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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橋之旅]-Day1 

2015-08-25  23 小寶寶��小眼睛看大世界�
 

 

 
 

曾經許多次幻想自己第一次離開亞洲的情況,第一個會去哪一個國家?會和哪些人去?會 

去做甚麼?在今年四月初時看到這個活動時,便被「劍橋」這兩個字吸引了眼球。盡自己的努 

力,把結果交給時間。終於成功闖過一個又一個考驗。於今年的 8 月 2 日在港澳碼頭踏上了這 

次的旅程。



幻想了那麼久,終於能夠衝出亞洲啦!

        經過差不多13個小時的飛行,吃了兩次飛機餐,看了三套電戲,我們到達了英國倫敦的希斯

路機場。



然後從機場出發,坐了兩小時的大巴,我們來到聞名己久的Cambridge!到步後我們先去領

取課程相關的「百寶袋」

 然後就開始遊美麗的康橋,先讓大家看一看美麗的康橋吧! 







晚上我們去了Sainsbury’s (在英國相當於澳門來來,台灣大潤發,內地沃爾瑪等級的超級

市場)還第一次使用在電視上多次看過的自助付款機呢…不知道澳門甚麼時候也能用上呢?)



經過一天的舟車勞頓後,大家很早就進入夢鄉了。順帶一提,英國夏天的日照時間特別

長。晚上8時,外面還是一片光亮,英國的太陽伯伯真的辛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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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劍橋迎來的第一個早晨

吃完早餐後,我們就起程去課程介紹會,介紹會中除了說明了這次的課程內容外,還安排了

少許破冰遊戲,讓我們互相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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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會結束之後,我們有約莫一小時的時間讓我們步行到飯店,在路上我們看到一間名為

Fitzwilliam Museum 的博物館,我們加快腳步在裡面逛了一圈。這間博物館雖小,但館藏量也

算豐富。



而且我們發現在英國,大多數的博物館都是免入場費的,裡面有捐款箱,讓參觀者自願捐獻以補

助博物館營運。

下午我們去了參觀了劍橋大學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及劍橋大學圖書

館(CambridgeUniversity Library)。 



在出版社裡,職員用心為我們講解出版社的歷史及印刷的發展過程。職員告訴我們劍橋

大學出版社只印刷教育類書籍。我們亦在內看見多本曾經陪伴我們一起成長的英語教材。





對著這些有一定年歲的印刷工具,同學們還就中外的印刷術發展討論起來呢! 

劍橋大學圖書館,世界上館藏珍貴典籍最多的圖書館,創建於1424年。由於入館需要用圖

書證,所以我們都注冊了一張有效期為一年的圖書證。 



這裡的排書法和澳門的有些許不同

愉快的一天,在我們吸收新知識時,慢慢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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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讓我們在笑聲中展開新的一天吧!

吃過早飯後,上午我們自由分成4組,兩兩為一大組,分別由我們萌萌的Charlie和美麗的Jill 
帶領,進行第一次的Supervision。我們組的導師是Jill, Jill 帶領我們到書店的咖啡雅座討論。

在那裡,同時看到許多英國人在書店中談生意,這也許就是英國人熱愛休閒生活的表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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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的過程中,我們組就選取最後報告的題目,互相交流了意見,讓原本不太熟悉的四個人

開始建立起共同合作的親密感。亦透過和Jill的交流中,得知了許多外國文化上的差異,特別是

因為Jill 曾在美國居住,故就同一個題目,我們交換了中英美三國的不同看法。感覺非常棒! 

中午我們於劍橋的一個學生食堂用餐,感受一下當地學生平時的生活。在英國,大多數餐



桌都以長枱為主。皆因食物大都是以獨立分配,圓枱反而不便。

下午我們上了第一堂由Steve Joy 所教授的 CVs and Cover Letters 課程。 

雖然只看課程名字,也許會覺得內容都曾經學過,但Steve 舉了很多在英國的實際例子,不但鞏

固了我們固有的知識,還添加了許多新的想法。而且,為了讓我們靈活運用,老師還給我們安排

了課後作業呢! 

不說了,我要去寫作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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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暫別康橋,倫敦一日遊!從劍橋出發,約莫兩小時的車程,我們到了英國的首都-倫
敦。我們首先去參觀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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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廣播公司(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簡稱BBC),成立於1922年,是英國最大的

新聞廣播機構。英國的保安意識蠻高,我們到達後先進行安檢,然後便有職員帶領我們參

觀。BBC裡給予人們信息千變萬化的感覺,其信息更新量非常快,而且要求員工對各界各領域

的事情都要有所了解。



職員介紹了BBC新舊大樓的設計分別,相比起舊大樓,新大樓以玻璃為外牆主要的建築材

料,象徵著新聞的自由及透明度。 





其後更讓我們嘗試了新聞錄製和廣播劇的配音製作過程。廣播行業的初體驗使原本也有興趣

成為新聞工作者的我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有一種完了當初未能實現的小夢想,感到非常開心。 

午飯過後,我們到了英格蘭銀行博物館 (Bank of England Museum) 職員為我們講述了

英國貨幣的發展歷程。也讓我們討論了一下為何英國能維持貨幣的價值那麼高。



博物館中有一個保險箱,要參觀完全館且答對箱上的問題才能夠打開,成功打開保險箱後還能

獲取紀念品一份呢!



捉著時間的尾巴,我們只有一小時參觀英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館內有許多世

界級珍藏的名畫。可能因為參觀時間比較晚,有些展廳都己經關閉了。 



但慶幸還能看到 梵高先生的 «向日葵»。 

美術館的門口有許多街頭藝人表演。非常精彩!



全日最後的行程就是看歌聲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我們是在 Her 
Majesty’sTheatre 裡看的。 





首先,要跟大家科普一下,其實這是一套音樂劇(即它是Musical 而不是 Opera 哦! 以後千萬不

要傻傻說錯了哦! )雖說小時候看過很多次的電影,但劇場裡看還是第一次。這次的位置蠻前

的,差不多在第五排。由於坐得較近,所以很多舞台效果都能加倍的感受到,特別是中間吊燈掉

下來的那一幕,把我的小心臟都差一點嚇停頓了呢!無論是演員,還是舞台效果都是一級棒的。

然而一套出色的音樂劇,還有賴指揮家和各位樂手,沒有你們,再好的音樂劇也有所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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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踏出劇場時,夜幕己經降臨。回到劍橋時,滿天的星斗,相信我們都己存在心中。

點擊下方“閱讀原文”查看Da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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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劍橋的第五天,當我們開始把旅程變成生活。身邊的一切都在潛移默化中熟悉起來,被
鬧鐘聲叫醒時就能夠知道睜眼後的場景,室友的相處也變得自然起來。 

  
早上繼續是由 Steve Joy 為我們授課,課程內容是 Interview Skills, 這是非常受用的一

課。我們都經歷過形形色色的面試,平時你有留意到自己的小動作嗎? Steve 通過小組練習讓

我們更加了解自己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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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大家嘗試了在英首次的草地野餐。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國,蟑螂基本絕跡,但到處都是

蜜蜂,以致在野餐時,會聽到尖叫聲四起(當中除了女聲外,也不乏男聲哦!)然而,我是不敢尖叫

的。因為…… 萬一在你尖叫時,小蜜蜂跑到你口裡去,怎麼辦?



而下午則是由 Dr.Sally Everett 為我們講述 The importanceof tourism and leisur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透過這個課題讓我這個醫學生對旅遊業有更深入的了解,甚至經過

和同學們的討論後,更由老師課題中的劍橋為例,連結出澳門的旅遊業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可

謂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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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課程結束後,我們進行了第二次的Supervision,這次我們是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在大自然的

蘊釀下,我們終於定下了最後報告的題目。在完成選題後, Jill 還給我們展示了一樣她最喜愛

的運動-飛盤。還記得首次接觸飛盤時是大一剛開學的時候,隔了一年再拿上手,有點兒不習慣

呢!

晚飯後,適逢Shakespeare festival我們便到Trinity College Gardens 裡欣賞了莎翁的著

名喜劇-無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  

當晚有很多英國的本土居民來欣賞。由於對白中含有古英語和英式幽默,所以我們大都沒有

看懂,都是在英國Locals 笑時,我們就跟著笑。雖然看不太懂,但多接觸了一個本土文化,也未

嘗不是件好事。

點擊下方“閱讀原文”查看Day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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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六的早晨我們一行20人浩浩蕩蕩地在Cambridge 尋找火車站,我們買了張one day 
pass card 方便我們在倫敦行動。比坐大巴快,約莫45分鐘的時間我們便到了倫敦北部的國王

十字(King'sCross)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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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傳說中哈利波特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的取景處,我們沒有乘上前往霍格華茲的專列座,而是

前往了大英博物館。



英國國家博物館（British Museum）,又名大英博物館。成立於1753年，1759年1月15
日起正式對公眾開放，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偉的綜合性博物館，也是世界上規模

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館之一。



在去大英博物館前我也有做到一些資料搜集,有好幾個特別想看的展品,但到了博物館後卻被

告知展品己不在館內,不禁覺得婉惜。自己是第一次很認真的參觀國外的博物館,對於這種擺

放展品的方式及路線規劃不太熟悉。但的確在豐富的展品中學到了很多新的東西。尤其第一

次接觸亞述文化,特感興趣。



  
午飯過後就去了Covent Garden, 考文特花園(Covent Garden)是倫敦市最獨特的地區之

一，從手工藝品到英式點心應有盡有，聰明的本地人和時髦的遊客紛紛湧向這裡的酒吧、特

色餐館、時尚服裝店、大眾品牌時裝、特色手工藝品及咖啡店、各式文化集會，Covent 
Garden總能讓人充滿好奇。 





小伙伴都在這裡找到自己喜歡的小東西。

悠閒的下午過去,黃昏時間我們便到 倫敦眼(The London Eye),

 倫敦塔橋(Towel Bridge)等地方逛了一下。倫敦塔橋下的泰晤士河在夕陽的映襯下更有味道,
明明四周都在嘻笑打鬧,心裡卻異常平静。 



望著河水,突然想起回澳後不久,又要前往上海繼續求學,心中的平静竟轉向幽幽的傷心,大概是

一種不捨之情,不捨英國,不捨澳門,不捨所有可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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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再遊倫敦的一天,也就在美好中結束。回到劍橋時,驚覺平時寂

靜無聲的劍橋夜竟然燈紅酒綠,彿彷換了一個地方似的。原來周末的劍橋群,也是個充滿青春

活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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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睜開眼睛,迎來的依然是微涼的劍橋早晨,周末吃早餐的位置有所改變,拿食物的

枱子一增高後便被燙到了。今天的行程沒有早幾天那麼趕,吃過早飯後我們便到附近逛

一逛。





 

周末的巿集和平日也會有不同,走過一個賣黑膠唱片的攤檔,遇到一個來自新加坡的

華人家庭,父母像老師一樣很認真地教導小朋友如何分辨各種類型、欣賞不同歌手的唱

片。



把一個本屬於上一代的文化毫無保留地傳承下來。各路英雄也都埋首在特價堆中看

看能否找到自己的心頭好。我們也加入探索大軍,看到許多許多樂壇的回憶,也在可惜現

在己經沒有那麼多黑膠唱片機了。

        找了個機會細逛劍橋,身為路痴的我也可始把路認出來了。走過一個可以自己製作

玩偶的商店,千挑萬選之後選了一隻小小Bunny 兔,算是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了。(然而英

國的物價太高,我只能夠幫Bunny 兔買到一條小褲褲……) 



在等待製作的過程中,看到了很多很多小朋友們的笑容,想到以前的自己,笑容大概也

來得很簡單吧!這家店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在製作時,你要把一個心心放入玩偶當中並make 
a wish,我的Bunny 可是得到過三個漂亮女孩的祝福後才放入的哦!  



走入書店,尋找一下英文版醫學圖譜(真想買一套回家!)    

   
回房間放下東西後,我們跟著徐志摩先生的腳步,坐上早上就預約好的小船欣賞康橋



美景,全程約四十五分鐘。雖說沿途風景都走過,但靜下心來再看,都有所不同,再見歎息

橋,再見國皇學院, 

有很多人都在瘋狂拍照,想起有一個好朋友問我的:「人拍照,到底是怕忘記?還是怕

記起?」歡迎大家都把想法告訴我哦!對於我來說,更多的是怕忘記,不太想把故事變做章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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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字的這一刻,我抬頭向窗外天空看去,想一下照片中的天空。晚安世界,晚安那

11993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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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天的英式早餐,有點想念腸粉、白粥、油炸鬼……

今天一整天都在上課,翻一翻相簿發現並沒有留下甚麼照片(都是認真上課的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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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是 Dr. Tony Hooley的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Dr. Tony 為我們講述了很多他

的人生經歷和故事。



課間畫了隻早上在去教室時看到的小兔子



中午吃過午飯後,大家便再次上Dr. Steve Joy 的課,今天講的是Presentation Skills,特別喜歡

中間的小組練習時間,互相點評大家的不足和可改善之處。這個和我現在上的公共英語演講

有很大的關聯,果然「書到用時方恨少」。學習的很多東西都未必能馬上收到效果,但努力過

後的時光一定不會虧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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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是Cambridge History and Culture。由Prof. Bopping Yuan, 一位華人教授為我們講述

關於劍橋歷史和有提及劍橋的申請事項。第一次覺得原來劍橋是一個我也可以考慮的大學。

想一想,原來自己就在劍橋了,有點在夢中的感覺。

回到房間己經很晚了,梳洗完畢之後發一下呆,就開始寫作業了……  

其實寶寶真的不想寫作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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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上方關注本公眾號!

英國時間2015年8月11日, 
你的那一天過得怎麼樣?你還記得嗎?  

對我來說一定是幸福的一天。 

所以我決定在今天送一首「奇妙能力歌」給大家!

分享很奇妙的一天。

早飯過後,大家繼續上課、學習,當人見人愛的乖寶寶。 早上是Dr. Elizabeth Garnsey 的

Technology and Spinouts, 由中學開始就在實驗室游游盪盪的我對於看到能夠直接把發明和產品

掛勾感到非常神奇。

 

奇妙能力歌

陈粒 - 如也

2015-09-29 23小寶寶 小眼睛看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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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飯過後有點頭疼,頂著不舒服去了Dr. Geraint Wyn Story 的Academic Writing。幸好昨晚把作業

寫好了,老師讓我們互相交換來點評。國外的教育對於人際交往也非常重視。來英國後,最多

的是小組討論等,與國內的「知識大多是直接由老師那裡獲得」來得有不同。非常喜歡老師

的Free Writing, 讓你就在一張白紙上毫不思索地不停寫…… 寫…… 寫滿它。 那時老師說是為

了讓我們能夠和自己對話,個人理解為它能夠把自己的內心整理一遍。早幾天,我剛好在網上

看了Ted的 一個關於讓內心獨處的演講。現代人一般手機、電腦、音樂、書本不離手。你上

一次甚麼也不做,是甚麼時候?指的是沒在思考,沒在聽音樂,沒在睡覺,只是甚麼也不做的時

候。

 



 

街上可愛的海報

晚上,是由Prof. David Cope 為我們講Climate Change……一邊聽書,只覺得夏天的英國氣候真的

很宜人,讓我過了一個17度的夏天。聽說因為英國人的家裡大多都沒有空調,只有暖氣,所以有

一年夏天氣溫高到30度,許多英國人都跑到噴水池旁乘涼。澳門和上海這些年都愈來愈熱,愈

熱愈開空調,愈開空調空氣則更悶。

 



超級長彩虹

下課走回Trinity Hall 時竟然看到了彩虹!而且還是超級長的一條,在微醺的天空中築了一道彩

色的橋,女孩們都雙手合十的對天許願,幸福大概就會在遠邊的橋端走過來吧!

 





微醺的天空







 
醉人的天空 

 
走著走著,竟然和小伙伴們走散了,只怪自己太認真拍照。回到房間後班長召集大家一起玩,讓

大家都先別洗澡,玩一下小遊戲,相互熟悉。我們簡單商討後,就決定玩狼人遊戲。非常無奈地

我又抽中了平民角色。第一晚很不幸地有兩個人被狼人殺掉了。而到第二晚天亮時,迎來的

並不是主持宣佈誰被狼人殺掉。睜眼後竟是蛋糕和生日歌。



大概就是這樣的場景,抱歉只有超低清圖 

驚訝得一時半會都合不上口,原來我以為自己走散了其實是他們走去寫生日卡;原來我們每個

人拿的都是平民角色,他們只是在裝有其他角色牌;原來大家只是想給我們一個驚喜,給我們提



早慶祝生日。

 
❤❤英國餅偽裝的蛋糕❤❤



❤❤滿滿祝福的無良心們❤❤



 

❤❤❤一不小心的睡衣派對❤❤❤

謝謝你們,一個最難忘的狼人遊戲,給了我們三個快樂的驚喜。

果然,遇到彩虹,就是遇見了幸福。

也很高興你們能看到這樣的自己。



奇妙能力歌
陈粒 - 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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