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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三 劉蓓璇 

布蘭登大學 

THE THOUGHT ABOUT GOING ABROAD FOR ADVANCED EDUCATION 
並不像其他人去國外一定非得跑去著名景點玩，這也因為自己留學的地方是

加拿大很偏僻的小城鎮是一個因素之外，再加上自己忙的沒時間規劃。又不如

說，自己沒有魄力劃開自己的方向吧! 

雖然很羨慕人家可以去著名景點玩，但是不可否認的，這一年可以說是學到很

多，不管在學習態度上，受挫復原能力，以及人際關係(雖然一定要跟我頻率相

當人做朋友，才有話聊)。 

    從居住環境來說，加拿大是個很美麗的地方，連偏僻人煙稀少的布蘭登，街

道可以豐富到像個畫，美的像首詩，雖然可以肉眼觀看到的鳥種類並不多，烏鴉

叫聲更是常繚繞在我耳邊，印在我的視線裡，就在那下課的午後。楓色葉片落滿

地面，街道兩旁，住宅周圍，都是排排站的樹，把整個布蘭登染成楓紅，增添喜

悅和富饒的氛圍… 

 
(秋天的布蘭登) 

 
(雪片飄飄的布蘭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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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瀰漫著寧靜祥和的氣息，這跟加拿大市民的修養相映成趣，甫至學校，

就受到一些人幫助，譬如，妳臨時找不出零錢,卻有人幫妳付;街道上來往的車輛

都會禮讓行人;同學喜歡幫助別人(真不知請教多少人了^^);自治的不會影響別

人等. (註一) 

 

    在學習方面，經歷過種種的挫折和磨練，才知道想要收穫是需要一段艱難的

過程，也許那令人沮喪，令人無奈，但是在推開回憶門的剎那，翻開以往的學習

資料，才深深珍惜那麼可以淬煉自己的機會..-那種英文可以進步，思考立可以

提升的機會-對自己過往的感動油然而生，赴往加拿大，才知道一切的挫折是發

動成長的開端，而安逸只是怠惰的開始，回想以前在蘭陽喜歡吟詩看小說散文的

悠閒日子，雖然可以使自己文筆進步，可是卻耗費大量時間沒做思緒的整理，獨

不見專業之再整合再成長。 (註二) 

說到教育體制差異，最主要的就是加拿大很重視獨立思考! 

雖然蘭陽的作業一定比布蘭登多，可是不論在考卷試題或是報告挑戰度，就

我在蘭陽交報告的經驗比起來,就可以體會＂台灣的研究生當大學生用的感慨＂!

試題都是問答題,不是要你把答案全部寫下來(缺一不可),就是要妳比較兩個以

上的政治制度或是表達自己的看法。在報告上，學生必須自己定題目自己查資料

找答案，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證明。不像以往做的報告都是借用別人的

結晶再重複一遍!到現在，我還是很懷念在加拿大去圖書館拼作業的日子。 

另外，學生們很喜歡踴躍發言，甚至可以看到在老師問完問題之後，有些人直接

在課堂上討論，這讓我這亞洲人感到興奮。藉由發言，可以和學生有更多了解，

更讓老師知道你的專長和用心! 

學習，到處是機會，只是看當下人會不會運用和把握，這也是在加拿大學到的，

不是說把自己的命運付諸自認可信任的機構或是任何人就會安然無恙，順風而

行，卻有隨時被海浪顛覆的危險。 

      Many students always think the cram school(EAP) can give them enough 
information about what they want. But the problem is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methods to study, the important thing for anyone is to find the proper way, the 
suitable means, for you. If you do not take any responsibilities for you, just think the 
program can help you, it is really a big misunderstanding! 
      There are many ways to learn, study, or get what you need, when nume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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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s, which are around you, try to help you or just be here, what people should do 
is to create or grasp the opportunity, not just enter the program to help you. 
    永遠都不會想到以為可相信的到後來卻是最不可相信的，只能相信自己，相

信專業，相信自己的目標要和手段 should 一致。或許說，自己必須對自己負責

任，每一步都是自己的決定，每個後果都要自己負責。在這個過程裡，雖然對語

言學校的體制或是教學進度不夠理想，但自己又盡了多少力?有如烏龜慢的拖延

和懷疑對自己沒有信心的決定都是造成敗筆的要件之一。 

                        很多時候，老生常談不這麼吸引人去崇拜，去信仰。  

                        很多事後，才知道經驗卻是證明老生常談是對的。 

註一： 

在不同於亞洲的國度裡，每天跟一堆不同的人，不同的文化生活在一起，一起上課，一起吃

飯，以及比鄰而居，卻都從來沒發現有什麼不一樣的，也許是我性格上的自閉等以至於減少可以

和外國人接觸交流的機會，或也許因為文化種族不同而有排他的感覺，甚或另一種可能，覺得自

己英文爛到都懶的聽別人說什麼，除非他跟我說話，否則只聽到一堆"雜音"，也就是說，一曲未

經指揮指導的交響樂。 

  人家說，走遍很多地方勝過唸一本書，這在加拿大一點也不為過。卻是讓我這喜歡埋首於家

裡過獨居小孩的生活大感受益，發現跟本國(台灣)的差異。在一次跟朋友逛 winners 的服飾精品

店的過程中，挑選衣服卻也發生了一些小小插曲。 

  亞洲人習慣在換衣服的當下，直接把自己的舊衣服往衣架或衣堆上放，反正不管怎麼放，就

一定放在自己身手可以不必費力去拿費力讓雙腳移動的最佳位置。至於外國人老媽媽或是年輕女

孩，一致往手上放，不管再多的衣服都是無所謂的，反正到最後都是要進更衣室一件件換。要不，

就是直接把衣服任何物品輕放在地上，Oh，my goodness!在我看來是個會讓自身感到麻煩和不便

的舉動，在他們的文化背景裡，小小的手足動作卻是自我管理的深刻意涵。 

  好幾次的發現，卻帶給我慶幸，不虛此行卻是一年外國生涯中眼中的發現的文化，這不是隨

便計畫旅遊中可以附帶看到的自我反省。日本，經由書當媒介，讓我了解過去日本的文化和事實

背後所代表的意涵，可是卻不知道如何開啟這一扇門進入真正的日本生活，聊天嗎?重點是很多

文化好像都快失去可以自我成長的空間，轉變成大家再面對一件事情看似相同，相同的反應，相

同的認知，別無一致。在書堆中能看的，接觸到的，心靈感覺的，卻沒有經由直接接觸，細心觀

察和比較每個人的小細節，還來的切實些。那種日本人在朋友面前表演自己的鋼琴專業前的正式

著裝，黑色小禮服，以及每次吃飯吃的不急不徐和吃的節制，決不會像有些人吃像難看令你飽受

驚嚇，而是一種自我節制，合乎中道的精神表現， 

  雖然踏過不同的地方必有所得，我還是要這麼加一句，交到對的朋友卻可能是人生的轉捩

點，甚至是成長的動力，從來就沒想過大三要開始準備攻讀研究所得計畫，卻被一位淡水學姊互

相討論和提醒，這才開啟了漫長和對自己負責的未來之路。 

  曾經想過身旁不再有吸引我的可能,不會再回到大一在淡水頭腦充電的時光,卻在加拿大之

求學路途中塗上新的色彩!  

註二： 

剛剛才剛使整理一頁又一頁的 papers 和一堆雜七雜八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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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不經意的信手翻開以往的回憶  

那個艱苦的外國生活  

 

那是發生在上學期我剛來修政治的時候 

語言又不好 

又面臨教育體制的差異 

寫 paper 寫的暈頭轉向 

一堆書一直要唸 像水龍頭裡的水一直流出來 更像被施過魔法的杯子裡 一直生出水來 

可以感受到資訊爆炸的威力 

真的好辛苦 

 

又一頁一頁的翻回過去 

卻也一次又一次的清醒 

那種經驗得來寶貴 

那種在通往美好的彼岸的過程卻是如此艱辛 

卻在無可預測的未來看到過去 深深烙印的痕跡 

那種打拚的過程 通往彼岸的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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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劉興昌 

加州州立大學沙加緬度分校 

從小我的夢想就是可以出國留學，進入淡江大學蘭陽校園的期間，有幸獲選

交換生，讓我得以在家庭允許的經濟範圍內，實現出國留學的夢想。就我而言，

雖然只有短短一年不到，但是卻開啟了我的視野和敞開的心胸。 

台灣是世界多元文化的熔爐，從小在台灣長大的我，深深受到外國文化的吸

引，特別讓我憧憬的就是西方文化。 

起初剛到美國，不熟悉的空氣讓人感到陌生和恐懼。當我和其他幾位同學第

一次走在美國街道上，正要去買東西吃的時候，遇到了一個奇怪的美國黑人向著

我們咆嘯：「WOW! Japanese in town!...」我們幾個先是一陣無言地看著他，因

為我們根本不是日本人，然後也不敢再多看他一眼即默默地離開。這是我第一次

感受到美國人所謂的「種族歧視」。另一個經驗就是在等紅綠燈過馬路時，有些

駕駛會搖下車窗，對著我們一群人咆嘯不雅的字句後便揚長而去。這在台灣其實

有點難以想像，不過台灣人對於多元文化跟不同族群間的包容與接受度是非常高

的。在台灣，我們對於外國人幾乎都是非常地親切；在美國，外國人的我們並不

會受到相同的待遇。種族歧視在法律上是重罪，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依舊層出不

窮，因此我們留學生更要有包容的心，才不至於因著特定的事件，做出不合宜的

反應，為自己招引到麻煩，做出歧視其他人的行為。 

不過，美國還是有好人的啦！當地人說，入夜後治安情況較差，除非你有車，

否則避免在晚上獨自行走在路上。這不是僅限於外國人，而是連當地人晚上都不

愛出門的原因。對於在台灣喜歡有夜生活的人，天黑後可能就只能好好研究課業

或另外找事做囉！ 

生活上，除了要注意周遭環境和自身安全外，就剩下民生必需品了。在美國，

很多台灣看得到的日用品牌這邊都有，像是知名品牌洗髮精、沐浴乳、香皂等，

千萬別從台灣帶過來！唯一需要帶的，就是一組旅行用組合，足夠用到在美國購

買之後即可。 

另一個生活上的重點就是服裝。就我所知，在台灣所謂的名牌服飾，在美國

幾乎都算是平價路線，而且種類品牌繁多，任君隨便挑選。所以，如果有意思在

這邊買衣服的人，從台灣帶幾件夠穿就好。包括我和周遭同學共同有的遭遇是，

帶了太多的衣服來美國，也買了很多，導致行李超重或是必須先郵寄回台灣，運

費所費不貲呀！這點倒是要切記！ 

學習上，開學第一週真過得非常戰戰兢兢，除了要克服不同教授的發音腔調

之外，發言或是和同學討論時還得中文思考再翻譯成英文，因此，很難和同學能

在課堂上即時討論。美國的教育方式很注重班上互動，教授和學生、學生和學生

之間，很多老師都會列為評分重點。這是個很好強迫自己用英文思考的機會，少

了中文轉換英文的時間，要說出順暢的英文絕對沒有問題。就我而言，這一年英

文進步神速，特別是口語溝通，已經可以正常對答，雖然還是不及 native 

speaker，至少已經比在台灣的情況好太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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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為了不讓自己遺漏老師的上課內容，出國前我先準備了可以上課

錄音的工具。目前市面上有很多 MP3 播放器皆有錄音的功能，如果有的話可以

加以利用。至於我的方式，則是 iPod +錄音套件。雖然這樣的組合價格比 MP3 播

放器貴了點，可是效果倒是非常地清晰，在一般的教室裡的任一個位子都可以錄

得非常清楚。不過，前提是一定要徵詢上課教授的同意才可以開始錄音，甚至是

在學期末的時候，把所有的錄音檔拷貝給該授課老師一份，以表示尊重。 

在課餘之時，有問題可以和同班同學討論，不然就要多多利用教授的 office 

hour。自己苦讀雖然有效果且效率高，但是卻少了和班上同學及老師的互動。在

課堂上，要勇於表現自己，讓老師留下好印象。這點通常是來自東方的學生所欠

缺的，我們或許會以為這個人怎麼這麼愛現，但是，從小受美國教育長大的人，

上課踴躍表現是被視為正常且積極的表現。這是讓老師能夠理解你對於該課程的

用心與熱誠！ 

除了課程之外，平時的休閒活動就是參加教會的活動聚會了。起初，會覺得

怎麼會有一群人對我們這些素昧平生從淡江來的學生這麼好？請我們吃台灣

菜、道地小吃、珍珠奶茶等原在地球另一端才吃的到的東西；請我們去附近的風

景名勝遊覽，聞名世界的太浩湖(Lake Tahoe)、舊金山金門大橋等需要車子才去

得了的地方遊覽。他們的動機非常單純，只是希望透過和他們的相處，讓我們也

能夠認識他們共同信仰的這位神。除此之外，我和其他幾位同學也固定參加了星

期五晚上的英文讀經聚會。藉此，讀英文聖經除了可以增進英文閱讀理解能力，

還藉此融入了當地美國人的家庭。在長期且固定的聚會之下，不但英文閱讀變好

了，口語溝通更是突飛猛進。從一開始沒自信地說英文，一年後，已經可以和美

國人應答自如了。更重要的是，我找到了一輩子的倚靠與寄託：主耶穌基督！ 

放寒假或是春假時，可以好好地和同學規畫出遊的行程。在美國，平時除了

周休二日之外，沒甚麼其他的假可以放了。特別的國定假日也幾乎沒有在放，因

為都保留到春假及寒假了。總之，寒假期春假真的要好好利用，除了放鬆及紓解

壓力之外，還可以到處見識美國到底有多大！就我而言，今年寒假去了美國東岸

和佛羅里達州，到了很多世界著名的景點觀光，同時也會發現，美國真的比你想

像的大太多太豐富了！春假時，和同學往南加州去旅行，一路從北加州沿著海岸

公路玩，最遠到達聖地牙哥。美國這麼大，好玩好看的東西真的不勝枚舉，重點

是到美國各地去接觸感受不同的環境與氣氛，接觸不同地區的人，這樣的經驗是

非常寶貴且值回票價的！古人說，讀萬卷書不如行萬里路，我在美國到處旅行印

證了這句話，這也是我除了課業之外，最為寶貴珍惜的收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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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拉瓜瀑布) 

 

 
(黃石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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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軟三 馮必豪 

加州州立大學沙加緬度分校 

留學一年我得到什麼？ 

    留學一年我得到什麼？其實這應該是很多出國留學生心理最想捫心自問的

話吧。我想，我得到的是寶貴的經驗，以及永生難忘的回憶。 

    想當初，報名這間蘭陽校園，意外得知大三必須出國留學一年。生長在鄉下

地方的我，對於「出國」這件事情根本沒想過，也不敢想。對於外國人的印象，

頂多就是從那帥哥美女雲集的電視影集中獲得資訊；而英文，也只是考試的工

具。大學兩年，稍縱即逝，很快的我就急急忙忙的準備了出國必備的物品。護照、

兵役表、日常生活用品、護身符、當然還有父母的期盼。老爸老媽總是期盼我可

以替馮家添光彩，我也知道這對我們是很重要的，畢竟在我們這家族中，擁有高

學歷，高知識的人才實在是太少了。務農人家總是希望自己的子女能夠遠離這「辛

苦的務農生活」，不要用「身體勞力」來賺錢。第一次出國，就要在國外連續待

個八個月，對於我這位完全沒有出過國，就連澎湖、綠島都沒去過的人，真的是

有很大的期盼，對於未來種種充滿驚喜。飛機起飛，身體離開台灣國土，心卻還

留在台灣這塊地，但腦中卻已經浮現美國的各種情景。飛機上嘰嘰喳喳，都是聽

不懂的語言，就連空姐講什麼，我也只能 yes or no 的回答，連要杯水都對我是

分煎熬。第一次來到美國，同行的同學們各個都非常興奮，但人生地不熟的，我

們錯過了往 Sacramento 的班機。對一般人來說，錯過班機是可惡又可恨的，可

惡為何會這麼笨，可恨為何會錯過；對我來說，這卻是一個蠻妙的開始，一個全

新的生活，從驚奇開始。機場的空服人員對我們說「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 

come to America?」  「Yes!」  「Such a bad begin, right? Welcome to 

America」。這段對話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之後親切的空服人員就拿給我們幾條

毛毯，讓我們在機場過夜。之後，經過一番折騰，我們終於到達了 Sacramento ，

來接待我們的是 ELI 的親切教職員，以及在 Sac State 的同學會會長。看著萬

里無雲的天空，看著金髮碧眼的路人，看著一望無際的沙漠，我終於來到了美國。 

     在美國這段期間，我和一般同學不一樣的地方是在於我是選擇住外面的。

因為一開始學校提供的宿舍要求要事先繳交一大筆金額，但遺憾的是我並沒有那

個能力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湊到這麼多金額，所以我只好用學校網站提供的租屋

網站找到了現在這棟房子。這間房子的房東，是位美國人，但是房東太太是位親

切的台灣人，就因為這樣我毫不猶豫的搬進來。從對話間得知，我有另外兩位室

友，一位是日本人，另外一位是 ABC（大陸人）。在這段同居（？）期間，雖然

有些少許衝突以及意見。我還記得，那時候我那位日本室友，Naoki，他真的非

常熱心。他在學校開學之前就先回到房子準備上課，在這段期間他很熱心的帶我

和我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去Sacramento附近的中國超市以及Wal-Mart添購日常用

品。我們也曾經在另外一位大陸室友回家的那段時間內，在廚房那邊玩了好幾個

小時的撲克牌，有說有笑，聊天談心，甚至偷偷講那位大陸室友的壞話，現在想

起來還真的會讓我會心一笑。而我這一段期間，我也發現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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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規蹈矩，真的跟日劇上演的一模一樣。不管是生活上，廚具的擺設，屋內清潔，

還有任何擺設以及租屋規定，都做到非常完美；就因為太過完美，導致另外一位

室友跟這位日本室友起衝突，但是礙於我對於事件不太過瞭解，而且我也不想太

過偏激，所以就不去管這衝突了。我還記得，當第一學期結束之時，也是日本室

友 Naoki 學成歸國的時刻，他那時候還非常熱心的載我到 Sacrmento 的郵局去拿

我從台灣申請的成績單，也熱心的載我到學校宿舍準備隔天的旅行。當我下車，

拿出車後的行李，並且要和他說告別，那時候說的「Naoki, thank you for taking 

me here....and Goodbye」，是真真正正的道別，而不是「再見」。那時候本來想

要給他個擁抱的，但是兩位大男人在宿舍門口做出這種舉動，不讓人懷疑是 GAY

才怪。所以我就和他來個「男人式」的握手道別。 

     另外，在美國主要的當然就是學習了。雖然說我這位淡江蘭陽的學生是獲

准出國的，但是在英文的能力上卻不夠格，也就是不能到學校上上正式課程，我

們只能在一個學校的角落中的語言班增進我們英文能力，直到托福通過為止。或

許有人說「你到美國學什麼英文阿！」或是「英文在台灣學就好拉，去美國學浪

費錢」之類的，我認為我並沒有虛度這段「學英文」的時間，我真的學到很多。

在台灣時，我自認英文聽力以及口說能力還不錯，起碼我可以聽的懂老師上課的

內容；來到美國之後，我才發現英文真的不是像我想像中的那樣簡單。藉由發音

標準的正統英文老師，以及難度適中的英語學習課程，我的英文能力也就這樣進

步許多。到現在我上正式課程，都能跟同班的同學來個「美式日常聊天」，也能

順順利利的討論課程，甚至是對偷懶的美國同學發脾氣。在上語言班的過程中，

我發現來美國讀書的學生們有非常大的極端現象：一種是非常認真，看得出來就

是那種想要學成歸國之後，拿份好工作，是那種上課非常認真求學的好學生；另

外一種則是一開始上課就漫不經心，老師上課他就蹺課，老師下課他就回家，每

天等的就是放學之類的。這種學生，不管是韓國人、日本人、越南人、台灣人，

各國人都有。雖然我並不是最認真的，但是我真的很想要好好利用我這在美國的

這八、九個月，我也不想要讓這「用金錢換過來知識」就這樣在我渾渾噩噩的生

活中一點一滴的消逝。學校正式課程，對於已經上過一個學期語言課程的我來說

已經是易如反掌，就連上課老師是個有嚴重口音的我還是可以大致上聽懂內容。

西方學生非常「踴躍發言」，相信有許多人都知道這個資訊，但是沒有親身體驗

過，還真的不知道這種情形在我們這種害羞的東方學生來說實在是只有「恐怖」

可以形容。老師問個問題，學生舉手此起彼落，雖然說答案並不是絕對，甚至是

大錯特錯，但是西方學生絲毫不會感到丟臉；反過來看看東方學生，上課總是等

待著其他同學趕快說答案，就算心理有個確定答案，卻遲遲不敢舉手。如果答錯，

那簡直不是成為同學間的笑柄？我想這就是東方學生和西方學生最大的差別了。 

     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所經歷到種種，對我來說都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還記得第一次到銀行開戶頭的時候，因為要把手中有鉅額美金的支票存到戶頭

中，就這樣硬著頭皮到了銀行並且跟櫃台溝通。好家在櫃台人員講話不急不徐，

聲音還帶點柔性，就這樣我完成了支票存入。但是之後又突然想到，我想把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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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美金來換成一百元美金，因為在周遭的小商店，幾乎是沒有一家店會收你一百

元大鈔的。這種情形就像是台灣你拿出兩千元去買碗牛肉麵是一樣的道理，搞不

好老闆還認為你手持假鈔，要報警抓你之類的。所以，我打算再去跟櫃台洽談一

下要轉換錢幣的事情。此刻，我突然想到我不知道要怎麼講出「我要換鈔票」這

句話。「I want to change my money?」好像怪怪的 「I need to 10 dollar papers 

for 10」 雖然有點多贅詞，但是還是可以通的。事後我問了銀行人員，問他這

個動作要怎麼用一個簡單的字來形容，「Convert」，一個簡單的字，搞不好高中

就學過了，結果在銀行內卻想不出來。但是我也因為這次經驗之後，我變得比較

勇敢，敢主動詢問不懂的單字，就算是美國人會給予奇特的眼光或是不屑的眼

神，我還是依舊會問一下，畢竟我真的不懂。不過，我也發現了在國外，美國人

真的都把我們「會英文」視為「理所當然」。這件事情，在台灣卻顛倒過來。試

問，在台灣你看到一位金髮高大的美國人，你第一句話會說「How are you?」還

是「你好嗎？」，我想，多數人都會以「How are you?」來開頭。但是在國外不

是，因為他們的母語就是英文，而且在這塊有眾多移民的國家上，最好是他們什

麼語言都會，看到中國人就說「你好嗎」，看到日本人就說「お元気ですか」，這

是不可能的事情。而美國人，非常有自信，對於生活周遭都勇於表達自己的意見。

像是在路上，如果有女生被男生撞到後卻得不到道歉，就可以聽到大辣辣的一句

「Fuck you」；或是當你在便利商店排隊時，不小心插隊，甚至是別人插隊，都

會直接遭到隊伍中的人出來大聲制止，因為我就有經歷過，所以我對此印象非常

深刻。當時，因為我本身就在隊伍中，但是隊伍後方的女士誤認為我是途中插隊

進來的，所以就大聲的說了「Why he can still here? Why he came first?」。

我聽到之後，當下就知道他是在說我，但是我卻害怕不敢表達自己的立場，而持

續受到那位女士的白眼。或許美國人會說「This is a free country, every one 

can say something you want」，但是這種情況拿到我們「有苦難言」的中國人

面前，卻又是另外一回事了。 

    留學一年，我得到寶貴的經驗，還有永生難忘的回憶。我看到了不同的文化，

不同的學習態度，不同的人種，以及不同的校園。來到美國之後，我深深體會到

我不能總是侷限在一個四面環海的海島國家，我也深刻的體會到「台灣並不是全

世界」。留學一年，讓我對於我自己的未來更有希望，也想要再次出國深究，想

當初如果我沒有因為上了淡江蘭陽，沒有取得這次的出國經驗，我想我根本就不

會在這裡，而是以一位「遊客」的身份來美國。在美國，我交到了很會說中文的

印尼朋友，交到了很風趣和善的日本朋友，交到了很開明有趣的大陸朋友，也見

識到了許許多多的不同人種之間的差異。現在我真的體會到了，當初出國之前師

長們說得「出國就是學經驗，不外乎學英文，學專業知識，更是擴充自己的眼界」。

我的英文能力提昇了，我對於程式設計概念更加強大了，我也經歷過各種好玩有

趣的事蹟，更重要的是，我並沒有把我侷限在一個小環境中，而是出國看看，看

看這世界，看看自己的未來。也許，也許有些人會認為出國一年沒什麼好了不起

的，也許有些人會認為出國也就只有學到英文還有什麼，但我認為，我這一趟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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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是值得的。 

    或許在未來的某一天，我會對我自己說「還好當時有出國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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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陳世欣 

加州州立大學沙加緬度分校 
在這次出國以前，出國對我來說實在時在是一個高不可攀的名詞，也沒有想

過說自己會有這麼一個出國念書一年的機會。一年說長不長，說短卻也不算短，

不過對我來說卻是沒有任何東西能取代的一年，出國前的期待更是筆墨難容  

 我覺得出國的好處不光是學習英文和專業能力而已，更是讓自己了解自己的

短處，好讓自己眼光放得更遠。當時出國前夕總是計畫著要結交外國朋友，要參

加社團等等各種的計畫，不過等到實際出國以後才發現，這並不是一件容易的

事。語言的障礙，再加上文化上的差異，要融入美國文化和與美國人交朋友實在

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在台灣並不會感覺到自己英文不好，但是在國外卻強烈感受

到自己實在是有待加強。 

來美國一年了，很多人會問我，在這裡到底學到什麼、有什麼長進，有時候

很難一言以蔽之。社交生活、文化交流、聊天能力等等都是，當然技術上的能力

也有。在國外修課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體驗，尤其是學期末各式各樣的 projects

跟考試集中在一起讓我對這句話有了更深的體會，也了解到國外修課與在學校時

種種的差異。若能在這一年之中好好規劃玩樂跟讀書的比例的話，我相信出國的

這一年生活一定是多采多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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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陳慶芃 

加州州立大學沙加緬度分校 

時光飛逝,想不到一年的光陰就這樣過去了!想當初剛來的前一兩個月還在

懷念台灣的點點滴滴，尤其是在食物方面，到最後卻是在懷念美國這一年的生活

點滴!但是到後來也就慢慢釋懷了!我並不想說美國有多好,很多美國人還有些種

族歧視上的問題，尤其是對黃皮膚的亞洲人，在路上常會被叫囂。但是那畢竟也

只是極小部分教育程不高的美國人才會做的事。基本上一般的美國人是非常和善

有禮貌的，所以如果有機會來美國體驗生活我覺得蠻不錯的。 

來到美國最好是要跟美國室友居住或是到外面租房子住，這樣才會有更多學

習英文的機會，還有一些生活上的常識，學著如何處理自己的事情，例如家裡馬

桶壞了或是水管破了，要如何叫人來修理;還有怎麼跟外國室友相處，學著處理

文化上的差異，更重要的是要去學著如何包容不同文化的人，因為美國真的是個

民族大熔爐，這些經驗都是台灣學不到的!既然花了那麼多錢來到美國,那就要盡

量多找老外講話溝通，千萬不要又一群台灣人聚在一起，這樣一年下去也不會有

所增長!最後我只能說這一年父母花這錢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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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陳俊宇 

加州州立大學沙加緬度分校 

這是一個在我人生當中最難忘的回憶，還記得去美國前與家人和朋友的離情

依依，收拾好行李準備前往另一個國家為期一年左右，由於大三要出國的原因讓

我開啟了另一個視野去看這個世界，體驗不同文化與語言，不過也是因為出國，

讓我體會到所謂的文化衝突以及人與人之間該如何去相處。 

剛開始去的時候，要適應的東西很多，例如:食物，那邊的食物不是太鹹不

然就是太淡，且大多數是以漢堡為主，速食店以及 buffet 更是多到數不清，所

以到頭來還是台灣的食物最美味，在這奉勸各位學弟妹要是還有時間的話，趕緊

趁要出國前把想吃的東西吃一吃，不然這一出去可就是八個月左右，到時在國外

想吃道地的家鄉菜恐怕還找不到呢，除非家人肯願意花錢把食物空運到國外，但

運費實在是太貴了。交通方面，要是去 Sacramento 的學弟妹，那邊的交通工具

多半是公車不然就是 Light Rail ( 輕軌 )這兩種，別無其他的了，除非自己租

車，不然去的地方有限，公車跟 RT 很方便且兩者都有時刻表，時刻表可在車上

拿不然也可以到學校的 University Union 取得，要是住宿生的話可以搭乘學校

的 Shuttle 到學校既方便又快速，只要秀出你的學生證及可免費搭乘，不然光是

從宿舍步行到 Napa Hall 恐怕就要走個 25 分到 30 分鐘了。公車方面最常搭乘

有:82、87、30&31 以及 81 這幾輛，首先我來爲各位介紹 82 公車有兩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坐去搭乘 RT，另一個方向則是坐去 Wal mart ( 相當於台灣的家樂

福 ) 。87 也是有兩個方向，一個方向也是坐去轉乘 RT，另一個方向則是去 Arden 

Mall 喜愛購物的學弟妹們那邊必定是你們會想去朝拜的聖地，尤其是愛好

Abercrombie & Fitch 跟 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 的人，Sacramento 只有

Arden Mall 那裡有賣這兩個牌子。另外 30&31 只有一個方向，則是搭去郵局以

及 Downtown，Downtown 那裡賣的東西也很多，可到那裡去 Shopping，或是去參

觀加州的 Capitol ( Capitol 的外觀挺像美國白宮的，有小白宮之稱  )，阿諾

的辦公室，有機會的話說不定還可以遇到阿諾本人喔!!最後一輛 81 公車，則是

可以搭去一家叫做順發的超市，在那裡可以買到許多台灣的食物，很適合想念家

鄉食物的學弟妹去採購，不過要先搭乘 82 或 87 公車坐到公車總站，那邊才有

81 的公車站牌。此外 RT 可以搭到很多地方例如: Downtown、Wal mart、

PremiumOutlets 等等，想吃韓式料理的人也可以坐 RT 到 Starfire 站那邊，之

後下車再走一小段路即可到達韓式料理餐廳。 

最後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其實美國白人或是黑人對外地來的朋友都很友善也

很親切，並不會像是我們想像中的一樣會有種族歧視的問題，若是有我想那也只

是少部分會這樣，大多數人都很熱心，也很願意伸出友誼的雙手來接納來自外地

的朋友，且不論你走到那去買東西，進去時店員都會很親切的問候你說〝 How are 

you? 或是 How＇s it going? 〞 最常聽到的也是〝 How＇s it going? 〞這句

問候語，然而無論你有沒有買東西，走出店的時候，店員也會向你說〝 Have a nice 

day 〞 或是〝 Have a good one 〞這點讓我覺得很窩心，聽了之後心情也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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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變好，且美國也是一個相當守法以及尊重人權的地方，從汽車禮讓行人的地

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這點，在美國行人比汽車還來的大，汽車無論如何都需要

禮讓行人， 

這點讓我覺得台灣很需要效法，況且美國公車司機也都很貼心，幾乎都是等

乘客上了車，走到位置後坐下，才會開始開車，不像是台灣的司機，都沒等乘客

坐下後就開始開車了，這點往往讓許多乘客或是老人因此而受傷，所以很明顯的

在文化上有所差異，這些都可以從日常生活中有所察覺出來。 

 

 
(學校書店) 

 

 
(Napa Hall 語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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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三 李函潔 

加州州立大學沙加緬度分校 
美國是一個需要開車才會覺得方便的國家，窮學生能倚靠的就是公車、light 

rail 和自己的雙腳。想吃中國菜或是便宜日本料理、想寄包裹等…不管去哪裡

都先查查地圖，了解大眾交通工具路線，規劃如何到達。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從

購買生活用品開始到血拼，除了上網查資料還需要開口詢問，問任何你不知道或

不了解的地方。例如:搭錯公車，詢問司機如何抵達如何轉車。 

課堂上的小組討論、老師也會來關心進度或給予建議、下課後和同學用 MSN

討論等…嘗試用英文表達自己得想法，有時內心有千百個想法，都不一定能完全

表達或是無法適應其它不同國家同學的口音，學習過程總有些小挫折。課堂上的

presentation，面對來自不同國家的同學，用英文解釋英文。每天都有機會用到

英文，聽、說、讀、寫一個都跑不掉。一開始可能有點不適應，慢慢調整腳步，

接受挫折，不斷學習除了語言方面的學習還有學習獨立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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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 張書瑜  

夏威夷大學 

A~lo~ha!，我告訴自己我即將要在充滿陽光和活力的夏威夷念書一年。夏威

夷除了氣候四季如春，風景美得像明信片，逛街購物和交通也十分方便。我們主

要活動的地方是在夏威夷群島中的歐胡島，這裡可說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只要

一張 bus ticket 或 Upass 歐胡島幾乎可以任你行。由於夏威夷人種眾多，來這

念書彷彿置身於一個小型的聯合國，認識各國文化及朋友的好機會。 

    夏威夷給人的意象是「度假、休閒」，但是在 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念書，可是一點也不像置身於天堂。不論是上 EFP(已改為 ESL)或是

undergraduate 的課程，小考、大考，作業及報告可是接踵而至，不過更難能可

貴的是當中學習到了積極的學習態度，師生間和同學間的互動。 HPU 是採小班

制的教學，課堂中有很多發表個人看法和交換意見的機會。除此之外，大部分的

科系都是集中在 downtown 校區，學生有很多參與課外活動的機會。除了學校的

社團活動之外，夏威夷還有很多水上、陸上及空中的活動可供參加。 

    學校的校外宿舍品質不是很理想，主要有三棟宿舍，其中兩棟集中在

Waikiki 地區。宿舍空間狹窄，燈光昏暗，整體的環境也略嫌吵雜。由於國際學

生眾多，不論是打工的或是來就學的都可以住在宿舍，所以安全問題值得顧慮，

價錢方面也須多加考量。但住宿的確是認識國際學生跟練習廚藝的大好機會，同

學間討論功課也比較方便。不過來夏威夷念書，體重控制也是必修學分之一。夏

威夷充斥著各國美食，只要是有錢，想餵飽五臟廟絕非難事。由於外面的食物比

較油膩，所以稍加不注意，一學期多個 10 磅也是意料中的事。 

    總之，夏威夷不但是觀光的好選擇，也是求學的理想之地。不過在這念書除

了要儘量要求不翹課，才不會有跟不上進度的危機感。上課有不懂的地方要勇於

問教授或課後跟同學一起討論功課，才會有事半功倍之效。重要的是，教授重視

學生的熱誠跟學習態度，如果學生能拿出學習的熱誠跟積極的態度，要拿到好成

績絕非空談。最重要的是，來夏威夷一定要盡情享受陽光跟美景。短短的一年收

穫，一定會值回票價。 

 
 
 
 
 
 
 
 
 
 
左圖： FS building(教學大樓& Computer center)右圖： MP building(教學大樓&L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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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三 白志鵬 

夏威夷大學 

 
從飛機起飛的那一刻開始 

我跟台灣 

就離開一個天空的距離了 

 

記得甫到夏威夷之時 

不禁為很美的夕陽拍了幾張 

無法自拔的愛上星巴克 

也拼命回頭搜尋剛剛擦肩而過的日本

正妹 

當然也不能適應 homeless 的盛況 

 

這一年來(精確點是九個月左右) 

學了好多好多龜在台灣時不曾想像的

東西 

第一次進去需要穿襯衫的餐廳 

第一次浮潛 

第一次自己住外面 

第一次去美國電影院看電影 

開始每天打網誌 

開始比大學聯考還用功 

開始騎腳踏車上學 

開始酗咖啡 

開始刷卡 

開始獨立 

開始跟朋友喝酒 

也開始看向未來 

 

出國念書 

在我們眼裡看來只不過是為了拿學分

的悲慘征途 

但在多少人眼中 

卻是一輩子的夢 

感謝老爸 

感謝老媽 

感謝姑姑 

感謝阿姨 

如果沒有這段經歷 

我將會是人類裡其中一坨死前為了沒

有出國念書而抱憾終身的蛋白質 

在這裡除了學會處理所有問題和增強

英文實力以外 

朋友,絕對是比功課還重要的東西 

運氣絕佳地 

我交到了一堆不可多得的好朋友 

一起哭,一起笑 

一起翹課,一起熬夜念書 

雖然 MSN 的夏威夷群組不知道為什麼

幾乎都女生 

但那股坦然和自在,讓我得以打開心

靈 

盡情享受為期一年的夏威夷之旅 

 

Queena,Yvonne,Vanessa 

上列三位女性是我最應該感謝和好好

珍惜的朋友 

很常漏接電話的,最了解我 

很常找我出去玩的,最溫暖我 

很常躲在房間偷哭的,最指導我 

發自內心的 

謝謝 

 

珍貴的友情 

和不可多得的好老師 

除了幸運 

還真不知道要怎麼生出別的解釋 

雖然有些小事比如homestay或是加州

室友不甚滿意 

但若非如此 

豈能讓我學到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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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好行李箱 

最後一杯美式咖啡 

在剩下的幾個小時裡 

我忍不住雙手緊扣 

無聲的感謝老天 

讓我體驗這麼多這麼多 

雖然要離開了 

我卻自覺傷感是多餘的 

所能做的 

就是抬頭挺胸,拉近跟台灣的距離 

出了海關 

我就再也不是那個只會玩的大學生了 

謝謝所有 

讓我成長的人 

謝謝所有 

我必須克服的挑戰 

謝謝所有 

支持我的動力 

 

Gan ba tte 

& Bye bye 

 

 

 
waikiki 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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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李家羚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剛到賓州的 Indiana 這個地方,立刻給人一種淳樸的感覺。但是小小的城鎮

裡，卻是可以滿足所有的生活機能。這裡冬天會下雪、秋天會有一大片染紅的樹

葉，非常漂亮。 

  在 IUP 裡，教授非常重視學生的個人意見與個人獨立思考能力。上課時，教

授爲了鼓勵學生發言或幫某位學生解答疑問而耽誤進度是稀鬆平常的事。與台灣

學生不敢在上課時與老師做互動的上課方式與氛圍有大大的不同。 

  在這一年中，我很幸運的有機會認識一些外國朋友，也受許多當地人的照

顧。學校附近有數間教會，教會裡面的媽媽們，體諒我們留學生思鄉之苦，不但

對我們常噓寒問暖，也常常邀請我們到她們家裡，體驗美國人家庭生活。 

  最讓學生開心的就是假期啦！感恩節連續假期、寒假、春假...等，都是到

處旅遊的好機會。以我來說，我去過尼加拉瓜大瀑布、波斯頓、紐約、芝加哥、

佛羅里達…等著名觀光景點。每到不同的地方，都有不同的收穫。 

  總而言之，這一年體驗到美國人的生活態度，同時也認識許多來自各個國家

的外國朋友，真的是非常有收穫的一年喲！ 

 

 

(左圖：冬天的圖書館 ，右圖：蘭陽人學生餐廳大集合) 

 
(左圖：華盛頓 DC，右圖：波斯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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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張哲偉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光陰飛逝，在美國八個多月的留學日子，轉眼間已經成為最美好的回憶。我

永遠都刻骨銘心的記得第一次前往美國，花費超過 25 小時的時間搭乘長程飛機

與等待轉機，抵達美國賓州印地安那大學(簡稱 IUP)後由於等待宿舍 check-in，

將近兩天沒辦法讓我好好沐浴一番。在美國的第一週是所謂的新生訓練，雖然我

已經不是大一新生，但是對於 IUP 來說，我也算是個 newcomer，因此必須參加

他們的活動。整週的活動校方收取一些費用，並提供整個活動的餐點與校園簡介

等文件，也正好連續吃了一星期和我的腸胃不太合的食物，直到第七天整個人無

力地直躺在床上。適應期並非在此畫下句點，大約在第二個禮拜左右，買不到一

個月的筆記型電腦故障，絞盡腦汁的想盡辦法維修，也開始擔心起無法和家人固

定時間聯繫。正處於適應期的我，受到環境與文化的衝擊，有時候也會想念家人，

才深深體會到，是啊！身處異鄉，就得要學會獨立。除了選課會盡量避免台灣同

學邀約選同一門課，不是因為台灣人不夠好，是免除自己會有依賴同學的心態。

也只有在獨立的時候，才懂得尋求解決問題之道。 

 這些日子除了學習獨立以外，在朋友圈我也覺得獲益良多。第一次在美國參

加台灣同學會，因而認識 Gary(念政經系的同學)的台灣鄰居，他的鄰居在 IUP

攻讀博士學位，因為他介紹我們去他的教會，再認識了另一個念博士班的台灣人

Adylene。Adylene 是個非常熱情的台灣朋友，他因為擔心我和 Gary 接受 IUP 安

排的香港人寄養家庭，那個香港媽媽時常忙著做生意會沒時間照顧我們，因此

Adelene 介紹另個美國家庭，而認識非常善良的美國媽媽－Jill Frick。實際上，

Jill 照顧的不只是我們兩個，他甚至很熱情的招呼任何一個他見過的國際學

生，但是大部分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我曾經和 Jill 還有其他國際學生一起砍

聖誕樹回他家，這也是我第一次的經驗，並替聖誕樹做裝飾。在 Jill 家用過好

幾次道地的美國餐，Jill 很喜歡吃冰淇淋，所以在夏天常帶我去吃冰，甚至開

車帶我和幾個朋友去 Outlet 採買冬天的衣服。Jill 常用 Email 來關心國際學

生，在信中總是噓寒問暖，讓人覺得非常親切。我甚至把他當成我在美國最好的

朋友，至今仍然會保持聯繫。 

 Anthony 也是我透過 Adylene 認識的美國人，Anthony 現在正在上海遊學，

是個非常積極想學好中文的年輕人，我們的友誼可說是建立在交換語言上，認識

他的三個月以來，也從彼此身上學習到很多的文化差異、和語言。另外還有一群

來自亞洲朋友，Jun 和 Smith 是韓國人，Doris 和 CoCo 是台灣人，加上來自淡江

的 Kevin 和 Gary，我們常是一群想征服滑雪場的瘋狂滑雪客，在嚴寒的天氣裡

挑戰自我極限，也是因為他們的因素，讓我著迷於滑雪。 

朋友是我在美國很重要的一部份，但是重點還是在求學。說到上課，一開始

極力想擺脫上了四個月的語言中心，在語言中心有個淡江的學姊－Emma，他可說

是亦師亦友，在課堂上他嚴肅到木訥，下課後卻跟學生打成一片，甚至要吸取同

學間的八卦。冬天也曾經和他還有 Jill 等國際同學，在滑雪場玩得不亦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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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兩學期中，我選了 IUP 的四門正課，其中行銷學原理讓我最為印象深刻，

因為老師是個印度人，剛開始對他有點偏見時，我甚至在個人部落格上批評他為

印度阿三，因為覺得老師挑三揀四的挑剔我任何毛病。直到他每週成績出現後，

我才赫然了解他是用激勵學生的模式來教學，而不是用台灣的傳統的教育老師上

課學生吸收，雖然選了印度老師的課有時覺得吃不消，可是日後感覺很值得，因

為他的行銷學讓我學到最多。 

 很開心有這次出國的經驗，除了在知識上的充實以及個性變得成熟之外，在

和家人與女友的感情也經過試煉後加溫。以前在台灣，我和家人間的對話是不太

容易透露出真實的感情，台灣人在感情這塊也相較於保守，但出國後的遠距離，

對父母說一聲我愛你變得格外輕鬆與真實，不再是一句負擔或是羞澀的話語。雖

然出國留學一次的費用很昂貴，儘管現在回來了台灣，我還是覺得這是一趟很值

得的旅程。過程中，有微笑有淚水，有雀躍也有憤怒，結果是讓我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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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楊順評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在國外學習不過短短的九個月之內，我的英文程度不但有明顯的提升並且學

習了很多東西，也認識了不同國家的人與學習到不同的文化。當初選擇這所大學

作為大三出國的學校，是因為它的學費不但便宜而且距離東部一些有名的都市又

很近，如：紐約、波士頓、費城…等。如此一來不但能讀書也能去觀光遊玩，而

且學校會不定時舉辦活動，也有很多的機會可以去外面走走。 

在國外這段期間，必須學習如何獨立。畢竟是來到一個陌生的環境，不但得

適應食物及氣候的問題，語言方面也不一定能流暢的和別人交談。但是難得有這

個機會到國外去見識不同的環境，就得好好把握住機會。遇到問題要主動去詢問

並解決，並且多多去認識不同國家的人和交流學習，這樣才不會浪費難得在國外

留學的時間。 

 

ＣＯ－ＯＰ ｓｔｏｒｅ：校內販賣有關學校的紀念品、文具及各類教科書的地方。 

 
學校一進正門就可以看見的ＩＵＰ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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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楊清淳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時光飛逝,轉眼間一年便過去了.這一年我在美國的生活過得還算充實,學到

不少東西,也交到一些朋友.一開始到美國很難適應那邊的生活,畢竟美國和台灣

有著不同的文化,必須適應不同的語言和食物.當初我的室友是美國白人,身高比

我短小.也許他是受不了破舊的學校宿舍,沒多久他就搬走了.後來我的室友改成

日本人,而我們也成為好朋友. 

這一年在國外交到不少朋友,有來自韓國、日本、美國、中國、沙烏地阿拉

伯,他們都很親切.在我離開前,我還跟他們拿 MSN,以便保持聯絡.我還跟我的指

導老師要 Skype 帳號,是當初我看到她申請帳號拿的. 

 話說美國的食物真的貴又難吃,要出國的學弟妹恐怕要有心理準備.漢堡、薯

條、披薩和可樂聽起來似乎不錯,但每天都吃的話就不同了.多虧美國食物,現在

我都不想去麥當勞了. 

 總而言之,大三在國外的這一年我覺得非常值得.這是一個相當難得的機會,

不但能了解不同的文化,學習當地的語言,還可以交到外國朋友.勸學弟妹們要好

好掌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學校 HUB(中)和學校書店(左)_2007.10.5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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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三 翁佳穗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去年的八月，我們一行人抱著緊張又期待的心情，來到了美國。剛開始，我

們都被美國的物價嚇到，因為不管什麼都比台灣貴，想到我們那時的第一餐在洛

杉磯機場，大家只點了一個漢堡,飲料大家還要一起喝。 

    在學習的過程中，語言是一大挑戰。或許在一開始，會很害怕開口講話，但

是在上語言課程中，每個老師都很鼓勵我們一定要開口講話，不管它的文法對或

錯，只要你開口就成功了一半。這也讓我往學習的道路上更近一步。 

    在美國的這段時間裡，我們利用假期去了波士頓、紐約、佛洛里達。各個地

方的風景都各不相同，波士頓，美國最古老的城市，有名的哈佛大學和麻省理工

學院都在這，還有自由路徑。如果你想要很快的了解波士頓，徒步走『自由路徑』

是最快途徑全長五公里，跟著地上的紅線走，你會看到 16 個歷史古蹟。紐約,

幾個著名的景點如時代廣場，在夜裡，閃爍的招牌，讓你睜不開眼睛，而且讓我

覺得美國的店好像免錢一樣。另外一個著名的景點，布魯克林大橋，尤其是夜景

更是一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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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胡似英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Szu, can you understand this＂這是老師上課中對我說的話，這

一年當中最艱難的課就是這堂課：商用程式語言；全班只有我一個外國

人，面對著完全不了解的程式語言以及不同於其他老師的教學方式，老

師嚴厲又認真的態度讓我有極大的壓力，但老師卻很照顧我，不時問我

了不了解上課內容或是問我問題，讓我更容易融入課程內容。這一年來，

我總共只修了五門正式課程，給四個教學方式大為不同的老師教過，我

得承認蘭陽校園的英文授課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剛開始上課的時候，我

抱著惴惴不安的心情坐在教室裡，不知道等下上課聽不聽得懂，想不到              

到開始上課以後，我發現除了有一些字聽不懂以外，我所熟悉的英文上

課也讓我減少了不少壓力。 

 一年當中總共有三個長假，分別是感恩節假期、聖誕節假期還有春

假，大家都利用這些長假去了不少地方玩；我就跟幾個同學一起去過不

少地方，紐約、波士頓、佛羅里達還有 Scranton，這些地方都讓我留下

深刻的印象；在紐約，我們去過帝國大廈、時代廣場以及洛克斐勒中心，

遠眺自由女神像；差點在冷死人不償命的波士頓街頭流浪；充滿童趣的

迪士尼王國；當然也忘不了充滿人情味的 Scranton。除了長假，平常的

假日我們也常常出去玩，尼加拉瓜瀑布、好時巧克力樂園還有許許多多

的地方，都留下了我們的足跡。 

 這一年對我來說是非常特殊的記憶，雖然不敢說英文進步了多少，但

卻看到了不一樣的世界；截然不同的校園、不同習慣的各國人們、生活

在那多年發音很棒卻還在持續學英文的人，這些數都數不完的事情，建

築了大家的特殊回憶。 

 

<--磅礡的尼加拉瓜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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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 高友笛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出國前夕，由於知道即將前往一個未知的國度，以及即將要在一個全然陌生

的環境生活九個月而感到些許的不安與惶恐。但另一方面，也由於這將是一生中

難得的經驗，而且也是一個全新的體驗而感到非常期盼。這種心裡滋味真的有如

初戀般的感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在美國這九個月，見識到了當地人民的文化、習俗以及與當地學生和國際學

生的交流互動使我的眼界開了，見識也廣了，令我在交際應對與做人處世上更加

成熟、老練。 

重要的是自己的外語能力也有很大的進步，以往不敢開口說英語的心理障礙

終於克服了，現在不但敢說，而且變得更為流利、標準，在路上見到老外也不再

畏首畏尾了。 

當然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我到了許多世界城市與知名景點旅遊。像是紐

約、洛杉磯、舊金山、拉斯維加斯、達拉斯、匹茲堡，另外還有大峽谷、胡佛水

壩、迪士尼樂園等。 

這些記憶將永遠在我的大腦裡保存著，因為這是如此的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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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三 許益齊 

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在美國的這一段留學時間, 我體認到國父的一句話: 『使見滄海之奇, 世界

之大』我學會如何規畫行程去美國各個地方走走, 重點是把價錢壓低; 美國的上

課方式跟上課環境也是很不一樣的, 總之, 各位學弟妹們, 出國之後就多講英

文多四處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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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陳世興 

 拉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As soon as I step out of the plane, I was like wow “this is Europe, this is 
Finland”. 1st day I arrived is near the end of summer. The sun shined till 10 pm at that 
day. That surprised me. The weather was really nice at that time. It was around 15 
degree Celsius. One of the tutors came to the airport to pick me up. He drove me from 
airport to the school, and from school to the place where I’m about to live temporarily. 
I met with the head of tutor at school on that day. Everything was strange for me. 
Didn’t know where to go and didn’t know what to do. I though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just fine as I’ve thought. But the outcome was not that good. I was missing the 
food from Taiwan, the environment, people, and places. Of course I miss my mom’s 
cook a lot. Little by little, I was about to have culture shock. Food I couldn’t eat. 
People I couldn’t understand. Things I didn’t want to do. It was pretty hard for me 
after 2 or 3 weeks. And then, the winter came. It gets even worse. My mood was 
always down and didn’t want to do most of the things. Maybe it was because of so 
dark. The sun only shined from 9 am to 3 pm. After winter passed by, I was kind of 
started to change. I met some people. I did my own necessities things. I made some 
good friends. I went to some places inside Finland. Places were so nice after winter. 
With a little bit of sun, my friends and I walked around the city and other nice places. 
In the end, I was really glad that I go abroad because it made me change a little bit. I 
tried to open up a bit more. I tried to talk a bit more. I found out some good 
information from Europe. I learnt the way they do things and the way they deal with 
things. I also learnt about their food culture and a bit drinking habits. European people 
are not that scary. They are friendly. Well, some still hav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e 
but I don’t mind. I’m glad that I made some friends near the end of my study time 
over there. All in all, if I still have some chances, I will definitely go to Europe again 
and explore more. 

 

 

 

 

 

 

 

學校前_970109(Laurea)                         學校大廳_970125(Lau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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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三 郭威廷  

拉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Reflection 
 Laurea, the University of Finland, a North European nation which TKU had set 
sister university with, is also the 1st university in Finland to have official exchange 
program with Taiwan. 
 During the time at Laurea, I, who is one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of TKU had 
experience several things that could never be forgotten as well as learn many things 
that only by being there could experience. 
 One of those experiences is Orientation camp. While being exchanged to Finland, 
I get to go with lots of other exchange students from all over Europe and some other 
nations to enjoy time of being together around camp fire to sing and share experience 
of your own nation as well as several interesting activities such as: group together to 
play several mini games to see which team actually wins (this allows me to be able to 
have better cooperation with other students as well as better knowledge of them), 
game of playing a play in front of other in a small group, and even rotating tern 
playing a play. 
 Beside the above I also have joined with them to have fun in St. Petersburg while 
having fun at night playing drinking game with the rest of other students. 
 There are too much events and fun of being able to go as exchange student to 
Finland. However the one thing that may be sad is that the food there is a little bit 
horrible (especially around Christmas), even though they are quite healthy and good 
for you…… 
 (To be able to learn more and see what it’s like at Finland refer to 
http://www.wretch.cc/mypage/tkxii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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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鄭相宜  

斯德哥爾摩大學 

  還記得在去年剛獲知錄取為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交換生時，身旁的親朋好友

不是對我的決定感到吃驚及惋惜，就是對即將負笄前往遙遠北歐國度的我感到擔

心：＂那邊應該很冷吧？你怎麼會想要去那裡？為什麼不選美國或其他英語系國

家呢？你會說瑞典文嗎？北歐物價很高吧？＂ 

當時的我即便不厭其煩的跟大家解釋：瑞典不是瑞士，所以不要叫我帶巧克力；

北歐夏天氣候怡人舒適老少咸宜童叟無欺；再來就是＂據說＂在瑞典說英語就可

以通，所以我不用學瑞典文之類云云……內心卻也不免有些擔憂：真的會像我想

的以及歷屆學長姐說得那麼好嗎？萬一我水土不服適應不良天冷想家想台灣想

夜市美食怎麼辦？ 

這一切的一切在踏上瑞典國土之後的一週間完全煙消雲散：瑞典不是瑞士，但國

產甜點名牌 Delicato 一樣好吃到讓我痛哭流涕相見恨晚！北歐夏天氣候涼爽不

黏膩讓我因逃離台灣的夏季入熱而竊以自喜每天皆以細肩帶小可愛示人！在瑞

典連公車司機及買菜老太太都講得一口好英文直是讓自幼學習英文的我感到五

體投地汗顏不已！即便在這物價這麼高的城市我還是有辦法找到一瓶台幣三十

的家庭號牛奶及五塊一個的麵包！更別說其他大大小小的感動與收穫，這年的瑞

典交換生活，不只是不虛此行，簡直讓我想綁架小叮噹逼他讓我搭乘時光機回到

過去再來一次！ 

瑞典不只有 Ikea、volvo 及金髮美女，他們的社會福利系統、國民素養以及人性

化的教育體制更是讓我印象深刻感觸良多！在這一年中我不但更了解自己，確立

自我未來的目標與回顧過去，更進一步去了解了整個歐洲世界，多樣的文化與衝

擊激盪著我的內心，產生的火花再加上自我的回饋反省，內化成我的一部份，使

我的生命更充實豐富，行文至此，感謝淡江大學以及一切的緣分！話不多說我先

去找大雄了！ 

 

 
 

 

 

 

 

 

 

 

                                    Café Bojan (belongs to Social Science Faculty) 

2008.10.12 攝，與我的 Mentor, Dan 

Bloms hus, 2007.09.10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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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 徐樺儀 

斯德哥爾摩大學 

窗外的景致變得跟去年八月的時候一樣，所有的樹都綠意盎然，開花的開

花，結果的結果。天空到了晚上十點還是藍的，清晨三點天就慢慢亮，早上六點

就被剛升起的太陽照醒。我很高興夏天就要來了，但是也很難過一年就要過了，

我捨不得離開，離開瑞典，離開斯德哥爾摩，離開我所有的朋友，離開這邊我已

經習慣，已經愛上的一切。 

單人房，擁有自己的衛浴設備，跟其他十一個不同國家的人生活在同一個

corridor。大家一起 share 一個廚房和交誼廳。在那邊，永遠都是我們最長碰面

最長聊天最長一起吃飯的地方。每次的聚餐，每次的 party，大家都很珍惜一起

相處的時間。儘管中途有 farewell, 緊接著又有 welcome party。在這邊所交換

到不一樣的文化和語言並不是在課堂上學習的到的。我愛我所有的鄰居，我也很

感謝他們，他們就是我今年在這邊的家人，大家都不願意去倒數一年就快要過

了，大家都要各自回家了，就連我隔壁的瑞典人也要回他的家鄉，在瑞典的另一

個城市。 

來這邊念電影系接觸到大多數都是北歐電影和電視，很新鮮也很有趣。班上

也都是來自不同國家的學生，從電影去了解一個國家的文化是最直接也是最容易

接觸的方法。旅行也是今年很大的收穫，從去年到現在，已經去了二十九個歐洲

國家，從那些有名的國家，大家朗朗上口的到那些只有一兩個人知道，連地理課

本都沒提過的。這種難得的經驗我很高興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就能體會到。 

一年的照片，一年的故事，一年的經驗並不是用短短的一篇心得就能交代了

事。想跟大家分享所有得一切但是又不知道從何說起。只知道從現在起的每一

刻，更加珍惜在這裡的一切。參加不完的 farewell，說不完的再見，我討厭說

再見，也從來不跟大家說再見，只給每個人大大的擁抱，跟他們說我們一定會在

未來的某一天，某一個地方再見到面。 

打開窗戶，看到窗外那棵樹，從去年八月的茂盛，秋天的枯葉，冬天的白雪

點綴著光禿禿的樹枝再配上瑞典長長的冬天，現在，春天來了，這棵樹重新活了

起來，樹葉都長出來了。等到他那天全部都開滿了花葉子也都長齊了以後，我已

經不再這邊了。不過，我不會跟他說再見，因為我一定會在未來的某一天打開我

房間的窗戶，再度看到它，也表示我回來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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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 張瑜芳  

沙福克大學 

很難用短短幾百字形容在波士頓的經驗。旅行了許多美國城市，總是對波士

頓有著難以忘懷的情感。有人稱波士頓為大學城或 Walking City，一點都不為

過。波士頓除有最著名的 MIT 及 Harvard 外，它的歷史文化皆是眾所皆知的。因

Suffolk 就位在市中心內，除了交通便利外，對我來說更像是每天呼吸著古人的

氣息。Suffolk 對我來說意義很重要，因我在這一年裡我感受到自己的蛻變。當

然每個人的感受都不相同，但 Suffolk 的小班制教學，一班不超過 30 人能讓我

與老師同學有良好的關係。我喜歡漫步在波士頓的公園，或是到昆西市場閒逛看

街頭藝人表演雜技。波士頓可以很悠閒，也可以很都市。波士頓讓我感受到四季

的明顯變化，也因此讓我更能體會大自然的奧祕。波士頓的美很難用幾個字來形

容，初春時的綻放，及日落時嫣橘的大地。即使不來波士頓念書，也必定要來這

旅遊看看。看自由步道如何帶領你前往自由國度，或是感受大學城的書香氣息。

雖然 Suffolk 沒有校園讓我一開始感到很失望，但它與社區的緊密相連讓我更能

體會波士頓的脈動。波士頓有很多活動，只要你準備好，波士頓勢必會讓你驚喜

連連。 
 
 
 
 
 
 
 
 
 
 
 

(圖書館討論報告 961202 攝) 
 
 
(宿舍外觀(150 Tremont St.)960820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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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 黎齡雅  

維也納大學 

時光飛逝，已經到了我坐在電腦前寫返國心得的時候了。去年九月剛到維也

納的時候，心裡知道要面對的是一整個學年的時間，如今已經是到了大三的尾

端。一年不長也不短，但也夠你去體會一些什麼了。 

我必須說我非常幸運的來到的維也納這個城市。當初選擇維也納是因為學了

德文當第二外語，所以想到奧地利來增強自己的德文。剛來時，對於陌生的環境

與陌生的語言，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完全丟給這個環境。胡搞瞎搞的過了一兩個

禮拜，交了一群朋友，渡過瘋狂社交期，就開始生龍活虎的生活了。學校的課業

大多偏向自主的學習，我念的是維也納大學的英文系，班上的同學大多語言能力

都很強，會講四、五國語言的同學大有人在，不自覺得壓力會大起來，但拜託...

我們講中文。他們八竿子打不著那是一個怎樣的語言系統，所以其實也還好。但

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是真的很夠勁就是了。社交生活中，學會喝酒是第一門課，

不會喝你就不用混了，自己多出去旅行走走就算了。 

這一年的經驗所帶給我的成長與學習，並不是我在這裡三言兩語你們就能體

會且感動的，所以我也不多說了。 

 

 

 

  
 
 
 
 
 
 
學校課外活動 在奧地利傳統地窖餐廳          維也納國家圖書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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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 李佩玲 

 維也納大學 

“There＇s no kangaroo in Austria.＂ 沒有錯，此 AUSTRIA 非 AUSTRALIA。 

大家對奧地利一國，似乎沒有什麼印象及了解，但一定都聽過它的首都，有著＂

音樂之都＂一稱的城市：維也納。 

在音樂之都唸書一年的感覺究竟是如何?是否真如它城市的美稱那般的浪漫

及優雅呢?沒錯，維也納人的生活步調悠閒、緩慢及輕鬆，看不到行人急忙的腳

步及車水馬龍的現象。也聽不到機車互軋或是車與車之間為了爭道，或是趕時間

而狂按喇叭的聲音。相反地，走在路上，看到的是行人悠閒的過馬路，駕駛皆有

耐心的等候行人過馬路、電車緩緩接近並響起輕脆的鈴聲以警告行人有來車的聲

音。三不五時，也會看到馬車載著觀光客遊覽城市。整點時，還可聽到附近教堂

的鐘聲。咖啡店也是到處可見，人們悠閒的喝著咖啡、看著報紙或者和朋友談天

說地。 

如此愜意的生活，再加上維也納城市的巴洛克式建築。在維也納求學的每一

天，擁有愉悦的心情，是件輕而易舉的事。 

在音樂之都留學的期間，不是學音樂而是學英文。但維也納大學的英文系，

師資堅強，教學紮實。很多課程，都是有擋修跟修課順序的制度，甚至有些科目

要先考過試才能上，所以正規學生們都擁有一定的程度跟水準。但身為交換學

生，是可以有特權去修任何想上的科目。任何一門課，都可以學到比你想像中的

還要來得多及紮實。 

而留學不單只是學習課本上的東西，旅行也是一種學習，也是留學的目的之

一。位處中歐的奧地利，是去歐洲各國的中間點，去任一歐洲國家都很方便及簡

捷。因此，奧地利維也納，是個留學的好地方。再給我一次機會選擇，我仍會選

擇它：維也納大學。 

 

 
左圖：維也納大學英文系所在的另一校園之一景  2007/11/12 

右圖：在維也納大學校本部的門口和德文語言班的同學們合照 2007/09/19 

 



 37

資軟三 李育儒 

密西根大學福林特分校 

這一年的大三出國，對我而言，是一個特別的經驗。美國的上課方式跟台灣

有點不同，美國的學生上課很活潑，上課總是不斷的表達自己的想法，不斷的提

出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教授就會因此把發言的次數當作評分標準之一，這

對我是一大挑戰。我所遇到的教授都還蠻熱心的，有的教授會在上課時一對一的

指導，對我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我一個禮拜大概上 10-15 小時，看似輕鬆，但

是卻很忙，因為每一個禮拜都有作業要交，每次寫完了，新的作業又出來了，感

覺永遠做不完。花在寫作業的時間比上課的時數還多。雖然很累，但是收穫卻不

少。由於選的一些課是選在台灣沒有學好的，學會之後，很後悔自己為何當初沒

有好好學，要花那麼多的錢再學一次，想到就覺得很不值得。雖然 flint 台灣人

不多，但是學校裡，有一家台灣夫婦所開的餐廳，他們非常的熱心，幫助我們台

灣留學生很多，有任何事情都可以找他們商量跟幫忙。出國留學是個很難得的經

驗，一年的時間很快就過了，希望之後的學弟妹都可以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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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何宣弘 

密西根大學福林特分校     

終於在美國求學的日子就要告一段落了，感覺時間過得真的很快，當初出國

時真的沒想到可以自己可以在美國學到這麼多寶貴的經驗，文化的差異真是讓人

大開眼界。 

    來這裡讓我學到不少寶貴的經驗，譬如說在求學的過程，一樣都是大學的課

程，整個感覺就是跟在台灣上課完全不一樣，這裡老師不會逼你做東做西，一切

都是你自己管理的報告、考試、作業，而且作業跟考試分量比在台灣多上好幾倍，

一開始上課時真的很不習慣，而且有些老師的英文腔調並不是標準的，所以必須

要花很多時間跟精力去適應，但是就是因為你要花時間跟精神去適應，所以不知

不覺中你會慢慢的自動開始用功讀書而且嘗試的去解決所有困難，到最後發現天

天的讀書考試及作業都是家常便飯的事情，我想這就是為什麼美國的教育系統是

全世界人人都嚮往的原因吧。 

    在這裡生活基本上還算是方便，由於我是在學校外面租房子，所以生活上比

較自由，也有大廚房可以讓我天天煮東西吃，由於美國物價水準比較高，所以同

樣的東西在外面吃當然也較比台灣貴很多，所以想要省一點生活費的辦法就是去

當地的農夫超市或是大賣場去買新鮮的食材然後回家自己煮，這樣子不但可以省

下不少錢，也可以不用天天吃油膩的漢堡及薯條，以前在台灣還蠻喜歡吃速食的

說，但是到這裡發現天天吃速食真的會讓人發瘋，自己煮東西還是比較實際一點。 

    來這裡除了在學校讀書和參加 Party 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到美國各地走走

了，在這一年裡去了紐約九天(包括在時代廣場跨年)、芝加哥三天、佛羅里達的

迪士尼、邁阿密、美國的首都華盛頓 DC…等等，這些旅行的經驗真是畢生難忘，

我從來沒也想過我居然會去這麼多地方玩，而且重點還是自助旅行，真的很懷念

這些旅行的日子，當然路上多多少少都會碰到一點小麻煩，不過能夠親眼目睹平

常在電視上遇到的大人物或是歷史建築物，真的一切都很值得。 

    結束這一年美國的生活，對於我這個從來沒有出過國的井底之蛙，讓我的視

野更上一層樓，這種經驗不是人人都可擁有的，真的很感謝家人的支持與鼓勵，

讓我可以在這一年裡過的如此充實及精彩。    

 

(左圖：flint 大學中心，右圖：圖書館，970528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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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許雅雯 

密西根大學福林特分校 

從來沒有想過，自己也可以成為家人的夢想。 

出國，在我這個年紀，根本就是天方夜譚。但是，我在淡江蘭陽實現了，透

過但將蘭陽教職人員的幫忙，(特別是一些不是淡江校友，卻也不遺餘力的傾囊

相助，我順利申請到一筆錢，減輕媽媽的負擔。從搭飛機離開台灣的那一刻，對

我來說好不真實，有點忘了那時候腦袋瓜裡想的是什麼，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我

身上有很多人的期待(媽媽的、贊助人的、所有幫助我的人)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過學業成績，頭一次，在四個不同陌生的班級，沒有

任何熟悉的人，但只要相信，什麼難關都能度過，別忘了你有很多的資源，同學、

老師，只要懂得適當的途徑，都可以得到你想要的幫忙。 

但這些都不是讓我印象最深的；最深的，還是我和室友的爭執。我們在台灣

已經當過兩年的室友，來到國外，選擇在一起，是因為我門已經累積相當的默契。

仔細回想發生爭執的原因，和我跟室友討論的結果：原來是以前我們不同系，課

也都不一樣，很多相處的時間被錯開了，但現在我門卻要像家人一樣相處。(中

間的小細節就不再多說了。) 

其次，是室友半夜忽然生病，這讓我體會到，到了國外，能互相依靠的也只

有對方，真的要多學會體系和容忍。在這裡，也不乏分團的現象，但其實這是必

然的，聰明的人，要學會在自己有困難的時候，尋求幫助；最重要的是：學會幫

助別人。 

來到國外，記得，享受自己的生活，不要只限在課業上；換句話說，抓到機

會就去走走看看，(不要走到別人庭院的草地上，是侵犯別人隱私)。我想在這裡，

有一半的回憶，我都貢獻給吃喝玩樂，因為這些回憶進來的時候，生活上的不適、 

課業的壓力，這些負面的回憶，就顯得微不足道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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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 關伊琇  

密西根大學福林特分校 

對於這次的出國，我有著深切的感觸。舉凡從抵達福林特機場的那一刻起，

我們一干人等就為我們往後的一年，作出每一項決定，從租屋、伙食、交通，到

做好敦親睦鄰的工作，都是我們在臺灣從沒面對過的“恐懼＂。慶幸，我有個疼

愛我的 Tutor，她叫凱莉(Kerry)她每每關照我的生活起居。帶我到交響樂去聆

聽知名音樂家的演奏、帶我到教會認識更多的朋友等等，而最讓我印象最為深刻

的是：我生了一場大病。我記得當我在美國生一場大病而住院時，她來到醫院探

視我，她更怕我會誤會了醫生以及護士的指示，細心的幫我跟醫生轉述、也耐心

的替我傳述醫生的要求。她就像我在美國的第二個母親般的對我疼愛。如今我已

回國，那一種感謝的感覺，始終放在我的心中，如果可以，我一定會再去美國，

讓那些曾經關心過我的人知道，我沒有忘記他(她)們。因此，出國不再等於只是

“出國＂二字地概括論述；相反地，是一種對自我負責、更是一種讓我這小小的

青蛙，看見更大世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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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蕭秀丹 

馬里蘭大學 

    現在回想起當初的決定,我還是不後悔，一個人出國，一切不假他人之手，

縱使孤單，但是其實學的最多，我想，這一年是我一生中很寶貴的一年。 

    上了飛機，出了國門，眼眶中不帶一滴眼淚，因為我腦中，只是緊張著想待

會兒我怎麼面見海關，怎麼走到登機門，我待會兒如何在超大的舊金山機場轉

機，這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出國。這些都是挑戰的號角。不提一開始的文件繁複工

作，出國健檢，到美簽，行李準備，但一路走來我覺得最辛苦的部份都不是在此，

而是一個人出國心 理上得調整，要先說服自己，才可以說服家人跟朋友，那時

不斷的告訴自己，我可以的，我一定可以的，但難免越到時間越緊張，但是還是

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在馬里蘭的生活步調不快，讓我生活或讀書方面適應的很好，假日到 DC 參

觀各大博物館，美術館，航空館，自然博物館等。一到馬里蘭時曾為了修課到馬

大國交處 去詢問，為了修課問題那是第一次我覺得自己的英文這麼的流利，因

為只有一個人，所以很多時候都會不得已硬上，一個人要去爭取權利或是溝通，

訓練自己讀當一 面。不敢說，我在這一年比別人多少，但是我覺得我學了很多

生活方面或與各國來的同學相處上擁有很多不一樣的寶貴經驗。加上馬里蘭是一

所很好的大學，我從來 此優秀的學長姐中學到了不少讀書或做事的道理，在他

們的照顧之下，我讓學到不少東西，再返台搭機回去，繁複的手續，已游刃有餘

了。 

 

 

萬聖節 party                                   馬里蘭大學圓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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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李冠葶 

桑德蘭大學 

在英國桑德蘭最顯著的就是一整片都是紅色的屋瓦，搭車時廣大農田會讓你

感覺住在這裡會優閒的不得了，而這裡的生活的確是會讓人感受到當地人的悠

閒，生活在裡面都會讓我有種時間變慢的感覺。我們的宿舍也是一貫的紅磚瓦，

整齊又很英國的感覺，冬天和夏天是完全不同的風景。 

跟台灣完全不同的是他們的宿舍是十個人一棟、一人一間，每個人都能擁有

自己的空間是很好的事，每間房裡也都有自己的洗手台，廚房設施非常充足，煮

什麼都可以。同時有很大的機會可以被分配和來自各地的外國人或當地人同住一

棟，是很好的交流和練習對話的機會，常常可以見識到不同國家的人的生活及飲

食習慣，也有很多機會參加不同國家的朋友舉辦的 party，增廣見聞。 

桑德蘭的課程很多元，選修完全沒有系院限制，只有規定一學期學分的最大

限額，不同的系院和專業課程都需要搭校車到專門上課的地點，專業課程裡有很

多分組討論或互相評比的機會，我們很積極的與當地學生聊天，結果是他們也非

常親切和熱絡，尤其 Tutor 非常的親切和有耐心，時常用一些課餘的時間想一些

活動帶我們出去外面走走。 

普遍來說語言課程都會在 Forster Building 上課，是一個很小棟的建築物，

裡面專門提供語言學習，有開中文課英文課等等。 

我們的語言課課程安排很仔細、老師都非常有耐心，而語言課程讓我有機會

可以認識很多外國人，舉凡大陸人或是希臘人等等，和他們交流時會比跟英國人

流暢和順利許多，是很好的語言學習對象，不過也會發生一個人的文法錯，結果

全部都跟著錯的微妙情況。 

而出去玩時他們也是很好的夥伴，桑德蘭也有很多課外活動的機會，不論是

社團或是娛樂休閒，其中最讓歐洲人瘋狂的足球我們也不只是感受，更參與到

了，我也難得有這個機會可以為一個完整的足球隊攝影。 

整體來說桑德蘭是個很簡單融入的地方，離去前連校車司機都跟我們很熟

悉，當然和當地人要多花一點時間認識，英國腔調上也是很需要克服的問題，但

往往只要我們說出口他們大部分都很願意去聆聽，也很願意告訴我們正確的念法

或拼音，但往往大陸人和台灣人最常犯的毛病就是排外，對別人來說本身已經是

外國人了，自己卻排外，這樣的情況下和其他國家的人相處和交流就有很大的障

礙。 

英國有很多地方和台灣不同，無論是物價或是生活方式，從我來到這個地方

到只剩最後幾天，英文的進步是不可言喻的，但實際上在很多地方都有大開眼見

的感覺，對我來說這是非常好、非常特殊的一個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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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The precinct 的冬天與夏天) 

 

(右圖：於 Forster Building 前，春天時 FB 前的櫻花樹飄落得滿地櫻花，會讓

我有身在日本的錯覺。) 

 

(由各國的朋友們和蘭陽學生們組成，挺像樣的一支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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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林衿暐  

 桑德蘭大學 

Sunderland，太陽(Sun)的(“der＂跟＂的＂同音~)地(land)，對我來說，

這是一個讓我重新成長的地方，而經過了一年的洗禮後我的確改變了很多，想當

初在準備出國的手續跟作業時，內心充滿了不安，擔心出國後的生活，擔心不能

適應，但是到目前為止，我一點都不後悔，所有的擔心不過就是太過緊張罷了。 

出國一年最大的收穫，我想不是我英文的進步，而是我變得更獨立，體驗了

外國的文化與價值觀，最重要的收穫就是交了很多不同文化不同觀念的朋友，出

國多看看，多聽聽，多體驗，的確是值得的，各種觀念的交流，文化的碰撞，其

實都是促進自我成長的良方，希望各位學弟妹不用擔心，也不用害怕，出國的收

穫，是會比你想像中更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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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郭懿萱 

桑德蘭大學 

    回首望望這年，心中有許多的話及感想。踏入一塊不同文化及語言的土

地，是真讓人有點膽怯。在這兒生活不可缺乏的元素，是勇氣；而學習不能少的，

則是努力向上的心，以及同儕間的勉勵。 

  勇敢的把話說出去是和人群融合的第一步！擔憂文法的對與否，而怯於交

談，並不會改善語言能力。嘗試並改進，努力讓糟糕的英文漸入佳境，是此行的

重大目的。我是這樣告訴自己的！ 

  那天，塞在門縫下的處罰信，讓我跨越了這個障礙。事出緊急又別無選擇，

我只好獨自過去，用破爛的英文與學校攀談。事情處理的有點麻煩又不順利，但

唯一的方法就是鼓起勇氣不斷的問。雖然麻煩，但已經跨出一步了，我就必須解

決它。解釋、爭論、提出證明，被誤解就一定要澄清，不管它有多難表達。事情

解決的同時，伴隨而來的是成長。有了那次的考驗，之後不論多嚴重的事情，我

也敢抓起大衣就出門處理。勇氣還是在外地的生存之道。望著桑德蘭的這片天

空，我笑了… 

 

 

 

 
 
 

 

 

 

 

 

 

 

 

Accommadation Precinct960118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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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連崇舜 

桑德蘭大學 

 

 

 

 

 

 

 

 

 

 

 

 

 

在英國，英國人不打籃球，所以本來很喜歡打籃球的我，不得不改變一下，

我的朋友 Ives 就介紹我去打西洋劍，西洋劍是一種非常好玩的運動，以前我就

很喜歡看歐洲古代宮廷片跟海盜片，因為裡面都會有劍士拿劍比武，讓我感覺非

常帥氣，西洋劍是少數運動中沒有體型限制的運動，不會因為你長得特別高、特

別壯就會贏，所以跟外國人比起賽來一點都不會吃虧，所以我非常愛西洋劍，不

會像打籃球時看到又高又壯的黑人在你頭上飛來飛去的那種無奈，而且西洋劍都

是在室內沒有太陽曬會熱的問題，所以西洋劍真的是一種好處多多的運動。 

學習西洋劍的過程其實還蠻輕鬆的，西洋劍社社團裡面的人都非常好而且都

很建談，聊起天來都很搞笑，有自然天真搞笑派、活潑開朗搞笑派、還有冷面笑

將搞笑派，可以說人才濟濟，別的地方想要聚集這麼多人才，想要一百輩子都要

不到勒，而且不知道為什麼常常都會有人生日，然後都會有很多很可口又美味的

蛋糕可以吃，不過由於我生日的日期很特別，所以要請吃蛋糕永遠都輪不到我，

雖然每次都吃別人生日蛋糕很不好意思，不過真的是我想請他們吃也沒辦法。 

西洋劍有分成三種類型，Foil(銳劍)、Epee(鈍劍)、Sabre(軍刀)，Foil 的

target 只有胸跟腹，所以頭兩隻手臂跟腳都不算分，Epee 的 target 是全身不管

戳中哪邊通通都算分(包含鞋子也算分)所以是最刺激的(但是都是以劍尖的

button 戳到對手才算分)，Sabre 好玩度就更高了你可以挑、砍、戳、劈、格、

削，不管你又哪種形式碰到別人，通通有獎，不過缺點就是下半身不算分還有不

能跑。 

英國的宿舍的一人一間，所以如果你是怕吵的人或是很注重隱私的人，來英

國就對了，一棟十間房間，一個廚房，兩個衛浴設備。 

在英國上課跟台灣上課情形差很多，老師會希望你多多發言，多問一些問

題，或是講講一些你的感覺，如果都不出聲，老師會覺得你怪怪的，怎麼都不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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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所以千萬不要拿台灣那套的上課方式來英國。 

上語言課班上會有很多國籍的學生，可以跟他們交流學一下，同學人都很

好，大家都會互相請吃飯，順便還可以學一學對方國家的語言，互相交流一下，

正式課程的話班上就都是英國人了，英國老師人都很好，知道我們是外國學生，

都會特別關照我們。 

在英國有很多可以學習英文的地方，可以參加一些社團，或是去教會學習英

文，大部分會去教會的人，人都很和藹可親，而且教會裡面可以打羽球、打撞球、

打籃球、打桌球、打桌上足球。 可以說非常趣味的地方，既可以聊天學英文還

可以運動一下，而且還可以白吃白喝，有免費的餅乾跟飲料，所以有蠻多華人都

會去教會學英文。另外一個學習英文的方法，就是參加社團，會在同一個社團的

人，一定都是相同興趣的人，才會在同一個社團裡面，所以彼此之間一定會有些

相同的話題可以聊很久，所以去國外一定要參加社團跟去教會，來增加自己的交

友圈還有練習英文。 

英國的旅遊景點非常多，都是看一些古蹟，所以如果是喜歡看一些古色古香

的東西來英國就對了，還有英國去其他歐洲國家也很方便。 

 

 

 

 

 

 

 
 
 
   

 

(左圖：Foster Building，上語言課的地方，EAP 跟 IFP 都是。右圖：宿舍) 

 

 

                                   

 

 

 

 

 

 

 

(左圖：下雪，不用特定去買或帶靴子&雪鞋來，右圖：與老師合照) 



 48

 資通三 許富鈞  

桑德蘭大學 

 這英國的一年中,除了在語文上以及知識上的增加以外,我也學到了很多人

際上面的互動以及更加獨立的生活.雖然遠遠覺得時間永遠不夠用,但是我覺得

這一年對我人生經驗來說很值得,讓我在大學 4年的生活上多了許多美好而且不

同於一般的回憶. 

 在語文能力上,我的語文程度增加了不少,也比較敢和外國人交流,也透過與

許多來自世界各地人們的互動中,去體會和瞭解各個文化的多元性,在社團參予

中,我選擇了西洋劍社,這是一個很西方的運動,而且我也透過參加社團認識了不

少的英國人,雖然在台灣,這種運動並不是非常風行,但我仍然希望回國後可以繼

續跟淡江本部交流,也希望可以讓再像運動傳進蘭陽校園,讓學弟妹們有更多樣

的運動可以加以選擇,在旅遊上,我造訪了倫敦和巴黎這兩個世界上數一數二的

大都市,也同樣深深的被他們濃厚的人文藝術氣息所著迷不已,而在這一年中,我

找到了我未來的目標,也會在回國後努力的使它達成. 

 我非常幸運可以在大學有一年的時間,來到國外感受不同的教育風格和環境,

也期望自己大學畢業後可以申請到一所學習環境良好的國外研究所. 
 

 
(Sunderland glass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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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王柔方 

桑德蘭大學  

在出國前心理充滿了很多的不安，因為很難預料未來的一年是什麼樣子的。 

現在，不知不覺來到英國也 1年了，特別的經驗、特別的體驗，當我們開始適應

這裡的生活的時候也是我們回去的時候了。 

這一年好多特別的經驗，認識了很多不同國籍的朋友，一起 party，一起出

去玩。這裡的文化和台灣很不同，雖然有些是你認同的，有些是你不喜歡的，但

是，學習體驗不同的文化還蠻有意思的! 來到英國一定會有的特別經驗就是去別

的國家自助旅行，雖然沒有很多次，但是這個經驗真的很寶貴，很有意思，這是

我這一年來最喜歡的部分。 

一年的出國遊學真的很快就過去了，因為不但要忙著讀書學習，還要忙著到

處玩和吸收，其實忙的很勒~ 這一年間好多好多的回憶，很多好難得的經驗和特

別體驗，我相信這個經驗讓我拓展了我的視野和想法，這一年間，我得到了很多

收穫喔! 

 
Cambridge_970102 攝 

 
Whiteby_960722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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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盧博群 

桑德蘭大學 

The experience of live in the U.K. 
I am still in England now, thought I know many my Taiwan classmates already 

went back to Taiwan. I will come back on 30 June; I may miss every thing here. 
On 3 July, we just first arrived here, Sunderland, countryside of the U.K., everything 
was so hurry and so strange for us, but there were many Taiwanese friends they help 
us to recognize the place, took us to buy something we need, for example, Tesco i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for us after we live here, that was really do us a big favor. We all 
are very appreciating about that. 

Soon we started the language course at Sunderland University, the course is 
called “EAP”, we had a very happy time when we attend the EAP course, the teachers 
were very nice and friendly and every weekend, we always had a weekend trip to visit 
many place of the British, and we talked to many classmates in English, someone are 
Japanese, someone are Thai … that was the happiest time when we are here.  
Not just weekend trip, sometimes the eap teacher would take us to a bar, and everyone 
would be given a ticket to exchange a drink and then they would start the game called 
quiz night. At first I was very nervous because I think it is a kind of English exam, but 
after the teachers explain what was about this game I became relax. 
These became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of my life. 

After two months EAP course passed, we start our real course at the University, 
everyone is nervous because we did not know how to choose a suitable module, we 
were very worried about that, thanks to George, a Taiwanese friend, he help us to find 
the module leader and explained us how should we do and offer u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ourse of computing, finally I solved the big trouble with their help. 

I can remember the first course I attend at Sunderland University was “Computer 
Architecture”, I was very very nervous because I was the only one Chinese student, 
and the teacher speak very quick, so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he said, but 
fortunately the teacher teach easily, although I c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he said, but 
I understand what he wrote, that was my first course when I study abroad. 

Here we studied and traveled, I went to France with my friends, and I found 
France is a better place for us to live, because the food is very delicious and there are 
full of restaurants on the street, not like the U.K. full of pub, and the stores did not 
close early, in the U.K. stores always close at 5 p.m., that is very inconvenient for me. 
We also went to many place for example, we went to Scotland to see many great 
mountain, and claim a mountain it look like a finger,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experience, there were still some snow on the mountain, we throw snow to each other 
what a beautiful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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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this is the very important experience of my life, I will not forget it 
although, there are also some bad things to me, the English young people treated us in 
an unfriendly way, but it is the other kind of memory, isn’t it? 

 

The precinct : school accommodation  

 

The royalty bar : the quiz night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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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林怡君 

華盛頓州立大學 

記得八月十一日那天，我和一群同學從 Seattle 懷著忐忑不安的心情搭飛機

前往 Pullman，之前一直幻想著應該是一個很漂亮的小鄉村吧，結果我發現「我

錯了」，從飛機上往窗外一看，居然看到一片荒涼，當下心裡也是跟著都涼了。

接下來得一個禮拜因為我們語言中心還未開課，所以就跟著在當地的學長姐一起

去認識校園，剛開始的一個禮拜 WSU 有辦為期一個禮拜的歡迎新生活動，如果一

開始無聊可以每天都去參加活動。 

語言中心開學後，發現好多日本大學生也一起在這邊遊學一年，不過他們的學校

比較有規劃性，安排他們的學生在語言中心念半年，然後另一個半年就可以去大

學部修課，當我們知道這個制度時覺得很羨慕。WSU 的語言中心叫 IALC，有分六

級，級數是依照一開始 Orientation 時所考的考試分級， 考試的內容囊括與老

師們面談及寫一篇文章，Orientation 的第二天就可以知道自己的級數了。不過

在第一個禮拜也是有機會變動所待的級數的。接下來的日子就在 IALC 的考試及

作業中渡過，這邊的語言課程也是像蘭陽一樣，兩個月就結束一個 Session，其

實 IALC 的課程對亞洲人來說不會很難，有稍微用心一點念書，應該都是能通過

每一級的考試。 

    在這邊的幾個月中，我交到了許多國家的好朋友，也吃遍了很多國家的美

食。在這邊的日子雖然有點無聊，不過因為常常跟各國的好朋友一起開 PARTY，

不知不覺中也消磨了許多無聊的時光，雖然這趟遊學讓我父母花了很多錢，不過

我還是很慶幸我有如此難得的經驗，總之這一年我在國外過得很充實、快樂。 

 
(左圖：學校附近鳥瞰圖，右圖：園遊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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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a Hall (Computer Science) 

 Tom 

 Bryn Hal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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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軟三 李佩伶 

華盛頓州立大學 

依稀記得在 2007 年 8 月中旬，當我與其他人浩浩蕩蕩從小飛機走下，放眼

望去可及的風景─黃橙橙的山坡，心裡與口中不自覺的冒出一句，「圈圈個叉叉，

這是什麼鳥地方。」後來在當地的朋友解說下才明白，我們一度以為的沙漠原來

是收割完畢的麥田。但是那時，我們仍對這陌生的地方感到不安，畢竟我們面對

的是不熟悉的環境、不適應的面孔，和不可預測的未來。 

    不過，日子一天天的流逝，從起初的徬徨到得心應手，中間經歷了許多以往

沒有過的經驗，這過程裡有歡喜也有悲傷。我認識了來自各個地方的人們，了解

到了不同地區的文化和習俗，見識到我所知道的與不知道的，能接受的與不可置

信的，無論如何，遇到的一切遠比從教科書上學來得還要有深刻的體會。而這些

體會，成了我經驗的累積。 

    在台灣─一個小小的島嶼，我所能接觸美國的事物是透過電視，所以當我融

入了當地的生活，有種自己生活在螢幕下的錯覺，當初在台灣看著電視裡的西方

人，有時還會和我們一起坐在交誼廳觀看影片，久而久之，對非亞洲人的面孔起

了『麻木』的心態。也漸漸明白，雖然不同的成長背景塑造不同的個性，但人與

人之間的溝通需要雙方的主動，或許起頭有著難以訴說的障礙而不敢開口，但一

段時間過後，『適應』主導了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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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曾洽順  

華盛頓州立大學 

剛到 Pullman 的時候，已經是晚上 11 點了。那時候滿冷的，還好有學校的

人去接機。接機的人有幫我們安排，所以那麼晚了還是可以 CHECK-IN。簡單的

程序後就到我房間了。夜深了，進到我房間，有點不習慣，但是是個不錯的單人

房，裡面有床，書桌，衣櫥，小冰箱，洗手台跟鏡子。 

每天早晚的溫差很大，晚上可以很涼，白天很熱，習慣後就會好很多。學校

校園大，從宿舍到很多地方都要走個 5到 10 分鐘，還好校園裡有公車。 

PULLMAN 沒什麼好玩的，週末可以去 SAFEWAY（最近的超市）逛逛，到最後

都可以變成購物專家，當然不是衣服類的。 

OISS(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cholars)是管理國際學生

事務的辦公室，有什麼事都可以去那裡找他們。Wakana 還有 Denise 都常常幫我

的忙。都會在禮拜五辦活動，那裡可以認識很多其他地方來的交換生。有事沒事

都可以去那走走。 

娛樂方面很少，比較大一點的城市要 2個小時車程，那裡有購物中心，還有

自助式的 KFC。再來就是西雅圖了，我們春假有跟同學約好開車去那裡玩，這是

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這次是我第一次去美國，真的很好玩也學到好多東西，可以再來一次的話，

我一定好好的計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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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軟三 謝信咸 

華盛頓州立大學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WSU）我們永遠記得你 

    想當初一個人下了飛機來到 Pullman，迎面就是熱情的學長接機，第一句話

就說：「你是從淡江來的嗎？」 由於長途的旅途疲勞再加上初出國不熟稔的破英

文，能聽到一句中文真的是如獲甘霖，我馬上劈哩啪啦的問東問西，當然學長被

我問煩了就只是頻頻應付。到了學校見了其他系的同學，因為我們這群來的只有

11 人，大家的感情自然格外熱絡，就算之前不熟的同學也湊在一起。我覺得我

們這團來 WSU 是最團結的一團，就因為人少，所以同學之間自然就產生了革命情

感，同學生日或假日都會再一起辦 party 慶祝，比其他所學校的學生往來互動頻

繁許多。來到了學校認識了好多國外的同學，除了美國本地的學生之外，有來自

日本、韓國、阿拉伯，還有少數的俄羅斯和中歐人，真的很佩服 WSU 學校可以集

合來自世界各地的學生，Pullman 雖是華盛頓州角落的一個小鎮，卻是一個超級

聯合國。 

當然還要提到一下在 Pullman 的一對夫婦啦。我們在這邊認識一位才剛大學

畢畢業嫁來美國的 EMA，他們夫婦倆在 Pullman 有一個超漂亮的大房子，聽到我

們這群淡江來的學生特地大方的清出房間給我們當 homestay，對我們這群學生

也照顧不少，三不五時就請我們去他們加開 party，過年也一起陪我們去西雅圖

跨年，對我們大三出國這一年真的幫助很多，她門也打下承諾要照顧之後的學弟

學妹們，這還多虧了我們學長學姐艱辛的在國外闖蕩啦。                                   

              
            （美式足球賽觀後合影 09,15,07）                      （校園雪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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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三 葉瀚文  

華盛頓州立大學 

 回顧這一年多采多姿的遊學經歷，真的讓我再次慶幸自己有這個機會能夠在

畢業之前體驗到截然不同的大學生活。剛到之初，有許許多多的事情等著我去克

服，儘管知道自己的英文不算太差，但仍然花了我三個月的時間去慢慢適應在這

大大小小的事情，在這裡也提供同學們做參考。 

首先，就是天氣的變化。在這兒，決不能小覷晝夜的溫差變化，尤其在過了

十一月，天降第一場瑞雪之後，氣溫的驟降是你絕對要做好的心理準備。接下來

就是雪鞋，絕對要選一雙鞋底紋路夠深顆粒夠大的鞋子，路面的薄冰可是很有可

能讓你滑個四腳朝天。最後是衣服的準備，大衣可以帶個幾件，毛衣則建議少帶 

從室外進到室內，暖器之強會讓你汗流浹背。 

飲食上，建議可以自己下廚，不但省錢也吃得習慣，這裡的宿舍都配有設備

齊全的廚房，每周搭一趟公車到超市就能買到各式的新鮮蔬果和肉類。美國校園

內的餐廳，食物多半都是沙拉吧、披薩、漢堡或是少部分的飯食和起司製品類，

味道通常偏鹹，想吃得習慣最好的方式還是自己煮，當然當課業份量多到沒時間

煮時，餐廳倒是挺方便的選擇。 

在上課的第一天，務必要將各科的行事曆(syllabus)看仔細，何時期考，是

否有補考或是補救報告等等都會詳細寫在裡頭。有不清楚的部份一定要在下課解

散前向老師問清楚。另外，要考量到自己修課的時數以及作業考試量是否會超出

自己的負荷，考量後再決定是否要加退選。  

在小班的課堂上，老師的教學喜歡和同學的互動做結合。當教授問及任何簡

單的問題或是經驗分享時，如果你有類似的的經驗絕對不要吝於分享，讓老師注

意到你且讓老師認識你是一個重要關鍵關係到你學期末分數評量很重要的一點。 

另外，利用教授的 Office hour 把作業或是課堂上不懂的部份搞清楚也是個讓

教授注意到你的好方法，和教授以及助教打好關係絕對有許多好處的。 

在課堂分組中，主動出擊先認識周遭的同學是不錯的方法，最後大家不用說

出口也可以很自然變成一組。在分組報告中，不要害怕提出自己的質疑或是建議 

因為那很可能是大家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在分配工作時可以依照你的能力和有限

時間來評估你要接下的工作量，並且絕對按照小組規定時間寄給全組組員。最後 

在 Presentation 時，最好先打一份講稿來回背誦演練確認不會出錯，當然，最

後你的這些努力小組成員會給予你非常高的評價，大家合作愉快又能成為好朋

友。 

在生活上，遇到各式的困難開口說絕對有助於你脫離難關。不說出口別人永

遠不知道你的問題或困難。課堂上遇到瓶頸，下課後可以找老師談談，選課時如

果遇到滿班的狀況，和任課教授說明你的狀況，也許你就可以很幸運的破例擠進

去，在美國，說出口事情永遠有轉圜的餘地。 

課餘時間當然也別忘了多參與美國人的社交活動，多和班上的同學認識有助

於你認識更多的朋友。一起看球賽、一起出遊等等都會為你的這一年生活增添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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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WSU 的吉祥物是美洲豹(Cougar)，在 WSU 有一句口號是身為 WSU 的學生一定

要知道的，就是“Go Coughs＂!!!  

其中的精神在於 WSU 學生永遠以身為 WSU 的一員為榮，在美國的職場上，WSU

的畢業生甚至也都已 Cougar 互稱意味大家永遠都是 Cougar 家族的成員!! 

最後，當然希望每一位即將前往 WSU 的同學們都將擁有許多美好的經驗，祝

福你們學業順利 滿載而歸! 

Go Cough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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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系  陳歆如 

華盛頓州立大學 

某天接到學校通知要寫大三出國心得,回去翻閱這一年的照片,突然很多快

樂的回憶都浮現在腦海裡. 想當初大家一開始到這裡的時候,每個人抱著很緊張

的情緒,但當我們下飛機的那刻,大家都傻到說不出話來,因為 Pullman 是個不能

再偏僻的小鄉鎮.連要去逛 mall 都要去隔壁州才有,每天要等公車至少三十分鐘

才有一班,住在台北的我突然去哪裡都要靠自己的雙腳走路,還真的很不習慣. 

    在上課方面,一開始也有很多的不習慣.美國的大學有分大班跟小班,當你選

一或二年級的課時,大部分班級都挺多人的;但是選三或四年級時,班上可能才二

十幾個人或是更少.那時候我選課時無限制狀況,所以我一半選了大班,另一半就

選了小班.上大班時聽不懂還可以神遊,教授也不會管你.上小班時也是我最緊張

的時刻,因為人少,所以教授會跟學生有很多互動.想到一開始我在班上發呆時,

被教授點到,緊張到說不出話來,全班的眼神就直盯你看,一直到班上另一位同學

幫我解圍.到現在我還是忘不了當時的緊張感,所有的自信心都被打擊了。 

不過在這邊認識了很多國外的好朋友,來這邊時常會去參加一些認識當地學生的

活動(在這邊稱為 coffee hour),大家會邊吃點東西邊聊天.另外還去了當地的教

堂,這跟我印象中的教會很不一樣.我一開始以為會有牧師很嚴肅在台上講話,唱

著聖歌.沒想到我進去時,是一群年輕人組成的 band 在台上表演,然後大家在台

下一邊拍手一邊快樂得附和著.大家也很喜歡聚在一起辦 potluck,每個人都會

煮一道菜互相分享,我記得每次大家為了準備都會花很久的時間,所以一開動大

家都餓到搶菜,只要太晚到的人都只剩下一點東西吃了.  

老實說,這一年說英文要進步到很多倒也還好,不過交到的朋友還有體驗的

事情,真的讓我成長很多,看了很多東西,自己視野也變廣不少.我想未來有機會

我一定會再出國多看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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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 彭韻潔  

華盛頓州立大學 
出國的這一年學到的很多，不管是課業上還是生活上。剛到美國的時候，說

英文都是斷斷續續的，無法成為一整句句子，與不同國家的人交談，也只微笑不

太敢說英文 總覺得自己的英文爛不敢開口，大概過了一個月，對環境和同學都

比較熟悉了以後，才敢跟別人聊天打屁。現在我的英文雖然也沒有很好 ，不過

至少和別人溝通不是問題。生活上，剛開始來 Pullman 很不習慣，交通不像台北

那麼的方便，也沒有這麼多的百貨公司和小吃店，平常的樂趣就是去逛市場，

Pullman 可以說是個非常適合念書的小鄉鎮。在這裡煮飯是必要的，餐廳不多， 

美國的食物又油又多，以前在家，媽媽幫我準備好一切，我連菜都不會切，米也

不會煮，現在已經會煮一些簡單的菜。Pullman 是個非常平靜的地方，有一群朋

友是我這一年都很開心的原因。人在國外，當然朋友也不只來自一個國家，Party

上，不只是台灣人，有美國人、韓國人、日本人、泰國人等，不同的國家，不同

的文化。出國的這年很短暫， 所以我覺得跟不同文化的交流和到不同地方的觀

光是重要的， 一年或許英文沒辦法成長得像美國人說的一樣好，不過可以擴展

世界觀，改變許多以前既有的想法，可以成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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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660482 資軟三 林子翔 

維諾納州立大學 

Life in Winona 

大三出國留學，轉眼間已經一年過去了。當初剛進到淡江大學蘭陽校園，一

想到大三出國留學還真是五味雜陳，沒想到現在已經回到台灣了。 

 出國留學這段期間學到很多東西，除了課程之外，英文方面的確是進步很

多。畢竟在一個以 26 個字母組成的國家中生活，要不進步也難。剛去美國的前

幾個禮拜很難能適應當地的生活，最大的障礙是語言溝通。不是聽不懂內容，而

是不能適應美國人講話的速度跟各種奇怪的語調，這對馬上就接著上正式課程的

我們來說有點難度。後來慢慢習慣之後，也才瞭解美國人說英文也是用很簡單的

單字或文法，很容易理解。 

 還有一個很棒的體驗是冬天的雪季，Winona State 位在緯度偏高的美國中

北部，冬天下雪是很正常的。印象中第一次下大雪是在美國的感恩節，感覺很新

鮮好玩，但對他們來說卻是個災難，因為要在零下 25 度的低溫走到教室上課還

真是折磨人！ 

 此外，Winona State University 每年有好幾百位從世界各地來的國際學

生。除了亞洲區的台灣、日本、韓國、大陸，還有非洲的肯亞跟澳洲來的留學生。

同學之間會藉此機會認識瞭解雙方的國家、語言跟生活方式，這也是大三出國留

學很大的收穫。 

 藉由大三這一年的出國留學，不只學習到英文跟專業科目，也讓我們更具有

國際觀，對以後的人生有不一樣的想法，我想這是此行最大的收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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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三 陳涵鈺 

維諾納州立大學 

How a wonderful experience! 

你後悔出國嗎？這是剛回國的時候，有人問我的一句話。我的回答是我不後

悔，而且我很開心自己當初選擇 Winona，也很慶幸自己大一大二的時候沒有放

棄。在 Winona 的這九個月，無論是課業或是與同學的相處，都是很棒的經驗。 

在 Fall Semester 的時候，大部分都是和其他國際學生一起上課。課堂討論

上，就是各國的文化大交流。平常在台灣看了再多的書或是日、韓劇都不及和當

地人的討論。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堂課談到歧視的問題。我和同組的同學聊到

台灣目前很重要的社會議題-台灣新移民。韓國同學說他們也有相同的情形，讓

我感到很意外。那堂課，我們還聊了許多自己國家的文化，遇到講不出來的單字

時，紙、筆或是 Body language 都用上了！這堂課最妙的地方是讓你交到美國朋

友，每週在課本上看到的美國文化都可以去問問美國朋友，討論看看課本上的內

容是否屬實或是有其他特例！雖然每週在唸書和寫報告時，免不了要碎碎念為什

麼要寫報告。可是也因為這堂課讓我多認識了許多國際學生和多認識了一位美國

同學！ 

到了 Spring Semester，這是讓我挫折感最嚴重的一學期。選課的時候，想

給自己一些挑戰，所以全部依照興趣選課。選的很開心，因為很多課在台灣很少

見，但是等到上課的第一週就知道自己這學期會很難過了！每堂課都開出需要的

書單，但是上課時都用不到，因為那是回家該看的內容。我想這九個月的英文閱

讀量都快是我大一、大二的總和了。這學期真的是很難熬，每天 MSN 上大家都在

倒數回台灣的日子或是剩下的閱讀量。總算在大家的倒數下，度過了困難重重的

一學期。 

除了忙碌的課業，我也參加了許多社團活動。最特別的是在宿舍過萬聖節，

那天我和室友在房間發放了將近一百顆的糖果。因為社區有將近兩百位的居民帶

著他們的小朋友來敲門和大喊「Trick or Treat」，好多小朋友裝扮成各式各樣

的動物或是鬼。除了「Trick or Treat」，宿舍也舉辦「Painting Pumpkin」的

活動，這些都是以前沒有參與過的活動，真的很有趣。 

有人說：閱讀可以豐富人生。可是，我覺得有機會能夠親自去體驗更可以豐

富人生以及增加獨立思考的能力。看了再多的旅遊書或是美國影集都不及這九個

月所見識到的。Winona 雖然只是個小鎮，但是在那裡卻可以真實的感受和體驗

美國的文化，最重要的是，那裡的人都很和善也很熱心幫助國際學生。這九個月

說長不長，但卻是一段很特別的經歷。相信經過這次的留學經驗，可以幫助我更

有能力去迎戰未來的挑戰也更具有國際的宏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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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三  張航誌 

維諾納州立大學 

現在回想起來這段旅程，好像有點像夢，而我們正像是隔夜醒來的男孩和女

孩，在踏上那出口時腦中的畫面和九個月離開的影像重疊，剎那間那影像是很契

合的，但漸漸的也出現了有所不同，那正是我們經過的成長和茁壯的改變。如果

你問我，這趟旅程的重點是什麼，我會告訴你是打開你的雙眼打開你的心，看清

楚那片與台灣不同的大地，值不值得，問問自己，當下是看不出來的，微妙的改

變將發生在以後。 

在不同世界的角落，一定會有許多不同的感觸和感動，身處在異國的人，需

要的一定是一份鼓勵和一些溫暖的情懷，在那段時間裡，我接受到來自很多地方

的鼓勵，而最真實也最能感動的一份力量，絕對是來自於自己的家人，身處在異

國的人，害怕受到一些文化差異的傷害和一些冷眼的歧視，前者如果你把它想像

成是一種驚奇，我相信會比較好接受，後者的話我幾乎沒有感受到。感觸很多，

特別是一個人的時候，寂寞會讓你想的很多，不管是好的是壞的，但你也在這裡

學到了很多獨立、自我判斷、自我學習的能力，和一些對於相處上的成長，是平

常在台灣的我學習不到的。身處在外國對於自己的同胞感情會更加濃厚，所以再

此感謝一個加州的朋友，他把加州熱情如火的天氣帶來在北國的 WINONA，這動

作溫暖了我們的心，也帶來了很多快樂。在外國的那段時間，雖然有悲傷和寂寞，

但相對的也有快樂和感動，一切的一切是剛入學時所想不到的。 

 如果要再一次出國，我相信大家會有很多不同的看法，是和去年八月時

的想法是不同的，因為我們已經有所成長，正因為我們有所成長，所以我們改變。 

你問我後不後悔，我只後悔當時在大雪紛飛的同時，我竟然沒有抓起雪板往前

衝，而現在對於過程有些後悔的同時，放棄這個念頭，因為有希望的是以後，是

將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