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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話題#方競妍的臺灣日記#閱讀量達 1000 萬多人次，特摘錄與東華有關的一部分： 

第二天，從臺北火車站出發前往花蓮。火車在海岸線行駛，左邊是太平洋，右邊是熱帶雨林，

身旁是大團大團絮狀的白雲懶洋洋地飄過。植物都枝繁葉茂，旁逸斜出的虯枝拼命爭取著每一

寸空間。可是下午到學校多次搭便車和被接待的經歷告訴我，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第三天，交換生入學註冊和歡迎會。學校是一個綠草藍天的巨大莊園，住起來非常舒服。這邊

垃圾分類和回收做得非常好，細緻到八寶粥的塑膠湯勺和蓋子都要分類回收。更令我震驚的是

臺生對大陸真的知之甚少，居然都有人不知道首都是北京。不過他們對大陸非常嚮往。  

第三天續，對接的臺生義工剛剛送我了一臺腳踏車，好開心～白天的花蓮會很曬，但是夜晚涼

爽舒適，特別是騎自行車逛校園非常愜意。校園裏面有許多“校狗”，是“愛狗社”統一打疫

苗戴名牌收養的，不怕人而且很友善。看見你會三五只默默跟著，但是不會進寢室。  

現在時間是早上七點半，在校園裏騎腳踏車發現全世界只有我和太陽醒了  

中午和同學一起在湖畔餐廳吃自助。開學第一天的第一頓正餐，味道淡淡的甜甜的，一點都不

下飯，有同學開玩笑慨歎到：“現在老乾媽就是我們的親媽啊”  

課件資料書籍都是全英文才發現自己英語水準還是有限。一個留學生遲到進教室一口氣喝了一

大瓶水然後開始劈裏啪啦插嘴問問題。忽然想起昨天晚上暑假去上海的臺生室友說，“導遊跟

我們說復旦是最自由的地方，可是我一點自由都沒有看到啊”，可能他們習慣了更自由。  

第八天，開學。清晨的校園靜悄悄，9：00 左右忽然熱鬧起來，大家騎著腳踏車大聲問候著“早

安”趕去上課。校園太大所以很少有人步行。全英文的課堂，國際名校的老師，各國學生，讓

人仿佛進入現場版 Ted。湖畔餐廳和便利店 7-11 的美食都深得我心，美中不足是被曬傷。  

純萌自 High 型臺妹室友帶給我的地瓜球，很香很酥脆。有了防曬新裝備，開心地睡覺啦。晚安，

滿足我所有幻想的東華；晚安，美麗的花蓮；晚安，遠方的你。  

第九天，試聽了一天課。下午四點，山上大朵的雲升騰起來遮住倡狂的太陽，霧氣隨即滲下來，



涼爽很多。放學騎車去志學街吃東西，芋圓豆花水果雞腿飯一起人民幣三十左右。老闆娘看我

臉有曬傷，推薦我敷蛋清和蘆薈，還送我一個沒下鍋的茶葉蛋，用過果然舒服多了。  

第十天，日語課。教室地面非常乾淨可以放書包，廁所也非常乾淨配備紙巾甚至衛生綿。中午

和義工吃飯，號稱超級辣的熱狗包子都是淡淡的甜味，就像臺灣人一樣溫柔。跟室友聊天，她

們覺得大陸人缺少人情味，特別是上海的排外讓唯一去過大陸的室友非常受傷，不過她很中意

杭州和蘇州。  

學習在這裏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背靠青山坐擁湖水藍天白雲景美人善。網路神速，24 小時熱

水溫水冰水，冰箱，熱水器，空調，吹風機，榨汁機，印表機，電飯煲，烤爐等等寢室都有。

學院寢室每一層都有豪華自習室，圖書館多圖書，便利店很便利。自己的書桌很安靜。  

第十一天，寢室學習。一早就聽見風雨聲聲撞在窗外葉子上，窸窸窣窣像笨拙的怪物在說悄悄

話，遠山雲霧繚繞仙氣騰騰，近樹枝葉鮮嫩娉婷香風徐徐，滿目清新。一日閑讀無事。晚上室

友煮了一大鍋泡菜金針菇烏冬面，圍爐就餐好個暢快。  

第十二天，颱風過境又逢地震。我睡得很沉甚至沒有感受到，臺生就更為淡定啦。風雨綿綿不

休倒是讀書的好天氣，雨的旋律讓人格外心安。晚上和隔壁妹子一起煮飯，一大鍋皮蛋瘦肉粥

讓寢室變得好溫暖。每天猜拳都沒輪到刷碗還真是不好意思啊～  

隔壁妹子冒颱風給我買的大雞排味道跟大陸街上的臺灣雞排完全不一樣！吃宵夜，聊兩岸，才

發現，一灣海峽橫亙太多誤解，這麼近，卻又那麼遠。今非昔比實在讓人扼腕歎息。晤談曉知

之任，吾輩當仁不讓  

第十三天，雨過天青，假過課多。微處理機老師博學強識講課很緊湊，就是一連三個小時滔滔

不絕讓沒吃早飯的我甚是煎熬。實驗課和德國同學一起，人家的自學能力讓我自愧不如。認識

了好多外國朋友，還有以前沒聽說過的國家的，感覺很有意思。  

第十四天，語言習得。這裏日語堂堂爆滿，死皮賴臉終於選上一門日語課，第一次口語考試 100

分獎勵自己午餐吃大魚。下午的翻譯與編輯實務課直接參與“楊牧書房”網站的建設，很棒的

體驗，翻譯大師主講讓人如沐春風意猶未盡，我終於遇到了我的船長。  

第十五天，社團。英文通訊課感覺就像英語課老師講了一篇特別難的科技閱讀。教室窗外徘徊

著白鷺，校狗會來教室踱踱步，學生自由出入，萬物皆自閑。晚上參加 Toastmasters Club 被真

正的社團，真正的演講者震撼到！下周的個人演講，我必須把沸騰的自己講出來！  

這幾天真正接觸到東華的語言學者，感動觸動激動甚至可以說是整個靈魂在顫動。太久太久，

本專業的課業橫亙在中間，我無法投入真正熱愛的專業，拿出真正的水準，只是一個無奈無力

的局外人。感恩這半年的出逃，讓我有機會做自己喜歡的事。我終於遇到了我的船長，我的船

隊，我自己。  

第十六天，仰山莊民大會。我已經連續三天吃參加活動提供的免費晚餐了，真的很奇怪這邊社

團活動怎麼運轉的，資金何來。夜幕下的校園有點北歐小鎮的味道，靜謐無人，但是活動現場

卻都溫暖熱鬧。所住的仰山莊宿管都是學生，但是做事細緻認真。所謂學生自治大抵如此。  

第十七天，很高興來到一個不是自習室的純粹的圖書館。東華大學圖書館  

一邊是活動中心刀槍棍棒音樂舞蹈，一邊是圖書館靜謐莊嚴，一邊是體育館激情揮汗，感覺半

年的時間根本不夠用  

第二十一天，課堂模擬教育部翻譯鑒定考試 92 最高分通過，意外驚喜又備感壓力。因為自評還

是說服不了自己。適應各種文體且有自己的風格還任重道遠。要加油。畢竟競妍 jy 打字出來就

是加油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境外往往活得更像自己。是不是一定要打亂重排背井離鄉一定要奢侈一回才



肯心滿意足乖乖學習。我只能相信來臺灣是我以往所有努力換來的獎勵。但以後我還是會留在

國內留在家人身邊，我愛風景更愛一起看風景的人。我的生命不僅僅是享有更應該回饋。  

第二十二天，演講。蟬，聲聲不休即使為人忽視也是夏的不二發言人。這便是發聲的意義。雖

然都勸我不要多說，還是於國慶日在臺做了一次敏感的演講。因為有些話必須有人說，那個人

可以不是我，但我必須是那個人。收到一疊各國學生的回饋，很值得。 

第二十四天，太魯閣。戴安全帽走在山間棧道，賞山石嶙峋聽山泉激濁。是自然也是前人的饋

贈。感恩有歸屬感的團隊讓旅途變樂途。你們才是最美的遇見。 

好累好累，好高興看到自己的成長，從汲取到回饋，從模仿到創造。今天跑了系辦，實驗室，

行政樓，搞定所有選課事宜，還完成了我最自豪的一次演講。這麼多年，終於給出祖國母親我

的禮物。喜歡那句評論，“自豪地談論家鄉的時候，你周身閃耀著光芒”。希望這光芒不會黯

淡。 

第二十五天，游泳。學校的運動場地設施都十分完善。學生運動也很專業化。體育課開設有獨

木舟潛水攀岩等在大陸看來很奇特的課程。運動前後當然要補充能量大吃啦～現在一天四五頓

每時每刻飽飽噠～ 

第二十七天，乖乖學習。大陸的專業課在這邊都是研究所的課，可見大陸教學的專家培養化。

過來直接跟學長姐聽課還是有點含糊的。射頻老師講了一下午科學史結論是：不會保護自己合

法權益的人往往下場比謀一己之利的騙子還慘。因此特地提醒我們論文一定要署名，倒不無道

理 

如果還是將記憶歸存在白髮老人遙望海峽痛哭流涕的電視畫面上，無疑是自欺欺人和一廂情願

的。身邊年輕人對大陸幾乎沒有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感。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又怎麼會惦記一個只

聽說過許多荒誕故事的遠方。再長大些恐怕即便是孤兒對親生父母的話題都不痛不癢了罷。 

一直以來 Toastmaster 是讓我狂喜的社團。可是今天，在圖書館裝幀精美的豐富外文書籍面前，

我竟然猶豫了：到底參加不參加社團？是讀書還是演講？是輸入還是輸出？時光無多該如何是

好。 

第二十九天，學霸養成。忐忑地過著美好得不真實的日子，偶爾後怕自己敗了家，仔細想想是

公費交換生不禁長籲一口氣。看到郵箱裏吉林大學的北國之旅冬令營的宣傳通知，不知道會不

會也有一個臺灣學生，拍著照片，寫著他的大陸日記。 

第三十天，為了翻譯翹了一天課倒也大義凜然。靜夜到白晝，文思汩汩不舍乾涸。不羡慕浩浩

湯湯東流入海只想著哪一天能救濟一兩個口渴的旅人。又也許就這樣新鮮地流動著便好。時光

無多，一定要做熱愛著的事。 

交換生的灑脫在於一開始就知道很多事沒有結果所以乾脆不想撿起來。理智就是，清楚自己就

像一只候鳥，終究回到屬於我的地方，不會逗留太久。一場脫離現實的夢/你有你的/我有我的/

方向/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第三十三天，窗外山雨欲來，圖書館裏卻寂靜依舊。其實最安寧的這裏才是最喧囂的地方：各

個時代的刀槍棍棒金戈鐵馬，各片陸地的喜怒哀樂滄海桑田。故事和思想叫囂著，被歷史封印，

被時光典藏。  

第三十五天，作業優異被老師指派為翻譯主筆卻沒有人自願隨隊。臺生不願意跟陸生，陸生不

願意跟學電子的，總之人格魅力不夠。就算老師讓我棄理從文又怎樣，還不是不被認可。一直

都是個文科生眼裏的理科生，理科生眼裏的文科生，孤獨的怪胎 

 第三十六天，被小孩和小狗粘著最開心，因為他們單純到只會喜歡你的人，其他的都不管。喂

過幾次的校狗天天趴仰山莊門口見到我就蹭過來，有傢伙惦記著你回家感覺真好。在校園騎腳



踏車，剛剛修過的草坪蠻好聞。對了，你們的臺灣手抓餅在這裏叫蒙古蔥 Q 餅，一方人糊弄一

方人 

第三十七天，湖畔咖啡廳，美景美食心情也晴朗起來。既然想要逃開平庸就當然會遇見陌生啊，

想要流浪就當然要忍受孤獨啊。沒有什麼委屈的，皆你所受，皆你所得。想想自己成功出逃還

蠻激動呢。 

第四十一天。老師談到東華白色恐怖事件，說臺灣和香港現在是民主過了頭，冒出來許多法匠，

鑽法律空子謀一己私利誰吵鬧聲大誰就有理。我不懂我只會吃飯 

第四十二天 

每次上課老師問大陸怎樣，聽到別的交換生把大陸說得一無是處我就火大。有時候是你自己的

問題幹嘛事事強加到制度上。最討厭無原則崇洋媚外的人，選你來交流不是來丟臉的。 

第四十四天，去吉安參加無線電從業人員資格證的考試，連考完得瑟的微博都編好了，結果告

訴我陸生不能考。還擔心考完寶島人民會高薪留我的，想多了… 

第四十五天，湖畔玻璃屋，免費午餐，圍坐品英詩。景美詩美，餐足意足。這才是真正的文化

氛圍，這才是真正的講座。還是那個問題：他們的錢哪來的？我們的錢哪去了？ 

第四十六天，做完這一周的翻譯如釋重負。驀然發現自己繞了一大圈最後的選擇仍是集結了語

文和英語兩門對我不離不棄的學科。終於明白年輕時候因為一本書一部電影或是一個老師而踮

著腳地愛一門課，終是重心不穩的，真正的熱愛是發自內心的理解。 

第四十七天，喜歡晚上步行去圖書館。一路上風很安靜，近山上的燈一閃一閃像星星，草坪上

巴掌大的蝸牛悄無聲息進行著她們的奇幻旅行。一個人，融進黑夜，仿佛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

聲息。我不喜歡一個人卻著實喜歡一個人的時光。這半年果真像是偷來的。不多不少，半年就

好。還有 84 天就回家了。  

第四十九天，偶然玩味起東華宿舍。這些耐人尋味的名字是詩人楊牧所取，分別喚作：仰山，

行雲，涵星，擷雲，迎曦，沁月，向晴莊。好了不說了，在仰山莊休憩多時，也該出門上園子

裏走走了。看今個這天時，想必采它一碗秋露也是極好的。  

第五十一天，資訊工程和電機專業課常常只有我一個女生，又是交換生，格外引人注目。老師

上課總是問“你們中國也是這樣嗎”隨時準備漂亮地回應都不敢分心；下課上廁所都聽到隔壁

在大聲談論“那個大陸人”；走廊上走一遭被目光灼得遍體鱗傷；吃個飯也會被問好多中國地

理活得也是蠻累。  

第五十五天，陽光下牟足力氣，水汽們撒歡著掙脫海面，卻沒多久就稀裏糊塗困在海岸山脈和

中央山脈之間，越急越撞越撞越多，這般籠起了秋意。理工館的鴿子在屋頂看著雲的熱鬧，而

我看著它們。會不會你在看我？我不知道。不過，我就順便活得好看一點吧，希望你喜歡。  

第五十八天，早起看日出趕回來剛好沒誤一天的滿課。下周期中考，我還是玩心大過定力，哪

怕坐在圖書館也決計不翻專業課本，倒是泛讀文史不亦樂乎。何懼？把時間揮霍在喜歡的事上

心安理得。  

臺灣的的網路教學平臺真的很完善，各種郵件通知也很方便及時。不用擔心開班會或班長通知

帶來的消息延誤或遺漏。每堂課的課件資料作業老師和助教都會上傳並且隨時可以聯繫到他

們。學生當家作主無所顧忌，老師更像是服務者，比如系辦老師態度超級客氣，還跟我說，叫

我大姐就好。 

第六十三天，考完日語明後天還要考通信原理無線網際網路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下周還有微處理

機 CMOS 射頻電路設計期中考全英！文！午餐不好意思拍照因為室友的哲學導師請我們吃飯！

這位一課難選的名師果然談吐不凡！ 



第六十五天，提前交卷就是這麼任性。不知不覺算是進入雨季了，連天淅淅瀝瀝，枝頭一度的

高傲不敵風雨灑落一地。現實就是有這般強烈的破壞欲，莫名想起了熵增原理。路上遇到幾只

校鳥環頸雉，跑起來傻乎乎的蠢萌至極。想做一只雨天的笨鳥，懶得飛可以說，你看，下雨了

呐。怪我咯。  

夜路甚美，庭前花兒盡數謝了，太匆匆。這只花狗叫中分，因為顏色分明。而那倆兄弟，我實

在分不清哪個是土豆哪個是黑豆，如果不看名牌的話。每天晚上看見他們總莫名心酸，特別是

雨天。那麼乖，都不會想要跟進來。會想起小時候非要養的小狗小貓小兔子跟了別的主人，會

不會還活得很好。  

第六十六天，和座談會上馬來西亞的風箏姑娘聊了好久才發現我們都不是臺灣人。女神 Cristanne 

Miller 讀 Emily Dickinson，每一句都像山澗清泉流過長滿青苔的石頭，舒服清冽讓人清醒又教人

迷醉。感謝東華給我這份能與經典面談的幸運。愚昧如我結識各國友人領略異國情懷真的啟迪

心智。  

第七十天，運動會放假一邊整理翻譯一邊吃零食追日劇補番，倒也過得自在。說實話常會要求

打包外用以避免獨自用餐的尷尬，不過現在已經能開心地一個人吃牛排，還用番茄醬在煎蛋上

畫笑臉自娛自樂了。就像決賽可以帶親友團，平時練習還是要一個人默默努力啊，總不能像蝸

牛隨時背著家。  

 

第七十二天，神探李昌鈺的演講上參與互動意外獲得簽名。這份幸運讓我更加堅信了演講的主

題：把不可能變成可能。大膽去做吧，那些嘗試時候犯下的愚蠢的錯誤都將被遺忘。這航道看

似暗礁重重，可是，只用記住一條安全路線就夠了啊。幹嘛用心裏的石頭堵住未知的欣喜呢？ 

 第七十三天，早起逛過日式寺廟上山采果子俯瞰海天之間山下城連連。中午主題餐廳和小貓一

起吃飯，教瑞典帥哥吃烤鴨，晚上臺灣詩人陳育虹給我頒英文詩佳作獎，人生第一次領獎金交

稅。伴著校慶文化祭交響樂騎著單車，聞著燒烤的香味，希望今天的幸福像廣場上的探照燈，

照進以後的日子。  

 

第七十六天，瑞典帥哥載我去慈濟吃拉麵看夜景，中日英三語聊著各種背包行經曆，看著滿天

繁星都有自己的位置，感覺世界很大，未來無限可能。旅行最有意思是遇到各地人，不同文化

的衝撞讓對話變得有見地。慶倖自己沒有囿於小圈子而是融入臺生和留學生的大集體 

第七十九天，哲學導師請客。特地選坐最膽小軟萌室友的車赴宴，結果妹子一路狂超車簡直酷

炫。牛肉麵肉大湯濃，虱目魚羹味道鮮美，茶館清靜典雅。老師還送我一個日曆本，好期待在

2015 每一頁寫上我的故事。吃得飽飽的好幸福，還帶回來馬卡龍和柚子。很久沒想家了大概是

過得還不錯。 

第八十天，就像盤子裝不同的食物，就像杯子盛不同的果汁，就像小魚在湖裏打亂位置，就像

白雲在空中變幻無窮，我在過著每一天，把喜歡的東西一樣一樣塞進日子裏。這是我解過最有

意思的排列組合了。 

很高興，時至今日，我仍是那個赤足走在田埂上無憂無慮的小女孩。 

第八十五天，我曾一度以為自己來自外太空的某個隱秘星球，暫居地球卻終踏歸途，甚至會推

測回歸“故里”時對地球會有怎樣的懷想。然而此刻，在寶島的進度條走過大半，才恍然發現

這次註定離開的遊學，不正是這樣，一路遇見一路告別。  

我看見的選舉像鬧劇沒有覺得多有效但是透過室友對學生會的民主不能不敬佩：老師校長都須

得面臨責難被學生罵得低頭不語；事無巨細投票徵詢意見透明度極高；寢室常作為據點討論系



裏班裏的大小事宜權衡利弊，每個人都極富參與積極性，集團榮譽感極強。執行力極強效率極

高參與率極高。  

“不不不，不是物是人非，他們都沒變，變的是你，是你行走得太快。你的新想法，他們已然

不能理解。你信不信，原來合適的現在已經不合適了。”你講得那麼認真，我差一點就信了。  

第八十八天，這兩天聽到很多看到很多想到很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可是國恨家仇是做

不到換位思考的。每個人都會選擇能夠佐證自己的資訊一遍遍強化固有的看法。歷史向來摻雜

主觀臆斷。所以，已經不會像剛來的時候那麼激進，而是開始體味個中辛酸，開始尊重每一種

生命姿態。 

第九十天，來臺灣最大的收穫就是為自己洗脫了“不合群”的負罪感，原來之前不是我太挑剔

而是沒有遇到合適的環境。於斯生於安樂，吃喝玩樂之際對學科的理解也更加深入，特別是語

言的習得簡直脫胎換骨。我以前完全不敢相信自己能翻譯上萬字的文稿也不會相信自己能開始

日語交流。  

第九十一天，圖書館借影碟，學語言是追劇最好的理由了。不過譯名不同找起來很困難。比如

萬萬沒想到“宅男行不行”是“生活大爆炸” 下雨天就該吃著烤魚看電影 在聖誕樹上掛了自

己的心願卡，沒有多餘的奢望，我愛的人都要好好的 遠山一定是冷了所以扯來雲朵當圍脖  

第九十二天，導師找我談話，很吃驚他記得我修的每一門課，說覺得我的課表奇怪所以要聽聽

我的想法幫我職業規劃。還把他帶的研究生學長交給我使喚。學校老師都很厲害，校長還提名

過諾貝爾物理獎，人也是出奇的好。很感動對我這個臨時學生也這麼負責。晚上室友帶我飛到

夜市好開心。  

東海岸。  

第九十三天，跟室友聊天，還未分別就開始懷念。雖然她們活潑愛鬧，但是每每我要睡覺都會

熄燈關外音。回到寢室好吃的已經煮好，幸福的香氣遠遠就能聞見，言語上的關心更是毫不吝

嗇。真的感激，害怕回去已經不能適應，畢竟被這裏的關懷寵溺了太久，雖然她們管這些叫做

“基本的禮貌”。  

第 104 天，在臺灣的冬至，“吃湯圓人團圓”是不可或缺的習俗，為聊慰我們境外學生的思鄉

之情，國際處特舉辦了「冬至暖暖搓湯圓」活動。我們桌被我帶壞了，吃飽了就都開始捏泥人

玩。沒想到我捏的小企鵝小豬下鍋之後居然完好無損更可愛了 凜冬將至，可是這裏很溫暖  

第 105 天，上課覺得好餓就溜出去吃了個下午茶，逛了逛校園。久違的晴天，陽光下葉子鮮妍

可愛十分“欠拍”，小狗以為我在拍它特地站起來擺了張耍帥臉。感謝自由的花蓮教會我給自

己鬆綁。不當班長不用以身作則感覺自己隨性了很多。生活無限可能，做喜歡的事。你本可以

不用活得那麼累。 

第 111 天，系主任上完課邀請我來臺讀研究所，聊到夢想聊到未來心中不甘愈演愈烈。這次赴

臺做交換生真的是我人生又一個轉捩點。見多了周遊數十國的人，自然無法再自欺欺人作繭自

縛固步自封。想要看看更大的世界，根本不敢偷懶。你知道外面的外面是什麼模樣嗎？我不知

道但我會知道的。  

第 112 天，上午日語平時成績 100 分結課，中午和火車上認識的新加坡男生單車逛校園，下午

翻譯課結束與英美系的同學吃晚飯，晚上跟爸爸、室友及好友聊天。心裏一堆感謝的話，說出

口的卻只有那一句，很高興認識你。你相信嗎？相似的靈魂總會相遇的，某年某日某地，一定

會再相遇。 

第 113 天，和女博士 2014 學校湖畔餐廳最後的午餐。素面朝天的年紀，一個晴天就足夠在心裏

臉上通通灑滿陽光，何況馬來西亞的風箏姑娘遠遠看見我特地趕來約下次最後一起吃個飯。下



午火車赴臺北跨年。這一年因為來臺交流的選擇而美好得不真實。感恩所有遇見感恩所有安好。

新年快樂。  

第 119 天，陸續結課進入期末考。Q 群裏下學期來交換的同學開始嘰嘰喳喳問這問那，告別了

最後一個因為日語課和翻譯課而備感充實的星期二，不得不承認在臺灣的日子已為數不多。還

有兩周，洗衣粉用不完了，圖書館借書的期限落在我觸不到的日子。陽光這麼明媚，還以為時

光也這麼慷慨，呵。  

第 120 天，中午跟風箏姑娘告別宴。聽她講海島的故事，相約馬來西亞見，一個個去證實。下

午導師聊天，有幸在臺灣遇到的老師都是人生導師型，認真聆聽學生的想法，耐心解疑答惑提

出建議。這裏公車司機會對每一位乘客道謝和微笑，客服更是細心悉心。突如其來的禮遇常常

讓人不知所措。  

第 121 天，買搭飛機回家時去臺北的火車票，習慣性想要定返程票，結果心裏一咯噔，發現再

不會回來花蓮了。擲石穀底無聲息，失去的無力和酸楚在心裏輪番炸裂。還好期末考試是個攔

截離愁別緒的好堤壩。  

第 122 天，境外學生春節圍爐。資工電機的同學坐一桌，吃火鍋，拿紅包，聊天，按慣例以講

鬼故事終結聚會。回來 K 書中心已經爆滿，圖書館快閉館了，教學樓又太遠，只能到宿舍樓的

自習室復習。不過相比大陸學校的期末占座，教學資源倒是富餘得多，總歸還是放得下一張安

靜的書桌的。  

第 124 天，快要被高漲的厭學情緒淹死的時候，繞校園跑一圈感覺好多了。記得以前某學神鄙

夷逛公園對減少錯誤率沒有絲毫幫助，但是對學渣我，走走路散散心還是很有幫助的，至少不

至於鬱鬱寡歡活在陰霾裏。世界這麼大活法那麼多，拯救世界有超人，我可以寫我的詩唱我的

歌做好我會的事。  

第 125 天，馬上要考單片機和高頻，我卻在通宵夜唱。多年以後，不會記得考試的內容，但是

想起跟好朋友們唱歌的歡樂一定還是會被感動的暖流環繞。謝謝短暫的相遇裏，那麼自然地將

我納入你們的圈子，單純可愛的你們讓我對人性的美好重燃信心。原來我不是孤僻怪小孩，會

遇到合的那群人。  

陽光普照大地才溫暖適宜，匯於一點則會灼熱生火。所以，勻一些愛給生活，不冷落自己的愛

好，也不至於壓迫到身邊的人。  

第 126 天，忘帶門禁卡，看到一個姑娘要出來趕忙快步想能趁機進宿舍樓，姑娘退後一步，保

持門的開啟感應，等我進去才重新邁步“謝謝你”“不會”。每天都被這些小溫柔關照到，很

圓滿。收拾東西翻出來剛來的時候在花蓮七星潭海邊撿到的石頭，圓圓的，沒有缺憾，跟這半

年一樣。  

第 128 天，考完聽臺師大翻譯研究所院長的新聞編譯講座，完成期末成果報告，與副校長聊天

就餐，本學期完美作結。討論會上微創業學程以就業為學習導向的理念深得我心。學習就應該

是開闊視野、增強文化實力，努力讓生命豐富的積極的過程。還年輕不要小看自己，保持好奇

心，發揮想像力。 

晚餐在學校的“綠色廚房”。你相信這間餐廳源自一門通識課嗎？修讀這門課的學生會自己參

與到食物種植、製作，蔬菜長勢甚至與成績直接掛鉤。友善環境農法培育的作物，佐以健康烹

調，才製成面前這份低碳有機營養晚餐。學校的課程能做成這樣，不得不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