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0天大冒險                   文資系 張黠 

暫且稱這半年的生活為行旅好了，行旅比旅行更具意義，旅人並不單純是在旅行的層面

了，而是從旅行的過程中觀察這個社會的各種現象。 

從大一就決定大四想送自己的畢業禮物就是出國交換體驗，終於三年過了升到大四時，毅然

決然地送出申請表!目標明確，想讓學生生活留下最棒的回憶，想擴展視野、交不一樣的朋友、

學有趣的科目、想了解不同的文化、想實踐地理課本中的大江南匇，總之就是想過不一樣的

生活! 

在這半年，驚覺自己迅速的成長，不諱言地說，因為是家裡的獨生女，從小媽媽就處處呵護，

其實非常渴望有機會能自己出去闖一闖學會獨立，一開始當然是堅決不同意，所以我決定寫

一封信給我媽媽，列出我覺得有必要出國交換的原因，媽媽似乎感受到我的決心，只好半同

意半擔心的讓我去。 

興奮地看著課表，期待著我非常有興趣的考古專業；翻閱各種旅遊書，開始在紙上勾勒著旅

行的藍圖。終於到了背上行囊前往機場的那一刻!前一晚興奮的睡不著，興匆匆地拉著我媽的

手去機場，還記得那趟兩個小時的飛機上，我看著窗外，不斷想像著之後的生活，時間咻一

下就抵達祿口機場!我牽著媽媽找著前往學校的路線，沒錯!你沒看錯!我媽也跟著我一起到南

京大學!我們提早一個禮拜到學校，為了讓她放心，我做了十足的功課，帶她參觀校園、旅遊

南京。就在第一天發生了一件很幸運的事!讓我第一次開始愛上大陸!機場的地鐵有一段是沒

有電梯的，於是我們母女扛著沉重的行李上下兩段非常長的樓梯，走到一半時有一位好心的

先生主動過來詢問需不需要幫我們拿，其實當下猶豫了一下，因為在台灣時，常有對大陸的

刻板印象，比如大陸很多騙子，但是實在太沉重了於是就麻煩他了，那時已經晚上 10 點了，

他問我們要去哪裡，我們說要去市中心的新紀元酒店，他竟然很好心的說帶我們過去，頓時

心中警戒心大起，覺得壞人似乎都是這樣!於是婉拒他的好意，但他實在太熱情了，他說他非

常喜歡台灣，之前去台灣出公差時也遇到熱心相助的台灣人，覺得很有人情味很感動，我們

只好盛情難卻，一路上他對台灣充滿著好奇，問了好多問題，我們則時時保持警惕的到了飯

店，這位熱心的先生竟然還說要幫我們拿行李到房間!怎麼樣都推辭不掉，於是我默默的把雨

傘拿在手上以備不時之需!但結局出乎意料的大翻轉，這位熱心腸先生真的就只是幫我們把行

李推到房間後，就很紳士的退出來說:很高興認識台灣人，這是我的名片，以後你在南京有什

麼問題都可以打給我。晚安啦~然後就要走了，我跟媽媽愣了一下，立刻過去送那位先生到門

口攔計程車，我們正打算要幫他先付計程車錢時，他卻說不用不用，瀟灑地跟我們揮揮手就

走了。當下真的很訝異自己原先的刻板印象竟然徹底被打破而且一百八十度大翻轉!沒想到我

在大陸第一個遇見的人竟然是一位那麼善良的好人!我竟然還誤解他有可能居心不良!大家對

台灣人的印象大部分都是人情味，但我現在才知道，大陸人也是這樣的!名片上印著他是某公

司負責人，我加了他微信跟他道謝，看到他朋友圈很豐富，都發著正面能量的文章，或是一

些下班後有意義的社交活動(國標舞、探戈…等)。這場萍水相逢的故事，改變了我以往用刻

板印象看待事情的方式，認識一個人或是看待一件事，往往不能只看表面或是你過去的刻板



                                     

印象!要重新用心去認識。謝謝你讓我在大陸的第一天就發生這麼幸運的事，開啟了我往後幸

運的旅程 

   一個禮拜後，在機場倉促的跟媽媽道別，只揮了個手，連擁抱都不敢地就迅速回頭走掉，

因為眼淚已經在眼眶打轉，轉身的那霎那開始滑落，這是第一次跟媽媽分開那麼久，回學校

的地鐵上哭得唏哩嘩啦，旁邊的好心人還遞衛生紙給我，真有愛 

    印象很深刻，回到寢室後(室友當時還沒來)，開始自己套床單、被單，頓時發生了晴天

霹靂的事，我發現原來我長那麼大竟然還不會換床單!怎麼樣都無法把被子平整圔到被套裡，

當下被自己氣哭，覺得自己 20歲竟然還是個生活白癡!還哭著打視訊給媽媽請教怎麼圔棉

被…當下真想立刻買張機票衝回台匇!(現在想想會被自己當時的模樣蠢哭) 

    驚覺自己從小太過嬌生慣養(這半年中，從發現自己很多的不會，到學習克服，到熟能生

巧，到完全獨立)，習慣媽媽做好所有的事情，而我們只要”享受”就好了。從那時候起，下

定決心要學會獨立，不能再被自己蠢死! 

    圖書館現象- 

    開學的第一天沒有課，決定去圖書館看看重點大學的館藏有多豐富!到了圖書館發生以前

沒見過的現象，自習區滿滿的都是人!原來這就是前幾志願大學的景象啊!往後的每一天，我

去圖書館自習時，也全是滿滿的人，更別說期中考期末考週(尤其冬天大家更是都窩在圖書館

吹免費暖氣) 

    上課現象- 

    大陸同學上課從第一堂開始，都是非常踴躍的問問題，教授非常少抄黑板，但同學總是

奮筆疾書的寫下一頁又一頁的筆記，桌上邊翻著參考書邊記下書中的重點和老師說的重點，

我非常喜歡一堂課「古玉鑑賞」，教授上課會帶來各種不一樣的玉，現場講解，我們都會圍著

老師一起賞玩學習。印象深刻第一堂課時，教授的濃濃海安口音講得非常快，嘰哩咕嚕、劈

哩啪啦的，又因為那是第一次聽大陸口音持續 2小時，一開始實在聽不太懂，於是下課時我

只好跑去跟老師不好意思地說，下次能不能講慢一點，我是台灣來的，還聽不太懂您說話的

腔調。經過一個禮拜的訓練，漸漸開始聽習慣了。覺得非常有趣! 

 我總共修了三堂課，加上旁聽一門博士班的課，(學校的課程琳瑯滿目，而且都非常有趣，

不論通識還是必修選修，各式各樣的課程都有，覺得在這上學真的很棒!各種知識都能學

到!)，這裡的教授從來不點名，不靠點名留住學生，他們的上課魅力(再加上同學都很認真)，

期初到期末班上幾乎都是滿座，沒什麼缺席! 

    下課現象- 

    在台灣，從來沒看過這個現象，下課同學會留在空教室自習，身邊有很多南大朋友，他

們也常常一大早沒課就去找間空教室自習，從早到晚教室總有人在讀書。有幾次下課，我加

入同學自組的小型讀書會，課後一起討論剛剛的上課內容，一起整理筆記，期中考前大家分

工合作負責各個章節，各自整理重點以及自行猜題，整理成一個檔案，然後總負責人再集結

起來傳給大家，我很佩服他們的團隊分工能力以及讀書方式，共享且有效率，我都稱他們為

「學霸」，跟著他們一起學習，從來不敢偷懶，除了上課要認真聽講，下課都得蒐集閱讀許多



                                     

相關資料加以整理，深怕參加課後讀書會時插不上話、不能整理好重點及猜題給組員而拖大

家後腿!於是考試時，神奇的迎刃而解!(在南大時的考試都是填充題或簡答題，沒有申論題；

可是在台灣時的考試幾乎都是申論題，可以盡情發揮你的想法及觀點，常常覺得時間不夠用。

這是蠻不一樣的地方!)。很感謝他們帶給我不一樣的讀書方式 

我的大陸軍人朋友- 

他是我在南京大學第一個認識的朋友，是之前幫忙佛光帶一批西安交流團時認識的朋友介紹

的!就那麼巧，之前認識的大陸朋友剛好有個南大的朋友，剛好又跟我同個校區，就引薦給我

認識了!我覺得緣分真的很神奇，在台灣時有幸提早認識一群大陸朋友，許多成為莫逆之

交!(所以在之後的大江南匇旅行中，順便去拜訪各地的他們!) 

    他改變了我很多想法和生活習慣。一開始的刻板印象以為中國人可能不太喜歡台灣人，

尤其軍人身份一定看到我很想拿槍射我哈哈哈。我們第一次見面是約在球場一起打球，邊打

邊聊天時，他突然說:妳講話口音很好聽，（超怪！普遍大陸人都覺得台灣人講話很好聽，我

反而覺得大陸人字正腔圓配上捲舌的聲音才好聽!），原來他不像我想像中軍人的嚴肅，雖然

有點害羞，但很健談又紳士!(對了，跟大陸男生打交道久了，覺得我遇到的”每個 ”男生都

對女生細心有加、成熟穩健、有想法!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後來，我跟他和他的國防生朋友打成一片，我們每天的行程超規律（到現在還是覺得不可思

議！）早上ㄧ大早一起吃早餐（他們每天早上 7點軍訓，等他們軍訓完才吃早餐）然後就去

上課，沒課我們會一起找一間空教室或是去圖書館自習，到了晚上去健身房鍛鍊（國防生教

的鍛鍊真的超操!一開始我超想放棄的…）專業的指導我每個核心訓練，你以為健身完就結束

了嗎！錯!他們馬上又帶著我去大操場跑 10圈…然後 9點送我回宿舍（走路路程大概要 20分

鐘）一路上我們會討論兩岸關係、全球事件、文化差異之類，從來沒跟朋友深入探討過這種

問題，於是為了讓肚裡有點東西，我回宿舍就養成了看新聞的習慣（台灣人不能輸的精神!），

就這樣我們一路上瘋狂討論，到最後改變了我們彼此心中原有的刻板印象和很多事情的觀

點！到了假日，地陪們就會帶我去吃好吃的 

    我第一次的長途旅行-黃山行，就展開在她們休假日晚上，我們搭著夜車前往黃山山腳，

住進了一間熱水不熱，水龍頭流出一坨又一坨髮菜的旅館嚇死寶寶以為誤入什麼電影場

景...(隔天一早興奮的入園搭纜車到半山腰準備要換乘下一段纜車時，園方顯示:纜車維修中

心裡頓時一陣涼意，沒錯!半山腰到山頂一直到山下，我們全程用走的!從早上 8點爬到晚

上 6點，後半段是用跑的衝下山!到最後看到出口時，我雙腿發軟的跪下去，眼裡交雜著感動

和疲憊的淚水!但當你穿過雲霄，站在山峰俯看雲海，還看到有位畫家坐在懸崖尖上，腳上放

著畫板正在畫著潑墨山水畫!看著他的畫，再看向他的背影，在我眼裡，他和整個山峰迭起及

雲海就是一幅完美和諧的山水畫!沿途壯闊的景象，對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佩服，永生難忘!  

    雖然這次黃山行遇到些小插曲，一下睡到恐怖旅舍，一下爬得要死要活，但想想每段旅

行不全然總是充滿著美麗與夢幻，有酸有苦的小插曲充斥在旅程當中，回想起來才會成為那

趟旅行的最大亮點！這些可以讓人像是在演電影般的精彩回顧似乎都來自於每場意外！ 

    回學校後，就這樣持續了 2個月非常規律的生活，才發現自己以前過的多麼廢！浪費了



                                     

那麼多時間！這樣的生活很有意義且充實，感謝他們讓我在那時候練成了一點腹肌，皮膚也

變很好，整個人像重新活過來一樣，超級健康!（之後開始瘋狂旅行當吃貨後，就不能每天過

這種規律生活，於是走上肥肉的不歸路） 

很懷念這群軍人朋友，讓我體驗不一樣的生活，回來後覺得自己成長很多，尤其學會負責任

的態度，不管對我的學業或是人生和夢想。你們是一輩子特別的朋友～退休後一定要來台灣

玩喔!台灣真的很棒! 

    我的男閨密 

   他是去年來佛光交流的西安外事學生，也是他幫我介紹了南大的軍人朋友，又是他幫我牽

線了一個中國好男友，還是他莫名其妙成了我的旅伴!明明一個在漢中，一個在南京，卻能常

常一起飛到某座城市旅行，我們都是說走就走的衝動派，一拍即合! 

第一趟長途旅行-內蒙     

我的第一趟長途飛機旅行獻給內蒙古，我與室友及其他交換生朋友討論著我們第一趟熱血之

旅到底要去哪?內心的沙漠飄渺情懷以及廣闊草原奔騰的畫面，最重要的是對還珠格格有所嚮

往!於是興奮地說出我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的就決定是它了!我當起這次旅行團的小團長，

負責訂機票、連繫當地旅行團，由於是第一次遠行，內蒙景點的交通又不是很方便，當中也

沒人會開車，無法自駕遊，只好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參加旅行團。 

旅行團有旅行團的好處，去哪都方便，有導遊講解，但更多的缺點讓我下定決心以後的每趟

旅行都要當背包客，自己來! 

對於草原的嚮往，一直是我從小看過還珠格格後的情懷，畢竟從來沒有到過真正的大草原，

所以只能在心中構想著草原的畫面 

拉了很久的車，窗外景色漸漸換成遼闊的草原，看到原處零星的馬匹，迫不急待想滾草皮、

騎著馬兒奔馳，到了目的地下車，有當地居民的歡迎式-下馬酒，銀 

器盛著青稞酒，想像著自己是慓悍的草原民族，仰頭一飲而盡，喉嚨一股濃烈的辛甜!希望稍

等騎馬時不會橫衝直撞的酒駕 

我忘不了大草原騎馬的經驗!以前在台灣參加馬術俱樂部時，頂多是繞著小小的馬場小碎步，

那時已經覺得稍有快感了，沒想到在大草原騎馬是那麼的自由!自己選了一匹帥氣高大的馬，

先餵牠吃了一點奶酪，摸摸它，跟牠培養感情後，開始展開 2小時的奔馳!教練會視每個人的

情況，在旁給予馬兒指令，馬兒真的非常聽話(只聽教練的話)，一開始先漫步，跟馬兒互

相熟悉後，開始小碎步，沿途我們經過了一些「他們自稱的當地居民的蒙古包」，進去嚐嚐遊

牧民族自己手工做的奶豆腐和酥油，(個人覺得非常商業化~一直說服你買商品。但只能自行

想像哇~真是傳統的蒙古包和當地居民呢~)我把我那塊奶豆腐拿去跟我的馬兄培養感情~他吃

得非常開心，於是牠老哥心情好超配合我各種表情的自拍!不誇張!牠超有靈性的會看鏡頭，

一下裝萌側面無辜大眼，一下帥氣霺齒笑，一下靠在我臉上跟我玩親親，我的天，融化我的

少女心，你真的太會了!在跟牠拍完一系列自拍照後，我真心覺得我倆的感情瞬間增溫，一路

上我一直跟牠聊天，總感覺牠聽得懂!因為每當我對牠說完話後，牠總會發出哼哼聲，我問後

面的教練:馬兒是不是聽得懂我說話呀!教練說:當然，馬很通人性的!我又問:那為什麼我跟馬



                                     

兄明明現在是哥們了，為何我叫牠快跑，牠就給我裝聽不懂呢? 教練大笑說:因為我才是牠大

哥，如果牠誰的話都聽，那早就跟別人跑了! 教練似乎看穿我澎湃激昂想奔馳的心，於是牠

叫我抓好韁繩，吹了一個奇特的口哨，馬兒瞬間加速，屁股微微往上提，雙腿內縮，身體往

前傾，咻~我跟著我哥們順著風的呼嘯，在草原上奔馳!當下我覺得牠比保時捷還酷炫!你韃韃

的馬蹄聲是美麗的邂逅，心裡慷慨激昂，卻也感動地紅了眼眶，我就在今年的交換生涯中，

完成了一個從小到大的夢想-騎著馬奔馳在大草原上!以後有一天，我也要帶著我媽媽來大草

原奔馳(希望她那時候還能跟我一樣在馬背上熱血奔馳!)到了終點下馬，不捨地抱著牠脖子跟

牠說謝謝陪我一起完成夢想，順便誇牠幾句牠很帥!牠尾巴搖了搖，哼了一聲!好啦!我知道你

懂!在牠被牽回馬廄的路上，老哥一直頻頻回頭望好像在跟我道別，覺得既難過又不捨，雖然

我們認識短短的兩小時，但卻像心靈之交，不用言語溝通，一切盡在不言中。馬真的很有靈

性，抹掉眼淚，用力地跟牠揮手道別。哥們，下次再回到草原找你，我們再一起奔馳! 

西安 

熱血的旅程一路從內蒙直飛到西安。和去年來佛光暑期交流的西安外事學院的老師和朋友相

聚，緣分這東西就這樣悄悄的牽起兩岸情，一下飛機，我的男閨密特地來接我，幫我打理好

住宿和吃飯，隔天中午就去學校裡找他們，老師帶我去吃一家特正宗的「清真黃家泡饃館」，

羊肉泡饃是西安的特色美食，這家又有別於回民街眾所皆知的老孫家羊肉泡饃和白家羊肉泡

饃，不用機器切饃，熱騰騰的整張饃和湯端到客人面前，自己用手撕一小塊兒一小塊兒的到

空碗裡(我大概撕了 15分鐘吧)，等全部剝好後再一起倒入湯裡，第一次體會到天下沒有白吃

的午餐、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啊!配著糖蒜和冰峰，我吃的一滴不剩!(『來西安沒喝過冰

峰就等於沒來過西安！』冰峰是西安人唯一指定汽水，看起來像芬達，但比芬達更有橘子味，

甜度也比芬達低)久久無法忘懷的滋味!老師回學校上班後，同學們就帶我去逛市區，西安不

愧是十三朝古都，到處都有歷史的痕跡和味道，晚上去逛熱鬧的回民街，回民街的羊肉串相

比台灣燒烤攤的羊肉串，那可說是豪氣萬千!真正的一整枝粗大的紅柳木樹枝串著羊肉塊，吃

起來特別的豪爽!大家吃完的紅柳木都會插到店家門口一個專門插紅柳木的垃圾桶裡，那個裝

滿柳枝的垃圾桶也形成回民街的一種特色景觀!我問了老闆為什麼肉串要用那麼粗的柳枝串

起來呢?老闆說柳枝有一種獨特的香氣，烤起肉串來才會格外的香。 

略陽縣 

短暫的西安快閃遊，其實整趟旅行的最終目的地是去我閨密的鄉下老家-藥木院，體驗傳統農

村生活，西安是個過站，打算看一下老朋友，等玩完一圈後再好好回到西安深度旅遊。所以

我們隔天就搭著著 7小時的長途巴士去略陽，沿途經過秦嶺，原來地理歷史課本上劃分中國

地理南匇分界線的紅色虛線就長這個樣子!一下車，他的朋友們就來接我們去吃排骨火鍋，大

家都沒見過台灣妹子，總是聽說台灣妹子很溫柔，聲音又好聽，在餐桌上五個帥哥把目光都

聚焦在我這個台灣妹子身上，充滿好奇的問問題，還教大家說台語，搞的好像粉絲見面會一

樣，我都有點不好意思了，但台灣女生溫柔的形象僅限於第一次見面的飯桌，而後我打破了

他們對台灣妹子美麗的幻想了我女漢子的一面漸漸原形畢霺哈哈。 

不得不說，我認為略陽才是美食之縣呀!熱面皮(榮登我心中美食的一名!)、油茶、罐罐茶、



                                     

米線、核桃餅、菜豆腐節節、醪糟、烏雞、油膏、江水菜、攪糰、瓢兒…火鍋更不用說了(略

陽靠近四川，所以飲食口味也偏四川)，阿姨家做飯也是超好吃的! 

藥木院 

吃飽喝足後，我們就開車去藥木院，這趟旅行或許是我這半年衝擊最大，印象最深刻的旅程

了吧!真實的體驗了農村生活!它不是你想像說的農村而已，我在台灣都還沒看過那麼原始的

農村!路面都還是泥土就不說了，房子大部分也還是土砌的，走在路上時常會有牛、雞、鴨作

伴!耕田也還是使用人力及傳統器具，沒有耕耘車等機械，天黑後整個村是伸手不見五指的

暗，沒有路燈，我們住在我閨密的舅媽家，他們家算村上的大家，所以房子是水泥的，但廚

房燒菜仍是用柴火燒飯，阿姨做飯時我在旁邊幫忙添柴搧風，村裡時常停水，所以我們把菜

放在竹簍哩，拿到河邊洗菜!釣魚是這裡人的休閒活動，在這的小孩放學不是去網吧上網玩遊

戲，是去河邊釣魚或是玩跳格子，於是吃飽飯後，我們拿著釣具去河邊釣魚，讓我驚訝的是，

河邊有一群大概 10歲左右的小娃，他們正在自製釣魚竿!撿了樹枝，自己綁上線和鉤子!連續

掉了好多條!最後再把那些魚放生，幾個小娃把衣服一脫就跳到溪裡玩水，他們的笑容天真爛

漫感染著我，腳上一不注意，我踩了一個滑，掉到河裡去!驚嚇大叫之餘，小娃們在旁邊笑的

咯咯笑!還往我這潑水!好吧!既然已經濕透了，我就在溪裡跟小娃們玩起打水仗!上岸後我的

長褲上都是泥巴，但是我笑得很開心，溼漉漉地走回舅媽家想把髒衣服丟到洗衣機裡洗，結

果阿姨拿給我一個大臉盆和肥皂，笑咪咪地告訴我沒有洗衣機，到河邊洗吧。然後給我一套

休閒服和拖鞋，換上那身衣服穿著拖鞋，腰間崁著大臉盆往河邊走，閨密在我後面幸災樂禍

的大笑，拿手機捕捉我農婦的背影，到了河邊我錯愕的看著一旁也在洗衣服的阿姨，投以一

臉無助的求救臉，阿姨笑著說沒來過河邊洗衣服吧，來~我教你!於是溪裡的石頭是天然的洗

衣板，有一區的石頭經過長時間大家都在那洗衣服，變的平滑乾淨，大家都用那些石頭當作

洗衣板搓衣服。回去後，閨密給我看一張特別有感的照片，是我穿著從沒穿過類型的休閒服，

袖子挽起來，穿著拖鞋，頭髮紮起來，坐在河邊石頭上賣力刷衣服的背影。我會把這張照片

好好存一輩子的!太有意義了!黃昏時，我們去玉米田拔玉米，再到牛棚看牛，餵牛吃草。天

黑了，走到村裡的小學廣場跟大媽一起跳小蘋果的廣場舞。晚上回家時，想著今天累了一天，

要來好好沖個熱水澡(以前我又是每天早晚都要洗一次澡的習慣)，於是哼著歌走去浴室，不

幸的事發生了，熱水的水龍頭等了半天都沒有熱水流出來呀…然後那邊早晚溫差又很大，晚

上超級冷，我就抖抖抖的重新把衣服穿好出去求救，阿姨說停水了，帶我去廚房燒熱水，提

了個熱水壺上樓配著冷水很免強的洗了個頭，回房間用吹風機把身體吹暖和，隔天當然就感

冒了哈哈(城市的弱雞~)，我們開著車到村裡山上的原始森林採野果子，森林的樣貌就像泰山

電影裡的場景一般!數根交錯盤纏，藤蔓蜿蜒，想像著如泰山一樣盪著藤蔓在森林裡穿梭，可

惜我不太敢，怕抓錯抓成大蟒蛇的尾巴爬了一天的山，踩著夕陽的影子回家。晚上為了送

別城市來的姑娘，阿姨家熱情的辦了烤肉 party，好多村民聞香而來，也來看看從沒見過的

台灣姑娘。DIY升柴火、切肉、醃肉、串肉串，愛死了這裡的羊肉串!加上了孜然粉，一股新

疆烤肉味兒撲鼻而來，這是我吃過最好吃的烤肉，或許是因為有村民的熱情撒在裡頭，邊吃

邊聽著還不熟悉的略陽話，心裡蕩漾著幸福。隔天一早我們要離開時，跟阿姨擁抱道別，眼



                                     

淚在眼眶裡打轉，阿姨說:房間給你留好，等你下次再來啊! 開著車駛離村裡，沿路看到好多

阿姨叔叔和小朋友也笑著對我用力的揮揮手說再見，明年我一定再回來看你們! 

這幾天就像實境節目-變形記，城市小孩和鄉村小孩互換生活，我體驗了一個禮拜的農村生

活，步調放慢了，每天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晨聽著雞鳴聲起床，也不用手機了，只拿

來拍照記錄生活，每天的休閒就是親近大自然，自食其力，晚上跟著大媽跳廣場舞。感謝農

村遊，讓我學會不同的生活方式，認識一村可愛純樸的村民 

嚶栖書院農村換宿 

這個活動是這半年最有意義，也是印證系上所學的社區營造理論，應用在真正的農村改造上!

很榮幸自己在交換的尾聲能參與到樺墅村的改造，認識一位在大陸小有名氣，年輕有為的青

年社會創業家-趙建。(很巧的是，他與佛光山也有不解之緣，遠在內地，也能因為佛光開起

話題，佛緣真是廣闊無邊) 

隨著都市發展迅速，越來越多古村瀕臨消失。一個國家的城市與鄉村，在建築和非物質文化

上，如果完全失去自己的藝術特性，在文化表現上是很痛心的。 

或許你改變不了一座山的輪廓，改變不了一條河水流動的速度，改變不了一個村莊消失的現

實，所以至少你要做到發現它，留住它的美就夠了。 

有田能耕，有書可讀，這世界才算得上美好。嚶其鳴矣，求其友聲。是創辦人的中心思想。

人，充滿勞績，卻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這是“嚶棲”的理想。這不僅是一座圖書館，更是

一種生活方式——半農半讀：一定有一種生活，可以不再被時間或金錢逼迫，回歸人類本質；

一定有一種人生，在做自己的同時，也能貢獻社會。 

嚶棲書院躲藏在一個古樸寧靜的小鄉村，由一群年輕人將村裡的舊房屋改造而成，並附有良

田兩畝，宣導晴耕雨讀的生活方式，追求深度嚴肅的閱讀趣味。 

書是有生命的，需要有一個可以讓它好好呼吸的空間，而這個空間更是需要提供貼切的空氣

與氛圍，才能讓書散發生命力、感染對的讀者群。之所以把建築選在村外的水庫邊上，是盡

可能地不打擾村裡原本靜謐的存在，能建構一個真實有益於當地的空間——作為情感與思想

往來的所在，能以永續的經營態度，試著長久地成為樺墅村的一部分。希望人們在談論文學

時，不再裝模作樣或心存畏懼，而能將閱讀的單純樂趣重新帶入我們的社會生活。 

在這一個星期內，全程禁止使用手機、電腦、相機等電子設備，每日只做四件事：閱讀、勞

作、寫作、沙龍。藉此來換取農宿。每天的生活豐足且悠閒，晴耕雨讀，我們一群義工會共

同擬一個日程規劃表，固定的時間點翻土施肥種田、書院導覽、共同煮飯、對村民做口述歷

史的採訪記錄、會攝影的朋友幫村莊拍照、一起閱讀，閱讀完後會到書院旁的空地思奔，交

流閱讀心得和想法。還記得第一次拿起鋤頭翻土、撒種、施肥、澆水；還記得第一次砍柴、

撿稻梗、砌石堆生火烤地瓜!最後一天彙整這幾天累積的村民口述歷史以及分享心得，大家集

思廣益幫樺墅村思考如何永續發展並帶動觀光。 

在曠野農田間的圖書館閱讀，放下都市的紛擾，在大自然的閱讀中洗滌身心，漸漸，你會發

現思緒變得清晰，心情變的愉悅平靜，暢游在書海中。從未有過的閱讀體驗!(他們在中國一

些城市中都有興建類似農村計畫，下次，我想等人少的時候去秦皇島海邊的那座“最孤獨的



                                     

圖書館”，在面海的閱讀是閱讀是一大享受。) 

 

結語 

即使語言相通、擁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大陸的一切，看似與台灣相近，卻又如此的不同。我

來到大陸後面對的第一個難題，不是來自於課業，而是這些來自生活細節中最微小的「不習

慣」。(比如使用者付費的觀念無所不在，洗澡要插學生證扣費計時，中國的網路沒有吃到飽

這回事，非常貴，所以大家到處蹭網!)無論是從南大校園，亦或是之後無數次的旅行經驗中，

我深刻體會到生活在台灣的舒適。面對無法改變的環境時，你能改變的只有自己的心態。在

校園或是旅行過程中的食、衣、住、行，有時你必須學會接受那些與台灣不同的「不習慣」，

用更隨性的心情來面對可能的不如預期，當你學會縮小那些不完美時，你看到的會是更美的

風景。 

對我來說，交換期間最大的收穫，除了在學校與旅途上遇見的人、事、物之外，這段期間也

改變了我看待世界的眼光。大陸是個充滿文化底蘊的地方，當那些我們過去所學的地理、歷

史，真實呈現在自己眼前，你會發現如今的我們，是站在過去那些歷史成就的頂端，並且被

這世界的潮流巨浪推著向前。 

在大陸的這 130天，距離之於我的尺度逐漸被拉大，在見識了大陸的廣闊後，我的眼界彷彿

也跟隨著見識被放大。帶著記憶中對景點的印象出走，到景點時再用自己的雙眼，好好記錄

眼前的風景，世界不再是由過去課本中的知識拼湊而來，而是用自己的雙眼去認知、去記憶。

我學會用更開闊的眼光看待世界，並親身體驗、認識當地的文化背景，除卻走馬看花的旅行

方式，靠自己來改變、記錄對世界的認知。 

交換學生帶給我的是一個認識世界的機會、一個自我成長的過程，也是身為學生的我們何其

幸運的特權。在這 130天中，離開舊有的舒適圈，我學會重新調整面對生活的態度、看待世

界的角度，而這並不能餵飽我對於認識世界的渴求，交換只是第一步，我期待未來更多出走

的可能，帶著接受改變的心，透過世界重新圕造自我的眼光。 

 

後記… 

其實還有好多旅遊地點沒分享，比如哈爾濱自駕遊、成都、重慶、九寨溝、上海、匇京、烏

鎮、周庄、揚州、蘇州、武漢，由於篇幅有限，請容許我只挑了其他幾個對我意義更為重大

的旅遊心得，其他就請見下回分曉吧 

那些旅行教我的哲學 

＊旅行就像是簡單的生活、幸福，擺脫從前的束縛、未來的問號，也就是自由自在的生活。

旅行會上癮，就像藥物上癮一樣。 

＊生活著就是一場冒險，用力的冒險，才可以精彩的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