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中山大學交換 學習心得  
    

 

 

 

 

 

 

 
 

姓名:洪慈苹 

班級:國貿三 B 

學號:S04420201 



  在東海，課堂上總有一群不一樣的人坐在老師前排，他們不只上課全神貫注 

更踴躍舉手發言，他們成績總在班上前端，散發者強烈企圖心。這是個中國的時

代，他們有十三億多人口，遼闊的土壤述說者千萬年的歷史也發展著前端的互聯

網科技。我，鼓起勇氣獨自前往，這不只是我漫漫求學之路的小小一段，深歷其

境他們學習過程及每日生活所接觸，也是趟大陸山水歷史尋奇之旅。 

我到了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南方頂尖學校。 

  剛到廣州，一陣悶濕炎熱襲來，這比台灣熱個 4 度以上。捷運轉了三四線，正

逢下班人群壅擠，到站我們又走 30 分鐘，整個背部爆汗濕透了，好不容易拖到

宿舍樓下，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沒有電梯，覺得很無力。把所有東西扛到六樓，

已是晚上八九點了。我未來的 2 個室友都是廣東人，覺得有點緊張，清理完我髒

髒的位置，還來不及買棉被枕頭，晚上被冷氣冷到睡翻來翻去，當下挫折感一百

分，漫長的夜裡我想念起台灣….. 

這是難過的第一天。 

第二天開始就進入佳境，習慣當地的炎熱，爬到

六樓，把銀行卡校園卡辦好東西買齊，我覺得自己真

的成為了這裡的一份子。我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隨

地可瞧見拿槍穿軍衣的人，他們還一大群到在銀行，

銀行服務員跟顧客交流還要隔著玻璃，交資料也是靠

小櫥窗，帶給我種莫名的壓力。廣東太陽很大，路上

幾乎所有人都會撐傘遮陽，每天都可以看到壯觀的傘

景，甚至有幾天明明是陰天沒太陽，還是會有人撐傘…，可見撐傘已經是種習慣

了。很多人習慣騎小黃車，比我們的 U bike 更盛行，甚至會有人把後面的鎖打掉

變成自己私人小黃車。微信，支付寶是種趨向，但身上別忘了帶些現金。水電費，

網路，飲用水，洗澡熱水都是要另外支付的。大部分同學在十二點前就會睡了，

有些課結束大家還會說謝謝老師並鼓掌，這好像是我高中才會見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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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這裡的食堂，很便宜。三菜一湯台幣 35，一大碗麵可以台幣 25，

早餐 30 就吃得很撐。食堂也算中國各區美食文化的集合之地，山東大餅，粉湯，

牛肉拉麵，肉夾饃等，選擇多樣且對長期待在台灣的我來說格外新奇，尤其我特

別喜歡喝酸奶。回台灣後我第一個會想念的一定是食堂。這邊外賣盛行，只是價

格比較高，要加餐盒錢，夏天比較少叫外賣，但冬天我就瘋狂點外賣天氣冷人會

發懶。 

食堂早餐

 

小米粥+蘿蔔糕+炒河粉(5.5yuan) 

食堂午晚餐

三菜一湯(7yuan) 

外賣 

  

烤肉飯套餐+零食+飲料(9.9yuan) 

   我想上的課班上同學幾乎都小我一屆，這裡管院的課跟東海比起來分得很細，

有投資學，風險管理，廣告學，消費者行為學，網路營銷，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投資，商務溝通等。在旁聽很多課後，我選擇了下面幾堂: 

商用英文，跟東海一樣分小組，不同的是中國人老師，發音不像外國人標準，

教學風格也不同。一堂課會教很多小東西如寫履歷、寫信函、面試等，課程也搭

配很多課外的教材如 TED，跟東海外師大方向多著墨在國際貿易相比，學到更多

的職場上的通用英文。 

   商業倫理，我很喜歡葉敏老師，她個子嬌小講課卻清晰宏亮，霸氣十足。在

第一堂課她就規定每個人在這學期要主動發言至少 3 次，對我來說是場考驗，在

分解案例時她不會先說出答案，則會讓我們先思考，同學舉手發言後，她還會提

出質疑，讓我們不停腦力激盪，也愈來愈多人舉手表達看法。在這堂課，我看見

大陸同學們的全神貫注，他們的勇於表達自我看法，也不怯於對他人表示疑點，

發現連同自己，在課堂上其他台生所缺乏的那塊，真的深深受到撼動，每堂課上

完都學到很多，走出教室甚是心滿意足。 

 

 

 



 

組織行為學，老師十分風趣的年輕男子，對這名稱充滿好奇因為東海沒有這

類的課程。然而，這是將自我探索、社會心理等理論用科學方法來證實，用來了

解我們一些行為，社會現象的產生，是非常有趣的課題。老師非常講究科學方法，

帶入許多我沒聽過的實驗及研究，如內隱態度測驗(IAT)，透過人體神經網路模型

做測試，看著屏幕上出現概念(我 你 她….等主體)，及屬性(好 壞 愛乾淨等形容

詞)做出反應，並比較反應的時間差來測量兩概念在神經聯繫上的距離，測量兩

者的關係，這測驗比任何有實際題型的問卷更有參考價值。認知失調理論也是我

喜愛之一，這是當人們同時經歷兩種或多種彼此間不協調的心理過程，一旦發生

將導致不同程度的不是感和緊張感，促使人們做出某種改變來減弱它，老師用

Fedtinger&Carlsmith 的實驗解釋，逼迫三群人去做無聊事，其中一組(控制組)直

接接受訪問，另兩組給予不同的回饋(20 美元、1 美元)，請他們告訴其他人他們

做的事有不有趣，控制組直和報酬 20 美元會說無聊，1 元會說有趣。這讓我很

驚訝，因為收 1 元的人會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用有趣來撫平心理不平衡。老師

舉例:就像女孩子買衣服回家後，會覺得愈來愈好看，自家女婿愈看愈優秀一樣

道理，證明自己的選擇是最好的。我非常喜歡這個理論，打破一直以來的思考方

式，我會記得一輩子。這堂課無論在未來職場的表現上，在社交面也十分實用。 

組織行為學有時會有小活動，老師都會幫我們分好組大家可能彼此都不認識，

第一次題目是”團隊合作行為”，約五到六人一組用三十根義大利麵，半卷交一根

繩子，看誰能作出最高的建築物，並在放一顆橡皮擦並不會倒，四十五分鐘完成

任務前五名老師會送書。我們這組全是女生只有課代表示男生，大家比較害羞內

向我也沒多說甚麼話，但我主動扛起剪膠帶這個重大任務，他們將一根根義大利

麵接在一起，而我瘋狂的給他們膠帶，可說是完美分工。在最後十分鐘，老師提

醒我們把橡皮放上去，橡皮實在太重我們瘦弱的建築物搖搖欲墜，在許多手的支

撐下我們折斷些義大利麵，看看許多組連搭都還沒搭成功，我們就抱持著至少活

著不要倒心態。班上約分成了十幾組，最後我們已 47 公分在班上得了的七名，

第一名 68公分，前三皆 55公分以上，平均高約 40公分，

因為有約五組連底座都沒建成。雖然沒拿到書有點遺憾，

大家合作過程很開心，目標一致互相合作分工明確，這

個活動就是讓我們探討團隊分工，一個團隊中有異質性

的人，效率才能最大化，如果大家功能都一樣就無法有

效分工。最後，老師還將此實驗在其他地方的結果跟伍

們分享，說能建出最高的塔小孩比大人的成功率更高，

因為我們大多數人都事先設計好建築在將橡皮擦放上去，

如果不夠穩固將會功虧一簣，幼稚園小朋友們卻會在建

塔的過程中一直嘗試放橡皮擦，在這過程中建築造型會

一直更新，尤其由管院的畢業生建的平均高度會最低，

老師就笑說還好我們還沒畢業，實驗結果令人驚奇。 



 

第二次活動”模擬談判”，同樣隨機兩兩一組一人扮演馬新是廚師，一人扮演

沈均是企業家他倆要合開家餐館，分別要談出資額，廚房設備，外賣車輛等，每

個討論點有五至七方案，每個方案都有不同分數。企業家廚師總分加起前十名，

個人分前六老師會送書。我扮演企業家，一開始我很認真要跟我夥伴討論合資問

題，結果她一開頭就是要討論分數，撇開附近認真討論的其他組，我就配合她的

喜好，照規定是不能互看彼此方案分數，所以我們就明著暗著想湊起最高總分，

她真的很想要書。我們談判的不是題目而是分數，我也想要書但更不希望這是場

不愉快的談判，於是我就說可以讓給她，投資額我出最多(這是分數差最多的選

項:我倆可差整整差了 80 分)，前提是我又不想自己分數太難看，廚房設備和車子

讓我。從頭到尾我們進行了場出滿歡笑的談判，還間接得知她是安徽人加了微信。

最後分數出來，我們有進前十強，且意外高了她 25 分，還好剛太開心她沒在意。

雖然最後我沒得到書，不過最開心是交了個朋友；雖然也從這件事看出有點功利

主義，不過他們還是有可愛的地方。 

   消費者行為學，同學比較多與我同級，在東海有上過類似課程:行銷學，但老

師風格也不太一樣，這堂課所指的消費群也不

一樣，大多是指中國本地。課程主要小組報告

居多，我們這小組擲骰子，我不小心成了組長。

這學期有三個報告，從第一個報告”挑選一產品

做推薦”，認識到許多大陸才有的商機及產品，

如行動 KTV，廣州特色早茶餐廳等，也有小組

以”一點點”，台灣名氣飲料-五十嵐 在中國分店

為題，被台上同學赤裸裸分析，他們覺得飲料

問糖度冰度是很特別的，茶味很香很濃郁，且

一點點飲料店外常大排長龍，排個三十分鐘也

不奇怪，跟其他中國本地飲料店就是這麼不同。

看見台灣人習以為常的東西在中國卻赤手可熱，

台灣珍奶在不同文化下在中國有了改變，聽完

報告後我也特地去排四十分鐘體驗一下，身為

飲料之島國的一份子，我覺得很普通，也許這

是個我可以繼續探討的問題。裡面有小組舉台

灣本地溫泉旅店為例子，讓我也覺得很新奇。我們組有個二次迷，她提議 BJD(求

刑關節人形)，泛指各擁有球型 關節的精緻可動人形，我首次接觸，樂意接受挑

戰，還另外學到五力模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這是國際關係學院所開的公選課，來到中國很好奇

他們的世界觀及對歷史的解釋，所以就鼓起勇氣修這堂課，滿滿的教室全是大一

新生，只有我一個台灣交換生。老師是北方人但他很瘦也矮矮的，講課很輕鬆，

雖然難免會有政治方面敏感話題，但老師也盡量用幽默詼諧的笑話方式帶過。最

緊張的是期末考，除了不能打破四項原則的規定，還有中國的歷屆外交跟全世界

各地都有一腿，這真是難倒我了，好在是開卷(老師推薦書籍)題目是論述題兩題:

中國抗美援朝的背景及影響? 美國八一七電報的背景內容和意義?這兩題跟台灣

都有點關係，知道大概內容再照著參考書寫就不會偏掉，很幸運也輕鬆愉快的度

過了這門課。 

   在中大我覺得收穫最多是做團體報告。組織行為學第一個報告是訪問學長姐，

開始我覺得這很輕鬆容易，就做個訪談再做簡報，可是我的組員們都不只十分的

用心，從選擇受訪者，他們查了很多人的資料，後來開了好幾次會，套入理論的

想問答題目，做有效的分工和時間分配，連上台前一天晚上我們還聚在一起模擬

一次講 ppt，整體來說我這輩子從沒跟這麼有熱情的組員做過報告。在台灣的開

會很多人往往是先沉默再變成聊天大會，我們則是一到齊就開始切入正題，且每

個人都毫不吝嗇說出自己想法，他們思考速度很快反而大一屆的我有時會跟不上

他們的節奏。在台灣我總是覺得自己報告做得比別人好，在中國我看到了自己的

不足，他們給我很正向的影響，這才是面對每件事該有的態度要比好，還要更好”。

接著商業倫理，抽到的題目是”企業控制權之爭”，我們例子選擇萬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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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節時我們管院，有送一人一盒月餅，上面印著:中山大學，超開心在異鄉

還能吃到月餅，而且還是學校送的。中國的月

餅跟台灣不太一樣，各區各族群有不同的特色，

我們在廣州當然就是吃廣式月餅。豆沙，蓮蓉

還有紫薯口味。我最喜歡的是伍仁，這是中國

才有的特別內餡，裡面有花生等堅果，也是很

古老的口味，朋友都不喜歡我卻很愛。 

   中山大學畢業門檻有體測，一開始我以為是很普通的體測，沒想到是有標準

的，大一到大四不一樣。跑八百公尺要 3:50 內完成，仰臥起坐要 30 下及格等等，

不及格就要一直重測重測。看看我的室友們，都是瘦弱的女子們，但他們隨便跑

八百都在四分內，我問:妳們怎辦到的，她們就說不行也得一直重來，果真環境

造就人們突破極限，沒有不可能的事，很慶幸交換生沒這個規定，因為我不太想

挑戰極限，想到如果這標準放在台灣，大家都會因為體測不及格延畢啦! 

   在跨年間台灣朋友個個爛漫的在想要去哪跨年，但是我的室友卻跟平常沒啥

兩樣，也沒特別興奮彷彿就只是換個年曆而已。這也是文化不同的地方吧，台灣

比較西化，中國的跨年活動可能普遍在家打開電視看著湖南衛視，後來中大港澳

台生聚餐大家在討論這件事，據說一群台生很興奮跑到廣州塔，不妄想像 101

那樣的煙火，來個燈光秀就好，結果在倒數完那刻，塔上只出現”2018 新年快樂”

幾個字，就沒任何東西，只剩身邊的冷空氣。我們那時在西安，以為也會有煙火，

在古城跨年很浪漫，結果大家都早早回家，我們也在往酒店的路上冷風中不知不

覺跨過了 2018。 

    一年即將結束，發現中國傳統文化對生活的影響面面俱到，有些西

方文化傳入甚至被改變，像是平安夜對西方來說是全家人團聚的夜晚，

在感念一年都平安中渡過，中國人卻有趣的說要吃”蘋果”來保平安。我

在平安夜收到班代送來的耶誕祝福，心裡暖暖的，雖感覺有點弔詭。不

過這種作法也不是全中國認同，有位穆斯林朋友就在微信朋友圈發文，”

平安夜吃啥蘋果?那不過是洋鬼子的節，別跟著瞎起鬨”。在飲食方面，

這邊也多以中式為主，尤其早餐更為明顯，在台灣多吃漢堡蛋餅三明治，

到中國後吃包子饅頭粥倒還好，也嘗試吃麵食或粉腸，剛開始非常想念

在台灣的早餐後來漸漸融入，離開中國反而開始找賣貢丸湯和湯麵的小

攤了，尤其在冷冷的冬天早晨一碗熱湯格外精神。 

 

 



 

    年底是場報告風波，明明只修了五堂課，但這學期所有報告加起來是我在東

海一年的量，不停開會打哈欠熬夜打字。不過大家都很重視報告，再忙也不會變

帶過，所以我也鼓起了 200 努力，雖然有需多低方我幫不上忙但自己分內做到最

好。在組型的最後報告，是找一篇全英論文報告，我們這組很神奇的挑了篇有八

個子實驗的論文(隱形斗篷理論)，裡面不但有大量專業用語還有統計數據的分析，

十分複雜，我們開會好幾次內容統整，後來還拍個小視頻做報告開頭，能完成和

大家完成這大型的報告很有成就感。那兩堂展示刻十分精彩，大家都使用了渾身

解數，不但也有拍短片的還有當場演小劇場的，題目從:名字跟我們長相有神模

關係(人如其名)，性別和競爭偏好，提問會不會增加好感度，到負面情緒跟健康

關係都有，題目都非常有趣大家會笑成一團，也是我第一次這模專心聽小組報告。

然而消費者行為學另外兩個報告準備的就比較匆忙，前兩三天完成不過比起第一

次完全偏題，後面我們很小心選題，一次比一次進步，老師也口頭稱讚我們選題

不錯報告有切入核心。 

   接下來，就是不停考試的段考週，沒任何期中考都一次在期末補完:中共對外

關係兩大題論述，題目分別是中國宣布抗美援朝的原因改變和美國對中國的八一

七上海公報內容原因影響，在不能違反”四大原則”下可以有自己觀點，但就是免

不了提起兩岸的政治對峙史，雖是開卷考試，我發覺書上有些論述帶點模稜兩可，

不過核心就是中國對台灣應要有絕對干涉權。仔細想想此時身在何處?小的不敢

有自己的觀點，一字字寫下教科書內容，別跟成績過去不去台灣的老祖宗們都是

心胸寬大之人，一定不會跟位考生計較的。商倫考試老師很佛心先給題目，且每

次都和上課專題相關，相比下組織行為學考試就很可怕，考試範圍是本學期所有

上課講義，包括超過一百個專有名詞和實驗，後來考試題目出來更令大家瞠目結

舌，考非常細節的題目，且最後還要自己設計一個實驗，佔考卷成績約三分之一

的比例，見識到所謂”高水準學校高水準

考題”。最後一科難忘的則是，和大二的

學生們一起進行英文水平測試，就聽力

單字閱測等填空題，在考試的前一小時，

班群組提醒大家帶耳機，我覺得怪怪的，

仔細想想耳機是要插在哪?，一問之下才

得知除了耳機還要自己帶收音機來做聽

力題目，驚險一場，同學們真是每人必

備一台小收音機引以為常….為什麼不像台灣直接用喇叭或廣播系統播放會更省

事，又愛護地球資源嗎?這問題我也解不出答案，就乖乖跟室友借吧! 

 

 



課餘之時，我會去市區走走，有較長時間就到其他省看看。我跟一樣從台灣到這

交換的朋友去很多地方。 

   國慶長假，我們到甘肅青海一帶，映入眼簾的是連綿的高山，一望無際的空

地，是我這輩子見過最開闊的地方，在廣州穿的是短褲短袖，同時在西寧的路人

們正穿著棉襖。朋友介紹個很棒的車隊”青海大冰哥”，我們就開始拚車旅行，認

識了一對來自北京和陝西的情侶檔，開車的導遊是當地的穆斯林，剛開始不知道

他是穆斯林，是某天我們吃完飯回來看他戴帽子才知道。  在台灣沒機會接觸到

純正的穆斯林，真的很新鮮，導遊推薦吃超好吃的清真料理，他們不吃豬，然而

市面上總充斥漢人用豬油做的食物，所以很多食物都是他們自己用植物油做的，

很多特色食物如饃饃、清真月餅、馕…..。  據說，在某區的穆斯林們會群居在

一起，互相照應，這次我們跟的旅行團也多是穆斯林的團隊，而且我們導遊人很

親切很幽默，以前總聽說進行恐怖攻擊的是穆斯林，這次出團完全打破以往對他

們的壞印象。到藏傳佛教聖地-塔爾寺，中國最大的內陸湖-青海湖，看看天空之

境-鹽湖，可惜風大天冷原本美麗的鹽湖像一片片魚塭。  東海的冷不叫冷，夜

晚在零下幾度沙漠紮營才叫快冷死，在中國各地遊客一起圍爐吃土火鍋，夜晚和

牽著手圍著營火唱歌，隔天不用特別早起看日出因為冷到半夜睡不著，在沙漠中

已是寸步難行，要爬沙漠山只為看日出我都快往生了，後來只瞧見顆蛋黃跳出來。

走敦煌之路時，內心充滿激動，彷彿可以看見他們正一隻一隻牽著背上有絲綢有

葡萄有各種珍奇異寶走在我此刻腳踏的地方，所謂的”讀萬卷書  行萬里路”就是

這意思吧。兩三天不洗澡，躺在四十幾小時火車上，無論是騎著駱駝，臉上打著

冷風，開心認識每個不同地方，不同風俗不同文化的朋友，很開心藉著交換學生

換來如此刻苦銘心的旅程 

我們睡在上層臥鋪 

 

走過敦煌沙漠 

 

丹霞山拍哥哥姊姊 

 

也是從這趟旅程開始，我想多體驗各地風情，開始浪跡中國: 

   

 

 



   我的選課都沒有期中考試，趁這期間就去廣州旁的廣西。在

桂林，我們爬了龍脊梯田，搭乘灕江小船，品嘗桂林米粉的美味，

穿上瑤族姑娘的衣裳，逛了西街的街景小吃，走過在其實很熱的

銀水岩鐘乳石山洞。第一次用美團訂旅遊團，因是平日上班時間，

團裡大多是老人家，他們一聽到來自台灣的朋友，眼睛笑的瞇成

一線。也許我們是裡面最年輕的，他們一路都關心，尤其我們走

在後面他們會不停回頭看我們是否跟上。其中有個來自哈爾濱的

阿姨在倒數第二天手機被偷，一開始她很生氣，其實那支手機很

便宜只是所有旅途照片都化為烏有，令她很傷心偷偷哭了，不過

過一站後她又豁然開朗的說:沒關係，我可以換一支更好的手機，

我要當個敗家女。她又似乎活了起來，加把勁的拍照彌補，此刻

我看見了大東北人的豪爽，覺得要看開一件事很不容易，但如果能做到凡事正面

思考，人活著就一輩子是快樂了。 

 

 

    在十一月底，我們到了上海北京這些中國大都市，凌晨抵達機場看見不少人

就直接蓋著外套睡在椅坐上，這場景是第一次見到，而我們也成為這席地睡的一

份子，逼近快零下的溫度我們整晚失眠，卻有打呼聲陣陣傳來。我們的生活一直

來都過太溫暖舒適，遇到困境時就適應不了。首次到迪士尼遊玩，雖然導遊說今

天是平日遊客較少，但當我們排隊每個設施仍然還要快一個小時，難以想像假日

會是多擁擠，不過已提前充滿耶誕氣息的迪士尼顯得更加夢幻，一日下來再看個

晚上城堡煙火秀真是不虛此行。大都市的生活節奏顯得快些，北京的街道五點多

就有要趕上班的人，原本以為北京會都是高樓大廈，但最霸氣的是在天安門廣場

附近，大部分勞動的人們都是住在胡同陋巷。故宮長城天壇等地，歷史活生生在

眼前，比起台北故宮的文物，真正看到的建築物，那宏偉震撼了我世界的小牆，

尤其是長城我今生一定要再去一回。因為在出發前看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電視劇，

得知北京杜莎夫人蠟像館有模擬此場景就連同十三陵和長城報了一日團，雖然在

最後發現那場景似乎在 VIP 專區，我們是普通票看不著，但在去蠟像館路上旅行

團只剩我和一位青島小哥哥，我在幫他全程拍照中和他成了朋友，他有點小搞怪

總擺出好笑的姿勢，算是個意外收穫。北方跟南方很不同，食物北方少了些新鮮

蔬菜，人情部分北方似乎多了些冷漠，但搭地鐵等公車的秩序卻比南方好很多，

不會硬推插隊。吃著我們手中熱熱的滷煮火燒，在這個中國首都多少人為了養家

餬口正跟寒冬奮戰。 

 



   住在廣州，憑著地理優勢絕不能錯過的就是港澳，立馬訂張巴

士票走一回。在十二中靠近耶誕節，香港街道瀰漫了濃濃耶誕氣

息，這是趟意外連連的旅程，明明都是算同一國家但網路是漫遊，

插頭也不一樣，左駕讓我好幾次分不清地圖方向，但路上的繁體

字給我種親切感。物價很高的香港，隨便吃一餐都要台幣一百以

上，明明不是假日街道上卻人擠人，顯得已經狹窄的路更壅擠，

高樓大廈雙層公車彷彿人多到是用疊的才能有那麼點空間。在蘭

桂坊路上，外國人比例高於東方面孔，即使是東方人也說著聽不懂的粵語，在赤

柱灣也瞧見，黑人足球教練用氣十足的用英文帶領白人中國人的小孩踢足球。很

多大陸來的觀光客帶著行李箱掃空一罐罐的化妝品，我和朋友卻覺得台灣的更便

宜，所以我們只有去掃巧克力店，廣東巧克力太貴了這裡只要台幣半價。走在香

港街頭，被歐式建築圍繞，外國的路人開心聊著天，經過一間間酒吧，也許是在

時尚尖端，也許這是各種族的交集之地，也許人們正忙著賺錢交易。不過跟這些

比起，我還是最喜歡藍天藍海的香港!美的確實令人置身在另一個國度! 

     

 

 

 

 

   一月考完期末澳門一日游，雖澳門跟香港都是殖民背景，但還是有些不同，

澳門右駕左駕都有，且澳門的街道比香港寬敞些，當然買化妝品的光觀客還是一

樣的多，不過澳門交通造福了觀光客許多酒店間接駁車，提供大家方便從這城堵

到那城。第一次來到以博奕業為主的地區，滿心期待可以蒙混進去大開眼界，結

果還是被攔下來了，每個路口每個手扶梯都有人看守還要證件一一核對意外的嚴

謹，差兩個多月滿 21 的我就被攔了下來，看守員堅定的說少一天都不行，只好

傷心地離開。只好去大三巴填補空虛的心靈，結果人滿為患阿，手信店競爭激烈，

光一條街上鉅記餅家就有了七八家，手工製作鳳凰酥飄香整間店，一盒要價 40，

身為省錢的窮學生就試吃幾個乾乾過癮。等過幾年在來次澳門，一定要到賭場大

開一番。 

 



  即將邁入 2018，我們抓住元旦假期來到西安來場中

國歷史之旅，順便找在青海旅一起拼車的小哥哥，並

懷著能與雪偶遇的期待心情。西安跟北京溫度和乾燥程度差不多，

來到這有幾千年的歷史古都，我們第一站就先看秦始皇的兵馬俑們

和唐朝的華清宮，好在有講解員很仔細的說明，不然看到的只是一

個個坑洞或很壯觀的泥娃娃們。之後西安哥哥見到我們興奮的帶我

們在回民街大吃一場，桂花糕炸柿子甄糕臭豆腐石榴汁饃饃小吃羊

肉串，好久沒那麼滿足拉。不幸的是我們沒看到下雪，但怎能錯過

滑雪，我們三個新手在白鹿原滑雪場跌跌撞撞，一旦跌倒就難以爬

起來為了不影響高手們的道路，我和朋友兩退到初學者道旁，慢慢地滑三四尺在

跌倒，哥哥練個四次就不跌倒了，原以餵他可以順利的退出我們這弱雞團，結果

在離開前他十分犧牲的從最高處滑到下面絲毫未減速直直跌入護欄，碰的一聲。

我們那時在跟自己奮鬥來不及去扶他，之後看到他是嘴唇都血，鏡片中間裂開了

一痕，這種用生命在滑雪的表現，深獲 2 個小妹妹表揚勇士一枚。來到西安一定

要去爬爬城牆，傻氣的我們堅持步行，不知不覺四小時過去還找不到出口， 後

來哥哥才說我們也勇氣十足走了整整 13 公里多，好吧我的腳底長了 2 顆大大的

水泡也是有原因的。夜晚的古城也顯得十分迷人，嚴重懷疑西安政府到底從觀光

賺了多少錢，千百顆 led 燈毫不手軟，各種公園也設計的很棒及有唐代詩風，我

很喜歡西安的街道。最厲害的是，第一次在中國看電影就獻給西安了，妖貓傳背

景即是西安城，我可以看到早上剛經過的大雁塔和各種地鐵站名稱出現在電影裡，

現學現賣這感覺真好。聽說西安的都很戀家，大概可以知道原因，西安真的是個

好地方，濃濃的歷史古味另我為之著迷。 

    在考完試後，回台灣前迎來最後的旅程，在南京交換的朋友我們相約去

湖南跟團遊張家界及鳳凰古城，可惜因為天氣不佳不停下雨張家界的山峰被

霧遮住大部份是看不清的,玻璃索道也被雨水遮著看不清映在玻璃下的峽谷。

不過袁家界(阿凡達拍攝的基地)還是另人驚艷的，一根根弘偉的柱子連著天

與地，我朋友說她想隱居在這，飛越在柱子間.，我確少了點閒情意致:想著

如果能把它們一根根拔起來一定很痛快。湖南是少數民族的基地，據說他們

祖先蚩尤被漢人祖先炎黃帝打敗整族趕盡殺絕，躲到這只進不出之地，少數

民族文化才得已保存，在也是少數民族的導遊推薦下我們看了場秀"魅力湘

西"，哭嫁趕屍等文化表示了他們對自己族人及故鄉的眷戀，整場表演聲光

效果十足，雖貴了點但值得。同樣的鳳凰古城是苗族的基地，特色木建築連

綿於綠色沱江，是一幅美麗的風景，我們也買了不少當

地苗繡小物和姜糖。這個團是這半年裡過最棒的，一路

上還吃了許多土菜很幸福。 



   湖南後中間沒休息直奔上海和另個中山好旅伴會合，開始我們蘇州浙江之旅。

這是我硬坐坐最久的一次整整 10 個小時左右(長沙-上海) 整晚沒睡好，太可怕了

可列入人生最糟夜晚前三裡。  第一站蘇州，寒山寺 楓橋夜泊 山塘街 拙政園 

獅子林，走遍小橋流水人家，怎麼拍都好看，但如果只是拍照就像逛很漂亮的大

公園而已好浪費，好在獅子林有免費講解提供在節省旅費的我們。  獅子林是我

最喜歡的點，它的特色是有"假山迷宮'，據說乾隆皇帝曾在此迷宮玩了兩個時辰，

但其實真正走完只要二十分鐘，這應該是誇張了點。坐著沒甚麼人的汽車，我們

到第二站烏鎮，旅店老闆是個熱情的光頭，check-in 的那晚他正和朋友在把酒言

歡，還邀請我們加了幾項菜。  因為前兩天已看不少相同景色，烏鎮並沒有讓我

們特別驚喜，倒是下起了雪，那不但是烏鎮第一場雪，更是我們這輩子第一次看

到雪，靠近來看還真的是雪花形狀。此時烏鎮大馬路無論開車還是奏路經過的人

們，有雪可以觀賞還可加碼看到兩個瘋子再亂吼亂喊。  接著整個浙江都下雪了，

西湖雖好，可雪夾雜雨折騰不起南方的我們，好不容易坐景區車到斷橋地點，卻

因雪不夠大沒看到斷橋，我們躲在麥當勞避寒，西湖美景見不到四分之一，這次

先做罷之後再來取經吧。   到朋友認識的阿姨家，她見到我們後立馬請吃一桌

豐盛的寧波菜，寧波湯圓比起其他湯圓有種說不清的特別最令我難忘了，寧波也

是個很進步的城市，阿姨開玩笑的說寧波跟杭州差不多，只差在杭州有西湖，寧

波是一片太平洋。   最後是我期待已久的義烏—橫店影視城，當我們說到義烏，

浙江人馬上說:小商品市場，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是一棟棟貿易大樓連接著，在入

住第一天旅店看見裡面的人正忙著做手工，義烏是以加工為主的城市。橫店影視

城我們去了兩個點:秦皇宮和明清宮苑，第一個是秦皇宮:著名的瑯牙榜在此拍攝，

比較多好玩的如假兵馬俑 提供拍攝畫面遊客可以深入體驗，明清宮院就普通，

就是故宮的翻版很大，不過在這終於碰到了我期待的劇組，看見拍攝基地白布和

理個半光頭留著小辮子著清服的演員，我整個超興奮! 完成了當吃麵群眾的小夢

想，真是此生無憾啊! 

  
Day1 楓橋夜泊&寒山寺 

 Day2 獅子林&拙政園 

 

Day3 烏鎮 

 

Day4 杭州西湖 

 

Day5 寧波 

 

Day6 義烏 橫店影視城 

 



後           記 

   回想起這半年在廣州上課的日子，我看見不一樣的學習環境，跟當初的預期

相同，包括:上課同學出席率高，勇於提問並發表自己看法，有些課上完甚至還

會鼓掌謝謝老師，每份報告大部分人總是積極參與完成，開會檢討改進，這些點

點滴滴反映出他們對於學習的態度，在十三億人口中只有強者才有機會往上爬，

教育是改變社會階級的其中項管道，激烈競爭是必然的，因此造就出要比強還要

更強的人才文化在中國早已根生地固。 我在台灣的朋友，相比在中國認識的朋

友們所修的學分數實在少得多，學習風氣更輸大陸一截，台灣的競爭力降低情有

可緣，放眼一望:台灣的對手是中國，中國的對手則是全世界。這次交換學生，

我深刻體悟到這點，眼界要放寬，生活格局不在僅限的台灣。 

   中國的互聯網科技實在前端，支付寶微信的使用，促進了許多產業鏈發展，

無論是淘寶，美團外賣，共享單車等等，這不但提升大量人口生活便利，也促進

整個中國各省緊密連結，每個商業及企業活動，政府其實都會看著，共產黨管理

下也許我們港澳台的人會說他專制，人民缺乏言論自由政治自由等，但也因政府

干預，龐大的中國才得以和平存在，且在政府倡導下，我覺得當地人甚至比台灣

人愛國心強烈。因為要管理不同種族 信仰 文化的人，統治者必須要有一套強而

有力的管理法才能撐起整個中國。 

   去過不同將近十個不同省，體驗不同氣候，從廣州的炎熱到冬季西安的寒冷；

體驗不同地形，從桂林山水到青海遼闊的草原；體驗不同民族，從湖南的苗族到

香港的西方面孔；體驗不同信仰，從塔爾寺的藏傳佛教到穆斯林文化；體驗不同

的社會階層，從澳門金碧輝煌的賭場到北京的胡同陋巷；體驗不同風景，從江蘇

小橋流水人家到敦煌古道西風瘦馬。  規劃旅行勇敢踏出第一步是自我的成長，

在台灣面積可能小些，在中國隨便畫了點都不是能想到就能到達的，旅行就不單

是玩樂，而更有了學習的意義。在美麗的中國，除了在旅行途中認識各地的朋友，

也品嚐到各地生活百態，地理課本歷史課本上一頁頁圖都成了真實場景，只有真

正走過，才能留下感動。 

  每趟旅行都述說著一篇故事，不知不覺中我的雙腳已寫下了本寓言小品集。 

  感謝我願意從東海踏出第一步，才能擁有我人生中這最美好的半年。每個學習

時刻銘記於心，回台灣後繼續往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