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裡重巒疊嶂，景色怡人處處可見。在炎

熱的夏天裡，想要暢泳一番，便能南下

跑到墾丁享受熾熱的陽光，看看一望無

盡的海；在冷冽寒風狂吹的冬天裡，想

要看雪，便能上合歡山，挺著寒風，等

待雪花飄落；如果想要看花，亦能在春

天的時候，到新社花海看看百花齊放的

場景。你說台灣很美？其實倒不如說，

這座島上的人們非常樂於在生活中發掘

樂趣。有很多景點，其實非常普通，然

而大家都樂於為其賦予新意義，然後爭

相去遊覽，如：颱風天后的微笑萌郵筒。

比起很多國家的民族，台灣人算是

較於享受小清新、小確幸。什麼喝下午

茶、下午沒事去泛舟、晚上沒事上山去

望高寮看夜景，其實都是來了台灣後才

學會的事。除了閒暇時分喜歡從事一些

小確幸的活動，這裡的用詞、創作都充

滿了小清新，就連上台進行報告，同學

們都有辦法將其弄得精緻好看，充滿可

愛風格。小至同學報告，大至政府政令

宣導，都能看到台灣人有辦法將嚴肅的

題材以輕鬆、清新的風格呈現。

如果從「小」這個點延伸，便能

看到台灣人心思細膩之處。很多政府機

構、商場，甚至醫院，都能看到很多窩

心細膩的標語。在外籍人士多的地方，

甚至也能看得到外語的貼心小提示。之

前在某醫院見看醫生的時候，在某座電

梯上下樓時，竟能聽見越南語的開關門

提醒，或是在醫院的廁所裡，也都能看

見越南語、印尼語的標示。曾經有那麼

一次，我帶台灣的同學到馬來西亞遊

玩。在旅途中，台灣同學都會送接待我

們的馬來西亞朋友一些伴手禮。旅行結

束之後，路途中接待我們的馬來西亞朋

友都收到明信片，明信片上寫著感謝他

們這些天來照顧的溫馨話語。我還有幾

位馬來西亞朋友偷偷對我說這對他們來

說真的太肉麻了，說肉麻，其實也只是

馬來西亞人對於貼心舉動感到窩心而做

出的尷尬回應而已。

從這份細膩情懷再往深一層推進，

便能發掘這份情懷的背後還有一個為他

人著想，推己及人的互助文化。曾在台

灣接待過一個比利時的交換學生，他也

認同我這一說法，他覺得整個台灣就像

大家庭一樣，我曾遇過自己的機車被兩

旁的機車靠得太近而牽不出車子，而路

上有阿嬤看到便前來幫我一起牽車；還

記得在大一的時候，有一次在別的城市

迷路了，路邊有騎著機車的中年大哥見

狀，就過來問我需不需要幫忙，可能看

到我一個人拖著一堆行李手足無措的可

憐樣而心生憐憫吧，最後他還親自載我

到了目的地。

從民族性的角度來看，在台灣的民

族性裡，羊性的成分遠大於狼性，通俗

的說法便是：含蓄內斂、不露鋒芒、不與

人爭長短，究竟這是懼怕槍打出頭鳥的

恐懼，抑或是對於成敗勝負的豁達呢？

有時候教授對我們拋出課業問題，大家

都習慣默不作聲，需要教授一直追問逼

問，才能從同學們的口中挖出幾個詞

來。一開始我非常不習慣，總覺得別人

問我們問題不回答也太沒禮貌了，就算

不會就說不會，就算會個皮毛也將其盡

量講出。但大家的氛圍就是含蓄禮讓，

先讓別人回答，不求表現不求出位，這

也就構成了非常有趣的場景：明明我

們外國學生人數稀少，然而偶爾課程所

需，需要上台實做些什麼的時候，總是

我看台灣
▓譚詠韋

以往，夢醒時分總會驚訝自己竟然

身處異地，嚇出一身冷汗；過去，望著

不熟悉的街道，聽著不熟悉的語言，總

會覺得自己的存在為這片土地帶來一些

突兀。如今早已融入這片土地，偶爾會

用台灣的角度在台灣看台灣；然而更多

的時候，我更喜歡將自己從台灣留學生

的角色抽離出來，看看這美麗的福爾摩

沙，保持些許距離，似乎更能帶來更美

好的互動。

台灣有四季，與我們不同。隨著四

季的變換，更能體會生活的多彩多姿：

可以春天去賞花，夏天去吃冰或海裡暢

泳，經過秋天的蕭瑟，到了冬天大家亦

能揪團一同吃個火鍋取暖。撇開四季，

在這裡偶爾遇到的天災，其實也不失為

另一種體驗。我們沒有地震、颱風，然

而在這裡，遇到一下地震，便能成為當

天的話題之一；遇到颱風來襲，大家就

會開始期待颱風假，又或屯糧，又或準

備好室內游戲，總之就是要在風颼颼的

颱風天裡，大家一同在房間內像躲在防

空洞裡躲避敵人轟炸那樣挺過颱風天。

是的，每每跟馬來西亞的朋友談及這些

事情，他們都會驚訝的無法想像那些場

景。偶爾在颱風天裡，亦會接到家人的

電話，詢問是否安好總覺有趣，其實哪

有什麼事情呢，不過就是看到窗外的廣

告版亂飛、樹倒、機車翻而已。

台灣是座美麗之島，毋庸置疑。這

為鼓勵僑生寫作，提升華文運用能

力，本會特舉辦104年僑生徵文，主題有

三：我看台灣、我的台灣夢、在台灣看

台灣，請僑生擇一發揮。迄截稿日9月30
日止，近九十位僑生投稿，其中阿根廷

華興中文學校有16位學生參與。

嗣經評審小組（委員有國家文藝

獎得主、中研院及大學教授、前報社總

編輯等）逐一評審，錄取第一至四名，

分別是國立台灣大學譚詠韋（馬來西

亞）、中國醫藥大學楊家純（緬甸）、

阿根廷華興中文學校余玉圓、國立政治

大學謝秋莉（馬來西亞）。佳作十名

分別是中山醫學大學譚詠康（馬來西

亞）、東海大學孫錦玉（香港）、世新

104年僑生徵文
大學韋可琦（馬來西亞）、國立政治大

學楊顥（馬來西亞）、國立台北大學李

朝鳳（緬甸）、亞洲大學李冠宏（香

港）、國立嘉義大學周韋宏（馬來西

亞）、阿根廷華興中文學校莊廉光、阿

根廷華興中文學校歐千瑞、阿根廷華興

中文學校蕭安茹。

就僑居地分析，馬來西亞六位、阿

根廷四位、香港及緬甸各二位。

評審委員對僑生中文寫作能力大表

讚許，尤其是阿根廷華興中文學校有四

位學生得獎，顯示出海外華語文教學的

成果。

本期先刊獲獎一至二名作品，三至

四名作品預於下期刊出。（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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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問題：覺得台灣怎樣。其實我心裡明

白，標準答案無非是「民主自由，生活

富足，設備先進」等讚美話語，然而我

更喜歡道出一些台灣同學或許沒發現到

的陰暗面，不過我鮮少因而受到排擠，

也不常受到辱罵，比較喜歡反思這方面

議題的同學就會繼續討論，不感興趣的

也會繼續維持好朋友的關係。這種尊重

異議的氣度，也實在讓我非常讚歎。

看台灣，可以從近距離感受台灣的

溫度，亦可從遠距離遙望台灣的美。而這

份情懷這份美，就算我往後離開了台灣，

依然會存在於我心中，永保那份讓人感

動的溫度。（作者就讀國立台灣大學）

我的臺灣夢
▓楊家純

在我們人生短暫的旅途中，給我

們快樂的也許是親朋好友，令我們美麗

的可能是我們的追求，但能讓感覺充實

的，必定是夢想。而我也有夢想——到

臺灣學醫學。

在眾多先進國家中，會選擇來臺灣

的原因，是因為在無意間聽到了歌后蔡

依林唱的歌《臺灣心跳聲》，裡面關於

臺灣風土民情的歌詞深深打動了我，覺

得臺灣應該是個很棒的地方，當下就決

定想來臺灣。那時候剛好緬甸的高考放

榜了，原本我跟朋友約好了一起申請緬

甸的醫學大學的，但是如同作家保羅‧

科爾賀的小說《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裡

的牧羊少年一般，我深信自己的寶藏在

千里之外的臺灣，於是放棄了在家鄉念

書的機會，決定再準備考臺灣的大學。

一年後，我很幸運地和二姐一起考

上了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大姐則考上

了成大會計系，我們三姐妹決定一起來

臺灣，我們家庭並不富裕，甚至連小康

都算不上，但是這次三姐妹要一起來臺

灣，家裡無論如何是負擔不了的，但是

身為農民的爸爸媽媽，深知文盲之苦，

對於兩個姐姐在外打工數年荒廢了學業

也很是自責，他們兩人四處奔走借錢，

才湊齊了我們來台的機票費，好讓我們

到臺灣圓讀書夢。臺灣真的是我的夢

想，為了能來臺灣念書而埋頭苦讀，因

為對於我來說，到臺灣就意味著我的人

生將不一樣了，於是在2010年9月，懷著

既期待又緊張的心情，我坐上了來台的

飛機，開始了我的追夢之旅。

初到臺灣，我迫不及待地去找永

和豆漿，細細品嘗著臺灣豆漿，口感和

緬甸略有不同，但相同的是，老闆都很

熱情，仿佛我不曾離開家鄉一般。僑生

輔導結束後學長姐帶我們逛士林夜市，

從來沒有離開過家鄉小城的我，如同劉

姥姥初到賈府一般，對夜市裡的一切都

充滿好奇，第一次吃到雞排的激動至今

仍記憶猶新。由於我跟姐姐九月份才抵

達臺灣，錯過了學校的新生講座，對新

的環境很不熟悉，而從來沒有使用過電

腦的我，在好心的同學幫忙下才順利選

了課。除了學習電腦，學雜費的壓力是

我必須面對的首要難題，我跟姐姐辦理

了學費緩繳，到校第二天就到處申請工

外國學生先擠滿隊伍前列，或是回答問

題，亦總是外國學生搶先擠出答案。

曾有好幾次我在準備考美國研究

所考試的時候，台灣同學看到便心生好

奇問我在幹嘛，我說我在做好準備以後

到美國接受讀研究所精進自己，他們都

感到非常驚訝。每每問及同學往後的夢

想，得到的回答非常多元，有的要到某

大學實驗室工作、有的想要走教學路

線、有的甚至想要開早餐店，但基調總

也是安安穩穩過日子。這也不禁讓我疑

惑，是台灣人不敢做太大的夢，還是台

灣夢本身就太美？

記得有一年，雖然我是馬來西亞

人，但由於是台灣學生，也就跟了台灣

的代表團出國交流。在那場國際會議

裡，雖然我們人數眾多，然而我們的學

生發言量相當少，反觀其他國家來的代

表，都敢於表現自己的意見，說得頭頭

是道。不過會後其他國家的學生對於我

們台灣學生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也打成

一片，因為我們總喜歡在非會議期間跟

他們打交道、交朋友，而且也展現我們

的貼心，送他們小禮物，順道介紹台灣

的文化。

或許台灣人迫於對自身困境的焦

慮，台灣同學非常渴望向外國學生介紹

台灣的美。我們在會議的一個表演活動

裡，穿上中華民國國旗衣跳舞，背景音

樂是台灣的流行歌曲，展現出台灣人熱

愛自己國家的情景，表演後還有很多其

他國家的學生跟我們交換衣服，或許他

們已被中華民國國旗衣深深吸引了，又

或是展現對於台灣的熱愛吧。還記得大

二那年，接待了一群印尼來的交換學

生，台灣的同學就想了很多活動，讓印

尼學生能在那兩個星期裡浸淫在台灣的

文化當中，例如去夜市、逛寺廟、吃台

南美食等等。到最後，印尼學生都學會

了大量的中文問候語，而我們也學了非

常多印尼話，非常融洽。

面對台灣困境的無奈，台灣人也很

常去反思自己的社會動向，與思考自己

的民族命運，這是必須奠基在具有高度

文化水準的社會上才能迸發出如此多的

精闢思維。我非常喜歡看台灣作家、評

論員所寫的社論或一些反思台灣人民命

運的哲學思想，在耳濡目染下，我也漸

漸改變了自己原有的思考模式—從自立

自強但自掃門前雪的右派思維漸漸過渡

為互相關愛而鋤強扶弱的左派思維。

台灣文化無疑是中華文化的延續，

其中包括閩南文化、客家文化，也融合了

原住民文化、日本文化，甚至是新住民

文化。其實台灣文化可以很璀璨多元，

然而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一種漢人本位主

義的氛圍，如果更確切地說，其實是閩

南人本位主義的氛圍。說到文化表演，

原住民的舞蹈或許可以搬上舞台呈現，

然而這似乎也僅限於娛樂旅客或應付外

交之用。說到宗教信仰，大家直覺反射

就是媽祖等等的閩南信仰，而客家人的

義民信仰、原住民的信仰，甚至某部分

人口的基督教信仰、新住民的伊斯蘭信

仰都比較無法被看見。然而，台灣人對

於這方面的反思是有在付出努力的，有

許多公民組織都會定期舉辦活動去認識

新住民，讓新住民能融入台灣的圈子，

為台灣文化增添更多色彩。而且台灣人

具有非常高度的包容力，除了包容不同

的文化，亦會包容一些刺耳的意見。

每個留台生肯定都會被問到一個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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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色的顧客，也感受到了一些社會的人

情冷暖，更加體會到知識的重要。工作期

間，也忙裡偷閒報名參加了黏多糖寶寶

醫學夏令營，與黏多糖寶寶們近距離接

觸並陪伴他們，我發現，寶寶們雖然先天

缺陷，卻勇敢樂觀地生活著，他們都是父

母心中的小天使，也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大四上學期，印象最深的是學習大

體解剖課程。當初聽到大體實習這堂課

時，心中多半是恐懼與不安，恐懼的是

怕自己顫抖的雙手無法使老師的犧牲奉

獻有些許意義；不安的是不知道該抱持

何種心情去面對老師家屬們的情緒。第

一次與家屬會面，駑鈍的自己怕發言不

得體，所  以我選擇安靜地去傾聽、去

觀察，發現家屬們都有顆堅毅的心讓我

非  常敬佩，能平靜地敘述著老師的故

事，讓我們能多加理解老師的一  生，

並從中學習。我不禁反思自己要如何面

對這種生離死別的場景，畢竟人不是長

生不老的，而且禍福無常不是自己能掌

握的，有時候命  運就是這麼捉弄人，

使人措手不及，我想遇到的當下會是錯

愕的，但是隨著時光的腳步，我們必須

學著成長，希望以後我能夠很適當地去 
面對這些生命中不可逃避的事情。每次

上課前，都要先跟老師問候三聲，雖然

只是短暫的問候，但卻充滿了無限的感

謝，有時候還會偷偷跟老師說一些話，

來訴說我內心的想法。也因為有了這些

問候，讓我覺得這門課上來特別與眾不 
同，多了一份使命感還有謹慎的心，因

為任何的一絲偷懶都是對老師的不敬，

因此我督促著自己把握在實習室的每一

分每一秒，將這些時 光化為未來道路上

最佳的良師，伴我度過從醫之路。成為

一位醫者，固然打基礎的過程是格外辛

苦，但想想我是因為遇到了生命中的貴

人才能有所成長，使我更加有動力，把

老師的這份心意去傳遞給更多的病人，

這樣老師的恩澤就能散佈給更多的人，

永遠流傳於這世上 的任何一角落。

下學期學校舉行了授袍典禮，在念

醫師誓詞時，這是我第一次深深瞭解，

未來要穿的白袍，有多大的使命感在裡

面。而七月份國考在即，為了能多一些

時間準備考試，我辭掉了學校的工讀，

但是為了維持生活費，找到了一份家教

工作，每天去陪小朋友讀書一小時，其

餘時間跟姐姐一起讀書，不懂的就去問

同學，他們的認真學習態度，還有樂於

助人的愛心，深深感染了我，正所謂：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讓身為同學的

我也學到了把「」活到老學到老”運用到

每一個角落。第一次模擬考的時候離及

格分還差幾分，心裡很受打擊，當天去

跑步跑了很久，這時耳邊響起故事裡老

人對牧羊少年說的話：「不管你是誰，

也不論那是什麼，只要你真心渴望一樣

東西，就放手去做，整個宇宙都會聯合

起來幫你完成。」，反省了一下自己的

努力還不夠，還有學習方法不對，於是

接下來幾個月裡焚膏繼晷，我相信臥薪

嚐膽，三千越甲可吞吳。終於，考試當

天榜單出來有我的名字，慶幸自己考過

了國考，對自己更加有信心了。

光陰芢苒，不知不覺度過了充實

的大學四年，如今我已經是個在醫院見

習的五年級學生了，伴隨著今夜窗外的

微風低吟，勾起了我在台四年來的許許

多多回憶。四年，不算短的時光，從青

澀幼稚到逐漸成熟，在半讀書半工作地

讀，分別在圖書館和教務處打工，為了

省錢，下課不敢跟同學一起吃飯，我跟

姐姐都會去一家便宜又可以吃得飽的餐

廳，也因此錯過了許多交朋友的機會，

生性內向的我幾乎沒有朋友，就這樣獨

來獨往地過了一學期，我發覺半年來自

己並不開心，半是因為被誤解成一個冷

漠的人，半是學習成績不理想，和姐

姐反省過後，為了儘快融入學校生活，

在第二個學期，積極地參加系上的活

動，假日南投信義鄉陪小朋友讀書，從

前不敢再大聲講話的我，上課時主動發

言。下課時我也主動找同學聊天，同學

生也幫助我矯正發音，漸漸地，我有了

朋友，增加了自信。不知不覺中，我從

孤獨、壓抑的陰影中走了出來，融入了

新的生活。為了賺取學費，暑假到桃園

的電子工廠打工，一天工作12個小時，

重複同樣掃描電路板的工作，偶爾有差

錯時會被組長責備，當下覺得很委屈，

可是後來想想，也許這就是社會，不容

許我們犯錯。休假的時候我會到臺北最

熱鬧的西門町走一走，望著街上的人來

人往，那時候我就想，楊家純，在城市

裡面真的是依無所依，你有的只是你自

己，你什麼都沒有，你現在能做的就是

單槍匹馬的在這個社會上殺出一條路

來，唯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所以回到

工廠後，我一有空就看從圖書館借來的

書，不敢有一絲絲偷懶。

大二這一年，也許因為自己真誠的

態度，遇到了把自己當家人的好朋友，

還帶我和姐姐去高美濕地看美麗的夕

陽，學習也有明顯的進步，可以申請一些

獎助學金，減輕了一些學雜費的負擔。

寒假到臺北的餐廳打工，並且在寒假最

後一天去了有名的淡水漁人碼頭；暑假

則在台中的泰式餐廳當服務員，透過服

務客人，我學會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如

果說課堂上老師教了我們溝通之道，那

麼打工就是我練習良好溝通的好地方。

偶然看到義務張老師培訓的招生海報，

便報名參加了第一階段培訓，老師教會

我們發現許許多多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

忽略掉的小細節，而或許就是那些微不

足道的小細節，影響著我們的人際關係；

並且我學到了對周遭的人表達適時的關

心，唯一有點遺憾的是，培訓時間和在餐

廳打工的時間有衝突，所以沒有繼續報

名第二和第三階段培訓，希望將來有機

會繼續去學習，如何能夠當別人安心傾

訴的物件，如何能夠用言語溫暖人心。

大三開始，課業變重了很多，我們

兩姐妹不得不辭掉了假日在餐廳的工

作，以便有更多時間唸書，在學校的工

讀則繼續申請。在面對三個禮拜一次整

合考，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把龐大的內

容背熟，是我們面臨的主要挑戰。第一

次整合考試我們都同時考得很挫折，在

經過反省和分析之後，決定為了提高學

習效率，閒暇時一起唸書、討論，慢慢

地成績也跟著漸漸有了起色。在學校的

生活雖然很忙很累，但是因為自知能夠

有機會學習已實屬不易，我們都很樂在

其中，唯一有一點小感觸的是，在考試

前幾個小時，同學們都努力唸書複習之

際，我們卻因為有工讀而少了再複習一

次的機會，心裡不免好生羨慕，好在我

還有姐姐互相鼓勵，一起度過每一次考

試，心裡真的很感恩父母，因為手足真的

是父母給我們最好的禮物。寒暑假我們

回到泰式餐廳當服務員，每天面對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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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摸爬滾打之後，我的初衷還在不

在？而答案是我的夢想一直都沒變—學

好醫術，當個良醫。這四年來我最開心

的事應該就是，我可以真心的說：我喜

歡醫學！在醫院遇到了許多能帶給病人

安定感，幫助病人、能教出一批好醫學

生、能做出好的研究的好醫師，被他們

的教學哲學和熱情感動了，也讓我決定

未來要讓專業和教學同時成為自己的強

項。雖然我離這個夢想還很遙遠，但是

我深信自己就是個牧羊少年，對自己

說：「當我真心在追尋著我的夢想時，

每一天都是繽紛的，因為我的每一個小

時都是在實現夢想的一部分。」

來臺灣的追夢之旅，一路上我收

穫了許多以前沒有想像過的東西，也感

覺到我變得獨立了、自主了、堅強了—
這些以前欠缺的東西正在一點點惡補回

來。我不得不由衷感謝臺灣，給了我這

個成長和實現夢想的機會。同時不得不

提的是臺灣真的很美，我仍然很想去看

看101大樓、等待收割的嘉南平原、屏東

黑鮪魚、看三義木雕怎麼刻，還有小時

候國語課本裡讀過的阿美族豐年祭，也

想一窺美濃的油紙傘，和緬甸的傳統油

紙傘有什麼不同；我想在努力讀書的同

時走遍臺灣的每一個角落，因為這是我

的臺灣夢。（作者就讀中國醫藥大學）

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趙桂林總會長率團蒞訪

104年9月24日，世界華商經貿聯合

總會趙桂林總會長率團一行68人蒞訪，

他們抵達本會時間較原本約定時間晚了

一個小時，因為他們進總統府，與馬英

九總統閒話家常，這個延遲至為值得。

能與國家最領導人晤面聊天合照，對絕

大多數僑胞而言，乃是無上的榮寵。

他們一行抵達本會已接近下午六

時，華燈初上，趙桂林率領各地分會會

長，興高采烈，與等候多時的陳三井握

手寒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熱絡之

情，不在話下。每年此時，世界華商經

貿聯合總會一定會來本會拜訪，今年也

不例外，只是規模更大、人數更多。

陳三井以「故人具雞黍  把酒話桑

麻」這十個字歡迎他們，情誼盡在不言

中。趙桂林對陳三井的熱情接待，表示

由衷感謝，特致贈從南非帶來的大象雕

刻。他說，大象是力大無窮的象徵，希

望全球華僑團結起來，團結的力量就會

像大象一樣，無往不利，在全球各地開

疆闢土，為華人爭光。

此外，趙桂林特面邀陳三井出席10
月2日於國軍英雄館舉行的世界華商經

貿聯合總會第13屆年會並致詞。（編輯

室）

▲上圖左：陳三井理事長出席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第13屆年會，與吳敦義副總統、趙桂林總
會長等僑領合影。上圖右：趙桂林總會長致贈陳三井理事長南非大象雕刻。下圖：全體合
影。

詞，分別是「立足台灣  放眼世界」、

「胸懷六大洲  心繫咱祖國」，希望華

商在世界各地經營有成，回饋台灣，再

以台灣實力，賺全世界的錢，讓台灣經

濟永久繁榮。

林垂佐感謝陳三井盛情接待，他將

秉持兩會關係良好的基礎上，繼續為僑

商服務。（編輯室）  

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林垂佐新任總會長率團蒞訪

甫於10月2日從前任趙桂林總會長

接下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新任總會長

的林垂佐，10月7日率團15人蒞訪，理

事長陳三井接待。

陳三井首先恭喜林垂佐接任總會

長，職務愈大，責任愈重。他說，世界

華商經貿聯合總會每年十月都在台灣舉

行年會，在近兩年的年會特刊上曾經題

▲林垂佐總會長（右五）率團蒞訪與陳三井理事長（左五）暨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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