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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給站上世界舞台的的你
曾被譽為台灣「觀光教父」，現為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的嚴長壽先生，他對台灣、
對社會、對青年人，始終懷抱著關懷和期待。在其出版的新書《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中提
到：「世界是我們生存的舞台，每個人都必須找到出路，如何在世界地圖上重新找到台灣的定
位？文化與觀光的定位？企業或組織的定位？教育的定位？年輕一代未來的定位？不啻是此刻
最重要議題。」在台灣的大學教育中，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已成為此議題的成功實踐者。
蘭陽校園自 2005 年設立，至今已邁入第 12 年。為了培育具國際觀的專業人才，每年，
蘭陽校園都有 100 多位同學到不同國家留學一年，懷著年輕好奇的心，站上世界的舞台。至
今已累計超過一千七百名同學，至 16 個國家、41 所姐妹校接受大三出國洗禮。為了實踐此一
目標，蘭陽校園實行「三全」教育－全大三出國、全英語授課、全住宿書院。從入學第一天開
始，所有課程都以全英語方式授課，奠定扎實的基礎。面對此種學習上的挑戰，規定大一、
大二生全部住校，在全住宿書院緊密的學習環境中，學生時時刻刻都可以得到師長的指導與關
懷。並經由參與及執行各項書院特色活動，強化品格涵養實踐，培養團隊合作精神，這一切都
是為了大三出國作好準備。
對很多學生而言，獨自跨出國門到不同國家，進入不同文化領域中學習新知，在不同的
環境中生活一年，除了現實問題的考量外，更要有十足的勇氣！還要有迅速調整自我，適應新
環境的能力，要去認識不同文化下各式各樣的人群及想法，也是破繭而出、展翅高飛之旅。一
位觀光系出國回來的同學分享：「很多人認為在國外留學可以為自身的學歷及學生生活增添幾
筆色彩，但是對於一個想成為飯店經營管理者的人來說，經驗與磨練往往比遊山玩水來得更重
要。而大三出國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里程碑。」當同學克服各種挑戰與困難，變得成熟、懂
事又充滿自信，知道自己下一步要走的路時，這就是「自我實現」的教育價值。
看到同學們已站穩踏上世界舞台的第一步，志鴻感到既驕傲又欣慰，更確認張創辦人設立
蘭陽校園的高瞻遠矚，建置校園篳路藍縷、一路艱辛的經營，都值得了。誠如歷屆畢業典禮同
學所唱的蘭陽之歌－ Proud of you：「…相信我，我能飛翔！我為自己能飛而驕傲…，我決不
會放棄我的信念，看我飛翔！我神氣地向上高飛，讓你看到最好的我…，什麼都不能阻止我展
翅高飛。」師長們永遠以你們為榮，學弟妹更以你們為楷模！
蘭陽校園主任

林 志 鴻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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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成真，成功在望
淡江大學今年熱烈慶祝建校 66 週年，而蘭陽校園也在每一位師生的堅持與努力中，匆匆
過了 12 年，其間蘭陽校園通過了兩次的學系評鑑，獲得了淡江品質獎，學測標準持續提高，
新生報到率亦屢攀新高，證明了蘭陽校園辦學的理念獲得各界的肯定，才能通過目前少子化的
考驗，成為成熟而具競爭力的高等教育園地。
蘭陽校園能過獲致成功，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大三出國的政策。只要有著出國深造的
夢想，蘭陽校園就可以將其實現，目前，超過 1,700 位同學已經負笈全球而順利完成大三出國
的學習，每位學生不但得到了一般大學生難以獲致的學習經驗，更打造了堅實的硬實力。相信
蘭陽畢業生必將堅定努力的方向，邁向人生成功的遠大目標。
淡江大學在蘭陽校園所推出的「三全」政策：全大三出國、全英語授課、及全住宿學院，
是秉持著淡江長久以來的教育理念，彙集了淡江大學多年來的辦學經驗所推出的政策。因為堅
信閱覽世界對開拓視野及國際思維的重要效益，學校不計成本將所有大三學生送出國深造，不
但是全國首創，甚至全世界也未見如此之魄力與決心。相信此政策不但成功的立下了典範，更
為台灣的高等教育指出了新的方向。
如今，在各位的心得中可以看到，各位同學已經通過層層試煉而滿載歸國。每一篇文章中
都充滿著珍貴的回憶與對未來的期望與期許。今天各位所撰寫的心得都是學校、家長、及各位
自己共同努力之下的成果，它不但可以提供學弟妹們未來出國的參考，也是各位奮鬥的完整記
錄。期待每一位歸國的大四同學，將國外的經驗與體會帶回蘭陽校園，讓蘭陽校園更進步，更
成熟，成為真正國際化的校園。
另外，要提醒各位同學記得感謝出國前後所有協助過你的人，從各位的家長、學校的師長、
學長姊、到同學、朋友，畢竟，感恩是一個人最崇高的美德，也將會是協助自己成功非常重要
的助力。能夠有機會大三出國學習，各位都是天之驕子，然而，人生的學習永無止境，我們接
受了一般台灣學生無法獲得的學習歷程，更應該將所學發揚光大，讓它為各位的未來提供最大
的養分。請珍惜這份寶貴的資產，在未來的打拼中不忘當初那份出國時的感動，成為各位繼續
努力的原動力。
最後，再次恭喜各位完成大三出國學業。
全球發展學院院長

劉 艾 華
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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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俊毅∕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清

新的空氣、悠閒的氛圍，是我到加拿大時最初

並不生疏，教學採取學生為主的模式進行課程；接近

的感覺。出國前焦慮的心情隨著下機時縱然而

期末時，課程內容複雜化，尤其是 List 以及 Pointer

逝，逐漸轉換為期待，也許這趟旅程會過得十分豐富

的運用讓我措手不及，花的時間比網頁設計來得多。

且精采。帶著對自己的期許進入校園，映入眼前的是

網頁設計並不難，教授耐心地教導來自台灣的學生，

一排排亮麗的石頭以及數間教授辦公室；對面則是數

每個禮拜四下午有為期三小時的課後輔導，效果十分

十間教室，穿插在教學大樓中。

顯著。私底下與上課的互動更讓人感受到老師把我們
當成一般大學生而非交換生看待，這讓我們更踴躍地

上學期語言課程的第一個活動是郊遊，活動內容

發問、學習。

有沙灘排球、BBQ 和購物，課堂中有十幾名來自世
界各地的外國學生和 50 幾位的中國交換生。我們透

加拿大的風景區數不勝數，三個月內我走訪了

過活動試著以英文與外籍學生交談，得知他們也帶著

五個風景區，最印象深刻的旅遊是去溫尼泊的人文自

興奮不安的心情來到楓葉的國度。這項活動不單是校

然博物館參觀。我們認識加拿大曼尼托巴的文化歷

外教學，也是讓學生感受加拿大自然的環境：澄澈透

史、原住民如何打獵、當地人如何造船以及欣賞古老

明的湖、艷綠高聳的杉樹，還有可愛的小動物在四周

建築。當天碰巧遇到當地小學的校外教學，一群加拿

跑跳。對於沒有體驗過如此閒暇風景的我而言，是一

大小朋友相當淘氣，討論著玻璃外圍展覽品的用處，

種極大的享受與幸運。第二學期開始進行正式課程，

十分熱烈地參與活動。當下對國外學生勇於提問的景

我選擇了有關程式語言、網頁設計以及遊戲設計介紹

象，感到驚訝與憧憬；驚訝的是陪同家長很有耐性地

的課程。我想當中最頭痛的課程是程式語言，期初是

解答，憧憬則是發問的勇氣。

簡單的程式語言應用，學生頻頻發問，師生間的互動

學校周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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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去了溫尼泊一間中國自助餐館，進入
餐廳後，原先「用餐者幾乎是中國人居多」的想法被
推翻，加拿大人出乎意料地喜歡中國菜，包含炒飯、
炒菜以及炸雞球，也能流暢地使用筷子夾取食物。飯
後活動在購物中心裡進行，有三小時可以自由活動及
購物，當中有一個很大的區域，許多速食店都聚集於
此，人來人往十分熱鬧。

②

①
③
④

① 原住民生活方式
② 原住民打獵
③ 眺望臺周圍景觀
④ 曼尼托巴湖周遭樹林

資創系 _ 軟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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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崑名∕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W

INONA ― ― 一 年 有 8 個 月 都 在 下 雪 的 小 城

人或是知識，這一年的洗禮都讓我有飛躍性的提升。

鎮，這個地方基本上就是以 WINONA 大學為

可以說沒有枉費這一趟求學之旅了。

核心，沒有工廠林立或是太多的觀光客。非常幸運
地，我們一開始抵達當地時還是夏天，一年中最精華
的時間點，百花爭鳴，大地綠意盎然。還未上正式課
程前我們去划過船，景色宜人，河面上的鴨群看起來
相當悠閒，甚至可以看到鳥類在捕食河中生物的情
景，感覺非常新鮮。值得一提的是，WINONA 的空

氣品質很好，所以在親近大自然的時候，感覺身心靈
像是被洗滌了一番，非常舒適。冬天湖面會全部結
冰，當冰層達到一定厚度，便會開放滑冰。
相較於台灣，WINONA 的冬天十分寒冷。較溫
暖時大概是零下 5 度，冷則零下 15 至 20 度。對於
亞洲人來說，雪還是挺新鮮的，但如果是長時間感受
這種溫度，雪就會變得一點也不討喜。比起下雨，雪
會積在身上，如果沒有發現，便會悄悄地被帶回家
裡，然後弄濕衣櫃。所以下雪非常麻煩。照片是暴風
雪的景象（隔天就停課了）。暴風雪的可怕不在當下，
而是之後的積雪會使路面濕滑而嚴重阻礙交通，非常
危險。不過沉浸在一片雪白的世界還是很難得，也算
是大飽眼福。
課程方面，我理所當然地選擇程式語言。基於
程度尚未純熟，我選擇繼續修習 JAVA。在老師的選
擇上，Paul 教授會比較嚴苛。WINONA 有很多蘭陽
核心學科的類似科目，像是一些非專業或通識課程，
都是修習的好選擇。另外，每個國際學生都必須參與
學校的大型活動，它並不會出現在選課單裡，但對我
們來說是種必修。這堂課主要是讓學生透過活動來習
得經驗，如照片裡的情況，我參加的是介紹國家的活
動，要讓小朋友體驗各國文化，像是筷子如何使用，
又或是一些民族遊戲。當天學校還提供許多不同國家
的傳統服裝讓小朋友試穿，最後因為人員調動，我接
手了舞獅這項活動。小朋友對此抱有興趣，所以很受
歡迎。總體而言算是非常成功。

① WINONA 暴風雪雪景

①

② major 課堂狀況
③ WINONA 湖划船

②

總而言之，或許是因為沒有大城市的便利，而且
物價較高，不知不覺我學會了在台灣一直難以克服的
事情，像是料理三餐等等。不管是課業或是生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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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④ OUTBACK 連鎖店
⑤ santa monica 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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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聖為∕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江大學蘭陽校園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學院，在我

淡

第一學期我們上 EAP 的課程。在小小的教室裡

們大三的這一年，學生們都必須出國赴姊妹校

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不同語言、不同膚色、

就讀一年。而我選擇了加拿大布蘭登大學作為出國留

不同信仰。在這期間我們一同學習、參加活動，交流

學的起點。這一年發生的點點滴滴都成了我人生中難

不同國家的文化和生活。雖然身未動但是心已遠。在

忘的一個章節。

這裏遇到我最喜歡的老師 Kelly，她很漂亮溫柔、吳
儂軟語，又很有耐心。一個學期的時間過的很快，充

在大二下學期，同學陸陸續續開始準備出國交換

實並且開心。

生的資料。從報考雅思、買機票、找房子、再到辦理
簽證，每一步其實都是學習。小時候出國的機會少，

在留學的這一年當中，除了學習更重要的就是

獨自出國的經驗更是完全沒有，所以在處理每一件事

透過旅遊去看看世界，造訪以前書章雜誌上看到的景

情上我都格外的謹慎，最讓我留有印象的莫過於辦理

點，體驗當地的文化在地的美食等。十二月的假期，

加拿大的簽證，因為每年一些資料的資訊會改變，導

我和朋友一起去美國西岸旅遊，從賭城拉斯維加斯、

致我總共來回修正了四次才拿到簽證，忙得我焦頭爛

聖地牙哥、洛杉磯、再到舊金山，每個城市都給人不

額。不過現在想想，每個難關終究都會被克服，下次

同的風貌，賭城豪氣奢華的裝潢，大自然鬼斧神工的

再遇到，我應該好好學習如何在面對繁瑣的事務上控

大峽谷到洛杉磯的好萊塢，都在我心中留下非常深刻

制好情緒。六月中旬，基本的申請手續都完成了，接

且特別的印象。

下來要準備的便是行李以及一顆出國的心。以前出國
總是和家人一起，這次隻身一人到國外生活、學習，
我的心情既興奮又害怕。也因為我的時間無法和同學
配合一起出發，所以從一開始就得自己處理一切。一
個人坐飛機、開帳戶、辦手機通訊等，都必須從零開
始，遇到問題就請教別人，即便英文不太流利、即便
再緊張也得處理。一點一滴積累經驗，我也因此成長
許多。
布蘭登位於草原三省的其中一省――曼尼托巴
省，四季分明，我抵達的月份正好是這個城市的九
月。布蘭登雖然是曼省的第二大城市，卻有別於都市
的繁華，充滿了質樸又安寧的田園風光。每一條街道
旁都布滿了種類繁多的植物，秋天的時候，樹葉羞澀
又調皮的在秋風中舞動，就變成了一幅斑斕的油畫。
這座沒有污染的城市總有享不盡的自然風光，嬌羞的
日出、震撼的夕陽；平靜的河流、成群的麋鹿，還有
可愛的兔子和松鼠，和這座城市的居民和諧地享用著
大自然賜予的盛宴，而布蘭登大學也在此悄無聲息的

①
②

佇立了上百年。這所學校沒有喧囂、沒有匆忙，連空
氣都寧靜的很精緻。校園裡有一座承載了歷史的教學

③

樓―― Clark Hall，這座歷經百年的城堡，莊重且低

① grand beach

調，深沈又厚重。在城堡上課似乎也被賦予了深刻的

② Clark Hall

儀式感，不禁心生敬畏。

③ 金門大橋

資創系 _ 軟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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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雅筑∕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若

是說到美國的維諾納州立大學，我想我會以舒

最多的一門課。在 300 個開課名額中，修習人數就

適宜人及悠閒的大學城來形容。當地是一個依

高達 200 多位。老師以簡報教授課程，也透過影片

山傍水的小鎮，有著好山好水的景色，除了冬季以外

讓學生們了解議題，教學方式相當幽默風趣。不只是

的氣候都十分舒適涼爽，也不如台灣的燥熱、潮濕。

介紹美國當地的媒體，也會涉獵他國媒體，還邀請知

我想這所學校最大的特色就在於地方雖然不大，卻有

名人士或校友在課程開始前進行十分鐘的演講。若是

著相當豐富的民俗風情與文化。這所學校的國際學生

用心參與這門課，多媒體的知識及英文能力必定會受

大約占了六成，而且大部份都就讀四年的課程。根據

益良多。

資料統計顯示當地對於外來種族並不排斥，甚至願意
接納。學校經常舉辦國際學生的大型活動，不過只要

「本系」：我修了不少本系的課程 (Computer

不影響課業，校內所有學生都可以自由參與。其實參

Science Major)，其中的共通點是教授們都非常認真，

加社團活動能有助於了解外國文化，也有不少機會可

也不會因為有太多國際學生而限制授課內容，希望所

以結識當地的美國人，是個增進英文日常會話的好機

有學生一起參與課程。課後輔導也十分熱心，甚至有

會。照片為區域性遊行活動時（不只是維諾納州立大

教授會主動詢問同學報告是否有問題，並給予個別指

學的社團）所拍攝，是國際學生社團的照片。當日有

導。總結是本系的老師都很不錯！

上百個單位參與遊行，在維諾納的小鎮各處遊走，展
現自己的特色。

「英文」：剛來到維諾納，學校便會為國際學生
安排測驗，並依結果決定英語課程，我們稱之為 106

「外系」：照片是學校開設的多媒體課程 (Mass

or 107。有許多同學認為這門課沒有意義，但既然來

Media) 教室，類似大禮堂，是全校所有課程中人數

到美國，我認為應該把握任何加強英文能力的機會。

學校特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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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106 的課程結識了一位老師，並在下學期修習

若是不排斥宗教活動，參與教會也是相當不錯的

專門為美國新生開設的英文課程 ENG 111。這堂課

經驗，可以認識許多人。我們今年的時間為每週四下

修習的大多為美國學生，因此難度相當高，若有學弟

午 7 點開始，通常都會在 9 點以前結束。參加教會

妹願意嘗試，程度必定會迅速提升。

除了增進社交能力以外，課業或繁忙之中需要休息，
都可以到教會尋找心靈寄託。

①

②
③

④

① 生活適應、教會活動
② 課程或教授推薦
③ Malaysia Fun Fair
④ International Dinner

資創系 _ 軟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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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庭萱∕英國桑德蘭大學

這

是我第一次獨自出國留學，帶著幾件行李和些

Unreal engine 4 做一幅可以玩的遊戲地圖；第二學期

許的不安，隨著飛機降落在這座小城市，我的

主要是 C 語言及 SDL 的使用。期末有考試，基本上

留學生涯就此開始。桑德蘭是英國東北部的海港城

只要在蘭陽有學好 C 語言就完全不需要擔心。自學

市，初來桑德蘭時正值暑假，學校的公車有停靠海

在這門課裡相當重要，因為基本的軟體操作老師完全

邊（開學後就不再有站），於是我時常和朋友一起

不會提到。然而，如果對 Unreal Engine 4 已經有一

到海邊走走。說到這就不得不提英國有名的 Fish &

定程度的了解，這個課程可能就會變得過於簡單。

Chips：分量足、味道鮮美、價格公道，非常值得一
嚐。只不過一個人吃的話稍微多了點。照片是在位於

桑德蘭是一個尊重多元的學校，因此我有幸參與

海邊的朋友家拍攝。臨海而居，享受海風輕撫也蠻舒

由學校舉辦的 Chinese New Year Event。此為大家聚

服的，白天涼爽，無聊時去沙灘走走，還能看到釣魚

在一起享用晚餐、看表演的照片。其實在這天到來以

的居民；夜景也很不錯，或許可以花上半小時到燈塔

前，我真的做夢都沒想到我竟然能在英國看到舞獅！

散步；附近也有好幾間餐廳、酒吧，生活機能便利，

雖然精彩程度不及亞洲地區，但也算得上非常專業

晚上還能聽著海浪聲入眠。美中不足的是，我們三五

了。當晚的菜色多為亞洲料理，餐具有筷子、叉子和

好友幾次計劃著要早起拍日出，卻都碰到霧霾或者下

湯匙（應該是為了不會使用筷子的人貼心準備）。活

雨，只能說英國的天氣實在是不怎麼好呢。

動開始後，台上便展現各種精彩的演出：有跳舞、有
演奏、有歌唱，也有 B-Box，氣氛非常熱鬧，而最令

這是一堂非常適合遊戲設計初學者的課程，教授

人期待的便是抽獎活動與服裝大比拼了！前者類似國

會詳細介紹各種光源、材質、物理、視角等遊戲中重

內公司的尾牙抽獎活動，而後者則是主持人下台隨機

要的成分。實驗課一開始，我們便一起玩了 Unreal

邀請觀眾上台，由大家的歡呼聲作為投票的標準，呼

Engine 4 裡面的 FPS 遊戲，了解地圖對於遊戲的重要

聲最高者得勝並贏得大獎。在如此熱絡的氣氛下，大

性，後面則開始學習使用此開發套件。這堂課需要

家的感情也變得更好了。活動結束後，我們才依依不

修習一整年，第一學期著重在教學，學期作業是以

捨地告別，這是一場很特別的體驗。

① Chinese New Year
①
④

②
⑤

③

② GAMES TECHNOLOGY, with Rowan
Haddow, Mr Christopher Knowles
③ Shopping
④ beach
⑤ Game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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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俞甄∕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_ 沙加緬度分校

大

三出國我選擇就讀加州州立大學的沙加緬度分

filmmaking，也是我最喜歡的一門課。在課程中我們

校 CSUS，並就讀一學年的語言學校。我覺得

學習從各種角度拍影片，也因為彼此語言不同，導致

上語言課是很好的選擇，因為我的英文的確進步了不

拍攝前的溝通變得困難，但同學間還是會聽取並尊重

少。其實我一直都很害怕在大家面前發表意見，上台

他人的意見。我們拍了許多有趣的影片，雖然在拍攝

報告時也會很緊張，但經過這一年在課程上的訓練，

的時候很累很辛苦，但是影片的成果會是我在沙加緬

我變得稍微勇於開口表達，也克服一些演講時的恐

度裡最寶貴的回憶。

懼，大家都說我比起一開始進步了許多。我也因為語
言課認識了來自各國的同學們，彼此分享大大小小的

這一年來不僅僅是上課，我也到了許多城市遊

事，了解並體會不同國家的文化。之前阿拉伯同學邀

玩。透過旅遊，讓我有了許多體會，也看到每座城市

請我們到她家作客，除了讓我們品嘗阿拉伯的傳統食

不同的面貌。在第一季的語言課程結束後，我們放了

物 kapsah，也讓我們著傳統服裝。有時候同學也會

兩個禮拜的 session break，那時我的媽媽來沙加緬度

下廚作一些自己國家的特色美食與我們分享。雖然這

找我，於是我們便一起前往紐約旅遊，寒假時去了佛

一年我沒有取得任何學分，但我不後悔，因為我在語

羅里達，春假則是去了聖地牙哥，另外我還計劃在回

言學校體驗了每個國家的不同文化，也結交到許多朋

台灣以前去一趟西雅圖。在所有的旅程當中，聖地牙

友，獲得很多以前從未有過的生活和經驗，很值得。

哥最令我印象深刻。我們去了聖地牙哥動物園、聖地
牙哥野生動物園及海洋世界。在野生動物園中，我和

沙加緬度分校離我住的社區很近，20 分鐘的路
程便可抵達，另外社區還提供定點定時的 shuttle bus

長頸鹿有了一次近距離接觸，也學到美國對野生動物
的保育態度。

往返校園，十分便利。語言學校共分為八個等級，依
照考試成績分級。一開始我被分到 level 4，而這一

這一年過得很快，轉眼間就要回台灣了。我擁有了

整年下來我升到了 level 7。隨著等級的提升，作業

許多回憶，也過得很快樂、很精彩、很值得、很充實。

量及程度也會上升，所以得花更多的心思在課業上。

從一開始的擔心害怕，到現在的得心應手；學會如何照

我開始在假日提前完成作業，也讓我改掉總是拖到

顧自己，也學會如何表達自身的想法，我認為自己成熟

最後一刻才作業的壞習慣。在升到 level 6 的時候，

了許多。雖然曾經一度想要放棄，但我很慶幸自己沒

我們可以選一堂 elective class，在這一季我選的是

有這麼做。大三出國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San Francisco
② New York
③ 幫同學慶生
④ 同學邀請我們去他們家玩
⑤ Lake Tah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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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定儒∕美國賓州印第安納大學
我記憶中，這是第一次離家這麼遠來讀書。雖

在

觸，所以很少人熟悉關於那幾所鄉鎮的事情。另外一

然我曾嚮往過美國的生活，但是實際到來後感

項是做南瓜燈的活動，這在台灣幾乎無法看見，但在

覺有點差別。而我也藉著這次機會了解當地的生活方

美國卻很普遍。萬聖節前夕，大賣場就會開始大量出

式。我選擇的學校是印第安納大學賓州分校，因為對

售南瓜跟雕刻工具，而我也透過這個活動雕刻屬於自

美國不太熟悉，以為學校位於市中心附近，但其實稍

己的南瓜燈。

嫌偏遠，就連最近的都市開車也要約一個半小時。學
校在第一年強制學生住校，雖然我覺得宿舍設備齊

在美國待久後漸漸習慣當地的生活，於是我開始

全，但也有很多限制。而且住宿方式和蘭陽一樣。在

安排旅行計畫。除了長期旅遊，也規劃了短期旅行。

我到宿舍前，我就已經知道我的室友是一位美國人，

雖然只有兩三天，但是依然在我腦海留下深刻的印

於是我可以透過與其交流了解美國。同樣我也可以介

象。由於我的學校在美東，所以我長期的行程都是選

紹我的國家，這也成為我們平常的話題。

擇去美西。從我來美國到現在，我去過匹茲堡、費城、
紐約；克里夫蘭、華盛頓、尼加拉瓜瀑布；波士頓、

除了上課學習外，學校還辦了許多活動，其中有

芝加哥、加拿大、邁阿密、拉斯維加斯、舊金山、洛

兩項活動我非常喜歡，其一是選擇 home family，這

杉磯及聖地牙哥。其中紐約我去了最多次，它是一座

是學校提供給國際生的活動，雖然我沒有參與，但是

繁華的都市。雖然我只有待在曼哈頓島，但是我以走

我在一場機緣下和同學的 home family 出去玩。活動

路的方式瀏覽整座城市，也看到了許多景點。如著名

的目的地是一個很奇特的小鎮，當地人不依靠任何電

的時代廣場、帝國大廈和自由女神等。經過這一年的

子科技產品過生活，就連外出的交通工具也不例外，

點點滴滴，我體驗許多關於美國的人事物，也讓我成

都是以馬車來代步。在美國還有其他地方，也是過著

長很多。我即將要離開美國了，但我會懷念這個地方

同樣的生活，而且不以英文溝通，也鮮少與外界接

的！

②

①

③

④

⑤

① 我的校園
② 時代廣場
③ 華盛頓的櫻花季
④ 我雕刻的南瓜燈
⑤ 這是我在寒假的時候，在舊金山的金門大橋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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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貴鈞∕美國天普大學

從

小到大一直有出國念書的夢想，於是跟家人討

悔的是沒有機會欣賞美式足球比賽，因為這項運動是

論之後，選擇就讀淡大蘭陽校園。歲月如梭，

由美國所發明，因此擁有濃厚的美國文化。如果未來

馬上就到了出國這一年，剛開始真的很忙碌，不但要

還有機會，我一定要親自目睹現場的震撼！

考好雅思、爭取學校，還要辦美國簽證以及面試。不
過到了美國，就覺得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當時除了

藉由大三出國這一年，我到各地深度旅遊，了解

天氣和語言有點不適應，其他都很快地進入狀況。費

每個城鎮的文化及特色。而我最喜歡的就是波士頓，

城是座充滿歷史的城市，雖然有許多黑人，但並沒有

除了各大地標及名勝古蹟外，還藉此了解英國殖民時

想像中的可怕。因為校內員警多，也設置了緊急協助

期的波士頓傾茶事件，和移民者 (Irish) 的歷史等等。

中心。費城的交通十分發達，不管市區、球場，還是

另外我還去了哈佛大學，見識世界前十大學府的讀書

超級市場，幾分鐘內皆可抵達！離紐約及華盛頓也非

環境，最後還得以品嘗龍蝦，牠的螯比我的臉還大，

常近，如果持有國際駕照便能租車，只要花兩到三個

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大的龍蝦！到了暑假，我和朋友一

小時就可到達，非常方便！

起坐飛機抵達西岸，開始了我們的十天之旅。最令我
印象深刻的就是搭乘直升機飛越大峽谷，風景一覽無

運動對美國也是重要文化之一，小時候只能和

遺。最後降落在峽谷的底層，並搭乘遊艇在克羅拉多

朋友坐在電視機前替支持的球員加油打氣，從沒想過

河上環繞，欣賞當地的美景。有一天晚上，我們還去

居然有一天也能夠到現場體驗前所未有的氣氛，喜歡

了拉斯維加斯，不只有大賭場，還觀賞了太陽馬戲團

球類運動的我當然不會錯過！我觀賞過棒球、籃球

和其他知名秀。在出國遊學這段期間，我發現不只語

及足球。其中最喜歡的是籃球，因為節奏較快，肢

言上的進步，我的洞察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提升許

體碰觸較多，顯得更有張力。圖中是我的偶像 Kobe

多。非常開心能藉由蘭陽校園的大三出國留學計畫，

Bryant，這是最後一次作客費城，很幸運能在現場看

完成我學生時期的一個夢想。未來某一天，我一定還

他打球的英姿。不僅如此，我還獲得 KOBE 的簽名球

要回到這充滿歷史與文化的美麗國家。

與其他棒球明星的簽名，真的是非常幸運！但唯一後

①
④

②
⑤

③

① 人生中的第一場大雪！於費城市中心
② 金門大橋
③ 美國西大峽谷
④ 波士頓之旅—必吃龍蝦
⑤ 費城籃球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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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齊∕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國前心裡的緊張其實遠大於期待，第一次離家

出

備筆電，因為入學時學校會發給每位學生一台蘋果電

這麼遠、第一次搭這麼久的飛機，是真的 太適

腦和平板電腦，不管上課或是列印都可以使用。雖然

應。到 位於明尼蘇達州的維 納大學後，一 的事物對

我們遠在國外，但是台灣的習俗節日還是有同慶。中

我來說 是那麼新鮮與 同。還記得我們剛開始什麼都

秋節時我們舉辦了烤肉派對，除了台灣的大家，還邀

不懂，所以四處求助。也因為我們先就讀語言課程，

請了一些美國人、日本人、韓國人來體驗台灣的中秋

所以住在學校宿舍。宿舍很乾淨新穎，空間也很大，

烤肉文化；過年也做了滿桌的菜，大家一起圍爐、吃

還設有公共廚房以及交誼廳。如果有疑問也可以到一

團圓飯；元宵節買麵粉做手工湯圓，都是很難得的經

樓大廳尋求櫃台人員協助。但是隨著語言課程結束，

驗。感恩節也有美國朋友邀請我們去她家度過，吃了

我們也搬到一間公寓式的房子，離校園只有一個街區

烤雞、火腿以及家傳的肉醬義大利麵，體驗美國文化。

的距離。在附近有一家類似酒吧的美式小吃店，幾乎
每天都有特價，方便又便宜。另外學校附近有一間加

在維諾納是我第一次看到雪，也是我第一次滑

油站，是附近少數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商店，美國加油

雪。我們體驗了 International Club 舉辦的滑雪活動，

站的便利商店大概和台灣的 7-11 差不多。

第一次滑雪摔倒也是難免，但是其實摔在雪上幾乎不
會痛，也很快就能上手了。學會一些基本功之後就去

如果選擇就讀維諾納州立大學，行李可以不用準

玩滑雪道，十分刺激，一連滑了五、六個小時也不覺

International Club 舉辦的滑雪活動

資創系 _ 應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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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累，反而還想再多玩幾次，甚至因為滑雪場要關門

開了 21 個小時才到。也利用寒假去了舊金山、拉斯

才離開。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

維加斯和洛杉磯自助旅行；春假時還去了芝加哥，回
台灣前則是去了紐約。這些都是非常難忘的經驗。

維諾納寒冷的天氣導致湖面結冰，於是在可以看
到許多釣客在湖上冰釣，我們也去體驗了一番呢！但

經過一年的出國留學，我清楚感覺到自己成長

在美國釣魚必須辦理釣魚證，否則會被開罰。由於我

了不少！除了英文能力進步許多、也變得更獨立成熟

們有買車，所以像是採買日常用品就會開車去附近的

懂事，視野更寬闊。從一開始什麼都不會到現在自己

Walmart、或是去 Minneapolis 逛全美最大的 Mall of

下廚打理三餐；規劃出去玩的路線、地點、行程、

America 及 outlet，到哪都很方便。維諾納大學離市

訂機票、坐飛機；國際學生的事務詢問 International

區還是有一小段距離，所以學校會提供免費租借腳踏

Office；房子有問題寫 email 給房東、其他問題和生

車的服務。我們在買車前，時常騎著腳踏車到維諾納

活瑣事可以問同班的美國同學，還有下雪要買哪些禦

的湖邊繞繞。七、八月的維諾納不熱也不冷，但是到

寒衣物、去哪裡買……等等，他們都很友善也很願意

了十、十一月便會開始下雪，禦寒保暖的衣物也要提

幫忙。維諾納是個安全純樸的小鎮，大家都很親切且

早準備。在連假期間，我們五人開車前往賓州費城的

熱心助人，在路上遇到陌生人也會很樂意與你聊上幾

天普大學，找朋友敘敘舊。加上休息時間，我們整整

句呢！

①
③

②

④

① 維諾納湖
② 感恩節晚餐
③ 冰釣
④ 壽命只有一天的雪人，
隔天就被剷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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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堯∕美國天普大學
在天普大學是上語言課程，雖然沒有上到正式

我

以在還沒來美國前，我以為美國的麥當勞、肯德基會

課程覺得有些可惜，但是語言課程和正式課程

很好吃，結果不然，而且分量比台灣還少，所以在嘗

也有些許不同。相較於正式課程，語言課的戶外活動

試過一次後就很少光顧了。而我最喜歡的是阿拉伯食

比較多，我覺得是一種很不一樣的教學方式。增添很

物：Chicken over rice，非常好吃。並且 5 塊美金的

多趣味性，也讓我們勇於與他人以英文溝通。像是照

價錢對我們來說已經是非常親民了。現在很想念台灣

片中，老師給我們一個任務，讓我們到一些地方：麥

的食物，可是離開美國後，我想我最懷念的食物一定

當勞、星巴克……等，和夥伴一起拍張合照。雖然這

就是 Chicken over rice 了。

項任務非常簡單，但其實課程的意義是讓我們在目的
地途中，可以跟同學聊天，藉此增進溝通能力。費城

之前的小假期我到芝加哥遊玩，現在也已經去過

包含了世界各地的人，而母語不是英文的國家多少會

費城、波士頓、華盛頓、佛羅里達、巴爾的摩還有芝

有些口音，所以可以互相矯正彼此的腔調。尤其現在

加哥。而其中我覺得和想像中最符合的城市就是芝加

英文是全球共通的語言，我們不只要學會，還要能聽

哥。費城的夜晚很危險，在還沒來費城時，學長姐就

懂一些發音較不同的英文。我覺得練習英文最重要的

說過盡量不要晚上出門，而當地的老師也如是說著，

是敢開口，而這堂課讓我們有更多機會練習。

所以我們晚上的活動非常少，也不太出門；但是芝加
哥後，發現當地治安好很多，晚上也是燈火通明，

在美國外食價格大約是台灣的三倍左右，雖然通

而且芝加哥幾乎每一家餐廳都非常好吃。照片中是

常我們會自己買食材回家料理，但是午餐時間稍短，

Chicago Skydeck，總共有 103 樓，甚至比台北 101

所以大部分我們還是吃外食。天普大學不只有學生餐

還高，所以我們決定前往觀賞這座美麗城市的夜景。

廳，也有非常多餐車食物，就像台灣的路邊攤一樣。

雖然很不巧，我是在冬天去的，所以湖面都結冰了，

也因為學校有很多人來自不同國家，像是阿拉伯、巴

沒辦法坐渡輪遊湖。但是到目前為止，芝加哥是我在

基斯坦、科威特、越南……等，所以有各式各樣的美

美國最喜歡的城市。

食。因為在台灣聽說美國人很愛吃漢堡、Pizza，所

① 語言課程的戶外活動
②
①

③

② 芝加哥 SKYDECK
③ 我最喜歡的餐車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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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

吳傳翊∕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_ 長堤分校

2

015 年 8 月 1 號，我抱著興奮的心情踏上美國的

寒假時，受到高中好友的邀請，我便來到了西雅

求學之旅。上學期，經過語言學校（ALI）的分

圖。這裡的環境與氣候和加州截然不同，更有冬天的

級考試，我被分進了 Level 4 的其中一班，課程內容

氣息。我們參觀了許多著名的景點，有當地著名的地

一共分為聽、說、讀、寫及文法，而每堂課對我來講

標 Space Needle、第一家星巴克、派克市場、口香糖

都是一項挑戰和磨練。在聽和說的這堂課裡，老師會

牆……等。而最讓我開心的是能跟朋友在美國度過聖

要求我們在每次聽力中從一段內容裡記下重點，然後

誕節，我們三五好友一起吃了一家高級的壽司。雖然

等下禮拜來回答考卷上的問題。雖然一開始很吃力，

價格不便宜，但卻是我珍貴的回憶。為了完成能在時

要全神貫注地聆聽內容，一不小心便會漏掉一些細

代廣場跨年的夢想，第二站我來到了紐約。最讓我印

節，但自從學到了一些訣竅後，我的分數也終於有了

象深刻的是跨年當天，為了迎接新的一年，許多來自

起色。

不同城市的朋友坐在一起聊天唱歌。即使不認識，大
家放完煙火的那一刻還是開心地互相擁抱，道聲新年

口說的部份則是每兩週要上台報告一次，每次

快樂。那種愉悅的氣氛我想我一輩子都忘不掉。除此

約 10 分鐘不等，而且主題非常廣。除了要背兩三頁

之外，當然也拜訪了紐約不可不去的景點：自由女神

的講稿外，還要克服在台上時，面對眾多同學的緊張

像、帝國大廈、華爾街……等；最後一站則是來到歷

感，以免緊張到說不出話而耽誤了報告限制的時間。

史悠久的城市――費城，這座城市能讓人感受到一股

即使每次報告都很辛苦，需要花很多時間練習，但也

濃厚到歷史氣息，許多建築物都留下了歲月的痕跡，

因為這堂課我才能加強我的口說技巧及台風。接下來

而自由鐘也深深地凸顯了美國的開國史。

就是閱讀與寫作，課堂上時常會練習讀長篇文章，每
個禮拜回家也要看一章節的小說（City of Ember），

美國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國家，每座城市都有不

而我也藉此認識更多單字及詞性。此外，老師也會針

同的風格和面貌，很幸運能來到這個國家讀書，體驗

對不同類型的文章教授寫作技巧，我才知道寫好一篇

當地的文化。這都要謝謝我的父母，因為他們辛苦地

文章其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時還會因為求好心切而

工作，我才能有這樣的機會。除了課業學習外，也開

寫作到半夜呢！雖然在語言學校的期間真的很辛苦，

拓了自己的世界觀。而在這一年裡我也學會了打理生

每天除了要寫很多的作業外，還要應付考試，但卻非

活。原本不下廚的我，為了在高物價的美國生存，也

常地充實，英文實力也有大幅的進步。更慶幸的是我

學會做了幾道拿手好菜。也要感謝我的房東，在我剛

們班的感情非常好，休假時間還會一起吃飯或遊玩，

到美國時特地來機場接我，在家也時常關心我的生

我自己也很開心能交到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活，讓我即使在異地讀書也能感受到無比溫暖。

①
④

②
⑤

③

① 結業式班上同學與老師合影
② LA 著名景點 --- Hollywood sign
③ 萬聖節裝扮大會
④ 與紐約街頭合影
⑤ 聖誕夜與朋友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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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姿雅∕韓國京畿大學

如

果問大三出國為何選擇韓國，我的回答會有很

以紓解疲勞，還可以省去旅程中的住宿費，一舉兩得。

多種。不是為了追逐韓流的腳步，而是韓國是

我第一個接觸的異國文化，所以想有更多了解。走在

截至目前為止走訪了許多的景點，如：大田、

韓國大街小巷，四周的風景和台灣沒有甚大的差別，

全州、江原道、濟州島……等地，欣賞不同的美景。

只是商店招牌為韓文，人們使用的也是韓文；路上行

旅途中讓我體會到想要完成一件事並不難，就看有沒

人清一色是亞洲臉孔，只是多了些韓式妝容。一個曾

有付諸行動的心力。實際上我也靠著一股衝勁訂了車

經瀕臨破產的國家，如何在短時間內創造出經濟奇蹟

票，開始了我的旅程。圖中為冬季時前往太白山欣賞

並引領韓流潮席捲全球？令我十分好奇。正好藉由留

雪雕的景象，台灣因為冬季不下雪的關係，所以只看

學一年的機會，做了些觀察並體驗。大三出國這段期

過福隆的沙雕，然而到了韓國卻成了雪雕，十分特

間，除了大學的本科課程，我還加修了語學堂的韓語

別，也發現原來皚皚白雪是這麼的藝術。韓國對於觀

學習。雖然有時候兩邊夾擊的感覺很累，但生活卻非

光產業也推廣有成，還為較遠及不便抵達的外國旅客

常充實。對我來說學習韓文不像學習英文那麼有壓

特別開設專車，讓大家能輕鬆抵達目的地。這次的雪

力，也讓我重拾了對學習的興趣，可謂有著甜蜜的負

花節我也是透過這項貼心服務來完成本次的旅遊。

擔。韓國語學堂對於韓文的教導十分紮實，一周五堂
課，而一堂課是四小時的時間，聽說讀寫各方面都會

韓國的下學期剛好有大學社團博覽會，雖然社

訓練，而每一期的語學堂還會有一次的校外教學，還

團沒有台灣學生經營得有聲有色，但我還是想融入他

會在正課間穿插一些文化課，讓學習之餘能了解到韓

們的社團生活，所以參加了保齡球社。每星期有一次

國的特殊文化，十分的有趣。

社課，我們會利用下課時間到學校附近的保齡球場打
球。當中有社員打保齡球非常厲害，同時我也知道打

學習之餘，玩樂也是一項不可或缺的生活要素。

保齡球也有專用的手套。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社員第

一個人來到韓國後，除了和新朋友出去玩，我也時常

一次聚餐，以前聽過的韓國飲酒文化，正實實在在地

獨自體會到當背包客的感覺。縱使隻身出遊的時候

呈現在我眼前。而因為飲酒過於無趣，所以還發展出

拍照比較不方便，卻也能更加自在，並且從中了解自

與酒相關的遊戲，十分有趣，遊戲種類很多，只要是

己、發現自己，學習危機處理及挑戰自我。個人很喜

韓國人都會玩，遊戲前還會念一些句子，接著大喊

歡韓國的汗蒸幕文化，常常晚上去住汗蒸幕，不僅可

Game start ！炒熱氣氛的功力十足。

①
⑤

② ③ ④

① 文化課利用有趣的方式團體討論並發表，最後貼於教室內
② 105.01.31 一個人前往太白山雪花節，看冬季特有的雪雕
③ 105.04.02 當個追櫻者，鎮海軍港節
④ 105.01.30 華川鱒魚節，體驗釣鱒魚的樂趣
⑤ 105.03.10 與保齡球社員小酌吃炸雞並玩酒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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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順玲∕芬蘭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赫

爾辛基，芬蘭首都以及全國最大的城市。第一

也漸漸學會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和班上同學辨析。

次隻身前往如此遙遠的國度展開為期一學年的

和每位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共同腦力激盪，著實令我

新生活，讓我既緊張卻又充滿期待。我在芬蘭就讀的

大開眼界，也讓我在未來面對每一件事時，能有更多

學校是拉瑞爾應用科技大學 Leppävaara Campus，多

不同的想法，不再那麼死腦筋。

數交換生都會選擇此校區，算是七個校區中最國際化
的，選課相對也有較多選擇，並且比其他校區有更多

初到芬蘭，想在一切都還不熟悉的情況下盡快

以英語授課的課程。學校雖然不大，但設備都很齊

認識環境及新朋友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參加 Student

全。歐洲國家的教育與台灣最大的不同，是師長往往

union 定期舉辦的每一項活動。對我來說，這是個很

會在課堂上和同學以討論的方式進行教學，於是學生

好的機會，不僅可以認識其他交換生，也能藉此加以

不乏發表自己言論的機會。一開始這樣的互動，對於

了解芬蘭這個國家的特色及文化。熟稔之後大家也時

不愛發表意見的我來說有點吃力，然而久而久之，我

常輪流在各自的住處辦一些小型且溫馨的 Food Party
以及慶生會。每一次的聚會都很有趣，總是能結交更
多不一樣的人，不但增進了我的社交能力，也能理解
更多歐洲國家的文化風情。雖然沒有機會到各個國家
旅遊，但我卻覺得自己在短時間內知道了許多國家新
奇的事物！
說到旅遊，由於學校課程時間彈性較大，學生
通常可以很有效率管理自己的時間，也會藉此機會把
握假期，安排旅遊，走訪其他歐洲國家。當然芬蘭的
重要節慶以及值得一賞的景點也是千萬不能錯過的！
每每遇到挫折或是感覺疲憊不堪時，我總是喜歡漫無
目的走走看看，反而會不經意地發現一些很特別、有
趣的地方！而我也試著讓自己過著和芬蘭人一樣的生
活，完全地融入這個令人放鬆自在的國家。
時光飛逝，在將近 10 個月的時間裡，我看了很
多，也有了很深的體悟。學會了獨立生活，為自己做
決定並且勇於負責；更開始懂得管理時間，在課業、
玩樂中找到平衡點。我在芬蘭也結識了來自世界各地
的人，分享彼此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不僅拓展了自
己的視野，想法上也變得不一樣了。經過了大三出國
這一年，我更加了解自己，也清楚自己在做的每一件
事，學會用不同角度去看這個世界。面對各種挫折難
關時，也知道該如何去克服、解決。很感謝能夠有這
一次難能可貴的機會，因為這段出國留學的時光，讓
我的大學生活多了一點與別人不同的回憶，以及滿
滿的收穫及成長。未來的某一天，我必定會再訪芬
蘭！

和最喜歡的芬蘭文老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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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邀參加法國朋友的 Food party
②

② 芬蘭重要節日之一：Vappu
③ 芬蘭美景

③

④

④ Leppävaara campus 校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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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宗憲∕澳洲國際飯店管理學院

無

論是面對客人進行 Up Selling、或是向主管匯

在這裡我不僅學到課本裡的知識，也學會如何與

報 Report， 第 一 線 服 務 人 員 的 交 際 技 巧可 說

人相處，更體驗了澳洲的飲酒文化。在台灣時常聽到

是讓企業成功的一把鑰匙，這也是我在這所學校裡

長輩說酒吧是烏合之眾聚集之地，但是在澳洲，酒吧

學到的第一件事：International & Connection。在聯

可說是一個與企業夥伴增進感情、讓商業人士洽談生

誼晚會後，我與無數旅館服務人員一同共享知識、

意的重要場所。很多人認為在國外留學可以為自身的

討論報告，以培養未來在職場的競爭力。為了使英

學歷及學生生活增添幾筆色彩，但是對於一個想成為

文溝通能力提升，於是我處於外國朋友圈中，讓自

飯店經營管理者的人來說，經驗與磨練往往比遊山玩

己徹底融入在英語環境。每張照片裡，我身旁的朋

水來得更重要。而大三出國正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里

友幾乎都是 English speaker。學校的教學課程相當豐

程碑。在前往澳洲飯店管理學院之前，我聽著學長姐

富，這半年來不管是調酒、煮咖啡、餐廳五星服務、

們如何經歷這段學習和實習的心路歷程、上下班的疲

IRD(In Room Dinning)、品酒或是客房部門的 House

倦與壓力、還有如何以全英文在有許多專有名詞和術

keeping，我們的所學都是為了第一次進入飯店實習

語的飯店業裡取得好成績。與美國逛街、歐洲環遊世

而準備。對我來說澳洲可以算是我的第二個家，周圍

界的同學相較之下，我們的選擇的確容易產生疑慮。

的朋友就像家人一樣，彼此照顧、互相學習對方的文

但是這所學院半年授課、半年產業實習的規劃深深地

化。

吸引了我，所以我捨棄了玩樂的時間，努力向有能力

Connection Party with Sen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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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吸取經驗，為想成為飯店人的我充實點子與知

實習不只是工作，更是對自己的一種磨練，強迫及期

識。

許自己，今天的自己會比昨天更好。我也常在工作
時向客人 Up selling，以提升飯店經營的利潤。實習
再 來 是 後 半 年 的 黃 金 實 習 時 段，Sofitel Broad

的過程中也讓我遇到許多生命中的貴人，也包括我

Beach In Gold Coast 是 我 此 次 實 習 面 試 成 功 錄 取

們 F&B 的部門經理。每天我總是會問他自己今天有

的 French Accor Group Hotel。 這 家 飯 店 屬 於 Accor

甚麼地方需要改進，並且諮詢更多有關調酒及服務

group 裡 奢 華 階 層 的 Luxury Hotel， 也 因 位 於 黃 金

方面的相關知識。「Details」是經理送給我最珍貴的

海 岸 的 關 係， 我 們 飯 店 的 住 宿 率 每 天 幾 乎 是 Full

禮物，提醒著我：「Details make you to be a five star

house。 身 為 一 家 五 星 級 飯 店 的 Ambassador， 每

person.」這也是我非常崇拜他的一大原因。他年輕

個 服 務 客 人 的 環 節 Standers 可 說 是 缺 一 不 可。

卻有拚勁，因此給我了向前的動力，讓我知道是時候

「Appearance, Passion for excellence, Spirit of

該努力向前衝了。

openness.」是我們對顧客服務的宗旨。對我而言，

①

③

②

④

① Cocktail Course In ICHM
② The Goal of my life-David
the 26 years old restaurant
manager
③ Five star fine dine restaurant in
Sofitel
④ My Fighting Team in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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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苡淇∕英國桑德蘭大學

大

三出國留學我選擇了英國桑德蘭大學。剛開始

制預算的自助者，我們都是尋找當地的民宿，並且在

是先念五週的語言課程，這是我在桑德蘭感到

每個城市至少待四天以上。我們這一年的旅行遇到非

最充實的時光。我很幸運遇到一位非常資深的老師，

常多特別事件，因為 2015 年暑假時難民問題突然在

她加強訓練我們的英文寫作，使我們的寫作能力大躍

東歐大爆發，尤其是匈牙利，還曾經關閉所有國際火

進。之後進入正式課程，開始體驗英式教學。圖書館

車及車站。前一天我們正好要從匈牙利布達佩斯搭火

裡有豐富的館藏供師生使用，學期間圖書館都充滿著

車前往奧地利，但當天抵達匈牙利車站就看到大批的

學生。而大家也會善用圖書館資源，在寫論文時自尋

難民跟鎮暴警察，還有一群當地與國際記者。進車站

書籍研究，自主學習對英國學生來說非常重要。有一

需要經過重重難民並出示護照，當我們一到維也納就

點非常遺憾，因為今年改制，觀光系學生不得修習桑

接到布達佩斯關閉車站的消息。第一次體會到戰爭及

德蘭觀光相關科目，所以我選的都是其他系所的課程。

政治混亂下人民的悲哀。第二次是歐洲恐攻，從德國
到法國的火車一到法國邊境，車上就出現一批批武裝

桑 德 蘭 是 個 純 樸 的 小 鎮， 物 價 跟 英 國 其 他 地

警察，所有中東面孔的乘客都被盤查、搜行李，一半

方 相 比 非 常 便 宜。 剛 開 始 我 住 在 學 校 宿 舍 (clanny

的人直接被帶下車，不過整體來說歐洲旅行還是很安

house)，但因為錢財被竊走、東西無故被沒收要不回

全的。

來等一連串事件後，我選擇在外租屋，外宿的生活條
件跟費用也比較合理，適應起來容易的多。英國與台

出國這一年我深刻體會到國際觀的重要。在等公

灣的食物差別很大，不合胃口、價格又高昂，自己開

車時跟英國的叔叔阿姨聊天，以及到蘇格蘭旅遊時認

伙還可省下一些餐費。

識一群分別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及南韓的朋
友。他們大部份都知道台灣跟中國的緊繃政治問題，

這一年沒有課程的期間，我們規劃了深度的自

並且非常好奇我們的看法。反觀臺灣人卻對歐洲或他

助旅行。分別旅遊捷克、奧地利、匈牙利、冰島；德

國的時事動態所知甚少。我覺得除了要有良好的語言

國、法國、瑞士、蘇格蘭、西班牙、荷蘭等國家。自

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國際觀也是我們往後朝服務業發

己安排行程、住宿及交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跟

展的學生所應具備的。

我的旅伴都偏向於體驗當地生活，所以有別於其他限

①

②

③

④

① 校園旁的 st. peter church
② 與各國的朋友在蘇格蘭高地
③ 瑞士少女峰
④ 上 Motion Graphic 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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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兆亭∕紐西蘭懷卡特大學
擇來紐西蘭我並不後悔，雖然這裡不像購物天

選

三明治；下午我偶爾會幫忙 homestay 刷油漆，晚上

堂的美國、有古典建築的歐洲，但我卻在懷卡

則和另一個寄宿的日本女生 Arisa 聊當天的生活和各

特大學交到一群異國朋友。在語言課程上，Michelle

自的文化。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我跟 homestay 介

正為了成為空服人員而努力、Ari 來紐西蘭實習當幼

紹台灣美食時，他們總是驚訝地看著我，而有打獵習

教老師，還有即將要去高雄學中文的外國老師。跟每

慣的 home 爸對於台灣食物更是充滿了好奇。雖然很

個人的相遇，都讓我學習到很多事情。我最喜歡在

享受紐西蘭的慢步調，讓我能好好調養被社團活動打

level 4 時，大家放學後會相約去打保齡球，或是一天

亂的作息，但公車到晚上 6、7 點就沒班次，總是讓

內跑好幾個海邊。尤其每當朋友要回國時，全班便會

我少了很多夜生活的機會。紐西蘭的午餐通常都是輕

一同聚餐，並依依不捨的落淚擁抱著彼此。能在國外

食，而這裡的外食至少都要台幣 220 起跳。主要以

遇到要好的一群朋友，我覺得自己很幸運，也非常珍

日式、韓式、印度料理居多，所以我經常去 Pak´n

惜這份友誼。真希望哪天我能到各國旅行並造訪大家。

Save 採買食材自己烹飪，既省錢又健康。偶爾心血
來潮還可以隨意發揮做創意料理。

下半學期開始正式課程時，我總是盲目地了解課
題，還好學校有 buddy program 與 student learning，

我們利用假期環南島，挑戰紐西蘭的極限運動：

可以互助課業及認識朋友。每個課程至少都有一篇兩

高空彈跳、溯溪、飛機跳傘、駕駛小飛機，甚至體驗

千字的論文要交，所以時間規劃並跟上老師的教學進度

騎著馬在草原奔馳的快感。第一次爬了兩小時的山，

是非常重要的事，否則期末考的申論題會來不及準備。

還在山頂的咖啡廳欣賞紐西蘭美不勝收的風景，湖
也像海洋般沒有盡頭。我們一路上都住背包客或是

我非常喜歡我的寄宿家庭，可惜他們剛好在翻修

YHA，觀察不同的服務品質，也跟許多背包客聊彼此

房子，打算轉賣並搬去一座農場居住，所以我最後還

的故事。如果我能在紐西蘭開車旅行的話，便可以到

是 share flat。早上兩個調皮可愛的小孩總是會來我的

更多地方。紐西蘭是個適合旅行的國家，如果還有時

床邊叫我起床，午餐通常都是前一天剩餘的晚餐或是

間，我希望能去 farm stay 打工換宿。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愛上高空彈跳啦 ~!
② 每週都有便宜又好吃的冰淇淋車開到
homestay 附近
③ 海上釣魚 差點成功掉到鯊魚
④ 結業式 超級捨不得老師的 ~
⑤ 與朋友去 Coromendel 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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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恩綺∕韓國慶熙大學

在

韓國生活不如臺灣輕鬆簡單，起初面臨語言、

在下學期，我進入了私人舞蹈學院，繼續學習多

種族歧視、生活適應以及離開舒適圈等問題，

種舞風，以提升舞蹈專業能力。而在社長及老師的鼓

讓我壓力很大，課業也讓我既害怕又期待。韓國的教

勵與栽培下，我現在努力朝舞者方向邁進。為了讓外

學方式雖與臺灣相似，但上課氣氛卻大不相同，韓國

國人得以理解韓國歷史、了解當地文化特色並吸引觀

學生上課態度非常積極，因為在韓國每年學能（同臺

光人潮，韓國政府及文化機構提供了許多活動 N。我

灣學測）能夠上大學的人僅有四成，因此學生從小就

參加了 KPOP 演唱會、電視劇頒獎典禮、尋笑人節目

開始培養積極認真的上課方式；上課時，不會看到有

錄製、DMZ 板門店南北韓交界之旅以及禮山蘋果酒

人滑手機、睡覺、吃東西、聊天，他們總是積極發問、

農村體驗行程。我認為這些做法不僅能有效提高韓國

討論問題、認真作筆記，圖書館也時常絡繹不絕。韓

觀光產業，也能適當協助鄉村地區得以發展，外國人

國的考試是以申論題為主，以訓練學生對於理論能自

也能親自體驗韓國特色，一舉數得。

主思考並結合想法。大部分教授都喜歡採取期中考試
期末報告的方式進行課程，但是期末報告的籌備是從

在韓國留學這段時間，透過上課方式及教學內

學期初就開始進行，目的是為了讓報告和教學內容同

容，我增進的不只是語言能力與專業知識，也擁有更

時進行，不會有組別落後的問題產生。同時，教授也

好的上課態度以及學習方式。透過種族歧視、生活環

會定期詢問學生的報告進度，以便給予協助。

境等問題，使我在生活上變得更獨立堅強，了解該怎
麼與他人相處。透過參加活動，了解韓國近年成為觀

在社團與生活方面，我上學期參加了慶熙大跆拳

光發展勝地的原因。因為聽聞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朋

道社，接受了更專業的訓練，還參與了全國跆拳道大

友分享的經歷，讓我對未來的方向有更深入的思考以

賽。雖然沒有踢進比賽，但是我也體會到韓國對於體

及期待。在這段期間，我的外語能力也增進不少，現

育方面所提供的資源及重視，與韓國朋友也有更進一

在也能夠中英韓語言轉換翻譯了。因此，我的韓國交

步的接觸，先前的跆拳道基礎也讓我順利取得黑帶。

換生活很多采多姿，充滿很多特別回憶。

① ② ③ ④
⑤

① 慶熙大學 和平殿堂
② 韓服沙龍
③ 韓國 江原道 正東津海邊 旅遊
④ 禮山蘋果酒農村
⑤ 全國跆拳道大賽 ( 茂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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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栩堯∕捷克查爾斯大學
到布拉格，下機後來到市區，就被充斥著波西

初

化。我一開始最不適應的科目是捷克文，因為捷克文

米亞風的氛圍深深吸引。走在石子路上，拉著

有七種語境，會依據其詞語的陰陽屬性來變換單詞後

兩個大行李箱在路上「哐哐哐」地走著，我的心裡滿

綴。而且我從來沒有聽過捷克語，所以對我來說發音

是對這一年留學的期待。整個布拉格的交通由三條地

是難上加難。查爾斯大學國際學生會的網頁上有一項

鐵線 A、B、C 交錯連貫而成，地鐵線交錯的中心就

語言交換的活動，各國學生註冊后可以選擇想學習的

是著名的瓦茨拉夫廣場，另外還有縱橫交錯的電車與

語言，自由交換聯繫方式，然後約時間幫助對方學習

公交線。這讓我了解為什麼查爾斯大學沒有校園――

語言。我選擇兩位捷克學生，每個禮拜都會和他們見

因為整座城市就是學校。但這並不會妨礙學生上課、

一次面，並在聚餐時相互教導彼此的語言，儘管我的

參加社團與活動。

捷克文進步地非常慢，但是我很慶幸可以認識他們，
並且成為朋友。

上學期我修了捷克文、媒體與社會、攝影、市
場設計、美國音樂與邏輯；體育課我選擇了專業游泳

而下學期我只選擇了捷克文二、市場英文、西班

及瑜伽。相比之下課業有些重，但是通過課堂認識來

牙文、英文完美表達與交流四個科目，更多時間是花

自不同國家的朋友並且合力完成報告和作業，不僅增

在體育課。我選修了舞蹈、高爾夫、進階游泳和瑜伽。

加我運用英語溝通的機會，還從中了解其他國家的文

捷克文二相比起一更難以消化，但我心想都來布拉格

萬聖節的時候，裝扮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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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定要學一項技能回去。之後期中、期末考在

和其他來查爾斯大學的同學不同，我和幾個好

合格線上低空飛過。而我最推薦的體育課是高爾夫，

朋友選擇住在外面。儘管房租貴了不少，但是環境和

布拉格 10 的高爾夫場非常新穎漂亮，老師使用英文

交通相比起來也較好，還擁有私人空間，也能更便利

教學，並配置教學用具，但是需要額外付 1400 克朗，

舉辦派對，邀請大家來做客。布拉格的生活水平及物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

價與台灣相似，尤其肉類和牛奶相對便宜。另外除了
當地的捷克美食：燉肉、捷克餃子、炸起司，還有各

下學期修的課較少是因為我想利用更多時間去
旅遊。下學期寒假開始我就和好友遊玩了北歐：瑞典、

國美食餐廳。有時當我們不想開伙或是有不喜歡的菜
色，會選擇去韓國、中國等亞洲餐廳吃飯。

芬蘭、拉脫維亞，最後在德國跨年。讓我非常感動的
是親眼見到聖誕老人和滿天綠、黃色浮動的極光！最

捷克平實的生活娛樂也很豐富，禮拜五結束了一

後在開學前夕到了奧地利最美的歐洲童話小鎮――哈

周的課程，可以選擇和同學去玩跳跳床、打保齡球、

塔斯達特。為了滿足自己的童話夢，開學一個月後前

看電影；到了晚上一般酒吧和夜店都會聚集布拉格所

往巴黎迪士尼，還去了浪漫的巴黎鐵塔、參觀羅浮宮

有的年輕人，大家一起喝著啤酒聊天交友，或在舞池

博物館、登上了凱旋門。之後又來到熱情的西班牙，

中跟著音樂擺動身體。週末則是去郊區木屋度過無電

大嗑西班牙海鮮和燉飯。也不放過任何一處安東尼高

子設備的生活，與大自然親近。跑步、自行車、爬山、

迪的設計作品。這都是我人生中寶貴的回憶。

採摘野果。非常感謝父母和學校，讓我有機會在歐洲
度過我大三這一年。

① 西班牙巴塞隆納旅遊照片

②

② 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課

①
③

④

③ 捷克滑雪照片
④ 哈佛大學講師在查爾斯大學的公開課 WHAT MONEY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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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奕彤∕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來到夏威夷，我先短暫借住在學姐介紹的一對

剛

學弟妹選他的課。另外我還選修日文和西班牙文，也

台灣夫妻家裡，睡沙發床，每天 25 美元。過

是非常有價值的課，日文課老師叫 Aya Tereza，是一

了幾天覺得挺合適，就和他們簽了月租 750 美元的

個年輕的日本老師。不僅教學用心，還非常有耐心。

合同，變成長期房客，和他們分租一個公寓。公寓裡

Boyer 是西班牙文老師，是非常有經驗，上課熱情的

大致上什麼都有：客廳、廚房、廁所，還有各自的房

老師。但他上課完全是用西班牙文，所以一開始會比

間。但我的房間裡面沒有任何傢俱，所以自己去買了

較吃力，但習慣以後進步會非常快。另外學校沒有自

床和桌椅。地理位置還不錯，在 Makiki，附近有公車。

己的健身房，但有跟一個酒店的健身中心合作，以

因為我在申請學校的時間上出了點問題，因而沒趕上

HPU 學生的身分去健身房會有優惠。

選課，所以在開學前找學校教職員幫忙選課，才拿到
課程表、學生證以及公交車的貼紙。有了貼紙後搭

課餘時間我經常去海邊游泳、爬山、旅行，嘗試

乘公交車都不用再付錢，比起一次付 2.5 美元划算許

不同的事物，還考到潛水員證照。在夏威夷一定要出

多。我跟室友相處得也很不錯，生活上互相幫忙，沒

門去活動，大膽嘗試與陌生人交談、結交朋友。我在

有太大問題。夏威夷因為很多東西需要從美國本土或

夏威夷得到最大的收穫就是明白，如果想做就一定做

是其他地方進口，物價相對就會貴一些。稅率是 4%，

得到。在和新朋友及陌生人聊天的時候會發現，其實

不算太高。

自己一直以來的理想已經透過和他們的互動完成了。
所以其實夢想並不是那麼遙不可及，但不能只是空

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HPU) 校區其實很小，教室

談，必須付諸行動。此外，夏威夷還是個很多元文化

分散在 Fort Street 的兩側，靠近 China Town。學校裡

的地方，除了本地人，還有很多日本、韓國，以及從

沒有學生餐廳，但附近有幾間，所以用餐也挺方便。

世界各地來的人。生活步調也不快，大家也都非常願

由於我來自觀光系，所以選了一堂 Cultural Tourism

意與他人建立友誼，在需要幫助的時候總會有人好心

的課，教授是 Agrusa，他上課非常幽默，雖然課程沒

地幫忙。同時自己也會被這種氛圍感染，進而熱心幫

有太多特別的地方，但他還是把課上得很好，很建議

助別人。

②
①

③

① 日文課的同學和老師
② 在大島的火山公園看夕陽
③ 家附近經常能看到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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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婕∕澳洲昆士蘭大學

9

月到澳洲時正是當地的春天，整個校園被一大片

我初到布利斯班時是以 homestay 的形式住宿。

jacaranda 包圍了，非常漂亮。雖然花朵會散發不

女主人 Mei Mei 是一位料理很好的印尼人。雖然她

太好聞的氣味，但還是無法阻止澳洲人對它的喜愛。

懂中文，但為了讓我更好適應，她堅持對話以英文進

每到花季，大街小巷都抹上淡淡的紫色。昆士蘭大學

行。借住 2 個月我體驗了各種不同的菜系：中式、印

的校園很大，歷經滄桑的法學樓和現代感十足的圖書

尼式、越南式，西式反而很少。熟悉的口感大大緩解

館都聚集於此。四季茵綠的草地時常擠滿學生，我有

了我在異鄉的緊張感。Mei Mei 常常邀請朋友、家人

許多報告討論和午餐都是在這裏度過的。

親戚到家裡聚餐，大家一起分享美食的感覺真的很溫
暖。興致高昂時，她還教我簡單的調酒。特別令我感

UQ 的課業較為繁重，特別是開始修習正式課程
後，學習壓力陡然增大。作為 study abroad 的學生一

動的是後來我因為省錢決定搬出去住，走的時候她讓
我把鑰匙留著，歡迎我隨時回來。

學期可以選修三到四門課，差不多 12 小時的上課時
間。雖然上課時間不多，但課程要求的小組報告、小

在長達兩個多月的暑假，我獨自到雪梨打工換

論文等，總要花費不少精力完成。特別是以前沒有練

宿， 在 blue mountain 的 一 家 咖 啡 廳 幫 忙。 特 別 的

習過的英文小論文，不僅需要學術性的語言，還要閱

是，咖啡廳是由一個 community 經營的，也是我第

讀大量的資料文獻來支持自己論述的觀點，於我而言

一次知道沒有血緣的陌生人可以因為共同的信仰一起

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我選修了一位新進日本老師的酒

生活。在這裏，我也遇到了不同國家的 helper，每天

店管理課程，Hiro 是 UQ 目前的在學博士，這學期

除了半天的上班時間，空閒時我們都會去藍山景區爬

也是他第一次擔任主課講師。雖然沒有豐富的教學經

山，還一起發現了一個遊客罕至的秘密景點。結束咖

驗，但 Hiro 十分用心，上課前都會播放一些振奮人

啡廳打工後，我去了和咖啡店合作的農場，體驗一星

心的音樂來提高大家的積極性。除了課程大綱的教

期的田園生活。農場坐落於一座山丘上，有自己的草

學，他還會準備一些有利於同學知識的小演講，像是

莓園、羊群，以及幾匹馬，農場每天都用自家菜園裡

「如何提高報告的自信性」；另外，他還邀請酒店的

的新鮮蔬菜來烹飪。這段打工換宿的經歷不僅豐富了

在職工作人員來到課堂，和我們分享實際工作的狀

我的假期生活，也讓我有機會到澳洲其他城市走走；

況，讓我收穫滿滿。

同時也讓我收穫了難忘的體驗和滿滿的回憶。

①

②
③ ④

① 與打工換宿的夥伴和咖
啡店老闆一起吃晚餐
② 昆 士 蘭 大 學 的 jacaranda
花
③ guest speaker 課堂留影
④ 和 Homestay 女主人，日
本室友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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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于琇∕捷克查爾斯大學

如

查 理 大 橋 (Karl v most)、 查 理 城 堡 (Hrad

連不斷，一不注意就會錯過精彩好戲。參加過艾未未

Karlštejn)、 查 理 廣 場 (Karlovo náměstí) 一 樣

及 Professor Michael Sandel 的講座，可以感受到查理

以神聖羅馬帝國查理四世之名所命名的查理大學

大學教授們努力邀請講者及安排講座的用心，儘管活

(Univerzita Karlova)，是中歐最古老、捷克排名第一

動時間和地點有所限制，整體活動的滿意度卻很高，

的大學。該校各學院的教學建築，散落在布拉格城

且無論師生都獲益匪淺。在這座文藝之都裡，歌劇、

區，學生時常需要配合課程穿梭在城市中。因歐盟學

音樂會及展覽等活動，也是填滿課餘時間不錯的選

生交換計畫，查理大學有很多來自各國的交換學生，

擇。越是積極參與，就會發現越多捷克深層的魅力。

特別是在淡江學生們所屬的社會科學院。在布拉格生
活，不需煩惱不會講捷克文，因為多數捷克學生與上

學校以英文授課的課程很多，可以選修的課程

班族的英語程度都很好，且因應外國學生們的需求，

不分年級和學院。在我修習過的課程中，Media and

當地學生所組織的 International Club 會提供輔導及幫

Society 這門課的上課方式很輕鬆又不失學習的態度。

助。

教授要求學生每堂課必須交一篇與媒體新聞相關的心
得報告，並在課堂上隨機抽取三個有趣的標題，請該
此外，該社團也會為外國學生舉辦很多活動，

學生分享整個內容與看法，再進行意見交換。教授很

例如迎新派對、各國簡報活動、節慶活動、體驗當地

鼓勵大家發言，以便於對同一件事持多種不同看法做

文化、城市或城堡探訪……等，讓外籍生享受在布拉

討論，而同學們也都很積極地參與，有時會出現意見

格輕鬆且豐富的生活步調。不僅是學生團體會組織活

多元而產生論戰的有趣情形，但教授總是可以客觀地

動，學校也會不定期舉辦大型演講，城市活動亦是接

給出總結，並且維持上課秩序。

Lecture by Professor Michael Sandel/ What Money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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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三出國留學心得分享

②
④

③
① Prague castle and Charles bridge
② With Czech teacher
③ International students
④ Signal Festival

推薦未來大四要寫畢業專題的同學們選修

收穫會遠比想像的多。

Academic Writing，不只是為了大四專題而準備，更
是因為在這裡的每份書面報告幾乎都嚴厲要求寫學術

班上同學們幾乎都是歐洲不同國家來的學生，

性的文章。而這門課的教授十分有條理地把寫作方式

聚在一起玩樂的次數也很驚人，反而一同上課的捷克

與規則教給了我們，給予我們充分的練習與寫作時

同學卻很少，但還是有機會認識當地學生。捷克人不

間，並且加深「抄襲將會造成非常嚴重後果」的觀念，

是冷漠的民族，他們只是不太喜歡對陌生人微笑。剛

值得同學們選修這門課以加強概念。

接觸時多少都會有文化上的衝擊，但透過與捷克朋友
們的思想交流，能快速地了解他們各式各樣的文化與

教捷克文的 Kristina 老師非常有耐心。無論捷克

習慣，且擁有更多機會去發現體驗的自然風景。我很

文的語系離我們如此遙遠，面對發音不佳且斷句嚴重

幸運地認識了很多捷克朋友，進而揭開他們的冷漠面

的學生，老師不厭其煩且專業的教學態度，加上千變

具，知道他們溫暖可愛的面貌。可惜的心情隨著學期

萬化的實戰練習任務，即便學捷克文很常咬到舌頭，

即將結束而越來越大，不過我不曾後悔選擇非英語系

規則變化很繁雜難記，學生們還是樂此不疲，一致獲

國家留學，因為這裡消除了我對英文會變差的疑慮，

得全班好評。其實無論是哪一位教授，上課的專業程

而且讓我慢慢填補對歐洲文化認識的拼圖缺塊。

度都有一定水準，只要能配合教授們的教學，知識的

語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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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承翰∕美國賓州印第安納大學

大

三出國，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經驗，在這不算短

西部去探索。感謝我身邊的同學們，讓我有了非常棒

的時間裡，不管是學術表現或生活經驗，我都

的回憶。右圖就是在秋季時，碩士學姐幫我拍的一張

在眾多貴人的幫忙下，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IUP 位

非常美的照片。

於印第安那小鎮內，交通部分有 Indigo bus，讓校園
師生到 Walmart 等超市購買生活必需品。我也很幸運

再 來 是 課 業 方 面， 我 在 IUP 遇 到 的 教 授 都 很

地認識了數學系 Dr. Kuo、政治學碩士林佳燕學姐、

不 錯。 因 為 美 國 的 課 堂 多 屬 於 discussion based

英文系博士班 Jeff 學長等台灣師生。他們在我心情低

instruction，教授與同學輪流在課堂上進行討論，從

落及學業需要指點、或生活上需要幫忙時，都義不容

互動中學習不同文化。我也適時地在作業中，去進行

辭地協助我。還有因為我的課較集中，時常一上課就

關於蘭陽校園的寫作或報告，做台灣行銷。左圖是在

是一整天，感謝英文系的系主任和行政人員們，在我

一次下課後，與我的文學教授合影，黑板上可看見課

找不到外援時，適時地提供協助。還記得某天上課

堂討論的文章。與台灣不一樣的是，這裡沒有班級，

時，我得知令人難過的消息，甚至影響了我的上課情

所以開課是分 level 不分年級。因此，學生能夠依照

緒，英文系的行政人員們聽聞就立刻放下手邊工作，

興趣及能力進行學習。“同課同學＂中也較容易遇到

陪我聊天，抒發情緒。也感謝當天上課時，Dr. Resa

真正對該科目有興趣的同學來進行交流。在這樣的條

Bizzaro 特別指派同學從旁協助我，避免我因情緒不

件下，我能夠用蘭陽所學，與老師和同學對話，更進

佳而無法在課堂上專心。還有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階地學習到了非常多有用的知識。在 IUP 的這一年，

Education 的行政及宿舍人員等，如果沒有這些貴人

也得到學術優良獎的肯定。最後，除了感謝家人讓我

的協助，我的生活一定不會如此順利。

能夠有資金出國之外，也要感謝蘭陽校園全體老師及
行政人員。即便是在國外的這一年，老師及行政人員

在學期間，我也認識了一些中國學生，互動及

們還是常在我有需要時，伸出溫暖的手，提供協助，

語言溝通上比起其他學生更為容易，都是用中文。

讓我不至於太孤獨及無助。大三出國並不簡單，但在

有一位英文系 TESOL 碩士班學姐，雖然只有讀 fall

許多人的幫助下，我做到了！感謝在這整個過程中，

semester，但因為宿舍房間在我隔壁，所以提供我不

支持我、幫助我、陪伴我的老師，同學，及學校的行

少的協助。現在，還是會互通 e-mail，討論學術議題

政人員們。

及彼此的生活。也有同學願意讓我和他們一起到美國

① ② ③
⑤

④

① 2015 年秋季與 TESOL 碩士班學姐的小鎮隨拍
② Humanities Literature 課 程 的 Dr. Anthony G.
Farrington 教授與我
③ 與英文系行政人員 Jackie 及 Dawnette 合影
④ 學生餐廳 Folger Dining Hall
⑤ 於 Spring 2016 啟 用 的 新 建 大 樓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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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皓如∕英國牛津布魯克大學
年七月我來到英國，開啟了大三出國的日子。

去

在英國最期待的日子就是聖誕假期，在家人來訪

隻身一人來到了牛津布魯克斯，本來忐忑的心

前我規劃了一段英國之旅。10 幾天內去了許多城市。

情在碰到一群友善的室友後，便不再那麼不安了。我

參觀有別於倫敦都市的人文風景。旅程過後，母親與

們也像家人般每天一起料理、用餐、寫功課，還一起

姊姊在聖誕夜時來到了英國，一周內我們逛了許多景

去牛腱市區踩船，認識了更多的外國朋友。密集的語

點，也在知名的倫敦眼下跨年，新的一年、新的氣象。

言課程讓每個同學之間感情都不錯，但是六週的暑期

待家人回國後，我與朋友一同規劃了近一個月的歐洲

語言課很快就結束了，於是我把握機會在正式課程開

遊。這次的旅遊中我體驗到規劃行程的辛苦及如何在

始前與班上同學相約到牛津的柴契爾莊園遊玩、也在

有限的預算內遊玩東歐以及南歐六個國家，旅程過後

倫敦觀光：有名的倫敦眼、大笨鐘、閱兵交接……等，

也發現自己在這一年成長不少，獨立完成許多事、有

都讓人感到興奮。

問題主動發問。

布魯克斯是一個很多交換生的學校，學校非常

再來，國外不如台灣便利，食衣住行皆要好好

鼓勵學生參加各種活動。我在國際學生的網頁上偶然

規劃，才不會發生無法挽回的憾事。餐飲部分也比台

發現了 hostuk 的網頁，而與日本的朋友一同參與了

灣物價高上許多，不得不自己料理每一餐，雖然不完

三天真正英國人生活。我們一起到英國南方一座臨海

美但卻多了份成就感！下學期的課程像是眨眼般開

的小鎮，接待家庭是一對老夫婦 Vera 和 Brian，還有

始與結束，最有感觸的課就是 European Reading and

他們的孫女與朋友的孩子一同接待了我們，使我們

Writing 了。這堂課多半都是討論議題，老師很有趣，

擁有一段特別又在地的生活。我發現英國的食物不

同學也會問和臺灣相關的資訊，大家分享著自己的想

只有炸魚薯條和馬鈴薯泥，而是有多樣的 Yorkshire

法、並給予彼此尊重。課程就結束了，我也在回國前

Pudding、Roast Beef……等，道地的私房美食不是在

把握時間多走幾個國家，體驗不同的生活。

倫敦或牛津的大街上能品嚐到的，最難能可貴的是我
們還住在露營車裡，既精彩又有趣！

①
④

②

③

⑤

① Hostuk 體驗當地英國人生活
② 愛爾蘭 Cliff of Moher
③ 家人來英國
④ 英式下午茶
⑤ 馬來西亞朋友做的當地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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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淳∕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_ 長堤分校

大

三出國我選擇的是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雖

生一學期都一定要修滿十二學分。我一開始對於只要

然還沒正式踏入校園，但我已經喜歡上這所學

修習 12 學分（相當於只有四堂課）感到很訝異，因

校。當我們還在台灣時，長堤負責留學業務的行政人

為在台灣總是從早到晚滿堂。但這一年我逐漸體悟到

員會定期透過電子郵件更新學校的最新消息，例如每

學校對課程的安排，因為如此一來可以使學生專注於

月寄一份檔案，裡面包含了該月份學校的活動及介

課業，有更多時間去預習及複習，也相對擁有較多的

紹；在每個學期中也會約時間與我們面談，詢問我們

休閒娛樂，才不會覺得壓力過大或是學習成效不佳。

的適應狀況，可以因此感受到學校並不會因為我們是

我非常喜歡也很享受這一年讀書的環境及步調。

外籍生而忽略我們，甚至更加在乎及關心我們是否習
而 這 一 年 的 課 程 中， 我 最 推 薦 的 是 Public

慣這裡的一切，這點讓我對於這間學校有更多的好感。

Speaking。這堂課主要是訓練演講時的台風及克服有
加州時常是大晴天，校園裡也有許多綠意盎然的

觀眾時的畏懼。我會選擇這堂課是因為我想挑戰自

草地，路過時總備感輕鬆舒適，不時還有松鼠經過，

己，也想透過演講知道自己英文的缺失。課程採小班

非常可愛。除了有多班往返市區的公車，學校也有自

制，一班約 25 人。教授會利用引導的方式建立大家

己的接駁車，而最棒的是只要透過學生證申請一張

的自信心，像是在下課前十分鐘，透過遊戲讓我們在

Tap Card，之後搭乘公車或接駁車一律免費。而我住

眾人面前發言。而一學期總共有六次演講，每次的題

的公寓只需步行三分鐘就可以抵達接駁車的停靠站，

目都不同，演講時間也從兩分鐘漸漸增加為六分鐘，

非常方便。此外，也有過半的學生開車上學，所以校

我很開心自己能夠透過第二語言獨自完成這些演講，

內有非常多停車場供學生停放車輛。

而成績也都不低，因此我建議修習這門課，增進自己
的英文能力。生活適應方面，我在這一年認識了很多

而學校大約有九成的課程是每週兩堂，隔天各上
75 分鐘；一個科目三學分，無論本校學生或是外籍

朋友，同時也和蘭陽的朋友變得更好，更像家人一樣
互相扶持。

① 開學典禮時學校向我們介紹周邊景點
① ② ③

④

② 照片中為我們歷史課的老師，上到一半她決定帶我們到教室外講解
③ 與組員討論報告中
④ 與朋友一起喝酒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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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宇君∕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就讀明尼蘇達州東南部的維諾納州立大學，是

我

地溜著滑板在校園中穿梭，讓我一直很想嘗試。起初

全美排名前二十最安全的大學城。此校最大的

常摔得四腳朝天，不過學會了以後相當值得，因為三

特色是所有新生入學時都可以領取一台筆記型電腦及

個月後，我也跟著同學們一同溜滑板了。釣魚在明尼

平板電腦，也是未來求學時不可或缺的工具，因為選

蘇達州是項熱門且老少咸宜的休閒活動，一、二月份

課、繳費、上課做筆記，交報告，甚至是考試都透過

的維諾納湖面也結冰了，會開始舉辦冰釣比賽，我開

電腦來完成，所以也可以說是師生與學校間最頻繁的

車經過時常看到許多人在冰釣，還會在冰上搭帳篷，

聯繫方式。維諾納位於美國的中西部，夏天涼爽，冬

甚至把車開到湖上，這些都是在國內絕對看不到的壯

天卻非常寒冷。就以往來說，大約十月底就會開始下

觀景象，也因為這樣讓我真的很想體驗冰釣。還記得

雪，最冷時還會降到負 30 度，不過今年相當不一樣，

那天下午，我好奇地走在冰上，並與在地的老爺爺請

就連當地居民都覺得異常，因為直到十二月底才下了

教釣魚的問題。我觀察他的裝備，並把需要的器具記

場真正的大雪，對我來說還真是幸運呀！

在心裡，聊完後馬上到釣具店買了基本配備，回到湖
上尋找已被開挖過的洞，放下魚線。不知道是因為新

去年最難忘的時刻對我來說非感恩節莫屬了。
去年我們被邀請到同學家中一同感受佳節氣氛，主人

手運還是有實力，當我真的釣到魚時，我興奮的叫喊
讓其他人不約而同地看著我。

們對大家非常歡迎及慷慨。當天我們也迎接了今年的
初雪，為感恩節增添了不同的氛圍。在黑色星期五的

到美國時我告訴自己，要嘗試在台灣修不到的

清晨，我們前往全美最大的百貨公司展開一場血拼，

課。維諾納在下學期會開設滑雪課，雖然要自己前往

出發前也體驗人生中第一次幫車子刮雪。那場初雪使

集合地點，但因為可以用划算的價格練習滑雪，所以

得車窗都結霜了，也因此給了我們一場刮雪教學，相

非常值得。兩個月後大家都滑的很有水準。下學期我

當有趣。我在留學這年也實現了許多夢想，其中一

選了一堂叫做 Recreational Programming 的課，主要

個是到灰狼隊主場目睹即將退休的湖人隊球員 Kobe

是訓練我們如何當領隊帶領大家參加休閒活動。老師

Bryant 在明尼蘇達州的最後一次比賽，過程相當精

相當隨興和不按理出牌，有時上課到一半就直接帶我

采，還打入延長賽，簡直值回票價！

們到戶外直接介紹領導的概念。有一次老師一走進教
室便告訴我們：今天想做什麼由我們自己決定。但其

其實如果不善加安排課餘時間，求學生活容易

實這正是當天上課的內容，老師用這件事告訴我們有

顯得枯燥乏味。因為美國課程很少，頂多修 12 至 15

三種不一樣的領導者，讓我們實際體驗課本上的概

學分，我這兩學期的上課時間也只有禮拜一到禮拜四

念，讓課程變得有趣。這堂課的最後一個月，老師還

而已，不過這也代表有很多時間可以體驗當地生活。

讓各組帶領著其他課堂同學參與自己設計的活動內

像是沒有下雪的時候，我學會如何溜滑板，這在美國

容，相當於成果發表，非常特別。

是相當常見的一項休閒活動，之前看見美國同學很酷

①

② ③

① 感恩節在同學家度過
② 灰狼隊與湖人隊的比賽
③ 第一次冰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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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郁勛∕英國桑德蘭大學

出

國這一年我修了很多不同領域的課，像是最

文有很大的差別。平時我也會和她們一起看沒有字幕

普遍的觀光課到廣告設計、影片製作，都是

的新聞或電影，討論著近期時事，或與我分享不能錯

之 前 在 蘭 陽 比 較 不 會 接 觸 的。 比 方 說 影 片 motion

過的好地方。除此之外我們還品嚐許多英式料理，我

graphic，是以 After effect 從無到有做出一個動畫，

相信這是住學校宿舍的學生體會不到的。她們盡全力

不只是在網路找素材讓它動起來，而是創造一個屬於

支持所有我們想嘗試的，更會帶我們體驗沒想過的事

自己的設計；廣告課也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動手拍攝

物。在外地還能每天有一個溫暖的家可以回去，我感

剪輯，每個禮拜上課都是一場腦力激盪，雖然很辛

到很溫馨。也很幸運能到一個這麼好的 homestay。

苦，但親手完成的作品還是讓我很有成就感。一個成
功的廣告包含如何完美行銷這項產品，所以創意不侷

在留學中相對重要的便是旅行，所謂旅行就是遇

限於做出廣告，也需要具有吸引力的產品。老師對於

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旅伴，在行前分工合作。原本我們

我們這些 study abroad 的學生也非常關心，畢竟我們

都以為這是件簡單的事，但在旅程開始沒多久，我們

修的課程都不屬於自己的領域，所以老師非常歡迎我

便決定每個人都必須當一個國家的導遊。從訂機票、

們試著挑戰自己的極限，並且給了我們很多幫助及方

車次、房間，甚至是安排行程，深入瞭解當地文化後

向。在覺得受挫的時候，有老師鼓勵的話語就可以溫

再分享給旅伴。也因為這樣我們才體會到導遊的辛苦。

暖我們的心。這一年裡除了一些專業知識外，更多的
是明白學習的態度。

也許有些人傾向於放鬆而沒有固定行程，但因為
我們有太多願望清單，所以雖然疲累，我們還是將行

住 宿 生 活 我 選 擇 了 寄 宿 家 庭， 與 兩 個 home

程時間壓縮，才得以抵達大家的目的地。這一年我們

mom 同住。除了到學校上課，平常晚餐都是吃她們

去了冰島、丹麥、德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希臘、

準備的料理。我覺得從習慣、語言、飲食的不同，可

義大利、西班牙，我覺得自己很幸福，能有機會用我

以更加了解一個國家道地的生活。例如 home mom

的雙腳走過這麼多國家，才了解原來自己在這個世界

會告訴我們很多英國人奇特的地方，腔調也和美式英

裡是這麼的渺小。

①
④

② ③

⑤

① 與可愛的觀光課老師合影
② Homestay 一家人，最近有個剛
出生可愛的小 baby
③ 比基尼團出現在地中海中
④ 與旅伴在威尼斯彩色島開心合影
⑤ 慾望城市法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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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敬婷∕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_ 長堤分校
走在城市的邊緣，聽一首動人旋律的曲子，跟

行

放假之餘為了歸零自己，重新出發，都會計畫

隨腳下自由的影子，跨越經緯，感受文化的差

一周的假期，到別的城鎮四處遊玩，探索各地的人

異與地下樣貌的多元，體驗不同區域的特色風情。你

文景觀。我去了三藩市、美東、名聞遐邇的 Niagara

會想起曾走過的每一條街、每個轉角，笑談任何旅

Falls， 以 及 目 前 位 於 的 加 拿 大 安 大 略 省 (Toronto、

途趣事；想起認識的同學、朋友、教授，陪你漫步

Montreal、Kingston、Quebec、Ottawa)。欣賞名勝之

談心的的笑顏。回憶參與過的活動：衝浪、射箭、

美時，同時學習當地的特色招牌、歷史故事及技藝。

滑冰等，嘗試不同極限，挑戰個人潛能。我的美國

「不是你來自哪裡，而是去哪裡才是最重要的。」就

生活就是在如此氛圍中拉開序幕，我的求學生活大

如艾拉 ‧ 費茲潔拉說的：「旅行的意義不僅是自我

致 可 分 為 三 個 層 面： 學 習、 旅 遊、 精 神 體 悟。Cal

追尋，而是更深層次地探索自己所處的位置、立場，

state Long Beach 位於晴空萬里，年雨量極少的 LA 郊

以及未來前往的方向。」正因如此，人們四處遊歷，

區，距離 LAX 四十分鐘的車程，附近各種沙灘星羅

獲得見識後融會貫通，創造個人的成長。

棋 佈：Laguna、Newport、long beach、seal beach、
Venice、Redondo、Santa Monica。
學習上遭遇到的問題其實挺多的，原因在於課程
內容所需能力不足，導致無法完全理解，以及沒有事
前預習直接參與課堂間的辯論和探討；其次則是不成
熟

和不流暢的口語能力。另外，如何建立一場讓觀

眾印象深刻的成功演講，有三種形式：描述、通知、
說服型。雖然我從中學習到不少實用性的技巧，例如
非口述的有效溝通方式等，但是對於自己不甚理想的
表現，我只能坦然承認自己的不足，引以為戒，激勵
自己不斷改進。期間，學校的語言中心和教授大多有
服務時間，來輔助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而學生必須
保持與課程的推薦者溝通。這點是我蠻喜歡的一種教
學方式。還有語言中心的 tutor，對於寫論文還是練
口語都很有幫助。
除了選修第二外語西語，下學期選的兩門文學
課帶給我的除了是挫折，更多的是練習對文學作品的
解析。是很有意思的一門課。上課多以圓圈圍成一個
討論會、論壇，分享各自對文本的見解及激辯。連
結現實例子並主題式深入，所有的想法需以 critical
analytical thought 的方式歸納於口語表達上。
課堂之餘，我還報名過義工服務，學習如何當一
日服務生，也供應食物接濟遊民。過程有些枯燥，但
是服務時助人為樂的精神和看見人們滿足的笑容，深
深地打動了我，進而持續參加。
Joey &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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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心靈上的啟發：獨立，是堅強的代名詞。一

無名小卒只是願意再多堅持片刻，就如同我在國外這

個人若是不夠自主獨立，內心必定依賴怯弱。無法茁

三百多個日子。此次留學最大的收穫莫過於培養精神

壯，亦無法成熟向他人負責。堅持則是獨立的關鍵調

上的自由，探索自我、不輕易放棄。從對廚藝一竅不

料，因為有一顆不願放棄的心，個體才能堅強獨立。

通，到簡單的零星家常菜；從未接觸西語， 到能上

若是缺少這一味烘托努力，尋夢踏實必然只會是空

臺表演一齣短劇；從家庭旅行到與朋友結伴而行；從

中樓閣的一隅。A hero is no braver than anyone else;

對文學產生誤解，轉而有更多理解。堅持事情的同時

he´s only braver than five minutes. 最初的英雄比起

拋開自我設限，不只活得更自由，還能開發潛能。

①

②
① Food bank rescue project
② Casa 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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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豪∕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去

年八月，我來到西部的第二大城――舊金山，
滿心期待會像紐約般繁華，但似乎和想像有所

大三出國這一年，在舊金山學到了不少東西，

差距。然而我並沒有失望，因為這裡有著獨特的城市

同時想法也改變許多，這年使我大開眼界並體驗了不

風貌，種族非常多元，但還是亞裔居多。這座歷史悠

一樣的生活文化。從初來乍到的不適應，到要分離的

久的城市，藝術文化值得仔細品嘗。

不捨以及成長，我相信這都是學習之旅中非常值得的
體驗，來到國外能學到的不僅僅是課業，因為身處異

下了飛機，室外的溫度非常涼爽，但對於台灣炎

地，所有的事物都得自己來，所以每件事都是在學習

熱的氣候算是有點冷。舊金山屬於地中海型氣候，冬

在成長，像是自己辦理手機門號與銀行帳戶、找租

天不會太冷，夏天也不會太熱。到了住宅區我才真正

屋，回想起來真的做了許多的突破，嘗試許多新事

了解住商分離，即使白天路上行人也不多，但還是有

物，真正地享受生活、把握時間。這一年說長不長說

幾條商店街穿插在住宅區裡。起先最無法適應的是舊

短不短，雖然時間有限，但可以有效率地將其發揮最

金山的物價（現在也持續上漲），因為無論吃住都非

大的效能，盡情享受這一切的新事物。

常昂貴，剛來的時候常和台灣的物價比較，但現在也
逐漸習慣。由於當地亞洲人大部分都來自廣東，所以
四處林立港式茶餐廳，因此也不會吃得不習慣。在這
裡買得到中式食物及食材，有些華人街賣的菜或肉類
也都非常新鮮，價格也不像美國超市那般的昂貴。
在舊金山交通非常方便，公車跟地鐵的 MUNI
系統、出城前往其他城市，包括奧克蘭或是灣區其
他城市的 BART 也很方便。MUNI 系統的車票價格是
2.25 美金，但不論是 MUNI 公車或是地鐵，皆可以
無限搭乘。另外在 Walgreen 裡可以買到類似悠遊卡
的卡片 Clipper，搭乘 MUNI 以及 BART。
在美國的學習環境與台灣截然不同，有非常多的
東西要適應，上課不只是老師在台上講解，更是互動
式教學。剛開始我怕自己回答錯誤而不敢在課堂上發
言，但在美國課堂中沒有絕對的答案，也不會有同學
用奇怪的眼光看你，因為每個人都非常尊重彼此的意
見。漸漸地我變得踴躍發言，這也是我最大的收穫。
在剛來的第一學期我修了一堂課叫做 Values in
American Life，教授是 Stacey Zupan，這堂課主要是

①

從現代藝術去探討美國文化的價值，是一門非常有趣

②

的課。Stacey 教授是一位非常有耐心的老師，她對藝

③

術的熱愛讓這堂課變得有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她出了一份作業，要到 Mission 區的拉丁裔社區看巷
子裡的壁畫。我非常喜歡這份作業，因為它讓我真正

① OCEAN BEACH
② 聯合廣場
③ 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門一景

深入去分析那些壁畫，了解其背後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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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佳寧∕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大

三留學我選擇就讀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對我

Uber 等交通工具，為人們的行程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來說這是一所「綜合」性很高的大學，課程選

學校周圍的道路也是四通八達，非常方便。可能是因

擇十分豐富。就語言系學生而言，第三外語的選擇非

為從小到大的經歷，適應生活對我而言並不是難事。

常多，例如法語、日語、德語，西班牙語等等。另外，

抵達美國後，我用一個星期熟悉環境，了解路線、交

舊金山是一座人口種類繁多的城市，在 orientation 期

通，當地的飲食習慣等。住宿方面，我和其他幾位從

間，我結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有日本、韓國、

未見過面的朋友共同 share 一個 house，因為大家都

瑞典和加拿大。在這裡生活，可以感受到不同文化的

有各自的房間，所以生活習慣和個人隱私沒有什麼衝

沖擊和洗禮。第一學期我修習了法語、詩歌、交流以

突。社團部分，我按照學校規定加入 IEEC 社團，擔

及高級語法、寫作等幾門課程。雖然每學期只有四

任 University Representation 一職。半年中，我們舉

門，作業及報告量卻遠多於曾經每學期十二門的功

辦了 fair 和大大小小的 meeting，向其他同學介紹我

課。在學習和交流中，我享受著與教授、同學的思想

們的家鄉和學校。學期間最開心的事是和不同國家的

碰撞，喜歡發表及接納不同的聲音，是我認為舊金山

朋友交流，他們教我自己國家的語言，偶爾也會 正

州立大學最大的特色。經過一年的學習，有幾位教授

我 有表達清楚的話。我喜歡他們的直言不諱、喜歡

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教授法語的 Prof. Tolga

他們的熱情、喜歡他們的活力，因為這些都讓我在舊

更是讓我收益良多。或許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說，使用

金山的生活和學習增添了不一樣的色彩。

第二外語同時學習第三外語是一項很大的挑戰，然而
在教授的引導下，我覺得學習第三外語變得並非難

「要麼讀書，要麼旅行。」，美國提供了我實踐

事。相反地，我認為學習新語言時，之前所掌握的語

這句話的機會。學習交流之餘，我和好友們一起去了

言起了極大的輔助和推動作用。Prof. Tolga 是一位循

西雅圖、洛杉磯、紐約，拉斯維加斯等地。每座城市

循善誘，認真有耐心的教授，他幫助同學們克服了對

帶給我的感受遠比電視和雜誌上看得更真實震撼。借

新語言的抗拒，讓我們在運用時更加得心應手。

用汪國真的話做個結尾：「打破生活的平靜便是另一
番景致，一種屬於年輕的景致。」一直在歡喜、一直

此外，舊金山的交通十分發達：Muni、Bart、

在分別，是因為我們一直在打破，一直在行走！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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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Los Angeles

語言系

51

繞著地球跑 2015-2016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大三出國留學心得分享

語言系

邱奕承∕美國天普大學

天

普大學位於美國東北方賓尼法尼亞的城市。費

是說，上大學後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好好的玩，慢慢找

城鄰近紐約州和華盛頓州。因此不論是旅行或

到自己想追求的。然而，人總是有惰性，直到大四才

是工作，都不需花太多時間在交通上。天普有 4 個

會回頭省思 4 年來所學到的東西。想著所學和工作雖

校區，大部分學生都是在 Main Campus 上課，因為

有所關聯，但面對未來不確定的因素和人才之間的競

大多數的科系都聚集在此。交通方面非常便利。費城

爭，是否能比別人更勝一籌。

有專屬的大眾運輸系統：SEPTA，再加上有獨立停靠
站，所以來自賓州各城市或者通勤的學生，都是透過

幸運的是，在所剩不多的時間裡，我慢慢找到

SEPTA 的地下鐵和火車往返學校上課。交通費對學生

自己未來的目標和想要從事的行業。在國外的這段期

來說是可以負擔的，來回一趟約 3.6 塊美金。除此之

間，參加許多不同的 Workshop，學習如何建立自身

外還可以購買一個月的套票，無限次數搭乘 SEPTA

品牌、面對未來國際間相互競爭、未來的基本規劃，

的交通工具。另外，天普也有 Center City Campus，

也漸漸找到長處和發現自己欠缺的技能。雖然跟目前

跟隔壁的商業大樓一起共用，我剛好有機會在這裡上

所讀科系毫無關聯，但是找到自己熱愛的事物，並有

課。基本的教室和設備一應俱全，樓下還有星巴克和

計畫地付諸行動，才是更重要的。

書局，不但可以邊看書邊喝咖啡，還有學校的吉祥物
和印有學校標誌的衣服在店裡販售。裡面教學設施非

寒 暑 假 時， 我 也 獨 自 地 到 Richmond 旅 遊，開

常新穎，另有可以容納超過一百多人的大禮堂。剛開

拓視野。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參觀位於 Richmond,

始上課時，還以為自己走錯地方．這裡怎麼可能是校

Virginia 的 Edgar Allan Poe Museum。 雖 然 沒 有 導 覽

區？直到看見天普大學的校旗，才知道與想像中的校

員隨行解說，但商店當中，販有各式各樣 Edgar Allan

園有很大的落差。

Poe 相關的商品，也算是不虛此行了吧！

在這一年當中，不管是學業或人際關係上，都

最後我想告訴大家，不論在台灣或國外，從現在

帶給我相當多實質上的幫助。離開台灣前也給自己定

就開始探索自己的興趣，並開始為將來做打算。因為

下目標，其中包含 Public Speaking Class。這堂課的

大學四年一轉眼就過了。不要找藉口逃避現實，因為

Instructors 不是真的駐校教授，應該說她創立自己的

畢業後就會開始後悔當初渾渾噩噩的行為。在國外的

Public Relation Company，在閒暇之餘來天普大學授

這一年，不但讓我和不同領域的人 Networking 以拓展

課，一禮拜只有一堂，時間是 3 小時。我在當中學到

人脈，也讓我發現自己未來所想要走的路。透過與許

如何有效表達對於某些社會議題的觀點，並舉例來佐

多成功人物的經驗分享，對我的一生有很大影響。

證自己的論點。這堂課需要上台演講五次，時間 5 分
鐘左右，每次都有不同主題探討，所以每個禮拜都要
準備自己喜歡的主題，並和台下觀眾互動。透過這堂
課可以學習如何清楚表達要談論的 Speech 和降低焦
慮感。老師也明確點出我在演講時的缺失：我和台下
聽眾沒有足夠的 Eye Contact。還利用錄影的方式，
告訴我演講時需要改進的小動作，並且給我有用的
Feedback。之後我也改進這些缺點，便能夠有效地表
達看法和意見了。
這一年美國的生活還歷歷在目，下機前往天普的
途中，心裡總是告訴自己，要走出 Comfort Zone，
期盼找到未來的目標和畢業之後的出路。高中老師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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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安∕捷克查爾斯大學

時

間過得非常快，不知不覺我已經在為回國作準
備。還記得出發前自己的緊張和焦慮，除了擔

心能否適應當地的生活與上課模式外，也期許自己可
以在這一年變得更加成熟。但期間對一切事物感到興
奮的心情，也因捷克人的冷漠和辦事效率逐漸感到失
望。但我依然愛捷克的生活、愛布拉格的美，和旅程
後帶給我的強烈歸屬感。雖然不知是否如先前期待般
成長，但我知道自己變得更加獨立，也勇於面對及解
決生活中的難題。我不後悔選擇布拉格作為留學的城
市，這九個月的過程，我看到了這個世界上的美好與
不美好，除了學習接納不同的文化，也讓我更加珍惜
台灣的獨特與美好。
位於舊城區中心的舊城廣場、查理大橋等主要
觀光區，不分日夜四季總是擠滿了觀光客，於是居民
對於每天都湧進大量的遊客而感到倦怠，也造就當地
人冷漠又怕麻煩的觀感。再者捷克的英文普及率比想
像中來得低，路人或是地方辦事人員總是不太願意或
不會以英文交談，此時學習捷克文變得尤其重要，不
僅在超市及餐廳，去捷克小鎮或波蘭、俄羅斯等語言
相似的國家都非常實用，人們也會因此而釋出更多善

①

意。除了肢體語言外，基本的捷克語在問路時也能發
揮不少作用。
查爾斯大學沒有校園，不過學院就坐落在交通便

②

③

利、生活機能佳的布拉格各建築物內。我除了修習捷
克文，也修習了一些有趣的課程，例如這學期的歐中
關係，老師會在課前提供幾份資料，針對閱讀的部分
提出問題及看法後，才會正式進入課程。講解結束後
開始辯論，進而找出妥協的方案。由於這堂課的學生

② 其中一堂課老師
請來柏林市長演
講

人數不多，因此每個人都必須參與討論。在一開始辨

③ 秋天的布拉格

學生會被劃分為歐盟和中國兩組，就某一爭議性問題

析的過程中，我常擔心自己發言不夠具有建設性，或
是表達能力不足，但後來我發現同學對於任何想法都
會仔細聆聽，也很樂意給予建議。因此我不再畏懼，
會適時表達看法及勇於提問，這也是我這一年學習到
很重要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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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紹瑄∕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光飛逝，一年的時間將至，從台灣與家人道別

時

熱忱，有些老師甚至會在白板上記錄學生發言的次

來美國彷彿還是昨天的事，到現在還依稀記得

數，所以回答與提問都很重要。在美國不會因為出席

抵達舊金山第一天的心情和經歷。由於我是和兩個好

就得到分數，而是注重課堂參與及團隊合作，每天上

朋友一起來舊金山就讀，一切就像是三個女生的美國

課都有小組討論，老師也會點名請尚未發言的學生表

冒險日記，從一開始對陌生環境的不熟悉，到現在可

達意見。正因為這種教學方式，才讓我們擁有大量思

以來去自如地穿梭市區，每天都有新的事情發生，也

考和不畏懼表達的能力。

因為有她們在身旁，我才能安心許多。剛到美國時我
一直不敢與外國人交談，因為怕文法錯誤或是發音不

這段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我結交了各國

標準導致雞同鴨講，幸好認識了一個德國男生 Nik，

朋友，把好玩的地方幾乎都去了遍：紐約、邁阿密、

他是我的室友，同為交換生所以他很能理解外國學生

西雅圖、芝加哥、拉斯維加斯……等。其中最讓我難

的不安和擔心。平時我們會一起在飯廳用餐、分享彼

忘的就是在紐約時代廣場前跨年，這應該是每個人都

此的生活及文化差異，甚至學習對方的母語。也很高

幻想過的場景，我很幸運地在 20 歲這年完成，算是

興他願意介紹許多外國朋友給我們認識，甚至邀請

給自己的一個成年禮吧！這一年裡我在各方面都成長

DJ 在家裡舉辦 house party。在這之前我完全不懂國

不少，也謝謝家人和學校給我機會讓我能變成更好的

外的娛樂消遣，七十幾人的派對真的讓我大開眼界。

人。

我能快速適應這邊的生活真的要謝謝 Nik，從剛開始
的懵懂無知，蛻變成如同華裔美國人。
大 三 這 一 年 我 選 擇 就 讀 舊 金 山 州 立 大 學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SFSU)，為一所綜合型大學，
擁有美麗的校園環境和多項設施，如：演奏廳、小型
法院、小型歌劇院等。這所學校的國際學生組織非常
完善，SFSU 及國際學生會 IEEC，皆會舉辦各式各樣
的活動，讓我們從中認識很多朋友。也由於地理位置
優越這項先天條件，使各國的交換生都把該校設為理
想校區。舊金山是加州第三大城市，堪稱藝術之都，
地中海型的氣候使早晚溫差變化大且快。這裏有全美
最佳的海灘、度假勝地、也是極其重要的商業中心，
不僅風景優美、交通便利，更融合了許多不同的族群
文化。
在美國，學生並不像台灣分有系所，他們在前兩
年會修習各種領域的課程，大三才開始選擇主修，所
以學生間的感情和台灣挺不一樣，各有優缺！我讀的
是該校專門提供國際學生學習英文的單位―― ALI，
會在 Orientation 時分級考試，按照學生聽說讀寫的
程度劃分到適合的班級。ALI 裡的學生大多是來自世
界各地的國際生，尤其阿拉伯人與中國人特別多，而
英文不僅是彼此交談的共同語言，也變成大家的第二
母語、課堂中的基本配備。老師很專業，教學也充滿

去機場送阿拉伯朋友

政經系

57

繞著地球跑 2015-2016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大三出國留學心得分享

①

②

③
④
① 規定大家穿紅通通去沙加緬度吃年夜飯
② My babies 結業當天的合照
③ 在紐約時代廣場倒數
④ 在聖地牙哥給太陽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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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子恩∕美國沙福克大學
飛往紐約的班機當下，心中緊張及興奮之餘，

在

兩個學期遇到很多好老師，最推薦的是大家普遍最怕

我清楚地感覺到「出國念書」跟「出國旅遊」

的課：演講技巧。之所以選這堂課是想克服自己。我

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旅遊時，我們以觀光客之姿

從小就接觸英文，背了很多單字、學了很多文法，卻

在短短幾天內走馬看花、探索城市，要顧慮的事情不

不敢開口，就算開口也經常支支吾吾。這學期總共練

外乎就是吃喝玩樂；但這次不一樣，在國外念書一年

習了七次，這是第一次在當地人面前以他們的母語分

除了玩樂，要考慮更多的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學習當

享我的經驗與故事，再加上緊張的心情，我還是對自

地生活的方式並融入。相較於當地人，我認為交換生

己的英文略失自信。在老師 Jodi 的帶領下做了好幾

可貴之處是在「文化比較」的觀點下探索城市的各種

次的練習後，逐漸懂得如何處理緊張、也學會一些演

樣貌及語言的多樣性。

講的小訣竅、吸引聽眾。「不論講的好或不好，台下
都會給予掌聲，所以不要害怕、盡情的試吧！」「不

波士頓是個適合走路的城市，雖然就在距離紐

要擔心妳的英文不好，用妳會的字去結構，大家都會

約四小時車程的地方，風格卻截然不同。有著濃厚的

仔細聆聽的。」、「妳剛才的演講好有趣哦！我很喜

歷史氣息、新舊交錯，也沒有太多的高樓大廈，抬頭

歡！」在獲得同學們跟老師的鼓勵後，英文對我而言

隨時都能看到藍天。天氣好可以去漂亮的查理斯河畔

不再是討厭的考試科目，而是用來與人溝通、傳達自

騎腳踏車、散步、曬太陽、看風景，也是解壓放鬆的

我想法的工具。這堂課是幫助我建立自信的最大功

好方法。再加上波士頓是港口城市，海鮮現撈新鮮又

臣，現在的我已經能很自在的講英文了。

好吃。世界頂尖的學校像是哈佛、麻省理工、波士頓
大學都位於此處，是個專業與地方人文兼具的城市。

在生活適應方面，「朋友」是不可或缺的。在

Suffolk University 的 各 棟 建 築 物 分 佈 在 波 士 頓 下 城

Suffolk 結識了好多從世界各地來的朋友，美國當地、

區，學校生活與市區緊密結合，無論是上學途中、課

日本、韓國、越南、南非、中南美洲、中國等等。踏

堂之間或下課後都能隨即享受到城市風光、體驗當地

出講中文的舒適圈是我對自己的期許，很高興我做到

生活步調。在市區走走逛逛遇到朋友、老師也是再平

了！能有一群好朋友聚在一起分享彼此國家的文化及

常也不過的事情。雖然沒有明確的校園範圍，但建築

價值觀是很難得的，以後到彼此的國家觀光也有專業

物上都標有顯而易見的學校標誌，不用擔心找不到。

地陪相伴，累積國內外的人脈，多好！套一句我在
Suffolk 的輔導老師的話：「當妳交了朋友之後，日子

Suffolk 圖書館擁有相當龐大的研究資料庫，也
提供學生很多學術上的幫助，舉凡寫作、口說、發音

就會過很快，因為生活很精彩！」所以，放寬自己的
心，去看、去感覺吧！

訓練、專業科目都有助教一對一教學。很幸運的，這

Suffolk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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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① Coffee break with international friends
② Applied Econometrics teammates
③ Boston Red Sox vs New York Yankees @Fenway Park
④ w/ our super helpful advisor 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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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柏儒∕捷克查爾斯大學
生中能有幾次在「世界文化遺產」城市中長期

一

量。我很喜歡老師在規劃課程時排入一些實作課程，

生活，而不只是旅遊的過客。原本就十分嚮往

讓同學運用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的機會，如此一來

歐洲生活的我，一踏上捷克的土地便難掩興奮之情，

就不只是老師單方面教授學生，也能活絡課堂中的氣

想要馬上走遍布拉格的每個角落。捷克共和國在歐洲

氛。其中有三堂課令我印象深刻，在國際談判的課程

中位處中心地段，之前曾受過蘇聯共產統治，因此這

中，第一堂課時老師帶一些小遊戲，讓我們了解在遊

裡的建築空間規劃多數也深受當時影響。由於捷克官

戲中如何和同學談判取得分數，並且互相分享彼此的

方語言為捷克語，所以居民英語程度普遍不高，在剛

策略，老師也藉機說明課堂的主要內容和大綱。這堂

來的前段時間需要自己努力適應和解決問題。自從開

課有趣的地方是：我們會在第二堂課分配自己要模擬

始上捷克語課程以後，生活步調也逐漸上了軌道，加

扮演的國家，之後的課堂老師會花半小時至一小時介

上會了一些捷克文後便能慢慢融入當地生活。

紹談判理論和運用在現實中的國際事務。而接下來的
時間則是同學之間要透過實際談判，以便在最後一堂

查爾斯大學的校園分散在布拉格之中，有別於台

課透過全體表決通過大家的談判內容，來取得你的代

灣的大學有整體校園的概念，因此也難得體驗了通勤

表國家所必須取得的分數（尤其 WTO 所採取的是共

上學的方式。一個豐盛的文化總和一條河流有關，蜿

識決，對我們更是一種挑戰）。在國際商務爭端中，

蜒的伏爾塔瓦河自南波希米亞流至布拉格，攀登至一

以講座的方式請來有經驗的律師及商務人員，講授在

旁的山坡上一覽整座城市，跨越河流的橋與穿梭其間

處理商務中的經驗，包含仲裁、調解和訴訟的過程。

的船隻，在戰爭期間捷克的建築也大多保存了下來，
使得布拉格處處皆是風景。

在學期中，老師參照哈佛法學院辦理一場談判遊
戲，同學可以自由參加。我們分成建商、工會、利益

由於所學的社會科學領域涉入較多人文、歷史

團體、州長、地方組織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政府機關，

和理論型的知識，因此課前老師給的預習資料相當大

六組審核由建商所提起的一份建案。每一組有兩人，

社科院一隅 Hollar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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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須遵照的「底線」，一樣透過談判的方式並投票

來到異國不免俗要體驗當地的風俗民情，捷克

來達成決議。在國際公法的課程中，由於涉及法律實

的傳統節日也是十分有趣，查爾斯大學的國際學生社

務，因此對我來說算是十分困難。平時必須在課前熟

團也會不時舉辦各種活動，幫助國際學生認識當地和

悉老師規定閱讀的法條，以便於在課程中了解老師舉

彼此。在一些節慶中，如果有認識外國朋友，也可以

例之相關國際中途與解決過程。最後一次上課，老師

互相邀約，甚至是拜訪對方家中，體會不同的文化習

特別舉辦了模擬國際法庭，分成兩個爭端：當事國以

俗。捷克除了以啤酒消耗量聞名以外，冰上曲棍球

及法官組。同學們在法庭中以衝突事例援引相關的國

（Hokej）更號稱是捷克國球。除了冬季去看比賽之

際法條互相質詢並說服法官，而最後由法官們共同發

外，也可以往山區的方向走，在滑雪場中盡興享受滑

表意見與判決收場。

雪的刺激，滿足在台灣根本難以見到雪的心情。

①
③

②
④

① 課程 -- 國際談判模擬世界貿易組織西班牙代表
② Holloween Parade
③ 和朋友一起度過復活節 Šťastné Velikonoce~!!
④ 布拉格城堡 Pražský h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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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俐蒨∕美國賓州印第安納大學
開心大三來到 IUP，雖然是個座落於小鎮的大

很

來 到 IUP，

學，交通略為不便，但我覺得我適應的很好。

也上了許多有趣

有別於大城市緊湊的生活節奏，賓州的環境非常優

的課，像是上學

美，建築物都帶有點復古的酒紅，同時酒紅色也是學

期的人體解剖及

校的代表色，我非常喜歡。學校有提供公車系統，讓

這學期的創意寫

學生得以到附近超市採買日常用品，或前往 mall 逛

作與公共演講。

街看電影。其實商店不遠，所以我偶爾喜歡沿著學校

我本來就嘗試寫

走，邊欣賞學校附近的美景，看看藍得不可思議的天

作課增進語文能

空，享受愜意的生活步調。校內時常舉辦活動，只要

力，這學期的創

有學生證，票價都很便宜甚至免費。我常和同學們相

意寫作讓我有機

約看球賽，或是欣賞各類表演藝術，像這學期就有百

會以英文寫詩，

老匯．媽媽咪呀來學校演出，非常精彩。

甚至寫小說，我覺得很特別也學到很多。美國的教育

解剖學與創意寫作課

方式很注重思考和發言，慶幸在蘭陽時老師就讓我們
離 IUP 最近的城市是匹茲堡，先前因為機票價

多閱讀及思考，雖然剛開始上課還是會害怕，但我覺

格的關係，和同學們提早來到美國。趁著新生周開始

得 IUP 有很多很棒的學習資源，像是寫作中心跟口

前的一個周末，我們有幸到匹茲堡晃晃。可以從建築

說中心，我常常光顧寫作中心，糾正不少作業上的文

物看出曾經的工業繁華，市區內有很多大橋與博物

法，也可以學到很多實用的寫作技巧。

館，我們選了卡內基博物館參觀一整天。博物館的初
衷是為了讓沒有機會出國的市民，透過博物館欣賞來

其中我要特別推薦兩個 program 是 conversation

自世界各國的文物並增進知識，所以館藏非常豐富，

partner 與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program。這是特別

還有著名的恐龍化石。來到匹茲堡一定要去搭曾經是

為國際生設計的，一個是配對當地學生作為學伴，另

運輸煤礦的纜車，在觀景台可以一覽城市美景，個人

一個則是配對當地的家庭，透過這兩個 program，增

建議下午前往再待到晚上，因為白天與夜景各有不同

加與當地學生及家庭的互動。除了了解更多道地生活

樣貌，非常美麗。喜歡運動的同學們也很有福氣，因

文化，也能訓練口說。不要擔心能力不足，只要願意

為匹茲堡有棒球、美式橄欖、冰上曲棍球，唯一缺了

並積極主動去尋求資源，在美國的生活會很精彩的。

個 NBA 城市代表隊。因此我也在匹茲堡欣賞了各個

很開心學校有這樣的大三出國政策，也感謝家裡的鼓

不同的球場賽事，現場 LIVE 真的很震撼也很特別。

勵與資源，讓我大三這一年收穫滿滿。

①

②
③

④

① 校園風光
② 我的超 nice 轟
家
③ 纜車觀景台的
風景
④ 我的美國學伴
stepha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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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運威∕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很

高興大三出國能來到 WSU，維諾納很鄉下，

能在 WSU 能夠修到這門課。心理學老師雖然不像歷

Uber 都要等一段時間，但是這裡的人非常友

史老師經常要求學生發言，但是學期間共有十二次小

好，幫助我迅速適應在維諾納的生活。雖然交通不是

考、四次大考，還有很多 Paper 要交。每天都在不停

很方便，不過學校附近就有兩家大超市跟幾間餐廳，

地閱讀老師的 PPT 和 Textbook，尤其是大考時有 50

所以生活上倒也不覺不便。但是當地冬天非常的長，

道題，所以一定要提前看 Textbook，否則臨時抱佛

大概從十月開始慢慢變冷，今年更是冷到 -25 度左

腳一定看不完。Mass Media 是我在 WSU 修過最有特

右，而且持續到三、四月。如果想要出門可以選擇走

色的課程。這門課有兩百多個學生，課程是兩個半小

路和搭公車，但是公車是二十分鐘一班，所以冬天出

時。老師是一位非常幽默的教授，雖然老師無法和所

門一定要做好保暖。

有同學互動，但是課堂絕不無聊，會不斷想聽老師講
課。不過由於一周只有一堂課，所以課程結束前都會

上課時老師非常希望同學們在課堂上有所互動，
因此預習變得非常重要。我修的其中一門課叫 US

伴隨著 30 到 50 道題的 Quiz，所以上課前同樣需要
提前閱讀，差不多也是 50 多頁。

History Since 1865，教授很會以問題引導同學發言，
如果沒有人願意表達，老師也不會特別找學生發言，

在美國上課讓我發現閱讀能力真的非常重要，很

而是改變問題的問法直到同學能夠回答。不過想要學

多課都有必要提前預習教科書，如果沒有足夠的閱讀

好這門課就需要每天閱讀，這門課一個禮拜有三堂，

能力會非常辛苦。

每次上課前都要提前讀完 50 頁的 Textbook，否則上
課很難參與其中。照片是這門課的兩本教科書。其他

在校園內住宿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那就是體育

我 還 修 了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Japanese 101

館距離宿舍只需五分鐘的路程。體育館有三層樓，設

102 202、日本文化和 Mass Media and Society。因為

備大又齊全，光是籃球場就有四個全場，還有兩個室

我本來對學習語言就很有興趣，因此學習日語對我來

內排球場及健身房。而且因為有足夠的暖氣，所以冬

說算是比較輕鬆的課程。教授是日本奈良市人，所以

天也能著短袖來鍛煉身體。我今年分別參加了羽球社

偶爾能跟教授學關西腔，很有意思。

和排球社，所以對 Gym 一點也不陌生。很高興學校
有大三出國的系統，也很高興能夠來到維諾納，讓我

心理學入門也是一門非常需要閱讀的課程。我一

大三這一年收穫很多。

直都想學習心理學，可惜蘭陽校園無法修習，很高興

③
①

②

④

① 冬天的校園
② WSU 體 育 館（ 健
身房）
③ History Textbook
④ 宿舍交誼廳（晚上
很熱鬧很多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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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筠雅∕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_ 沙加緬度分校
年八月，我滿懷著夢想和不安的心情，從桃園

去

一開始我們便決定分工合作並一起討論，但這也是我

機場前往沙加緬度，展開我將近十個月的國外

最害怕的事，因為聽不懂而害怕自己無法參與討論。

求學生活。第一學期我選擇的幾乎都是商學院的課

後來我明白只要把想法說出來，無論好壞都是參與討

程，在沒有基礎的情況下，我必須花比別人多一倍的

論。也因為要表達想法，所以一定要理解上課的內

時間去理解其中的內容。之後我漸漸習慣每天都有看

容，才能把意見融合進報告裡。出國的這一年讓我學

不完的書以及作業的生活。其中我很感謝運動理論的

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有實體也有文化層面。很開心

啟蒙老師，鼓勵我們去批判及思考，了解美國境內文

這次出國的經驗讓我不再像以前如此徬徨無助。

化的矛盾與思想的進步；還有種族融合的優缺點？為
什麼提到種族問題，大家都沒有更深入的表態？在這

至於旅遊除了鄰近的舊金山，我去了夢寐以求的

學期我認真體會到我有多愛我的家人，謝謝他們永遠在

奧蘭多迪士尼樂園和環球影城，感受西雅圖的綿綿細

我迷惘無助的時刻鼓勵我，讓我找到繼續向前的動力。

雨及聖地牙哥的熱情。每一次的旅行都帶給我不一樣
的體會。例如聖地牙哥的動物園透過與可愛的動物互

這個學期我嘗試和上學期不一樣的課。也因為先

動及餵食，傳達知識與保育的觀念及更深層的警醒。

前的經驗，讓我這學期對課業越來越熟悉。我發現美

保育員還會解說為什麼要這麼做、如何改善讓地球變

國的上課方式真的會啟發個人的興趣。我選修了各種

得更美好。這也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愛動物園，因為我

不同的課，發現自己對行銷很感興趣，財經可以理解

非常支持對野生動物的保育態度及觀點。最讓我難以

課程但不是很喜歡。這學期我最喜歡的課是 business

忘懷的是坐在郵輪上眺望整個西雅圖，這種感動我從

law，透過老師講述自身經驗，把複雜的法律關係分

來沒有過，也因此讓我愛上西雅圖這座城市。雖然時

析的簡單明瞭，讓我知道法律其實沒有想像中的枯

常陰雨連綿，但也有著耐人尋味的氣息。大三出國不

燥乏味，也更瞭解如何運用及其重要性。這學期我

僅使我了解自己，也發掘我對某些領域的興趣，更讓

的 team work 佔了很多，共有三堂課需要小組報告。

我知道未來我該朝哪個方向前進。

①

① Seattle

②
③

② San Francisco
④

⑤

③ Disney Land
④ San Diego 海邊
⑤ San Diego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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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明∕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這

一年所經歷的文化衝擊與交流都是難能可貴的

在課堂上我發現西方國家學生的發言率並非印

經驗。首先，維也納人克守本分的精神讓我很

象中那麼踴躍。確實班級裡主動發問的學生有比台灣

是震驚，對於屬於自己工作職掌範圍的事情必定知無

多了些，但也就固定幾位學生。其餘的學生有專心寫

不言、言而不進。但是非自身的工作，便全然無法解

筆記的、一直滑手機的、也有愛講話的。就課堂表現

答，因為這不是份內的工作。像是有次在維也納主火

而言，當地學生與台灣學生並無太大的差別。我認為

車站 (Hauptbahnhof) 的旅客諮詢中心，我聽見一對

我們不需要太貶低自己或是高捧他國學生。

愛爾蘭籍旅客想詢問客運的資訊，櫃檯人員只冷冷地
回復：「這兒是火車站，你不該來問我。我也不知道

維也納是個十分國際化的城市，德語課就像是

客運公司櫃台在哪，你應該自己要知道的。」當下我

迷你聯合國，能認識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在實際

覺得櫃檯人員十分不友善、也非常不稱職。事後回

相處後會發現我們不該以偏概全的看待他們，每個國

想，先明白自己的問題、問誰與詢問地點，確實也是

家都有不同的文化，例如，在台灣常常聽到歐美國家

應該的。畢竟若得解答每位旅客五花八門的問題，那

習慣人與人之間保持一段距離。然而我認識的西班牙

麼車站人員非得是部人體搜尋引擎才行。至於服務態

人、義大利人、希臘人都說並不是這麼一回事。但一

度也是一大文化衝擊，在台灣「賓客至上」是我們非

年相處下來倒也發現了有趣的地方：「你好嗎？」這

常引以為傲的服務業精神，然而這精神並非全球性

句話實際上只是招呼語，普遍不會有人期待你回應

的。在維也納期待商店店員親切的歡迎與溫暖的微笑

「我不好」。有時當我回答「還好」或「不怎麼好」，

是不可能的。人人板著一張臉。他們並非不友善，只

都讓我的歐洲朋友們有些尷尬，這也是經過交流後才

是對他們而言微笑不是工作之一，結帳與找零才是工

學到的。就像長輩們常用台語問候對方「吃飽沒？」

作。儘管維也納給初來乍到的我一個冰冷且不友善的

一樣，只是句招呼用語。

印象，我仍然很愛這個城市。特別是他們的生活步
調。

這一年的留學經驗幫助我摘下了對於西方人的
有色眼鏡，消除了對他們的歧視。我發現台灣人在學
對於台灣人而言，到處都有全天候營業的便利商

習上一點都不遜於歐洲學生，而生活習慣上的不同也

店，但在維也納，除了餐廳以外的店家，都在晚上 8

讓我學會了包容、反省和用不同的視角來看待所謂的

點就關門了（很多甚至是傍晚 6 點），並且週日公休，

不一樣。沒錯，雙方文化上確實有所差異，但我認為

然而我卻一點也不討厭。換個角度想，這表示維也納

沒有絕對的優劣。

人工作與生活是平衡的。大家都有時間陪伴家人、朋
友或是任何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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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朋杰∕美國天普大學
下不到三個月我就要離開美國，返回蘭陽校園

剩

的 enrichment course，相對於聽說讀寫，是一堂較為

繼續完成我在台灣未完成的大學學業。一眨眼

放鬆的課程。除了語言是課堂中首要克服的障礙，畢

我在美國也待上十個多月了，回想起來，所有事情皆

竟選擇來美國念書就是為了要精進自己的英文實力；

歷歷在目，不管是學習上的經驗還是遊玩的回憶都好

還有對我來說最大一項的挑戰：上課發言。在台灣別

像昨天才發生一樣。重新細想當初選擇天普大學為大

說是主動發言，連老師發問我都不是很願意回答。但

三出國留學的學校時，愚昧地的以為天普大學的所在

是美國的教授卻期望能聽到班上所有同學的聲音和答

地費城，只是個充斥著黑人文化以及治安普遍落後的

案，同時也會留時間給學生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觀點。

東岸城市。沒想到利用這段留學時光深入了解這座城

所以我一直不希望老師知道我名字的發音，更不希望

市後，我竟然對這一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完全改

被記住名字；最後需要適應的是班上的同學，因為大

觀。除了全美第五大城市之外，費城還是美國最老、

家都來自世界各地，法國、義大利、科威特、伊朗、

最具歷史意義和最重要的城市。因為當初美國發生獨

韓國和中國。也有自己的文化，所以相處起來必須格

立戰爭時，費城是獨立運動的重要中心，同時也是

外小心翼翼。但是因此而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也能

獨立宣言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更瞭解各國文化的優點和故事。在費城除了上課，我

和美國憲法起草與簽署的地方；再則，費城雖屬黑人

也去了許多城市參訪景點，包括具有自由象徵的知名

佔大多數的城市，但是治安的問題並沒有想像中的嚴

歷史古蹟：自由鐘和獨立廳，也跟著美國室友一同前

重，尤其是天普校園和附近的生活機能圈，隨時都能

往棒球場和籃球場觀看美國職業棒球和職業籃球的比

看到認真工作的警察在值勤，讓人倍感放心。

賽。不管是費城人還是七六人的比賽都留有我奮力打
氣的身影。

開始上課後，我才漸漸發覺學校的語言課程並沒
有想像中的輕鬆，除了基本以及固定聽說讀寫的課程

由衷感謝父母和淡江大學給我出國留學的機會，

之外，還有每週一堂的 short course，是可以自由選

這一年裡在美國和費城製造的所有回憶都將成為我這

擇並且屬於從玩樂中學習的課程；另外每個禮拜兩節

一生最寶貴的回憶。

Bryce Can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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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普大學的歡迎布條
② 前往美國西岸的班機上

①

③ Golden Gate Bridge
④ 費城所居住的宿舍 The View at Montgomery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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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廷葳∕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_ 長堤分校
為加州步調緩慢，而且每天都是晴天，所以大

因

發現阿拉伯人非常有錢、中國人很愛周杰倫；韓國人

家都說加州是個適合度假的好地方。不單是遊

自我意識強、日本女孩很有禮貌，跟他們的交流是一

玩，我也因為讀書而學習到很多。剛來的時候雖然很

項很難得的體驗。剛好幾次活動下來我和韓國學生感

不安，但我很快就適應了當地的環境，並且遇到許多

情很好，聖誕節會交換禮物，萬聖節也一起辦活動及

貴人的協助，於是我在第二天就把銀行和電話相關的

刻南瓜；還在假期時一起去舊金山玩，過程中完全沒

大小手續都辦妥了。

有受到國籍的影響，甚至還說以後有機會可以去韓國
釜山找他們玩。我也意外地與班上的日本同學很聊得

學校的圖書館很舒適，設備也很齊全。平時也可

來，分別了還真有點不捨。但要注意的是與不同國家

以到 Horn center，美國學生常會在裡面休息；校內

的人相處時要謹慎些，因為大家接受玩笑的限度不一

有一棟學生中心 USU，可以打保齡球和撞球。我住

樣，要是因為黑色幽默而冒犯他人就很糟糕了。

的是 homestay，環境乾淨只是和學校距離不近。此
外我就讀的是語言課程，在來之前我確實因為分數關

在加州的生活不知不覺也快要一年了，仔細想

係沒有報名到正式課程而失望，但是讀了語言課之後

想真的累積了很多的回憶。美國是個熱情的國家，因

卻一點也不後悔，甚至認為是很棒的經驗。我很幸運

此在路上有可能會被詢問穿著打扮、服飾何處購入。

在兩個學期都遇到了很好的老師，他們不只是教授課

他們不吝惜給予讚美，對於陌生人也一樣。放假時我

程內容，還告訴我們在地人的思考模式、如何說話像

們跑了很多地方：被熱鬧渲染的紐約、下雪且平靜的

native speaker，而不是生硬的只懂得翻譯。而我的寫

波士頓、拉斯維加斯、壯麗的大峽谷、舊金山、玫瑰

作老師時常訓練同學思考，丟問題與同學對話。我很

之都波特蘭，在過程中可以體會各個城市的不同，進

喜歡互動類型的上課模式，不會呆板無趣。

而發現自己最喜歡的地方。每一趟旅程都是很棒的經
驗。隨著各式的課程與旅行，我也重新回顧了自己的

在語言課程中，我認識了不同國家的學生：韓
國、日本、阿拉伯、越南……等，在相處的過程中我

價值，出國一趟收穫最多的也許不是英文，而是旅行
而得到的體驗。

④

①
③
②
① 加州迪士尼

② 跟韓國朋友在舊金山
③ 與老師合照
④ 紐約時代廣場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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