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在想，上大學之後，接觸的事情種類愈來愈多，確實比單純讀書學習多了
些東西，相對而言可以比較有心思微調生活的主軸。但在別人詢問的時候，回過
頭才意識到：雖然曾自由自在的在很多地方玩耍過，但這些經歷與能力，可以稱
得上熟練或達到一定程度的專精嗎？好像多嘗試了一些喜歡的領域，但很快的又
發現原來自己根本還沒站穩。如果花時間投入在學習有興趣的事物上面，那至少
要有所收獲，若最後還只是半吊子的話，豈不顯得有些虛度光陰？

海外闖蕩經驗分享

質疑著：憑什麼能夠向別人萬分肯定的說這件事就是如此、我的能力撐得起獲
得的報酬嗎、憑什麼要別人選擇我、有把握做到嗎？我想，在肯定語氣背後是絕
對的專業。如同在各個領域上的名人，無論是政治家、藝人、教授、設計師等
等，我們願意關注他們、聽他們說話，是因為看見他們展露出在那個領域的專業
（並符合自己的價值觀）。那些都是能力經過不斷練習的經驗累積，最後形成的
糖蜜。除了有聲望被尊敬，往實際層面來看，工作收入大多時候也是和專業程度
成正比，有錢才能去實踐更多事情啊。
講到這兒就有些洩氣了，迷惘和猶疑的時候，常容易看輕自己。此刻我到底算
什麼？能做些什麼？想做些什麼？有沒有對任何方面的事情產生鑽研的慾望呢？
而我有真的努力去學習確實很有興趣的領域嗎？
如果自己還沒遇到動心的志業，就參考一下別人的經驗和故事吧！本期園馥安
了一扇扇小窗，讓各位一窺各式經驗的故事。
這次的主題定為EXPERIENCE，以經驗分享為主軸。專欄種類較前幾期少了，可
能會覺得相對枯燥，但內容扎實，希望讀者可以有所收獲。經驗的分享是一個個
故事的流傳，和在網路上查資料跳出來的生冷文字介紹相比，故事的迷人之處在
於多了幾分溫度和親近，更有著官方介紹以外的真性情感受描述、更真實的經驗
敘述。在這個大主題裡，收錄了數位園藝系上同學近一年來，於校外與園藝相關
的經驗。國內或國外、公司實習或獨自闖蕩，篇篇都值得細細閱讀。

不能辜負 你想走的路

這期園馥想談的是關於經驗的累積，與未來的選擇。

在雪霸的日子

除了上述以外，也介紹目前中興園藝系內，非作物主流產業的相關領域：造園
以及園藝治療。我們訪問了系上開設大學部造園學與實習及景觀設計課程的吳振
發老師，以及於美國進修園藝治療的翁晴韻學姐，讓讀者可以瞭解更實際情況的
資訊，補足平日查詢一般文字資料的不足。另外，也有陳德群學長出國交換學生
豐富的心得分享，以及何盈瑩學姊在花卉外銷公司的一些基本問題的訪問，都是
最真心的故事。

陳孟園
「獨自一人出發到新竹之前，用這照片發文抒發當時
情緒。」

最後非常感謝我的編輯小組，願意一起塑造這本刊物。希望最後成果會是大家
滿意的樣子。

上的朋友道別，跟郭大哥，跟阿勇，跟小老闆們說再見，

願各位能讓生活變成興趣的實踐。
編輯統籌／吳佳儒

下山前很依依不捨，畢竟在那裏住了兩個月，和山
然後坐在接駁車上，感覺車身開始在顛簸的山路上緩緩
移動，是下坡，坐在車子後座的我閉上眼睛，開始回想
這兩個月以來做的種種，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話，也
許我還找不到自己想做的事，也許人生漫漫，搞不好我

總編輯言
6

一輩子都在尋尋覓覓那個潛在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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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辜負 你想走的路
場裡外場的組長 ( 稱他為郭大哥 )， 上山後的實習工作
說他今天剛好休假下山要回苗栗。看
到我今天一直跟著小老闆到處在農場

7 月份，和小老闆確認上山時間，

裡打轉，好奇我是誰才來跟我攀話。 再用 Line 和郭大哥說哪時候會上山，
我點點頭，和他天南地北的聊了 問了一些事情，收了行李，便出發了。
起來，從竹東到竹中，轉車再由竹中
去年 3 月，我在系圖的粉專上看

4 月份，我不知死活的在考園藝

到了「雪霸休閒農場」在招募工讀

學原理的前兩天，在雪霸山下的辦事

生，實習工作內容是扦插奇異果和藍

處住了一晚，禮拜日早上再搭接駁車

莓枝條，我飛快瞄了一下條件，想想

到山上跟小老闆面試。那一天，小老

暑假也沒什麼事，不要在家當米蟲好

闆開著搬運車，我坐在後面，他先是

了，所以就寄了履歷表過去，原本自

帶我到藍莓園和櫻桃園去看，然後再

己也快忘了這件事，結果有一天，獨

載我到下面的奇異果園認真的解說，

自一人在宿舍發呆的時候，一通電話

之後又回到咖啡廳翻出了一堆果樹相

響了。

關資料給我看，對於一個工讀生，他

「喂？」

願意這樣花時間跟我說明工作內容，

「你好，我是雪霸休閒農場的范

自然是很感動的，但同時我又開始擔

先生，是陳孟園同學嗎？」
「雪帕？」范先生？我認識的人

的任務。

裡面沒有姓范的啊？雪帕是公司名？

後來下午，坐了接駁車下山，到

結果對方和我雞同鴨講了好久，我才

竹東火車站時，已經是 5 點多了，

知道原來是自己寄過去的履歷發揮作

買了火車票在一旁坐著等，這時候，

用了。

突然有一位和我爸年紀差不多的中年

「恩恩 ... 面試是嗎？ ... 在山上？
好！我知道了，謝謝你 ！」

8

心自己到底有沒有能力完成他交給我

男子向我搭話。

到新竹火車站，交換了手機，加了

剛上山時，心情彆扭的很，一天到

Line，於是傍晚黃昏，風很大，我們 晚都在哭，為什麼呢？因為剛上山時，
在新竹火車站的月台，往山縣、往海 只有我一個是念農業相關科系，其它的
縣，分道揚鑣。

學生不外乎是休閒管理或餐飲科，學校

那時候和郭大哥聊的內容，不外 不一樣，且大多學生都是成群結伴一起
乎是他曾經做過的產業，像是球根花 上來，分的組也不相同，我在的外場只
卉、飛牛牧場、空中花園等等，而小 有我一個學生，其它實習生多在咖啡
女子閱歷淺博，只懂點皮毛上的灰， 廳、櫃檯或餐廳，而且外場只有我一個
一問之下，破綻百出，什麼都不懂， 女生，其他的成員都是阿伯叔叔 ( 淚 )。
話題自是由他帶著。
那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問了我
這麼一句話。
「妳爸爸願意讓你讀這個啊？」
其實，跟家人無關，反而那時候
早就已經開始迷網的自己，又開始在
腦海裡尋找答案。
是啊，為什麼呢？為什麼會是這
個系呢？

「你是新來的實習生嗎？」

掛上電話之後，我動動滑鼠，飛

聽到聲音，我抬頭，愣了幾秒，

快的查了地址、日期、火車班次，再

滿腦袋「你是誰？」的想法轉啊轉，

傳簡訊給范先生告知我會到的日期。

嘴巴不作聲。後來他向我表明他是農

7、8 月掛滿果實的奇異果園，品
種為 Bruno，果實較長，常拿來做
切片，總有台灣獼猴來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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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早上 4 點多醒來哭一下，時間 ，半天時間是在郭大哥底下做事，早上
到了出去吃早餐，一個人工作時掉一下 吃飽飯後，外場的員工，郭大哥、阿勇

其實在上來雪霸才到第二天我就已

淚，到了下班時間洗個澡吃個晚餐，滑 和我，會先坐在樹下讓肚子消化一下，

開花的香水百合，依據花苞數分級，用 經體會到郭大哥所謂的「孤單寂寞覺得

個手機 8 點多哭一哭，睡著起來又是 說個話，然後我就去拉水管在農場裡澆

包裝紙包好後，再開著搬運車到咖啡廳 冷」是什麼意思了，記得剛上山的一天

一天，有好幾次望著遠方的蒸蒸山嵐， 水，郭大哥和阿勇就去處理園區裡的農

去賣。

想著我會不會就這樣客死異鄉，沒人收 務，夏天的雪霸很涼爽，偶爾會起霧，

下班前，郭大哥問我有沒有汽車駕照，

在郭大哥底下做事有個優點是，他 然後教我如何開搬運車，學了一下子大

但畢竟是高山區 ( 海拔約 1900 公尺 )，

會希望在他底下做事的學生能學到東 約知道如何開，結果隔天就被小老闆逼

這樣的情緒持續了十多天才冷靜下 所以基本上日光很強烈，在山上工作還

西，在山上的時候，透過聊天他告訴了 著開下斜坡到奇異果園了 ( 我沒有汽車

屍，死因是因為被猴子攻擊。
來，開始專注在工作上。

是像個農夫，戴斗笠、戴袖套，用力拉

兩個月以來在山上，主要是幫小老 著水管，在園區內四處澆灌著那些盛開

我很多觀念，在工作的時候，也會嘗試 駕照欸，這太刺激了吧，斜坡啊啊……)
讓我去做不同的事情，像是播種明日

然後在被逼著一個人到下面奇異果

闆做奇異果和藍莓的扦插，另外還有農 的繡球花和百子蓮，基本上只要有出太

葉、百子蓮，繡球花扦插，換盆等等， 園綁枝條，過了不久，竟然下雨了，沒

場園區的維護管理 ( 其實就是澆水拔草 陽都要去澆 ( 而且要在早上 )，不然繡

有時候下雨在溫室工作時，一邊工作一 有帶雨衣下來，我打低速檔 ( 剛學會開

啦！ )，偶爾也會有播種或是非果樹類 球花會塌下去，有的時候郭大哥在外面

邊談天，他都會不斷地問我未來的出 第二天還不敢開快車，怕會跌下山谷 )

的植物扦插，現在回想起來，其實在那 忙或是休假的時候，我也會在溫室裡幫

路，一直告訴我做農很辛苦、要堅持， 以極緩慢的速度上斜坡，一邊淋雨一邊

短短的兩個月內，雖然勞力的事情不 忙澆球根秋海棠和麗格海棠，夏天的溫

一邊又開始告訴我以後可以做這做那， 哭一邊心裡罵人 ( 現在想想真是太好笑

少，但卻過得充實又開心。

室裡種了不同品種的香水百合，香味四

告訴我要多出去不同農場看看，有時候 了 )，後來面無表情地回到溫室坐著，

我 在 山 上 的 工 作 時 間 是 早 上 溢，許多來這裡住宿的客人都會在此流

覺得他似乎擔心別人比關心自己更多。 過了不久下班時間到了，就直接回員工

7:30~11:30，和下午 12:00~16:00，半 連忘返。
天時間是在小老闆身邊幫忙果樹類工作
10

後來，我和郭大哥在溫室內將還未

有一次，他告訴我，在田間工作要 宿舍沖熱水。
耐得住寂寞，因為時常要獨自一人。

除此之外，有時候一個人工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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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免會遇到一些突發狀況自己無法處理，像是在

完植物繁殖學和實習，腦袋正熱滾滾的

8 月時，有一次我在果園的水泥路上倒車迴轉，

時候，覺得自己應該要能駕輕就熟，但

結果不小心倒退太多，結果搬運車卡在雜草堆

實際下去操作的時候，心裡卻很不安，

裡，竟然還往後滑下去，我趕緊拉了手剎車，但

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這個枝條可以剪

到底還是雜草頑固就這樣把搬運車拖下去了，我

嘛？這樣真的會活嗎？發根粉是這樣用

趕緊跳下車，看著它直到它不動為止，後來又跳

嗎？葉子要留幾片、要剪多少 ( 奇異果

上車發動想把它開出來，結果越陷越深。

的葉子很大 ) ？噴霧要多久噴一次？很

猶豫了很久，後來還是打電話給郭大 哥，

多在教室學到的理論，在田間操作時又

郭大哥下來的第一句話是問有沒有受傷，然後和

是另外一個戰場，那時候 7 月我趁著下

我從搬運車屁股那邊一起抬起換個方向，然後他

山休假，跑回宿舍拿植物繁殖的講義帶

再幫我開出來，事情才結束。

上山看，介質是什麼？比例呢？季節對

他告訴我要多加小心，之前有員工是開到整

不對？天、天、天，水要多久噴一次？

個搬運車翻過去，後來是開車去幫忙把搬運車拉

那時候腦袋不斷的轉呀轉，才發現要是 發現原來裡面還有住一個我，那兩個女

上來。

繁殖學開在山上，我不知道已經被當幾 生是在咖啡廳的實習生，自從他們倆個

實習的這兩個月中，至少有一半的時間都是

百次了。

變熟，晚上跑去咖啡廳聊天、玩棋、在

在奇異果園下面工作，除了最一開始的綁枝條
( 單幹整枝 )，學著辨認結果母枝和結果枝，一

心境的轉變

觀霧台吃宵夜、看滿天的星空和流星

邊綁一邊想像它隔年開花結果會是什麼樣子，還

雨，甚至在我離去的前一晚，我和咖啡

學會辨認公株和母株開花後的情形，一開始綁的

那時候在山上，一開始我是一個人 廳的朋友們跑到樓上看彭于晏主演的電

速度很慢，因為那裏是超大斜坡，常常一不小心

住，大約到了 7 月中才有兩個實踐大 影，看那會吃藍莓的蝸牛，窩回宿舍

就滑倒在山坡上，要不然就是一直被咸豐草的刺

學休閒觀光系的女生來跟我住，那時候 後，和室友一起熬夜看「腦筋急轉彎」，

干擾。

的我很彆扭，大約是因為第一次自己一 才收拾好行李，準備明日下山回台中。

到後來拿著剪錠鋏穿梭在奇異果園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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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以後，我才開始跟農場裡的實習生

個人到陌生的地方，所以我對人也很冷

山上的日子，像隱居，獨自一人工

白天的時間剪枝條、把葉子剪小、泡水，然後在

淡，像是一隻刺蝟一樣隨時都會展開刺 作的時候，反而能聽見自己的聲音，跟

開著搬運車到溫室裡作扦插。

來保護自己，晚餐在員工餐廳快速的扒 自己對話，並不斷的問自己「這是我要

那時候扦插做了很多，包括了奇異果和藍

了幾口飯，便縮回到宿舍自己一個安靜 的嗎？」我在山上的時候，郭大哥借給

莓，雖然說量很多，但存活率又是另外一回事

地待在陌生的房間裡，甚至連隔壁房間 我很多書，像日本 MOA，木村阿公的

了，那時候是大一升大二的暑假，理論上是剛上

的學生，也是到那兩個室友來跟我住才 奇蹟蘋果，勇敢作唯一的自己等等，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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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希望我在山上是有所獲得，所以

我旁邊，呆若木雞、不出聲的看著我

他那時候主動問我要不要看書，他說

在工作，我也沒有理他們，想著也許

他在山上下班無聊時，就是拿起書翻

他們是愛安靜的客人，後來其中一位

幾頁，不然有時候在山上待太久，很

女客人出聲問我是念什麼系，我一邊

容易跟外界的世界斷線。

手裡忙著，一邊回答她：「我是念園

看了一些書、做了一些筆記，開

藝系的。」她哦了一聲，說：「工作

始去思考以前不曾想過的問題，問問

應該不好找吧？」溫室一片寂靜，我

自己欠缺什麼，在書裡、在山上的生

不作聲，因為不知道怎麼回，反倒是

活裡、受到的衝擊太多了，我還記得

那位爸爸一直在旁邊消毒：「不會

在農場裡工作的時候，有些客人會問

拉 ~ 現在比較熱門了。」當下聽了

你怎麼在這裡工作，大學幾年級？什

是蠻生氣的，但後來又有另外一批興

麼系？那時候我都據實以告，說自己

高采烈的遊客跑進溫室，看到了百合

走進田裏

蘇豫
「各位讀者大家好，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敝人去年暑假初為農夫的農忙經驗。」

是園藝系的，有些客人人很好，會說： 不停地東問問，西問問，突然又覺得
「不錯不錯，學以致用跑來打工，很

客人真是一群可愛的生物，於是轉身

好。」，那當然也有比較負面的，像

繼續工作便不再氣了。

是有一次我在溫室裡扦插繡球花，有

後來下山之後，偶爾想到這件事

一位女客人和家人一起進來，那時候

情不知為何總會有一些感慨，我想也

的第一印象是覺得這家人給人的感覺

許是因為大家不了解這個科系，不知

就是少了那麼一點生氣，看到百合，

道它在做些什麼，以及傳統的既定刻

聞到花香，不會驚叫，不會驚豔，彷

板印象才會這樣，但其實只要清楚自

彿一切就是如此的理所當然，他們一

己在做什麼，知道自己要什麼，就不

家三口在溫室平淡地走著，最後來到

需要去理會那樣的評論。

「一個園藝系的學生，如果離開了教室出走到田間，
我們還會剩下些什麼呢？」

大二下的那個學期，我時常翹課待在系圖，一邊看書一邊有心無
心的思索著未來要做什麼，畢竟大二也快要結束，之後就要升上大
三，難免會開始煩惱自己未來的出路阿，那時我總是這樣問自己：「自
己想做些什麼呢？」、「自己又該做些什麼呢？」、「自己又可以做
到些什麼呢？」，這些看似很相似的問題在當時我的心中都還未有過

「就去試吧！不要想太多，試過不一定知道
自己要什麼，但至少知道自己不要什麼。」

一個模糊的答案，但突然間！我想起了大二上的那些實習課！不管是
蔬菜、果樹、花卉的實習課，都是我上大學以後最快樂的時光阿！
後來我才明白，我的靈魂注定是要在田間呼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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