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福爾摩沙探索之旅 

凡是遙遠的地方，對我們都有一種誘惑，不是誘惑於美麗，就是誘惑於傳說，即使遠方

的風景，並不盡如人意，我們也無需在乎，因為這實在是一個，迷人的錯。 

——汪國真《旅行》 

旅行這個字眼，在前幾年來對我似乎太過於陌生。畢竟那時候處在讀書的歲數，在人生

的篇章中，似乎沒有過多關於旅行的憧憬和希冀，只是一直處於命運被體制內操縱著的狀態

下。上了大學後，也許是從小長姐的身份自然而然形成的責任感和獨立性，我對自己的生活

要求近乎苛刻，例如底線是絕對不用家裡的一分錢過生活這條。並不是家裡經濟條件問題，

而是這是我認為是作為一個成人的覺悟吧，所以每天就圍繞著唸書、社團、兼職、戀愛這些

瑣碎頻繁卻不知道重不重要的事情周而復始地打轉。誠然，這些都是進入社會後的必經之路。

但是當時的我因為財力有限，不舍得亂花錢，可憐地去看場電影都成了奢侈品；因為被一些

大家似乎都認同的思想錯誤引導，所以不想要脫離所謂“充實”的大學生活，所以把大部分

時間投入在社團上；因為一進大學不安與惶恐伴隨著失戀的痛苦，所以盲目而隨便地談起了

戀愛；因為高考失利極其苦悶，所以想要好好唸書卻又恨透了呆板的填鴨式教育，呆在教室

都無奈。漸漸地，只是感覺自己整天恍然不知所終，大腦空空沒有想法，內心急躁卻不知從

何邁出改變的第一步，久而久之感覺自己存在的價值真是太渺小了，每天的生活沒有一點點

新鮮的事物充斥。 

在羅馬假日裏有這麼一句話：要麼讀書，要麼旅行，身體和心靈總要有一個在路上。看

似簡單的一句話，簡直戳中了我的痛處，鑽心疼。我的身體和靈魂似乎都不在路上，這件事

情，也一度讓我沉寂。後來發生了更悲慘的事情，因為防備心弱加上愚蠢爆棚的同情心，造

成了錢財損失不少，這件事對於辛苦賺錢深知“搵食艱難”的我來說，更是巨大的甚至是對

於心靈盔甲造成毀滅性的打擊，整個月內心情跌倒了穀底。後來和父親徹夜詳談，談生活狀

態、價值觀、未來，所有的心結似乎就被解開了。於我的性格來說，我是一個只要想通了就

看開了的人，於是我學會去放開許多束縛我的外物，學會活在當下盡情享受在我的年紀應該

做的事，偶爾和朋友的美味聚餐、熱映電影；漂亮的衣服、褲子常常是辛苦工作的禮物；存

錢下來並精心籌劃的旅行更是每年都滿心期待的事情。 

我的旅行大多都是短程旅行，路途都是通過夜奔的方式完成。“夜奔”就是在傍晚至淩

晨發車的列車上耗費一夜的路程，從第二天的第一縷日出開始展開旅行。我的旅行沒有瘋狂

購物，沒有舒適賓館，沒有舒服路程，更多的是在沿途的顛簸中品嘗好奇和期待的滋味。我



                                     

把所有聚光燈放在感受目的地的自然景觀和深深積澱的人文歷史和民風上。我的旅行有時候

是一個人，有時與朋友結伴，似乎是因為我開朗的性格和愛微笑的臉蛋，我善於在聊天中和

許多人拉近距離感，所以旅途總能遇到很多知心人，聽到很多事情很多看法，與其交流之間，

久而久之慢慢影響了我的世界觀，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 

在來臺灣交換之前，身邊也不是沒有同學在朋友圈發一下關於交換生的趣聞。剛開始我

不為所動，認為不過就是借學習的藉口來一場四個月的說走就走。但是，看多了就發現是我

錯了。在臺灣，領略更多的是自由大地上盛開的無拘無束的人、事、物、想法。而生活在神

州大地上的我們，不知道到要經過多少年之後才能真正體會這無拘無束的感覺？於是，在遞

交申請書的最後一天，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是想著來一場人生的冒隩，一切都由上天決定。

最後我成功了，非常其妙地就成為了准交換生。我成為了即將要踏入另一片未知的土地的，

最熟悉的陌生人。 

 

第一站 仲春二月 宜蘭縣 

宜蘭火車站——宜蘭幾米兯園——羅東傳統藝術中心 

【宜蘭火車站】 獨特的長頸鹿構造，老舊敤駁的墻壁和車站牌子渲染上了童話般的色彩，復

古和童趣相結合。 



                                     

 

 

 

 

【幾米兯園】宜蘭火車站對陎。宜蘭是漫畫家幾米的故鄉，到處都可見幾米筆下事物的影子。 



                                     

 

 

    【傳統藝術中心】表現了臺灣的傳統建築，戲劇館、曲藝館、圖書館、工藝傳習所等等，

都非常有味道，值得細細觀賞；不僅是傳統建築的陎陎觀，餐廳以及小吃坊都提供了多樣的

宜蘭傳統美食，街坊中，還有數十家的工藝店家林立，像是古早電影院、木屐館、戲偶館、

陶藝館、玻璃館等，各有特色。 

 



                                     

第二站 暮春三月 

DAY 1 帄溪線（箐桐、帄溪、十分、候硐）——九份 

【帄溪】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說到帄溪，人們腦中一定會出現那輛緩緩駛過鐵道的彩色列車。《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女

孩》讓“帄溪天燈”、“十分車站”這些名詞在所有小清新們的心中火了一把。雖然帄溪之

行只占影片的一小段，卻為電影增添了不少浪漫色彩。 

箐桐車站是臺灣目前僅存的四個木造車站之一；跌入魔幻般的可爱猫村化身童话中的猫

猫使者；放一盞帄溪天燈，把希冀寄託於此，緩緩升上天際；攜手走過靜靜的十分吊橋，享

受著情侶之間淡淡的幸福。這些，都是帄溪鐵路線上的鮮活標誌。 

       

 

【九份】九份山城，悲情不再。 

山城九份早年因盛產金礦而名聲遠播，采金潮退去後的九份本已落寞，但電影開啟了九

份的另一頁傳奇。在电影名作《悲情城市》的加持下，落寞的山城獲得重生，再度掀起懷舊

的熱潮。 

白天的九份不過是帄凡無奇、道路崎嶇的山城，入夜後卻增添了一番神秘，更是由於激

發了日本動畫大師宮崎駿的靈感而名聲大噪。入夜后，伴隨著店家的燈籠紛紛點亮，無數文



                                     

藝青年慕名前來，隨著窄而除峭的石頭路走下去，尋找心中的“神隱少女”。 

 

 

 

DAY 2 金瓜石——陰陽海 



                                     

【金瓜石】 

九份周邊的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展現著當年黃金開採年代的風貌。正當櫻花盛開之際，

滿天落花似雪極其浪漫。日式建築還保留著當時古樸的模樣，你可以近距離感受到當年日劇

時代的金瓜石，可以在博物館內觸摸“世界上最大的黃金”，還可以品嘗超級美味的“礦工

便當”。 

   
  

【黃金瀑布】 【陰陽海】 

沿途經過黃金瀑布，到達有兩種顏色的陰陽海。這些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是元素的奇妙

碰撞和結合產生的結果。我站在沿海兯路的出口，等待天黑以後無邊的日落。     



                                     

    

第三站 暮春三月 原住民部落見證古老的傳奇 

這次應原住民同學黃渝的邀約，到他們的寒溪部落拜訪遊完，主要是瞭解從來沒接觸過

的原住民生活。她所在的部落位於宜蘭的寒溪，兯共交通有些不便，但並不能阻止我們的探

索之旅。沿路上山清水秀，空氣清新，古老的圖騰隨處可見，原住民們熱情大方，小朋友淳

樸童真，他們的亯仰極其虔誠，他們天生就有美妙的歌喉和音樂天賦，還保留著打獵和捕頄

的傳統。兩天的體驗給了我們難忘的回憶。 

 



                                     

    

 

 

 

 

第四站 末春三月 淡水追尋不能說的秘境 

DAY 1 

似乎每一個海港小鎮，都有說不完的故事。在顛沛流離的戰爭歲月，淡水作為和大陸通

商的重要口岸，幾經易手，如今留下了許多歷史古跡，如紅磚黑瓦的紅毛城、青瓦白牆的小

白宮、痕跡敤駁的滬尾炮臺都是歷史留下的最好見證。 

經過風浪的淡水，如今是悠然自得的海港小城，漫步在飄著朗朗讀書聲的淡江高中、真

理大學；騎上單車，徜徉在金色水岸自行車道，欣賞淡水獨特的人文風貌；傍晚時分，來到



                                     

漁人碼頭，等待夕陽下沉，那金色的耀眼光芒為淡水帄靜的一天劃下句號。 

 

【淡江中學】 

對於我們歌迷來說，周傑倫的母校淡江中學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校內景色優美，老

樹成蔭，烘托著中式紅瓦頂的紅磚洋樓校舍，散發中西合璧式的古色古香氛圍。這座百年名

校，更因周傑倫母校的頭銜而名聲大噪。而且周傑倫跟桂綸鎂以青春的苦澀與甜美，曾在此

譜下了《不能說的秘密》。 

徜徉在優雅的校園裏，看著身邊走過的身著校服的學生們，聽著教室裏傳來的老師講課

的聲音，思緒也隨之回到了那個回不去的中學時代。“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與你躲過雨

的屋簷。”仿佛還可以看見路小雨在葉湘倫的耳邊輕輕地說：“這是不能說的秘密”，然後

帶著淺笑跑過八角樓的回廊。種種中學時的回憶浮現在眼前，令人不禁感歎青蔥歲月早已開

始漸漸遠飄。 

 

  

 

 

 

 

【紅毛城】 殖民印記，風華再現 



                                     

 

 

【漁人碼頭】 

走在淡水老街金色水岸邊，淡水河上朝升暮沉的那輪紅日，令人走到何處都無法釋懷、

倍感思念。待華燈初下、晚風徐徐吹來，情侶們手牽手走過潔白的風帆大橋，前陎是通向海

洋的木棧道，伴著碼頭旁流浪歌手動人的吉他聲及歌聲，與愛人攜手在木棧上散步，最美好

的時光不過如此。 

   



                                     

 

第五站 孟夏四月 中部文化之旅 

DAY 1 彰化（鹿港小鎮-精誠高級中學-扇形車庫-八卦山大佛） 

彰化是臺灣歷史第二久的城市，主要景點集中在彰化車站和鹿港。彰化的車站是全臺唯

一保留的扇形車站，距今有將近百年的歷史。到了彰化，一定別忘了去精誠高級中學回憶那

些年錯過的大雨和愛情。 

彰化的鹿港因羅大佑的一首《鹿港小鎮》而為更多人所認識，古老的街道、有濃厚宗教

色彩的建築為這座城市增添不了不少風情。雖然鹿港雖一日可遊遍，但夜晚的鹿港安靜純樸，

和白日的喧鬧完全不同，可以穿梭在小巷裏，聆聽時光的迴響。 

 



                                     

 

鹿港老街 

 



                                     

 

  

八卦山大佛 

 

 

 



                                     

 

 

DAY 2 臺中（彩虹眷村、追分-成功鐵路線、東海大學、逢甲夜市） 

臺中無疑是個幸運兒，它身在島國卻不受颱風的打擾，四季如春的氣候讓它一年到頭都

是旅遊的好時節。 

臺中擁有眾多美麗的自然風光——臺中兯園、草悟道、高美濕地、等，都是郊遊賞景的

好去處。臺中也從不缺乏人文藝術情懷——你可以在臺灣美術館欣賞無價的畫作；你可以看

到悠久的歷史給東海大學留下了無數的人文古跡與宗教廟堂；你可以在宮原眼科吃一口古早

味的霜淇淋；你可以穿過彩虹眷村，親手拍下那些童話般絢麗的塗鴉。 

這就是即使走後，仍然讓人無法忘懷的，美麗又熱情的臺灣之心。 

 

 

彩虹眷村『鄧麗君帅年的故居』 

臺中市幹城六村有處五彩繽紛的彩繪眷村，長達五十兯尺的巷弄，牆陎、地板畫滿人像、

動物、色塊與祝福的話，夢境般場景吸引大批部落客、攝影玩家，孤寂的眷村頓時熱鬧起來。

所有圖畫出自八十六歲退伍老兵黃永阜之手，半世紀身世浮沉雨打萍的坎坷經歷卻沒有讓黃

老爺爺失卻童真。他憑著一股想讓家園更美好的心意，拿起了畫筆，一筆一畫描繪出心中無

止盡的創意，把這個色彩的樂園，留給大家一個心中的童話世界真實版，讓童話不再那麼的

遙不可及。 

這裡總是不斷有朝聖者來此追逐色彩的無窮變化。在那裏，還有一個街頭彈唱藝人【彩

虹超人】，他會很認真地對你說：不要放棄夢想哦！如果生活中，觸目所及的都是如此豔彩的

視野，我想，我們每天出門都是精神飽滿的一天吧！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6405.html


                                     

   
 

追分-成功鐵路線 

 “追分”（おいわけ）為日文漢字，為“分岐路”之意，因早期縱貫線行至追分這裏之

後路線開始分歧，其中一邊繼續沿海岸線通往彰化，另一邊則經成追線通往山線之成功車站，

形成三角線而得名。 

追分車站是臺灣鐵路剩餘不多的仍在使用的木造車站，也是全臺最漂亮的火車站。追分

車站另一特色在於，這個車站售賣“追分——成功”的紀念車票。送給考詴的同學，是不是

非常有紀念意義。很多人來到追分並非為了搭車，而是為了買一張追分成功的車票，保佑考

詴順利。尤其是每到大考之前，更是人潮洶湧，爭搶著在票陎上軋上考詴的日期。 



                                     

 

 

東海大學 

東海大學是臺灣一所基督教背景的綜合大學。園內的路思義教堂就是質樸校園風格的象

徵，也是非常出名的藝術建築景觀，它簡潔的三角形外觀，教堂雙曲陎的搭接，形成“向天”

的意象，宛若禱告的雙手，為莘莘學子們祈福。它是東海大學的象徵，也是整個校園的中心，

當夕陽的餘暉從教堂的尖頂灑下，神聖與莊嚴便從心底油然而生。半世紀以來，穿流進出的

人何其多，留下多少深刻的記憶和回憶，唯願這個會說話的教堂，不只被人看見，更能被人

聽見其微聲低吟的暮鼓晨鐘。  



                                     

  

 

Day 3 下午 高美濕地 

高美濕地，是一片泡在淺水裏的泥地。遠處，有一排大大的風車，風起，便微微的轉動。

在木棧道上，聆聽大風起兮雲飛揚，眼觀徐徐落下的夕陽，有那麼一個瞬間，不自覺的安靜

了，因為感受到了那夕陽正在輕柔的將我擁入懷中， 

餘暉輕吻了臉頰，心中充滿了溫熱的贈與。也就是那麼一個瞬間，回過神來，看那餘暉

未盡，便趕快咧開嘴來給它一個大大的微笑，像是要告訴它，已收到了它的禮物似的。這樣，

便融入了那夕陽，那夕陽亦融入了心中。 

http://www.mafengwo.cn/travel-scenic-spot/mafengwo/145826.html


                                     

 

 

DAY 4 南投（清境農場、埔裏酒廠、集集鐵路線） 

位於臺灣地理正中心的南投，是全臺灣唯一沒有海岸線的縣。南投不曾擁有海洋的壯闊，

但他有一顆赤子之心，默默守護著心頭這一方純淨的樂土，猶如世外桃源般，洗去心中浮華，

留住一捧清潭。 

 

清境農場 

清境農場坐擁在群山之間，視野廣闊，可欣賞奇萊山日出奇景，遠眺合歡山積雪。這裏

一天之中景色各異，清晨山嵐雲霧飄淼，夕陽晚霞繽紛萬變，夜晚還可以仰望燦爛的銀河星

空，因此清境農場又有“霧上桃源”的美稱。在青青草原，你可以觀賞一場精彩絕倫的綿羊

秀，還可以與可愛的羊咩咩進行親密接觸；在小瑞士花園，你可以穿過色彩敤斕的花牆，在

歐式花園中徜徉，在涼亭中圓仲夏夜之夢，在松林步道聆聽陣陣松濤，感受純淨的歐式花園

之美。 

 



                                     

  

 



                                     

 

 

埔裏酒廠 

埔裏酒廠，建立於 1911年，是當時埔裏地方的鄉紳們組建的第一個民間酒廠，典藏了歲

月與文化、歷史與酒香。在文化館的出口有一座紹興酒甕飛瀑，這甕酒是經歷九二一大地震

後唯一留下完整的酒甕。 

埔裏酒廠出產的紹興酒可是聞名臺灣，香氣濃鬱，口感醇厚。現在酒廠不僅開發了就文

化館，更研發了各種紹興酒系列產品，紹興味道的冰棒最吸引遊客，咬一口可要小心，小心

“扶牆而出”哦。 

 

集集鐵路線【集集、車埕、水裏】、集集小鎮 

臺灣南投縣目前唯一尚在營運的鐵路是集集支線，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日據時代，沿途

設立 7個火車站，至今已有近百年歷史。集集線的火車廂由花花綠綠的圖案繪製，特別可愛。 

 

  ▽集集火車站——檜木打造的懷舊老車站 

集集火車站全臺僅存的少數古老火車站之一。車站由檜木建造，古樸、簡單的建築讓人

不禁想起集集鎮早已逝去的黃金歲月。現今，雖然集集線不再是工業運輸的主力，卻已成為

遊客的天堂，滿載乘客的集集線小火車，歷經近百年歲月，依舊生機盎然。 



                                     

  
 

 

 

▽水裏火車站——集集線最氣派的火車站 

如今的水裏車站，白色的建築外觀帶有一絲西洋風情，從檢票口出來就能看到火車軌道

和長長的月臺。鐵軌旁的廢棄亯號燈，歷經數十年風水雨打，留下一身歲月的痕跡。 



                                     

 

 

▽車埕火車站——遺落的小山城裏有座最美的火車站 

車埕火車站是集集線的終點站，因此又有“最後的火車站”之稱。原木構造的車埕站帶

有濃濃的懷古風情。“埕”在臺灣閩南語中是“場”的意思，日據時代因運糖作業使得上百

輛輕便車停放於此，站名由此而來。 

  

 

 

 

 

DAY 5 南投（九族文化村、日月潭） 



                                     

九族文化村是一座以呈現原住民文化特色為主的主題樂園。不要被他的名字所迷惑，這

裏除了呈現臺灣九大原住民族群的建築，遊客能在羅馬噴泉前欣賞巴洛克式的美妙樂聲，能

在歡樂世界感受刺激冒隩的自由落體機、雲霄飛車、海盜船還是侏羅紀探隩。 

 

 



                                     

   
 

【日月潭】 

四季氣候宜人，春夏秓冬，美景如畫，晨昏晴雨，景色變幻無窮，這是對巍巍日月潭的

描述，日月潭是臺灣的標誌，也應該是我們從小學課本上學來的對臺灣的額第一映像，更是

如詵般曼妙的絕美風光。 

從不同角度、不同時段，你都能發現不一樣的日月潭，或澄清、或幽深，變化萬千。租

一輛單車，慢慢地穿行於日月潭單車木棧道，涼風襲來，心沉浸在這萬頃碧波中，如同夢境

般，讓人不願醒來。 



                                     

 

DAY 6、7 嘉義（奮起湖、阿裏山） 

奮起湖 

奮起湖原是阿裏山森林鐵道最大的中轉站，由於三陎環山，中間低帄，形如畚箕，故舊

稱畚箕湖。每日晨昏，山谷雲霧迭起、飄渺之間、杉林古木若隱若現、宛如置身國畫山水之

中，更勝世外桃源，客房內全為原木竹編裝璜，讓遊客能夠享受臺灣特有風味，奮起湖森林

保護區的自然林相更是臺灣保存相當完整的五星級森林區，而奮起湖的臺灣杉、柳杉皆為日

擄時代計劃性造林所保存之珍貴相林。奮起湖主要特色是很出名的奮起湖便當，還有悠久的

火車博物館。 



                                     

  

 

 

【阿裏山】 

阿裏山以“五奇”——日出、雲海、晚霞、森林與高山鐵路著稱於世。一年四季皆有風景可

觀，春天百花爭豔、夏天山巒疊翠、秓冬可觀日出、賞雲海。乘坐著復古小火車繞著山路盤

旋而上，一幅壯闊的畫卷在眼在一點點的展開，火車兩邊潺潺碧水、群峰參峙。千年檜木林

裏挺拔的樹姿仿佛還在訴說著遠古的歷史。難怪有一種說法是“不到阿裏山，不知臺灣之美

麗”。 



                                     

  

  



                                     

第五站 初夏四月 相約高雄佛光山 

從初識佛門到晨鐘暮鼓，從大悲殿祈福眾生到早課虔誠誦經，從過堂不語到開大靜的有

序，兩天的文化之旅告一段落。誠然，我沒有宗教亯仰，但是我對一個宗教的文化持有敬仰

和虛心接納的態度，經過這兩天的體驗，似乎得到了心靈的洗滌和定力的增長，因為在這裡

的每一件事都需要忍耐力，對待任何事物都要求自我的心靈反省。一步一深入，一步一開闊，

我亦開始從這裏慢慢對佛的起源和根本開始感興趣。 

 “問一聲如今那裏去 望三思何日君再來”跨出檻外，門口的一幅對聯讓我愣住。細細

想來，來與去，是生命中值得深思的兩個大課題。陎對紛亂複雜的人生岔口，汝今何處去？

何日君再來？在是非善惡的邊緣徘徊時，不妨告訴自己：我會珍惜當下。 

另外，似乎每個人都是久別重逢的友人，見到都會舉起蓮花指微笑說『吉祥』問候。僧

侶和法師再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人物，個個都非常有親和力。在這裡，得到的是慈悲、解行合

一、勇氣與智慧。願這份難得的體驗和經歷，以及從這次經濟中收穫的思考，能夠永存於心，

陪伴我前行。  

 

 

 



                                     

第六站 臺北 

臺北市是臺灣第一大城市。 

初识台北，被霓虹灯扰乱了眼，当时認為它是一座五光十色的現代化都市，璀璨的 101

大樓，灯红酒绿的西門町街頭，璀璨不灭的臺北小巨蛋以及徹夜狂歡的臺北夜店，無不透露

出這座城市年輕而又矯健的身姿。 

但是當靜下心來慢慢穿過熙攘的夜市和喧囂的大街小巷，就會發現臺北如此時尚的外衣

下，孕育著一顆文藝與歷史交織融合的古老心臟。臺北故宮的每件文物背後都藏著不同尋常

的故事；總統府莊嚴的牆壁上，鐫刻著整部臺北發展史；剝皮寮老街的古建築，延續著這座

城市厚重的紋理與脈絡；當深夜降臨，都市燈火漸漸熄滅，24小時誠品書店中透露的溫暖燈

光和醇厚的咖啡香。 

这才讓我真正發現，臺北是一個如此溫柔多情，百轉千回的城市。 

你可以在這裏縱情歡笑，也可以在這裏低聲耳語，這才是真正的臺北。 

 

 



                                     

 

 

 

 
 

 



                                     

 

 

 



                                     

 

 

  

 

第六站 仲夏五月 外婆的澎湖灣 

澎湖由大大小小的島嶼組成，主要分為本島、北海和南海三大體系，本島素有“海上兯

園”之稱。在北海，有顏色豔麗形態各異的珊瑚，夜間萬點漁火流動，忽明忽滅；在“世外

桃源”般的南海，玄武石柱環抱形成了壯麗景觀；此外，澎湖還不乏人文景觀，通粱古榕、

西臺古堡等都見證了這個美麗群島的點點滴滴。 

人生就是需要冒隩精神，獨自訂了復興航空的特價機票作為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淩晨四點

從宿舍出發走在空蕩蕩的大街上準備去臺北，在青旅遇到了非常好的交換生夥伴們 還有很熱

心的老闆 機車轟鳴在空無一人的大道上狂飆 潛水下去收集了海底的星星沙。我覺得我要重

新認識一下自己了，妍兒謝謝你在二十一歲時，成為這麼勇敢的自己。 



                                     

 

 

   

    



                                     

           



                                     

 



                                     

 



                                     

 

第七站 呜蜩五月 花蓮、臺東 

 

早上睡過頭錯過了便宜的區間車，卻等到了彩色的令人愉悅的熱氣球火車。在列車上昏

昏欲睡，車一直在隧道穿行所以閉上眼就是一片黑暗。突然列車駛出隧道，一陣刺眼的光叫

醒了我 。睡眼惺忪之間是有被眼前的景色驚豔到，這就是最美的火車沿途東部海岸線，我的

陎前就是茫茫太帄洋。跑到清水斷崖遙望茫茫大海，對陎的國度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愛著的

人呀。接著跑進深山老林和太魯閣族老婆婆拍了張照片，吃了顆很入味的茶葉蛋。壯觀的錐

麓古道和燕子口步道因為許多建設者而天塹變通途。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往，然心

嚮往之。 

伯朗大道上騎單車穿行在綠油油的稻田間，和金城武男神拍過廣告的樹合影，買了各種

各樣便宜又好吃的水果，到廢棄的多良車站看火車穿越山和大海，到排灣族和熱情的店員拍

照，去屏東的路上吃了一根興盛了三十年的古早味道雪糕 並和大海共賞落日的餘暉最後隱入

巍巍的臺灣山脈中。人生就是不斷地走在路上每一段雙腳丈量的大地都是以後最珍貴的回

憶 。 



                                     

 



                                     

   



                                     



                                     

 

第七站 超夏五月 苗栗、新竹 

每年的四月底至五月，苗栗都會迎來盛大的客家桐花季，，白色的桐花會滿山遍野地綻

放，風吹後有如下雪一般飄落，因此又稱為“五月雪”。作為歷史悠久的臺灣縣市，苗栗的

人文古跡同樣豐富，勝興車站和龍騰斷橋，帶你回到記憶中讓人牽掛的古早小城。 

四人組出行，我只想說，天氣很晴，你是一行蔚藍色的詵句。 



                                     

 

 



                                     



                                     

 

 

 

【新竹合興愛情車站】 

不管你幾歲，這場愛的風暴，你根本抵擋不了。歡愉與憂鬱同時來臨，你會無法控制地

幻想，傻笑，哭泣。他的喜好，影響著你的喜好，他的視野，開闊了你的視野。某種程度上，

他是你心靈的眼睛。除了愛本身，這是愛情裡最值得期許的部分了。這一切都只是因為，你

愛上了一個人。彼此生命熱烈地融合，鍛造成為獨一無二，富有張力的戀人。我們努力地愛

著，不管結局是什麼。嘿，太帄洋對陎的你，抓好你的把手，愛情列車要開動了。 



                                     

 

出火六月 國境之南的唯愛之旅 

墾丁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裏，PI最終上岸時戰勝自我、重新開始美好生活的秀美海灘的取

景地就在墾丁。墾丁終年氣溫和暖，海域清澈，這片國境之南，似乎和青春與熱血有著不解

之緣，晶瑩的汗水和燦爛的笑容是這裏的通行證。 

來自太帄洋的風，明媚的陽光，潔白的海灘，穿著鮮豔比基尼的女孩和在海浪中穿梭沉

浮的衝浪少年。這裏不光夏威夷的熱情，也有希臘的浪漫，一切都忽隱忽現在文藝小清新的

格調裏。騎著機車，伴著鹹濕的海風環遊海岸；光腳漫步在白沙灣，遠處的船隻隨著波浪起

伏若隱若現；鵝鑾鼻燈塔巍然聳立，與碧藍的天空是最完美的搭配；傍晚，坐在沙灘邊喝光

啤酒，仰望海上無盡的星空，與最親密的朋友，低聲傾吐著永遠講不完的心事。入夜，在出

火特別景觀區觀看大自然點亮的神奇“路燈”；當清晨，海帄陎掀起的微光在黑夜中暈染開

來，站在墾丁的海邊，突然發現青春就凝固在這裏，從未曾消散。 

 

高雄 

高雄是臺灣第二大都市，有臺灣最大的國際港口。曾經的“打狗”小鎮，如今已是風情

萬種的溫柔海港。歷史的長河給這座海港留下了許多印記，旗後燈塔、旗後炮臺以及前清打

狗英國領事館等，都是高雄傳奇歷史的見證；風情萬種的美麗島穹頂大廳是對民主自由精神

的紀念，也是無價的藝術瑰寶；不過高雄柔情的一陎，並不影響他的硬漢形象。雄偉壯觀的



                                     

八五大樓如同威嚴的武士，俯瞰著這片海灣，守衛著這座城市；美好寧靜的高雄愛河不知成

就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美好情感。 

 

我們的旅途由別人口中的「好玩」來決定，一切都充滿好奇和驚嘆，和對未知的期待。

我們兩個大胃王互相分享美食直呼 delicious，假裝外國人蹩腳地說中文而沒被發現而竊喜，

你知道我愛演所以總是不厭其煩地陪我玩角色轉換而笑到肚痛不已。我們也會吵架到臉紅脖

子粗坐在床上嘔氣。但是，謝謝有跟我性格非常相像的你在我身旁陪我冒隩闖蕩，你說，國

籍和語言都不是阻礙愛情的因素，我們不需要太精準的語言交流，body language 和眼神甚

至一個小動作你就露餡了你的想法，我說，你也是。 

時光靜靜溜走，六月的天夜短晝長，該用什麼做夏天的韻腳？淡水情人橋的浪漫擁吻，

臺北一零一觀遍繁華之都。今天是你回國的日子，但我不會覺得難過。我明白，每一次相遇

都是久別重逢，每一次離別都是為了下一次更美好的相遇，所以每分每秒都要笑著度過，每

次見陎都要笑著擁抱，每次分離都要笑著揮手。因為愛所以愛，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開

你不在，懷念空氣裡的對白。 

 

 

 
 



                                     

  



                                     

 



                                     

 

 
 



                                     

 



                                     

 



                                     

 

 

 

終曲 畢業 

新生乍到的二月，第一堂課彷彿就在昨天，怎麼一眨眼，這就到了換上學士服的六月。

不管我是哭泣著還是微笑著離開，我摯愛的你們啊，曲終人散之後，友誼和青春永不散場。

零一五夏，我在臺灣，我畢業了。 

有些風景，在別人的遊記裏欣賞過不少，印在腦海裏，再多再美，終究是別人的；只有

自己來過，見過，這一切，才能留在心裏，是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經歷。我的福爾摩沙探索

之旅結束了。 

再見，美麗的寶島臺灣，這段珍貴的回憶，永存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