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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談到泰國與我之間的不解之緣，該從電視節目開始說起，我沈迷於各

國各種類型的電視節目，好似這樣就能填補我孤單的童年，以及未出過

國的渴望。偶然間從旅遊節目看到泰國獨特的人文美景，以及人與人之

間充滿善意的相處，而我也是信佛之人，所以我開始對信仰佛教的泰國

有著濃厚的興趣，從高中起我就立下志願，我要到泰國走一遭，體驗當

地的生活。 

  為了能更了解泰國，大二就開始修習泰語，傴管泰文字密密麻麻如蝌

蚪文，聲調也不是那麼好學，但我卻從中體會到學習的樂趣，每堂下課

抱著泰文課本不停的練習泰文字，好像要將它刻進心裡一般，旁人總笑

我痴傻，而我卻不以為然，反之越接觸泰國文化，越喜歡泰國，甚至在

書店看到泰國旅遊書，都忍不住拿起來翻閱，看著這些圖片，我這才感

受到泰國夢離我越來越近。 

  文藻桌給了我一個契機，更是一個實現夢想的機會，我做夢也沒想到

我會被徵選上，只是一股衝動就去報名，等待錄取名單的日子是多麽難

熬，感覺過了一世紀那麼久，我只記得那天，在火車上看到名字出現在

錄取名單內，我激動的差點要在火車上跳起舞來，只是理智不允許我這

麼做，而我也開始想像我在泰國的生活，還有那些想做的事情。 

 

二、 研修學校簡介 

  曼谷大學是一所實力強勁的私立大學，也是泰國建校最悠久，最有名

氣的大學。曼谷大學分成兩個校區，校本部位於曼谷奎南泰校區（City 

Campus），分部則位於郊區巴吞他尼府的朗西校區（Rangsit Campus）。 

  位於郊區的 Rangsit Campus 校區是我實習的地方，Rangsit Campus

非常大，面積足有 70帄方米。校區設有蘇拉·鄂撒塔努闊圖書館、傳媒

大樓、健身中心、東南亞陶瓷博物館（東南亞陶瓷研究最重要最完整的

博物館之一）、曼谷大學歷史館、曼谷大學藝術館、曼谷大學出版社、

泰式吊腳樓等。郎西校區還是第一所得到 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的高等私立學府。 

  Rangsit Campus最著名的是學校的鑽石大樓，因獨特鑽石造型而

聞名，在陽光下閃耀著耀眼的光芒，但它並非華而不實，偌大校區除

了擁有專業的攝影棚和攝影設備，得天獨厚的人文藝術遍佈校園，許

多電視節目都會在這裡取景，所以在學校常常看到很多藝人也不足為

奇。專業能力之外學校更注重學生課外活動，養成學生在課外之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8%B0%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8%B0%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90%9E%E4%BB%96%E5%B0%BC%E5%BA%9C


利用自己的創意，去設計、發揮在每一場活動中，而這裡培育好多影

視名人，都是從傳播藝術系走出去的，我想是因為學校給予學生自由

與國際接軌的決心，曼大的創意以及教育功不可沒，我也為此深深著

迷。 

 

  關於接機事宜，只要事先知會曼谷大學，老師就會派專車替學生接機，

而在我抵達蘇汪那普機場前，老師就已在那等候多時了，學校的接老師

替我將行李安置在公寓中，也通知我隔天需到 City Campus進行報到，

和進行簡單的行政工作。曼谷大學是沒有提供宿舍的，所以大部分學生

都自行在外租屋，但是為了提供學生更好的生活環境，於是將一層樓的

公寓買下，作為學生公寓，此舉不只體貼學生，相對而言住宿安全也提

升許多 

  

(圖一 獨特的鑽石大樓) (圖二 International Center)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International center是我工作的地方，我的工作說簡單也不簡

單，是與學生和老師溝同的橋樑，幫忙學生教室租借和電話溝通，也

要進行環境佈置和華語教學。 

  

(圖三)替展示牆作布置 (圖四)進行華語教學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華語教學是我的專業，於是曼大老師指派一位學生給我，一對一教

授一位即將要去中國旅行的泰國學生華語，因為他是零程度，讓我頗

感頭疼，只能從漢語拼音開始教學，而後套用秀芝老師所教授的華語

教學模式，用主題/概念開始新課，用句子練習生詞，從情境中練習

語法，再用生詞練習發音，每課主題都與生活息息相關，才能做到意

義最重要，正是全語言教學法的精髓，課堂中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教

學上，比想像中有趣卻也不容易，我總算體會到華語老師的心酸，儘

管已輔導過多位外籍學生，但零程度的學生是我第一次碰到，格外的

有挑戰，成就感也很高，我也從學生口中了解到更多泰國文化，教學

相長間我又交到了一位異國朋友，真是非常開心的事啊！ 

 

  保持著愉悅的心情，我發現時間過得飛速，期間做了環境佈置同時，

也幫台灣美食文化做了宣傳，看到展示牆上的台灣國旗和照片，不禁

驕傲起來，這是我生長的國家，多麽美麗的寶島呀！值得大家去欣賞、

認識，每當貴賓或是學生駐足在展示牆前，開口要我介紹台灣文化時，

我都會抬頭挺胸毫不怯弱的分享我眼中的台灣，更以身為台灣人為榮，

總算了解到為何許多台灣人到了國外總愛穿著印有台灣國旗或圖騰

的衣服，一開始我充滿懷疑和不屑一顧，覺得那份愛國情操真是做作

的可以，愛國情操可以放心中，何必如此顯擺呢？如今身處泰國，每

樣東西都能勾起我無窮盡的鄉愁，我巴不得將我所知道的一切債訴與

每位對台灣有興趣的人，甚至在辦公室內放起了中文歌，藉此撫帄我

心中的那股悸動。看到宿舍中衣櫃懸掛那件印有台灣黑熊的 t恤，是

我身上與台灣的情感連結，撫摸它的同時心中那顆愛國之心如同熊熊

烈火般不停跳動，炙熱的燃燒著，一發不可收拾，眼淚總會不經意奪

眶而出，出國前我想認更多人認識台灣的那股熱血，現在的我做到了，

我以自己為傲，我想父母也會為我驕傲吧？ 

 

  在曼谷的花費與在台灣相差不大，因為幣值也趨近於一比一，所以

相比交換到歐美國家，來到泰國簡直太划算，而泰國也是觀光客的聚

集聖地，走在路上各種膚色的人都有，在報章雜誌上，歐美人士最想

移居的城市就是我所位於的曼谷，曼谷的繁榮顯而易見，從我所居住

的公寓走出去，就有一間便利商店，生活很是方便，過了馬路，對面

有 Tesco lotus泰國有名的賣場，風格與美國的 Costco相似，甚至



可以說是泰國版的Costco，營業時間很長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十二點，

想買的東西應有盡有，一樓有肯德基和麥當勞，二樓是大賣場，民生

必需品都可以在這裡買得到，價格合理，也很便利，最貼心的地方是，

即便不會泰文，但超市還是有中文標示，讓你不至於迷路，就算迷路

了也可以用英文詢問櫃台，都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我最愛的就是位

在二樓的美食街，色香味俱全的美食街，擁有銅板的價格，可以滿足

世界各國的饕客，逛街逛累了可以稍做休息，點一杯咖啡，悠活一整

天，這就是曼谷人的慢步調，享受生活的人生態度。 

走出賣場就是捷運站了，也就是安努站（on nut），如果想去其他地

方也是很方便的事情，捷運周邊有很多的攤販，賣手機吊飾、鮮花、

飲品、服飾各式各樣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能在曼谷街找到。 

 

  曼谷捷運就跟曼谷的交通一樣壅塞，曼谷的車子實在太多了，每到

下班時間必塞車，塞了將近兩三個小時都不誇張，所以我幾乎不搭捷

運，摩托計程車比捷運快速且更貼近曼谷人的生活，雖然很多人說泰

國摩托車司機速度很快，很危險不安全，但就我將近半年的實習生活

來看，摩托車司機的技術其實不錯，而且價格不會比捷運貴，捷運最

近也要開始漲價了，也不用去跟當地人擠得水泄不通，不去刻意趕時

間，何樂而不為呢？ 

 

  五顏六色計程車也是另一種選擇，看過旅遊網站上，有的網友推薦

搭乘粉色的，有的推薦黃色的，可我還是不知如何選擇，更害怕遇到

不跳錶的司機，因此我推薦使用一款手機 app，一個名叫 Grab的應

用程式，就跟台灣的 Uber一樣，不用擔心泰文無法溝通，或者害怕

被司機敲詐漫天要價，所有乘車資訊和價錢透明化，只要動動手指頭，

就可以到達你想去的地方，我可不是收了廣告錢，但這應用程式真的

很好用，免去了很多麻煩，價格也比台灣計程車起跳價 85便宜不少，

有時能使用折價券，換算下來一趟可說是銅板價也不為過。 

 

  泰國市集打破我對傳統市集的認知，刻板印象中骯髒不堪，真正走

入卻是非常乾淨，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特色，無論是觀光客最愛的洽

圖洽，還是學校的週五市集，都讓我瓹生極大的購物慾，洽圖洽市集

真的泰好買，不管吃的用的都非常便宜，我還在洽圖洽遇到很多台灣

同胞，毛遂自薦幫我拍照，真的體會到台灣人的熱情哈哈。 



 

  

(圖五 宿舍一隅) 

(圖六)洽圖洽周末市集 

 

五、 研修之具體效益  

1. 從孤獨中體會到心靈的寧靜 

我極喜愛熱鬧，但在泰國的日子裡，夜晚是最難熬的，一開始甚至每天

以淚洗面，後來我學會到與自己快樂的相處，開心也是一天，不開心也

是一天，何不快樂度過每一天，珍惜當下，心靈的快樂需要靠自我去調

適，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孤獨都是日後成長的養分，學會與自己獨處，

找到屬於自己的寧靜安穩。 

 

2. 肯定自己，也藉由音樂得到師長朋友們的鼓勵 

剛開始找不到自己在泰國的定位，時常茫然失措，如無頭蒼蠅般過日子，

後來得到泰國朋友以及老師們的鼓勵，即使我是一顆小小螺絲釘，也是

很重要的一環，我就這樣告訴自己。偶然間得知老師們喜歡聽中文歌，

在午餐時分，我的音樂細胞蠢蠢欲動，於是高歌一曲瓸蜜蜜，獲得師長

們的滿堂彩，讓我備感驚訝，沒想到音樂居然能跨越語言，讓人與人之

間的感情如此靠近。 

 

3. 交到泰國朋友，探討彼此的文化差異 

在我輔導外籍生的生涯中，也認識不少外籍生，我很喜歡聽他們談起台

灣與他國的文化差異，只因從他們的敘述中，彷若可以窺探各個國家的

樣貌，每個國家都有好多有趣的事情可以深究，我這趟泰國之旅，初次

輔導泰國籍學生，讓我收穫滿滿，成就感滿滿，更加開心能將所學的知

識運用在教學上，幫助學生能輕鬆學會華語。 



 

4. 由拒絕到接納，當地的食物與風土民情 

泰國的食物偏酸辣居多，而我的腸胃自小就虛弱，我花了大半月去適應

泰國食物，頭一兩個月身受腸胃炎所苦，上吐下瀉的，還好最後症狀漸

漸改善，可能適應食物了緣故，越發覺得泰國的酸辣醬比台灣的東發醬

油膏好吃，更不畏超重，帶了一瓶回台灣。泰國的摩托車司機載客人都

不戴安全帽，一開始我很懼怕，但後來發現摩托車是更貼近泰國生活的

一種方式，因為車子經過的小巷都是帄時未曾路過的小徑，是也能從中

看到各式各樣的生活方式，每每讓我大開眼界，也讚嘆司機的神奇，快

速且安全無虞的到達，很多朋友說很危險，我卻覺得我認識的司機們都

很不錯，搭久了也成了好朋友。 

 

5. 學到如何應對進對，與人相處更加和諧 

一開始到泰國，與師長們發生小摩擦，可能因為文化差異，而且我也不

敢去溝通，只敢躲在角落裡暗自啜泣，後來我發現只要開口溝通，試著

打開心扉，接納不同國情，並且尊重，才能讓實習生活更加多彩多姿。

在最後幾個月，越發真心喜歡與泰國人相處，覺得他們熱情且和善，讓

我在異國感受到許多的溫暖。 

 

六、 感想與建議 

  泰國真是一個溫暖的國家，無論是天氣還是人，對於我而言，這趟泰

國實習之旅，帶給我的是滿滿的心靈富足，我最最最捨不得是泰國的老

師，每位老師待我都非常好，特別是 Janya老師，因為她也會說中文的

緣故，我們聊得特別投機，她甚至不辭辛勞，陪我跑了好幾趟移民局，

也沒有任何怨言，還時常請我吃東西，她就像我在泰國的阿姨一樣親切

又溫柔得可以。 

 

  選擇曼谷大學來實習，是我不悔的抉擇，真正深入了解到泰國後，顛

覆我對泰國所有的壞印象，許多人泰國落後，街道骯髒，現在看來根本

是無稽之談，曼谷的繁榮與進步有目共睹，甚至與台灣的運輸系統有得

比，只是泰國太容易塞車了，所以都要提早出門，而且建議隨身攜帶雨

衣，常常突然的債盆大雨讓人措手不及，淋成落湯雞不說，感冒了可是

非常傷腦筋的。 



  泰國的醫療費用並沒有像台灣有健保給付般便宜，所以常備藥缺一不

可，胃腸藥、感冒藥、頭痛藥都能帶，其他藥品藥局也能買到，只是沒

有 24小時的藥局，藥品還是備妥比較保險。 

 

  離開前老師同我說，妳會想念曼谷的，我想是的，泰國慢步調的生活

讓我感受到慵懶和無拘無束，和泰國人樂天知命的生活態度不謀而合，

我覺得很適合活潑的我，由於他們的好相處和低消費，觀光客才會絡繹

不絕，其實也是很大的一項因素。 

 

  最後我想感謝國合處的老師們與我們系主任和副主任，因為你們在背

後給我極大的支持與鼓勵，我才能安心在泰國實習，非常感謝你們，相

信這將會是我有生之年中，最難忘的回憶。 

 

  

(圖七)與美國實習生的合照 (圖八)與老師們的合照 

  

(圖九)兩校區間的接駁專車 

(圖十)朗溪校區校園公車 



CP值很高的泰國學餐(帄均一道菜泰銖 35) 

 

(泰國現正流行的粉紅凍奶) 

 

(燒臘飯) 

 

(鴨血麵) 

 

(香瓸可口的魚丸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