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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三四八 0 地區 2009~10 年度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2009~10 年度短期派遣學生歸國報告

時 間：2009 年 9 月 27 日(週日) 召集人：Rtn.Paul余振賢

地 點：中國科技大學 104 室 司 儀：Rtn.Paul余振賢

地 址：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 56 號(萬芳醫院捷運站)

程 序 表

09：00 註冊、報到、聯誼

09：15 介紹貴賓 司儀：Rtn.Paul余振賢

09：20 主委致詞 主委：PP Fortune傅聰敏

09：25 貴賓致詞 總監：DGElectronics謝炎盛

09：30 2009~10短期歸國學生報告

(NGE)

2009~10短期派遣學生

(每人約 5分鐘)

10：10 接待經驗分享 2009~10短期外國學生接待家長

郭信屏家長-張靜宜女士

10：20 Tea Time

10：35 2009~10短期歸國學生報告

(Step)

2009~10短期派遣學生

(每人約 5分鐘)

11：15 接待經驗分享 2009~10短期外國學生接待社代表

台北大稻埕扶輪社-秘書 Rtn.Spirit

2009~10短期外國學生接待家長

游儒元家長-蕭清鳳女士

11：35 頒發『扶輪親善大使證書』

11：45 拍團體照

11：50 致閉會詞 主委：PPFortune傅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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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派遣學生名單(依分區)

頁次 學 生 推薦社 接待國家

STEP-P.3 徐嫚甄 Jane 台北群英社 荷蘭

STEP-P.8 游儒元 Jeff 台北朝陽社 荷蘭

STEP-P.11 李安雯 Abigail 台北大稻埕社 荷蘭

STEP-P.16 邱彥凱 Anchor 台北城西社 瑞士

STEP-P.19 鄭承騏 Jesse 台北北海社 英國

STEP-P.34 張家豪 Henry 台北百城社 荷蘭

NGE-P.36 留國泰 Leo 台北雙連社 比利時

NGE-P.38 李欣宜 Lisa 中和社 日本

NGE-P.43 李婉瑜 Nancy 中和東區社 德國

NGE-P.48 邱盈惠 Penny 中和福美社 比利時

NGE-P.53 陳聿彣 Vivan 新店碧潭社 德國

NGE-P.60 郭信屏 Stephen 台北百合社 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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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徐曼甄 Jane

生日：1993.05.26
就讀學校：中山女高

派遣社：台北群英社

接待地區：荷蘭 D1610

＊＊＊＊＊＊＊＊＊＊＊＊＊＊＊＊＊＊＊＊＊＊＊＊＊＊＊＊＊＊＊＊＊＊＊＊＊

＊＊＊＊＊＊＊＊＊＊＊＊＊＊＊＊＊＊＊＊＊＊＊＊＊＊＊＊＊＊＊＊＊＊＊＊＊

2009 年 8 月 5 日，和另一對交換學生 Stephen 和 Adriaan 還有我的交換伙伴 Sue sue
出發前往荷蘭，在飛機上 Sue sue 和兩位外國人攀談，感覺他們都非常容易交到朋友，

期望自己的英文成能更好，更能融入話題。

8 月 6 日，大約十六小時的飛機後，來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機場，和蘇蘇和

Adriaan 的家人打過招呼後，也就直稱蘇爸 Bart、蘇媽 Alida、和蘇蘇的妹妹 Heleen，蘇

哥Ｄｉｒｋ準備上大學的事所以沒和我們一起，接下來前往他們位於菲仕蘭省的度假小

屋，我自告奮勇地要和 Alida 一起採購，當我要跨上腳踏車時，發現他們的座位好高，

輪子似乎也比較大，幸好 Alida 耐心的教我如何利用踏板加速和讓自己的屁股坐上椅

子，我才成功上手。。買完後回到小屋，蘇蘇的男友來訪，令我驚訝的是，國外父母親

對男女交往的開放態度比台灣大很多。

8 月 7 日，早上為了讓我寄信回家報平安，蘇蘇帶我去商區的網咖，下午所有的人，

除了蘇蘇的哥哥 Dirk 因準備大學的事情還沒見到面之外，大家都一起乘著船，沿著屋旁

的水道划去看風車，回到小屋旁，就直接跳到水裡游個痛快，這麼閒情逸致的事我居然

體驗到了。

8 月 8 日，蘇蘇去找她的男朋友，Alida 就帶我參觀附近古色古香的小鎮，第一站是

個伯爵的家，有電像電影＜真、善、美＞的場景，還去參觀教堂和以前的農場。去接蘇

蘇時，順便在她男友家喝茶坐坐，他的爸爸的研讀歷史，一直和我聊中國歷史，雖然他

的口音聽不太懂，但他非常喜歡我的專注和回應，所以送了我一本他的書。

8 月 9 日，今天跑去鄰居家打招呼，我已漸漸掌握如何和人聊天了，蘇蘇和我一起

作荷蘭的小鬆餅，我非常樂在其中，傍晚 Alida 和 Heleen 先回在 Houten 的家，晚上蘇

蘇、Bart 和我一起乘著帆船去看夕陽。

8 月 10 日，今天 Stephen 和 Adriaan 來找我們，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划船和游泳，

晚上和 Adriaan 的爸媽們，在一家帆船風味的餐廳吃晚餐，有了一個愉快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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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蘇爸，Adriaan 媽，Adriaan 爸，Adriaan，蘇蘇，Ｓｔｅｐｈｅｎ）

8 月 11 日，我們回到了位於 Houten 的家，Bart,Alida 決定帶我們去兩天的船行之旅，

我們搭上他們家大大的船，內有小客廳和廁所還有臥室，到達了港口，那兒起來有幾百

艘船停靠在那，船上掛著來自各地的旗子，晚上就在水上的漣漪沉沉睡去。

8 月 12 日，一早就去當地的 Marker Museums，那本是個漁村，我有品嘗他們傳統

的煙燻魚，做帆船木鞋，了解古早的荷蘭人如何捕魚……等。傍晚返家。

8 月 13 日，和蘇蘇騎腳踏車到鄰近的城市烏垂克參觀迪克布魯那之家，還去中央

美術館參觀建築及畫作。晚上一起煮晚餐給去上班的 Bart 和 Alida，還不都是食譜標

示的不清楚，和蘿蔔一起煮的馬鈴薯崩落成一塊塊的，看起來像大雜燴，最後竟像

他們冬天吃的某種傳統食物，實在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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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這天 Alida、蘇蘇和我三人，一起去烏垂克近郊的一座城堡，感

覺俏皮新穎的造型像是身處在愛莉絲仙境中，湖中優游自在的天鵝，路旁從樹上

掉下來的橡樹果，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麼可愛，城堡中雕刻著精美的圓柱，大道一面牆的

壁畫，浸淫在歐洲的古典裡頭，每一口呼氣就彷彿是一聲讚嘆。一旁還有個樹叢建起的

花園迷宮，簡直就像宮崎駿的電影＜貓的報恩＞。

8 月 15 日，今天是休息充電的一天，下午乘船去附近的一個小鎮，在小鎮上的咖

啡館吃吃東西，水道旁鴨子快樂的遊著，各式各樣大小不同的船穿梭著，橋非常特別，

如果需要把橋收起，收銀員就會用釣竿吊著傳統木鞋向你收錢，木鞋原來有這樣的用途。

8 月 16 日，和蘇蘇去訓練跑步和教小朋友，她接下這工作來賺取零用錢，交一些

小朋友跑跑跳跳，玩遊戲，蘇蘇非常喜愛這個工作，她也非常喜歡運動和跑步訓練，她

說：我喜歡努力的那種感覺。令我打從心底欽佩、喜歡她。

8 月 17 日，今天和蘇蘇一起去烏垂克逛大街，買些紀念品送親朋好友，蘇蘇帶我

去她喜歡的服飾店，但那裏的衣服對我來說都太貴了。最後我買了香蕉裝裝器、咖啡、

小刀……等。還去了荷蘭人普遍愛的店Ｈｅｍａ。

8 月 18 日，鹿特丹，我們來咯！花了很久的時間搭車，晚上就在這看露天電影，

這天是撥放的是＜貧民百萬大富翁＞非常非常多人，這裡是個唯一看起來現代的都市，

據說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整個都市毀壞的很嚴重。

8 月 19 日， Alida 帶我和蘇蘇一起去海灘，晚上去扶輪社的聚會，我向大家介紹台

灣和我自己，順便發台灣的徽章當小禮物，大家稱讚我講得很很好使我非常開心。

8 月 20 日，今天去爬烏垂克的最高的塔，這座塔位於市中心，也是最高的建築，

晚上拜訪鄰居，和他們的小孩一起看電影。

8 月 21 日，和蘇蘇一起划獨木舟，我划沒幾下便酸的抬不動了，到了一家好吃的

蛋餅店，此店的招牌是兩頭驢子，一頭白一頭黑。

8 月 22 日，蘇蘇運動訓練的好友－嚴加自願帶我們參觀萊登，是個人文大學城，

荷蘭最古老的萊登大學，和有名的大畫家林布蘭都在此。我們去植物博物館，去教堂，

還在市集買到好吃到不得了的炸魚酥塊呢！

8 月 23 日，和蘇蘇的好友Ｅｖａ去阿姆斯特丹，Ｅｖａ的奶奶是印度人，從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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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才知道這裡有很多印度籍中國人，我們剛好趕上一個音樂節，唱詩班和在

船上的樂器一起表演，這裡的房子比其他地方都來的高，但仍然是漂亮的古蹟，偶

爾有幾棟高樓大廈，路上看到很多大學社團在辦活動。晚餐在Ｅｖａ家吃印度菜，他們

對中國文化和台灣歷史有相當大的興趣，甚至拿出麻將來請教我，我感到極為溫暖。

8 月 24 日，我和蘇蘇奇裝異服，準備去營隊裡當關主，每年寒暑假，在他們的

Ｈｏｕｔｅｎ社區，都會舉辦給各年齡層小朋友的營隊。我們打扮成惡魔和賣蘋果的老

婆婆，甚至還帶了假老鼠、蜘蛛、蝙蝠當裝飾，當這遊戲結束後回到營區，為了答謝我

們，就和她們一起吃薯條，荷蘭的薯條比較大根，而且他們喜歡配美乃滋一起吃，真是

特別的風俗。

8 月 25 日，晚上在鄰居家有個比薩派對，有兩位英國學生和一位澳洲交換學生參

加，鄰居有一個比薩烤爐，我學會如何用大鏟子鏟比薩，翻動和分片。

8 月 26 日，早上我們去學校旁的公園和蘇蘇的朋友Ｅｍｉｌｙ一起野餐，他們的

葡萄沒籽，又甜，這時我終於才懂為什麼希臘貴族喜歡優閒的躺著吃葡萄。下午去了一

趟運動訓練場，上次學會丟標槍，這次學丟餅。

8 月 27 日，起了個大早去馬德羅丹小人國，甚至火車、船都會開，還會失火，接

著去非常有名的席凡寧海灘，那邊店家很多，有圖書館甚至還有高空彈跳。晚上去和蘇

蘇的六位朋友一起在Ｅｖａ加開＜晚餐派對＞。

8 月 28 日，我像蘇蘇請教吉他，才發現是這麼的困難，下午和Ｅｖａ三人一起做

鬆餅，晚上蘇蘇全家人帶我去吃荷蘭的中國餐廳，一路上看到的彩虹，這是我在荷蘭的

最後一個似白天的夜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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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和Ｓｅｐｈｅｎ他們碰面後，沒多久就上飛機了。

這次荷蘭之旅我學到了一點荷蘭語之外，更敢說英文了，也趕在別人的注目下發表

自己的意見。我非常想念蘇蘇，希望能再見面。很感謝大家能讓我擁有這非美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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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游儒元 Jeff

生日：1992.12.09

就讀學校：政大附中

派遣社：台北朝陽扶輪社

接待地區：荷蘭 D1550

＊＊＊＊＊＊＊＊＊＊＊＊＊＊＊＊＊＊＊＊＊＊＊＊＊＊＊＊＊＊＊＊＊＊＊＊＊

＊＊＊＊＊＊＊＊＊＊＊＊＊＊＊＊＊＊＊＊＊＊＊＊＊＊＊＊＊＊＊＊＊＊＊＊＊

我叫游儒元，是這一次扶輪社短期交換的學生，在分享這一次的交換經驗之前，我首先要

感謝的就是我的家人給予我的支持。沒有他們的鼓勵，我可能沒有辦法完成這次的交換計畫，

甚至可能有忘記中文的危機。緊接著，我要感謝我的派遣社台北朝陽扶輪社和 3480地區全力

的支持與為期半年的行前訓練，讓我在去之前比較放心，也十分感謝你們提供這麼好的機會

讓我飛到這麼遙遠的荷蘭，在那裡的寶貴經驗真的讓我受用終生。

我從七月十一日待到八月三日，總共三個禮拜。順序是我先過去荷蘭，因此我十分緊張。

一開始因為飛機選荷航的飛機，因此沒有會說中文的空中小姐，難怪大家都說踏進飛機就像

踏進一半領土一般。想到搭了將近十六小時的飛機在清晨六點抵達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機

場，差點不能出海關，真的是心有餘悸。還好與路上台灣另一個交換學生張家豪同行，不但

能互相照應也會較不緊張。好不容易出去後看到 Home爸 Ronald以及交換學生 Killian開車

來接我時，我的心都是一直砰砰跳的。 一開始做事都畏畏縮縮的，英文會講但從來都沒有真

的聊過天，沒想到 Home爸和 Killian就這樣一直找話題跟我聊就這樣聊了三個小時！真的很

佩服他們。自從了這番“刺激”之後，我變的敢講英文很多了，我也很高興被他們稱讚我的

英文講的不錯。一路上的景色是我在台北這種大都市絕對想像不到的。對於住慣公寓的我，

第一次住在兩層樓的別墅是非常新奇的事。一進門，我就看見 Home媽 Sabeth從房子裡歡迎

我。當時的我真的蠻累了，因此就馬上回他們給我房間睡著了。

對我而言最大的障礙就是語言和文化差異吧。荷蘭的官方語言是荷語，但全台的荷語補習

班用手指就數的出來了。因此在去之前是幾乎不可能學過的。因此我認為克服語言障礙是非

常重要的，一開始我聽到荷語時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感覺蠻挫折的，甚至開始想家。這真的

是非常關鍵的時期，一定要試著找好玩的事跟看荷蘭好的那一面，不要凡事跟台灣比較。過

久了以後你就會發現你愛上荷蘭了你反而不想回去了。另外荷蘭人很會尊重別人的文化，可

以適時的講台灣哪裡好，但不要太誇大台灣很好也不要一直批評他們的文化。另外有一點就

是他們很喜歡明確的答案，如果問你們問題他們希望聽到的答案是 Yes or No，而不是 It’s

OK.這種「差不多」的答案。這點我是回到台灣後才了解的，真的非常後悔為什麼不早點發

覺。另外，就像我們的午餐晚餐都吃飯，他們的早餐午餐都有麵包，雖然我喜歡吃麵包，但

長達三個禮拜吃麵包還是會讓人懷念台灣的食物，所以帶些台灣的食物去荷蘭不但能回味一

下也能和他們分享，真是一舉兩得。平常早餐吃吐司鹹的是配火腿或起司切片，甜的話是奶

油配 Hagel(一種巧克力碎片)，常常都會配果汁。習慣以後我覺得我甚至不用怕在荷蘭餓死

了！那裡的天氣蠻舒服的，照地理課的氣候分區是分在溫帶海洋性氣候，我想大家都有學過。

天氣不會很熱，感覺跟秋天一樣。只是有時候會突然下一兩小時的雨，荷蘭人都會戲稱那叫

“Dutch weather”，不過雖然有時候很煩人，但淋淋雨也很過癮，不必擔心會禿頭。我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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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點，希望能讓要去荷蘭的交換學生們更早了解可以比較

早適應。另外我建議交換學生如果有閒暇的時間的話不訪多聽一些國外正流行的

英文歌，不但英文會進步，而且會跟他們增加很多話題，奇怪的是荷蘭人反而比較喜歡英文

歌而不是荷文的歌曲。台灣並不是每個人都常聽西洋音樂，因此可以參考 Billboard(告示

牌)，上網搜尋 Billboard就能大概知道他們聽什麼音樂了。只要度過那些困難，你就會被你

的努力付出所感動！

我認為我很幸運能遇到 Poolmans這個接待家庭。他們真的是一個很酷的家庭！感覺家人

與家人之間彼此很親密，Killian喜歡去姑姑家、阿公阿嬤家、朋友家玩。而父母也不會處處

限制自己的小孩，因為荷蘭最令人稱道的就是那“自由開放”吧！荷蘭人是最不吃權威那套

的，這點真的讓我非常欣賞。家長也常常答應朋友來家裡過夜，感覺讓那裡的生活更多采多

姿。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們對我的好！我甚至答應他們我以後還會再回去荷蘭。

他們帶我去過好多地方，從荷蘭的北部到南部，比利時，甚至有去德國！ 我很感謝他們

帶我去那麼多的地方。感覺每天都很新奇。像全國境內好像就有幾千座風車，從高速公路回

來的路上就能看見幾座，與旁邊廣闊到一直延伸到地平線的平原，心也會跟著開闊起來。而

如果有機會到荷蘭北方的話，可以看見一條條的運河和荷蘭傳統的房子。鄉村與都市的景觀

也大不同，這也等著讓去荷蘭的交換學生們去發掘囉！雖然會很累，但如果因為一些小原因

而造成沒去很多地方的話，真的是件蠻可惜的事。而我至今還十分的想念在荷蘭的美好時光，

她可以算是我出生到現在最好的回憶了！讓我對荷蘭有極好的印象，也甚至讓我當時猶豫要

不要回台灣呢！

這次的交換計畫真的徹徹底底的改變了我的想法，我打從心裡的感謝每一個幫助過我的

人。沒有他們的幫忙這一切不會那麼圓滿順利。這真的讓我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還想再

加入明年度的交換計畫！

在大都市裡街道非常密集，但在接近鄉村的地方就很容易看到一片片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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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能看見較多荷蘭傳統的東西，運河也比較多。這是一艘以前的船在運河上的情形

這是我在機場的“最後一刻”，當時我的眼淚真的差點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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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安雯 Abigail

生日：1993年 01月 14日

就讀學校：華江高中

派遣社：大稻埕社

接待地區：荷蘭 D1550

＊＊＊＊＊＊＊＊＊＊＊＊＊＊＊＊＊＊＊＊＊＊＊＊＊＊＊＊＊＊＊＊＊＊＊＊＊

＊＊＊＊＊＊＊＊＊＊＊＊＊＊＊＊＊＊＊＊＊＊＊＊＊＊＊＊＊＊＊＊＊＊＊＊＊

2009年 7月 11日晚上 10：30在跟媽媽依依不捨的道別後，就展開一個人漫長的旅行。這是

我第一次一個人搭長達 15個小時的飛機。搭到阿姆斯特丹的飛機要在曼谷轉機，然而到了曼

谷後我根本搞不清楚狀況，是要搭不一樣飛機嗎?在哪裡搭?心裡充滿著不安及恐慌，害怕會

搭不上飛機，不過就在這同時，有一位曼谷的航空小姐走過來幫我，她會說中文!那當下，我

真的很高興，可以遇到那麼多好人，因為他們，所以我現在才能平平安安的轉機到達阿姆斯

特丹。出了機場後，看到了”Welcome An Wun to the Netherlands”的字條，原來是跟我交

換的女生 Anouk及她爸爸 Jac來接機。之後我們來到了 Anouk位於 Limburg的家，剛進家門

就先擁抱 Anouk的媽媽 Jeanny及 Anouk的姐姐 Lenny。Anouk帶我到房間去，她把她原本睡

的房間讓出來給我睡，而她到樓下的書房睡，其實我挺不好意思的，因為她的房間比書房還

要大，不過她好像不在意，只是很開心的一直跟我聊天。接著我們就一同享用午餐，因為我

到家的時間剛好是中午。雖然早就知道國外可以直接飲用水龍頭的水，但是親眼看到還是有

種不一樣的感覺。他們家的房子真的很大很棒，他們問我荷蘭跟台灣有什麼不一樣，我的答

案一定是「house」因為他們那邊的房子真得很漂亮，環境乾淨，空氣新鮮，就是那種我夢寐

以求的生活。我在荷蘭的第一個禮拜，就跟他們家人一同去拜訪 Jeanny的母親也就是 Anouk

跟 Lenny的 grandmother，我還吃了很道地的點心'Vlaai'，也跟 Anouk及 Lenny玩道地的荷

蘭遊戲'Sjoelen'。

←我們正在享用荷蘭道地的點心'Vla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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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遊戲'Sjoelen'

當天晚上接著去拜訪 Jeanny的姐姐 Ria和 Ben，我也在那邊嘗試了 blue cheese，但我不是

很喜歡。對於他們刮一小塊起士到餅乾上的吃法，我覺得很新奇。

Anouk跟 Lenny參加了他們當地的樂隊，那個樂隊是只屬於他們那個 village的，跟我們台灣

學校的管樂隊不同，星期五晚上他們有一場表演，真得很精彩!但那天晚上我不停的在發抖，

這是我第一次察覺荷蘭跟台灣天氣上的不同，荷蘭的天氣比台灣還要乾燥，且早晚溫差大。

他們常常問我，我在荷蘭的期間有沒有特別想去哪裡，我都說我很想看看你們國家的

Queen，因為 Taiwan沒有皇族只有總統。他們卻笑著回答說，我們住在荷蘭那麼久，也從沒

看過我們的 Queen。但他們還是精心為我策畫行程，帶我到很久以前皇族居住的地方" The

Paleis het Loo"。

← Lenny跟我在" The Paleis het Loo"

7月 23日我們一起到荷蘭首都-Amsterdam阿姆斯特丹，那裡的建築真的很美，有別於台

灣的公寓大樓。我們還搭船繞阿姆斯特丹一圈，身處在阿姆斯特丹的我心裡是萬分的感動。

一年前我毅然決然的要當交換學生，現在我真的成功了，在這裡還是要謝謝扶輪社的幫忙，

因為有你們，我才能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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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姆斯特丹的建築

7月 26日我們去”Drielandenpunt” 這一個區域是德國、比利時跟荷蘭的交接處，一

次到三個國家的感覺也同樣很特別，令人搞不清我是身處在哪一國呢!

← Jeanny跟我在”Drielandenpunt”

7月 31日我們到”Kinderdijk”，這裡有 19座風車，以前的荷蘭人就是使用這些風車，將陸

地上的水趕到海裡去，才能爭取更多的土地，現在這些風車已經沒在運作且也被列為世界文

化遺產。不過荷蘭人還是繼續運用新科技與海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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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mill風車

"Euromost"(中文名稱是"歐羅曼特塔"又名"老襯亭')是 Rotterdam鹿特丹也是全歐洲最高的

建築物，可媲美台灣的 101。這裡還有很有設計感的天橋 Erasmusbrug(伊拉斯謨橋)。

←Euromost

←Jac and“Erasmusbrug” 伊拉斯謨橋

8月 3日早上我跟 Jac還有 Lenny一起去打高爾夫球，這是我的第一次，也是非常愉快的

一次。晚上 Jeanny的姐姐 Ria跟 Ria的男朋友 Ben以及 Anouk’s grandmother也一起跟我

們享用豐盛的晚餐，那天 Jac煮了一桌義大利菜，Lenny也小試身手做了一盤開胃菜。用完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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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後我還跟 Ria一起聊天，我們兩個都是達文西密碼的粉絲。之後我還跟 Jeanny

一起玩 cards game，那天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天。

這次的交換計畫讓我擁有了最棒的１６歲夏天，從跟荷蘭人的互動及Ｑ＆Ａ當中，學習

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你絕對無法想像你所習以為慣的一切，對他們卻是不可思議甚至到了難

以置信的地步。當 Anouk第一次在台灣吃紅豆、花生及芋頭口味的冰淇淋時整個傻住了，她

還問我說”Do you eat that?”從這句話裡你就可以發現，文化差異不是只出現在語言、習

俗、食物，而是全部，你是要親身體驗才感覺得到的。這次的交換計畫也讓我接觸及認識了

很多好人，像是跟我一樣交換到荷蘭的其他兩位台灣男生 Jeff跟 Henry，及與他們交換的荷

蘭男生 Kilian跟 Tom，還有扶輪社的成員。真的很謝謝曾經幫助我圓夢的那些人，我最最最

要感謝的不外乎是「扶輪社 Rotary」。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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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邱彥凱  Anchor

生日:1992/01/12

就讀學校:中山大學附中

派遣社:台北城西社

接待地區:瑞士

＊＊＊＊＊＊＊＊＊＊＊＊＊＊＊＊＊＊＊＊＊＊＊＊＊＊＊＊＊＊＊＊＊＊＊＊＊

＊＊＊＊＊＊＊＊＊＊＊＊＊＊＊＊＊＊＊＊＊＊＊＊＊＊＊＊＊＊＊＊＊＊＊＊＊

2009年 7月 25日，告別了在台灣的家人獨自搭機前往瑞士蘇黎世，準備展開為期一個月的

交換計畫。帶著緊張又興奮的心情上了飛機，經過了十幾個小時的飛行，終於抵達了瑞士蘇

黎世國際機場。

前來接機的是 Tita Guggenbuehl，Home stay媽媽。由於抵達瑞士是早晨六點，所以我們

決定先吃個早餐在驅車回到位於 Uri的家。我的 Home stay爸爸 Pius是個牙醫師，擁有一

間診所與家相通，說實在這真的很方便！

Pius有四個孩子，三男一女，Tobias是家中最小的，剛從西班牙回來，類似交換學生一樣。

另外其他人都不家，好像也是交換學生。雖然 Pius和 Tita不是扶輪社會員，但是當地的扶

輪社卻很樂意讓他的孩子出國，因為 Pius和 Tita很願意接待外國學生，都很致力於扶輪社。

他們接待過ㄧ個澳洲，巴西，俄羅斯的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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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左起:Tita Guggenbuehl，我，第二排左起:Tobias Guggenbuehl，Pius Guggenbuehl。

在 Pius家中住了幾天，也向他們做了一些有關台灣和我自己的簡報，他們對台灣和中國之間

的政治關係感到好奇，讓我上了許多歷史課，無論是中國的也好或是瑞士的也好。

是到了放假的時候了。我們發車南下靠近義大利一個叫 Lugarno的城市，準備展開兩個禮拜

的度假。雖然說是度假，但 Pius跟我說我們一年回來一次就是要準備整理房子，意思是說要

做工了。

近來，他們的排水設施出現了一些問題，所以就利用這次機會，好好的整頓一下。

Pius還很驕傲的跟我說我住的房間地板是新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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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禮拜的時光就這麼結束了，大家都筋疲力竭的回到了原本的家。而今天有一個小小的聚

會，Tita她是菲律賓人，所以她邀請了所有在瑞士或美國的親戚來家中吃晚餐，大家都各自

準備一道菜，那天真的很美好!

在瑞士的短期交換就這麼進入尾聲，發現短期的交換並不像去玩一樣，不是到一些觀光的景

點；而是住在較偏遠的地區，遠離城市，學習當地人的生活、飲食和戶外活動，這些都不是

住在大城市裡可以學得到的。

這也讓我和他們更像家裡的一份子一起生活，敞開心胸歡迎我，那是一種窩心的感學。我相

信這會是我美好的回憶之一。如今，已前往挪威展開一年的長期交換，希望這會是一個更美

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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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鄭承騏 Jesse

生日 : 1991/1/3

就讀學校:南湖高中

派遣社:台北北海社

接待地區:英國 D1060

＊＊＊＊＊＊＊＊＊＊＊＊＊＊＊＊＊＊＊＊＊＊＊＊＊＊＊＊＊＊＊＊＊＊＊＊＊

＊＊＊＊＊＊＊＊＊＊＊＊＊＊＊＊＊＊＊＊＊＊＊＊＊＊＊＊＊＊＊＊＊＊＊＊＊

2009年 5月 22日再次來到中正機場。景象一如往常。這次對於自己搭飛機這種事情完全

沒有恐懼。這次的感覺反而是種緊張的期待。畢竟英國會是個全心又陌生的環境。最擔心的

並不是口音而是跟前年在美國遇到的文化衝突。行前都會去做準備。但是我覺得做在多準備

都還是無法百分之百避免的。所以就坦然面對吧！在登機門等待時，有各式各樣的人。每天

這麼多班次的飛機，意味著無止盡的忙碌。

上飛機後發現四周是要去曼谷的旅行團。感覺還是很親切。到了曼谷轉機時等了一小時，

再次往英國前進。上飛機後旁邊坐了位英國人，十分的親切。在飛機上看電視看到無聊時就

跟他聊聊天，順便提早適應英國腔。就這樣經過 13小時的長途飛行，終於抵達了位於倫敦的

Heathrow機場。一出關就看到 Paul(接待家庭的爸爸)以及一位來自巴西的長期交換學生

Amanda。

接著就前往 Paul的家。他家位於 Coventry。距離倫敦大約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在上車前

我忘記英國的駕駛座跟台灣是相反的，順其自然的就走到駕駛座去。Paul問我是不是要開車。

既尷尬又好笑。一路上跟 Paul聊天發現英國的口音真的是好特別，也許這不是他們的口英。

應該是真正的英文。在途中我們到了他說的 Service也就是休息站吃晚餐。由於在下飛機前

我怕他們已經吃完飯所已硬塞了最後一餐。一下車，就感覺快冷死了。室外溫度只有大約十

度。飯後我唯一想講的就是這邊物價高到嚇死人。

回到家後跟 Paul的太太 Lorna打聲招呼後就上床睡覺了。

第二天跟著 Paul他們夫婦倆一起 去拿我們之後

旅行要開的 Mini Bus。在高速公路上 Lorna告訴我我

們正位於 spaghetti junction。只要 一個不專心，就

有可能會開到和目的地完全反方向 的地方。後來看

到了矗立在高速公路旁邊的巨大建 築物。是個辦公

大樓。但 Lorna告訴我那棟建築是從 一個工廠改建

來的。難怪外觀跟辦公大樓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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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線。他還說英國有許多這類的建築。保留原建築的外觀，只修改裡面的東

西。下午一個人帶著獨自去散步，好好看看英國小城市的街景。仔細看看這裡跟

美國有幾許相似。熟悉感倍增。注意一下照片中的箭頭，駕駛座方向不一樣，道路的方向也

不一樣。有數次都快被撞到的感覺。回到家後拿出來自台灣的禮物送給 Paul。我從他們的表

情得知他們非常的開心。吃完飯已經十點了。往窗外看，天還沒全黑。因為時差我已經疲累

不堪。早早就上床去了。

到了第四天 5月 25日，蘇格蘭之旅的第一天。這次參與旅行的人一共有十二個人：自左開

始 Freedman(德國) 27歲、Julia(巴西) 23歲、Beth(英國) 25歲、Lorna、Israel(巴西) 18

歲、Hanna(美國) 25歲、Amanda(巴西) 17歲、Sujana(尼泊爾) 24歲、我、Jon Phillip(德

國) 20歲、Sigolene(法國) 19歲。由於 Paul幫忙拍照所以沒有入鏡。

後方的小巴士為我們一整個禮拜的交通工具。在英國搭乘自家的小巴士都要繫上安全帶。更

別說一般車子的後座了。一路上風光都很美，到處都綠油油的，而且有許多的綿羊。高速公

路旁邊幾乎都是牧場。英國政府規定如果要買地蓋房子都要經過申請。這些綠地不會輕易的

就變成高樓大廈的。

中午時到了休息站吃午餐。我點了久仰的 Fish&Chips。這是英國人的最愛。Beth經逛旁

邊時說了”So British!”此時大家都會心一笑。經過了另外四小時的車程到達了今天的第一

站 English Heritage。這是一個在介紹古代其實的博物館。在正中央還有以前留下的堡壘痕

跡呢！看了場實際的 Show感覺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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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生動的在我們面前呈現了古代騎士。彷彿掉進了時光隧道進入歷史。

離開後在車上 Jon Phillip問了我說 “Why do Asian people like to take pictures so

much?” 我只回答了 “We want to record everything we see.” 他的這句話讓我感到有

點不開心。但是我相信我還是表達了事實。

晚上九點到了位於 Glasgow的一家 B&B旅館。B&B意思是 Bed and Breakfast。晚上大家

去散散步發現了一間很恐怖的屋子。我就開玩笑說這是吸血鬼住的(圖片請參照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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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6號，享用了 B&B的英式早餐後就前往 Glasgow。Glasgow是做很有文化

歷史的城市。房子依然古典但是在古

典中可以感到絲毫不比現代化的城市

遜色。

這張照片同時呈現了百年的教堂以及

新穎的建築。這次的旅行自由活動佔了

大部分的時間。我和 Jan Phillip還有

Sigolene到了家道地的蘇格蘭餐廳用

餐。服務生用很標準的蘇格蘭腔英語和

我們溝通。這裡果真是蘇格蘭。飯後散

散步遇到了標準的英國天氣。下雨 10

分鐘後太陽馬上出來。出來 10分鐘後

又下起大雨。氣溫大約只有 10度。但

是太陽很大。有種前冷後熱的感覺。傍

晚時離開了 Glasgow並往 Gargunock

House前進。Gargunock是個很偏僻的

小鎮。那裏最多的不是人而是羊。果

然，一路上的景色從大量的建築變成大

量的樹。而且越開越偏僻。終於到了

Gargunock House。我一看到時感到很

興奮，因為 Paul告訴我們這間房子有

五百年的歷史了。非常的老。而且大又

像是個大型的別墅。再往旁邊看去是個

大牧場。一下車便看到身旁有許多綿羊在吃草。(圖片參照下頁)

一進去後發現會迷路。房子內的

設計跟迷宮沒什麼兩樣。而且透

光性很差。明明外面天還是亮的

是內卻很像晚上了。再加上牆面

上掛滿了人畫像。一個不小心還

真會被畫像給嚇到。之後就開始

尋找自己想睡的房間，每次開門

都會有不同的驚喜。幾乎沒有格

局相同的房間。隨著傍晚的到

來，房子內的燈又不多。顯得格

外恐怖。晚餐前跟大家在房間裡

聊聊天，也告訴了他們些台灣的

笑話

。講完之後居然被臭罵了一頓。這就是在國外講台灣冷笑話的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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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時間到了，我又再次迷路。打轉一下總算是到了。餐廳有個長條型的餐桌

。大家就做後的景像簡直就像是古代貴族再享用餐點。在大廳裡有本紀念冊。

上面有歷年來過這裡住過的學生寫的話。有人說每到晚上都會有個穿著黃色裙子的小姐在這

棟建築裡活動。晚上睡覺時只祈禱不要看到她…..

5月 27號，蘇格蘭的早晨依然寒冷。明明是夏天我還是把暖器開到最大，真是瘋了。今天

我們要去一個叫作 Obam的港口行都市。經過三小時的車程到了目的地。原本要爬上一座山丘。

從下方看上去可看到一個類似羅馬競技場的建築。

可惜時間限制我們在過一小時就得離開。所以改成自由活動去欣賞海景。這裡的海鷗很親

切。可以和人做超近距離的接觸。

回到車上後跟 Beth聊聊聽了她的經歷。她在非洲出生，九歲時被英國家庭領養。後來去了

巴西，現在回到了英國。她在英國已經待了 12年了。她剛從大學畢業，目前在國小教書。

中途我們休息了一下，眼前景色看了真是心曠神怡。

下一站我們到了 Lomond Lake。鐵灰色的天空很巧妙的和 Lomond Lake巧妙的

連接在一起。當 Jan Phillip拍照時說了 “Say Chinese!” 大家笑了一下。日後，每當要

拍照時大家都會大聲的喊出 “Say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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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晚餐都是八點之後的事。

由於 Lorna是素食主義者，所以

每餐都是素肉配上醬料。但在飯後一定會

有甜點。甜點時刻總是最棒的。

5月 28日。一口氣參觀了兩座城堡。城

堡是歐洲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第一座

Stirling Castle非常的壯觀。也許不是最

大的

城

堡，但已經可以算是巨無霸了。它幾乎位在那村莊的最高

處。站在承保的頂端可以講眼底下的景色一覽無遺。

第二間城堡是 Doune Castle。人氣似乎不太旺。但相

對活動的空間就很大。聽著耳機的介紹讓我更進一步的了

解中古時代。

當然，也不忘了和 Paul來張合照。

(胸前掛的就是他們事先錄好音用來介紹的機器)

5月 29號，我很高興。因為終於要離開這個鬼房子

了。今天 Freedman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早餐時間時他很有禮貌的向大家問好。和照片們說再

見後到了樓下才得知原來這羊頭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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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們要離開了。離開了 Gargunock House後我們就上車前往下一站 Glen Venis和 Loch

Ness出發。中午總算是到達了目的地。在 Glen Venis有做山叫作 Ben Venis。 這裡的風景

美到讓我自己都難以自信。就好像是 Windows的桌面相同。

吃完午餐又上了小巴。經過兩小時到了 Urquhart Castle。算是做露天城堡。這座城堡的所

在位置非常的妙，它就在尼斯湖旁。沒有人不知道尼斯湖是以什麼出名的。只可惜這次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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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著名的水怪。

我們在回旅館的路上吃了晚餐。十分的有氣氛。因為這裡有許多餐廳裡面都有 Bar。那兩位

德國人馬上展現了他們愛喝啤酒的本性。因為這次參與旅行的人除了 Amanda以外都已成年所

以 Paul也用比較成熟的角度來面對我們。

離開餐廳時已經九點半了，這次真的要趕夜車。因為距離我們今晚要下榻的旅館還有三個

小時的車程。到旅館時已經半夜一點了。我發現這附近都是車子來來往往的聲音。說穿了，

旁邊就是高速公路。更詳細點，這間旅館這位在高速高路旁的休息站。今晚終於可以好好的

睡一覺了。

5月 30號，在蘇格蘭的最後一日。在休息站內用了早餐。接著就準備離開蘇格蘭了。Lorna

跟 Paul在回程的路上很苦惱一件事情。他們似乎在尋找某個地點。直到經過了幾個山坡，我

們看到了一個大石頭。一面寫著 Scotland另一面則寫著 England。這裡就是英格蘭和蘇格蘭

的交界處。這邊有些重機騎士全副武裝的躺在草地上休息。徘徊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臨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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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駛回英格蘭。到了傍晚時 Israel要先離開小巴換到 Paul的小休旅車。他要直接回家。

天阿！這是感傷的開端。還沒到最終目的地就有人要中離了。Friedman跟他說了 It was a

short joy.大家都笑了。

隨著夜晚的到來，終於到了 Paul的家。大家分別留下了自己的 Facebook以及 Email後，

Beth自己開車，Sigolene和 Friedman有接待家庭接走。而 Paul送走了其餘的人。然而，天

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這也只不過是這英國兩個禮拜旅程的第一個道別。家中剩下我、Jan Philip

和 Amanda。Sigolene和 Friedman還會一起出來完成下周的旅程。

這幾天的旅行讓我感覺很不一樣，不再像是當年還在學習英文或是文化。會講英文，但是

不太敢開口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這次很勇敢的開口跟大家聊天和搞笑。順便把 4000單字裡

面的單字和平時課堂中學到的文法都運用的淋淋進致。這讓我深深的了解到，在台灣學的英

文是真的很有用處的。

  5月 31號，一整天幾乎都在準備第二天對 Paul的扶輪社演講。下午的時候 Paul和 Lorna

帶我們去參觀了一個由扶輪社所辦的救災展示的活動。介紹了英國的警車、救護車和直升機

等等。上面都貼有超亮 3M材質的貼紙。每一台都金光閃閃。他們摩托車和汽車甚至有 BMW的！

原來當警察也想有開名車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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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號，今晚會有個很有趣的活動。那就是演講了。回想一下我已經好久沒有正式演講過

了。我後來得知這次的演講的內容不只是自己和台灣。還有包含了到目前為止對英國的感想。

這次是正式場合。到了晚上穿上了好久沒穿上的正式服裝只差沒打上領帶。到了他們舉辦

例會的旅館後，放眼望去這邊扶輪社員的年齡層似乎比台灣的高了許多。就坐後我右邊的先

生問我幾歲。我回答十八，他說他已經八十歲了。跟許多英國紳士們聊聊天後感覺他們都十

分的親切。

晚餐之後又是今晚的重頭戲了。首先我，Jan Philip和 Amanda先被初步介紹。接著 Jan

Philip就先上去了。輪到我的時候其實有點緊張，畢竟有段時間沒有出席如此正式的場合了。

很順利的用 Power Point介紹了我自己和台灣最棒的一面之後，就開始講我在英國的感想。

我也做了英國和美國之間的比較，因為都是英語系國文化卻截然不同。這點我有表達出來。

但是他們 似乎不太喜歡美國呢！

會議結 束前發了台灣空運來台

的徽章和 拍了團體照。

6月 2 日，上午十點就前往

Sheffield。Sheffield

是 Paul 的爸爸住的地方。

Sheffield是由七個小

山丘所組 成的。只要到稍微遠一

點的地 方，都一定是上坡下坡

上坡下 坡。他爸爸很喜歡畫

畫，看了 他的一些作品不禁會誤

會是哪個名畫家所畫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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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大家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餐廳吃飯，又是上坡下坡的，到餐廳前食慾都快沒了。

我點了 Jumbocod，是超大的 Fiish&Chips。我想我大概上癮了吧！上菜時我傻眼了，

他的大小有如一張 A4紙張的長度。

吃完後回顧一下這張照片

還真是驚人。

肚子裡面躺了一條大鯨魚。

 6月 3日，今日的行程就

是參觀 Ricoh Arena(位於

Coventry的足球場)和

Warwick Castle。英國人最瘋狂的莫過於足球了。早

上 Sigolene和 Friedman都到了。在準備時，Israel

突然衝進我房間。大家笑成一片。原來他是今天的神

秘嘉賓。到了 Ricoh Arena後，Joe引導我們參觀了

每一個角落。贊助 Coventry球隊的廠商居然是

Jaguar，在裡面還有辦公處跟服務處呢。在球場內可

以看到觀眾席的上方有些窗戶，那叫做 Box。也就像

是 VIP包廂。可供客人租下整間包廂來觀賞球賽。當

不是球季的時候，這些 Box就是旅館。其他樓層還有宴會廳跟會議廳。足球場當然也少不了

演場會。瞄了旁邊的照片，看到歷屆來這裡演唱過的歌手。有 Bon Jovi, Estelle等等。

現在了解了許多足球場都是全年無休的。裡面還藏有了如此多的商業機能。最特別的是，

在足球場的地下室，居然有座賭場。真的是好多功能啊！

接著我們前往了 Coventry的中心。Coventry是個很有工業歷史的城市，雖然沒有像倫敦這

麼大，但是還是有許多觀光客。我們參觀了 Transport

Museum。

在這所博物館門口的廣場的的上有個世界地圖。大家

都找到自己的城市了，但是我在怎麼努力的找，都還是

找不到 Taiwan這六個簡單的英文字母出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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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wick Castle,聽到這城堡的名字不禁讓我想起了 Warwick Avenue這首歌曲。

這座城堡是我看到目前最完整的一座。在一進去沒多久眼前就出現一隻孔雀。

到現在每次來到城堡都是往上爬，爬到最高處。然後欣賞城堡內外的美景。以及承保內那些

讓人只可以羨慕卻無法住的房間。這留給了我很多的想像空間呢！

  Paul幫我拍了這張照片。在他們家的牆上有每年到他們家的交換學生的照片。已經有到幾

十個了。

所以之後這張照片也會掛到他們家的牆上。所以之後到過他們

家的台灣人就會三個了：Ella, Ben and Jesse.

6月 4號，終於到了倫敦一日遊。在車上待了兩小時之後，到

了 Greenford。Greenford位於倫敦的外圍。停車費

用低而且也有地鐵可以坐。我們從 Greenford搭了

Tube(地鐵)。經過十幾站後直達市中心。一出來就看

到了大笨鐘。頓時讓我感覺我回到了紐約。上下左右

仔細瞧瞧，幾乎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大家瘋狂

的對大笨鐘拍照。我也是那人群裡面的其中一員。看

完大笨鐘我又轉，看到了 London Eye。London Eye

是全世界最大的摩天輪。幸好今天是星期四，旅客沒

有誇張的多。排了十幾分鐘就到了。我無法忘記進去

摩天輪的那一剎那。室外溫度大概只有 15度 C，而裏

面的問度大概快要 30度 C了。裡面可以容納下十幾個人。做一趟摩天輪，可以把整個倫敦的

景象盡收眼底。完全不用再去搭導覽巴士了。之後我們從 London Eye走到白金漢宮。一路上

欣賞了市區美景。之後在大英博物館解散，開始自由活動。附近繞繞到了倫敦的 China Town。

真的是非常的乾淨。跟曼哈頓的相較之下，倫敦的實在是太乾淨了。Sigolene帶我去了 Oxford

Street，Sigolene之前在倫敦打工過。所以他對整個倫敦非常的熟悉。Oxford Street是以

購物聞名的。琳瑯滿目的商店讓我眼花撩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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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家後，Paul帶我們去了家中國餐館買了晚餐。還沒有吃，我已經可以猜測出口味了。

這經驗，是在美國時取得的。

6月 5號，莎士比亞是位偉大的文學家。今天特地到了他的故居 Stratford。這次旅程並

沒有把 Stratford安排進來。是我們自己爭取的。剛好在最後的這兩三天 Paul並沒有規劃。

所以我們剛有這難得的機會自己來參觀。也許是事

先知道了莎士比亞才覺得 Stratford

很漂亮。附近的商家也全都掛上了 Shakespeare的

扛棒。這裡當然也少不了了觀光客。這裡的建築都

有著濃濃都德的味道。這古色古香的小鎮果真名不

虛傳。中午時在河邊享用了英式漢堡，來自法國的

Sigolene和來自德國的 Jan Philip告訴我英國的食

物在歐洲算不上是好吃的。然而，我並不是很認同

這句話。因為我可是吃得津津有味呢！

下午四點時 Sigolene的接待家庭的爸爸來接

我們，去了 Warwick。完全出乎意料。居然是一

個很小的鎮。花十分鐘即可把 Warwick的市集

踏遍。逛完後我不得不感慨，這裡果然是英國。

沒有一天沒有看到 Bar出現在我眼前。不分早

中晚，無時無刻都有客人光顧。

6月 6號，周六的 Brunch Meeting是讓我們

這些要上台的人食不下嚥。在享用完美味的早

午餐後還是要付出代價的。雖然演講不是難事

但這次所面對的人是不同的扶輪社員。所以我

很猶豫內容要一樣還是不一樣。今天一早起床看到外面在下大雨。這是第一次我在 Coventry

看到下雨。大家都說我們很幸運，來到英國快兩個禮拜了，天氣幾乎都是晴朗的。到了演講

時，當然不忘了把台灣介紹出去，再次把我對英國的感受傳達給各位在場的扶輪社員。裡面

可能只有我有長期交換經驗，所以懂得用 Power Point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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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runch Meeting結束後我們再次自助旅行。這次的目的地是 Birmingham(伯明罕)。沒有

多餘的時間讓我換上休閒服裝，所以我就穿了正式的服裝出遊了。我、Jan Philip、Sigolene

和 Friedman先到了 Warwick Parkway車站搭車。上車後讓我很震驚。這感覺很像高級的火車，

因為有四人面對面的座位。旁邊還附有兩個插座。所以可以看到有人在車上使用筆電。過了

半小時到達了 Birmingham。不只是下大雨，而且還很冷。我們群龍無首。沒有一個真正的英

國人，就到處走。首先到了 Birmingham Council。無法進去，但是件事一下英國議會外的建

築有挺有趣的。接著我們到了美術博物館。首先我們會選擇這博物館是因為那是免費的，而

且外面太冷而且又下雨所以我們決定做些室內的活動。很幸運的我們看到了在全球當紅的

Obama Exhibition巡迴展。這展覽不只是介紹他，而是所有為他做事的高級幹員。這似乎是

第一次為當代總統所作的展覽呢！很巧的在英國看到了美國的展覽。傍晚時分，再度上了很

吸引我的火車回到家了。

6月 7號，在英國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天有了重責大任。那就是幫忙指揮交通。

當天有個 10公里的路跑活動，要從 Kenilworth Castle跑到 Warwick Castle。而扶輪社幫忙

這活動已經有好幾年了。這次交換學生們也來幫忙了。一大早就開始跑，下大雨又冷的要命。

就在此時我感受到了英國人的溫暖，好心的鄰居出來問我是否要杯熱咖啡。這路跑活動有著

各式各樣的跑者，甚至有人在玩角色扮演。連女超人都來參加了。活動結束時我們回到了

Kenilworth Castle裡面喝些熱飲。我發現我的手從活動開始到現在都還是冰的，而且嘴唇發

紫。Friedman跟我握手後嚇得半死，我馬上點了熱咖啡溫暖一下。幸好經過了一小時終於回

溫。不然我很難想像後果。

回到家後就開始做最後的整理，因為晚上九

點的飛機是不等人的。下午先送 Sigolene去

搭了飛機。但是他搭的航空公司前幾天才發生

空難，所以到場時看到他的班機是取消的他搭

的航空公司前幾天才發生空難，所以到場時看

到他的班機是取消的。大家當場急得在跳腳。

還好有別的班機可以搭乘，大家才鬆了一口

氣。

接著終於換我要離開了。在往 Heathrow機場

的路途中大塞車，害我十分的緊張。若錯過這班飛機就要再多等兩天了。幸好還是提早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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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到達機場。我用最快的速度 check in在奔向登機門。在 check in時得知我

是最後一位。

在入關前，看著 Paul、Lorna和 Jan Philip我覺得有種莫名的傷心湧上心頭。明明只是兩

個禮拜短暫的相聚，卻可以讓我感觸良多。但男兒有淚不輕彈，我還是硬生生的忍住了眼淚，

向他們說再見。

很順利的，隔天就回到學校開始用剩下的三個禮拜來衝刺期末考。

英國的天氣很冷，但是有個最溫暖的房子。那就是 Paul位於 Coventry的家。他們全力

在交換學生上付出，不求回報。讓我十分的感動。每年牆壁上交換學生的照片飛快的增加。

相信每位學生都可以了解 Paul和 Lorna的努力及付出。

這兩個禮拜下來，不長不短。但是可以用最短的時間內做最有效率的吸收。而且可以再次

和如此多位來自異國的朋友們交流，實在是非常的高興。尤其是年齡層分布的很廣，有許多

比我大的朋友，甚至有比我大了八歲的。我對他們來說，或許就會像個小孩子吧！但是我更

加的運用了在美國那一年的交換經驗在這兩周，幾乎每件事情對我來說都是得心應手。更別

說是如何和外國人相處了。

從一開始我覺得英國就是美國的觀念到現在已經有了大大的改變。或許一開始我被那似曾

相似的街道給混淆了。但現在可以很確定不同之處到處都是。英國人非常的有禮貌，他們總

是會提到”Magic Words”也就是 please, thanks。有時候這些字眼沒有出現，Paul他們還

會跟我們眨眼，暗示我們要說出這通關密語。而且髒話是被禁止的。在文化上也有些許的差

異。唯一相同的大概就是他們都是西方國家吧！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扶輪 3480地區給了我這個寶貴機會參與這次的短期交換學生計畫。還

有學校老師的批准。當時的選擇果然沒有錯。此趟旅程真的是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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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張家豪 Henry

生日：1992.11.2
就讀學校：林口高中

派遣社：台北百城社

接待地區：荷蘭 D1550

＊＊＊＊＊＊＊＊＊＊＊＊＊＊＊＊＊＊＊＊＊＊＊＊＊＊＊＊＊＊＊＊＊＊＊＊＊

＊＊＊＊＊＊＊＊＊＊＊＊＊＊＊＊＊＊＊＊＊＊＊＊＊＊＊＊＊＊＊＊＊＊＊＊＊

2009 7/10交換學生到荷蘭 tom家的日子終於來到 我還是沒法自己收拾行李 9號晚上

見我母親 父 親̀ 不斷的提醒襪子放 10雙 內褲 10件(一 week洗一次)雜7雜8的一堆 裝了

2個行李箱 下午來到 2航站機場 對我並不陌生 以前有和父親到大陸 2次 到 check in櫃

台 機票已劃好位 準備登機踏上一個 14小時 1萬工里以外的陌生國度 會在曼谷轉機停留

1.5小時 再原機飛往阿姆斯特丹機場Tom及父親 母親早已等候在接機口 讓我感覺到很安全

很窩心 心裡告訴自己這 25天要好好表現不能像在家裡那麼懶散.

下飛機時一開始並不順利,還被海關問了很多,但還是順利過關,出了機場,跟另一個交換學

生 Jeff一起找寄宿家庭,一出去就看到 Tom跟他的家人在那裏等我了,其實他們家離機場還

蠻遠的,要坐三個小時的車.

這 20幾天在荷蘭玩了很多東西也學了很多,記得第 3天我們就吃了一個超級大的派裡面是

包起司的還有火腿跟焗烤 都讓我難忘,其實我們幾個交換學生的感情很不錯,常常會一起出

去玩,記得我們還有去遊樂園跟其他四個交換學生,玩得很愉快,遊樂園裡光是黑暗之心就玩

了3次,非常的刺激,還有風車,室外博物館,也去過了首都阿姆斯特丹,其他的交換學生也有去

住 Tom家,我們玩的很愉快.



- 35 -

之後我有去扶輪社,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演講完他們每個人都起立鼓掌,甚至還有一個阿

姨還跑到我的家庭去跟 Home mom說我演講得太精采了,但其實我自己心裡明白,我並不是百

分百準備,也沒有百分百發揮,但我想表達的是,他們是用一種讚美的方式來引導我走向好的

方向,但這若在台灣,我恐怕早被批評到沒臉下台了吧,這就是外國文化,跟台灣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不管你做甚麼,他們總是不批評的,都是利用讚美的方式引導我們,或許這才是我們最該

學習的吧!通常給人一個讚美的力量比批評的力量大上好幾倍!

還有他的家人是讓我最印象深刻的,尤其是 Mom他是個心理治療師,他對我非常的好,每次

出去玩會一路上熱心的介紹,其實衣服也是他幫我洗的,再來就是他弟弟,他是個非常活潑的

人,而且非常熱愛打電腦,像有時候晚上我們都會玩魔獸世界,都一點多了,我已經想睡覺了,

但他還是一直說最後一場了!他在我眼中像個小孩子一樣,但他可不小,他有 190公分高,還有

他爸爸,他總是會開車帶我們一起去玩,就算每次開車都要3,4個小時也是毫無怨言,對他的小

孩也都像是好朋友一般,是個好爸爸,最後當然就是Tom啦,他是個利害的人物,不論是電腦,腳

踏車,只要是有東西壞掉,他都可以修好,每次出去玩他都喜歡挑戰刺激,都要做一些瘋狂的事,

但我喜歡,這次荷蘭行我收穫很多,當然也要感謝扶輪社的幾位阿姨,叔叔,我真的很開心有這

個機會,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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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留國泰 Leo
生日：1988.08.13
就讀學校：私立東吳大學德文系

派遣社：台北雙連社

接待地區：比利時 D1620

＊＊＊＊＊＊＊＊＊＊＊＊＊＊＊＊＊＊＊＊＊＊＊＊＊＊＊＊＊＊＊＊＊＊＊＊＊

＊＊＊＊＊＊＊＊＊＊＊＊＊＊＊＊＊＊＊＊＊＊＊＊＊＊＊＊＊＊＊＊＊＊＊＊＊

2009年 7月 11號我踏上了生平第一次的歐洲大陸，身邊所圍繞的，盡是些我不熟悉的臉

龐及充滿神秘的文化氣息。

在比利時的這二十天當中，可以感受到比利時這國度的寧靜，也可以了解到大家是多努力

維持這和平又充滿活力的地方。我被派遣到的城市是 Menen（中譯：梅嫩），這是位在西方、

距法國邊境約二十分鐘車程的小城市。另外，這同時也屬於比利時法語區所在地。有趣的是，

在交換期間，常常看到爸爸媽媽出外用法語溝通，在家以荷蘭語或佛蘭語（Flemish）做為母

語。 對於愛學語言的我，就打算開始努力學習荷蘭語，及不斷地詢問一些日常生活用語，好

讓我可以與當地人拉近距離。

在這二十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我很幸運的爸爸媽媽安排了全家一起到法國巴黎遊玩

四天，更想不到的是，我們是法國國慶日當天下午到的！也就是說，我才第一次來巴黎，就

可以親身體驗到巴黎慶祝國慶日的氣氛及目睹現場大家舉國歡騰的景象 。到法國似乎不像是

大家所想得那麼難，由於歐盟的關係，歐洲彼此往來間非常容易，也非常方便。而對於彼此

語言間的差異，也不會相差太多。寄宿家庭的人對於法文都很了解，因此當時我們並沒有發

生太多不必要的問題。

此外，因為去的時候是暑假期間，因此當地扶輪社並沒有正式的議會

可以讓我參加，這是我覺得最可惜的事了。我無法告訴他們台灣有多棒

，生活有多特別，人文風情有多熱情。儘管如此，我覺得我這次交換仍

算是成功的，因為我與寄宿家庭以及親戚建立了很好的情誼，跟一些跟

我同年紀的人，也仍有保持友誼聯絡。去了不同人的家，我便開始把握

機會將台灣宣揚出去，最容易讓大家對台灣產生印象的不外乎就是

電子商品 Acer及 Asus了。

在這邊最大的休閒娛樂，不外乎就是騎著單車到處遊玩了。單車在比利時也是很風行的，

路上及紅綠燈也都有為單車專門設計，在比利時騎腳踏車，相較於荷蘭，我覺得是最安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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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了。除了單車外，在一些假日弟弟都會約三五好友一起拜訪附近各大城市，

距離近者則以單車代步，而這一騎就常常是一個小時，幸好本身是常運動的人，

對於騎遠距離單車，沒有覺得很困難。

另外，在比利時國慶日當天，爸爸媽媽帶我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Brussels）。雖然是首

都，都是和台北有著不一樣的氣息。布魯塞爾最著名的景點非「尿尿小童」(Manneken-Pis)

莫屬了。從以前的歷史課本上就一直有聽聞他的名聲，但實際去看時，變覺得很驚訝，竟然

本尊是如此的小，但還是一樣充滿著逗趣。在大廣場附近也有專門介紹他的博物館，裡面更

有收藏他上百件的服飾供他挑選，據說這高達 700多件的衣服都是由各國觀光客所寄送，為

的是表達他們對尿尿小童的愛慕與尊敬。此外，若不是自己曾經到過，就不可能會知道原來

尿尿小童還有女朋友呢！叫做「Jeanneke-Pis」。

原子球 Atomium也是比利時最大的地標之一，它有 102公尺高，

由直徑分別為 18公尺的九個大球所組成。建築內的電梯速度為

五公尺/秒，是歐洲速度最快的電梯之一。且原子球總重為 2400頓。

這次的短期交換很難得，自己當初並沒有想到可以這麼順利的開始

與結束，也沒有那麼有把握可以如期的與當地人相處融洽，分享彼此

東西方的生活經驗。藉由不同語言的溝通，或許有時候描述事情言不及義，但相信經由更進

一步的接觸與了解，便會常常開啟心胸那道門，懂得接納更多與你生活不同的人事物，更圓

融成熟、更有雅量的去看待生活周遭。短期交換學生有別於長期交換計畫，我相信它更強調

交換生的高度適應能力，以及交換生在短短幾星期中的自我學習能力。若是事前沒有規劃好，

交換動機沒設定好，想當然這短短的交換必然也只是你人生中一次簡單的旅行，而必然也不

會有太多豐碩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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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欣宜 Lisa

生日：1989.9.1
就讀學校：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派遣社：中和社

接待地區：日本 D27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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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7月 23日，我出發了！前往日本鹿兒島，這是第一次自己出國，所以心情是既緊張又

害怕，出發前一天晚上幾乎整夜都睡不著覺；經過兩小時半的飛行我到了名古屋中部國際機

場轉搭國內航線前往鹿兒島，經過一小時半的飛行我抵達了鹿兒島機場已經是傍晚 5點了，

距離早上出門時間也已經過了 12小時，前來接我的是我

的第一個接待家庭的 HOST媽媽―Yukiko和她的一雙兒

女―Tomohito和 Remi；我的第一個家位於鹿兒島縣的加

治木町，距離鹿兒島機場只要 20分鐘的車程，途中在車

上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讓 HOST媽媽很快的認識我。

到了家之後，見到了剛從醫院下班的 HOST爸爸―Tomomi

他的職業是醫生，然後 HOST媽媽跟我說她要去練習から

て（空手道），問我要不要去一起去看看？雖然我們溝通都是用英文，但是多少都會有參差一

些日文，而且那個時候因為不懂 HOST媽媽說的是什麼，所以也就一起去了，到了那才知道……

原來是 HOST媽媽和兒子一起練習空手道，再那裡和所有的學員做了簡短的自我介紹和一起做

了練習，所以當練習結束回家後我的全身幾乎精疲力盡，吃了在這的第一頓晚餐洗洗澡後，

我也早早上床睡覺了。

7月 24日，今天是在鹿兒島生活的第 一天，早上和所有

的家人一起吃早餐，吃到一半突然有 一位小姐從後門

進來，我還以為是他們家的家人，結 果才知道不是，是

他們家的 housekeeper―Mayumi，她 給我的感覺完全

不像是 housekeeper反而像是家人的 感覺，後來 HOST

媽媽介紹我給她認識，她說ま Mayumi 是來幫忙照顧

HOST奶奶的，HOST奶奶因為年紀大走 路不太方便，所以

需要有人照顧；下午和 HOST媽媽還有 Remi一起去插

花，原本還想說曾經在台灣陪媽媽上過插花課有經驗，但這個插花課很不同，是自己先插完

之後再給老師調整，而且完全沒有範例做參考，一切看你的 idea，等老師幫你調整完之後，

還要從新拆掉帶回家聽從老師給的建議從插一次，回家之後 HOST媽媽幫我準備了一個位子，

讓我擺放我的插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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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5日，今天是要和其他國家交換學生見面的日子，原本今天 HOST媽媽是要

帶我去參加夏日祭典的，但因為下大雨祭典改在室內舉行，而且很快就結束了，

所以 HOST媽媽趕緊帶著我前往飯店參加歡迎派對，這次的交換學生總共有六位，有四位從德

國前來的學生、加上英國的學生，還有我共六位。除了我是在 23日先抵達外，其他都是在 25

日到達；所以今日的行程就是把我們這幾位留學生介紹給扶輪社友認識及我們各自的才藝表

演，我的陶笛表演是我所有練習裡面這次算是最完美的一次完全沒有出錯 ，今天也總算圓滿

的結束了。

7月 26日，今天是星期日，所以 HOST 爸爸帶著我們大

家開車出去玩，我們開了很久的車去吃 HOST爸爸最愛的

そうめん流し(流水麵)，就是把麵放入 流動的水塘，並且

隨著水流動的方向把筷子停滯放入水中 夾起麵條，在把麵

條加入類似像醬油的 sauce，流水麵就 完成了！HOST媽

媽說：「她們全家人都愛吃流水麵，家裡 因此買了流水麵

的機器。」但他們一家還是很愛來這個地 方吃流水麵；接著

我們去泡了路天溫泉，還好天氣很好沒 下雨，在回家的路

上吃了鹿兒島有名的白熊冰，白白的冰佈滿了各式各樣的水果，白熊冰的特色是冰帶了一點

甜甜的味道，每口冰都充滿了酸酸甜甜的滋味。

7月 28日，今天的行程是去聽關於明天 與日後的旅遊的說

明會以及接受南日本新聞日報的採 訪，旅遊說明會的

重點是因為這次的旅遊是和英語學校 的小朋友一起，而

我們這幾個交換學生要擔任 Leader的 角色，帶領他們並

負起照顧他們的責任；之後我們到了報 社接受採訪，記者

分別各自針對每人問了不同問題，哇！ 好緊張喔…從來都

沒有這樣的經驗耶！很快的這篇報導 在隔天 7月 29日，

就是旅遊當天刊登了，早上每天習慣讀報紙的 HOST爸爸發現了這則新聞，開心的拿給我看，

沒想到速度還真快！今天的目的地是阿蘇 Farm Land，這是一個度假村裡面有運動、遊樂、溫

泉…等設施，但那天天空不作美，所以只開放式內設施，讓我們無法到室外參觀阿蘇山脈附

近的山光景色，在那裡我們大約停留兩小時之後，就驅車前往今天晚上要下榻的溫泉旅館了；

晚餐前我們泡了溫泉，之後換上了浴衣，和所有的小朋友還有一直舉辦這次活動的主委

Mr.Kamikawa以及他的家人一起吃晚餐；對了！Mr.Kamikawa是南鹿兒島扶輪社(Kagoshima

South)的社友兼 2730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委員長，他的工作是英語學校的校長，這一次

旅遊的小朋友都是他英語學校的學生，而且這一個月交換的

所有活動都是他安排的；晚餐後參加旅館的活動，像是廟會

祭典一樣有很多遊戲可以玩，像是射飛鏢、套圈圈、卡拉Ｏ

Ｋ大賽…等，非常的有趣！第二天 7月 30日，前往阿蘇國家

公園，我們在那裡製作了這次旅遊的紀念品，而且所有的材

料都是從阿蘇山上撿的枯樹枝及樹葉，超級環保又天然；回

程的路上大家都睡成一遍，大家都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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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日，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夏日祭典，重頭戲是晚上的煙火秀，一整天都抱著

期待的心情期待著煙火秀，晚上七點鐘準時和 HOST一家人出門去參加夏日祭典，

一出門看到路上滿滿的都是人，像是跨年晚會一樣，還有警察在指揮交通，唯一不同的是很

多人都穿上各式各樣五顏六色的浴衣，女生頭上插了一朵花，男生手拿扇子，充滿了夏天的

感覺，真的像是在日劇裡面演的一模一樣，大家都是興高采烈的前往夏日祭典，八點鐘一到

煙火秀準時開始，所有的煙火萬箭齊發像是被煙火包圍一樣，一值不斷的煙火秀，大約放了

一小時才結束，煙火秀結束後今年的夏日祭典也告一個段落了！到目前為止，煙火秀的畫面

還是讓我難以忘懷，那個充滿煙火的星空真的是太壯觀了！

8月 4日，今天是我要換 HOST家庭的日子，HOST爸爸上班前還特別的跟我說再見，而且連

Mayumi也特別準備一份禮物給 我，Tomohito和

Remi也分別畫了畫和寫了信給 我，當 HOST媽媽要

送我去換家庭時，連行動不方 便的 HOST奶奶也到

門口送我跟我說再見，這一切 的一切都讓我好感

動也很感謝他們的照顧；我的 新的 HOST家庭位於

鹿兒島市區，HOST媽媽―Akemi 她在漁會辦公室裡

工作，家裡有四個小孩分別是 16歲的女兒―

Sumika、14歲、9歲及 4歲的 兒子；HOST媽媽很

辛苦一個人要照顧四個孩子， 因為工作的關係每

天早出晚歸的，所以住在她們 家的這段期間都是

Sumika陪著我，帶我到處觀光遊覽。

8月 7日早上 8點，Sumika帶著我坐上 公車前往集合地

點；這次的旅遊是三天兩夜的行程，我 們第一個行程是要

前往位於大分縣的九重”夢”大吊 橋，吊橋建立在溪谷

上空 173m(海拔 777m)，長達 390m，是 日本最長最高的人

行吊橋之ㄧ，而且吊橋的顏色是白色 的，像是在天空散步

一樣，漫步在橋上可以觀賞映入眼簾的 是山林美景及被選

為日本百大瀑布的雄瀑布與雌瀑布。第 二天 8月 8日，我們

來到了日田町，晚餐前一樣先享受了日 田溫泉，之後

Mr.Kamikawa為了讓所有人更深入體驗 日本文化，請飯店人

員幫我們換上夏季浴衣，因為今天晚上 的晚餐非常的特

別，我們要屋形船上游河吃飯，在遊河 的同時還能觀賞鸕

鶿鳥幫助人類抓魚，是在當地相當特別 的景象，晚上也就下

榻在河畔旁的溫泉飯店，景色相當的優 美。第三天 8月 9

日，參觀了位於熊本市區裡面的熊本 城，熊本城為日本三

大名城之ㄧ，是為了抵禦外敵來犯而修建的，在那裡有身穿忍者服飾的人提供遊客拍照，相

當的有趣！建築物也非常的雄偉壯觀；參觀結束後我們也踏上回鹿兒島的路上。

8月 12日，今天起了個大早，因為 HOST媽媽要帶著大家去參觀她工作的漁會市場，在那裡我

的驚呼聲不斷，哇！好大的魚…就一隻一隻的魚躺在地上，而且每隻魚都很大，還有很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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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剛剛釣上來的魚貨海鮮，真讓我大開了眼見！下午和 Sumika去看了現在正

在鹿兒島歷史博物館展出的埃及文物展，這個展覽只展出一個月的時間，所以

吸引了相當多人前往參觀，在博物館的另一邊還展出了現在相當有名的篤姬電視劇道具展，

相信有看這齣日劇的觀眾都會很想前往這裡一睹篤姬的丰采！

8月 14日，今天難得 HOST媽媽不用上班，所以 HOST媽媽

決定帶大家去海邊，於是我們前往位於鹿兒島示中心附近的

櫻島(Sakurajima)，從市區碼頭搭船大約 15分鐘可以到

達，櫻島是個很特別的島嶼，除了是一座風景秀麗的島嶼之

外，更令人矚目的是在島上有一座火山，而且是座不折不扣

的活火山，我記得自從我到了鹿兒島市區，幾乎每天都會看

到一些車子上有厚厚的一層火山灰，所以櫻島一直以來都是

鹿兒島的象徵，島上的火山到現在都還是活火山，也曾反復

多次爆發，讓我想問難道他們一點都不害怕嗎？當我在午後炎炎的櫻島海邊和 HOST一家人一

邊泡著腳足溫泉，一邊想著這個問題的同時好像有一點想通了….，或許只要與大自然和平共

處，擔心這些都是多餘的。今天剛好也是在 Sumika家的最後一天，明天我又要換下一個 HOST

家庭了！很感謝 Sumika一家人今天的安排，讓這一週畫上完美的句點。

8月 15日，見到新的 HOST家庭之後，一上車不是先回家而是去購物中心裡的鬼屋，經過鬼屋

的驚嚇後，感覺我們像是一家人一樣，很快的認識了 HOST一家人，HOST爸爸―Katsuhiro，

他是一位小學老師；HOST媽媽―Machiko，他們有兩個小孩分別是和我一樣大 19歲的女兒―

Miku和 11歲的兒子―Kenta，很巧的是 Miku的生日竟然只跟我差一天，而且她兩年前曾經去

過台灣擔任短期留學生一個 月，她會簡單的中

文，所以感覺很親切！午餐時 間，我們去了一家

充滿日式風味的煎菜餅餐廳，先 選擇想樣的食

材，然後放在像鐵板燒的鐵板上 煎到熟之後放上

柴魚片和美乃滋就完成了！這 餐真是充滿了樂

趣，每個人都為著自己的煎餅烹 調與等待著，真是

有趣！

8月 17日，又到了和其他交換 學生一起旅遊的

時間了！這次的目的地是福 岡，從鹿兒島到福

岡像是從高雄到台北的距離，一早就出發到了福岡也中午了，我想這次旅遊的目的是要讓我

們體驗大都市吧！一到福岡就讓我們自由活動，在購物中心裡逛街購物，晚上還體驗了福岡

有名的路邊攤―長濱拉麵，在繁榮的市區街道上坐在只有幾個位子的小攤子，吃著熱呼呼的

拉麵，真是別有一番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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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兒島已經待了三個多禮拜的時間了，參觀

了很多的景點；這次一個月的短暫交換活動也

進入了尾聲，在這我體驗了很多事，也因此有許多的體會；

在這三週裡也參加了兩次當地的扶輪例會，而在最後一次

的參加的扶輪例會上，當地的扶輪社希望我們能各自講出

在這裡生活的感想，我跟他們說：「我覺得我很幸運，因為

六個交換學生裡，只有我體驗了三個截然不同的家庭，而

這三個家庭都和我一起創造了三種不同的美好回憶，很高

興我能遇見他們。」很感謝我的每個 HOST家庭，他們把我

當作他們家庭裡的一份子，並且歡迎我，我對於每個家庭都充滿了感動與感謝，像是 8月 24

日要回台灣的最後一天，晚上和 HOST家人一起去餐廳吃燒肉，回家後他們還幫我和跟我差一

天生日的 Miku慶生，真的讓我很驚喜與驚訝！每想到他們還記得我生日……；真的非常的感

謝他們，在這段期間提供我一個安全溫暖的家，度過這段美好的時光，成為我永生難忘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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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婉瑜 Nancy

生日: 1986/07/21

就讀學校:關渡基督書院

派遣社:中和東區扶輪社

接待地區:德國 D3500

＊＊＊＊＊＊＊＊＊＊＊＊＊＊＊＊＊＊＊＊＊＊＊＊＊＊＊＊＊＊＊＊＊＊＊＊＊

＊＊＊＊＊＊＊＊＊＊＊＊＊＊＊＊＊＊＊＊＊＊＊＊＊＊＊＊＊＊＊＊＊＊＊＊＊

2009年 6月 27日，從桃園機場出發，經過了 24個小時後，終於到達了德國杜塞道夫機場。

原本以為會經過複雜的程序，沒想到一下子就走到出口，同時也很快的看到我的 Home媽

Swerwana、Home妹 Katja和她的男友 Thorin。她們熱情的歡迎我，而我卻因為太緊張又興

奮，連英文和剛學的德語一句話都講不出口，還好 Katja一直跟我講話，讓我恢復意識，趕

緊用我們的溝通語言—英文來溝通。

＜Katja、Nanyc、 Home ma＞

從杜塞道夫機場到家裡 <Detmold>，光開車就花了 3個小時，等到到家時已經是晚上 7點

左右了，不過，很特別的事，明明是晚上 7點，基本上應該是要看到月亮和星星，但是德國

這邊卻是艷陽高照，一時還蠻無法適應那邊的時間。吃完晚餐後，媽媽和 Katja細心的為我

介紹住家環境，我發現我所住的地方就像是， “我家門前有田園，後面有森林” 空氣好的

不得了，接近就寢時間時，外面也只剩下蟲聲；這些是台北沒有的，非常的放鬆、非常的舒

服，真的 很世外桃源的感覺，馬上就愛上這了。

＜ Detm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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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Katja帶我去認識

Detmold這個城鎮；這個城鎮雖 然小

，但它應有盡有，不會說物資缺 乏的感覺，交通也

很方便，不會怕去不了任何地 方。這天的行程蠻

滿的，第一，我得學會如何搭公 車從家裡到市區

的來回，畢竟一個禮拜後，Katja 來台灣，平常日我

得靠自己；第二，在我去德國 前，Katja幫我報

名了一個暑假 workshop，是一個 歐洲青年營，每年

由不同國家舉辦，今年剛好輪到 德國地區舉辦，由

於還沒正式開始，是兩個禮拜後 的事，我只是去報

到，也順便先認識德國成員們；有趣的事，我這個亞洲學生怎麼可以參加歐洲的活動呢? Katja

說:因為我現在住在德國，所以我也算是德國人了，哈哈。

接著第二天參加了扶輪社例會，例會是在一家高級飯店的餐廳，成員蠻多的，大約有 40

位，大家都很親切的招呼我；在餐會前，我在大家面前短短的自我介紹，接著在用餐途中，

我分享了台灣的鳳梨酥給大家，大家都很喜歡，開心。例會之後，Katja和我趕緊跑到學校

參加 B.B.Q，這是她們班上的結業 PARTY。當天晚上，一件值得開心的事，Home爸出差回來了，

個性爽朗的他，一直非常的歡迎我，還一直跟抱歉說他沒辦法去接機，人真的很好。因為事

前有跟 Katja提過我想到法國找朋友，所以他一直在幫我計畫，幫我找交通工具；最後我們

找到一個可以環德又跨法國的火車，行程剛好到 workshop開始前。一切是這麼順利的時候，

我居然得到腸胃炎，害我待在家三天，唉~~

雖然說因為腸胃炎被迫要待 在家休息，但是我

還是不想放棄這難得可以吃德國 美食的機會，剛好

週末爸媽有活動，我非常開心終 於可以離開家裡到

外 面看看。

七月七日，終於等到我出發環德和法國的日子，既期待又

怕受傷害，畢竟是我第一次的自助旅行，未知的未來，誰知道會

發生什麼事。一早爸爸帶我去坐火車，開始了我的冒險之旅；我

的第一站漢堡，經過了五個小時到達也找到我的旅館放下了我的

行李，馬上就迫不及待的出發到書中記載的地方觀光。在漢堡我

參觀了：漢堡港、最古老的船 RICKMER RICKMERS、湖、市政廳

和女生最愛的 SHOPPING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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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目的地是－柏林。 由於

柏林市大都市，要看的東西很 多，所以

我選擇在這待了兩天。因為從離 開漢堡到柏林旅館

我都還沒吃東西，所以為了犒賞 自己，我決定到書

上介紹的餐廳吃飯。這家餐廳位 在市區，最有名的

招牌菜是－水煮豬腳，十塊歐 元，一大盤，真的

吃不完，剛好幫我解決今天一整 天。接著參觀了紅

色市政廳、電視塔、柏林大教堂、 博物館島；然後結

束了第一天在柏林的行程。隔天 一早，馬上飛奔到

查理檢查哨、猶太人博物館、布 蘭登堡門、新國會

大廈、柏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波茲坦廣場。

離開了柏林，下一站是到慕尼黑。到了慕尼黑，一定要喝

一下當地有名的慕尼黑啤酒啦！原本開開心心的到當地最有

名的啤酒屋喝酒，但沒想到卻因為人山人海沒有一個空位可以

坐下，只好失望落空的返回旅社。不過好在，當我回到旅社時，

遇到一位很好的室友願意陪同我去喝酒，所以最後我還是喝到

有名的慕尼黑啦！隔天的行程，我參觀了老彼得教堂、食品市

場、BMW博物館和瑪麗恩廣場。讓我最生氣的事，由於瑪麗恩

廣場有活動，所以中樓表演停止，害我等了四個小時，唉~~

接下來準備要跨國了，因為我

要搭的火車是夜間車，代表著晚上我要睡火車上，哇~~超興奮

的。一上車的感覺好像哈利波特唷！不過沒那麼舒適，床位超

小，完全沒辦法直立坐著，睡覺時還可以聽到，火車行走的聲

音和靠站停下的聲音，不過真的已經算很舒適了。

經過了十幾個小

時，終於到達法國里昂見到我的朋友 Noemie，他曾

經是台灣 04~05年的交換學生，因緣際會之下認

識，然後沒間斷的連絡，也說好要到法國找她，所

以來歐洲一定要拜訪他。在里昂的三天裡，她帶我

參觀里昂的城市，帶我吃里昂有名的餐點，帶我逛

了法國有名的家樂福，也認識了她的朋友們。我在

里昂的這期間，剛好遇到法國國慶日，理論上會看

到美麗的煙火，可惜天空不作美，雨一直下個不停，所以活動全部取消，真可惜

，什麼也沒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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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日後，我跟 Noemie一大早搭 火車

到巴黎一日遊。由於是一日遊，所以在 巴黎的

行程有點像是走馬看花。我們參觀了聖 心聖殿、凱旋門、

香榭儷舍大街、協和廣場、艾菲爾鐵 塔、羅浮宮。這些

以前都是在書上或是電視上才看的到 的東西，現在卻一

一呈現在自己的眼前，很像在作夢一 樣。一天的時間真

的有限，沒辦法看很多，也沒辦法看太 仔細，所以我們約

好，下次再來法國行。

由於 火車票的關係，我

得一大清早回到德國的柯隆，等晚上轉乘的火車才可以回到原

來的地方。所以我有半天的時間可以認識科隆這個城市。不知

道是不是因為這邊華人很多，所以有種親切感，到處可以看到

中文刊版，或是華人叫賣，感覺這邊像是德國的中國城了。書

上說，到柯隆，就一定要去當地的巧克力博物館，不然就白來

了，所以找了很久，終於找到傳說中的巧克力博物館。全部都

是巧克力的歷史，製造過程，最主要的有免費品嘗的巧克力，

嘻~~

結束了我十天的旅程後，馬 上就要開始

workshop的活動。第一天報到的 人來至許多不同的

國家，像是義大利、希臘、法國、 羅馬、芬蘭、匈牙

利…。感覺就像是扶輪社交換學 生的活動，不過這

個比較不同的事，每個國家的團 體，來至於同家鄉

的。在我們相處的一個星期裡， 大家積極的過團隊

生活，彼此的互相認識，彼此的 互相認識對方文

化，一起玩樂，也一起學習事務。 真的很好玩，與各

國不同的人相處生活一個禮拜， 這種感覺又與交換

學生時期別有一番風味。

這一個月裏好像跟爸媽沒什麼互 動的樣子，錯，其實很

多。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時候是我生日那 天。一早起床，看到媽

媽幫我在桌上佈置的禮物和蛋糕，超級 感動的啦。下午，媽媽

又陪我到超市去買要買回台灣的巧克 力當禮物，之後我們一

起共度下午茶時光。晚上，等爸爸下班 回家，我們一同到鎮上

有名的餐廳，喝道地著名的啤酒

來慶生，一整晚邊喝邊說笑，真的很開心。最可愛的事，要回台灣時，媽媽還買了酒杯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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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作紀念，說看到酒杯就一定要想起我們那天慶祝的夜晚，真的超感動的啦！

雖然說只有短短一個月，但這一個月讓我有成長了

許多，不但讓我學到很多東西，不同人事物也好，

重點是，讓我更認識自己了，原來我可以這樣的堅

強、這樣的獨立。真的很謝謝扶輪社的 Uncles &

Aunts，還有我爸媽贊助與支持我參加這此的短期交換計畫，真的受獲良多。有機會的話，一

定要在踏上歐洲這個冒險之旅，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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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邱盈惠 Penny

生日：1989.06.02

就讀學校：台灣大

派遣社：中和福美社

接待地區：比利時 D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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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7月 11日

在陪著 Helene玩遍台灣後,就搭飛機到比利時,體驗不一樣的風俗民情。剛到的我被突如其

來的冷風嚇傻了,不是夏天嗎?天氣縱使涼了一點,穿個薄外套應該夠!然而並不是如此,雖然

一開始穿著短袖的我被歐洲的景色和建築吸引著,讓我忘了寒風刺骨,但在休息了一夜之後,

發現,這真的有一點冷的可怕,在發現當地攝氏溫度14度,於是我又再度嚇傻了,幸好這溫度沒

有維持太久 。

第二天,Helene帶我到他們的城市上逛了一下,只可惜星期日店面都不開,而路上的人也

稀疏無比,不一樣的是他們學校旁邊有一個很漂亮的公園,或許這在歐洲並不算甚麼,但對一

個剛從大都市來的人說,這已經非常漂亮了,裡面有湖,也有好多隻鴨子在其中玩樂,比台大的

生態池還要大的許多,又比台大的醉月湖更來的幽靜,若是整天待在這裡似乎也不會覺得無

趣。大概走完一圈後,就回到 Helene的家裡在他們的院子裡聊天等著他爸媽還有姊姊弟弟從

阿爾卑斯山回來,他們的院子很大很漂亮,草軟軟的很舒服,每次看到他們的院子就有說不出

的感動,不知是很開心能在這裡待上3個星期的時間,還是因為這裡讓我有很安心的感覺,於是

我愛上了他們的院子,也愛上了他們的風景,還有空氣中那屬於自然的清新。Helene的家人在

我們的聊天中回到家裡,因為他們剛到家的關係,於是我們又到 Helene的爺爺奶奶家吃飯,他

們的飲食習慣和我們不太一樣,他們很注重開胃菜,一開始我們會一起在他們家的院子裡聊天

吃點甜點,等到東西吃的差不多才會到主桌上吃晚餐,他們似乎把晚餐時間視為和家人溝通極

為重要的時間,他們總是不急不徐的吃著每道菜,直到大家都吃飽後再一一的端上甜點,有時

是水果,有時是蛋糕,優格,甚至是冰淇淋,剛開始這裡發生的每件事都令我驚奇,雖然這裡的

食物並不怎麼合我胃口,但他們從從容容的態度卻吸引著我想去更認識更了解這不一樣的世

界。之後的每一天都過得很充實,不論外在的感受,或是內在的衝擊。

第三天他們的城市裡有一座古老的堡壘,結合從中古世紀的建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遺

跡,而他們的建築就如我之前所說的美得令人動容,就連最普遍的房子都值得讓我一看再看。

第四天因為季節的關係,我和 Helene就去幫忙採水果做果醬了,其中有一個是覆盆子,另

一個是很像桑葚的果實,並幫忙他們一起做果醬,只覺著這真是個很難得的經驗。

第五天終於來到了我期待已久的大城布魯塞爾,比利時的首都也同時是歐盟的所在地,也

有人稱之為歐洲的首都,在看到布魯塞爾的大廣場後,真的有置身夢中的感覺,彷彿我在一瞬

間走進畫中,周圍的時間似乎也靜止了,我忘記我如何來到這裡只知道滿腔的感動不知該如何

表達出來,走過幾條街道,我看見傳說中的尿尿小童,哇~也太小了吧!原以為他會有像一個七

八歲小孩的身高,事實上卻只有剛出生嬰兒般的高度,但即使如此也不能阻擋觀光客對他的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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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只看見一群觀光客對他猛按相機,想抓住那雖小卻又精美不已的神韻,之後也

去看了這裡無數的城堡教堂,公園,也經過賣著各式各樣巧克力的櫥窗,這樣的風景

怎能不吸引的我!除了這裡因為開發而逐漸增加的高樓外,這裡真是不可多得的好地方。

超小的尿尿小童 深入荷蘭文化

第六天再帶著 Helene的姊姊到女童軍的營隊時我遇見了一位會說中文的女孩子,他似乎

當過一年的交換學生,也在去年花了六個月的時間到各國去,體驗各國的生活,其中

在台灣停留了一個月,而這樣的經歷我彷彿也期待過,在從澳洲回來的時候,但在台灣的這幾

年為了升學,為了成績,我似乎忘了最初的夢想,也忘了怎麼追尋當初的夢。於是在新的一年裡,

我希望能有一些不同的經驗,我想去參加服務性社團,學著去付出,去關懷需要的人。下午,我

們去看極為漂亮了石灰岩地形,後來發現這好像是其中一個被列入米其林的風景區,又是一個

前所未有的感動,若是能拍幾張照片回來那該有多好。

第七天因為Helene的外婆要去開會,於是我們也去了盧森堡,看到他們獨特的水力發電廠,

以又高又厚的圍牆擋住水,只留一個小開口用河水推動的壓力發電,不只酷,有用.又很美,真

是經濟又實惠的設計,之後,再看到各式各樣的車牌樣式才知道,因為歐洲各國與各國的分界

點沒有很清楚.他們的車牌上都有註明哪一國的車子,例如 B代表比利時,L代表盧森堡,NL代

表荷蘭等等。之後 Helene的外婆又帶我看一種特別的運動,以人駕駛非動力的小型飛機,倚靠

有動力的飛機起飛,然後放開,以駕駛人的平衡感來飛翔,若是想要使飛機上升,可以倚靠煙囪

的廢氣,或是草坪上的熱氣上升,而且最難得的是這種無動力的飛機可以拆掉收起來並運送到

其他的地方去玩耶~感覺超棒的

北威尼斯-布魯日 無動力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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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去到了 Helene的姑姑家,他們家的院子更特別,有一個好漂亮的樹屋,

重點是我一個 20歲的人也可以上去耶!好開心喔,之後看著他們的兩個小孩興奮

的比手畫腳,帶我去試這個試那個的,心情也跟著雀躍的起來。晚上我為他們煮了簡單的一桌

飯,他們都說很好吃,並把所有東西都吃光,讓我開始對我的手藝充滿了信心。

樹屋

第九天去看了一個很漂亮的城堡,這時侯才知道,很多歐洲人都是在城堡理結婚的,感覺

好像是真的童話故事,之後我就和 Helene的家人騎腳踏車,是新開的腳踏車步道耶,再經過 40

分鐘後我們騎到了天主教學校,和教堂,忘了提起的是,歐洲的教堂都是極有紀念價值的建築,

每一個都很美,走近教堂還聽的到裡頭傳出來的歌聲,之後又經過了40分鐘的旅程,我們又回

到了車上,只是這是我已經累癱了,好久好久沒有運動了。

第十天今天中午去這裡的扶輪社例會,由於現在是他們的 holiday假期時間,所以人來的

比較少,大約二十個左右,社,員應有將近50人,所以整體而言就輕鬆很多,不需要特別的報告,

只單純的和同桌的人聊聊自己,自己的國家,以及自己的家人,很輕鬆自在的例會,但以我對歐

洲這幾個星期的了解,普通例會應該是嚴謹,且正式的。之後就和 Helene去打網球,Helene在

網球領域上有一定的程度,而恰巧網球也是我很少碰到的運動之一,真的是個很不錯的運動,

讓我決定下學期一定要修到網球課!

第十一天 7/21比利時國慶日,全國放假一天.於是我們就一路開車到荷蘭去了,中途還與

國王的車子擦身而過,據說法是要到各個大都市發表幾句感言,據我了解現在的話題始至終沒

有離開過現在的金融風暴。抵達目的地荷蘭後,發現一個有趣的畫面,這裡的車子都是標有 B

來自比利時的車子,感覺歐洲人好懂得享受,不像台灣人只知道貪圖賺更多的錢,而忘記了與

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光才是最重要的資產,我們到達後租了一個帆船,開始我人生第一次的風

帆之旅,一開始風平浪靜,直到抵達岸邊後就發現風浪的可怕,我們必須不斷的調整坐位以免

翻船,而我們所抵達的荷蘭小鎮似乎以觀光聞名,一上岸就聽到像迪士尼般的歡樂音樂

而那裡的小攤販也都身著最有民俗風味的服裝,真有讓人來到童話世界的感覺.而這裡的房子

小而精美,就如同裝飾品一般令人流連忘返。雖然令人捨不得離開,但慶幸的是最後的回程並

沒有因此而遜色,我們在帆船上看見對岸上一群野馬,這也是第一次我看到野馬,這讓酷愛馬

的我都忍不住想在帆船上起舞,回程不知是很幸運還是很不幸的剛好是逆風,他讓我們耽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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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但也讓我漸漸的了解帆船的原理,超酷也同時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經驗吧。

而晚間我們就居住在位於荷語文化社區 Helene的外公外婆家。

大家忙著弄風帆

第十二天,我們因為Helene的外公要去法國邊境的城市開會,於是我有一睹法國風采的機

會了,一下車,看到的真如電視電影裡法國的景觀差不多,雖不是在巴黎,但這裡人的衣著打扮,

就像是走在時尚尖端的人,街道上賣的都是名牌,有知名的也有不知名的,但他們的共同的特

點就是讓你不知不覺得開始小心翼翼,生怕弄髒一件衣服,弄壞一件裝飾,但比起這裡,我還是

偏愛充滿巧克力的比利時街道,有種溫馨的感覺,下午去欣賞一個有名的游泳池博物館,以 100

年前精緻的游泳池為中心,周圍則擺放各式各樣想展示的藝術作品。雖然不是很吸引我,蛋游

泳池的由來卻讓我感觸很深,之前的歐洲的是以紡織業聞名,而在 100年前的企業家卻已懂得

體恤勞工建立一個大型游泳池,讓他們有放鬆的機會,這或許就是歐洲會興起這麼快的原因

吧。

第十三天,今天一早起床就陰雨綿綿的,很怕難得的行程走不了,但幸運的是等我們開車

到布魯日,以歷史,建築出名的大城,發現北部的天氣風和日麗的,走在岩磚鋪的道路上,建築

雖不如布魯塞爾的令人屏息,但一間一間老舊的建築沒有告訴我們他曾走過的歷史滄桑,而是

表達初這裡曾有過的美好世界,而連接這世界的是不斷傳來的馬蹄聲,除此之外在街頭藝人的

伴奏下,這裏已不是布魯塞爾的廣場可比擬的了,看到一個又一個古老的殿堂,穿過無數的大

街小巷,映入眼前的不只是更美的街道,建築,而是一條一條蜿蜒的小河在屋舍之中,原來這裡

即是所謂的北威尼斯,進入一個有名的教堂(church of our lady),裡面就如之前無數個教堂

依樣莊嚴美麗,不一樣的是裡頭有絃樂隊正在表演,而右手邊有一個米開朗基羅的作品,之後,

再繞了幾圈,因為時間的關係只好在依依不捨中跟這美麗的城市說再見了。

第十四天,坐車要去看看比利時北部的海邊,但因為下雨的關係,我和 Helene只好待在

Helene朋友家,打牌,吃零食,聊天,等待雨天放晴,這裡的沙不是純白的,而是白白雜一點黑黑

的,而可惜的是這裡的海也不是藍藍的,而是綠綠的,灰灰的,跟想像中有點不同,但仍有一種

風韻,由於天氣還是很冷的關係,我們就到海邊走完,便坐著火車從北部坐回 Namur。

第十五天,在家裡跟他們學做布朗尼,而晚上因為寄宿家庭的每一個人都有聚會,我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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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Helene不落人後到城市裡喝東西聊天,這裡的晚風很舒服,很符合歐洲人喝

下午茶那種悠閒的感覺,讓人忘了自己的忙碌,也忘了所有的煩惱,只知道要好好的

欣賞現在的優閒與快樂。

第十六天,原本的既定行程是 Namur的全家腳踏車之旅,只是在半路時 homedad的朋友熱

情的邀我們進去坐坐,也讓我的腳得以休息,他朋友很強,是這裡 water ski屬一屬二的人,而

可惜的是我從沒玩過,他們家就如同這裡的每間屋子一樣漂亮,有花園,還有游泳池,於是取代

腳踏車之旅的變成了游泳了,晚上就回家吃屬於這裡的 B.B.Q.只是,不論嘗試的多少次,台灣

的美食還是最好吃的!

第十七天,今天又去的布魯塞爾,這次的目的地是 mini Europe.首先,搭著 tram到 mini

Europe,(tram是一種特別給旅客搭的車)可以沿途欣賞首都的美景,在 mini Europe裡,所有

的建築都以等比例(25:1)縮小了,不變的是,巴黎鐵塔,倫敦,比薩鐵塔,等等的著名的景點仍

讓我嚮往不已,我對自己默默許下心願,希望有一天能夠靠自己的力量,親眼目睹這些只有在

電視影片看到的地方,歐洲的確有他的過人之處。

第十八天,一早起來,原本以為行程是看古老的城堡,看很漂亮的花園,卻沒問清楚地點及

交通工具,結果是我和Helene沿著河堤騎著腳踏車,從欣賞這山光水色到只看見路上的小石子,

從興致高昂到疲憊不堪,在一兩個小時左右,騎了 20公里的路終於到了目的地,離開那令我痛

的受不了的椅墊,我們就坐下來開始野餐了,在充分的補充體力,食物後,我們宛如重生般,走

進那名聞遐邇的花園裡,一個怎麼看都不膩的地方,皇室貴族住的地方也不過如此吧,點綴這

花園的是難以看見的白天鵝,而且個個都大的有一點駭人,一個人要多努力的打拼才有機會住

在這樣的城堡呢?而偏偏也有一些人生來就是住在這樣的城堡裡。回去的旅程比想像中的容易

多了,可能是因為下坡吧!只是回到家依然累垮了。

第十九天,二十天,就是瘋狂血拼的日子了,買了一盒盒的巧克力,以及各式各樣的紀念品,

還買了一瓶白酒回去,夢總是會醒的,何況是這如夢似幻的地方,儘管有再多的不捨,還是得回

去,終於在第二十一天搭上飛機離開,但我相信我一定會再回來這美麗的地方的!

接待家庭歡送會 布魯塞爾的大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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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聿彣 Vivian

生日：1989.01.16

就讀學校：文藻外語學院

派遣社：新店碧潭社

接待地區：德國 D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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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7月 20日，我即將展開我為期五星期的

交換之旅，當天傍晚我家人帶著我及我的 Host sister

Franziska(Franzi)到中正機場吃晚飯，這張照片是我

們在入境前的合照。忐忑不安的心情隨著時間的流逝越

來越明顯，雖然這是我第二次出國，但這次和上次去韓

國截然不同，畢竟這是我第一次到歐洲，然而期待又興

奮的心情反而撫平我緊張的感覺。哇~真的很高興也充

滿無限的想像。

7月21日我和Franzi平安抵達德國法蘭 克福機場，剛下飛

機的時候我還不太敢相信我到德國；入境海 關的時候我才真

正清醒，沒錯我已經在德國，法蘭克福是德 國的商業中心，人

來人往，很寬敞、明亮。因為我們需要等 Franzis他爸爸

Peter和他兩位弟弟 Christoph和 Dominikus，所以

我們就先在全球都有的麥當勞吃點東西等 候他們的到來。在

德國，凡是標有 Bio的奶製品和蔬果都是無 任何添加物的全

天然食品，很受歡迎的。過一會，爸爸和弟弟們也從美國抵達機場。爸爸就帶著我們一行人

先拜訪離機場不遠的爺爺奶奶家。他們很高興我的到來，因為我是他們第一位華人的訪客，

奶奶準備了很豐盛的早餐給我們吃，之後爺爺帶著我欣賞奶奶的小花園，他們很親切的用德

文解釋給我聽(因為他們知道我有學德 文)，雖然還是很

多聽不太懂，但這都不是問題。在回家前 我和爺爺奶奶和

弟弟們及 Franzi一起合影。傍晚，我和我 的弟弟和妹妹一

起到電影院看最新的 Harry Potter 6。

Mini,grandma,Chrisi,me,Franzi, grand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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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22日~7月 23日晚上我寄住在爸爸 Peter工作的

城堡(Burg Warberg)，內部設計很典雅，很多新人都會 在城堡裡

結婚或是生日、盛大的 Party。爸爸的城堡裡也設有餐 廳及農業

學校。從早到晚都充滿人們的笑容與笑聲。

7月 24日~7月 27日我跟著 Franziska 和兩位弟弟一起 到媽媽 Uta
的家，難得天氣不錯，一早 Uta 和他的朋友帶著我們到 北海與鄰

近北海(Nordsee)的小鎮走走，歐洲人很喜歡享受陽光的照射，難得艷陽高照，可以看到許多

人在海灘上曬日光浴，還有自己專屬的位子。很特別，看起來很享受也很休閒。

7月 29日我寄宿的外公外婆帶著我和

Franziska一同到海德堡(Heidelberg)參觀走走，

歷史最悠久大學-海德堡大學也坐落於此。雄偉的

建築直立在 Neckar river上，裡頭的建築與露台

等各有各的歷史淵源，尤其有幾段故事非常有趣像

是以前有位勇士從天台跳下來在地面上留下一個

深深腳印存留至今等。海德堡真的很幽靜，古老的

建築物，明亮的街道充斥著濃濃的書香氣息，人來

人往的商店，顧客與商家有的閒話家常，非常溫馨。

8月我們就一起回家裡住，8月 3日爸爸 Peter下

午帶著我和 Franziska一起到鄰近的高爾夫球場跟 Helmstedt扶輪社社裡的社友們一起打高

爾夫球，球場很寬敞很漂亮，清新的空氣讓人整個感覺很舒適。這也是個難得的機會，與社

裡的 Uncles和 Aunties閒聊，也認識了來自墨西哥的朋友及來自德國不同地區的朋友。讓

原本對高爾夫球沒有很大的興趣的我增添的許多樂趣。

8月 4日我們一家人吃完午飯後到電影院看 3D的電影-Ice Age，雖然沒有聽懂所有的內

容，但是慢慢的訓練自己仔細聽，果然略知ㄧ二，很有趣也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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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5日一樣吃完午飯後，休息一會，Franziska

就邀約我和他的朋友 Sandra一起到外頭騎腳踏車，欣賞

田園風景與溫煦的太陽享受天然的日光浴。

8月 6日這天是我期待已久但又心感害怕的一天，因為這

天是 Franziska的學校-Gymnasium Julianum Helmstedt開

學日，起初爸爸 Peter問我有沒有興趣跟 Franziska去學校，

我二話不說的說 Ja, ich gern(yes, I would like to),因

為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學校是可以學習很多東西的，不論

國界。一開始我很吃力，畢竟我的德文程度是非常初級的且我所學的跟 Franziska完全不同，

但是也因此激勵我更想學習的欲望。而且從 11年級開始學校對 11到 13年級的分班和制度會

有所不同，因為他們要準備 Abitur的考試(這個考試就像我們要申請念大學的考試)。當天，

我ㄧ早就起床，盥洗好後，就帶著媽媽(Agnes)為我們準備的早餐，然後我們就走一段路到站

牌等公車來(媽媽一直提醒我們，一定要準時，因為一小時只

有一班公車)，因此即使我們再累，也不可以賴床。下了公車

也是要走一段路到學校，學校不大，只有兩層樓高，加上從

國小開始唸到高中共有 13年，Franziska也因此幾乎全校的

同年同學和老師主任都認識，老師人都很友善，只是剛開學

很多事情要處理，很忙，學生也是，要注意課表，因為不同

課會再不同的教室，老師與同學也會不一樣。這就很像我們

的大學制度。開始的第一堂課是德文課，老師也是班導，雖

然老師不太會說英文，但是我們可以用很多方式溝通，所以溝通不是問題，印象最深的是老

師讓我們抽籤選 partner然後我們彼此互相問問題，這個活動的用意是能讓我們大家更認識

彼此，因為大家都是新同學。之後也是讓我們互相介紹對方。我的 partner Patrick同學人

很 nice他很仔細耐心的解釋所有給我聽。當天因為很久沒有這麼早起床，所以我們都很累，

回到家吃完午飯就各自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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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7日這天爸爸帶著我和 Franziska(Franzi)一起到社裡參加 Meeting這

天也是我最緊張的一天，因為我要用 Presentation介紹台灣，台灣的扶輪社，

家人和自己。其實在這天的前兩星期爸爸就要求我

盡量用德文介紹，雖然對我而言有點難，但是我覺

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能夠訓練自己的德文，所

以我就答應了。而我所做的就是把之前準備好的英

文 Presentation全部改為德文，並做修正。家裡跟

我同年的哥哥 Georg和 Franzi我再請他們幫我校

正，很謝謝他們。當天我很緊張，但機會是給準備

好的人，我最後以不急不徐的態度介紹我的

Persentation我很高興有這次的機會能夠讓國外的

朋友更加了解台灣。這張照片是會後我和社裡的社長

Herr Edgar所拍的合照。

8月 20日這天是我最後一天在學校上學，其實我

很難過，因為我才剛步上軌道，慢慢的能適應德國的

生活，待人接物等也慢慢的習慣且能接受，但時間飛

逝極快，一轉眼我就要回台灣了。事前，我也跟老師

說我即將要回台灣，是否可以和你們合影，老師人都

很好，也把我當作是班上的學生之一，二話不說的答

應我。還記得在英文課堂上，老師是說有關英格蘭的

文化與歷史還播影片和歌曲給我們欣賞，老師也幫我和我左右鄰居同學合照，當然我允諾說

我一定會再回去德國的，同學也很難過，每個留 E-mail給我，德文課老師也送了我ㄧ本書內

容是學校的照片與介紹給我留作紀念，當然我也不忘給我的名片和徽章送給他們當作紀念，

至今，有些同學我們還是保持連繫。這是永遠烙在我心裡的美好回憶。

8月 22日是我的 Einkaufen-Tag(shopping)日，這天我和 Anna一起到鄰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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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Braunschweig逛街，這天我買了許多有趣的明信片和紀念品，書本及字典。

這天我們還特地吃中式午餐，很有趣，有炒麵春捲等等很多選擇。晚上爸爸帶

我們一起到一家特別的餐廳去吃我一直很想嘗試的德國豬腳(eine Eisbein)，呵呵，其實我

家裡的弟弟妹妹他們都不敢吃豬腳，所以爸爸特地為我找了這家餐廳，真的很感動，也很好

吃，我也嘗試了特別的熱冰淇淋，這天我真的內心由衷的想對爸爸說謝謝你!!再忙也是會想

到我。Vielen Dank,Peter(Thank you very much,Peter)!

8月 23日這天爸爸媽媽帶著我們一起到 Hamein哈美恩(捕鼠人傳奇地)，第一站是到童話

故事 Frau Holle所住的城堡，第二站是到 Der Rattenfänger von Hameln。這裡是所謂的

Märchenstraße(童話大道)，許多童話故事由此而生，包括格林童話等等。在這邊我被許多身

著童話故事人物的男女老幼所包圍，我就像身處在童話故事裡的人物一樣，非常有趣。我也

錄了一小段他們所演的童話故事捕鼠人。之後我們到玻璃工廠看如何製作玻璃與琉璃。也是

非常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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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4日這天是我住家裡的最後一晚，明天一早我就要到法蘭克福然後 Check in搭飛機

回台灣><，這天晚上爸爸邀請所有社有到他城堡來聽故事然後大家一起在城堡裡的廣場吃晚

餐 BBQ，這天我爸爸問我有沒有什麼要求，我說我希望可以拍張全家福照片，然後我們一家趁

空檔時間拍了張全家福，可惜 Myriam不在家，但是我們還是拍了張照片讓我留作紀念。

時間過得非常快速，轉眼飛逝。還來不及感傷我就要回台灣了!

8月 25日一早我就起床，這天是平常日，上

課的上課上班的上班，爸爸和弟弟 Johannes陪

著我開車到法蘭克福，因為距離 Check in還有

一點時間，所以我們就大致走走看看法蘭克福的

街道景觀，沿途我們有去 Dom St.

Bartholomäus(法蘭克福大教堂)參觀，之後有到

採爾(購物街)走走，眼看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

我的內心五味雜層，但是我始終相信這並不是結

束，我一定會再到德國的，到時我相信我會有和

這次不同的感受，真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

路，很謝謝扶輪社給我這次的機會讓我到國外看看並體會不同的風俗民情 ，也非常感謝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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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無怨無悔的辛苦付出，這次德國之行，我體會到很多，雖然剛開始有

Culture Shock，但是，慢慢的也克服這些問題，希望有機會我能再拜訪我在德國

的第二個家，家人和朋友。再會了，我親愛的家與家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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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信屏 Stephen

生日: 1988.7.16

就讀學校：義守大學

派遣社:台北百合社

接待地區:荷蘭 D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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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8.5 PM 10:17我和 Addrrian正在前往曼谷轉機的飛機上，從小坐了那麼多次飛機，

這次終於是要坐出國的了，外表無法掩飾內心的激動，但是老實說我一點都不緊張，希望能

夠經過這次的交換，讓我體驗到更多外國的生活。

經過了十六個小時的飛行時間，終於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了，這邊的機場比台灣的大得

多，而且好先進的感覺；前來接機的是接待家庭的 home pa ,Vien和 home ma, Godeliver他

們真的很好，在機場吃了一點小點心之後，就立刻驅車前往他們住的地方-Overisal…

在這裡真的可以感受到到處都是自然的 氣息，在荷蘭的東

部由於沒有像西半部那樣的開發完全， 所以到處都看的

到自然的景觀。加上空氣很好沒有什麼 汙染，從他家一眼

望去，就可以看的到幾公里以外的教堂 以及村莊。

他爸媽雖然有工作，但是選擇在郊區買 了房子，並且養了

幾頭牛，在工作的忙碌之餘，可以享受 一下田園的生

活，這對我來說相當新鮮！畢竟在台灣，根本沒有辦法想像這麼跟大自然生活在一起

休息了兩天我們就出發去荷蘭北部的福士蘭省開始了一個禮拜的露營生活 ，

在台灣根本沒有露營過的我應該是算是城市土包子吧，我們在那邊體驗了自己搭帳篷、只用



- 61 -

瓦斯爐煮的菜，還有最刺激的 風帆

由於荷蘭的河流眾多，都沒有山脈，所以風帆在此地相當盛行，他們露營的休閒時間就是駕

著風帆出遊，旅行到各大村莊~

在風帆上的時間真的很休閒，似乎逃離了在台灣繁重的課業壓力，而且，水和風真的會讓人

很感到很放鬆，大家都在風帆上睡著了。

結束露營之後，Mrs. Godeliver由於要開始上班的緣故，就讓我和 Addrrian一起去法國的巴

黎玩三天，法國耶!!從小就一直想要去法國看看，現在終於有機會了。知道這個消息的我當

然很興奮的開始整理行李。

後來他們告訴我，要到法國要坐 10個小時的巴士才到的了，

我當下的感覺是:“我的天，10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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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似乎對國家眾多的歐洲來說是很正常的事吧，哈

在這裡待了一個月，讓我知道原來大自然可以離我們這麼近

讓我知道，原來我在荷蘭還有另一個家，雖然只有短短 25天的行程，但是卻讓我感到我好像

是他們的另一個孩子，我真的很喜歡 Vien和 Godeliver，但也不得不告別他們，回到了台灣

就開始必須要面對繁重的課業，但有了這次經驗，我相信對於我的未來我會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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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Godeliver還有 V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