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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印象裡，台南是一個很美的地方，有顏色豔麗的花，高大挺拔的樹，了無邊際的海；
在我的印象裡，台南是一個很富足的地方，是一個水果王國，魚米之鄉；在我的印象裡，台南
是一個我嚮往的地方，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際關係，會有一個不一樣的自己。2017 年 9 月 2
日晚 23 點 20 分，我抵達了臺灣高雄飛機場，拿著剛兌換的台幣，沒有一點感覺，卻有些滿足。
我們同行的九人到達了旅社，正式開始我們的臺灣之旅。初見的台南沒有想像中的現代化，而
是一個很寧靜的城市，夜晚沒有一點吵鬧的聲音。
I will say something about my courses here.The first class is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s Education
which is to teach us how to teach primary school student in math. And the teacher is enough humor so that I
am attracted by this class, never dozed off. What’s more, the teacher he who has long hair, small eyes, a
big nose, a big mouth looks like a very good mathematician. Look! Here is his picture. Haha…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 is the nest class which is so difficult that I can’t understand what the
teacher said. Although I think this course is very boring, I am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 carefully.
Cursive Lintie is a technical course, I choose it not only because I have to pass calligraphy level test,
but also I have great interest in writing. As an auditor, I will treat it serious as well.
He is an excellent English teacher who teaches us Oral English Training. At the first class, we
introduced ourselves to each other in English. In my eyes, the pronunciation of students in Tai Nan is better
than us because there are great number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ifferent environment has different education, in different education, I learned more knowledge
differing from Chong Qing. It’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studying in Tai Nan University.
當然，學習是我們在台南的主要目的，但我們也少不了嘗遍台南的各種美食，遊玩台南的
各種聖地。從開始的吃不慣甜食到後面每天都心心念念地吃東西，最後變成了一個純正的吃貨，
足足養肥了自己，現在等到要回去的時候才來喊天怨地，不過，去還沒吃夠呢！

那麼，再講講我們窮遊台中的故事吧！在沒有訂到酒店的情況下，我們一行五人依舊出發，
兩個小時的火車，我們抵達台中。台中看起來比台南更加的繁榮，現代化更加的明顯，雖然比
不上重慶，可能臺灣多地震，高樓很少。那麼，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就是台中火車站附近的宮原
眼科。除了拍照就是排隊買冰淇淩了，據說這裡的霜淇淋很出名，的確，做工很精細。接下來
就是東海大學，這裡有排名世界前二十的建築，路思義教堂，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座落于東海
大學的活動中心與教學區之間之碧草如茵的廣大草皮上，路思義教堂是東海大學最負盛名的建
築師貝聿銘所設計，也是該校的精神所在。高聳的路思易教堂在校園的任何角落都可看見，可
說是東海人的中心寄託，就算只在教堂外也令人感覺到來自心靈身處的安定感。對，我們直奔
主題，就來到了這個著名的教堂腳下，感受一下這偉大的建築。
時間很緊，我們又來到了彩虹眷村。這裡有一座奇特的老舊眷村，不同於一般眷村的灰暗
破敗，這座眷村充滿了鮮豔的線條與色彩，因此被稱作“彩虹眷村”，裡面還住著一位“彩虹
爺爺”。下一站，高濕美地，不過有點遺憾，沒看到日落，
等我們趕到時，天已經黑了，我們就去吹了一下海風就出
發去了逢甲夜市。逢甲夜市是臺灣最大最著名的觀光夜
市，以“俗擱大碗”為最吸引各路愛好夜市的在地居民與
訪台遊客，又以新奇有趣的小吃聞名，成為了創新小吃的
原始地。在這裡，我們除了吃還逛，不僅有很多吃的，逛
街的地方也不少。
"無匆匆，不青春。"每個人都有青春，每個青春都有選擇，每個選
擇都有回味不盡的美。暮然回首，時間如沙漏一點一滴在手心流淌，多
少個春秋已悄然逝去。很快，在台南大學的日子就接近尾聲，既期盼著
回到家，又對台南留念萬千。以後有機會我還會再來台南，去重走一下
我現在走過的地方，應該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心境。未來，我們總要向
前看，學會面對自己，尋找最初的自己，不忘初心——致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