早茶，但有吃到好吃道地揚州炒飯！ 



 江南水鄉―烏鎮(Wuzhen)、杭州(Hangzhou)、蘇州(Suzhou)  

     2017/03/23~26 

 

 

 

 

 

 

 

 

 世界古都之一―西安(Xi′an)；｢華山(Huashan) 論劍｣ 2017/03/30~04/03 

  這趟旅程其實在每個城市都給了我很不

一樣的感受與體驗，像似轉換別的領域(中

文系)一樣，但也在這趟旅程體會到濃厚的

中國風味兒。素有中國最後的枕水人家的烏

鎮具有六千餘年悠久歷史，是江南六大古鎮

之一；杭州西湖第一讓我聯想到｢袁宏道･

晚遊六橋待月記｣，文中的字字句句都使我

去用心感受是否和作者的心境一樣；很幸運

當時參訪中國崑曲博物館時，剛有一場既值

得又便宜素有百戲之母的崑劇表演，它獨特

深厚的美學傳統與獨具神韻風格，數百年來

經歷滄桑而始終對於人們具有永恆的魅力。 



 

 

 

 

 

 

 

 

 

 

 

 

 

 融入最道地的中國生活―鎮江(Zhenjiang) 2017/04/13~15 & 2017/06/22 

  相信大家會說旅途中最美的不是風景，而

是和你一起旅行的夥伴們。爬華山一路上雖

然很累、顛簸加冒險，但在我身邊的人一路

上陪我有說有笑的，且大家有一個目標，就

是｢攻頂｣，大家為一個目標向前邁進，這感

覺是非常平凡而幸福的！ 

喜歡千年古都西安，無論走到哪，無時無

刻就像走在歷史遺跡的軌道上，這座城市總

是給人有太多的想法和想像。西安本來就在

我的旅行清單之一，因而實現，令我振奮！

回憶國高中所學的歷史知識，親自到現場把

所學的應用在旅程中，印象更刻苦銘心！感

謝我大學好友(交換生)，飛西安一起旅行！ 



 

 

 

 

 

 

 

 

 

 

 

 

 

 

 

 東方芝加哥―武漢(Wuhan)；看見黑暗的角落―合肥(Hefei) 

2017/04/28~05/01 

 

  

  "The whole world′s nicer and brighter, because of thoughtful people like you. Thanks so 

much." 她也曾來台灣交換，是我姊姊的要好學伴，永遠記得她在台灣時，我們全家會一

起邀約她出來旅行，帶領她更認識台灣並融入當地的文化。那時候我們都相處的非常愉

快！很高興因為交換而我也有機會能更認識融入中國華人社會文化，這三天因為她的帶

領，如帶我去參觀她的母校，台灣國高中和中國天壤之別，中國的國高中較像小型的大學，

唯有親自體驗和感受，才能更體會；我們也逛了合作社還有書局，我也買了幾本國高中英

文參考書當作我的紀念品(在中國買書價位很便宜)；除此之外，在中國騎在馬路上的大都

都是電瓶車，和台灣不一樣，所以我也很好奇，謝謝她帶我來空曠的操場體驗一下，稍稍

滿足我的好奇心，其實滿酷(雖然概念和台灣機車/電動車一樣，但還是有些特點不一樣)。 

  隔天，她的家人一早帶我來體驗中國江南文化特色的早茶，也帶我一起去體驗中國鎮江

當地的傳統市場，心裡非常期待，喜歡逛逛各地的市場，來融入當地的文化和觀察人事物，

也看見不一樣的蔬果/食物，也因他們一家人的介紹，讓我更加的了解！更謝謝阿姨買了

僅限於長江流域鮮甜的魚兒招待我享用，我非常的感謝她們一家人的熱情招待，在異地生

活，像家一樣的感覺，感到如此無比的幸福！ 

  在中國我有很多全新的體驗(融入最道地華人社會文化)第一次都獻給了鎮江，如第一次

在中國看電影、第一次體驗中國當地菜市場等，算是我交換中從中獲得最大收穫之一了！ 

  住在鎮江的姐姐，她也介紹她的青梅竹馬讓我一起認

識，而她是在武漢就讀大學，我也利用了中國五一連假和

一位來自台灣交換生搭乘動車去武漢找她一起遊玩，拜訪

中國最美麗的大學武漢大學，校園中西合璧的宮殿式建築

群，古樸典雅；雀躍地終於親眼看到亞洲第一長河壯闊的

長江；騎中國很普遍的 ofo 小黃車(共享單車)遊武漢東湖；

以及享用了當地湖北省豐盛道地的料理，感謝這位嚮導！ 

 

  在回南京前，我們來到了安徽省合肥市，確實這裡沒有

什麼好玩，但去在地的公園走走， 

當要離開時，體悟到世界被遺落的 

角落，有部分人扮演孫悟空；有些 

人則耍猴子表演計，目的是希望能 

給他們一些生活費，但我觀察到很 

多人與他們玩玩後，不但不給錢， 

倆人還互相追跑，看了令人感慨！ 



 世界文化遺產之最―北京(Beijing)；一橋一景―天津(Tianjing) 

2017/05/12~16 

 

 

 

 

 

 

 

 

 

 大西北驚豔絲路之旅―青海(Qinghai)、甘肅(Gansu) 2017/05/26~06/03 

  北京，中國首都，也是歷史文化源頭，更是擁有豐富世

界文化遺產城市之一，所以也是我旅行必拜訪清單之一。

因為班上同學也在天津擔任交換生，我們也約好一起去北

京旅行，之後也和她一起回天津。也很幸運地當時因北京

在舉辦一帶一路會議(One Belt and One Road)，當時的天空無

論在京津也都特別的美麗；喜歡北京的歷史古蹟，象徵著

中華文化偉大的象徵；喜歡天津的歐式復古建築。我更要

謝謝我的旅伴以及她的交換好友們，增添不少友誼情感！ 



 

 

  

  這趟旅程是我最喜歡的旅程之一了，彷彿又來到

了另一個國度，從南京飛行經黃土高原，到達一個

充滿神祕的國度伊斯蘭世界青海省(海拔約 2261公

尺)，人非常好的師傅開著車帶領我們橫跨青海和

甘肅省，帶領我們翻越一座座的高原，帶領我們走

向無盡頭祁連大草原，帶領我們走進無人區，戈

壁、沙漠、丹霞、雅丹等等地貌，至今還讓我歷歷

在目，令人無法忘卻。 

喜歡這趟旅程並不是因為它的獨特，而是這趟旅

程總是給人意外的驚喜。我有好多好多的第一次都

獻給中國大西北。到現在我還一度以為我做了一個

不可思議的夢…… 

  無法忘記當時我們清晨四點多起床，滴滴打車到

沙漠欣賞等待日出，還記得當時我們六點多時日出

還是一樣始終沒有出來，即便看似一絲絲的希望多

麼的渺小，我們卻沒有放棄，最後那日出曙光若隱

若現出來時，我永遠記得我們那尖銳的聲音喊著說

｢是日出ㄟ！出來了耶！｣，告訴我每人都擁有著夢

想，無論希望多麼的渺茫，只要不放棄，再接再厲，

相信我們的夢想會成為天空中最閃亮的那顆星！ 

  這趟旅程有說不完的故事，有我們的回憶，難以

忘懷的美景，也有遺憾失望的地方，對於這趟旅程

我有說不出的感謝，謝謝大家幫彼此圓了一個不可

思議的夢，或許一輩子可能就只來這一趟，只能說

機會既然來了，更讓我懂得惜福感恩珍惜啊！ 



 結語 CONCLUSION 

當我交換回來台灣時，很多人總是問我一

個人在中國生活，難道你不會害怕嗎？你不會

不適應或想家等問題嗎。我總是告訴他們說，

我當然害怕也想家，但我願意給自己機會勇敢

的去外面闖一闖，我告訴我自己｢機會來得不

易｣，如果有一堆理由而阻擋做事的藉口，只

是在浪費時間且機會就這樣一個一個流逝掉；

有時機會來了，不就該要好好把握住，或許這

機會在你身旁就只可能來一次，如果不好好把

握住，後面後悔就來不及了。大學人生就只有

一次，何不把自己的大學生活安排的充實及多

采多姿呢！｢別再最能闖蕩的年紀選擇畏懼！

｣我也告訴自己有任何學習機會就多去嘗試各式各樣的事情，每個面向都

有它讓你鼓舞或有它道理的價值所在，細細品味，從中獲得成長及價值。 

 

如此次的交換，雖然看似不長也不短，但酸甜苦辣樣樣都經歷過；我

想要謝謝當初自己勇敢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去追夢和去闖闖，但我更想要

謝謝三位老師當初的鼓勵並為我寫封推薦信，還有靜宜大學提拔，讓我有

機會來南京大學和中國優秀學子齊聚學習，因為走出去台灣，更發現原來

自己還有這麼多的不足，雖然在這裡

會遇到相當大的挫折和困難，但我覺

得這都是身為學生必須經歷的過程，

告訴自己跌倒了就要勇敢站起來，更

重要的是每位學生都有我值得去學習

的地方，多去觀察，多去效仿學習！

在學習中，雖然兩岸之間隔著台灣海

峽，教育方式相距極大，身為交換生

的我不能改變它，而是要入境隨俗的

去習慣它，｢競爭力｣和｢適者生存｣是

我看見中國學生們的戰鬥力和生存方

式。我深深體會到中國競爭力太強大

了，身為交換生的我也感受到學習上的壓迫感和威脅感，教授老師們人都

很好，其實是同儕彼此之間給彼此壓力。世界不斷地在變化，中國快速地

在成長，代表著全球的競爭力必定又要掀起一股浪潮，回到台灣後，一定

要比以往更努力和更卓越，多充實自己以奠定自己實力，否則未來的我只

有被淘汰的份，交換後更意識到現實的壓迫和殘酷。 



旅行是一個人最好的人生教育，因為旅行，在我眼裡的世界因而拓寬

不在只是侷限；美景烙印在我心裡，淨化我的靈魂；旅程當然也看到人的

現實層面；也讓我看到世界被遺忘

黑暗的角落，原來世界上有很多的

人是需要我們去關心、需要被愛及

被祝福等等。在旅行當中每張照片

都有我與它的故事，每張照片都有

它的意義，除此此外，有很多時間

讓我好好去探索自己並與自己相

處對話，我擁有夢想，每趟旅程都

賦予我力量，希望未來我能更好！ 

 

還記得剛要赴陸交換時收拾的行李是期待與不捨；回台前收拾的行李

不是衣物而是裝著滿滿的回憶。時間真的好快，一眨眼十八週就這樣過去

了，回想起這四個月的點點滴滴，有喜有悲，經歷喜怒哀樂和思鄉之情交

雜著，獨立奮勇完成一件件事、學習如何與不同性格的人相處、兩岸之間

教育的摩擦隔閡交流以及探索中國華人社會與文化等，我想這是我在大學

創造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回憶之一了，它帶給我成長及無形中的大收穫，

我不敢保證回台後樣樣都能突飛猛進，但對於當時大二生的我來說是一個

給自己機會去探索自己的未來以及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多補足自己所不足

欠缺的，往自己所安排的計劃方向努力，期許自己可以成為更好的自己。 

 

生命的精彩取決於自己，想當初轟轟烈烈忙亂於一個月處理諸多事情，

也不顧大二下將近快三十學分的課業壓力，我告訴自己我做了一個讓自己

不後悔的決定，往後無論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是幾十年後回頭看過去的

自己，我想我的答案還是不會改變，｢我〜做〜了〜一〜個〜讓〜自〜己

〜不〜後〜悔〜的〜決〜定！｣ 

最後我想用

一句小語來做

一 個 完 美 的

Ending，｢在追逐

夢想的道路上，

只要我們不放

棄，在我們希望

的田野上就會

開出夢想之花｣   

―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