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台灣
▓謝秋莉

高中地理課時，我問老師：「台灣

是不是一個國家？」作為在台留學的她

愣住了，答道：「現在國際上沒有人敢

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我們只能說她是

一個地區。」地區？位階多小啊，當時

的我，在國家教育下，一直都把台灣當

作任性的小孩，一直不願意回到中國大

陸媽媽的懷抱，香港都已經回歸了，台

灣為什麼還再叛逆呢？

後來，在因緣際會下，在經濟的

現實突如其來打碎我的升學夢下，在只

有台灣升學體制最為友善的情況下，我

申請了聯合分發。因為我性格的驕傲，

七十個志願我也只填了九個；因為不了

解，因為覺得未來的世界，英文才是王

道，我到台灣升學的慾望其實是低落

的。當時的我因為設計夢醒，漫無目

的，真的只是為了上大學而上大學。公

佈分發前三天，我才發現各系有名額限

制，我才發現我的第一志願其實沒有開

放申請。當時我的心涼了半截，如果台

灣不接納我，如果我的志願都沒上，我

非常有可能沒有辦法念大學了。

戰戰兢兢中很快就到了能成功上大

學的時間，離家。卻因為到了一個很親

切很友善的地方，所以離愁顯得格外突

兀。台灣是個車水馬龍的地方，車與車

之間的距離貼得很近，在這裡開車非常

需要技巧。這裡的公車不像我們那裡一

樣要等一小時才有車，而且還有很多可

以預測公車時刻表的APP，我想我是幸

運的，因為我來到了一個先進的地區。

在這裡的街頭隨便的回頭，滿滿的都是

我看得懂的中文，但繁瑣的圖樣和字

形，讓我有時也覺悟到自己是外國人，

因為和簡單拼湊的英文字相比，繁體字

真的對我來說非常不友善。

剛來的時候是在種滿包種茶的瀑

布附近的營區辦迎新，在國外有同鄉人

的照顧覺得異常友善，台灣的營區和我

們有著莫大的差別。我非常喜歡參加營

隊，喜歡短暫的關係，喜歡沒有長久牽

絆的零壓力感。在這裡的營隊是在木製

的榻榻米上大家一起打地鋪，一起鋪床

單；刷牙還會遇到其他異性，廁所是沒

有瓷磚的，都是打石灰。這和我們國家

的四人一間酒店套房或大學球場的那種

營隊真的有天壤之別。

一開始的時候很不適應，覺得這

個地方太貧瘠了。記得當時因為營隊有

自由時間，到處去閒晃的時候，看到很

多宮崎駿漫畫的場景，覺得台灣就是一

個小日本。鄉下的台灣人完全沒有敵

意，一直邀請我們進屋並沖包種茶給我

們喝。我們就一直挨家挨戶的去參觀，

然後聽聽包種茶的歷史和老人家們的故

事，那是我對台灣人的第一印象，完全

接納外來文化。

因為營隊場所的設備和我想像的落

差太大了，所以到了學校宿舍時簡直覺

得是天堂，有自己的書桌、空間和床，

不用和別人搶洗澡間。第一次住宿卻都

沒有排斥感，我就知道，這是一個我即

將呆四年的地方，就算有不滿或抱怨，

都要學會和他相處下去。就像和這個

「國家」學會相處一樣。

考試篇
大一時我刻意把自己課表排得很空

曠，開學時的重新接觸書本，我覺得自

己高中時期已經把畢生的努力用完了。

在這裡就算再努力的唸書，和台灣人相

比，考試成績還是有天壤之別。同學們

都說我很努力，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

我很努力了，成績還是那樣的差？為什

麼做得比別人多，成果還是不如預期？

同學們都安慰我是外國人，直到大一下

學期時才知道台灣人很會考試。邏輯

性、浮華詞藻、模稜兩可，從不把話說

死的官僚性說辭，是台灣一直以來教育

出來的。當然不可否認台灣的高中教育

非常紮實，所以同學才能對於上大學考

試這件事如此游刃有餘。

對於來自鄉鎮的我，因為從前都

沒有地方購物，所以能維持節儉的好習

慣。但來到了台灣台北，如此的花花世

界，如此的迷人多采，我一開始都抱持

著盡情享受台灣生活的態度一直肆無忌

憚的玩樂。後來被強迫唸書之後才發現

我把精力分散得太開了，導致我忘了自

我精進，我忘了上大學的初衷，只求考

試低空掠過就好，英文有句諺語：目標

設月亮，你只能射中石頭；但設高空，

你才能射中月亮。後來在專人指導之

下，我總算學會了靜下心來念書，成績

也扶搖上升。這時我才明白台灣的小孩

有多不容易，在誘惑那麼多的地方，要

靜下心來認真的做事考到好成績，是需

要多大的毅力。

社會運動與政策篇
真正的第一次親眼看到所謂的社會

運動，是在台灣的立法院。太陽花學運

時，很多同學缺課，號到現場去靜坐。

課堂上也充斥著各種老師的意見和議題

討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和公共行政的

強烈連結，是我對這個充滿爭議的議題

不甚了解。我覺得作為一個受過政府行

政訓練的學生，去用自己的雙眼看這件

歷史，是自己必須做的。

記得當時工讀到十二點多的我還

是義無反顧的衝到了人聲鼎沸的現場，

看著很多年輕一代的學生願意在髒亂又

吵雜的石頭地上打地鋪，我不禁覺得震

撼，我的國家馬來西亞是個連六個人集

會都會被懷疑是進行政治反抗而被抓起

的地方。但台灣，有非常廣大的民主自

由的空間。這裡的人被允許拿著各種文

宣，直接或間接的嘲諷執政者，他們都

可以清楚又自由的表達訴求。

天空飄雨了，有人發放雨衣和暖暖

袋。這些人都是自願在這裡的，我忽然

很羨慕他們，很羨慕他們能有任風吹雨

打也辛苦堅持的執著；很羨慕他們能自

行生成想法；自行分辨對錯的能力；有

發聲的管道，還有強大的資源。

我想社會資源，國家教育，就是造

成我和台灣學生有天淵之別的主要原因

吧。他們羨慕我們有多元文化的背景，

我們羨慕他們有自由民主的社會；他們

羨慕我們會多種語言，我們羨慕他們有

學習各種國際外語的資源；他們羨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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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輕易的考進頂大，我們羨慕他們經

過強烈的邏輯與激烈競爭而擠身入頂大

的能力。

很多事情都是對立的，有幸參觀的

台灣的國高中，才發現台灣小孩的教育

真的很多元，有幸了解了十二年國教的

爭議，更明白了引起激烈反彈的原因。

任何國家的父母都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被

當白老鼠，家弟就是我國政策朝令夕改

的最明顯的受害者。對國家來說只是彈

指之間的隨機測驗，對國家來說，失敗

了損失的也只是九牛一毛的其中一年的

一部分學生；對國家來說微乎其微的事

情，對家庭卻是驚天動地。對現在趨近

少子化的社會現狀來說，損失的可能是

一個家庭唯一的希望。所以作為政府，

施政才應該更謹慎；所以公行的學生，

我們不被訓練去遵循規範，去依樣畫葫

蘆，老師一直在訓練我們打破不合理，

去批判思考，這和我從前接受遵循的教

育非常不一樣，但這就是台灣的大學。

在雨勢漸漸激烈的時候，我離開了

屋頂上有人，隨地都是人的立法院，他

們堅守原地。經過立院門口時，看到一

群警察圍成人牆堅守崗位，看到一群抗

議者和他們保持著適當的距離。當有暴

動者想向前時，抗議者阻止了他們，和

警察說辛苦了，並發給他們雨衣和暖暖

包，這是我在台灣看到的，政府與人民

最接近的一次。

關於工讀
我一直在設法降低家裡的負擔，希

望能先撐起自己的一片天，再負擔家裡

這把傘的枝幹。在台灣唸書後我沒有停

止過打工的生涯。記得在挨家挨戶打電

話訪問的時候，是我第一次覺得政府有

在嘗試努力與人民溝通的管道。我覺得

自己意義重大，這象徵著民意基礎的來

源，所以我很努力的扮演好我的角色。

記得第一次電訪是關於內湖變電所

建造的民意調查，我非常開心，覺得自

己和我的專業公行又更進了一步。但很

多願意給予意見的民眾，卻沒有在表單

上有傳達的空間，只能讓我們紀錄在紙

上，而且有對方的市話，我總覺得這樣

對他們來說是個資的洩漏，有些問卷上

的用詞比如說「住戶離變電所只有92米
的距離」，我覺得「只」這個詞帶有誘

導性的字眼。但不知道這樣的問卷是誰

設計的，所以也無從反應。那是我第一

次覺得依法行政的行政人員無從申訴的

無奈，執行者被要求中立，執政者要傾

聽民意，卻忽略了執行者才是執政者和

人民的橋樑，忘了執政者和執行者也是

需要溝通空間的，是方向正確執行可惜

的地方。

後來電訪問到了服貿協議對台灣

中小企業的影響，發現台灣很多的中小

企業都是直接和美國、法國、非洲等國

直接做交易。這對我來說是很驚訝的，

因為這在我們國家是很少發生的。通常

這種跨國性的交易只會是大財團直接和

國外交易。但很遺憾的在這些中小企業

中，可見沒有人對於服貿的內容去做更

深入的了解和思考，他們都覺得政府的

政策和自身的利益毫不相關。我覺得非

常的可惜，在很多企業都想請商學院為

專業的學生任職時，他們卻忽略了真正

在影響國家經濟的是政府的一顰一笑。

這時企業需要的是能完全了解政府運作

並能消化到與企業的運行和影響做連結

分析的人才。台灣社會一直強調著要培

育T型人才，但作為推動經濟螺絲的企業

卻沒有看到政策和企業的關聯性，這是

我覺得台灣資本界中普遍還需要再進步

的地方。

台灣生活形態篇
在台灣有很多豪宅、台灣人很會

搭公車、台灣不同區域的人有不同的性

格，就像一種米養百種人一樣，台灣的

貧富差距非常巨大，大部分的台灣人勇

敢發聲，大部分的台灣人，對政治敏

感。

關於豪宅，我非常愛到101附近看夜

景，不同光景的辦公大樓真的很美，這

是我們國家所難見的。而到了晚上，101
附近的高級住宅常是漆黑一片的，總共

約30幾戶的窗口，亮燈的卻不到五間。

後來知道這些高級住宅非常多是「鮭魚

返鄉」賺了錢的大企業家和銀行貸款數

間數間買下。這讓我想到了「朱門酒肉

臭，路有凍死骨」這個名句，在台灣有

一家五口擠身三十坪房子的社會現實，

也有單是房間就已經三十坪大的偶爾回

家住的神奇富有人。

來了台灣三年，因為台灣的教育，

我看到了七彩霓虹燈漂亮外貌下的真

實。我不禁感嘆，或許台灣真的有政策

不完美、政府和商業妥協的地方，但台

灣的教育自由度很高，並不會為此遮蓋

掉這樣的政策不當，反而能讓我們當警

惕和檢討的範本。

到了大學的第二年，全球化與國際

事務給了我高中時的疑惑一個終點。台

灣，到底算不算一個國家？因為一個中

國政策，加拿大在台灣退出聯合國的前

一年，是第一個表態台灣是不是屬於中

國的國家。加拿大只表明注意到大陸對

台灣的地位，義大利、智利、巴西、冰

島、澳洲等國也如是表態。美國老大則

用認知台灣屬於大陸這個說辭。英國、

紐西蘭、西班牙、馬來西亞也跟隨美國

的腳步。日本、菲律賓、南韓則完全了

解與尊重大陸對台灣的主權；最後認為

台灣完全屬於大陸的有東歐和前蘇維埃

政權，表明不會和台灣有任何官方契

約。

其實知道了台灣如此艱難的國際

地位時我心裡是同情的，或許是因為來

了台灣才有的歸屬感，讓我非常希望台

灣維持現在這樣小而巧，維持這樣的文

化與素質。想到在馬來西亞受到的教育

時，我一直都認為台灣是個任性的孩

子，一直在和大陸的第一正敵美國靠

攏，而間接的削弱了大陸強大的力量；

連香港都乖乖歸國了，為什麼台灣不這

麼做呢？但來了台灣，我才發現自己對

台灣的認識太少，之前的認為是因為把

自己當成主宰全局的上帝。台灣本來就

認為自己是一個國家，有自己的國歌國

旗，硬生生的把她降一個等級是沒道理

的。

國際上，台灣真的撥出了很多的經

費建交。救災方面台灣也不落人後，當

日本發生地震時，台灣也是捐助了最多

錢的國家，但日本卻明確的對自己的敵

人大陸說，尊重台灣屬於大陸；把自己

的恩人台灣，拋諸腦後。對我來說這樣

非常不公平，但對台灣來說，他們只是

在幫助災難，用援助來要求等價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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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的回報作為交換只會降低自己的格

調。這讓我非常欽佩台灣精神，希望這

樣高尚的品德可以貫徹每一個台灣人。

在台灣待了三年的感想，我覺得普

遍上台灣人還算幸福的。雖然聽到政治

環境被政黨弄得烏煙瘴氣、雖然偶爾對

於某些政策或行政程序有疑惑的地方、

雖然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但大體上因為

有媒體、有第三部門、有敢於發聲的民

眾，所以台灣相較於馬來西亞還是離民

主更為相近。我相信，外交苦難或其他

地位壓力的障礙，但就像台灣能在天然

資源如此薄弱的情況下，仍然屹立不倒

的在科技界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

樣；只要台灣人同心維持這個精神，勇

於發聲，台灣一定能繼續維持現在的自

主狀態。

我喜歡台灣，喜歡這個國家。我相

信，如果歸國後有人問我，台灣是不是

一個國家，我會很自豪的說，她是，而

且我曾經在這個美好的國家度過了我充

實的大學生涯。（本文為本會104年僑生

徵文獲獎第四名，作者就讀國立政治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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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榮泉處長（前排左六）、李淑玲主任（前排左三）、麥錦鴻會長（前排左四）、金聲白僑
務委員（前排右三）及僑界領導合照。

加西分會會長鄧華一
榮膺全加中華總會館理事長
全加中華總會館第17屆會員代表大

會，票選華僑協會總會加西分會會長、

僑務委員鄧華一接掌理事長。

全加中華總會館2014年11月14日
至16日於溫哥華舉行第17屆會員代表大

會，在15日的大會中選出31位本埠理事

及30位外埠理事，再由本地31位理事中

選出21位常務理事。名單如下：鄧華

一、程建宏、葉憲年、鍾正明、張麗

娜、王龍京、陳淑美、梁立有、李天

驕、田興和、陳德洋、劉建德、鄧綺

華、林見能、陳震澤、黃宗芹、周素

蓮、郭俐妏、陳曼玲、林聖洋、王黛

玲。

常務理事會接著選出鄧華一接任

理事長，並推選出四位副理事長：程建

宏、葉憲年、鍾正明、張麗娜。

出席這次大會開幕及閉幕儀式的

有駐溫哥華台北經文處長莊恒盛伉儷、

副處長陳冠中、僑務組主任楊修瑋、副

主任黃儷萱，僑務委員吳麗珍、柯江忠

及總會館前任理事長（現為僑務諮詢委

員）馬玉駿等。外埠理事代表則有多倫

多中華會館卲良昊伉儷、緬尼托巴中華

會館代表周仰生、愛民頓代表（僑務諮

詢委員）許平宗、素里中華會館廖木

己、林中煌等。與會理事、會員及嘉賓

70多人。

全加中華總會館成立於1911年，

一百多年來不曾間斷的為僑胞服務，堅

決擁護中華民國政府，傳揚中華文化，

團結海外僑心，尤其在1970年中華民國

與加拿大斷交，至1991年駐溫哥華台北

經文處設立這些年間，由於政府在溫哥

華地區沒有代表機構，因此全加中華總

會館便擔負起政府與僑民的橋樑角色，

對國家更是一大貢獻。（加西分會供

稿）

▲位新當選的常務理事，包括新任理事長鄧華一（前右四）、副理事長陳建宏（前右三）、副
理事長鍾正明（前左一）、副理事長葉憲年（前左二） 和前理事長馬玉駿（前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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