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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曲木」的故事                                       

惠子對莊子說：「這老樹長得粗糙彎曲，是不能用來

做木料了。同樣的，你的教導也是不符實際。」 

莊子回答：「這老樹也許不能用來做木料，但你可以

在它的樹蔭底下歇息，或觀賞它樸實的本質。它會對

你顯得沒有用處，是因爲你想把它變成別的東西，而不知欣賞它的本來面目。我的教導也是

如此。」 

莊子，一個具道家思想的哲人，據說生於兩千三百多年前的古中國。他鼓勵人用無爲的態度

去完成自身的無限潛能，而不去違反自然的本性。 

這個曲木的故事會引起我的興趣有好幾個理由。身爲林木業的一份子，我知道一棵彎曲褶皺

的老樹是不宜用來製成標準的木材商品。但是它可以用來製造高品質的裝飾用産品，這類的

産品不但可以展現自然美，而且別具一格。 

這樣的一棵樹能活得長久，是由於能長期適應周遭環境的緣故。有別于一般工業用林木的筆

直單調，曲木通常獨自生長，或是與一些不同年齡、不同品種的樹木混雜在一起。這類樹木

比起那些大規模栽植地上的單調林木，對風和疾病的抵抗力也比較強。 

那些能依著本性、順其自然地去學習語言的人會比那些試著努力達到別人爲他們設立的目標

的人更開心、更成功。一個真正的語言學習者也必須像莊子的這棵曲木一樣， 不必太在意形

式上的完美，通過儘量去利用周圍的資源而取得成功。想想這顆彎曲的樹木， 再來閱讀我的

這本書，學習如何利用在你身邊大量的語言學習資源和溝通的機會。在整個學習過程中最爲

重要的還是讓自己覺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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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敬真神，要先於敬半神；敬英雄，要先於敬凡人。     

父母位於凡人之首，但更重要的，是先要敬重你自己。 

―  畢達哥拉斯，古希臘數學家，西元前六世紀                           

         

你是個語言家嗎？ 

我認爲，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爲語言家。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能把另一種語言講得很流暢。你不必要

有多聰明，也不必要有多高的學歷。何況，在「簡明牛津字典中」也這麽解釋： 

 語言家：﹝名﹞精通外國語言的人。 

甚至，只要能夠講一種外國語言，便能讓你有資格成爲語言家。要不要成爲語言家是一種選

擇，而且還需要具備一種特定的精神狀態。語言家喜歡外國語言，而且懂得欣賞如何在不同

的文化裏運用不同的方法去組織和表達思想。他們跟講另一種語言的人在一起時不會覺得緊

張，學習新語言的時候也顯得很有信心。 

成爲語言家的第一步〈這指的是開始學習你的第二語言〉，就是要能體認：成功是要靠學習

者本身而不是靠老師。學習者必須逐步地運用自己的方法去發現語言，老師只能激勵和鼓舞

學生。進入一個語言學校或選修一門語言課程並不能保證你講得流暢。假如學習者本身不能

接受這個簡單的事實，他們遲早會發現不但浪費了時間，也浪費了金錢。語言學校或各種學

習課程或許能指導你，但只有學習者本身能學到東西。 

我在蒙特利爾的英語區長大。蒙特利爾是個講法語爲主的城市。我記得自己在十七歲以前只

講英語，雖然學校從二年級便開始教法語，而且四周也都是講法語的環境，我卻對學習另一

種語言不感興趣。如今，我能講九種語言。除了英語之外，我還能講中國的普通話、法語、

日語、西班牙語、德語、瑞典語、廣東話、還有義大利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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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去瞭解個中緣由，我開始寫下自己學習語言的過程。我發現：只有當我極力想用一種新

語言去與人溝通，或想從當中學到某些有意義的東西，那時我才能夠真正學會語言。但是當

學習的主題成了語言本身的種種細節之後，我便産生抗拒心理。在老師想要強行推銷語法中

的各種抽象原則，並且還用來考試時，我就繼續消極抵抗。一旦我覺得需要用這個語言去瞭

解其他的人或新的文化，我會投入所有的熱誠和決心。對我來說，熱誠是必要的，因爲學習

語言是件很艱巨的事。 

那是在我五十五歲開始學廣東話的時候，才發現學習語言已不再那麽困難。現代化的電子科

技與互聯網，已使語言學習産生革命性的改變。首先，互聯網提供了各式各樣學習第二語言

的教材供學習者選擇。這些教材既道地，又有趣，而且包括的領域十分廣泛，無論是有聲或

電子形式的教材，應有盡有。其次，電子形式的內容可讓讀者立刻使用字典軟體，而且可連

結到與前後文有關的學習內容，十分方便。最後，互聯網還可以當成一個交流中心，把學習

者和講母語的人聯繫起來。 

在書寫自己的學習過程時，我覺得應該嘗試去利用一種新的語言學習方式。這個方式仍然是

根據那些一直對我有用的學習原則，但是結合了現代科技，以便新一代的學習者學起來更容

易。在我的引導下，一小群學習語言的人和電腦程式人員，立刻開始把這些想法逐漸設計成

一套易於理解、便於使用的新的語言學習系統。我們愈投入這個計劃，就愈感到興奮。因爲

我們相信：只要能把語言學習弄得更經濟、更有趣、更有效率，那麽全球能夠成爲語言家的

人就會大爲增加。 

「全球化」這個字詞，通常拿來描繪我們正在體驗的現況，那就是日益頻繁的各種國際之間

的交易和交流。有些人表示喜歡全球化，也有些人表示反對。對我來說，全球化是股不可抗

拒的潮流，是世界演化不可避免的方向。對一些不可避免的事實，「贊成」或「反對」有時

是毫無意義的。不妨把時間和精力用來把自己訓練成一個語言家，然後從全球化這股潮流中

得到無限的樂趣與利益。 

我不認爲全球化會導致某種語言的壟斷，好比英語。相反的，我認爲這對所有人來說，包括

使用英語的族群，都更能藉此認識其他的文化。看起來有些矛盾的是：這個世界雖然似乎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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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愈來愈小，人們對區域性語言或其獨特色彩，卻顯得愈來愈有興趣，人們對有效率的語言

學習方法需求愈來愈高，這不只是針對廣泛使用的語言，譬如英語；那些較少人使用的語言

也是如此。爲這些語言預備教材的費用，或是學習的精力，都能大幅減少，因爲現代技術能

夠讓活生生的語言變成生動、又有效的學習資源。 

我有信心，這本書，還有書中所提到的種種方法，可以幫助你成爲語言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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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英語 

英語已被公認是最廣爲使用的世界性語言。全世界對第二語言教學的需求，數量最大的就是

英語。不管我們喜不喜歡，無論是商場、科學、旅遊、還有大衆文化等領域當中，英語一直

都處於支配地位，更別說是互聯網了。英語其實還不是一個很精致的語言。它是古英語、拉

丁、還有諾曼第法語等的混合品，再加上自然演化而來。因此，英語無論是在語法或拼寫方

面，都有許多相互矛盾的地方，這不免使學習者吃些苦頭。但無論如何，英語還是居於優

勢。雖然也有人想提倡一種人造的國際性語言，卻總是沒有人跟進。 

兩千年前，甚至是五百年前，人們一定很難相信一個潮濕的北大西洋上的小島，它的人民所

使用的話語有一天會成爲全世界最通行的語言。不錯，華語、拉丁語、希臘語、阿拉伯語、

甚至蒙古語，它們在歷史上的某個階段，都更可能成爲世界性通行的語言。誰曉得另一個五

百年之後，人們又會使用什麽話語？史賓塞•威爾斯在「人之旅：一首基因演化的史詩」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當中提到：「沙格底安納語〈Sogdian，一種古伊朗的語言，是大約兩

千年前中亞一代人講的話。這語言近乎消失，到了廿世紀僅有其中的一支方言還留存著。〉

曾經是絲路上的商務用語，正如今天英語在貿易上所扮演的角色。」 

假如英語並不是你的母語，我就要鼓勵你閱讀這本書的英文版。也許這是你第一次閱讀英文

書籍，但我相信你一定能辦得到。也許到目前爲止，你所閱讀的英文內容大部份是小品或短

文，想到要閱讀一整本的英文書籍大概會讓你心生膽怯，其實大可不必。 

這本書，包含了四千多個常用的英文單字，紙張印刷，是最輕便、也最親切的一種形式。書

本可以隨身攜帶，十分便利。同時我也把本書錄製成有聲碟片（ＣＤ），你可以注意傾聽，

好讓你的腦神經能被啟動起來，對語言的聲音有所反應。最後，這本書也製成了電子版本，

如此你可以使用字典軟體和其他許多電子版本所獨有的互動性功能。 

我建議你先用自己的母語閱讀這本書，瞭解本書的內容和學習語言的原則。再去聽英文版的

有聲書籍， 一章章地聽，並閱讀相應的電子文章以確保你理解正在聽的內容。閱讀電子文

章，你可以很容易地查字典，把新單詞和片語存在個性化的清單裏。這樣一來，你也慢慢地

培養出自我主導和集成式的學習習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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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本書分成三個部份，可以按任何次序閱讀。 

• 我的語言探索歷程：描述我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生階段，如何學會八種外國語

言。這包括我個人的觀察，也反映我對歷史文化的好奇。這些觀察看起來好象與學習

語言無關，其實不然。一個語言家也必須是個好奇的探險家。 

• 語言家的態度：敍述要具備什麽基本態度，才能使語言學習獲得成效。你的學習態度

是決定你是否會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這些對學習態度的說明，會讓那些具有觀察力、

曾讀過自傳性那一部份文字的讀者，更肯定自己曾下過的結論。 

• 如何學習語言：包含了有關如何學習語言的各種要點。也許你想先行閱讀本章，但你

還是必須回過頭去把整本書看完，因爲這樣才能完全瞭解什麽是成爲語言家的種種條

件。 

如果你認識到完美並不是一個合理的目標，你會覺得所有的語言都可以學得很開心。當你在

運用新的語言時，你就在不斷地學習和提高這種語言技巧。因此，你要儘早開始真實和有趣

的溝通。如果你願意用新的語言來學習和溝通而且你承諾一定要提高，那麽這本書可以幫助

你達到你的目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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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的語言探索歷程 

就像尤利西斯結束了美好的旅程， 

獲取得了金羊毛， 

快樂的旅行者終於回來了。帶著曆煉與豐富的知識， 

就要與家人共度此生。 

―  約金度比雷 (1522-60) 法國詩人 

 

旅程的開始 

 

我很小就開始旅行，並且一直認爲旅行是件令人興奮的事。學習語言本身就是旅行的一種形

式，是一連串探索與發現的過程。一個語言家必須具有探險的精神才能克服對未知的恐懼。

爲了讓你更明白，我要告訴你一個故事。 

我於一九四五年生於瑞典。五歲的時候隨著父母親及兄長湯姆，移民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爾。

我的記憶是從加拿大開始。我並不記得在小的時候，除了英語之外還講過其他的語言，雖然

我知道我最先講的是瑞典話。很可能這小時候學習第二語言的經驗，對我成長之後的語言學

習幫助極大。但是，我認識的其他一些移居到加拿大的小孩以後並沒有成爲語言家。我也認

識一些出生於加拿大，並且一直在英語環境中長大的小孩，後來卻成了極優秀的語言家。我

把自己學習語言成功的原因歸諸於探險精神和密集學習的強烈意願。我相信其他人也一樣能

夠做到，只要他們預備好開始步上這個令人興奮的語言探索之旅。 

我對蒙特利爾最早的記憶之一，是發生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個偶發事件。我們一群六歲多的小

孩，喜歡把我們的壘球棒收藏在一個特定的地方。每天放學後，我們便把球棒拿出來開始玩

球。有一天，球棒不見了，我們立刻認爲是那個剛從愛沙尼亞來的男孩偷了那個球棒。對我

們來說，除了他，還有誰會做這種事呢？他的英語講得並不好，是個「圈外人」。問題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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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並沒有拿走那些球棒，甚至不知道那是做什麽用的。最後，事情是完善地解決了。我自己

是在大約搬到加拿大一年多之後才變成「圈內人」的，那個愛沙尼亞男孩想必也是如此吧！

這件事一直讓我牢記：人們常常會不加思索地群聚在一起，並且拒絕外人的參與。 

但是，「接納」是個雙向道。「圈內人」或許會在一開始時對新來的「圈外人」表示抗拒，

但「接納」也同時決定于「圈外人」是否有足夠的冒險精神，會努力去爭取「被接納」。通

常，只要我克服了種種顧慮，並且努力去爭取對方的接納，縱使彼此屬於不同的語言圈子，

對方的反應往往比我想象要來得親切、熱誠。我相信，那些關於新來者因爲努力不夠而失去

機會的例子，是要比他們被排斥的例子多得多。一個學習語言的人，從定義上來說，是個圈

外人，來自一個不同的語言族群，你必須冒些風險去贏取接納。這是學習語言的首要原則：

具有冒險精神。這法則對我有效，而法語便是我的第一個語言探險。 

蒙特利爾的兩個隔離區 

在一九五○年代，成長在講英語的蒙特利爾市西區的人，其生活型態與同是講英語的北美大

陸其他各地其實相差不多。爲了表示對新祖國的投入，我的父母決定與我們兄弟兩人只講英

語。我上英語學校、結交講英語的朋友、收聽英語廣播節目、還有收看英語電視等等。結果

是，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我十七歲的時候，我僅只說英語。 

不錯，我們在學校要上法語課。我通過了所有的法語課程，而且成績很好。但是，在真實的

世界裏，我還是無法有效運用法語。當時，蒙特利爾約有一百萬講英語的人口，他們大多不

想用法語去跟那些講法語的兩百多萬個同胞溝通。英語是當時的商務用語，也是北美大陸最

主要的語言。我從善如流，我們一直很少去注意那些就住在周遭的多數法語人口。現在，這

聽起來似乎很不尋常，但在當時，如果把蒙特利爾的情形稱做「兩個隔離區」，卻也十分恰

當。 

我必須指出，在過去的四十年裏，情形已經改變了。原本只講英語的蒙特利爾人，現已成了

加拿大最大的雙語人口。由於魁北克省政治局勢的改變，法語也變得重要而且具有特別的作

用。其結果：蒙特利爾成了一個充滿活力、別樹一幟的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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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提到的重點是：很明顯，能居住在第二語言的生活環境裏是有許多好處。但是，這並不

保證你能學會這個語言。學習者必須對所要學習的語言文化有個積極的態度，假如你只依賴

課堂上的教導，你就無法學得如何與人交流，因爲課堂上的訓練只爲通過考試，只有真正想

去與另一個文化交流的強烈欲望，才能保證學有所成。 

在十七歲的時候，我進入麥吉爾大學就讀。有門課是有關法國的文明，可說是我的啓蒙。我

發現那門課十分引人，突然之間，我對法國的文學和戲劇大感興趣，接著對法國的歌手、食

物、還有整個文化的風格都變得很有興趣。我忽然間應對的是真正的語言和真正的人。我們

的老師是法國人，不像我高中時那個講英語卻敎法語的老師。我們採用的書本是真正的法文

書籍，不是專門用來敎人學習法語而特別設計的教科書。 

也許，這一切對我都還很新鮮的緣故，法國文化比起我成長其中講英語的北美文化，似乎更

自由、也更自然。那是個極具異國情調的新世界，我忽然間想要學習法語。我到法語劇院、

結交講法語的朋友、開始閱讀法文報紙、並且收聽法語廣播。我開始注意那些法語同胞關心

的議題，透過參加會議和討論，我的法語技巧自然地進步了，也開始瞭解講法語的魁北克人

有什麽期待與委屈。  

約有六百萬講法語的魁北克人，是十七世紀數萬個殖民者的後裔。他們逐漸

形成了一個保守而內聚的社群，這是面對當時影響力日漸茁壯的北美英語族群，所採取的一

種自我保護的手段。法語和天主教是他們彼此認同的兩大支柱。 

他們對教育和現代化社會所採取的保守態度，使他們在與講英語的加拿大人競爭的時候，處於極不利

的局面。這情形甚至在他們自己的魁北克省境內也是如此。當然，魁北克內講英語的人口雖居少數，

卻樂於利用他們的這個弱點，趁機支配了所有的經濟活動。雖然講法語的族群仍然掌控政治權力，但

9 



斯蒂夫•考夫曼  我的語言學習之旅 
 

在自己的領地上卻仍屬第二等公民。 

最讓他們痛心的，是法語地位的低下。自一九六Ο年開始，一場愈演愈烈的基於法語種種權益的民族

運動和一個旨在建設性改進世俗化和現代化的社會活動爲魁北克省帶來重大改變。雖然有些保護法語

的事例顯得有些過度，但大部分的改變仍然值得肯定。加拿大的法語社區，尤其是魁北克省，有其獨

特的性格，盡力保護自己的文化特性是應該的。正如新移民不斷地進入並影響英語加拿大，新的移民

也繼續加入法語社區，並隨著社區的演進而帶來清新的影響。 

 

我主導自己的學習 

法語是我第一個開始認真學習的語言。我並不確定自己以後能夠講得多流利，也沒有自信能

講得像道地的法國人一樣好。自信是以後才出現的。更久之後，當我開始學習其他的語言，

我總是有信心自己可以學到暢所欲言。因爲一旦精通了一種新語言，你就會有足夠的信心去

掌握其他的語言。你一面學，一面建立起自己的信心。 

我並沒有採取傳統的學習方式去把語法弄得盡善盡美，這反而使我能夠把法語講得更流暢。

語法的完不完美其實並不重要，只有溝通才重要。自此之後，我不再討厭學習語言了。我閱

讀自己喜歡的書，即使我不是十分理解大部分的內容；我與那些引起我興趣的人交談，設法

去瞭解他們，也試著讓他們瞭解我；我對與文化有關的事物最感興趣，也開始去欣賞新語言

的聲音與結構。當你把對新語言的排斥態度轉爲欣賞的態度，那語言就不再顯得稀奇古怪，

而是措詞造句的另一種獨特表達方式。到了這個時候，你就步上成爲語言家的大道了。 

我主導自己的學習，而不倚賴老師的督導。老師只是我在蒙特利爾能夠取得的許多資源之

一。突然之間，由於沒有考試，沒有老師們問問題，也沒有語法操練，我的法語技能向前邁

進了一大步，也實現了我在語言上的第一次突破。我能感覺出無論是發音、理解力、還有詞

句表達的流利程度，都大有改進。這實在令人興奮。我到自己感興趣的各種場合去聽法語、

用法語跟自己交談、並盡我所能去模仿正確的發音。即使有時我並不理解對方在講些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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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是有困難表達自己的意思，我都不會氣餒。我全力以赴，而且喜歡與人溝通。沒有什

麽會讓我回頭。走出課堂去學習語言，終使我的夢想成真。 

我掌握住這個中心原則：真實環境的學習，永遠比人爲的仿真情境（如操演、訓練、或特意

爲學習者設計的教材等）要有效得多。請把時間用在真實、有趣的交談上面，這是比任何正

式課堂更好的語言學習環境。此外，我還發現另一個重要的學習原則：學習者必須主導自己

的學習，親自找出語言、人、還有內容。我，學習者，必須找出即將派上用場的字或辭彙。

往往，這都是由老師或教科書來決定你要學些什麽字，這些字其實都不重要，而且很快就會

全都忘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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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赴歐洲 

探險開始 

在蒙特利爾的努力成果，使我更決心要精通法語，於是決定到法國去。決心導致成功，成功

更加強了決心。 

一九六二年的六月，我辭去暑期的建築工工作，到蒙特利爾的碼頭去尋求一份能搭便船到歐

洲去的差事。連續三天，我登上好幾艘的遠洋貨輪，要求進見船長，希望能以工作交換搭乘

便船到歐洲去。到了第三天，運氣來了，一艘來自德國佛倫斯堡的不定期小貨輪，名叫格

達•歇爾，在魁北克丟失了一名水手，正需要替補一個回航的船員。我於是啓程出發。 

除了費力的工作和小貨輪不時在大西洋上搖來晃去之外，這趟航行也是個機會，讓我能親自

體驗到一般有關文化的老生常談是多麽不正確。船上的工作人員，一半是德國人，一半是西

班牙人。不同於我一向被灌輸的觀念，我以爲應該是工作勤勉的德國人，結果工作態度有點

隨便，有時還酗酒；而一向我以爲是心情變化快的西班牙人，工作卻十分認真、努力。 

在海上航行了大約十天之後，我們抵達倫敦。爲了希望第二天能夠不吃東西省下點錢，我把

船上的免費食品儘量吃個夠。這策略並不算聰明，我結果是好象生了病一樣。 

倫敦對我來說，是個具有異國情調的地方。雖然每個人都講英語，卻又與自己的國家十分不

一樣。海德公園的「演講者角落」令人難忘；還有那些古錢幣系統，像是先令、便士、金

鎊、半便士、廿先令、一先令和基尼（舊時等於廿一先令的英國金幣）等。我也還記得有個

晚上睡在人行道上，爲的是要買到勞倫斯•奧利佛的莎劇「奧賽羅」的票，結果在整個表演

時間我都打不起精神觀賞。我在倫敦停留了一個禮拜，然後繼續向歐洲大陸前進。 

我從英國的多佛港搭乘渡輪，入夜後抵達比利時的奧斯坦德。有個講法蘭德語的比利時人用

摩托車載我一程，送我到布魯吉斯-- 一個中古城鎮。我當時年輕沒有學識，對中古世紀法蘭

德斯人光榮的歷史一無所知，也不知道當時發生在魁北克間的語言問題，也同時在比利時燃

燒，那就是講法蘭德語和講法語兩個社群之間的衝突對立。我後來會有機會回到布魯吉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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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這個被保存得很好的中古城鎮。但當時我只是個匆忙的年輕人，次日，就搭上便車到法

國去了。 

雖然法國人一向有粗俗無禮的壞名聲，但我遇見的人都十分友善、好客。在法國北部的裏爾 

市郊，有兩位老師前來迎接。由於正值暑假期間，他們允許我在學校的教室裏過夜。之後，

他們又邀請我外出用餐，介紹我認識了一些人，第二天 就由這些人載我到巴黎去。我仍然記

得當我們經由香榭麗舍大道駛向凱旋門時的感覺。我一度真不敢相信自己能親身經歷那些只

有在影片中才能見到的情景。 

我的法國朋友邀請我在他們樸實的公寓裏住兩個星期，那是位於巴黎第廿郡的一個工人區。

我在觀光局找到一份翻譯的短期工作，就如此和這些人吃住在一起，共度了愉快的兩個禮

拜。我有時步行，有時搭乘地鐵，在巴黎市內四處遊逛。我和新結交的朋友到郊外的莊園野

餐，也參加一些其他的社交活動。當我最後決定繼續南下的時候，心裏覺得十分遺憾。 

在法國的時候，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的法語還並不完美，但已能夠讓我自在地與人對談、結交

朋友。當然，我有時也會遇到不友善的法國人。不錯，許多公家機關的服務人員特別喜歡

說：「不！」每當你要求某些服務時，通常得到的是一連串的拒絕：「啊，不是的，也不是

那樣，不是，當然不是，那不行，不行！」 

但是，要想在另一個國度或文化體系求生存，其秘訣就是不要太在意那些不愉快的事，而要

專注於那些正面的、積極的事。當時我的法語還講得不好，有時在面對那些能言善辯、沒有

耐心的官方人員或店老闆時，由於勢不均力不敵，總是覺得十分費力。但如今我並不記得有

多少不愉快的事，因爲我一向不把他們放在心上。倒是有件事我還記得十分清楚，由於缺乏

對法語的認識，而差點給自己帶來麻煩。 

我在法國的第一年間，結交了一名美國女朋友，她的父母當時正在西班牙的阿裏坎替（西班

牙東南方的一個港口）工作。那年復活節，我們決定搭便車去那裏度假。我買了一份禮物，

是個有名的法國香頌歌手喬治•布拉森所錄的歌曲（chanson 是法國一種通俗歌曲，通常在

餐館或酒吧的餘興節目中表演）。 身爲一個法國文化的崇拜者，我非常喜愛聆聽他的歌曲，

但對他所唱的內容並不十分瞭解。很不幸的，我不知道他的歌詞雖然還不完全算是色情，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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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十分「有味」。當主人聽到這份我贈予的禮物時，他們嚇住了。我想他們大概十分擔心自

己的女兒結交了一個怎麽樣的朋友。 

我在法國停留了三年。第一年是在格倫諾伯，那是法國阿爾卑斯山區的一個工業城。遺憾的

是，我一直沒有時間去滑雪，因爲我若不是在學習，就是在工作。我爲一家印刷廠運送成捆

的廢紙，是個不定期的工作；我也是一家「公園大飯店」的侍者幫手，也在一些主要廣場和

餐廳地帶販售「法蘭西晚報」，並且敎人學習英語，甚至爲格倫諾伯大學打冰球。格倫諾伯

另一個引人的地方，就是有許多瑞典女孩前來學習法語。我藉此復習了不少瑞典語，那是我

從小學過，卻又已經遺忘的語言。 

“政治科學研究院” 

我很幸運地從法國政府方面得到了一份獎學金，使我能在往後的兩年間住到巴黎，在那裏的

「政治科學研究院」就讀。這所被昵稱爲「政科」的學校，是位於聖吉爾曼天主堂不遠的古

巴黎中心，也就是在拉丁區（或稱學生區）附近。「政治科學研究院」自誇擁有許多傑出的

校友，其中包括前加拿大首相皮耶•杜魯道。 

「政治科學研究院」的教學文化與北美不大相同。他們強調瞭解真相，並且能很快地依照一

套由來已久的公式，把所獲得的真相組織起來。我仍記得有位法律教授告訴我：「形式比內

容更重要！」 

法國人十分重視如何能夠正確、優雅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在「政科」裏面，最重要的考試專

案是口試，或「口述文章」。學生必須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針對當場隨意抽選的題目整理出

大約十五分鐘的內容，然後向一個資深教授小組提出口頭報告。教授們評分的標準是根據學

生表達觀點的能力，並且有沒有應用平衡與邏輯的方法。除此之外，他們所提出的訊息內容

也一樣重要。 

 

「政科」那套用來組織思想的公式其實十分簡單。無論你想講什麽，都要遵循以下的形式：

引言、第一部份、第二部份、結論。重要的是：第一部份與第二部份的長度要相差不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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