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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7  記者 林乃絹 文

一個人在南半球，看見旅行的意義。(攝影/林乃絹)

 

飛機在太平洋上繞了大半圈，時間快轉三小時，終於，女孩踏上了南半球。

艷陽一瞬間將北半球的寒冷蒸發，

映入眼簾的澳洲是蔚藍天際、是如詩沙灘，或者，是天堂。

女孩的探險啟程了！在名為Australia的天堂。

Chapter1. New York is a big apple. What is Sydney？？
Sydney是忙碌的企業家，縱橫交錯的大眾運輸讓整座城市像個繁亂生產線，女孩像是掙脫作業

系統的小螺絲，隨心所欲地滾動、毫無章法地前進。站在Sydney Opera House前的那一刻，

心臟噗通噗通地跳躍著，潛意識也失控地讚美著矗立在眼前的偉大藝術。走在下著大雨的Sydne

y Harbour Bridge，眺望籠上一層薄霧的市區，喧囂的城市竟跟著女孩的緩慢步伐漸漸安靜了

！初訪古意盎然的The University of Sydney，新哥德式的古典建築飄著濃濃的書卷氣息，彷

彿在十九世紀的學院中接受薰陶。來到Manly Beach，獨木舟在湛藍的海浪中破浪前進，女孩這

才驚覺這是醉人的夏天！爬上雲霧繚繞的Blue Mountains，眼前的山景壯麗讓女孩的心跳漏了

一拍，與袋鼠的邂逅是浪漫不過的回憶。在Australia Day奔向熱情的Bondi Beach，夾腳拖派

對讓浪花也澎湃起來！

Sydney的迷人，不僅是聞名國際的觀光名勝，更是友善熱情的人群，在這個民族鎔爐裡，無論

來自哪個國度都受歡迎，在天使的巧妙安排下，悄悄地牽引著來自台灣的人們，彼此相識深交、

然後創造友誼詩篇，女孩的冒險開始加入新同伴。

 

推文推文推文推文  推薦文章推薦文章

●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

　　

●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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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聞遐邇的Sydney Opera House。(攝影/林乃絹) 宏偉的Sydney Harbour Bridge。(攝影/林乃絹)

Blue Mountains的三姊妹岩。(攝影/林乃絹) Manly Beach悠靜的一角。(攝影/林乃絹)

 

 

Chapter2. Perfection in Melbourne. Melbourne in Perfection. 
Melbourne是恣意的藝術家，有條不紊的市容讓整座城市像個巨大棋盤，女孩亦步亦趨地探索著

每一個角落，隨性而至地向前行。慢步Yarra River上，粼粼波光倒映著錯落的綠蔭，女孩沉浸

在閒適的生活節奏中，再享受不過！踏上Federation Square，抽象的超現實建築群將現代創意

發揮淋漓盡致，女孩止住鼻息地心聲驚嘆。走進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古典與現代風

格在絢麗多彩的校園意外和諧，女孩愜意地席地而坐，淺嚐咖啡。遊至幻似仙境的Phillip Islan

d，與無尾熊、綿羊、袋鼠親密接觸，成群神仙企鵝的壯麗巡遊是無法取代的感動。

Melbourne的動人，不僅是世界最宜人的環境，更是揉合古典與現代的獨特時尚，

在這優雅的城市裡，無論多麼天馬行空都受肯定，創意不設限，在建築、在藝術、在人群、無所

不在鮮明地宣示著。女孩靜靜欣賞著，用力刻劃著，將這些記憶深深地烙印在心底。

 

貫穿Melbourne的Yarra River。(攝影/林乃絹) Melbourne市中心的Federation Square。(攝影/林乃

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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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這塊土地上，常見袋鼠活蹦亂跳。(攝影/林乃絹) Phillip Island上無尾熊睡趴了！(攝影/林乃絹)

 

 

Chapter3.City of Sunshine. Sunny Brisbane!
Brisbane是優雅的哲學家，濃郁的藝術氛圍讓整座城市像個文學殿堂，女孩踩著緩慢的步伐，走

在整齊劃一的街道，沉浸在藝術的抒情節奏裡。市中心的South Bank Parklands，棕梠樹在人

造沙灘上搖曳生姿，不得不讚嘆人類的偉大力量。博物館、美術館、文化表演中心群聚，重生的

歷史和預知的未來一一呈現在眼前，女孩在這藝術饗宴中大大滿足。坐擁廣大綠地的The Univer

sity of Queensland猶如一座古典城堡，看著悠游在湖泊上的白鵝，女孩也不禁出望出神。

Brisbane的醉人，不僅是多姿多彩的文化娛樂，更是深化在這座城市中的閒適恬靜，舒適宜人的

氣候和全年無休的艷陽，就連市中心也少不了海灘，「艷陽之都」美名絕不虛傳！女孩愛上了這

兒的藝術，更愛上了這兒的天晴。

 

Brisbane市中心的South Bank Parklands。

(攝影/林乃絹)

South Bank Parklands的人造沙灘。

(攝影/林乃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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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古典建築。

(攝影/林乃絹)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綠地可見白鵝悠游

。

(攝影/林乃絹)

 

 

Chapter4. Hi! Gold Coast! Surfers paradise!
Gold Coast是激情的衝浪客，綿延無盡的迷人海灘讓整座城市成了度假勝地。Surfers Paradis

e散發金黃色的耀眼光芒，將大海和沙灘妝點地如同天堂，盡情地釋放它用之不盡的熱情，女孩

被這盛夏的氣息征服，享受溫暖陽光，沐浴湛藍海洋，忘卻一切塵囂，感受夏季風情。在Movie 

World超越想像力的界限，在華納兄弟現實的電影世界中回到虛擬空間，盡情地挑戰真實。Main

Beach上來來往往的觀光客，不同國籍都有著相同的燦爛微笑，這是Gold Coast的魔力，風姿

綽約令人深深著迷，當落日的餘暉灑在整片沙灘上，染紅了一望無垠的海岸線。夜晚的natural 

bridge national park延續無限的生命力，滿谷閃爍的藍光蟲與滿天璀璨的星斗讓南半球的夜更

加如夢似幻。

Gold Coast的浪漫，不僅是舉世聞名的度假天堂，更是瀰漫在空氣中的夏日氣息，馳名的主題

樂園和海岸造就了美麗的奇蹟，沒有任何理由能夠拒絕這般美好，女孩沉醉著，入迷了，不願在

這場夢中甦醒。

  

Gold Coast的Main Beach。(攝影/林乃絹) Gold Coast的Surfers Paradise。(攝影/林乃絹)

 

夢醒了！時間凍結三小時，還來不及抓住回憶的餘溫，就硬生生地從這場漫長的夢醒過來，一個

月，女孩的探險畫下驚嘆號！

南半球的旅行有說不盡的精彩，無法忘懷山林裡的野生袋鼠，無法忘懷艷陽下的波光粼粼，無法

忘懷夜空中的南十字星，無法忘懷勇敢闖蕩的足跡。一個人的旅行，要吞下所有的孤單，要接受

所有的恐懼，要釋懷所有的無奈，從開始到結束，失去很多，但，收獲更多！

 

每一次都是一個人的旅行，

每一次都是大無限的成長，

每一次都是無止境的夢想。

下一次，女孩還會繼續一個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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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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