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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宛妮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這是我第一次到舊金山認識的新同學，很特
別能夠認識不同國家的人，可以學到很多不同國家
上學期我們住在學校宿舍，和一些外國人社

的文化和語言，就算不是上課時間我們還是會一

交的狀況還不錯，但是在快接近下半學期的時候，

起出去玩，我們一生會遇到很多不同的人，雖然以

我們自己搬出來住，雖然付了一些違約金，但是還

後我們不會見面，但這就是緣份，還有一位老師即

是很划得來，學校的 buffet 真的不太好吃，之後

將到台灣教書，真的覺得很特別，希望以後還可以

就學會自己煮飯，這樣還算蠻值得的。

遇到這些在語言學校認識的同學。

放寒假後大家開始出去旅遊，尤其是芝加哥

這是萬聖節當天我們參加學校國際學生會辦

或紐約等城市，參觀了許多景點，也增長了一些見

的 party，很開心有這次機會，因為在台灣很少有

識，國外真的很多地方跟台灣不一樣，而且大家都

這樣的機會可以在萬聖節扮成這樣的造型。

會主動打招呼，很有親和力。

這是我們寒假的時候到紐約拍的照片，寒假
的時候我們去東岸玩，發現東岸和西岸的生活習

1
2
10

3

1. 跟外國同學一起吃飯
2. 出國遊旅
3. 堆雪人

Winona 真的很冷，一般的衣服都不夠保暖，

慣有一點不同。因為東岸的華人比較少，所以很少

所以一到冬天大家都會包得緊緊的，這也是我第

看到華人，跨年的時候我們還去了時代廣場，雖然

一次看到雪，所以不只是我，大家都很期待下雪，

沒有台灣跨年精采，但是氣氛真的很好，因為美國

只要看到雪就跟瘋了一樣。

人的熱情真的會讓你忘掉等待時間的無趣。

1. 語言學校班上合照
2. 萬聖節 party
3. 寒假出遊

1
2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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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賴怡珍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終於到了出國的這一天！到了桃園機場之後

我就讀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美國維諾納州立大

我們該從何找起呢？學校會提供一些基本的資訊，

搭了 10 幾個小時的飛機到了 LA，又花了好久的

學 (Winona State University)。校園其實不大，

例如周邊的交通資訊、附近城市的近期活動。再來，

時間轉機和坐車，終於到了學校 IUP，睡了一晚後，

但是很美。而且該有的學院、設施、設備、體育館、

同學、老師們之間的訊息交換也是很重要的，接

參加隔天的新生訓練，看到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

棒球場、美式足球場、宿舍都具備著。一開始來到

下來，剩下的資訊都是得自己上網查詢，在這部分

人，我們也互相了解各國的文化。其餘的時間我就

維諾那是先上一個月的語言課程 ELC(English

用心做功課會有很大的收穫，以後不管到哪個國

逛逛校園及附近地區，這裡雖然不像城市一樣方

Language Center)，除了 聽 說 讀 寫 基 本 課 程

家你都能快速並且準確的搞定你的旅行。

便，但是在這裡的生活仍然非常充實。

外，還有一門較為特別的課程 "Skill"，這門課程
會帶你認識這個城市、小鎮、美國文化、參訪博物

當 然，來 到 美國就一定 要 來 好好 體 驗下雪

終於放假了，第一個假期是感恩節，於是我

館、以及給我們一堂課的時間做家鄉食物與班上

的 過 程、滑雪 的 體 驗、以 及 因 為 暴 風 雪 而 享受

也決定到不一樣的地方看看，來到了紐約，這個

同學分享。到了週末，ELC 會安排許多活動，例

到 "cancel class" 的 待 遇。在台灣 遇 到 最 多 的

城市是我從小到大最嚮往的地方，看到了 time

如 : 水上遊樂園 (Water Park)、National Eagle

class cancel 就是颱風假，在美國就不一樣了，

square 才知道原來這就是紐約。可是他們的營

Center、MOA(Mall Of America) 購物行程、渡

因為學校地處高緯度，冬天一定會達到零下十幾

業稅真的是很高，花錢吃東西真的會讓我有一些

輪遊密西西比河等等校外行程，是個很棒的暑期

度，前一晚或當天的暴風雪極有可能會造成道路

不適應，我也搭了船去看自由女神，在晚上的時候

課程，對於還沒有任何留學經驗、語言和文化還不

積雪，積雪甚至可以到達腰部的高度，所以教授若

去了布魯克林大橋，這邊真的很漂亮，如果未來還

是很適應的留學生來說，是一段不可或缺的銜接

因無法行駛車子來到學校，那就會宣布停課了。當

有機會我還是一樣會來紐約旅行。

課程。

然最主要的還是能享受下雪的過程和體驗，我人
生第一次看到雪飄落在我眼前就是來美國讀書的

很快的結束所有課程準備要回台灣了，當然

ELC 課程結束後，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這

這段日子，不僅可以堆雪人 (裝飾家園 )，打雪仗 (促

還有一些時間，所以我就到了賭城 Las Vegas。

是一個安排旅行的最佳時間，課程不緊湊，氣候宜

進同儕之間的感情 )，還有最刺激的極限運動 - 滑

在這邊飯店一間比一間高級，就連一些免費的秀

人。其實在出國的這段期間，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假

雪，這也是我第一次挑戰滑雪，心情當然是興奮激

都特別壯觀。這趟旅程真的讓我的人生見識更廣，

期都是可以做活動、旅遊安排的，只是所有的行程

動中帶點緊張。其實滑雪還挺容易上手並且很容

很開心學校給了我們這樣一個這麼好的機會可以

都得自己一手打理，包括：查詢交通、訂車票、訂

易上癮，當你學會了基本要領之後就會想挑戰更

到美國來，這個經驗會跟著我一輩子，真是個很美

飯店、規劃旅遊路線、查詢景點、餐廳等等，但是

難的道路、更快速的滑行、更極限的刺激，總體而

的回憶。

1
12

2
3

1.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校園風景
2. Minneapolis trip by myself
3. 初次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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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致廷

英國桑德蘭大學

言，這是個值得推薦的新體驗。在美國這一年我不

去年 8 月，這是我們剛抵達桑德蘭宿舍的照

時候拍的，這堂課當中我們需要設計一個完整的

僅學會讀書方法、自主管理、作息安排、旅遊規劃、

片，天空很藍很美，一切都很漂亮，開始適應國外

程式。我在分組當中是負責做設計類以及網頁的

交際應酬、人際溝通、還學會了做菜。所有的一切

的生活，知道超市在哪裡，學校在哪裡以及該注

工作，有做了 POSTER，網站還有幫忙設計一些

得來不易，也是我收穫最多的一年，雖然花費很大

意的生活事項，都在這一天開始了。感謝 7 月來的

分組上需要用的東西。總而言之，在國外學習是一

但卻很值得。

同學一開始帶著我們認識環境，幫助我們可以更

件非常幸福的事情，雖然有些課程很辛苦但是還

快速的適應學校的生活。在這期間認識許多的朋

是很有收穫。

友，也很感謝他們幫忙與照顧。
第一個學期課程不算太難，雖然課堂學習不
會很累，但是作業真的很多。
上課老師只會講重點，
剩下的部分都要靠自己實作來學習，不懂的再去
問老師，學習方式與台灣完全不一樣。很快就到了
12 月份的假期，這個時候我和在這邊認識的朋友
們，一起到曼城參加營隊，它是一個由基督徒舉辦
的營隊，雖然我不信基督教，但是這個活動帶給我
許多的歡樂，也認識了很多來自英國各地的朋友
們。聖誕假期除了去曼城之外，就待在桑德蘭。聖
誕節的時候一起與這邊的朋友享用聖誕大餐，非
常的快樂。
我在這邊修習一門軟體創新課程，課程名稱
為 Software Engineering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這張照片是我們在學期即將結束的

4
14

5

4. 與在美國認識的朋友們在美國東岸旅行
5. 平時在家做的飯菜

1

2

1. 宿舍入口照片
2. 分組作業的 presentation 大家都要著正式服裝

15

ᚒԳಧ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資創系 軟工組

張藝朦

英國桑德蘭大學

由於淡江蘭陽大學是一個國際化的學院，因

到英國幾天後，我的語言課程也開始上課，抱

在英國的假期，當然不能放過，我去了倫敦、

此我們有一個大三出國留學的項目，藉由這個機

著期待的心情去上課，但到教室後我有些嚇到，跟

曼徹斯特、法國巴黎。倫敦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城

會我可以到英國念書，我在去年六月底離開台灣

我想像的差很多，我以為會有很多外國人坐在教

市，當地的建築還有大英博物館，都令我印象非常

到英國，因為語言的能力不足，所以提早到英國桑

室，但是都是中國人，只有我一個台灣人，但是幸

的深刻，曼徹斯特也是一個很好的城市，那裡的

德蘭大學就讀語言課程。我個人認為比別人提早

好大家都很好相處，但可惜的是因為大家都是使

購物商場真的不比倫敦差。巴黎是一個浪漫的城

到英國念書也是不錯的，因為可以提前適應，剛到

用中文，所以用到英文交談的機會不是很多，不過

市，建築和風景真的非常的美。在英國的一年，我

的時候甚麼都不懂，不過還好有台灣的學長，學長

還好我們的語言學校老師對我們算嚴格，一直督

真的學得很多，也進步了很多，留學真的是一個很

幫助我很多事，從宿舍到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事項，

促我們使用英文，我們的課程涵蓋聽說讀寫，老師

好的磨練，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到國外學習。

例如銀行開立帳戶，在國外帳戶是很重要的，第一

每週都會讓我們聽一篇 BBC News，聽新聞真的

次在英國辦理銀行開戶，令我印象很深刻，雖然

對聽力有很大的幫助，就這樣我們上了兩個月的

銀行工作人員聽不懂我在表達什麼，但他們還是

語言課程。語言課程結束後，接著馬上就是正式課

很熱心的幫助我，知道我想要做什麼，成為我在英

程，正式課程選了法文和旅遊，正式課程真的很不

國的一個不錯的經驗。剛到英國，對英國有很多的

一樣，老師上課的速度和語言課程完全不一樣，剛

事都不了解，剛開始最困擾的就是吃的問題，不過

開始真的很辛苦，因為真的聽不太懂，但上了兩三

還好學長們教我們如何到英國超市，起初我跟其

周後就比較能跟得上了，國外的上課方式真的很不

他三位同學，我們每天都去買菜自己做菜吃，雖然

一樣，老師不太會問學生聽懂了沒，老師每天都是

剛開始手藝不是很好，但隨著時間我們都慢慢進

把它的進度趕完，剩下的都必須靠自己複習，不然

步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不過隨著時

下次上課又會跟不上了。第二學期修習旅遊相關課

間的過去，我們也漸漸的了解英國的食物，其實也

程，因為對我來說旅遊的課程比較容易跟得上進

是蠻好吃的，例如魚和薯條，英國的炸物都還蠻好

度，這學期有一次三天兩夜的校外教學，我們去了

吃的。

Liverpool，是英國一個著名的港口都市，到那裡
我學到了很多關於英國的歷史，是一次很棒的旅
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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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任渝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幸福的事情！隔天就 是 Black Friday，我們 23

菜以及 Halloween 的主題商品，喜歡的話可以買

非常大的一所學校，乾淨、風光明媚的一個地方，

點多就出發到 Best Buy 排隊，一到現場就看到

一些！而最後我們也和農場主人拍照留念，在中午

更棒的是宿舍超高級，根本就像住飯店！當地的

大排長龍的人群，果然如同大家所說，這一天是個

的時候搭校車返回學校，結束了這一天的小旅程！

Indiana Mall、Walmart 等購物中心，是我們最

Crazy Day( 東西大打折，而且大部分的店家半

常逛的地方。賣場裡應有盡有，生活所需的用品都

夜就會開店 )，最後我買了 I pad 跟耳機，運氣還

能在這些地方購買，而且非常便宜！當地的美國人

不錯呢！這段期間令我感到開心的事情太多了，認

都對國際學生非常的友善，幫我們很多忙，也很喜

識了很多朋友再加上體驗到正統的美國文化，不

歡跟我們聊很多生活瑣事，他們真的很親切，只要

虛此行的一周！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他們。至於飲食部分，八成以
上都是高熱量食物，在這邊如果沒有養成運動習
慣是很容易變胖的！

早上 約 9:30 從 學 校 出發，大 約 10 點 多 時
抵 達。Yarnick's Farm 是 一 個 小 型 農 場，由 於
日期接近 Halloween，所以這裡的物品目前是以

感恩節假期我與室友以及他的朋友 Sander

Halloween 為主。一開始讓我最有興趣的地方就

一起住室友家 (Export，離 Indiana 不遠，差不多

是鬼屋，站在鬼屋外面就能聽見毛骨悚然的慘叫

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 ！他們家位於半山腰地帶，外

聲，於是我們就決定先進去挑戰！過程中除了看見

面有一個小農場，後山有一個散步的步道！他們一

血腥的物品，也被裡面的鬼嚇到 ( 連電鋸聲都出

家人都很和藹可親，每天都會煮美味的食物給我

現了...)，害我們迷路了好久，最後還是有平安的走

們吃，也會帶我們去很多不錯的地方玩，甚至還會

出來。大家都玩得非常高興，這裡的鬼屋既可怕又

介紹很多朋友給我們認識呢！感恩節當天我們一

好玩，有機會的話一定要來挑戰囉！再來我們前往

起去了室友的外婆家，裡面的氣氛相當的溫暖 ( 有

南瓜田，農場主人說在這裡大家可以各拿一個南

點像過年圍爐 )，滿桌的火雞令人垂涎三尺，當時

瓜帶回家，但我覺得南瓜太大導致攜帶不便，加上

我也與他們分享一些台灣過節的文化，大家聊得

之後又不知道如何解決，所以就沒有拿！在這邊也

有說有笑，使我覺得擁有美國家庭真的是一件很

有小型的 market，賣的東西都是新鮮的水果跟蔬

1
18

2

1. IUP 校園
2. Shopping Mall 的 DM

3
5

4

3. 南瓜田
4. 太空針塔
5. 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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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鼎翔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這是跨文化獎學金的 Project! 我負責介紹

來美國最特別的一次旅行就是去阿拉斯加了，

台灣給小朋友們甚至是大人們，只要是路過有興

這裡的景色真的如同國家地理雜誌或 Discovery

趣的人我們都會一一介紹台灣的文化 ! 看到他們

讓人驚嘆 ! 每天晚上都開車去追極光，盼它可以出

耐心的傾聽就有莫名的感動，美國果然是個很多

現，最後還是讓我們等到了 ! 真的是非常非常難

元的社會啊 !

忘的旅程啊 !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我們開車前往優勝美地。中間那位是韓國人，
當時是 1 月份，還有飄雪，天氣非常的寒冷。

我的朋友為了我的生日舉辦 PARTY，我超愛
他們。

這裡的冬天真的是超級漫長啊！有 6 個月之
久，難怪只要一出太陽，所有不管男女老少全部都
出來曬日光浴 ! 太陽光對於他們來說真是太稀有
珍貴了。

左邊是 ALVIN，右邊是 DAVID，中間是我。
我們三個人在 BAKER BEACH 撿到一隻螃蟹，
他們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們是 351 FAXON 最
強。

1
2
20

3
4
5

1. 跨文化獎學金 Project
2. 校園內噴水池厚厚的積雪
3. 阿拉斯加
4. 鼎鼎有名的 NewYork Time Sqaure
5. 不愧是全世界最大的 Disney 樂園

1

2
3

1. My friends and I went to Yosemite
2. 我的生日 Party
3. 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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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孟謙

美國天普大學

能夠有這個機會出國一年真的很幸福，離開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互動，經過幾個月後就能適應並融入當地的生活。

家鄉那麼遠心裡充滿著不安。第一天來到費城，
充滿著期待和好奇，費城 Philadelphia 是東岸的

在美國這一年，我親身體驗到萬聖節、聖誕

一座大城又稱 Philly，它位在 Pennsylvania，過

節、復活節、還有紐約跨年，很感謝美國天普大學

了 Delaware river 就 是 紐 澤 西，離 New York

畢業的美國校友～ 一對 80 幾歲的爺爺奶奶，總

and Washington DC 只 有 兩 小 時 的 車 程。

是在每次節慶時，熱情邀約並開車來接我們去家

Philadelphia 是一座 充滿 許多歷 史與古蹟的城

中過節。去年暑假我們提早赴美，所以我在美國過

市，有簽署獨立憲章的獨立廳，Philly 的運動風

了兩個暑假和一個寒假，因此有機會到各地旅行，

氣也非常發達，有許多職業球隊 NBA Sixers、

有時自己訂機票自助旅行，也有和同學好友一同出

MLB Philly、Football Eagles、Hucky Flyers、

遊。New York、Boston、San Francisco、Los

Soccer …，費城還有許多著名的餐廳，來到費城

angle、Seattle、Chicago、Orlando、DC ……

絕對不能錯過享受只有費城才有的特色美食。

每一個地方都有難忘的經驗和回憶。這一年我從
一個陌生的新還境，到現在的不捨離開，美國的求

Temple University 主 要 校 區位 在 費 城 北

學生活經驗，訓練我凡事靠自己要獨立，英文程度

方，校 內 有 一 地 鐵 站 Cecil b more 和 火 車 站

也提昇了，讓我的視野更加寬廣，也拓展了自己的

Temple，費城市區以北治安很差居民大多數都是

人際關係。我更要感謝爸媽你們的用心和對我永

黑人，常有槍擊案及搶劫。剛到學校時，因為還是

遠的支持！

舊金山是一個氣候偏冷的城市，但是當地的
華人也很多，許多場合使用中文也能溝通，如果不
喜歡華人太多的城市建議不要選擇舊金山。舊金
山的交通也很方便，到哪都有公車或者地鐵。

暑假期間，學校沒什麼人所以頗害怕，不過校區內
有警察巡邏還算安全。美國各個城市都有不同的
特色，文化與習慣上與台灣有很大的差別。剛到美
國時會有點不習慣，我加入了學校的籃球隊，練球
時可以健身又認識了很多好朋友，平常多参加學校
的各種活動和球賽，透過與同學、朋友之間的交流

這趟美國留學之旅，讓我學到很多東西，也認
識很多不同國家的人。在不同的假期，也到很多不
同的地方去玩，真的開闊了我的眼界。
寒假期間我們大家一起去 Lake Tahoa 滑雪，
結果我們大家都徹底愛上滑雪，整個寒假就去了
四、五次。

1
2
22

3
4

1. Muni 車站
2. 在雪場滑雪
3. 黃石國家公園
4. 環球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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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林琪智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朋友交流，當然許多外國人也都提供他們國家的

Sacramento 是個很悠閒的城市，很適合學

對於我來說，大三出國選擇沙加緬度真的是

剛到維諾納州立大學的時候，真的沒有感覺

弟妹們來這邊學習，雖然說相較於其他的學校比

很苦的良藥，當地的生活最貼切的形容就是 " 無

像是來到一間學校，不像台灣的學校有圍牆和大

較無聊，但是卻是個非常適合讀書的地方，可以說

聊至極 "，每天看的社群網路中同學們生活，讓人

門，只有這短短的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告

是個蘭陽校園平地版本吧，如果是個想認真讀書

羨慕忌妒不已，剛開始時還真的蠻怨恨，怨恨到底

示牌告訴我們這是我們未來一年的校園，對我來

有機會到美國念書當然也要適時地出去玩一

的學生，Sacramento 真的是一個非常推薦的城

是誰跟我推薦了這個地方，生活了一個月就開始感

說這感覺就是一個很開放很自由的學校，學校位

下，當然在美國出去玩一切都是靠自己，不像在台

市，但如果是想見識美國的學弟妹們，建議不要選

到枯燥乏味，所以只好認真於課業方面，不可否認

於一個很悠閒的鄉村，我非常喜歡這裡的生活，因

灣幾乎都是由旅行社安排，到阿拉斯加旅行，自然

擇這邊。

因此而學到許多的東西，沙加緬度的生活越久越

為在台灣已習慣都市生活，來到這裡一切的步調

是跟去其他地方來的不一樣，因為我們要去尋找

感到充實，每天過著看似一成不變的生活，內心卻

都不像都市來的緊湊，穿越馬路時車子會禮讓行

美麗的極光，出發之前不但要安排好行程，從訂飯

感到很踏實，建議學弟妹們都來這邊陶冶性情吧 !

人，甚至還會跟你打招呼，非常的親切。附近也有

店、租車、訂機票等等都是自己一手包辦，加上我

個可以讓人收穫滿滿的學校，課業方面會有寫不

許多超市、量販店和加油站，可以提供我們日常生

們要作一大堆關於尋找極光的功課，這也是從來

完的作業、做不完的報告和考不完的試，可是老師

活所需，晚上這裡非常安靜，沒有任何吵雜，抬起

沒有的經驗，從每次的旅行都學到很多東西。

們都很和藹可親，對於學生的問題都有問必答，學

頭來也可以看清楚美麗的星空，氣候也非常的舒

校的教學計畫讓學生能很快的提升英文實力，聽

適，不像台灣濕濕黏黏的氣候，我想這是我在台灣

說讀寫並不都只是在課堂上學習，有很多額外的

從未體驗過的生活，也是我理想中的生活及讀書

活動，學生可能會需要去做義工、旁聽課程或參加

環境。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 沙加緬度分校真的是一

家鄉菜與我們分享。

市區活動，並且都要向同學老師報告，學校提供的
學習方法真的很多元而且有效，學校提供的輔導

到了寒假的時候，當然這時候大家都很期待

也很完善，並不只是提供學生一個讀書的地方，課

過年聚在一起的時候，但我們人在國外，國外的寒

外生活等等的問題學校都有專人可以詢問，甚至

假也早就結束了，所以無法跟家人團聚一起過年，

旅遊規劃也可以詢問學校工作人員，但是學校不

這時候我們大家就聚在一起準備年菜，除了台灣

會幫學生解決問題，只會提供資訊或是從旁協助，

人以外還有來自中國、韓國、日本和美國的朋友參

對於學生學習獨立也很有幫助。

加我們的年夜飯，除了讓大家在國外有過年聚在
一起的氣氛之外，還可藉這機會可以和一些外國

1
24

2
3

1. California state capitol museum
2. Classmates
3. :D

1

3

2

4

5

1.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2. 大家在國外過年
3. 阿拉斯加 ~ 雪地中泡溫泉 ~ 很舒服
4. 美麗的 Winona 校園
5. 夏天美麗的紐約中央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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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孟筑

郭萱苓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Pullman 校區是一個

WSU Bryan Hall 是對國際學生比較重要的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位於華盛頓州（WA）

CUB 有書店、餐廳、US Bank 和通往圖書

和平的大學城，幾乎到處都是學生，生活環境安逸

一棟建築物，許多問題都可以來這裡尋問，像是

Pullman，是一所大學城，雖然 Pullman 不大且

館的通道 ( 地下一樓 )，CUB 旁邊就是圖書館，

祥和，適合不喜歡吵雜環境的同學前來就讀，公車

處理 I-20 或是正式課程的選課問題，記住這裡會

沒有太多娛樂，但是環境很安靜很適合念書，學

很方便 ! 通常一開始來到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要

免費 ( 只需要持學生證就可以，就算是忘了帶也只

對你很有幫助。

校還有社團可以參加，而且也因為住民大都是各地

報到的地方，因為不管是辦卡或是領存錢都是來

要 50 cents，非常的便宜 )，雖然看似鄉下，但是

各國學生居多，所以就算比較晚歸也頗安全。另外，

US Bank，雖說 US Bank 只在美國西岸有設點，

該有生活所需都有，例 :Walmart、Dissmore 等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被學生和老師稱為是「Party

但是就使用上還是很方便的，出去美國東岸玩記

大賣場，而且食物免稅。天氣偏冷，需要多準備冬

University( 派對大學 )」，因為就是大家平日念

得多帶現金就是了。 隔壁的圖書館挺不錯的，就

季衣物，夏天溫差大，冬天有可能會到 -20 度，雪

書較少娛樂，所以一到假日都跑出去玩或是歡樂

外觀看來好像很小，其實地下還有一層，裡面藏書

季大概從 11 月到 4 月，如果想出去旅行，必須嚴

的開派對，其實若是住在安靜的社區就沒什麼差

滿多的，也有電腦和印表機可以使用，到了考試前

加注意天氣，很有可能會有飛機或灰狗巴士停開

別了。以氣候上來說比台灣冷多了，夏天晚上風吹

更是人滿為患，一開門就看到很多學生，每個人佔

的問題。

來和台灣冬天感覺很像，大概到了五月晚上還不

著一個桌子念書，就念書風氣來說還挺棒的 !

到十度，而冬天甚至會到零下，可以選擇在美國買
IALC 是華盛頓州立大學的語言學校，入學後

禦寒外套（先忍忍寒風），或是自己帶厚外套來，

IALC(Intensive American Language

會先考試 ( 如果想得到好成績，就先多看看文法

總之到這裡就是要保護自己的身體！像是第一天

Center) 是念語言課程的同學的校舍，乍看之下

吧 !)，這裡的老師都非常的親切，如果有問題可以

剛來這裡不是很習慣，不但比台北乾燥而且還有

還以為是舊宿舍，但他門口確實貼著 IALC，所以

盡量去問，也可以找他們聊聊天，順便練練英文，

點冷，結果馬上就感冒了... Pullman 因為是大學

不要怕走錯，大膽走進去吧 !IALC 裡面分成一半

IALC 會舉辦很多活動，例 : 萬聖節鬼屋、滑雪體

城所以交通上有循環公車，學生憑 ID card 可以

的空間，最靠近外面街道的是服裝設計科系的教

驗、Pizza Party..... 等，鼓勵大家踴躍參加，一切

免費坐車，而基本車費也只要 50 cents 就好，

室，不要走錯了~ 此外，在上課前會先有分級考試，

都會成為很特別的回憶喔 ~~

不過因為整個市區不大，所以也可以為了健身而

IALC 的老師們人都很好，我覺得只要認真去念書

走路，順便一提的是，學校提供的 Student Rec.

並做好每項功課與考試，待在 IALC 的這段時間

Center（上正式課程同學若有選擇繳交費用可免

可以很扎實的打下基礎，像我是寫作方面，因為教

費刷卡進入，但語言課程同學要繳交較高的使用

學都是一步驟、一步驟來進行，所以能很輕易的了

費用。

解流程，加上教學方式為重複討論同一主題，因此

1
26

2

4

3

5

1. 學校的代表物 :Cougar
2. IALC 語言學校
3. Wsu Bryan Hall
4. Cub ( 裡面有餐廳、銀行 .... 等 )
5. 學生餐聽 ( 靠近 IALC)

1

2

1. 學校校舍之一 - Bryan Hall，主要處理 I-20 和正式課程申請的問題，最大的特點是旁邊的
大鐘。
2. CUB，對剛來的學生來說是一定要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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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靖凱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在加強聽說讀寫能力時，也同時加強我們在某些
範圍內的詞語記憶程度，也就是說對某些單字印
象會很深刻並且不容易忘記。學習過程中，小班制
度的好處下，老師們可以清楚知道每個同學的學
習狀況並用鼓勵和討論的方式讓學生能放膽去發
表自己的意見，而且也知道不同國家的學生的學
習習慣，比如說亞洲國家的學生上課會比較安靜，
所以在這樣討論的過程中，因為小班制度和同班
一天上課到下午的關係，同學間也很容意建立友

一開始到了美國，台灣同學會的朋友們就邀

誼，我就因此交了許多不同國家的朋友，在聊天的

請我加入。在同學會裡學到了不少寶貴經驗。例如：

時候除了平常瑣事、也可以了解不同國家的風俗民

活動安排、工作分配等等。

情，我很喜歡 IALC 的環境 ! 每次等級的課程上
完之後，IALC 會辦小型派對，主要是慶祝大家上
完這次的課程，在派對中還可以和更多人交流，也
有機會認識平常不同班或不同等級的人喔 ! 就這
一年間，我覺得和只待在台灣很不一樣，感覺開闊
多了 ! 在出國前只是三個多小時的車程就覺得好
久，但是真正到了美國才知道世界的大，我覺得能
出國就算我大部分的時間只有念語言課程，但是
對於自己的助益可是很大的，除了感謝栽培我的
老師之外，就是謝謝支持我並供給我金錢資助的

參加校內籃球比賽。

家人 ! 有了他們我才有這樣的機會擴展視野 !

3
4
28

5

3. IALC 正門口，其實旁邊還有側門，建築物後面還有後門，到處都有通的喔 !
4. WSU 圖書館，外面的是書人，上面綠色的都是書喔 ~
5. Pullman 的天氣有時到了四月還會下雪，走在路上又可以打雪仗囉！

1
2

3
4

1. 在活動中與友人合照。
2. 左數來第二個。
3. 籃球界的聖堂，NBA。
4. 畫畫課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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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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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芸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第一次來到美國真的所有的事情都讓我感到
非常新鮮，homestay 家人非常的好相處、貼心又
長的漂亮。我則是在 Long beach 念書，剛到這
邊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沙灘，因為他們說 Long
beach 沙灘最多比基尼愛好者。外國海灘果然很
不一樣，許多人在衝浪、曬太陽、打排球。這真的
讓我內心也熱血了起來，剛到這邊一個星期完全
沒有飲食文化差異，我愛上了美國！
來到美國一陣子之後，我開始努力上課，結交
了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大家相處得很開心，

在 Minnesota zoo 看到駱駝在雪地裡，很稀
奇！

我也趁著寒假和一些長假，前往非常多地方旅遊，
例如 SF、NY、LA、Vegas、Phily..... 太多了講不完，
遇到了很多同學，我有一個非常棒的旅遊。
到了第二個學期，我還是依然努力在用功上
課。看到很多人都會開始懶散翹課，但是我一直督
促自己，不能辜負父母的期望。所以有始有終地把
我的課業照顧好。5 月是 home Mom 的生日，我
很貼心的幫他買了一個超好吃的蛋糕，在 LA 非常
有名的蛋糕，晚上我門一起去吃日本鐵板燒，這是
一個非常難忘的日子。

第一次去滑雪，摔慘了！不過很好玩，是個值
得回憶的經驗。

到 New York 看到的埃及文物，很酷！而且
當地的博物館真的多到看不完，喜歡博物館的人
一定會非常開心。

1
30

2
3

1. 這是我的 Home Mom
2. 這是我在紐約好朋友見面的照片
3. 我的 homestay 家人和她的孫子

1. Minnesota zoo
2. 滑雪第一摔
3. 逛紐約的博物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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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子杰

美國天普大學

去費城美國天普大學的同學是全校最早出國

一年，我的廚藝也增進了不少呢 !

的，很多朋友和同學為我們送機。出國的人很不捨，

除此之外，老師的上課方式很有系統，每天上課都

這些課程都會依照你的級別有不同的選擇。上課

會有小考和作業，而且老師評分的方式很有趣，只

送機的人也即將在不久後出國，所有人的心情其實

美 國 天 普 大 學 的 語 言 課 程 總 共 分為 6 個

時，老師都會主動問學生問題，也會讓學生自己分

要滿分，就會給你額外的 EXTRA POINT 加分，

都很複雜。這一次出國，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搭飛機、

LEVEL，我 剛 開 始 進 來 的 時 候 只 有 在 LEVEL

組討論，在討論的過程中，可以了解各國文化的差

這點讓我更有學習動力，每次作業或是考試都會

第一次離開台灣，所有國外的事物對我來說，都是

3，經 過 半 年 的 時 間 聽 說 讀 寫都 順 利 的 升級 到

異和想法的不同，算是在語言課程中我覺得最有

想要盡全力完成，得到那額外的加分真的很有成

前所未有的體驗。考完期末考後，我們只有五天的

了 LEVEL 6，也如預期的選到了一科美國天普

趣的部份。除了上課之外，IELP 在禮拜五或是周

就感。

時間準備出國，短短的五天裡面，要跟親朋好友聚

大學的正式 課程。除了感 謝 每位語言 課老師的

末通常都會有一些課外活動，學生只要上網勾選

餐、準備行李，聯絡國外的房東、接駁車、飯店 ... 等，

指導之外，也要感謝美國天普大學的負責老師：

參加並在約定時間到達集合點即可參加。這部份

在美國除了念書，最重要的就是到處走走逛

行前的這五天比期末考還忙，也沒時間想太多，只

陳 惇 凱 老 師，當 初 是 因 為他 的 建 議 ( 尚 未符合

費用其實是包含在學費中 100 塊美金的學生費，

逛，從交通工具到訂飯店，這些生活經驗都是讓

能想辦法把行事曆上的事情一件件盡快完成。畢

正式課程條 件的學生，提早到才較有 機會 從語

有時候甚至會有兩天一夜的城市遊玩活動，十分

你實際運用英文的最好時機，尤其是在旅途中，常

竟很多事情都只能靠電話或是 e-mail 確認，沒辦

言課程上到正式課程 )，所以我們才會提早一個

經濟實惠。在今年 2013 年的春季，我順利的申

常會發生一些有趣的突發事件，需要跟人溝通或

法實際看到實體，種種的不確定性讓我覺得很不

SEMESTER 到這裡上課。美國天普大學的語言

請到了一門天普的正式課程，我選的是 Program

是描述事情，讓別人在第一時間瞭解你想說的話，

安，最好的方式就是提早完成，好讓所有事情能夠

課 程 稱 作 IELP(Intensive English Language

Design and Abstraction 這 堂 課， 是 一 堂

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也可以透過跟別人的對話，

有充足的工作天。一開始在國外難免會有一些不

Program)，七個禮拜為一期，每一期結束後會有

JAVA 的程式語言設計課，老師是一位香港人，班

學習當地人是如何敘述一件事情；我常常在跟別

習慣，像是夏天晚上八點多才日落，美國人做事較

一個禮拜的休息時間，費用大約為 2300 元美金，

上幾乎全都是美國人，只有我和另外兩位亞洲人，

人溝通得過程中去模仿學習他們的說法，同樣的

沒有台灣人有效率 ... 等，另外最大的困擾就是飲

若一次繳交兩期以上會有一些折扣。課程分為「聽

不過只有我一位是還在學英文的學生，這對我來

一件事，可能有十幾種說法，不同的情況會有不同

食文化的差異。高熱量多油、多鹽、多糖，是美國

說 」、「 讀 」、「 寫 」「CEP(Cultural Education

說十分有挑戰性，除了專業科目的知識之外，我還

適當的用句，這些東西不論是在台灣或是在美國

食物的代名詞，吃一兩次也許還覺得新鮮，但生活

Program)」和「ELECTIVE」五種課程，上課方

得克服語言障礙，常常覺得困擾的不是不會專業

學校，都很難學到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一年下來，可真是一種折磨。而且在美國吃的花費

是主要是看老師的偏好，有些老師偏向注重在托

知識，而是看不懂考卷題目上的問題。整個上課風

這件事在國外更為重要。我記得有一次我從費城

蠻大，上餐館吃飯還得付小費。因此為了節省開銷

福考試的形式，有些則是偏向一般生活用語，不

氣和台灣完全不一樣，學生問的問題比老師還多，

坐飛機到洛杉磯，中途轉機停在美國中部的一個

和為了健康著想，我常常自己買食材來煮，三餐下

過如果有任何特別的問題，老師也都很樂意為你

而且老師和學生之間沒有隔閡，反而像是朋友間

小城市，當時我正在吃午餐，一位中年大叔走了過

來，花費幾乎可以跟台灣價錢打平。如果想減少開

解答。另外，IELP 課程中的 CEP 和 ELECTIVE

聊天一樣，在課堂上討論知識。
上課完全不會無聊，

來，禮貌的打了一聲招呼，並向我詢問可否坐在我

支，自己煮食物真的是最有效的方式。在國外的這

課程，其實就有點像是我們台灣的通識課程：像是

有些同學很逗趣，常常會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發生。

旁邊的位置，沒過幾分鐘，我們聊的有說有笑，我

1
32

電影欣賞、志工服務、新聞報導、英文俚語 .... 等，

2
3

1. 行前合照
2. 第一次到老師家中作客
3. 放假時到紐約遊玩 (Time Square 時代廣場 )

4

5

4. 台灣學生會的朋友
5. 第一次看見下雪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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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家馨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也趁這個機會向他宣傳台灣這個小島，也從他口

我讀的是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我讀

也就解決了。如果沒車子，我們偶爾也會租車出去

中得知一些他的生活經驗，飯後他還給我吃他最

了兩學期的語言班，雖然無法上大學的正式課程，

玩，例如寒假的時候就租了 2 個禮拜的車，開車到

愛吃的巧克力，真的很令我難忘。出國的這一年，

但我依然覺得收穫很多。這裡教學方式令人印象

聖地亞哥、大峽谷、拉斯維加斯和洛杉磯。不管怎

除了在課業上學習到很多知識之外，對於美國人

深刻，或許是美國的教育制度本來就和台灣有差

樣，有車真的是方便也增加了很多在美國旅遊的

的生活也算是很徹底得了解，很感謝父母和家人

別，但能親身體驗，還是很特別。聽力與會話課程

經驗。

的支持，讓我能夠有這麼特別的經驗，也很感謝我

是我最喜歡的課，雖然每一節課都有隨堂測試，

一路上曾經幫助過我的陌生人和路人，讓我能夠

但是這可以激起你對英文的敏感度，也會因此大

寒假期間，我和我的室友們不只去了西岸的

順利地面對和解決所有問題。我愛美國，更愛台灣 !

有進步。ALI 常常會舉辦活動，例如：復活節彩蛋

知名地點旅遊，我們也去了奧蘭多、邁阿密，還有

活動、萬聖節刻南瓜活動、野餐聚會等等。有的時

紐約。只有邁阿密的天氣最好，那裏的海灘真的

候還進行戶外教學，像是做問卷調查，或是坐船看

很漂亮，走到哪裡都可以看到比基尼女孩跟肌肉

風景寫報告。

男。連邁阿密的主要幹道上都充滿著一種悠閒的
感覺，不像是在紐約，步調快，跟在台北一樣；然

加州這裡天氣真的很好，從我八月中來到美

後紐約的地鐵真的跟電影裡的不一樣 ! 髒亂的指

國到五月回國，下雨天數屈指可數。我在這裡適應

數破百，因為很多流浪漢都直接睡在車廂裡，紐約

的很快，並且因為氣候的關係，我從小到大的過敏

冬天實在太冷了。美國消費真的很高，尤其是紐約。

也都沒出現過在這十個月裡。我住在學校附近的

玩了一兩個禮拜的東岸，回到加州一下飛機，大喊

社區公寓，搭公車花五分鐘就能到學校，走路到離

還是加州最美麗 ! 加州天氣好，就算冬天也不會下

家最近的小商圈不用花 10 分鐘，商圈裡有超市、

雪除了高山上。在外出去玩真的很有趣，你會遇到

餐廳、咖啡廳，真的很方便。但是因為美國真的太

好多沒想到的事情，而這些都會累積成你的經驗，

大了，想去別的地方玩玩，還真的需要一輛車，否

同時也豐富你的人生 !

則搭公車轉 METRO 再走個路實在很累又浪費
時間。在這裡最開心的就是認識有車子的朋友，
想去哪大家就一起開車出去玩。而交通問題其實

34

1

3

2

4

1. 照片是校園內的一角落，藍色金字塔是學校最具特色的建築，也是室內籃球場。
2. 這是我們去大峽谷國家公園所拍的照片，天氣很冷，都是積雪。
3. 邁阿密的海灘
4. 邁阿密跨年的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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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智翔

美國佛羅里達中央大學

美國生活了十個多月，離開真是很不捨的事，

剛到國外顯得有點興奮，很多事情都是自己
處理。雖然會遇到許多的問題，但是總是要想辦
法解決，去到國外一切靠自己和朋友。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到了國外就要好好的讀書、玩、交各式各樣的
朋友。有時候短短 10 秒的勇氣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從一開始的人生地不熟、慢慢適應、到最後離開
回台，一路過來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勇敢去做、不後悔、因為是自己的決定。

學到了許多的東西，不管是出去旅遊、還是學
校都有計畫性的實施。計畫一定趕不上變化，但
是有計畫可以省去很多時間和錢花在不必要的地
方。

1
2
36

3
4
5

1. Universal
2. New York
3. Florida Gater park
4. coffee in friends shop
5. View from New York

1

1. 住外國朋友小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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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梁惟勝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我就讀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這裡的

比較不會失去動力，這一點真的很感謝 ALI 的用

校園非常漂亮，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金字塔，來到

心，這讓我英文卻實進步了不少，現在的我，勇於

美國讓我不但學到很多，也看到了不少人文特色及

和外國人溝通，也聽得懂他們在說些什麼，因此也

文化。首先，從學校教育開始講起，大家其實都知

上我對英文有不少的成就感，很遺憾的是，我沒能

道每個國家的教育方式都不同，像台灣的填鴨式

讀到正式課程，雖然沒讀到，但是我認識了不少就

教育，絕對讓很多人都印象深刻，因為不但要學很

讀正式課程的學生，在一些交流和談話中，我了解

多東西，而且還要應付很多大考小考，這讓我想起

到美國的大學是怎麼回事，在你就讀一二年級的時

那難忘的補習班回憶，但我不得不說，台灣的教育

候，你可以修任何系上的課，除非有特別規定，例

體制我覺得有問題，現在很多學生讀完大學卻不

如醫學系課程，不然其他系的課都可以選修，直到

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麼 ?! 這個問題，直到我來

大三才會要求選擇主修，也是在大三的時候，開始

到美國，我有多的想法，美國的教育比較偏像開放，

比較深入的去研究，這一點或許對很多台灣人來

在中小學，甚至到大學，他們所謂的教育，是要培

說，可能不怎麼熟悉，因為我們再進入大學的時候

育一個人，找到自己的興趣和特長，直到投入大學

我們就已經選好科系，這也是美國和台灣教育的

以後， 才給他們所謂的專業教育，何謂專業教育？

不同。

就是開始教授比較深入的東西，這一點真的和台
在學期的中間有些假期，這讓我們有時間可

灣有很大的不同。

以到處走走，像是大峽谷、賭城、拉斯維加斯、紐

沙加緬度是一所不錯的大學，便利的交通設
施 (輕軌車、公車 )，坐一次需要花費一點五塊美金，

我在這裡讀語言學校，我只讀了兩個學期，但

約、邁阿密、奧蘭多 …….. 等，有時候的一些節慶

不過使用通行套票可以節省很多費用 ( 通行套票

我很明顯得可以感覺得出來，美國教育人的方式

我們也有深刻的體驗，像萬聖節、感恩節 .. 等等，

五十塊美金可以使用半年 )。學校有許多設施可以

有很多很不一樣的方式，像是他為了要讓你對英

這些都讓我們印象深刻，舉例來說，萬聖節的晚上，

使用，THE WELL 體育館內各項設施應有盡有。

文有興趣，因此在課堂上，會讓我們看電影，聽音

我去參加了一個遊行，這個遊行大家必須打扮自

天氣宜人，早晚溫差大，不過很舒服就是天氣有點

樂，甚至出去直接跟當地學生問卷調查，無疑是為

己，越古怪越好，像我就打扮成鋼鐵人，在這個遊

乾而已。

了讓我們增加對英文的興趣，也讓我們學起英文

行中，你可以不停的跟你喜歡的角色拍照，也可以

沙 加 緬 度 是 加 州 的 首 都，加 州 的 市 政 府
裡 面 很 漂 亮， 一 般 遊 客 可 以 前 去 觀 賞，old
Sacramento downtown 非常有牛仔小鎮的感
覺非常好玩。
1. SCSU 秋季
2. OLD SACRAMENTO DOWNTOWN

1
38

2

1. USA FLA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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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存孝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大三出國一年。

認識很多不一樣的人，像我就在這一個晚上，認識了

這次來舊金山 10 個月覺得好充實，去了好多

很多同校的同學，非常特別。而在美國，有些事情是

地方，吃了好多東西，認識好多人。非常高興有這

讓我不得不稱讚的，和一些平時不怎麼會注意的地

機會出國，我這一年英文大有進步，連我自己都嚇

經過這漫長的 10 個月，終於可以回台灣了。

方，他們都做得很完善，交通方面，這一點會讓你非

一跳。很高興沒白白浪費爸媽的錢。ALI 的課程還

自從離家之後才知道台灣的好，有那麼多好吃好

常放心，因為這裡的人非常守秩序，舉例來說，他們

算輕鬆，但有時候功課也很多，但是只要碰到大小

玩的，但也因為這裡的不方便，我開始學會打理自

非常重視路人，只要是看到路人，一定是停車，不管

考，我都非常的認真，經常熬夜苦讀，礙於天資不

己的生活，不再依賴爸媽。不只英文，我覺得這一

在哪裡，這一點讓路人不管是過馬路還是穿越巷弄，

佳，許多科目只拿 b 或 b+。不過我不會因次就洩

年我的生活技巧跟處理事情都更周全。相信以後

氣的，未來的路還很長，我會繼續加油。

不論到哪裡，我都可以發會現在所學的技巧，把自

都讓用路人很放心，但不得不說，其實他們會這麼守
秩序的原因，其實他們如果出什麼交通意外的話，罰
金真的是很高，所以也造就他們這麼守秩序，無疑這
是一件好事。還有一些特別引起我注意的例子，舉例
來說，他們的公車真的是有很多的巧思，讓人用起來
很方便，像是殘障人士或老人要上車時，司機會降低
車身，還會放下一個平台讓人可以很方便且輕鬆的上
下車，還會騰出一個空間讓殘障人士有個位置可以
上下車，另外，公車上也會有地方放置腳踏車，這在

己照顧得非常好。
我們前往觀賞舊金山金州勇士隊的比賽，到
了現場才了解美國人對運動有多麼的瘋狂。這群
觀眾激動程度有時候還不輸球場上的球員。這個
情況尤其是季後賽的時候更明顯，勇士隊每進一
球，就是一陣歡呼，全場根本毫無冷場。大家都聲
嘶力竭的幫勇士隊加油，希望能打敗金塊隊。在

台灣非常少見，也是台灣可以學習借鏡的地方。這一

這種情況下，連我這種安靜的人，都忍不住開始幫

趟美國的學習，讓我真的學到了不少，讓我獨立處理

勇士隊加油，況且勇士隊裡面有我最喜歡的球員

很多雜事，也讓我看到了很多不同人文特色，更讓我

Stephen Curry - 超級神射手。當然拼了命都要

了解如何獨立去思考一件事情，這些都是很難得的

幫他加油。在賽後結束，我幾乎還可以感覺到場邊

經驗，還有很多事情想要分享，但是實在是太多了，

的震動、耳邊的加油聲響，以及 Curry 經過千錘

可能說個三天三夜都說不完，美國真的是一個好地

百鍊的神準三分球在空中畫出一道又一道的完美

方，希望未來的某一天，我又可以再回到這個地方，

弧線。真的三生有幸讓我能體會許多人不曾體驗

我喜歡這裡，也建議大家，還沒來過的真的可以來

到的。感謝老爸，老媽，以及學校能給我這個機會

這裡走一趟。

2. 美國大峽谷，旅途中所拍的相片

2
40

1

2

1. 看金州勇士打爆籃網
2. 美國星巴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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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政佳

余俊葳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2012 六 月底 來 到 了位 於 美 國 明 尼 蘇 達 州

這一趟的美國行造就了許多的第一次，第一次

東南部的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Winona State

出國、第一次搭飛機、第一次看到雪、第一次打雪

University)。相較於其他大學，緊鄰著美國第一

仗、第一次堆雪人、第一次的自助旅行等好多好多

大河流密西西比河的維諾納大學位於一個較為

的新體驗。想到第一次看到雪時的興奮感還記憶

鄉村型的小城鎮，鎮上的當地人都非常的熱情。

猶新，到了今年五月看到雪時的無奈感整個天壤

為 期 六 個 月 的 暑 期 ELC(English Language

之別，但這也算一個特別的五月雪經驗吧 !Winter

Center) 非 常 多 采 多 姿，除了聽 說 讀 寫 基 本 課

Vacation 和日本及韓國女孩們一起出遊舊金山、

程外，課後還可以跟當地學生對話練習；到了週

拉斯維加斯、大峽谷，只能說這個經驗難能可貴也

末，ELC 會 安 排 很 多 活 動 例 如 :MOA(Mall Of

得來不易，短短一個禮拜的旅程卻是滿滿的回憶。

America)、水上樂園、National Eagle Center、

寒假結束前的紐約讓我愛上了自助旅行，雖然沒

到 Winona 的第一個禮拜，當時 Winona 幾

遊密斯西比河等校外行程。

有遊伴但也讓我體驗到一個人旅行的獨立感。這

乎沒有人煙，一大早起床就到處走走認識新環境，

一年，說快不快、但說慢也不慢，我想我學會的不

還在路上遇到我們之後 ELC 的老師。

來到美國後，除了飲食、生活、溝通都很美式

只是知識和語言上的成長，我還學會的如何自主

外，還能夠體驗到許多在台灣沒有的假期。照片為

及獨立的面對各種情況，非常感謝支持我的家人、

Thanksgiving 時去室友家的火雞大餐，非常有

朋友以及教授們。

寒假大家出遊，從寒冷的 Winona 直接飛到
南部 Miami 海灘度假。

榮幸的能夠受邀到室友家裡體驗 Thanksgiving
假期，除了能夠更加融入美式文化外，也讓我注意
到了台灣家庭與美國家庭不同的教育方式。為了能
更加的融入這裡的文化，假日閒暇時會參與當地
的教會順便也能練練自己的英文能力；雖然自己
不是信仰基督教或天主教，但當地教友都非常的
熱情歡迎，也因此我認識了許多的美國朋友。
今年在 Winona 的第一場雪，對於第一次看
到雪的我來說實在是興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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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2

4

5

1. Panorama of Winona
2. Thanksgiving Meal
3. My First Snowman
4. 煮臺灣菜給室友們品嚐
5. 舊金山行

1
2

3
4
5

1. Winona 照片 1
2. Winona 照片 2
3. Winona 照片 3
4. 在 Winona 讀書每個人都會有一台電腦
5. 我在 Winona 最喜歡的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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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雨柔

美國華 盛頓州立 大學 位 於華 盛頓 東部的

語言學校的方面，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標

在 國 外念 書，當 然 不 能 少了 活 動！基 本 上

逢特殊節日，社團成員會簡介節日的由來和故事，

Pullman，靠近 Moscow，緊鄰隔壁州 Idaho，是

準較其他學校高了些，分級相當嚴謹。一開始入

IALC 的 David 會定期舉辦一些小活動，一開始

還會準備小小的派對請外國朋友參加喔！像感恩

以大學為中心所形成的城鎮。因此，我初次到訪此

學會以文法、寫作和面談來決定級數，之後一周

還有些人參加，不過到了後期參加的人越來越少，

節我就真的到了美國朋友的家中品嘗了他們的火

處便覺得這裡與心中所想像的美國差很多，這裡

可向老師提出級數調動的要求，不過基本上能往

其實滿可惜的。David 的活動基本上都會準備一

雞大餐，復活節有畫彩蛋和找彩蛋的活動，真的是

沒有太多娛樂或商店可供逛街，最近的 Spokane

上調動的人數相當少。課程分為五級，一、二級的

些食物，像是披薩、沙拉或餅乾等等，活動內容包

超難得的體驗呢！在美國的台灣同學會 (TSA) 每

也要 1 個半小時的車程，到西雅圖搭灰狗巴士則

學生大部分是完全不會英文的，以三級基本上滿

括照片分享 ( 討論你到美國不同的見識 )、影片欣

年也會籌劃不少活動，讓你在國外也可以和台灣人

要 8 個小時，通往其他城市的公車班次非常少且

基礎的。四級開始教文章 (Essay) 寫法和較深入

賞和美國最常見的自帶食物聚餐，多邀請朋友或

一起娛樂，每年的夜市活動更是讓你回憶台灣的

不方便。大學週遭的地區大部分都是供學生租賃

的文章閱讀，寫作方面也比較講究並有分組的報

其他人參加其實還滿有趣的。IALC 本身也會辦很

好時候呢！來美國一年真的看到很多、學到很多，

的公寓，商店多集中於 Downtown。學校內部設

告要做議題的問卷調查，並以調查結果討論和原

多活動，像萬聖節 TSA 就會讓同學報名參加附近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是個偏僻的大學城，休閒娛

有 Cub，提供約 5 家左右的餐廳，還有 Bookie

本的想法是否相符，正式上台報告時會有三級的

小鎮的鬼屋活動，雖然是西式的風格，東方人可能

樂比起其他大都市少很多很多，但多走出宿舍、公

提供書籍、文具、少部分生活用品以及以學校代表

學生過來聽講，我覺得這對於與陌生人交談和報

有點難被嚇到，不過看著一個小鎮弄成鬼城的樣

寓，踏出腳步參加活動和社團可以讓你認識許多

的美州獅圖案所設計的各式商品。除了 Cub 以外，

告來說是很好的練習。口說部分則有小說討論和

子，還有扮鬼的人到處跑來跑去其實是個很難得

不同的人、事、物，讓你在美國的生活更加豐富精

學校內部另外有 South 和 North 兩間餐廳，以

提供議題辯論，對於在群體中取得發言權和聆聽

的經驗呢！而且 IALC 還有刻提供刻南瓜和化妝

彩。

自助取餐為準，基本上價目表有列於取餐區上方

別人的想法並提出自己的意見有相當大的幫助。

工具，讓你在跑鬼屋的時候夠有氣氛喔。雪季時還

可做參考，由取餐內容決定價錢並從存於學生證

五級是個分水嶺，五級後將完全撇除文法課程，

有滑雪的活動，只可惜那時候沒注意到，所已錯失

中的 Cougar cash 中扣款 ( 住校學生會有較優

課程著重於探討文章議題和寫研究報告，並會以

了報名參加的機會。另外學校其實有很多 English

惠的價格 )。另外當地食材基本上是免稅的，因此

自己所選的寫作議題做個人報告。議題討論和寫

Corner，每個禮拜會有固定的活動日，可以認識

住校外自行購買食材進行烹調也不失為一個省錢

research paper 算是比較吃重的部份，一開始

許多韓國、日本人和喜好交友的美國學生。有些是

的辦法。氣候方面，就個人感覺來說這邊算是偏冷

寫研究報告常會遇到瓶頸，需要多和老師約時間

以美食交流的方式舉行，舉例來說就是每個禮拜

的，從 11 月開始下雪後，天氣基本上在 10 度以下，

討 論，之後 的上台 報告 ( 報告自己的 research

四帶你們家鄉的傳統食物去美國朋友家交流！也

並且經常下雪。積雪大概到隔年的 2、3 月都還有，

paper) 是較為正式的報告，評分老師也會對報告

有些是會籌劃各式各樣不同的活動，其中我參加

而下雪的現象大概會持續到 4 月至 5 月初，保暖

內容提出問題，有在大學進行正式報告的感覺，對

過的活動有美國年輕人的俗語介紹，讓你認識一

的衣服在這邊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東西呢。

於之後修正式課程的報告有相當大的幫助。

些美國朋友會說，但字典裡絕對查不到的字。每

1
44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2
3

1. Cub
2. Library
3. Bryan Hall

4

5

4. 感恩節 - 在美國朋友家
5. 萬聖節 - 刻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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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洋

美國天普大學

第一次來到美國東岸費城認識了天普大學。
剛開始對這裡充滿了新鮮感和陌生感，第一個星
期和同學去了解費城和天普。
剛開始很不適應這裡文化和環境，英語口語
表達能力也不是那麼流利，時常感到挫折和失落。
日子久了，我開始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有韓
國人、阿拉伯人、科威特人、中國人等等。時間慢慢
的過去，已經對這裡開始適應，不再害怕與外國人
溝通，生活上也變得獨立許多。
一轉眼間時間好快，現在的我卻開始要打包
行李回國了。心中不免有種不捨，在這裡讓我獲得
許多課外知識和經驗，思考方面也比以前更加成
熟，面對問題也能夠較理性的去處理。這一年來，
讓我成長了許多，我很珍惜學校給我這個寶貴的
機會，因為可以增進我的國際觀和生存能力，最後
我認為自己在這一年當中變得更加的成熟穩重。

1. 了解費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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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通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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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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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汶靜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簡稱 SFSU，坐落於

考試或是文憑而學，但是在台灣我感受到的就是

美麗的舊金山灣區，校園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因

老師不想教，學生不想學，雙方都很消極，學生更

為臨海，所以一年四季都有凜冽的海風，不分晝夜

是為了考試而學習，我認為這種方式是很不可取

地吹啊吹，日夜溫差頗大，在這裡需要養成一個習

的。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慣，不管是晴天或是陰天下雨天，出門都應該帶件
在這裡我覺得我學到了很多，倒不見得是和

外套以備不時之需，要不然可是很容易感冒的。

科系專業相關的知識，而是很多學習態度及人際
生活方面我認為蠻愜意的，加州本來就是個

相處的增進，美國確實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們去

風光明媚、四季如春適合居住的好地方，當然不只

學習的，畢竟是世界第一大國，能如此強大富有也

是天氣，還有人種，這裡是個民族的大熔爐，各種

不是沒有原因的，這裡的人確實比較不會鑽牛角

這是剛到學校的那幾天，賓州是個鄉下小城

一學期上語言學校，班上有阿拉伯人、日本人、

人種都有，所以人們自然也就少了比較的心態，大

尖，耍小聰明，比起暗著來他們還是傾向明著來的，

鎮，不知道巴士班次的時間，所以自己去找站牌，

韓國人、中國人，發現最愛翹課的是中國人，再來

家都努力的過著自己的生活，鮮少出現說三道四、

我希望我能在台灣運用在這裡學到的知識，能用

走著走著只有看到麥當勞跟馬路，其他什麼都沒

就是阿拉伯人，但阿拉伯人的年紀都很大了，已婚

道人長短跟人比較的事情發生，所以住在這裡算

我小小的力量來改變台灣那就好了。

看到！

還有小孩，跟他們一起上課的感覺很奇妙。上了一

是挺輕鬆自在的，在這裡租房子鄰居們友都很友

個學期，大家就都分開了，大部分同學都升上正式

善，生活環境也算不錯，我們四個人住在一起，個

課程，而日本友人則是上了一個學期就回國，真的

人的空間也有，公共的空間也蠻大的，房租也不貴，

很捨不得！

而且離學校只要步行五分鐘，是個很方便的地區。
學校方面也是挺自由自在的，但是越是自由相對
的責任感也就越大，老師越是認真地在教，學生就
越應該付出相對的努力，這是我這一年在這裡學
習所感受到的，也是我認為台灣的學生及老師應
該學習的地方，雙方都在努力，而且老師拼命地想
把知識教給學生，而學生也很樂於學習，不是為了

第一個禮拜規定一定要參加的新生訓練，記
得這一個禮拜的新生訓練還要 100 美金。真的什
麼都要錢！聽著對這所學校的介紹，慢慢深入了解
中。

1
48

2

3

1. 午後的悠閒
2. Lonely
3. The eve of the great war

1
2

3
4 5

1.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 新生訓練
3. 語言學校黃班的合影
4. 下大雪
5. 學校附近的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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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簡丞奕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剛抵達美國時是晚上，我一整個晚上因為時

假 期 結 束 後， 我 們 即 將 上 正 式 課 程，

萬聖節是美國的重大節慶之一，而在洛杉磯

美國最讓人留連忘返的城市當然就是拉斯維

差也好，因為興奮也好，我睡不著。所以第一天的

WINONA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我們可以一半正

每年的聖誕節都舉辦萬聖節派對，這 Party 可是

加斯，整條大街都是五顏六色的七彩霓虹燈，在

晚上，我決定來看看美國的夜晚，很漂亮的夜晚，

式一半語言課程，為了我的學分，我們拼了 ! 在這

全美最大的萬聖節派對，為了這派對洛杉磯封了

大街上面有著好幾十家的特色飯店賭場，像是巴

隔天早上我們一群人很開心的到處亂跑，用雙腳

為期一年的出國留學中，有部分的回憶是無法說

好幾十條街，全長好幾十公里，而且參加這場萬

黎鐵塔造型的飯店、仿紐約的飯店、還有中古世

走過了一次 WINONA。其實 WINONA 只是個小

明的特別，最開心的就是我成功的拿到了我大三

聖節變裝派對的人有來自全世界，每個人都會裝

紀的凱薩飯店，這些飯店都讓人想要好好拍照留

鎮，一個蠻偏僻的小鎮，附近的生活機能並不是特

的學分，讓我的大四生活過的略微輕鬆一些，我想

扮自己，這個 Party 也可以算是全美最大的同志

念，Las Vegas 著名 的 賭 場、表 演 秀 跟 Buffet

別好，但這裡有種很悠哉的感受。後來我們開始

如果當初不選這間學校，也許我就要延畢了吧！

Party，所以在這裡可以看到很多的同志，而我們

吃到飽，這一次我這三樣都有體驗到，看了最好看

上課，ELC 的老師們帶我們去看美國國慶的煙火，

從他們的裝扮就可以看到美國人的開放程度以及

的太陽馬戲團秀、吃了 3 家飯店的 Buffet，當然

好多好多的美國人拉著另一半，抬頭看著那煙火。

他們的創意，這個 Party 真的是令人難忘。

也有小賭，這城市真的是有莫名的吸引力，不夜城
的拉斯維加斯，讓在美國稀少的夜生活多了一個

美國的第一個長假，也就是聖誕假期以及跨

方式，然後開始逐漸的敢開口跟美國人交談。一晃

年的寒假，我們計畫到美國東南方的佛羅里達州

眼 ELC 的課程就結束了，我們大家即將要放假，

遊玩，我們去了奧蘭多的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還

離開美國前的最後一個旅行來到了優美的城

其實這兩個月大家真的都變化很大。沒有人一開

有邁阿密，不得不說美國的小孩子真的超幸福，有

市 - 西雅圖，當地的風景真的非常漂亮，我們去了

始就敢開口，但現在我們努力嘗試，在 ELC 的這

那麼多樂園，而且迪士尼真的超夢幻，光是奧蘭多

許多觀光景點，例如派克市場、世界第一家的星巴

兩個月我想我學到最多的就是溝通。

的迪士尼園區就又分了 4 個園區，每個園區又超

克咖啡廳、太空針塔等等，而其中一天我們到了雷

級大，每天一早入園，一直到晚上 10 點、11 點出

尼爾山，車程需要 1、2 個小時，結果開到一半的

現在就是我們最開心的放假囉！我們一群人

園還覺得時間不夠，我們一天去了 4 個園區，把重

時候，車窗外已變成一片雪白世界，我們當然是非

浩浩蕩蕩的來到了芝加哥，這是我們第一次的長

點項目都玩遍了，因為去玩之前一定要做功課，否

常的興奮，竟然能在五月還能夠看到大雪紛飛的

途旅程。我們為了節省經費所以搭火車，很特別的

則你一踏進樂園，絕對會不知所措不知從何玩起 !

景象，而且整個山景真的是非常壯觀，我們當然也

在國外的旅遊不是跟家人，五天四夜的行程大家

而我希望未來能夠再去一次，因為實在太夢幻了。

迫不及待的堆起雪人打起雪仗，雖然非常的冷，但
我們玩得非常起勁。

都玩得很開心。

1
4
50

好去處，果然是沙漠裡的綠洲城市令人忘懷。

上課後的幾天我開始漸漸的瞭解美國上課的

2

3

1. HALLOWEEN PARTY
2. Disneyworld- Magic Kingdom
3. Casino in Las Vegas
4. Seattle 西雅圖 & Mt. Rainier 雷尼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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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棋駿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英國桑德蘭大學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留學讀書，而且還是到英

是從頭開始的。

國讀書，心情興奮的不得了，而在大二時選擇了英
國桑德蘭大學。下飛機時發現英國是一個非常吸

來到英國後和不同國家的人相處讓大家慢慢

引我的國家，不論是建築、下午茶、腔調還是氣候

養成好習慣，畢竟自己是代表著台灣，所有行為都

都是吸引我選擇英國的原因，從機場到學校其實

會代表著國家水準。英國足球也是首屈一指，每個

很簡單，只要在台灣做足準備，在英國搭車就跟台

地方都有當地的足球隊，也有當地的足球迷，其瘋

灣一樣，只是郊區的地方地鐵班次沒有那麼多，大

狂的程度不輸台灣棒球。在這一年裡，我體驗到外

約一天 70 幾班而已，而且票價比台灣貴很多 ( 大

國上課方式與方法，並且交了許多外 (中 ) 國朋友，

約 200 台幣 )，這讓我對價錢麻痺了。下了地鐵走

享受到世界為一家的新想法。

出桑德蘭地鐵站，感覺跟台灣不一樣，連空氣都舒
服！而我帶著期待的心情跟著學長到達留學生宿
舍『precinct』。
這是我從房間看出去的風景，這裡也是我即

這是學期結束後，受邀到美國友人家中和他

將要待 8 個月的地方，一開始有點不習慣都是英

們一起歡度聖誕節，也和語言學校認識 4 個月日

到達宿舍後發現，其實跟台灣的學生公寓差

文的環境，可是我漸漸的敢開口使用英文跟別人

本朋友分開，大家還很捨不得的在門口大哭，這個

不多，只是不同的是廚房設備齊全，比起台灣的學

溝通，希望在這裡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也可以增

學期中去了很多地方並和很多人講話聊天，感受其

生公寓還要好，因為英國人相信他們的學生會小

廣見聞，學習到更多不一樣的體驗，認識更多不一

他國家的不同文化，跟剛來的時候有點不一樣，我

心使用這些公用廚具。當一切都處理好之後，我就

樣的人。

敢和他們隨口聊聊天，也習慣了在這裡的生活，過

跟著在當地已經讀書一年的台灣學長認識附近的

了聖誕節接著就是寒假。學期很快就結束，我有點

環境，慢慢認識當地的英國風情。記得第一天上課

捨不得在這裡的日子，每天開開心心的去上學跟

時，心情很 ( 驚驚 )，怕老師的英國腔太重導致聽

朋友聊天練習口說，有時候會跑到其他州去增廣

不懂，也怕不同國家的學生會瞧不起我們從台灣

視野，也遇到了不少人，還相約五年後在土耳其相

來的學生，更怕自己不知道如何表達自己，但到教

聚，我希望在這裡所學的可以讓我進步，而真正我

室後發現根本不用擔心，因為在這教室裡，大家都

有進步的地方是我可以更獨立的面對很多事情，
我也可以找到處理方法，雖然很多事情都在慢慢
學習中，可是我覺得在這裡的一年的收穫是永生
難忘的。

時間快速的流過，第一個美國假期－感恩節，
我自己規劃了行程，跟同學一起去闖蕩紐約跟波
士頓，我們查了地鐵時間表、穿著厚厚一層的羽絨
外套來到寒冷的紐約，靠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由
女神，很開心！

1
2
52

3
4 5

1. 學校宿舍
2. 自由女神
3. 在美國人家裡過聖誕節
4. 寒假時前往邁阿密的海邊
5. 紐約跨年

1

3

2

4

5

1. 在 Newcastle 足球隊休息室和同學合照
2. 在 (Edinburgh Castle) 和朋友合照
3. 課程結束後 和同學 , 老師合照
4. Newcastle 火車站一景
5. Durham 大教堂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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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李碩文

ᚒԳಧ

辜明儒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自從去年七月來到美國加州首都「沙加緬度」

再來我要來說美國食物方面的選擇。美國其

st., right in the center, but still a little far

到現在五月份了，不知不覺在美國生活十個多月，

實不外乎就是速食店，像是麥當勞、漢堡王、披薩

from the ball, Anyway we've been standing

時間過得好快。在美國的生活、交友、文化、食物、

店等，很多的選擇但也包含很多熱量。放假時我會

from 2:00 pm till 12:00 am, its 10 hrs! And

住宿、娛樂、課業等，我都適應得很不錯，只是我

去超市買一些食材做為平日晚餐的準備，中午基

it only 2 or 3°C ! 10 hrs WITHOUT eating

有碰到幾個問題。

本上都吃學校餐廳，有墨西哥、中國餐、日本料理

and drinking. I have no idea how we make

等，口味還都算不錯。談論到中國餐，沙加緬度其

it. IT´S REALLY AN AMAZING MEMORY

我可以先來說我的美國生活，美國生活和台

實很少有中國餐館，可能是在這裡華人很少吧！美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ONCE IN

灣生活很不一樣，尤其在加州，加州太陽是有名的

國食物價格都好貴，例如一碗簡單的飯配菜就要

A LIFE TIME !! BUT I WILL NEVER DO

炙熱，有太陽出現的天氣一整天都很炎熱，但不至

美金八塊錢，八塊錢換算一下差不多台幣兩百四十

THIS AGAIN!

於滿身大汗，因為美國是個很乾燥的國家。談到生

塊，我都可以吃好幾碗滷肉飯了。現在離回國不到

尼加拉瀑布，真的很壯觀，坐船到很靠近瀑布

活也就要談到交通，在美國基本上每個人都有車，

一個月，心情多少有點複雜，要離開熟悉的地方會

的距離。可惜沒去到加拿大，很多人都說位在加拿

不只是車子價格便宜，還有美國地大到哪兒都需

有點不捨得。剩下幾天我將會好好參與各種學校

大那一側的瀑布比較美。

要要車子代步，最後還有在美國開車年齡居然只

活動。

要到達十六歲就可以上路。我沒有車子但我使用
公車或腳踏車，還有使用沙加緬度特有的輕軌火
車，以上的交通運輸工具不是很方便，原因有三個，
第一個原因是車內骯髒又雜亂，很多人在車上亂丟
垃圾；第二原因是班次密集度低，有一次我錯過一
班公車，結果我等了將近一個小時，不像台灣有那
國際學生表演週，大家一起表演 5 分鐘的排

麼多的班次。最後原因是機動性低到達的地方少，
舞。

沙加緬度我有很多想去的地方，很多地方公車和
輕軌是到不了的，一定要走路。光這幾項生活型
態就和台灣很不一樣。

Counting down in Time Square is really
a crazy idea but it´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really want to do in my life. Watching the
time square crystal ball drop! People are
crazy, squeezing and pushing like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We were on the 49th

1
54

2

3
4

1. 校內吊橋
2. 美味披薩
3. 開車出去玩
4. 我的好朋友

1
2

3

1. Niagara Falls
2. 紐約跨年
3. 國際學生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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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語倢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英國桑德蘭大學

美國的大聯盟風靡全世界，到了美國當然不

來到英國已經快要一年了，還記得剛到的時

桑德蘭一年一度的 Air Show 是整個桑德蘭

能不去看 MLB 美國棒球大聯盟比賽，我的學校比

候對什麼事情都感到興奮及新奇。這一年我學到

的盛事，許多人都會帶著全家大小去海邊看飛機。

較接近西雅圖，所以我就去看了西雅圖水手隊的

了很多在台灣沒有辦法學到的事情。在這裡老師

那時候 EAP 課程一個對我很好的老師 Lucy 邀

比賽。這場他們對上的是德州的遊騎兵，今年遊騎

教課的時間雖然不多，但他常常會提出問題讓你

請我們和他全家一起去看 Air Show，滿天的飛

兵是個很強的隊伍，比賽中每有打出安打，觀眾總

自己去思考。老師對上課議題稍微講解，其他就由

機雲真的非常漂亮。草地上坐著許多人曬太陽，吃

會給選手拍手鼓勵和歡呼，比賽很激烈刺激，希望

你自己和同學去做討論，討論時需要發表自己的

著旁邊攤販賣的熱狗、薯條。那天真的非常開心，

下次來能再來看！

意見和看法，所以在課堂上不僅練習到英文，也認

沉浸在熱鬧的氣氛裡，和大家一起尖叫、歡呼，是

識了許多不同國家的同學！

一個很棒的回憶。

在一次學校的迎新 Party 上，看到了台灣的
國旗，這是我們第一次在英國看到台灣的國旗，大
來到美國，就希望能夠多走走更多的地方，

家都非常的激動開心。英國桑德蘭大學有很多國

所以我來到黃石公園，這裡的生態跟火山樣貌讓

際學生，包括日本、中國、希臘、韓國、印度等國。

我大開眼界。黃石公園以其豐富的野生動物種類

學生都來自不同的國家，但英國桑德蘭大學搭建

和地熱資源聞名，老忠實間歇泉更是其中最富盛

一座橋樑，幫我們創造更多的交流機會，讓國際學

名的景點之一。我們在裡面看到了許多的野生動

生可以互相交流文化歷史等。因此在桑德蘭我們

物，都在我們伸手可以碰到的地方。當然還有些肉

可以學習不同的文化，讓我們有更多的知識，這是

食性動物，像是熊和狼，但還是用肉眼就可以看的

十分難得的機會。桑德蘭也提供了舞台，讓大家分

見。

享自己的文化，我認為這是展示自己國家最好的
機會，能讓他們了解更多有關台灣的事情。在這裡
沒有歧視，沒有種族衝突，大家聚在一起做許多更
有趣的事情。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誰都不會忽略
你的存在，他們會給你一個溫暖的擁抱。

這 是 NBA 湖 人 隊 的 主 場，STAMPLE
CENTER，在台灣每當有 NBA 轉播時，到了美國
當然不能錯過！這場比賽是洛杉磯湖人隊對上夏
洛特山貓隊，比賽剛開始，我以為會是場比數懸殊
的比賽，因為洛杉磯湖人隊和夏洛特山貓隊實力
不是在一個等級的。結果沒想到打得那麼的精彩，
比數一直在拉鋸，當比賽陷入膠著，總是會有人跳
出來當英雄得分，最後夏洛特山貓以一分之差輸
給了洛杉磯湖人隊，真是可惜。比賽的精采讓我覺
得值回票價！

1
56

2

3

1. 黃石公園
2. 西雅圖水手隊
3. NBA 湖人隊主場

1
3

2

4
5

1. End of EAP Class 2012-09-06
2. International Welcome Event 2012-11-01
3. Air Show 2012-07-22
4. 課餘時間和朋友一起煮飯，吃到了道地的義大利麵！
5. 和老師同學一起煮菜吃晚餐，一人煮一道菜，嘗到了許多國家的特色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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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天普大學

尹俊云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剛到美國的時候好害怕說英語，整天只敢跟

我們一行人攜手去搶購 Mall of America 的

一同是淡江的同學們在附近探險。到美國天普大

感恩節打折活動，也明白他們的感恩節是個重要

學交換的好處之一，就是它鄰近費城市中心！除了

節日，同時也放假了 4~5 天。我們就選擇到維諾

古蹟不少，費城的購物、藝術、文化都很有看頭。

那附近的大城市走走晃晃見識不一樣的風景。

漸漸地我開始主動認識新朋友，跟新朋友一同
吃飯聊天練習英文，也認識了他們的文化習俗，利
用假期我跟朋友們一同去了 Washington DC、
New York、New Jersey、Miami、Tampa、
Orlando、Vancouver、Seattle、Pullman、
Portland、San Francisco 旅遊，在旅遊的過程
中，我們學會了利用彼此的長處來分工合作，有人
負責計畫行程、有人負責看地圖帶路、有人負責
訂飯店等等。

這是我們第一次有機會去看棒球。雖然我們

一個人在國外，心中時常會有孤單的感覺。有
些朋友時常帶著我上教會，雖然我不是基督教，但
每個週末教會裡的朋友們也會經常約我出去吃飯，
一下就有好多當地的朋友，不只同輩的，還有阿姨

這一州的球隊表現失利，但我們還是很慶幸有這
個機會可以體驗美國人的休閒活動。雖然我對棒
球不太了解，但是為了看這場比賽，還特地上網搜
尋研究了一遍，算也是上了很特別的一課吧！

叔叔爺爺奶奶們。和他們吃吃喝喝聊天、聽他們
說自己的故事，不僅訓練自己的英語聽力與口說
能力，沉重的心情很快就一掃而空。
寒假的時候去舊金山的 39 碼頭，看到海產
店前面的大型吉他，非常心動，所以就拍了一張照
片留念。

1
2
58

3

1. 這是剛到費城時，我們一起去了美術館的照片。
2. 這是跟非洲朋友和韓國朋友一起去了華盛頓ＤＣ的照片。
3. 這是在教會的大合照

1
2

3

1. 球場的合照
2. 在明尼波利斯的合影
3. 和大吉他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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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翊婷

陳畊宇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佛羅里達主要是以墨西哥人和黑人為主。我還去

一直覺得 Winona 是一個可愛的小城市 , 純

途像畫一般的景色，在旅行的那幾天，大家都圍在一

來美國一年的期間，有半年以上的時間都待

樸簡單的生活，沒有繁複的交通，只有可愛親切的

起吃飯，然後晚上再穿著暖暖的大衣去尋找極光。那

在華盛頓州立 大學的語言學校，華盛頓州立 大

居民還有美麗的景色。Winona 的夏天隨處可見

種感覺真的好特別好不一樣！回國前的最後一次旅

學的語言學校是相當不錯課程，他們要求嚴格，

人們躺在草地上讀書曬太陽，可以去划划船或攀

行，我和一個女生兩個人自助旅行，以往旅行我們都

Level 3~Level 4 是 算 還 滿 輕 鬆 的 級 別。但 到

華盛頓州立大學位於美國北方華盛頓州的普

岩，冬天則有美麗的雪景，可以溜冰、滑雪。雖然

是一群人去，但最後一次我們選擇少數人的出遊。除

了 Level 5 就非常困難。第五級是語言學校最高

爾曼小鎮。普爾曼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應有

沒有大城市那種豐富多彩的生活，但我很喜歡這

了想訓練自己的膽量，也想讓自己有真正獨立的感

級也是進入華盛頓州立大學的最後門檻，每天幾

盡有。普爾曼在夏天非常熱，天氣有的時候會到攝

乎都有作業，每個禮拜都有考試，除此之外，第

氏４０度，冬天卻很冷，常常到了零下好幾度。來華

五 級 還 有 research paper 和 presentation。

盛頓州立大學必須接受嚴酷的天氣、沉重的課業，

Research paper 課程最後要寫出一篇五段的文

還必須每天節省開銷，美國的消費比台灣多很多，

章，文章的內容必須有條有理，內容也必須由網路

去外面吃一餐常常會到台幣三、四百塊錢，所以必

上或是書本上找資料來支持自己的理論，有點像

須節儉一點才能有多餘的錢出去玩。來美國一年，

台灣的論文，只是是用英文來書寫。

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困難與挑戰等著我們去面

覺。從規劃行程、訂機票、訂飯店都是我們自己一手

種簡單的生活。

包辦，雖然一開始爸媽很反對，覺得兩個小女生到大

來到 Winona 修習正式課程，平日雖然忙於
課業，但假日大家通常會聚在一起吃飯，偶而也會
和來自各地朋友 hang out，大家會帶一點自己的
拿手菜，然後分享給大家，有時我們也會租車到附
近的城市遊玩或是吃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
國外的過年，因為大家幾乎是第一次和家人分開

城市旅行很危險，在旅途中也遇到了一些小問題然
後迷路，但最後我們還是努力的克服並且完成了這
趟旅程。真的覺得自己在國外的這一年有著好大的
進步。也許有時會羨慕其他大城市的人可以常常到
各地旅行，也有好多好吃的東西，但在這一年真的覺

洛杉磯各個主題樂園遊玩。

臨，這一年有開心的、困難的、難過的，很多不僅

得自己改變了不少，在這所學校認識了好多來自各地

美國有很多節日，像是聖誕節、感恩節、萬聖

的朋友，和以前一樣是來自台灣的學生，從一開始的

過新年，所以在除夕夜那天，我們大家一起過除夕

不熟悉到最後有了深厚的革命情感，我很開心我選

節等等。來美國之後發現美國跟台灣有大大的不

夜，那種感覺很溫馨很棒。來 Winona 以後，好多

擇了 Winona。

同。在台灣很多商店營業時間很長甚至 24 小時

人的廚藝都變得好棒，不但找到了自己的拿手菜，

不打烊，但是在美國通常都是開到晚上 5 ～ 7 點，

甚至還會做超好吃的甜點。我想，我們都在這生

百貨公司也不例外，因為美國人習慣與家人共進

活簡單的小事情上，一點一點的學著獨立然後成

晚餐。我來美國除了上課以外，也趁著聖誕假期和

長。

spring break 到各個地方度假，包括西雅圖、波

是語言的挑戰，但回去後回想會發現很多東西都
是有價值的，度過困難也會更加難忘。

特蘭、舊金山、洛杉磯、佛羅里達。我發現每個地

60

在美國的長假，我們也會到各地旅行，我最喜

方都有不同的特色和人種，西雅圖和波特蘭幾乎

歡的旅行是在阿拉斯加。阿拉斯加真的好冷，但沿

以白人為主，舊金山和洛杉磯的亞洲人非常居多，

1

3

2

4

5

1. Winona 校園一小角
2. 在國外的第一個除夕夜
3. 阿拉斯加的美麗極光
4. 最後一次的旅行在 Niagara falls
5. 和老師合照

1

2

4

3

5

1. 美國的萬聖節有刻南瓜的習俗
2. 洛杉磯的 Universal Studio 真的讓人難忘
3. 冰天雪地的普爾曼
4. Disney 樂園真的很漂亮
5. 美國聖誕節有比賽燈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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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珮甄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維諾那這個小城市，沒有繁華的高樓大廈和

只要靠自己努力，就會把夢想真正的放進人生的

人來人往的急促感，只有純樸的人們和簡單的商

版圖中，最重要的是要時時刻刻都要記得享受當

店，回想剛來到這裡，什麼都好新鮮，到處都充滿

下的生活。

驚奇的感覺，和各個國家的朋友溝通雖然不流利，
但是一點點感覺到自己的進步。生活很充實，早上
八點的課，五點放學，每天都有功課，一到周末參
加活動，完全的放鬆，好像回到小時候規矩的生
活。

這是參加新生訓練時參觀校園拍的，這裡的

在這裡念書最棒的事莫過於到處旅遊，想去

天氣很好，校園很大很美，負責引導我們參觀學校

哪裡旅行大家分工合作，安排飯店交通行程一手

的美國學生很友善很熱情。

包辦，旅途中的美好常常發生在意外的插曲中，到
了國外遇到事情也只能想辦法解決，沒有打電話
給長輩的道理，既來之則安之，即便與原本的計畫
有些出入，耐心解決、冷靜看待，享受現有的旅程
才是最重要的，這點讓我成長許多。
這一年 裡，讓 許 多原本是 夢 想中的 事 都慢
慢 實 現，像 是 在 科 羅 拉 多 州 和 外 國 朋 友 一 起
Skydiving，開車走訪美國各州，享受各地不同的
風景民情，結交來自不同國家的好友，在課程中或

新生訓練後，我們在校園附近逛逛，經過校園
門口時拍的。

62

1
2

3

4

5

學校附近有很多教堂，這個教堂是我認為最
特別的一個。

1. 校園美景
3. 學校附近的教堂
2. 校門口
4. 這是我的 HOME 爸，他是一位很友善的公車司機，時常在周末時帶我們出去玩。
5. 雖然沒有機會上到正式課程，但是我在語言學校，認識到來自不同國家的人，交到許多好
朋友，我們利用英文建立我們的友誼。

到美國小學努力把台灣發揚光大等等。雖然自己
很渺小，但是經過這一年的洗禮，我知道很多事情

1
5

2

3

4

1. 萬聖節
2. 滑雪
3. Skydiving
4. 加拿大城堡 古老美麗的城市
5. 美國小學介紹台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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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皓為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IUP 位於美國匹茲堡，我永遠無法忘記當我
進入這個城市時映入眼簾的美景。美麗的夜景和
偌大的城市，讓我覺得自己好渺小，也讓我更加確
定自己要在美國闖出一片天的決心。
學校常常舉辦活動，而國際學生日是讓我印
象最深刻的一個。本身表演慾很強的我站上了舞
台真的相當地興奮，能夠代表台灣表演屬於我們
的舞蹈，讓我覺得很榮幸。
第一個禮拜是新生訓練週，所有的新生都要
而身為一個出國遊學的留學生，認識國際學

去 HUB 參加新生訓練，學校會準備餐點，雖然沒

生增廣視野也是必要的。在 IUP 的日子我結交到

有很好吃。

了許多來自於不同國家的朋友，舉凡阿拉伯、韓國、
日本、更甚至於來自歐洲國家的朋友，很慶幸自己
能夠有這樣的機會跟他們成為好朋友。

匹茲堡夜景，那天我們坐公車匹茲堡觀賞棒
球比賽，晚上就到高地欣賞夜景。

一年下來最重要的活動 Unity Day，蘭陽歷
屆學長姐都曾代表台灣表演。
1. 新生訓練
2. 匹茲堡夜景
3. Unity Day

1
2
64

3

1

2
3

1. 匹茲堡夜景
2. Unity day
3. With M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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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天普大學

陳信愷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來到美國東岸費城認識了美國天普大學，起

出國後讓我見識到各式各樣不同的文化 ! 不

出國這件事當初有些擔心，但是這些擔心都

初對這裡充滿了陌生感，因為有親戚在當地，所以

論是阿拉伯人、日本人、大陸人、美國人和韓國人，

是多餘的 ! 雖然遇到了許多挫折，但是藉著這些

稍微減緩了思鄉之情。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接觸他們以後才發現和

挫折讓我成長了許多，而且這次出國結交到了不

自己的印象中截然不同，雖然有些語言不相通但

少國外朋友，也認識了來自各國不同的文化，有很

剛開始很不適應這裡到處都是黑人，英文口

是靠著那破破爛爛的英文勉為其難的可以溝通，

多的機會練習英語聽力與口說，勇敢的開口說，試

語表達方面也不是那麼流暢，屢屢感到挫折。漸漸

溝通後才會發現各國的文化差異，在差異之間可

著用其它的字彙來代替不熟悉的單字，適時的以

地結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有韓國人、阿拉伯

以發現許多有趣的地方，藉著這些令我們相處更

肢體來輔助，讓我比較不害怕以英語來溝通，也

人、越南人、中國人等等，開始我的留學生涯。幾個

加融洽，所以出國真的是件很棒的事，感謝所有支

對於英文比較有信心了！所以出國留學其實是一

月過去後，已經對這裡開始習慣，習慣這裡大尺寸

持我出國的人。今年讓我學習到很多 !

件十分美好的事 !

的食物，習慣一出門就聽到英文。我想這就是所謂
的適應了吧！我開始從起初的不適應甚至不喜歡，

美國的教育方式與台灣大不同，我認為美國

到漸漸地接受這裡喜歡這裡，雖然三不五時還是

的教育模式更加完善，不過僅限於大學生，美國的

會小小抱怨一下這裡人的生活習慣不同，但這才

大學生非常自由上課時數非常少，但是要做的功

是另一種體驗不是嗎？

課非常多，開學的第一堂課，老師就會跟你說清楚
" 這是你的責任去面對你這堂課 "，一開始聽到這

一眨眼時間好快就過去，好像才剛來這裡沒

句話我還懵懵懂懂，但是後來慢慢理解老師的意

多久，現在卻開始要整理東西回國了。心中不免有

思，既然你要翹課你就要勇敢面對被當的危機，有

種失落感，在這裡我學到了好多，不只是學業上的

時候會有學期餐會，讓學生有機會彼此認識，這個

收穫，生活上變得更獨立，思考變得更多元，連做

活動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各個國家的人拿著自己

事都變得較深思熟慮。這一年，給了我很大的一課，

愛吃的食物，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感想實在是十分

也改變了我不少，我很慶幸也很開心有這個難能

有趣 !

可貴的經歷添加在我的人生裡。

1
66

2
3

1. 與老師合照
2. Lake Tahoe 照片
3. 與當地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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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寧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大約 12 月左右搬了一次家，正式從位於舊金

卻不懂他在說什麼，整個學期都處於這種不上不

山邊緣的 Daly City 搬到舊金山的 Ingleside。離

下的狀態。前期還無所謂，後期根本不曉得自己在

生在我身上，這次的出國留學，我覺得對我產生了

學校非常的近，坐公車只要約五分鐘就能抵達學

幹嘛，只好回家自己找中文教材，成績沒問題。

非常大的影響，我到現在依然記得，當初剛進入這

校，搬家之前不但要花上四十五分鐘以上，還得轉

異國情景，興奮、期待、開心、害怕等等的情緒，這

車相當的麻煩。Ingleside 位於山坡，不，應該說

感恩節時和朋友們去了 LA 和聖地牙哥，大約

些複雜的情緒伴隨著我來到這個國家。

山頂上了。我住的地方臨近於最高點，從窗外看出

五六天的旅行。非常有趣，和一群人一起開車去其

去可以看到海洋、學校及附近的大型商場，真是微

他地方玩，旅程途中剛好碰到我的生日，大家還幫

在這裡上課真的和台灣有許多的不同，不僅

妙的高度。剛搬來時想鍛練一下身體，所以挑戰直

我買了蛋糕慶祝，這好像還是第一次有人幫我買

僅是人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也讓我覺得非常有新

接從家裡走到學校，去的時候還不成問題，因為

蛋糕呢！因為我們家是不吃蛋糕的，超級高興都不

鮮感，這裡的上課方式讓我覺得真的很舒服，學生

都是下坡，但回程根本就是克難坡了！那坡度是怎

知道要說什麼才好。在那幾天裡去了很多地方，環

可以盡量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不懂的部分同學也

麼回事啊！

球影城、迪士尼、海洋世界和動物園。如果不出國

從小的夢想就是出國留學，我總是很羨慕能
夠出國留學的人，沒想到這樣的機會竟然也會發

我完成了這一年的學業，也完成的這為期一年的
冒險。

留學，我一輩子大概都不會到這些地方，美國舊金

都很踴躍發問，我發現在這裡上課並不會覺得無
聊，而且在學校能認識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

學校生活其實蠻有趣的，上學期的語言課程

分享交流彼此不同的文化，不僅是學生，連老師也

認識了很多中國人，人都非常好變成了朋友。老師

都非常有趣，這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也很和善，明明一開始很緊張的我終於放鬆下了心

山真是太好了。

情，可以融入課程和班級了。而且課程其實不會很
在這一年裡，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事，轉眼

難，雖然作業有點多，不過都撐過如地獄般的高三

間我們的回家的時間到了，已經要準備離開這個

生活，這算是小意思了吧！至於下學期的正式課程

陪我度過一年時光的國度，在這裡學到很多學校

就有點傷腦筋，修習四門課程、兩門英文課、兩門

無法教我們的事，雖然這意味著我們即將回家，不

電腦科學。英文課還好，教的是文法和閱讀，並不

過也意味著我們即將離開在這一年陪伴我們的好

會很難。再者英文課是特地開給國際學生的所以

朋友，雖然真的有千萬分的不捨，希望有緣還能再

很好適應。至於另兩科就有點適應困難，說真的很

見，這一年過去，我可以很大聲的說 「
: 我做到了！」

難懂老師在說什麼，雖然知道他大概在教什麼，但

1
68

2
3

1. Union square Park
2.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3. 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

1
2

3

1. 目前住的地方的風景
2. 學校風景，那棟建築物是新建不久的圖書館
3. 渡輪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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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婉芸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我就讀於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這裡和台灣

學不到什麼東西。選課方面老師會依照你的科系

有很大的不同，以下是我的心得與經驗供學弟妹

推薦適合的課程，或是可以上蘭陽官網看看學長

參考，因為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位於高緯度的明

姐的修課紀錄，切記要量力而為，一般來說一年級

尼蘇達州，氣候乾燥而且寒冷，六到九月跟台灣的

的課對我們來說就已經不算簡單了，二年級的課會

夏天溫度比較相近，有將近三十度的高溫，十月開

更吃力，老師不會因為你是國際學生就對你比較

始天氣轉涼且會開始下雪，要注意保暖。

寬鬆，他會幫助你，但自己要懂得發問，他不會刻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意給你高分，最好找幾個好友一起上課，功課可以
在維諾納這個偏僻的小鎮，生活機能雖然稍

一起討論，比較不會壓力太大。整體來說，維諾納

顯不足，但這裡還是有主要的民生用品販賣店，

適合很需要學分的同學來就讀，這裡很淳樸，人都

像是 Walmart、一般的便利商店以及生鮮超市，

很好。上是一些我的想法及意見，其他的就要靠同

要填飽肚子不是難事。但在娛樂方面的選擇就不

學自己來體驗了。

這張是 ALI 所有 Level 得獎者的合照。獎項
有 Outstanding 以及 English improvement 兩

如在大城市那麼多。除非放長假，不然平常會有點

項，而我榮幸獲得 Blue Level 的 Outstanding

無聊。如果放長假，或是有一個禮拜的假期，可以

獎項。( 其實這獎項很好拿，只要你不翹課、按時

逛全美國最大的購物中心 (MOA)，前往的方法有

交作業、考試成績不會太差，就拿得到這兩個獎項。

租車或客運巴士，車程大約兩小時，我推薦自行租

兩個獎項都是各一名 )

這張是寒假時與同學一起去迪士尼遊玩的照

車，行程比較彈性也可以去比較多地方，還有一個

片。背景是迪士尼裡 Harry Potter 場景的園區，

選擇就是 MOA 的 Trip，車資會比較便宜，大家

裡面的遊樂設施很好玩，有些商店還會做一些小

可以把握。

型表演。極力推薦在城堡裡的遊樂設施，不但不恐
怖而且很精緻。不過要注意這園區有時人很多，可

我六月底就到這裡開始上為期五個禮拜的語

以先去其他園區逛逛。

言課程，為的是可以在學期開始後直接上正式課
程得到更多學分，語言課程的部分貴而無用，如果
可以盡量先考過托福或雅思，比較不用浪費錢又

這是春假時與同學一起去拉斯維加斯出遊的
相片。背後是 sky walk 的透明地板。大峽谷是個
很壯觀的地方，有機會去拉斯維加斯的同學千萬
不要錯過 !

1
2
70

3
4
5

1. ALI 上學期畢業典禮
2. 拉斯維加斯之西峽谷 -sky walk
3. 迪士尼 Orlando-Harry Potter
4. 萬聖節時參加學校的活動所做的打扮
5. 去阿拉伯同學家吃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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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允琪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從剛開始的陌生到熟悉校園的制度與環境，

正式課程 )，但是我還是收起失落的心情努力想在

比較遠的地方去旅行。一生沒有這樣在美國領土

這樣的感受帶給我意義非凡的感受。一下飛機，我

這裡做到更多。在國際學生中心的日子裡，時間與

上到處遊走，不會知道這裡旅行過程中的困難，在

看見一大片鄉村般的麥田，一眼瞭望皆是小山丘和

成績要求的雙重壓迫，使得我疲憊但是有著實的

這點上，倒是學到了許多以前沒想過的事，也了解

綠草坪的樣貌。當時的我在思索是否來到了錯的

成就感。為的就是自己最能了解自己真正做到多

了應該如何解決難題。上了正式課程後，開始了解，

地方，但當我坐在車上，一路沿著麥田前往著校園，

少，尤其是在第 5 級的課程，原本 3,4 級每天的

這裡的上課模式無法與自己的國家做比較。教育

我看見許多外國學生相互在校園道路上分享著的

功課雖然多，但是難度還不這麼艱難。第 5 級是

的方式和概念大大不同，每堂課和老師的互動絕

喜悅感以及一幢幢宏偉的建築物密集的在校區佇

功課更多，難度是最折磨人的。最後，我撐了過來

對是必須的，壓力來自於學習不再是被動的，讓學

立。我心想，這是個多難得的機會可以讓我在不同

也達到標準。在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國際學生中心，

生習慣於思考及負責。而由外籍生的角度來說，多

的學習環境去領悟及體會。我帶著萬般感謝的心

我想能得到的絕對比別的學校的語言中心還來的

了一層語言的理解問題，在國外的課堂上課雖然

情到了我住的公寓，實際看到自己在台灣弄了許久

多！因為我想比起許多我在別的學校念書的朋友，

不容易，但是不學到東西也是非常難的，因為這樣

的公寓，有了小小的成就感，於是我告訴自己，這

我的確忙多了。此外，除了國際學生中心的嚴謹教

的方式讓你需逼迫自己，然後有所進步。每當下完

只是開始，一切都要盡力去做，勇敢面對，完成那

學，我也認識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互相交換

課，如果在課堂上的內容及活動有吸收並理解，那

些在美國的體驗與困難。

著不同的經驗，一起在為自己的未來生活努力。許

樣的成就感是買不到的。雖然 PULLMAN 的確沒

多都不在只是課本上的學習，而是人生上的事。

有大城市的娛樂，但是對我來說這裡卻是適合學
習再好不過的地方了。再過一個月我也即將回國，

處理好一切住宿方面的難事，總算有一個可
以落腳歇息的地方。休息幾天調整時差，並且想辦

在這裡課餘的時間，我盡量參加許多活動，認

法熟悉地理環境，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來源。隔幾

識更多的外國人，做了許多文化上的交流，感受那

天後到了國際學生中心考試，為了華盛頓州立大學

些與我們不同的地方。從我的外國朋友身上，我感

語言課程分級測驗，印象深刻的是那時的我信心

受到，那樣的熱情和清晰的表達能力是我們缺少

滿滿，結果共 5 級的分級，我考在第 3 級，我雖然

的。我想，有機會出來學習，要訓練養成的是獨立

失望，但是我沒有因此而放棄。因為在初次的分級

自主思考與感知的能力，在這之前要了解自己的

考試中，我感受到在國際學生中心這段時間，對我

心態，然後帶回獨特的社會價值。當然在這個小鎮

絕對有所幫助，儘管沒有在第 5 級 ( 可以馬上上

的長假，開始有了金錢規劃然後跟朋友到了許多

1
72

2

1. 象徵華盛頓州立大學的鐘塔
2. 我與國際語言中心的 research paper 教授 Dr.Kilgore

有了國際視野的滋養，期許自己能在未來有所成
就。

3
4

5

3. 我與在活動上認識即將在 WSU 畢業的 Christine
4. 國際學生中心一同學習的景象
5. 在這裡交到最好的外國朋友 A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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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彥承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來到 Long Beach 一定要去一次著名地標
Queen Mary! 這是一艘已不再使用的大型郵輪，

IUP 美國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的校內宿舍

IUP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新 生 訓 練

不過現在已改建成博物館及飯店，每年萬聖節時

Wallwalk，此宿舍為 IUP 的最新宿舍，設備與環

對於國際學生來說是一項重大的活動，每位國際

這一年或許沒上正式課程是種遺憾，不過能

境都非常良善，其地點與各個教室、食堂 (folger、

新生均必須參與，其內容與在 IUP 的生活息息相

在 ALI 認識很多來自各地的朋友，互相學習感覺

fosters)、學生中心 (Hub) 等等均非常鄰近，宿舍

關，是個需仔細聆聽的重大會議，此外也能藉此活

這一年因為 ALI 而更精采 ! 這是 LV.4 的結業典禮，

內大部分都是國際學生，是個交友和學習英文的

動認識許多國際學生，對於自身的交友圈有著極

雖然這期結束就可以進入正式課程，可惜回國時

好環境。

大的幫助。

就轉變成一艘鬼船來嚇人，超級好玩 !

間已到，準備要回台灣了！

校內一景：有世界各大都市的方位及距離，最
開心的是看到上面有 Taipei!
每一期的 ALI 都會有個重點報告，而 LV.3 最
重要的就是這個報告，花了不少時間剪剪貼貼，還

這是美國家裡房間的牆壁 ! 這一年跑過的地

IUP 也不例外，IUP 的美式足球隊實力非常堅強，

要練習報告。雖然製作過程大家都在哀哀叫，不過

方很多，我很喜歡把握假期出遊，五張大三出國照

每當學校舉辦比賽時，場內場外總是座無虛席，絕

當天看到全部 LV.3 學生，把自己的心血擺出來集

片及心得不足以表示一切，所以把這一年旅遊的

無冷場，IUP 學生能持著學生證 I-CARD 取得免

中在 ball room，人人蓄勢待發準備報告，場面很

票根及值得紀念的地方全部貼在家裡牆上，看到

費的門票，建議大家多多欣賞這有趣的美國文化。

壯觀，很難得的體驗 !

就會浮現開心的回憶 !

1
2
74

美式足球對於美國人來說相當流行，當然在

3
4
5

1. Queen Mary
2. CSULB
3. ALI lv.3 poster presentation
4. Goodbye, ALI
5. Memory hall

1

2
3

1. IUP Wallwalk
2. IUP Orientation
3. IUP football game

75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資創系 通訊組

簡鈺玲

ᚒԳಧ

資創系 通訊組

胡錦宗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美國天普大學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IUP 大型校內活動，也是

IUP 每學年學期結束前會舉辦國際學生節，

這是費城的市中心，在美國也算是非常大的

我第一次在國外體驗美國特有節日－萬聖節。當

各國學生都可以利用此機會來介紹自己國家。我

城市，從美國天普大學搭地鐵、火車、巴士都可以

天朋友都會打扮成各式各樣角色，例如卡通人物

們以珍珠奶茶及魯肉飯代表臺灣美食，另外也準

到達，可以逛街吃東西，China town 也在附近。

等等，非常有趣。

備一小段舞蹈表演。整個過程很順利很成功，很
開心能讓外國朋友看到台灣文化。
這是美國天普大學的吉祥物：貓頭鷹，因為美
國天普大學 NCAA 的貓頭鷹籃球隊頗富盛名，是
美國天普大學的一大特色。

這是我在 IUP 日文班學期末時與班上同學合
影。正中間那位是我們的日文老師。我很喜歡這個
班上的氣氛，每個外國朋友都很友善且很好相處。
我會與一些外國朋友組成 study group，在
一邊學習日文過程中，我同時也在訓練自己英文
Te m p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V i l l a g e 是 O f f

的口說能力。對我來說能選到這門課真的很值得。

Campus，但是距離學校非常的近，提供家具，也
有許多種房型，只可惜不包含水電，因此價錢有些
點貴，但居住品質還是不錯。

1
2
76

3
4
5

1. IUP 萬聖節派對
2. IUP Japanese 2 合影
3. IUP International Unity Day
4. 與 IUP Computer Science 系主任合影
5. 與 IUP 畢業生合影

1
2

3
4
5

1. 美國天普大學 吉祥物
2. 美國天普大學住宿
3. 費城市中心
4. 好吃的牛排餐廳，無限吃花生
5. 芝加哥 Skydeck，103 層透明櫥窗 ~

77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資創系 通訊組

黃姵寧

英國桑德蘭大學

2012/06/28 終於踏上出國之路，既緊張又

並且會找到我們比較有興趣或是有趣的方式來上

牙的人真的是比英國人親切多了！會主動的對我

很興奮的到達機場。還有一些朋友來送機，好感動。

課，英國桑德蘭大學的 EAP 課程是真的很不錯。

們微笑並且幫助我們，讓這次的旅行更加開心。

終於到了登機時間，才依依不捨的跟家人道別，本

也多虧這兩位老師，讓我在這兩個月很輕鬆也學

最欣慰的是，當我們回答我們是台灣來的時候，每

來沒有要流眼淚的，結果媽媽先哽咽了，害的我也

到許多英文的日子中度過了。

個人都知道台灣，這種時候最令我感動了！

忍不住。在正式開始上語言課程之前，真的要很謝
謝學長為了我們延後回國照顧我們。帶我們去市

結束語言課程之後，大家就搬家囉！我們搬到

雖然剩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在英國，現在也

中心還有附近比較大的城市（Newcastle）去逛逛

離另一個校區比較近的的房子，雖然有那麼一點

非常的想家，但是在這邊將近一年的時間也是很

和走走，因為今年剛好是倫敦奧運，所以有很多奧

點貴，但是還挺方便的，附近有幾間小便利商店還

難忘的經驗，這段時間真的過的很開心，很認真的

運五環標誌呢！謝謝兩位學長的幫忙，沒有他們，

有披薩店等等，還有大型超市可購買生活用品或

玩，當然也很認真的唸書！回台灣以後，可以跟很

我們還不知道該怎麼辦呢！之後，我們為期兩個月

是蔬菜水果之類的。而我們住的房子是每個人一

多朋友以及親戚分享我的出國經驗。

左右的語言課程（EAP）也在充滿歡笑聲度過了。

間房，房間還有個人衛浴，還有電磁爐以及烤箱，

這兩個月下來，雖然幾乎全部都是中國人，只有少

真的是很方便。正式課程開學之後，所有各項事務

數日本人、韓國人、泰國人等等，但是也結交了許

我們要自己處理，如選課，讓我們弄得有點頭痛。

多朋友，這些朋友也都幫助我們很多，也不知道為

上課時，也和語言課程相差很多，有時候真的聽不

什麼，當大家知道我們是台灣人，也特別照顧我們。

懂老師在說什麼，有些外國同學還會用奇怪的眼

語言課程中，一個月之後會換班，兩個月下來當

光看我們，甚至會鄙視我們不跟我們說話等等，雖

然也認識更多的人，同班同學都很照顧我，大概覺

然會很受傷，其實忍一忍也沒什麼，還是有些同學

得我是台灣人很神奇，所以常常會跟我聊天，很開

會很熱心的幫助我們。對於幫助我們的同學，我

心。語言課程結束後，雖然各自在上不同領域的正

們也心存感激。在上學期的聖誕假期，我們去了倫

式課程，偶爾還是會一起出去吃飯或是玩樂，大家

敦跨年，及許多景點遊玩，如倫敦塔橋、倫敦眼、

都很照顧我，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語言課程中，

大笨鐘、大英博物館等等，是很棒的經驗。在下學

我也碰到了兩位非常好的導師。真的是很有耐心

期的復活節假期，我們去了義大利的羅馬、米蘭、

的教導我們，聽說讀寫各方面，循序漸進的教導，

西班牙的巴塞隆納和馬德里觀光。義大利和西班

1
78

2

1. EAP 老師 Peter
2. 米蘭大教堂

3. 西班牙著名景點 ( 我愛台灣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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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瑋泰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維諾納是一個很小的城市，生活很單純且悠

間，價錢加起來並沒有比較便宜，反倒是維諾納旁

閒，平常沒有太多的休閒娛樂，但是我們卻能體會

的火車，在美國搭乘火車非常舒服，非常值得搭乘，

到不一樣的生活方式與休閒活動，當地有一個很

而如果想在旅程中能有便宜的交通，灰狗巴士確

大的湖泊，夏天可以免費划船，冬天更可以體會到

實更便宜，也能到達想去的場所，但也較危險，如

在戶外溜冰的特殊經驗，而在這裡雖然有時候生

果選擇搭乘夜車，最好結伴同行，如果是要去美國

活有些無聊，但這就是屬於鄉下生活的樂趣，由於

東部，地鐵交通工具都很方便，自由行可以提升對

居民不多，甚至許多家門並不會上鎖，這讓我感受

美東的了解，而美西的國家公園區可能就要選擇

到屬於美國人的道德感與互相的尊重，在這裡夏

當地旅遊團，我想這一年讓我獲得很多，對於規劃

天還有一項特別的活動，那就是這裡有一個地標，

旅遊與溝通，給我很棒的學習空間。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剛來頭髮很短。

可以在上面從事攀岩，這也是免費的服務，有專業
的工具與專業的人員協助你，而這裡的冬天卻是

來美國學習，最重要的是如何與當地美國人

非常寒冷，但這也是我們的另一個體驗，由於我們

相處，學校有很多活動讓我們接觸美國人，我們可

生長在難以看到雪的亞熱帶國家，因此對於我來

以發現我們文化的不同，且了解他們的文化，加上

說，看見雪是一件非常興奮的事，相信來到這裡體

與美國當地學生當室友，可以增進語言也可以有更

會一年，就會感受到它的美與它的好。

多的互動，因此這趟美國之旅，使我有更多的成長，
更增加我的國際觀。

在美國的這一年，旅遊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去玩！

既然都已經花了這麼長的時間來一趟美國，就要
好好把握時間玩遍美國，雖然維諾納離各個大城
市都很遠，但是在美國學校有許多假期讓我們好
萬聖節想當鬼。

好的利用，因此在這一年我玩遍美國著名地點，而
交通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搭飛機很快也便
宜，但是從維諾納到機場卻要花費兩地小時的時

1
80

2
3

1. 在維諾納的湖划船
2. 芝加哥著名大豆子
3. WK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1
2

3
4
5

1. 短頭髮
2. 鬼
3. 玩
4. 臉都變形了
5. 我的室友真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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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蔡宛庭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一個人來到美國，所有事情都要開始處理。辦

一段最美好的時光，沒有課業的繁忙，也沒有

美國物價高，總不能三餐都外食，所以我們常

手機、辦信用卡，必須要學習一個人處理全部事

考試的壓力，而且每個星期還有人帶我們出去玩，

常自己煮東西吃，也會不定時的舉辦一些小餐會，

情！一切從零開始，不過很幸運的認識了一群好同

安排許多活動給我們，課程也很輕鬆，不會只是一

邀請外國人跟我們一起吃！這是屬於我們獨一無

學，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從一開始

直背誦，而是讓你從生活中吸收，讓我們更容易記

二的年夜飯，印象中總共有二十幾道菜，全部都是

的比手畫腳，到後來的英語交流，儘管沒辦法完

起生活中實用的單字。雖然比其他學校開學時間

大家合力完成的，有日本菜、美國糕點還有最重要

全表達自己的意思，也和同學一起出去到處遊玩。

較早，也比其他學生早面對出國，但相對的我們卻

的家鄉菜！在場的二十幾個人，都是在這裡認識的，

也比別人提早適應美國的生活，不像直接上正式

來自世界各地，相逢自是有緣，希望將來回國後，

來到寒假，有些同學及朋友必須離開，因為每

課程的學生一樣，一來就要準備開學，我喜歡這裡

大家還會聯絡，這大概會是我這一生最特別的一

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與理想，所以必定有分離。因

的生活，也喜歡這裡的人，能這麼快接受這裡的生

次過年吧！

此辦了歡送會，到了這時候語言上的交流，已經不

活，真的很感謝語言學校 (ELC) 的幫忙！

是太大的問題了！
開學後很多事情必須更認真，因為這裡使用
到了下學期，課業變的繁重，幾乎沒有什麼空

的並不是我們的語言，相對要比當地學生來的更

閒時間到處遊歷。在沉重的課業壓力下，進步的速

努力，不然很容易跟不上進度，而花了一大筆錢卻

度，自己感覺得出來。這是到學期末的全班合照，

什麼也沒學到。但在繁忙之餘，教會的朋友也會來

才開始感嘆時間的流逝，一年說快不快說短不短，

關心我們，當地的人都很親切，雖然我英文不好，

留下了許多的回憶。

也會很有耐心的聽我說，教會也會不時舉辦一些
活動，減輕我們的學習壓力。這張照片是我第一次
嘗試用營火烤棉花糖，加上餅乾超好吃！在美國這
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回國後我一定會讓我的親朋
好友，也嚐嚐這個簡單卻又美味的零食！

1
82

2
3

1. 第一期全班同學海灘遊
2. 寒假 聚會
3. 全班合照

1

3

2

4

5

1. 充實的美國生活
2. 一件美國常見的事
3. 不一樣的過年
4. 阿拉斯加，美國夢！
5. 我人在迪士尼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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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胤祐

范庭璁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遙想當初來到這裡時的忐忑，那時的我抱持

兩面，我們無法選擇何時面對，只有它迎面而來時，

相當初剛來到美國時懵懵懂懂甚麼都不知

懵懂的心情，踏上一場未知的路程。我用雙腳去經

鼓起勇氣解決，所有的事物一種感情以外的聯想，

道，感到很陌生又很害怕。但每位老師都對我很好，

歷，試圖尋找所有問題的解答，而不曾滿足的心靈，

可以假設和寄託，讓人免於傷懷。用心裡最深層之

並親切地教導如何像美國人一樣講話並融入美國

也因為陽光的溫暖而得以紓緩。在海闊天空的景

處感受土地，不管多遙遠的旅程在多久的未來，我

文化，師長們的幫助一年下來對美國也瞭解了不

緻裡，我試著想像自己翱翔於上，象徵著我在這裡

都能以最初的自己去坦然相見。Sacramento，

少，真的很感謝他們耐心的指導。

的拚搏以及對於將來的呈現。我未曾放棄，正因為

我和你的情，如此這般！

那一朵朵雪花般的雲給了我更多的負載。我時常

融入美國文化對我們這些留學生而言是學習

望著外頭思考，如果有一天，我能以同樣的思維在

語言最快的方式。而參加 party 在美國也是很普

此重溫片刻，那麼我的生命裡，便也沒有任何的遺

遍的社交活動，其中萬聖節令我特別印象深刻。因

憾留存了，是吧！

為在台灣很少過萬聖節，所以對我們而言格外稀
奇！也因為經歷過與美國人一起過節的體驗，讓我

當我逐漸適應，甚至漸漸愛上這片土地時，

更加了解美國文化。

它也給了我另一種深刻的所謂的愛的表現。那樣
怡然的氣候以及這樣一個季節裡才有的景色， 讓

經過了一陣子的磨練，語言能力相對進步不

人駐足於此的念頭久久於心。如果能夠忘卻所謂

少！因此我選擇更上一層挑戰自己，跨出被動的模

無形的壓力， 那麼我們便能享受如此渾然天成的

式改為主動與人交談想，藉此增加自己的經驗與

禮物，不是上帝所鑄，也不是人為所成。有的只是

了解當地的口語、俚語及一些特殊的用法。而小朋

在平凡的生活裡尋找那樣的一種小幸福。

友通常都是最親切且沒有距離的，可以很放心的
跟他們交談，儘管有時無法溝通，但藉由一些遊

有句話說 :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究竟在心裡的

戲及豐富的肢體動作讓我們更加了解了彼此，也

是捨不得還是不捨得 ? 我無從去探詢這個問題的

讓他們認識台灣這個國家，對國民外交也算有了

解答，人是過客，相處長短不一卻沒有差距。對於

點小小幫助吧！

我來說，只要相逢便值得去珍惜 ,。事情總有好壞

1
2
84

3

4
5

1. Sacramento 難得一見的天空景緻
2. 校園裡金黃的陽光灑在金黃的葉子上
3. 優勝美地瀑布一隅
4. 語言學校中的合照
5. Lake Tahoe 台灣、韓國與哥倫比亞的融合

1
3

2

1. 在 bar 巧遇老師們的聚會
2. 萬聖節 party
3. 教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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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至真

王靖雯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長久以來，夏威夷都是享富盛名的觀光勝地。

除了觀光系的課程，我還選修了一些教授當

夏威夷，一個人人嚮往的度假勝地，當初跟別

成一片。課程剛開始我還不是很習慣美式教學，總

懷抱著這樣的期待，我選擇了美國夏威夷太平洋

地文化的課，例如說呼啦舞課。而在美國夏威夷太

人說要去夏威夷讀書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 " 你是

是要分組討論然後還有寫不完的功課，時間安排

大學做為我大三出國所要就讀的學校。初到夏威

平洋大學除了美國和夏威夷的同學之外還有許多

去度假的吧 !"" 那裏真的有學校嗎 ?" 而我也很懷

成了我最大的問題，但慢慢習慣美國的教學方式

夷之際，一切就如旅遊簡介上所說般美好，陽光、

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在過去的一年當中每次分

疑夏威夷這個地方真的有人在讀書、有人在上班

及步調之後，就可以慢慢調適過來。第二學期的正

沙灘和四季如春的天氣。但這樣的享受沒有持續

組報告都宛如聯合國開會一般，從日本、韓國、中

嗎 ? 但來到這裡之後才發現原來每天的遊客跟上

式課程，我對時間安排就非常上手了。正式課程可

多久，找房子、開帳戶、辦手機等等事項就接踵而

國到挪威、瑞典、義大利等，經由這些同學們的互

班人口根本就是平等的 ! 另外，夏威夷不為人知的

以學到的東西更多更實際，除了去參觀飯店之外，

來，即便是在出國前不時練習英文，但這樣的生活

動之中我也對他們的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

一面就是流浪漢跟瘋子真的很多 ! 聽說是之前政

還有為飯店依照不同的目標市場設計行銷計劃書，

對話還是出了國後才第一次遇上。其中最令人感

些課堂外的學習也算是這趟旅程意外的收穫。 短

府為了怕他們在美國本土冷死才專程送他們去夏

經過一整個學期的努力才完成的報告，需在期末

到困擾的要屬租屋的討價還價，依照每個房東不

短的九個月卻是收穫滿滿地回來，真的很高興能

威夷的，所以夏威夷並不是大家所像的那樣的天

考那天正式向飯店老闆報告，真是一大挑戰。小組

同的個性和當天的心情，總是會有不同的討論結

有這次大三出國的機會，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再訪

堂，而只是一個有天堂般好天氣的美麗小島。

討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我們的英語能力其實非

果。不過雖然處理這些事情的當下一個頭兩個大，

夏威夷。

常的不足，我也發現外國同學查資料比較偏向直

可是事後想起來卻覺得是寶貴的經驗，夏威夷一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HPU) 有兩個校園，

接打電話去某間公司詢問，而亞洲同學就比較偏

年就有幾百萬的遊客，而這麼生活化的體驗可不

而我們主要上課的校園位於 downtown，校園其

向上網查詢，寫作技巧也是大大不足，所以我覺得

是每個人都有。

實不大，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很多，可以認識很

我們還有許多需要加強的地方。 除了課業之外，

多不同國家的朋友、學習不同的文化及語言，而且

利用閒暇時間去探索夏威夷是非常必要的，除了

在夏威夷上課的日子也為我帶來很大的衝

同學們其實都很好相處。以前都覺得到了美國會

眾所皆知的陽光沙灘，夏威夷還有很多好玩的景

擊。也許是因為地緣關係，教授們總是使用大量

遭受歧視，但夏威夷不會有這個問題，因為當地人

點，例如波里尼西亞文化村、鳳梨園、鑽石山等等，

實際案例為我們進行解說，每個學期也都會有許

種眾多，還有不少會說中文的人呢 ! 第一學期我上

雖然搭公車都要好久才會到，不過絕對值得 !! 連

多參觀飯店的機會。白天上課舉例的飯店，下午放

的是橋樑課程 IBP，也就是所謂的銜接課程，同班

假時間也不妨去夏威夷其他島走走，每個島的風

學後出門逛街時就能實際造訪，這樣的經驗不僅

同學幾乎都是亞洲人，所以更不用害怕說英語，因

景都很不同，只要好好安排行程就可以有個美好

能幫助加深學習的印象也十分有趣。

為大家的英語都不是說得很好，趁這個機會多講

的假期。

多聽多學習，養成了說英語的習慣及培養說英語
的自信，也因為課程的關係，很快就可以跟同學打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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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威基基海灘
2. 夏威夷住處
3. 檀香山馬拉松問卷志工
4. 呼啦舞課草編裝飾教學

1

2

1. Waikiki Beach
2. H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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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薇瑄

美國天普大學

大三出國這兩個學期說快不快說慢不慢，但

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可以到美國去念書，雖然

我過得很充實，學到很多東西，交到很多來自世界

一開始對食物、生活習慣、時差、文化等有點不

各地的朋有。夏威夷對我來說已經不只是陽光沙

適應，可是後來體會到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也很

灘，還有很多天然的自然景觀及許多美好的回憶。

enjoy 在美國的生活。

這九個月將會是我過得最充實、學到最多的一段
時間。學期結束雖然很捨不得離開，但這幾個月

一開始語言學校會遇到許多不同國家的人，

累積下來的照片我會好好保存下來，成為我美好

當然也有些不適應，可是後來在認識朋友的過程

的回憶。

中，發現很多文化差異的趣事。除此之外，也很感
謝語言學校的老師細心教學，當我們開始大學的
橋樑課程，多虧語言學校的課程使得我們上大學
課程沒有太大的落差。
關於大學課程，真的很喜歡美國的教學方式，
因為他們的教學方式是活用的，會注重每一個學
生所提出來的意見，然後還會有很多很酷的功課，
完全不同於台灣的教學方式，這樣的上課方式非
常吸引我，希望有機會還可以再到美國學習。

3
90

4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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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祈

薛光瑋

美國天普大學

美國佛羅里達中央大學

第一次離家到國外念書，國外的風景真的和

比起來在美國過節真的有趣許多，例如萬聖節、

台灣差別非常多，不像台灣交通這麼方便，到哪裡

聖誕節、感恩節，萬聖節令我最印象深刻，從來沒

都要開車，但是這樣的郊區生活讓我覺得舒服自

有過穿起自己的裝扮在街頭上遊行，2012 年的萬

在輕鬆，步調相對慢的許多，雖然剛開始對此陌生

聖節真的是最好玩的一次，耗時兩小時打扮自己，

至極，但生活久一段時間之後，這裡真的讓人深深

為的就是走上街頭能不一樣，雖然很累，但是真的

著迷。和外國友人交流真的能讓自己的語言能力

很瘋狂很好玩。Winter break 時更能和朋友們去

增強許多，即使對異國語言感到陌生也得讓自己

不同城市走走看看，總而言之，出國這一年真的是

試著去表達，雖然剛開始會覺得非常地不習慣，但

收穫最多的一次了，不僅僅讓自己更獨立自我，也

是能讓外國人理解自己想要表達的，的確會讓人

能讓自己體驗當地生活。

開始漸漸有信心。
在國外待久了慢慢開始喜歡上這裡的生活，
自由自在，尤其在語言學校能和不同國家的人交
朋友，交流不同的文化，才會讓自己開拓眼界。租
和王薇瑄第一次去紐約是為了星巴克的杯子，
雖然到了美國，但能到紐約是大家的夢想，當自

第一次溜冰發現自己蠻有天分的，好喜歡國
外的冬天，雖然自己很怕冷，但是很喜歡溜冰。

己站在電影中常常出現的 time square，真的只
有 amazing 能形容 ! 真的很想再去一次、兩次、
一百次 !

車和朋友到處走走看看，每一天都過得充實，玩得
開心，學習得也很快樂，對我而言在國外最大的收
穫不只是英語能力的增進，能結交到一群好朋友
才是我覺得最快樂的事，根本無需害怕自己一個
人在國外得不到幫助，每個國家的同學會成員們
都會很熱情的幫助我們。
在國外生活還有一點最棒的是每個節日都非
常有氣氛，雖然台灣也會有國外的節日，但是相對

到費城一定要去 " 愛 " 公園，雖然就是只有一
個很普通的 love，但代表我來過費城，而且我曾
經身在費城一年。

1
92

2

3
4
5

1. 和王薇瑄去紐約
2. 費城 Love Park
3. 和甩尼第一次溜冰
4. 我的墨西哥朋友和韓國朋友
5. 我親愛的韓國朋友

1

2

4

3

5

1. 這是 CMMS
2. 真的覺得這張就是我在國外生活的最佳寫照
3. 萬聖節在 downtown 遊行
4. 在 DC 滑雪
5. party all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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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媛

張立嵩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美國夏 威夷 太平洋大學跟淡 江一樣有兩個

現。這個發表會跟一般的上臺報告其實很不一樣，

校 區，主 要 的 校 區位 於 歐 胡 島 的 downtown，

每次聽報告的人數都只有一兩個人，所以需要有

另一 個則是 在歐 胡島的東部，我們 稱他 為 Loa

更多的準備來回答更多更詳細的問題。除了需要

Campus。學校的交通很便利，在兩個校區間有

解答問題，同時也可以知道其他國家也會有相似

免費的 shuttle bus，這兩個校園的風格就好像

的文化，但有可能是執行或呈現的方式不同。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是淡江大學的感覺，兩個校區分別在市區及山上。
HPU 主 要 的 科 系 及 科目都 集 中 在 Downtown

這是位於美國西北的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Campus，Loa Campus 則有比較特別的課程。

（跟華盛頓特區不一樣喔）的 logo，一年中有 8

例如：護 理系及 生物相關科目和夏 威夷傳 統 舞

個月遍地都是白色雪景。Pullman 是一個大學城

蹈呼啦舞的教學。Loa Campus 的占地面積很

沒有好玩的地方，如果想要專心讀書是個好選擇，

廣，所以常常會舉辦一些戶外的活動，像是足球

放假需要花一百多美元到大城市 Seattle 才有好

比賽、戶外演說等等，HPU 的校內宿舍也分布在

玩的地方。來到這邊建議需要準備購買一台代步

此。這兩個校區都是非常適合學生生活的區域，

車，不然要去哪都很不方便。

兩個校區分別鄰近 Waikiki Beach 以及 Kailua
Pullman 很小，平常假日我會跟在美國認識

Beach，並不會因為校區在山上而缺少生活的樂

的朋友到附近小鎮，購物逛街放鬆心情。但是也沒

趣。

有很多休閒活動，唯一值得提出來的是打靶，在美
HPU 是一個很多元化的大學，這間學校有將
近 90% 的國際學生，所以不必擔心英文不好，因

國只要達到法定年齡上，有錢就可以玩到真槍實
彈。

為大家都來自母語不是英語的國家。在 HPU，一
個學期的期末不只是以考試或報告的形式結束，
而是以發表會的方式結束。每個人選定主題 ( 自

一年時間過得好快，我很想念那邊生活，如果
還有機會我很想再重回美國再繼續我的美國夢。

己國家的特色 )、製作海報、然後用自己的方式呈

1
94

2

1.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Loa Campus
2. HPU 第一學期期末發表會

1

1.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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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昆諺

賴秉榛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9/15 在教授的安排下，與就讀語言課程的同

週二及周四的晚上參與學校內的擊劍社團，

學們一同前往位於 Brandon 東南方約 1 小時車

雖然是校內活動，但社區內亦有小學生及國中生

程的 Spirit Sands。該區為 Manitoba 省中少數

參加，算是偏向同好性質的社團。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2012.9.22 Farm Tour

的國家公園之一，此地以砂岩地型著稱。

11/7 參加語言課程戶外參訪活動，至鄰近 Brandon 的大城 Winnipeg 參觀立法院與議事廳，並

2012.11.10 Ice skating

由館員解說 Manitoba 省的歷史。

9/24 參加學生會舉辦，至美國與加拿大邊界
的 International Peace Garden，與 美國一所

聖誕假期與友人前往 Toronto 旅遊， 參觀
動物園、博物館、英式城堡、科工館等著名景點。

大學進行一場友誼躲避球賽，賽後更一同烤肉交
流。

2013.04.27 Niagara Falls

1

3
2

96

4

5

1. 語言課程戶外教學 -Spirit Sands & Devils Punch Bowl
2. 語言課程校外參訪 -Legislative Building of Manitoba
3. 參加校內擊劍社團活動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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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沛軒

周子璇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在 San Francisco 待了一年，覺得這裡真的

系客行程，真的很開心。這張照片是他帶我去天文

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城市小也有它的好處。交通

台，在這裡，你可以俯瞰整個 LA 市區的夜景，美

方便、生活便利、天氣一年四季如春，冬天不冷夏

不勝收 !

天不熱。而且大大小小的活動也都很多，閒暇無

舊金山是華人都市，想要吃亞洲食物也是很

事時去公園坐在草皮上享受加州太陽也是很舒服

容易的，況且市區裡就有一個很大的中國城，完全

的。如果天氣好，可以在學校看到許多學生都會在

不擔心飲食的問題。閒暇之餘也有 voice studio

草皮上曬太陽，優閒地吃飯或做功課，非常喜歡那

可以唱歌，還記得有一次其他城市的同學來舊金

種漫步般的生活。而且在美國一年之中去過其他

山，就指定一定要吃台菜，因為很久都沒吃了。在

城市遊玩，或找其他的同學以及朋友，會發現舊金

舊金山最不擔心的就是吃不到亞洲食物吧 ! 他們

山交通真的很方便，除非是大城市例如紐約或芝

的飲茶也都很好吃，畢竟這裡的華人都是廣東人

加哥，不然交通真的是身為留學生一個最大的麻

居多，在舊金山要做什麼都方便，是個非常適合長

煩，沒有車真的哪裡都去不了。但是在 SF 就不一

期居住的地方，我覺得我自己這一年來過得非常

樣了，我住的地區，走路五分鐘就有一間超市，家

充實，參加體驗了許多大小活動，以及在美國一年

門口就有一個 metro 站牌，有車在市區中反而是

也體驗到了許多在台灣體驗不到的事情，學習了

一個麻煩，因為車位一位難求而且停車費收費超

很多。在國外一年就算遇到再多的貴人，幫助了我

高 ! 造訪了這麼多城市，再給我一次機會，我依然

許多，但是很多事情還是要自己親自去處理，英文

會選擇舊金山。

不好要鼓起勇氣去跟外國人談正事，很緊張壓力

到舊金山後第一次的旅行，獨自拿著小小的

也大。但是一次兩次，越來越順越及熟悉，一切也

carry on 行李前往 LA 以及 SD 找朋友及親戚，

都變得理所當然，真的很慶幸自己有這個機會能

地鐵轉捷運差不多快一個小時抵達舊金山機場，

夠到國外學習一年，我覺得無論是語言學校或正

第一次訂機票，第一次一個人坐飛機，感覺非常新

式課程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最重要的事情是你

鮮 ! 抵達 LA 機場後，朋友開車來接我，帶我到處

在國外生活中所經歷的大小事，這都是我人生中

吃吃喝喝，因為我第一次去 LA，因此走遍了觀光

最為精彩最難忘的回憶。

美國天普大學

超舒服的公園，逛完 walnut 就可以坐在這
裡休息，也可以約朋友在這邊曬太陽及野餐。

Temple football game：免費接送到球場，
並提供免費熱狗、漢堡及免費入場，超嗨！

每個月的第一個禮拜五在 old city：藝術品、
手工、2 手擺攤、畫廊、啤酒等。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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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1. metro 站牌
2. LA 天文台
3. voice studio
4. Orange Oct 舊金山巨人隊得到冠軍的遊行
5. Castro

1. Rittenhouse square
2. Temple game
3. First Friday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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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祥伃

林俐廷

美國天普大學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 (IUP) 位於印第

方，像是 FOLGEER, P.O.D… 可以換一 份份的

安納州西部的小鎮，是一個偏僻的小鎮，所以對

餐點水果及牛奶。同時學校也有兩三個咖啡店，讓

沒有車子的同學來說，出去玩很不方便，從機場到

學生有聚集的場所，可以互相交流或是放鬆喝個

學校，大概就要花 1~2 小時的車程。由於 Indiana

咖啡。

並沒有鐵路運輸經過，若是想要搭乘火車，必須
到 Johnstown 或 Pittsburgh 搭乘。因此最方便

在這將近一年的出國學習時間，不只在學習

的便是搭乘公車，在 Indiana 內你只要憑 I-Card

上有了新的體悟，同時也更進一步的融入當地生

便可以搭乘 IndiGo Shuttle Bus，往返 Indiana

活以及文化。美國學生在讀書上認真但不拘謹，他

Mall、Wal-Mart 及校園週 邊的重 要購物地點。

們不會只是一板一眼的聽課然後抄筆記，而是在

抵達費城的第一天，拖著重重的行李，很順利

Shuttle Bus 通常每一小時巡迴各路線 ( 請參考

課堂間盡情的提問，甚至分享自己的經驗或以前

的找到我們的住所 ! 第一天就讓我體會到美國人

IndiGo 網站或至 HUB 索取時刻表 )，而行駛於

所學的知識，讓整堂課不會沉悶的只有教授在授

的辦事效率，辦入住讓我等了三小時，事後物品壞

校內的路線則是每半小時一班。若是要搭乘公車

課，而是有互動交流。美國的學生不在意他們提的

掉，我來來回回跑好多趟找人修理，遲遲不來修 !

到 Indiana 外的區域或是 Pittsburgh Airport，

問題是否會讓其他覺得愚蠢，他們勇於發問、勇於

不過這裡的公共設施和鄰居都還不錯 !

則須到位於 BiLo 的公車站購票搭乘，Indiana 內

展現自己，我想這正是我們台灣學生需改進學習

可搭乘的 Bus line。超過 200 公頃及擁有 79 棟

的地方。在美國的時候我修了一堂跟設計有關的

主要建築和 11 座體育設施，是一個擁有安全、

課，這堂課必須用電腦設計繪畫，在交第一次的作

和善的社區且美麗丘陵與秋色楓紅片片環繞的校

品時其實我很緊張，因為從來沒接觸過設計方面

園。全校學生約為 1 萬人，海外生百分比為 5 %，

的課程，更別說用電腦來做畫。當大家在發表作品

其師生比為 19 比 1。該校為美國著名公立大學之

時，我發現不論他們畫得好或不好，他們都很有自

一，聲望卓著，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型大學，設有

信地介紹及講解自己的作品。頓時我才發現，作品

學士、碩士及博士班。學校有許多可以用餐的地方，

的好壞美醜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自信及想法。因為

像是 FOSTER，那邊提供自助式的餐點，各式各

有想法有自信，所以讓整個設計變的有意義，也能

樣的主餐、沙拉及甜點。此外，還有提供換餐的地

得到其他同學的共鳴。

在美國的萬聖節就是不一樣，直接穿著變裝
的衣服在路上成自然 ! 坐地鐵去 Party 的路上儘
管大家不認識，大家還是會互相問候祝福，讓我很
喜歡這裡的萬聖節，很有親切感 !

學校離費城市中心非常近，搭乘地鐵 15 分鐘
就可到達 ! 所有好吃的、好逛的、好玩的都在市中
心裡 ! 費城市中心著名必去的景點為歷史古蹟，例
如 : 獨立廳、自由鐘等等。逛街也有很多品牌，所
以市中心就變成我們下課必去的場所。

1
2
100

3
4
5

1. 我居住的公寓
2. Love Park
3. Halloween Party
4. 可愛的土耳其室友
5. 終於離開電視，享受近距離的 N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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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婉甄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除了課業外，我參加了 conversation club，

[ 地理位置 ] 我所交換的學校是賓夕法尼亞州

穿雪靴或靴子，這樣腳踩到雪才不會濕掉，最重要

那是一個與美國學生做配對，然後可以和美國人

印第安納大學 (IUP) 位於印第安納州在賓夕法尼

的是比較不會滑倒。尤其是晚上地上結冰時更容

練習英文的社團。透過這個社團，我交到了一些不

亞州西部的小鎮， 是一個偏僻的小鎮，所以對沒

易滑倒。 課業 在 IUP 有分 undergraduate &

錯的朋友，我們每個禮拜會碰面一次，聊聊這禮拜

有車子的同學來說，出去玩很不方便，從機場到學

graduate. 我在台灣的科系是國際觀光系管理學

的生活、課業或任何有趣的事，有時候我們也會一

校，大概就要 花 1~2 小時的車程。由於 Indiana

系，我除了選了一些有關的科目像是人力資源管理

起出去走走逛逛。和他們交流時也能更了解現在

並沒有鐵路運輸經過，若是想要搭乘火車，必須

以及購物學外，我還選了一些自己有興趣的課，像

美國年輕人的文化與潮流。另外，我也在美國認識

到 Johnstown 或 Pittsburgh 搭乘。因此最方便

是室內設計、心理學、2D 電腦設計、法文等等。

了一個家庭，每個星期日會帶我一起上教堂，儘管

的便是搭乘公車，在 Indiana 內你只要憑 I-Card

雖然全是用英文教學，剛開始有些吃力，因為幾乎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我還是很樂意和他們每周上

便可以搭乘 IndiGo Shuttle Bus 往返 Indiana

每天都有功課或是小考，但是我還是撐過來了，因

教堂，因為我認為那是他們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藉

Mall、Wal-Mart 及校園週 邊的重 要購物地點。

為是學自己喜歡的東西，所以我會花很多時間去

此機會多了解他們以及美國。他們很貼心的為我

Shuttle Bus 通常每一小時巡迴各路線 ( 請參考

解決問題，讓自己學到更多東西。

們這些交換學生開了一堂課，讓我們可以更快瞭

IndiGo 網站或至 HUB 索取時刻表 )，而行駛於

解他們的世界。假日時，他們偶而也會邀請我去他

校內的路線則是每半小時一班。 若是要搭乘公車

[ 住、吃、玩 ]IUP 規 定國際學生，第一年一

們家吃飯，提供一些他們平常會吃的食物給我。起

到 Indiana 外的區域或是 Pittsburgh Airport，

定要住在學校的宿舍裡面，並且規定住宿學生一

初我的英文不是很流利，常常講一講就會打結或

則須到位於 BiLo 的公車站購票搭乘，Indiana 內

定要購買 meal plan，而且因為我很喜歡美國食

停住，他們總是很有耐心的叫我慢慢來，並且試圖

可搭乘的 Bus line。

物，所以我覺得學生餐廳是一個很棒的地方，裡面
甚麼你想得到的東西都有，最重要的是吃到飽；

揣摩我的意思，真的很讓人感動。
[ 天氣 ] 剛到美國時的天氣，感覺比台灣舒服。

如果學生想要運動，IUP 校內就有健身房及游泳

美國比較乾燥，而且因為剛好是夏天，氣溫大概

池，這也是很好的休閒活動之ㄧ。 至於課後活動，

是 20 幾度攝氏，尤其是下午陽光很大，躺在草地

我會建議多參加學校辦的活動，在 IUP 很好的

上很舒服。但是等到大概 11 月時，冬天就來臨了，

一點是，國際學生辦公室在新生訓練時就會有很

氣溫在這裡個位數已經是習以為常，有時候下雪，

多社團讓學生們報名，這是自由報名的，我當初

氣溫最低可以到負 10 幾度，所以我建議大家冬天

報名了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program 和

1
102

2

1. 學校一角
2. dining hall

103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觀光系

蔡宜娟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Conversation club 。 前者是會協助國際學生

大三出國的這一年，我就讀的大學是 Indiana

和當地家庭配對，有點類似像和 host family 的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這是一間很漂亮

關係，當地家庭會在特定的節日，例如聖誕節邀請

但在美國不怎麼大的學校。學校的宿舍很漂亮很

最後一個學期總覺得時間過好快，要忙著打

學生一同去感受美國人過節的氣氛。後者是會安

乾淨，相對的也很貴。因為托福成績不達修課門

包物品寄海運，還要忙著學校的課業，大部分的

排當地學生和國際學生配對，會給對方聯絡資料，

檻的關係，所以我第一個學期先就讀 American

人五月中旬就回台灣了，我則是留到六月中。這一

自己私下再去和你的 partner 連絡，通常是會一

Language Institution (ALI)，也就 是 所謂的語

年待在國外學到的東西遠遠超越課本及老師能教

起約去吃飯聊天。

言學校。雖然念的是附屬的語言學校，但課外之餘

的，也感覺得到自己有所成長，變的跟以往不一樣。

也積極參與 IUP 的校內活動。除此之外，IUP 為

IUP 雖然不是一所大型名校，不過卻是一所對學

國際學生建立的社團更是多采多姿，其中有一個

生很友善的大學，生活在這邊從不會無聊，學校各

是學校會分配一個美國家庭給國際學生，而他們

個角落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活動，這才是一個正

就會邀請學生到他們家，或是只要有空他們會帶

常大學生該有的豐富大學生活 !

國際新生加入，我也因此結交了更多的新朋友 !

你到處玩，是一個認識美國當地人及環境很好的
途徑喔 !
十一月底，會開始看到空氣裡飄著薄薄的雪
了。緊接著就到 Thanks giving vacation 啦 ! 美
國的感恩節假期很長，有整整九天或十天的假期 !
我們幾個來自淡江的朋友一起結伴到紐約過節！
感恩節假期結束後，期末考就接著來了。語言學校
的期末考並不難，難的是再考一次托福，第二學
期本來可以就讀正式課程，但是我害怕自己從語
言課程升級至正式課程會不適應，於是我申請了
Bridge 課程（半語言半正式）。新的學期就會有

3. 學校吉祥物

3
104

1

2

1. ALI
2. Sn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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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凡華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黃瀞慧

美國佛羅里達中央大學

剛到美國時，有很多事情等著我們去處理，例

以自己來說，我只有上語言課程，所以課業算

在費城看到鬼、吃了四代相傳的巧克力，店裡真的

如搬家、採買物品、適應新環境等。雖然每天都很

簡單，幾乎都是高中學過的課程，大家都說，即使

是曾祖父及孫子都在幫忙製作及販賣，在華盛頓

累，每天都有新挑戰，但是我卻很享受我的新生活，

語言課程都拿 A，但一進入正式課程的領域就完

DC 看了白宮、林肯像、跑去滑雪摔的狗吃屎、在

期待隔天要完成的事情，也期待新課程的開始。

全傻眼。他們有許多專業用語，我想學好語言其

邁阿密聽到邁阿密自己人都討厭熱火隊、郵輪穿

實就是讓之後在台灣工作比較有些競爭力吧！這

小禮服享受正式的晚餐，男生卻穿夾腳拖！雖然這

在這全新的環境，我們展開了新生活，就連坐

邊的老師都很好相處，上課偏輕快，他們很注重生

些旅行花費近 20 萬，但我卻有很多的想法，瞭解

公車都是一個大挑戰。不久後，語言中心的課程開

活休閒，所以也有很多的活動參與，萬聖節、聖誕

為什麼台灣人才外流許多，沒前途的工作，茫然低

始了，班級裡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課程並不難

節、老師生日、迪士尼、環球影城、打排球、看電影、

頭做事，我希望我可以在國外工作，很多嚮往需要

但是作業很多，不過也因為這樣讓我英文進步了

賽前野餐派對。幾乎每個禮拜都有活動，又因為是

達成。

更多。正式課程和語言課程有很大的差別，雖然剛

UCF 學生所以很多門票免費，超棒的福利！

開始不太習慣，但是過段時間後，也漸漸喜歡上了
這些不同的課程。上課的方式雖然跟以往不同，但

佛羅里達為觀光勝地，稅很低，完全呈現買瘋

我卻更喜歡這新的教育方式，考試及報告很多，但

了的狀態。我回台灣海運 3 箱物品，尤其是感恩節

是卻讓我從中學習到更多。

跟聖誕節那幾週，所有地方都有人排隊搶購精品
及電器，因為打折 1 折到 9 折，看你搶到什麼囉！

在美國讀書的這十個月，我體驗到很多不同
的經驗，也學到了很多。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十個

我們去了環球影城、迪士尼、波士頓、紐約、

月，我也去很多地方旅行，在不同的城市享受不同

費城、華盛頓 DC、邁阿密，還坐郵輪到巴哈馬。

的生活，這十個月讓我的人生經驗變得更豐富。

所有船上的人一下船入境巴哈馬就開始喝酒，因為
美國 21 歲才能喝酒，超可怕。在波士頓吃了有名
的 "LEGAL SEAFOOD"，看了紅襪隊的球賽、
在紐約看了百老匯表演、造訪最有名的帝國大廈、
看了洋基球場、逛了唐人街、吃到懷念的家鄉味、

1
2
106

3

1. 居住公寓
2. Pullman
3. 西雅圖太空針塔

1
5

2

3

4

1. 賽前的狂歡派對：這次是騎士隊主場，所以大家格外開心，很多人都喝醉才去看比賽
2. 一個 OUTLET 就 SHOPPING 山 ，這是其中冰山一角！
3. 坐小船經過自由女神像，因為受颶風影響沒辦法登上小島。
4. 知名的帝國大廈，夜景超美。
5. 日本友人，還有台灣同學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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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依霖

林詩瑀

美國佛羅里達中央大學

2011 年 8 月，我的人生開啟了一段很精彩難

小的假期，跟著居在美國各州的朋友去旅行，我

忘的一頁。還記得，那時在機場的離別依依。對於

利用感恩節假期去了嚮往已久的芝加哥 ! 這是一

美國陌生環境的恐懼，以及離開家鄉的不安，我踏

個充滿人文氣息的城市；也利用了長達一個月的

上了前往美國的旅程。一開始的忐忑不安，當我抵

winter break，造訪了波士頓、紐約、費城、華盛頓、

達 Orlando、Florida 時，我的心漸漸安穩了許多！

邁阿密。一趟趟難忘精彩的旅程，在我 21 歲的人

因為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友善、熱情、陽光的城

生添增了筆筆精彩的顏色。

美國佛羅里達中央大學

市！縱使它沒有 LA 的繁華，沒有 SF 那麼多的華
人，沒有紐約的不夜城，但是我一點都不後悔我選

最令我難忘的是我跟室友們搭著遊輪去巴哈

擇了這裡。UCF 是一個令人很放鬆，也是一個學

馬，那是一趟非常不一樣的旅程，因為在郵輪上自

習的好地方，學校樂於接受來自不同國家的國際

己就像個小貴婦一樣，每天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

學生，一開始我在語言學校感到非常膽怯，一直害

郵輪上應有盡有，從人文氣息的到五光十色的夜

怕自己的破英文無法交到朋友！但事實證明我錯

生活，是個很令人流連忘返的地方 ! 但是人總要

了！我可以很容易的交到許多外國朋友，他們的熱

拉回現實，很快的這一年難忘的生活，即將進入尾

情以及不同國籍的文化，讓我的視野更加寬廣。

聲。我真的很捨不得這裡的一切，包括遇到的人、

我真的非常喜歡佛羅里達，一年四季都是好
天氣，冬天也不用怕起不來。

事、物，以及他們帶給我的喜怒哀樂。這是我人生
在美國因為沒有車，或許在生活上會很不方

中最難忘及最寶貴的一年，我知道不可能永遠留

便。但是 UCF 是一個很貼心的學校，學校會定

在美國，也知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離別依依，

期帶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進行校外教學，每 次 跟

心中的不捨在踏上飛機前一刻瞬間瓦解，我在心

著學校 及同學一起 歡 樂，就好享受 這種 跟不同

裡暗暗發誓，有朝一日我一定會再回來，重溫我的

國籍朋友相處的感覺。外國會有很多大大小小的

美國夢！也謝謝在這一年照顧過我的所有朋友們，

HOUSE PARTY，每次的 PARTY 大家都很熱

更謝謝我爸媽給我這麼美好的一年，讓我人生更

情，我住的地方有許多 UCF 學生，每個禮拜五晚

加不一樣！

上都是我們的 happy hour。我也會利用大大小
學校常常舉辦前往迪士尼或環球影城的校外
教學，真的蠻好玩的，而且不需花錢，所以我大概
去了快10 次，還蠻開心的！學校離迪士尼 40 分鐘，
可以買年票天天都去玩，但是我不建議買年票，因
為也只有 6 個樂園每次都去有點無聊，還是和學
校利用免費票入園，心情也特別好。

學校中有非常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基本
上從南美洲來的學生居多，因為在佛羅里達離南
美洲非常近，他們也會說流利的西班牙文，不用害
怕跟他們相處，因為他們都很友善，這是我愛慕已
久的拉丁小帥哥。

1
3
108

2

4
5

1. UCF library 前噴水池及草皮的綠意盎然成為我最愛徜徉的地方。
2. 與語言學校的朋友，一起在 Universal 留下美麗的回憶！
3. 搭著遊輪去 BAHAMAS
4. 一起在紐約 Yankee 球場
5. 大家第一次造訪迪士尼

1. 這是來到美國第一個晚上從房間拍出去的照片
2. 我看了快 10 次的迪士尼煙火
3. 我的同學 小帥哥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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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毓菱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WSU) 位

一開始你先交到的朋友一定是中國人或中東人，

士頓、紐約、華盛頓 DC。 在國外的這段期間看

於 Washington state 與 Idaho state 交界處附

這是 IALC 裡最龐大的兩個族群，而你也很有可

到了很多，學到了很多，也認識了來自不同國家的

近的 Pullman，這裡是個純樸的大學城。很多人

能面臨跟中國人 " 辯論 " 有關中國台灣的敏感問

人，這些都是很棒的回憶。如果問我回台灣後最想

或許會因為這裡是個偏僻的地方而打消申請這間

題，然後看著阿拉伯人在一旁邊看邊提問，IALC

念美國的什麼，我覺得是美國人待人接物的方式

學校的念頭，但我要說的是，WSU 的排名在全美

的課程時間雖然長且功課考試多，但你會因此而

還有上課的方式，都和台灣有著大大的不同。

排名算是前面的，儘管這裡只是小小的大學城，但

過得很充實，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種也會讓你了解到

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該有的還是有，不過如果

許多自己所不知道的文化、信仰、觀念 ... 等。 在

你是個熱愛 shopping 的人，那你可能不太適合

Pullman 的台灣同學會 TSA 的人都很親切助人，

這裡，學校也有 Student Recreation Center，

我們剛到美國時他們來幫我們搬行李接機，也在

這是 Pullman 最熱門的地方，閒暇時可以來這打

開學前帶我們一起去遊湖，假日時就會相約在某

球健身交朋友，費用包含在正式課程的學費。住在

人家裡聚一聚，所以不用擔心適應不好的問題。

Pullman 最需要的就是一輛車，所以來這裡讀書
前最好先去台灣的監理站換好國際駕照，當然，這

在美國身邊有個有汽車駕照的朋友是很重要

裡也有公車可搭 ( 免費 )，但是如果有輛車會方便

的，租車旅行會比搭飛機便宜，當然消耗的時間會

許多，美國的二手車很盛行也不會太貴，這裡距離

相對的久，在西岸，想去哪玩基本上開車就行了，

西雅圖有五個小時的車程，距離 Spokane( 華盛

我們就開車去了很多地方，加拿大溫哥華和維多

頓州第二大城 ) 只要兩小時車程，而到 Idaho 的

莉亞、黃石公園、波特蘭，西雅圖，距離遠一點的，

Moscow 只要 15 至 20 分鐘。

例如加州，我就先搭飛機到加州再租車去其他地
方玩，從舊金山、洛杉磯、聖地牙哥、拉斯維加斯、

一開始來到這裡如果你的托福或雅思成績

大峽谷、再回到舊金山，四個人一起租車會比較便

不到標準的話得先進入 IALC 就讀，五級畢業後

宜，可以一起分擔。因為課程銜接問題，所以我在

才能申請 WSU 的正式課程。我來到美國也是從

美國有近乎三個月的期間沒有課，利用這段空檔

IALC 開始的，然後再接 WSU 暑期的正式課程。

我也去了東岸旅行，到費城找朋友再一起去了波

1
110

2

1. WSU 的代表性建築物 Bryan Hall
2. 在 IALC 大家完成 Final Presentation

3

4

3. 大峽谷的 Skywalk
4. PS. 這裡會下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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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天一

許意君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舊金山是一個自由的城市，彙集著世界各國

感覺，在，我衝動的去高空跳傘，那次真的讓我覺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我選擇的是美國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許多

正式課程，體驗美國大學生的生活。美國的學生

人對舊金山的印象就是華人很多，是的，舊金山的

真的都跟我們印象中一樣，上課參與度非常高，與

地慕名而來的人，舊金山有著無數的觀光系景點，

華人真的很多，但其實這並不影響我們學習，因為

教授互動非常熱絡，讓課堂從來不冷場也不會感

便捷的交通工具，是我在美國這一年來，少見不需

他們通常講的都是方言。換個角度，想念台灣的時

到無趣。

要開車就可以很方便的都市，這裡的風氣非常自

候，附近有好多中式餐廳供我們選擇，這是在其他

由，這裡的居民也非常習慣形形色色的人來來往

地方的人很羨慕的。舊金山的交通非常的方便，就

在這一年的期間我去了很多地方旅行，Los

往，是個會讓人住了就很難遺忘，留下很多回憶的

算不會開車，也可以玩遍整個舊金山喔 ! 還有，這

Angles、Sacramento、Lake Tahoe、Canada

美麗城市。

裡天氣非常宜人，冬暖夏涼，這裡不會下雪，但是

Vancouver、Hawaii、Seat tle、O rlando、

冬天可以開車到附近的 Lake Tahoe 滑雪和賞湖

Yellowstone、Yosemite、Br yce Canyon、

Lake Tahoe 是位在加州跟內華達州邊界的

景。在美國的這一年我學到了很多，除了課業上的

Lake Powell、Grand Teton、Salt Lake City、

全美第二大內陸湖，特別提到這個地方是因為我

學習，我還學到了如何獨立自主，如何安排規劃自

Las Vegas etc. 對我來說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一

在這渡過我無數的周末，這個內陸湖著名的，不只

己想要的生活。一切的事物對我們來說都很新鮮，

個新的體驗和一次成長，了解不同的文化，參觀不

是湖面上的風光，更是因為少見的內陸高山區。每

也很困惑。我們靠著自己一點一滴地慢慢摸索，從

同的景色，讓我學習如何重新看待這個世界。以前

到 11 月，就會開始飄雪，在加州是相當著名滑雪

陌生到熟悉，到建立了自信和成就感。我們靠著自

總透過電視看過沙漠和冰天雪地，體驗過了才知

度假區，我在這邊迷上了滑雪，從來沒有一樣運動

己去旅行去探險、感受美國的節慶氣氛、參加美國

道，沙漠真的很可怕，熱到讓你連汗都來不及流出

會讓我這麼執著，開著五、六個小時的車，要經過

的 House party，去體驗我們從未擁有過的生活，

來，時時刻刻都覺得很缺水；冰天雪地冷的讓人感

積滿雪跟結冰的山路，對我這從小到大，從沒看過

這些都是很難忘的回憶。

覺手腳都不是自己的了 !

的面孔，從學校路上、市中心，到處都是從世界各

得我要死了，但是讓我的夏威夷之旅超級難忘。

雪的孩子真得是一種挑戰。
上半年，我待在語言學校，接觸了很多不同國
Hawaii 夏威夷是我在美國，玩過了 10 多個

家的人、事、物，也交換了很多不同的故事及文化。

州中最讓人難忘的地方，一個會讓你真的放鬆、真

每個人在這裡都懷有一個小小的夢想，為了實現

的感覺在渡假，一個超級爽的地方，在夏威夷的每

夢想而努力，彼此互相勉勵，感覺就像是一個小家

一天都過得非常愜意，第一次真的體會到度假的

庭，非常溫馨。下半年，我轉到了州立大學開始修

1
112

2
3

1. 金門大橋
2. Lake Tahoe
3. Sky Diving - Hawaii

1
2

3

4

5

1. Golden Gate Bridge
2. 可愛的行銷課教授，非常幽默風趣
3. Orlando Disney
4. 舊金山跨年煙火秀 !!
5. 學校替我們安排可以互相學習的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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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嘉容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The Golden Gate Bridge is a

Italy, and has historically been home to

once located on the nor th side across

suspension bridge spanning the Golden

a large Italian A merican population. It

Sloat Boulevard and one block south of

Gate, the opening of the San Francisco

is still home to many Italian restaurants

the Muni Metro L Taraval line, is now to

Bay into the Pacific Ocean. As par t of

today, though many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west on the ocean side of the zoo

both U.S. Route 101 and California State

currently live in the neighborhood. It was

off of the Great Highway. This zoo is the

Route 1, the structure links the city of

also the historic center of the beatnik

birthplace of Koko the gorilla, and housed

San Francisco, on the northern tip of the

subculture. Today, Nor th Beach is one

693 individual animals representing about

San Francisco Peninsula, to Marin County.

of San Francisco's main red light and

197 species as of 2011.

I t i s o n e o f t h e m o s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l y

nightlife districts as well as a residential

recognized symbols of San Francisco,

neighborhood populated by a mix of young

Californ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urban professionals, families and Chinese

been declared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immigrants connected to the adjacent

Modern World by the American Society

Chinatown. The American Planning

of Civil Engineers. The Formers travel

Association (APA) has named North Beach

guide considers the Golden Gate Bridge

as one of ten 'Great Neighborhoods in

"possibly the most beautiful, certainly the

America'.

most photographed, bridge in the world".
San Francisco Zoo The San Francisco
Nor th Beach Nor th Beach is a

Zoo is a 10 0 -acre (40 ha) zoo located

neighborhood in the nor theast of San

in the southwestern corner of San

Francisco adjacent to Chinatown,

Fr a n c i s c o, C a li fo r n i a , b e t w e e n L a ke

Fisherman's Wharf and Russian Hill. The

Merced and the Pacific Ocean along the

neighborhood is San Francisco's Little

Great Highway. The zoo's main entrance,

1
114

2

1. Golden Gate Bridge
2. North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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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顥耘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賴京薇

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一到英國，人生地不熟，還在第一天被民宿放

去英國一定要去倫敦，倫敦是個古老的城市，

剛 開始 到 加 州州立 大學 長堤分校，的 確 是

們來說卻是很正常 )，對於婚姻不同的觀念以及宗

鴿子，也裹著外套睡了兩天，但是我學到的是真的

大英博物館保留了相當多的歷史文物 ，到現在還

人 生 地 不 熟，但 是 因 為 住 在 homestay，常 與

教信仰，也讓我增廣見聞，最後還有幸穿了她們的

不要害怕跟外國人聊天講話，就算被民宿放鴿子

會回想到站在倫敦眼上俯瞰大笨鐘、國會議事廳

HOME 媽交流，其實增加了很多說英文的機會。

傳統服裝，拍照留念。

還是要鼓起勇氣打電話告知。雖然 flatmates 的

和泰吾士河的景象，也踏足過貝克街福爾摩斯的

在學校，尚未開始上語言課程時，爸爸曾經寫信告

年紀都比我小，但是從他們的字裡行間可以學到

博物館電影場景裡的幻想，在英國雖然天氣真的

訴我，盡量多交些跟你說不同語言的朋友，不管是

美國有許多不同的節日，讓我最喜歡的便是 "

很多不同的口語講法。和他們打成一片真的是我

冷到一個不行，但是卻滿袋子回憶，有朝一日一定

美洲、歐洲，甚至是日本或韓國，只要語言不同，

萬聖節 "，在東方萬聖節並不是特別盛大慶祝的節

在英國最開心的事情，聽到其他同學都說英國晚

要再去一趟英國，聽聽英國腔，看看念書的地方，

就必須用英文溝通，多練習口說英文才更有機會

日，但在西方卻是非常重要的。在萬聖節時我去了

上商店都關掉很無聊，但是我的 flatmates 都會

拜訪朋友。

讓自己的英文進步，因此，我反而比較少跟台灣或

"Universal Studios" 和 "Queen Mary"， 裡 面

找我一起出去玩，享受英國的夜生活，那些都是我

者中國學生接觸，但是也交到了不少不同國籍的

都有不同的鬼屋，而且鬼屋都是真人扮演，甚至於

最珍惜的回憶。

朋友，雖然大家英文都稱不上頂尖，不過藉由日復

"Queen Mary" 的鬼是在街上到處亂跑的，這點

一日的練習，彼此的英文口語會話都更進步，而且

對於我真的是非常的新奇有趣。而在萬聖節當天，

友誼也加深了。

我也參加了朋友家 Party 的活動，大家都裝扮成

開始上語言課程之後，接觸到世界各地的學

不同的造型，有的可愛有的恐怖，最後一起享用萬

生，也有三十幾歲的同學為了工作學英文，我認識
了我最好的朋友，兩位阿拉伯人、一位賽普勒斯人

在國外讀書，無疑是培養國際觀的好方式，以

聖節晚餐，然後拍照留念，變成我美好的回憶，其

和一位哥倫比亞的男生，我們會一起研究如何寫

及能和不同國家的人交流。我曾經到沙烏地阿拉

實在出國這段期間我還有許多不同的遊玩經歷，

essay 和互相把 presentation 講給對方聽。也

伯朋友家拜訪，剛開始我們一起備料，她也給我聞

去了紐約、大峽谷、自己獨自去了歐洲等等，在學

會為了寫作業而睡在對方家，考完試就一起參加

了她特別從沙烏地阿拉伯帶來的香料，十分濃郁

校參加的活動也不少，課業方面，上台報告更成了

Party，一起窩在沙發上看影集和電影。研究的也

也香氣十足，接著品嘗到她現煮的沙烏地傳統美

我最喜歡的部分，可以練習英文、口條同時訓練膽

不只是作業還有食譜，阿拉伯菜、哥倫比亞菜還有

食──卡布薩炊雞飯，我吃過不同人煮的，料理起

量，所有的經歷都讓我成長、讓我獨立，更讓我懂

台菜，我們大家都輪流煮飯。他們是我在英國最要

來的方式大同小異，但一樣都非常美味。飯後，她

得感恩，懂的要好好感謝父母與學校給我這個機

好的朋友。

播放了沙烏地傳統舞蹈給我們看，女同學還播了

會。

她的 " 結婚影片 "，同時我們也一起聊到沙烏地阿
拉伯的女性早婚 ( 對我們台灣而言是早婚，對她

1
116

2
3

1. 第一次和 Blockmates 出去玩
2. 語言課程上課情形
3. 大英博物館

1
3

2

4
5

1. 與朋友們一同去長堤的海灘
2. 試穿沙烏地阿拉伯女性傳統服裝
3. 萬聖節 Party
4. 報告，主題：跑酷
5. 去了大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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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琳婷

鄭綉瀞

美國天普大學

芬蘭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芬蘭是一個位於歐洲北部的國家，跟台灣時

外一方現是因為我們讀的是科技應用大學 )。在

差為 6 小時 ( 夏季時間為 5 小時 )， 目前從台灣

project 的部分，會有很多機會接觸到各式不一樣

沒有直航班機至芬蘭，最快的抵達方式為搭國泰

的內容。我選修了幾門課，其中有 3 個是和校外

航空至香港轉機搭乘芬蘭航空至赫爾辛基。

公司合作做 project，一個是在學校餐廳實習，與
公司合作，我們可以真正的了解現在市面上的需

美國天普大學的圖書館有非常多可利用的資
源和空間，是非常適合討論報告和自習念書的好
地方 !

在美國租的房子，鄰居非常友善，生活機能也

我 就 讀 的 學 校 為 Laurea UAS， 位 於

求以及變換角色站在 " 公司 " 的立場角度來思考；

Leppavaara,Espoo，距 離 首都 赫爾辛 基約 10

在學校餐廳實習的部份我們真正的參與到菜單設

分鐘的火車車程。Laurea UAS 總共有 5 個校區，

計、修改以及材料的採購、預備及烹調，當然還有

其中又以 Leppavaara 校區有最多英語授課課程

如何服務顧客及推銷。

和最多國際交換學生。

相當良好。

到芬蘭交換一年，除了到學校學習知識外，旅
在 Laurea 有個非常好的制度叫做 tutor，不

遊也是個很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這一年間，

管是當地的 degree students 或是 exchange

我利用寒假以及課間休閒時間至歐洲各地及俄羅

students；每個人都會分配到一個 tutor，他會在

斯旅行， 算一算，我竟然去了 10 多個國家 !!!!! 從

你到芬蘭前告訴你你該知道及準備的東西，以及

一開始的訂機票到找住宿，從一開始的擔心害怕

到芬蘭後他會去機場接你、帶你去你的住處。開學

到現在，越玩來越有心得 !

後不管有任何問題或是要一起出去玩都可以找他，
他可以說是我們交換學生在芬蘭的萬靈藥 !

該如何定便宜機票，直飛 ? 轉機 ? 住宿該怎
麼找 ? 住飯店好 ? 還是青年旅館好 ? 要自己一個

在芬蘭上課很不一樣的地方是， 課堂上會有

人旅行還是找朋友一起 ? 會不會危險呢 ?

很多很多需要同學發言和討論的時間， 來有芬蘭
的教育非常重實際操作以及團隊合作， 所以常常

這些問題一開始都困擾著我 ~ 可是到最後我

會有 team project 和 group presentation ( 另

都克服了 !!!! 我喜歡自己一人的旅行，我選擇住青

天普最具代表性的 Temple Tower! 許多校
內大大小小的活動都常在這個廣場舉行，天氣好
的時候也很多學生會坐在那裡看書聊天。

1
2
118

3
4
5

1. 美國天普大學圖書館
2. Temple Tower
3. 美國住處
4. 校園風景
5. South street

1

3

2

4

5

1. 新生訓練後的闖關遊戲，exchange students+tutors
2. project team work on Silja line to Stockholm
3. 女王節前夕在阿姆斯特丹跟朋友見面 ( 他們是上學期在芬蘭的交換學生 )
4. Laurea UAS 我們學校
5. 受邀參加台灣 101 年國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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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

張家欣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夏威夷一個世界知名的觀光系勝地，是一個

灣學習十年的英文，而呼啦舞課不只學習到夏威

非常適合觀光系同學去學習的地方，而我所就讀

夷的傳統舞蹈，老師還會教唱夏威夷語的歌曲並

在經過第一個學期後，認識了些從歐洲其他

的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HPU) 會安排學生參觀

解釋歌曲內容與夏威夷文化，是一個十分有趣的

國家到芬蘭的交換學生，所以在旅行時若是有到

國際連鎖飯店或是當地知名飯店，而在夏威夷的

課程。而我所修的觀光系的課程是觀光行銷，有一

他們的國家我們都會一起見個面喝杯啤酒 :) 或是

台灣同學會也時常熱情地邀請台灣留學生參加夏

份行銷報告是與當地的飯店合作，在與外國學生

當個沙發客到他們家打擾個幾晚，都是非常好非

威夷當地的慶典或是宣揚台灣文化。 我上半年念

合作這份報告的過程中，可以學習到他們做報告

常特別的經驗 !!!

的是語言學校 (ELS)，不只能認識來自世界各國

的態度 : 積極性、有效率，讓我收穫良多，同時也

的人與文化，ELS 也時常安排許多與夏威夷文化

非常榮幸我們的報告能獲得飯店主管的肯定。

年旅館因為可以認識從世界各地來的人 !

是體驗夏威夷風情有關的活動 ( 如編制花環或搭
船看夕陽 )，每當重要節慶到時更會舉辦許多的遊

在國外求學的過程中，念書很重要，但是在當

戲與活動 ( 如萬聖節化妝比賽、雕刻南瓜，聖誕節

地旅行也很重要，不只能更加地深入了解當地文

製作薑餅人 )，這半年來我不只增強了我的英文基

化，更能深刻體驗當地的民俗風情及增廣見聞，我

礎，更認識了許多國家的朋友與夏威夷文化，這半

利用寒假的時間在我所居住的歐胡島環島旅行以

年來的生活真的是十分的多采多姿。

及到另個島 -- 大島去自助旅行，從寒冷的 0 度到
炎熱的 30 度，從叢林、荒野、到海灘各式各樣氣

到了下半年我開始我在 HPU 的正式課程，

候地形大島都有，爬火山，看星星大島真的是一個

除了觀光系的課程之外，我還選修了法文、日文

十分有趣的島嶼。而我想在這一年旅遊的過程中，

以及呼啦舞。夏威夷的觀光系客大部分以日本人

我做過最特別的活動就是去 Skydiving 從高空中

居多，隨處可見日文的廣告牌或是店家會用日文

一躍而下，那種刺激感與緊張感真的是讓人永生

與你打招呼，十分適合學習日文，而且 HPU 設有

難忘阿 ! 這九個月的生活，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CSC( 一個 Tutor center)，每天可以利用自己有

但這九個月真的是我人生中最特別的九個月，我

空的時間去找自己的語言 Tutor 練習語言，在這

學習到許多我坐在台灣的教室裡永遠也學不到的

裡學習四個多月的日文或法文讓我感覺勝過在台

事物，獨立、自主、勇於面對挫折，在國外的一切、
人、

1
120

2
3

1. 與台灣同學會和台北藝術大學一起在夏威夷的傳統節慶上表演
2. 行銷報告比賽第一名
3. Skyd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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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

賴秋竹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事、物都值得我放在心上珍惜一輩子。也十分感謝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study abroad.

一路支持我的家人與朋友，我的夏威夷留學生活，

Before I go to HPU, I am glad to study in

真得十分精采與令人難以忘懷 :)

ELS from level “ 108 ＂ which is a high

much fun and ease! I have a fabulous time
here!

advanced level. It helps me establish the

ELS, English Language System, is a

confidence about my English capability

language center which has been preparing

s t e a d il y. A f t e r li v i n g i n H aw a ii f o r 2

students for university study in the USA

months, I feel less nervous to talk with

by teaching them English for over 50

Americans. I also think that it will be a

years.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ve

better and helpful decision to study at an

c h o s e n ELS to a c hieve t h eir En g lis h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for a person who

la n g u ag e g o als . W it h 12 clas s levels,

studies abroad for the ver y first time.

s t ate - o f-t h e - a r t la n g u a g e te c h n o lo g y

They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on you and

centers (LTC), multiple testing services

your problems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a nd u nive r sit y ad mis sio n a s sist a n c e,

going to classes make foreign students

ELS ensures success through their

preview some information about formal

personalized approach and commitment to

clas ses in univer sities. In additio n, in

student achievement.

Honolulu ELS, they will arrange lots of

122

activities about Hawaiian culture and take

L o c a t i o n : I t ´s l o c a t e d o n t h e

students visiting many famous spots. We

d ow ntow n ca mp us of H awai｀i Pacif ic

are studying and playing at the same time

University and restaurants and shopping

and I truly love it! Therefore, I choose to

a r e o n l y a s h o r t w a l k f r o m t h e E LS

introduce ELS in order to let you know

Center. Also, Honolulu´s convenient bus

how good and impor tant it is! I get so

system can take students to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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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

張玄儒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在進入大學之前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有機會可

英文能力之外，還讓我更了解美國以及其他國家

以出國念書一年，而這一天竟然真的來臨了。原本

的文化，並且讓我更清楚美國大學所謂的 Paper

出國前心情還很平靜，但越接近出國的時間心情

格式以 及一些 正式的英 文 用法，同時也讓 我更

H o using: ELS H o nolulu p rovid es

真的越來越緊張，緊張自己沒辦法融入國外的文

敢在不同國家的人面前 講英 文聊天。在課餘時

students two choices of housing which

化，緊張自己英文能力不足無法和當地人溝通，緊

間我參加了一個美國人為國際學生開的 English

are student residences (YMCA/YWCA) or

張上課的時候跟不上進度，緊張好多好多事情，但

corner 活動，這個活動主要是讓國際學生更容易

home stays.

同時心裡又充滿著興奮，因為這是第一次自己和

融入美國文化、認識各國的新朋友以及增加英文

朋友一起離開台灣到國外生活一年，希望在這一

Conversation 的機會。在這個活動裡我認識了

年可以有個很棒很特別的生活。

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有阿拉伯、韓國、中國、

beaches, cultural attractions and night life
(e.g. Waikiki) within minutes.

Facilities: Students have access to

阿曼、美國、日本等等各國來的朋友。原先參加這

libraries, computer labs, language partner
出國當天看著大家和朋友與家人道別，心情

個活動只是純粹想加強英文能力，但是他們人都

都還沒有很忐忑，一直到飛機起飛時才真的意識

很好相處又會熱情主動跟我聊天，不只在生活上

到我真的要出國了。剛到美國的時候，人生地不

給我很多的建議幫助，也會常常邀請我們去參加

Activities: Ever y month, ever y new

熟語言也不通，好險有朋友在身邊的陪伴，加上

他們的聚會，因此我真的很 Enjoy 和他們相處的

ses sio n, ELS H o nolulu will p roduce a

台灣同學會的人的幫助，讓我更容易融入當地的

每一分每一秒。

calendar filling with information about

生活。因為英文程度還不夠，所以剛開始留在語

national holidays, bonus classes, and

言學校上課，剛開始上課的幾天都好緊張，雖然

在 美國 讀 書 的 這一年 總 共 有三次長 假，分

after-class activities. The following are

以前在學校也是全英語上課，但是在國外上課的

別 是 Thanksgiving、Christmas break 以 及

activities I have attended.

感覺就不太一樣，很開心我被分到一個同學和老

Spring break。在這三次的假期中我去了不同的

師們都很親切的班級，讓我不只能學習英文也可

城市以及國家，也因為這三次的假期讓我有機會

以交到更多不同國家的朋友。雖然這一年因為英

去學習更多文化以及參觀更多的觀光系景點，真

文能力不足沒辦法正式進入大學修課，但是在語

的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雖然都是美國，但各州也

言學校真的還是讓我學習到很多東西，除了提升

有不同文化，東岸和西岸也有很大的差異，所有時

programs, sp or ts facilities, universit y
clubs and more with students in HPU.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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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1. Bye Taiwan.
2. Session party with my lovely teacher and friends
3. Space-needle in Seattle
4. My home in America
5. Go sailing with Taiwanese Student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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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

邱子懿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候也讓我驚豔不少。出國這一年真的讓我學習到

我永遠記得剛到西雅圖機場，大家為了點一

得像家一樣，捨不得 Pullman 的純樸和安全 ( 甚

很多東西，第一次體驗不同的文化，第一次離鄉背

杯咖啡，在星巴克店外徘徊將近半個小時的場景，

至不用鎖門 )，更捨不得在這裡所有認識的各國朋

井生活一年，第一次學習如何獨立，第一次參加美

我們討論著如何點餐 ? 咖啡的名稱 ? 生怕自己聽

友。這次的旅程，我學到了好多、也體驗好多，甚

國的各大節日，好多好多第一次都發生在這一年，

不懂也說不清楚，這將近一年的旅程，所有的不安

至達成從來沒想過的夢想，就像是做了一個夢，冒

我從來不後悔選擇來華盛頓，因為這個選擇讓我

與緊張，興奮與期待，從這一刻正式開始。

險了好多地方，玩了好多東西，也學了好多東西，
這一年，我很開心，活得很精彩。

獲得比我想像還要多的東西，我想，如果讓我在選
一次我還是會做一樣的決定，因為人生中有一次

回想去年八月剛到這裡時，我們不僅語言不

出國念書的機會真的很難得，但更難得的是我在

通，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從零開始。首先我們得熟悉

美國所認識的朋友以及這多采多姿又深刻難忘的

公車路線，教室在哪一站下車 ? 大賣場還要再轉

生活。

哪一輛公車 ? 哪些公車有直接到家 ? 再來感謝美
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的各位台灣同學會會員，這一
年向對家人的照顧，特別為我們接機，帶我們去辦
學生證、存錢、幫我們搬家，還開車帶我們去賣場，
甚至帶著我們出去玩，讓我們不孤單又親切，如果
當初沒有他們的幫忙，我們沒辦法適應這裡的生
活這麼快。
現 在 是 2013 年 五 月 中，等 結 束 summer
session 後，六月我即將要返回台灣，隨著回台
灣的時間越來越接近，對於在這好不容易適應的
Pullman 感到十分不捨，對台灣也有點近鄉情怯，
一年的時間，說長，真的不夠長；說短，又不會太短，
熟悉的台灣變得有點朦朧，不熟悉的 Pullman 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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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1. 這是美洲豹，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的代表
2. 學校比賽時喊的隊呼是：GO COUGARS!
3. 這是 Pullman 的 downtown 街景
4. Pullman 的環境很好，有時候會有老鷹來訪我們
5. 這是 Seattle 的 Space Nee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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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

梁秋燕

鄭百辰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美國天普大學

費城是個古老城市，到哪都是舊舊的房子，讓
我印象最深刻的節日 - 聖誕節，聖誕節的夜晚非
常明亮，處處可見人潮，還有閃閃的霓虹燈，市區
的 LOVE PARK 有個兩三層樓高的聖誕樹，這是
台灣沒有的，有許多賣飾品的小攤販，有表演和街
頭藝人，很多店家也跟著打折，比起台灣，國外除
了放假，更是注重節日的文化特質。

New place and New classmates in the

First time to take Metro rail. Through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enter. I met a lot

the winter break I went to California for

of people who are form different areas.

vacation. I bought a tap to take Metro rail.
That was fresh experience for me.

We had a nice time.

The Metro rail was not very clean. Taiwan
is much cleaner.

That is the first long vacation I had in
U.S. We went to Portland for shopping.
Also, we went to the Saint Helen Volcano.
Cold but beautiful.

128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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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With my classmate
2. Saint Helen Volcano
3. Metro rail
4. New year in Universe
5. Skiing. My ass was hurt

1. 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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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

莊翔甯

美國天普大學

剛 到 美 國 的 時 候 就 先 去 逛 了一下 學 校，

到中央公園附近了。12/31 號的紐約正值冬天，氣

排隊拍照。我很慶幸的是我不會怕，所以我很大

Temple University 位於費城市中心邊緣，所以

溫非常的低，大約 0 度左右，我們都快受不了了。

膽地站在上面拍照，這個感覺真的非常的特別，雖

附近算是蠻繁榮的，交通也很方便。不過剛去的時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他們會把一個區域封鎖起來，

然不是第一次看市區的風景，但是站在這麼高的

候正值費城最熱的期間（6 月底），據說是近幾年

如果想出去就不能再進去區域內，而且每一個小

樓，站在這麼特別設計的透明區塊，感覺非常的

來最熱的一年，溫度將近高達攝氏 40 度，真的是

時他們都會倒數一次。大家都非常的興奮，只是天

不一樣。我真的非常喜歡 CHICAGO，有很多很

不宜在太陽下久留。Temple 的校園內是所有車子

氣真的很冷，我們幾個同行的朋友都快受不了了，

特別的建築物，我也吃了很多很特別的食物，尤其

都可以進出的，跟我想像中有超大草坪，沒有車子

最後躲進附近的 Citi bank 避難，等到快要 12 點

是有一種叫 deep dish 的 pizza。它是一種很厚

在學校裡亂闖的美國學校有點不一樣。雖然如此，

倒數的時候再出來。當大家開始倒數的時候，那時

的 pizza，吃起來的感覺很像在吃一種鹹鹹的派，

我還是覺得我們校園的建築物蠻漂亮的，還有一

候的情緒真的非常的激動，因為第一次在國外跨

還有我第一次吃希臘菜也是在 CHICAGO。我去

個很美的小教堂。跟電影裡面演的一樣，有很多大

年，感覺非常的特別。當倒數完畢，大彩球就會慢

CHICAGO 的 時 候 是 三 月中，但 是 CHICAGO

學生都會溜滑板上課，感覺我真的很像走在電影

慢地降下來，同時主辦單位會放音樂，還有很多攝

的天氣還是非常的寒冷，跟冬天一樣，即使如此，

裡面。唯一有一個讓我非常不習慣的地方是費城

影機會拍觀眾，我看到好多情侶都很開心很激動

她仍然是我最喜歡的城市之一。

的黑人實在是太多了，跟我想像的是差了一點。去

的抱在一起，甚至還有親親的，可能在慶祝他們又

美國前大家一直跟我說要小心黑人，但是我覺得

順利平穩地過了一年吧！這是我永生難忘的經驗。

這是大家的偏見。因為我覺得很多黑人都是很友
善的，像我第一次不會搭地鐵就是一個可愛的熱

這 是 我 非 常 喜 歡 的 地 方， 這 是 位 於

心黑人媽媽跑來問我需不需要幫助。讓身在異地

CHICAGO 的 SKYDECK。這 一 棟 大 樓 有 103

的我感受得特別的溫暖。

樓高，上去頂樓還要付 US$18，但是非常的值得，
因為到了頂樓可以看到全 CHICAGO 市區的風

第一 次 在 國 外 跨 年 就 是 在傳 說 中 的 Time

景。在搭乘電梯上去的時候，電梯內還有小螢幕對

Square，超級人擠人的，比 101 跨年誇張 1000

照樓層跟其他國家最高的建築物，台灣的 101 大

倍。而且大家都很瘋狂的一大早就去大彩球底下

樓就有上榜唷 ! 頂樓設置幾個區域是透明的突出

卡位，結果我和朋友們笨笨的下午才去，都快要排

塊，可以直接看到 1 樓的街景，大家都會在這邊

1
130

2

3

1. Temple University's student center
2. 2012 在紐約 Time Square 跨年
3. 我最愛的 Chicago

131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觀光系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觀光系

林慈娟

芬蘭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岳

瑋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還沒來到芬蘭之前，我只知道那裡是個物價

這是從未有的經驗，自己以前總希望自己能

覺得兩者比較之下，語言中心有較多的機會認識

很高、天氣很冷、然後以教育聞名的國家。直到在

夠出國念書。第一次沒有家人陪伴，要處理出國這

不同國家的朋友，並不是說正式課程不好，只是對

這裡生活後，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個處處有驚喜、處

一年的生活，真的是很緊張又有些擔心。說真的，

於比較內向的亞洲人而言，曾經上過語言學校真

處有體驗的國家。

光是事前的處理就讓人頭大。護照的處理也花了

的是對銜接大學課程有比較大的幫助。說實話，語

不少時間與金錢。到了機場這種緊張的心情沒有

言學校教學的內容在寫作跟文法方面，亞洲學生

芬蘭的生活很悠閒很簡單。夏天時早上騎腳

減少，出關、上了飛機，到達西雅圖正式要入境美

真的完全不需要擔心，都很簡單。但是在聽說這兩

踏車上班上學；下午坐在馬路旁和朋友一起喝杯

國，說起來真的有點丟臉，海關人員詢問的話真的

方面是真的需要加強。語言中心在我認為不是完

咖啡、曬太陽；晚上到露天酒吧喝杯啤酒；至於冬

有些不懂；在一問三不知的情況下他們只能自己動

全的浪費時間，而是自己要從中發現你應該要改

天，大概就是滑雪、玩雪跟開 Party了吧 ! 參加節

手了。目的地是 Pullman，因此要等轉機。班機是

進的部分，然後往不足的方面去補足。下學期我上

日慶典、走進森林裡探險、躺在綠地上野餐、聽著

隔天的早上，當初就決定夜宿西雅圖機場！

了正式課程，說真的是蠻吃力的。外國的學生讀書

公園裡小孩子們的嬉笑聲，不知不覺中生活步調

的習慣我認為比台灣學生好太多了；他們通常都

都跟著變慢了起來。芬蘭人很親切很善良。他們總

平安地抵達了 Pullman。因為是小機場，它

會預習，上課的專注度好很多。勇於提問題發表自

是面帶笑容，有問題時會很熱心的幫忙你，聽到你

的占地並不大。一出關就看到來接我們的人，其中

己的意見，這些行為讓我很羨慕。不過上了正式課

在練習芬蘭文時會大大的稱讚你，雖然平時話不

一位是在 WSU 工作的台灣同學會的人。他人真

程真的能體會到自身的英文果然還是很大改進空

多，但喝酒後的他們可是超級健談 !

的很好，把東西放回住處後就帶我們前往學校辦

間，很多時候上課老師教的東西都不太能明白，需

文件及學生證。同行的同學中因為大家的成績都

要回家花不少時間去複習。但是我還是很慶幸自

在芬蘭生活的十個月裡，我體驗到了和台灣

不達正式課程入學的門檻，因此都先要到語言中

己有機會上正式課程，我很喜歡正式課程上課的

截然不同的生活，很悠閒很大自然。在這千湖之國，

心報到。這幾天都是勞煩熱心的台灣同學會的幫

氛圍！這一年到了不少地方去旅遊，我真的覺得自

處處都是驚喜，天天都有新發現！

助，買齊了家裡的必需品。那時真讓我深深體會到

己很幸運，這一年，我得到了很多！

出外靠朋友這句話的意義。
正式開學的日子到了，上語言中心其實我並不
覺得可惜。因為下學期有修習正式課程的關係，我

1
2
132

3

1. 最接近大自然的生活
2. Sant. Lucia 慶祝活動
3. 休息片刻，來杯茶吧

1

2

3

1. 西雅圖機場
2. Seattle space need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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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顏碩廷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留學一年是連想都沒想過的事，當初因家境

出國這一年讓我遇到了許多異國的朋友，在

你的旅遊變成災難，真的很感謝父母願意讓我出

情況不是很允許，進而產生轉學的念頭，可是最後

相處之餘讓我見識到文化的衝擊與新奇，我很喜

去看看看外面的世界，到過紐約後才發現台北的

因母親的支持而選擇繼續就讀。從來沒有離家那

歡生活在印第安那這個城鎮，因為這裡讓我認識

落後，到過邁阿密後才發現有強烈陽光的地方原

麼久，對於未知的環境，也曾擔心自己的適應能力。

了來自各國的朋友，第一次當我來這裡時絲毫沒

來這麼溫暖，大家都說百聞不如一見，這句話在今

幸好到美國時，有幾個同學相陪以及台灣同學會

有陌生感，每個當地居民或朋友對待我們如同家

年我印證了，以前的我總是覺得留美的人把外國

的接送及照顧，讓一開始在美國的生活不至於茫

人一樣，即使有語言隔閡他們仍然會耐心的傾聽，

的月亮描述的特別圓，但第一天我到達美國的星

然無措。

我想這是身在城市的學校所無法感受地到吧！

空下時我發現了，真的特別圓且清澈，如果再讓我
選擇一次，我還是會選擇就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因為自身個性問題，相較其他在語言中心的

這一年我不敢說我學了什麼，但我想說的是

同學，在上課時較為沉默寡言，本身自信心也不足，

在我真的結交了一群好朋友，雖然我們被迫要分

害怕開口說英文，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後，以

離但卻持續保持聯絡，透過這些朋友讓我去認識

及老師和同學的協助，慢慢敢於主動參與課堂上

他們的背景和文化，我想這是我這一年當中收穫

的活動。另外還遇到了一群在教會的熱心美國友

最大的部分，印地安那是一個鄉村小鎮，但在這裡

人，常常邀請我們一起用餐，因此了解更多美國文

可以看成是一個國際社會的小縮影，學校裡有許

化。

多異國臉孔，有時會因歧視的眼神感到挫敗，但還

這所學校。

是許多當地人會給我們溫暖的微笑並給予我們適
美國上課期間總共有三次長假，也趁這三段

當的幫助。

假期到美國四處走走，多看看美國的文化及景觀，
在安排這些假期的過程中，也順便學到了許多經

一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這一年地我過得

驗，不論好與壞，這些經驗都成為我人生中的一部

很充實，每逢假日常常計劃著去哪旅遊，美國是一

分。如今回想起來，很感謝能有這樣的機會出國留

個大國家，不像台灣可以一日遊台灣，所以如何把

學，也慶幸當初能繼續留在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很

握時間去創造最好的回憶變成一個難題，每次的

多美好回憶都是跟它一起度過，如果還有一次機

旅遊必須經過精心策劃才能啟程，少了計劃會把

會選擇，我仍會選擇淡江大學蘭陽校園。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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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雁茹

沈芮年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我和同學一起住在學校附近（搭公車 5 分鐘

過梅杜莎。再往後面走一點，有變裝道具專賣店，

這一年的出國留學經驗讓我成長許多，體驗

到達學校）的公寓 -- Beverly Plaza，它是一個很

要是萬聖節想破頭都不知道穿什麼，就來這邊看

到出門在外凡事都要自己照料，與舊朋友新朋友

大的住宅區，一棟建築物都不超過兩層樓，我們居

看吧 ! 但是請早，因為美國人對萬聖節的重視，服

同甘共苦的生活。在學校上課對我來說也是一個

住的是 2 樓 3 房 2 衛浴的小套房。美國出租的房

裝馬上就被搶光了。

全新的挑戰，全英語的學習環境下，我必須更認真

子都沒有提供寢室用具，但是廚房的用具倒是很

仔細地聆聽教授所講的每個字句，與班上同學之

齊全，有瓦斯爐和烤箱，洗手台還附有廚餘絞碎機。

間的互動也增進了我的溝通技巧，這一年學的多

所以我們的床組、書桌都要自己買來組裝，雖然辛

同樣也玩得多，很慶幸學校能給我們這樣的機會

苦汗如雨下，但組裝完成後很有成就感 !

到國外學習。

有另一組同學也和我們住同一個社區，這屆
來長堤的人也特別多，大家常聚在一起烤肉，美國
人常常就在自家陽台烤肉，家家都有一個烤爐預
備著。有時我們也約在學校餐廳吃午餐，校內宿
舍外有 buffet，非住宿生一人 $7.5 也很划算 ! 有
陣子天天吃 Subway 都快吐了，回台灣近期應該
都不會想再看到它。
靠 近 加 州 的 洛 杉 磯 地 區，Hollywood

&

Universal 是 必去的景點 ! 都是 Metro Rail( 如
台灣捷運 ) 出站就直接到達超方便。 Hollywood
的星光大道上有各界名人的手印，還在陸續增加
中。旁邊林立的蠟像館、驚奇館，有興趣都可以去
看看，有幾家一起買套票會比較便宜，但是我只去

1
2
136

3

4

5

1. 為了睡覺與室友拚命組裝
2. 烤肉準備中
3. 赫赫有名的梅杜莎蠟像館
4. 去 Portland 幫書豪加油 !
5. 我們在西雅圖最高大樓的景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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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克昀

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Oxford is a travel city, there are many

here also have book to introduce history

國機會並支持我的家人，也謝謝學校給予的各種

postcard shop, and visit plots, and also

and real world about Alice. Likewise, in

管道，愛你們！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shopping centre,

Oxford, they have mad hat ter´s tour;

at first, visitors can see the Carfax Tower

visitors can walk with mad hatter to visit

and tr y so me Ox ford fo od under this

Oxford. In addition, they have Alice´s

Tower, this Tower is the noticed place in

Day in this year Saturday 6 July 2013. In

the city centre. I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that time, people will make up and wear

centre of the city, the tower is 23 m (74

characters´ dress and introduce the

ft.) tall, and no building in central Oxford

places which have contact with Alice in

may be constructed higher than it. It still

Oxford.

contains a ring of six bells; these chime
the quarter hours and are rung on special

不過為了省錢，我一直到第二學期才到處旅

o c c a s i o n s by t h e O x f o r d S o c i e t y o f

遊，像是愛麗絲商店、哈利波特的食堂大廳，英國

Change Ringers. It is possible to climb to

連續劇福爾摩斯的拍攝場景留下 "We believe in

the top of the tower for a good view of the

sherlock"2 的留言，因為在第二季的結局，福爾

Oxford skyline.

摩斯依然生死未卜，不過現在第三季已經拍攝完
成，只等上映日期啦！此外還有跟日本女生去跑兩

To pass the Car fa x Tower, here is

個英式花園，朋友爸爸開車去海邊 Tenbe，因為

A lic e´s s h o p (S to r y: A lic e in wo n d e r

隔天早上和別人有約，晚上趕不回牛津，只好在卡

land), across the road there will be Christ

地夫跟警察問路，臨時在當地住一晚。反而是沒去

Church College. Actually, this Alice shop´s

愛丁堡，原本計畫三五天一周的旅遊日再去也可

many items are came different country,

以，要好好享受學生時代的各種緣份，也確實得到

the reader can collect their interested, and

許多美好的回憶，真的要說一聲，很感謝提供我出

1
138

2
3

1. City centre
2. Alice
3.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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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潔珉

賴沿亭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在人生中每個人都有許多的第一次，雖然這

動。雖然在過程中是很好玩、而且也很愉快，但是

去美國留學一直是從小的夢想，很感謝學校

除了朋友相處外，我也得到機會去當地小學

不是我第一次出國讀書，但是大三出國的這一年

我還是有遇到挫折，有一段時間，我感到很孤單、

讓我有這個機會去體驗一整年的美國生活．維諾

分享台灣文化，每個星期去社區陪小朋友玩耍輔

是我人生中的轉捩點。記得當時大二時，我還是一

很迷惘，因為雖然大家都互相認識，但是我覺得我

那是一個小而美的鄉鎮，剛開始因為很不方便，因

導作業，還有每週日到教授家提供中文教學，直到

個很害羞、很封閉的人；當時不喜歡跟別人互動，

沒有一個＂很好＂的朋友可以談天。後來，我持續

而不太習慣，但過了幾個星期之後發現這個小鎮

現在，我們跟教授變得跟一家人一樣互相關心！除

常常一個人在房間吃飯。但是當我知道要出國時，

的堅持我的抉擇，後來在第二個學期之後我找到

有著驚奇的風景！也慢慢地喜歡上這個漂亮又安

此之外，我也體會了美國教育制度，以及學以致用

就知道自己一個人在國外就要學習獨立，要走出自

自己的朋友圈了。

全的地方！再者，暑假的語言課程格外豐富，每個

的道理！兩個學期的期間真的快速，在這當中學到

星期都會安排活動體驗當地風情．剛開始的生活

了好多好多，也體會到很多事情不只是空想的那

就像是被放出的籠鳥，一切所經歷的事情都很新

麼容易，實際做起來的過程不僅繁雜也很有真實

鮮，也迫不及待的嘗試任何事物！

性！我真的很珍惜這 11 個月的美國生活，以及所

己的舒適圈勇敢的去嘗試不同的生活。在賓州印
第安納大學生活的前幾個月，許多事情自己摸索了

大三出國的這一年不是只要認真讀書，我們

一陣子，例如：學校的線上選課、學校餐廳的位置、

同時也要把握時間去玩，去探索、學習新的事物；

開銀行戶頭 ... 等事情。發現在這裡很多事情都要

畢竟有些事情不是書上可學到的，需要靠自己的

自己獨立去完成，我期許每天都能過得很充實，所

經驗去學習。學到了就屬於我們的寶貴經驗，失敗

在暑假語言學校我不僅學到英文，也學到很

以我乖乖地做好學生的本分，每天提早到教室、認

了不要緊，記取教訓下次會更好。大三出國的這一

多不同國家的文化！這些都是之前沒有想過的部

真作筆記、參加許多校園活動。

年，我發現我成長了不少，我也為我的表現感到很

分！暑假過後進入了正式課程與當地美國人一起

高興，學校成績雖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自己內

上課，正式上課後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所遇到

心的成長。

的問題不僅是課程上，也有與同學如何相處讓他

當我在這個陌生的環境時，做了一個很重要

認識的每一個人，這一些的種種都是讓我變成更

的抉擇。在當大家都還摸索、適應新環境時，我選

們更瞭解自己的國家。但是很幸運的，我的教授們

擇多跟美國人或是跟不說中文的人交朋友，唯有

都很熱心幫助國際學生，讓我在繁重課業上解決

這個方法可以讓自己學得更多、學得更快。另外，

不少問題！在課餘期間，也認識當地同學以及其他

我還到學校附近找到一間美國教會，參加他們的

國際學生，大家會一起分享自己國家的食物或者

團契；除此之外，當他們有其他校內 / 校外活動，

去派對認識不同的學生，也挑戰了戶外攀岩露營，

我也會全力參加。例如：我會與教會的朋友一起吃

讓在美國生活變得多彩多姿！

好更有成就的基石！

飯、一起在校園打排球、玩飛盤；校外的活動就是
參加教會的相關活動，促進和美國當地學生的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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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5

1. IUP 校園
2. 教會的朋友大合照
3. 好友們
4. 到好友家玩
5. ISF 國際查經班

1
2

3

4

1. 維諾娜河風景
2. 語言系課程的同學與老師
3. 影響很深的教授一家人
4. 去小學分享台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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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

張庭瑜

柯宣竹

美國佛羅里達中央大學

還記得去年八月，在飛機場與家人依依不捨

在課堂外也參與了許多活動。觀看了美式足

的分離，對那時候的我來說，一年就好比一世紀，

球的比賽，親身經歷了美國人對此項運動的熱情，

是那麼久那麼長。九個月過去了，上下學期的課程

也感受到了美式足球的刺激；參與了萬聖節的遊

都完成了，回台灣的日子也開始倒數，這一年的種

行，也入境隨俗得穿上了特殊的裝扮以應景；體驗

種，已經成了回憶。一年，只佔有人生中的一小部

了 UCF 熱鬧奔放的 Homecoming Event；也受

分時間，成長的幅度卻大於其他零零總總的人生

到熱情的美國家庭邀請，與他們一同共進晚餐…。

段落。從離台前的準備工作，到抵達美國後生活上

這些種種，都會成為最珍貴的回憶。很謝謝父母給

的一切打理，每一件事都是一個挑戰，每完成一

我的支持，也感激學校有大三出國留學的政策，讓

件事情的成就感，都在幫助建立自己的信心。

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接觸了更多不同背景的人，
聖 誕 假 期 時 我 們 去 了 LA 玩， 去 了

學習了不同於中華的各式文化，也學到了怎麼做
美國佛羅里達中央大學是一個腹地廣闊的學

到獨立自主，也找到了人生的目標及方向。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DISNEYLAND 和 UNIVERSAL! 我

覺

得

校，校內的設施及資源都很豐富。在語言學校的日

UNIVERSAL 超棒 ! 其中裡面有一輛火車是帶著

子裡，除了跟隨著學校的腳步，認真充實並學習英

我們參觀片廠，超級棒，身歷其境還可以親身體驗，

文之外，更棒的是結交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國的朋

像是在看電影又像在旅遊，很享受 ! 雖然票很貴

友。大家一起上課，每天交換彼此的心情及生活上

但是很值得 !

的大小事。有時候也覺得不可思議，用不是自己母
語的語言，結交到了相知相惜的朋友，儘管對於英
文還不夠好的我們來說，有些感覺並不能詮釋得
淋漓盡致，但就在一來一往的交談中，我們抓到了
彼此話中的含意，也互相的學習。而幸運的我，在
下學期得到修習正式課程的機會。在正式課程的
課堂上，與美國人一同上課、討論，從與他們的對
話當中學到了許多特殊的英語用法，都是很特別
的經驗。
春節時，我們去了優勝美地，風景很美，空氣
也很新鮮 ! 但手機收訊很差。

我們選了一個周末去了舊金山附近的小島，曾
經有過一部電影是在這座島上拍攝的，也是從這
座島的建築延伸出的故事，因此在舊金山市個著
名的景點 ! 這裡曾經是座監獄，主要都是重刑犯，
關閉後此處變成當的觀光勝地 !

1
2
144

3

4
5

1. 圖書館前的草地，是個能夠放鬆、休憩的地方
2. UCF Homecoming Event，一連串有趣的活動吸引大量學生參加！
3. Halloween Parade in downtown Orlando
4. Football Game In UCF Bright House Stadium
5. Dinner with Iverson Family

1. LA 夜景
2. 優勝美地
3. 惡魔島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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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華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賴懷友

美國天普大學

舊金山市一個城市也是一個縣，位在舊金山

When I first arrived to Philadelphia,

At Temple University, I was placed in an

灣（San Francisco Bay）的四周，一般 人簡稱

I was feeling a mixture of things such

IELP program which most of the foreign

「灣區 」Bay Area，有八個縣，主要的城市包括

as excitement, happiness, but I was also

exchange students were placed in. This

舊金山半島上 的 舊金山 San Francisco、東 部

nervous. I did not know what to expect

program is for all the students that don´t

Oakland、南部的 San Jose，所以舊金山所在之

from a new city that I have never even

know English as a first language. In this

處為 North Bay。

been to before. I knew that I would meet

program we take many classes that are

people from my own country but it was

related to o u r maj o r bu t we a re also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簡稱 SFSU，是加州州

still scar y to think that I could be all

required to take extra English classes so

立大學的分校，學校面積不很大，應該沒有比淡水

alone in this country. The journey began

that we can learn the language properly

本部大，不能開車進出學校。舊金山州大以商管科

as I lef t my family in Taiwan and flew

and with extra help. The classes included

聞名，聽說電影系也是不錯的科系（因為鮮少有學

over to America. There was no turning

subject areas such as Reading, Writing,

校設有相關科系），學校左邊有個又大又漂亮的

back now. I was ready to start school at

and Listening to help improve my language

Ｍ erced 湖和高爾夫球場，學校隔壁有個頗大的

Temple University and start my new life

skills. For these classes we did many

購物中心和超市，走路即可到達，對於住校內宿舍

in Philadelphia. Although I was scared

d if fe r e nt a c tiv itie s s u c h a s d e b ate s,

或學校附近的同學是蠻便利的。一開始很不習慣

at first, I knew that I could make a lot of

writing essays, reading novels and having

美國學校的上課方式，久了以後會發現老師親切

great memories in my year in Philadelphia.

group discussions about those novels.

活潑，與學生互動也是非常頻繁。

There were so ma ny qu estio ns g oing

Speaking in English in large groups really

through my mind about making friends,

helped my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Another

going to classes, where I would live, and

class that I found to be very helpful was

what I would do in this country without

the o ne w hic h the teac he r tau g ht u s

my family for a whole year. I knew that

English idioms. Idioms are big cultural thing

i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ut I had to

in America, so this helped me understand

make myself ready to accept all of it.

American people better and improved our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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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內一角
2. 金山著名觀光景點 -- 金門大橋 ( 傍晚 )
3. 舊金山著名觀光景點 -- 漁人碼頭 fish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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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As a linguistics major,

Temple University. I made many Taiwanese

in my homeland of Taiwan. I believe that

New York were I got to experience more

p e r fe cting my la ng uag e skills is ve r y

friends that I could speak to but also

my improved language skills allowed me

of what America is like. Many other major

important to me so I was really excited

e nj oye d m a k in g ve r y m a ny A m e r ic a n

to understand American culture better

American cities that I was able to travel

about these classes. The professors for all

friends. I made American friends in other

because I was able to have better first

to are Boston, Washington DC, Miami,

of my classes were very nice and helpful

cities as well, su c h as N ew Yo r k a nd

hand communication with American people

Orlando, Las Vegas, Chicago, Houston,

with teaching me all of these things. Apart

Dallas, but my closest American friend

and students.

Dallas, San Antonio, Los Angeles, and

from my classes with the IELP program,

is my friend Sage, who is also a student

I also signed up for an elective which was

at Temple University. I was able to share

I a m ve r y t h a n k ful t h at I h ad t h e

around the whole country because all the

to do volunteer work in the Philadelphia

a lot of about my interests with her and

chance to attend school in a large city,

cities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food,

area. My volunteering activities included

she was very understanding and sweet.

because many of my other friends

weather and appearances. This helped

going to visit orphanages and spending

S h e wa s als o re ally inte re ste d in my

from Taiwan were in smaller areas and

me understand not just American culture

time with the children there. It was very

Taiwanese culture so I liked that we could

I don´t think they had the same t yp e

in Philadelphia but all over the country. I

special to me because I had so much fun

share our differences together. I noticed

o f ex p e r ie n c e t h at I d id . T h e c it y o f

believe that my journey to America has

with the children and I was happy to be

that a big par t of American culture is

Philadelphia has so many more things to

been very successful. I am so happy with

able to help them and teach them things

the idea of living life to the fullest. All

see and lo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the way that it went and I would not want

that they would miss out on because they

the A merican p eople are always ver y

with dif ferent lifestyles. Ever yone has

to change anything about it. My experience

don´t have any parents. The mixture of

excited to do random things and try new

nationaliti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with school at Temple Universit y was

classes and electives I took truly helped

experiences, such as traveling or food.

I e nj oye d s e e in g t h at in p la c e s s u c h

really great and help ed me a lot with

my experience with A merican and the

I am glad I was able to join ever yone

as Chinatown, G er mantown, Old Cit y,

learning more English and improving my

E n g lis h la n g u a g e b e s o m u c h b e t te r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restaurants,

Center City, and even South Philadelphia,

speaking style of English. All the classes

than it could have been. Adjusting to the

museums, historical landmarks, and shops

which is where I lived for a while. Living in

I took will definitely help with my linguistic

American lifestyle was another interesting

in Philadelphia. All of these places are so

Philadelphia also allowed me to be close to

major even when I return to my school in

par t of my experience as a student at

different than what I was used to seeing

other important and major cities such as

Taiwan. The people that I met in America

Seattle. I am so happy that I could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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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

楊迦慶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really helped me learn a lot and I am glad

finish my studies, I may find a job here.

八月二十號是我起飛的日子，帶著一顆忐忑

美國生活中少不了的就是 Party，不管誰生

that I could also teach them a little bit

It was a huge challenge at first, to move

不安的心我上了飛機。下了飛機之後我立刻能感

日，或是今天是禮拜五，只要想開 party，大家都

about Taiwan. I enjoyed how dif ferent

to Philadelphia and start a new life here

受到跟台灣不一樣的感覺：第一就是氣候，這裡天

是隨 call 隨到的。這裡舉辦 party 真的很頻繁，

school and Philadelphia is in American

but I can´t believe that I accepted and

氣真的很好，而且熱的時候不會像台灣一樣會潮

而且在 party 上你還能認識不同的人，甚至能認

than back at home. I appreciate Taiwanese

conquered it all.

濕又悶，而且這裡的人非常的友善，在路上遇到不

識到其他同校的同學，雖然我認識很多的外國朋

culture but I also really like A merican

認識也會跟你打個招呼說個 hello，我們學校有兩

友 --- 尤其是歐洲同學來一學期就離開了，但我真

culture and I think that I adjusted to it very

個校區，一個在 downtown，一個在比較郊區的

的很喜歡也很想念他們。而且在這裡開完 party

well. America is a very diverse country

Loa Campus。大部分的課程都在 downtown，

後，有一點可能其他州沒辦法做到的，就是大家可

with so many different sights to see and

我的也不例外，學校其實不大，但就因為這樣大家

以步行五分鐘到海邊繼續聊天跟玩耍，雖然馬上

things to do. I was very busy during my

能夠容易的碰到，感情也比較好。唯一有一點要

就要離開待了快一年的夏威夷，但我不會忘記在

time here but it was worth it. My time at

抱怨的就是教室裡的冷氣真的超冷的。

這裡生活的點點滴滴，有機會我會再回來的 !

Temple University and outside of Temple
University as well was very helpful to my

既然都來到了夏威夷 , 怎麼能不去海邊呢 ?

whole life. I think this experience has really

夏威夷最有名的海邊莫過於 Waikiki Beach，這

made me a stronger, more intelligent, and

個海邊還是人造的 beach。而且夏威夷真的是到

more cultural person.

處都能到海邊，從我居住地方的陽台就能看到海
灘，走路也只要五分鐘就到了。天天都能去曬個太

I don´t think that I would have made

陽或下去泡個海水清涼一下，畢竟這裡下雨的機率

such a big change with myself without

非常小，即使下雨也只是毛毛雨下個五分鐘左右

my trip to America. I am so thankful for

就停了，也因為如此這裡的人都不太撐傘的，都等

all the opportunities that I had here and

雨停後讓太陽自動曬乾，像我來這裡完全沒用過

I will miss it very much. I am sure that I

我的雨傘，在這裡也很容易曬黑。

will return soon and maybe even after 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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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5

1. 學校一景
2. Waikiki Beach
3. 趴踢時間
4. 萬聖節變裝
5. Koko Head 夕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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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蕓瑄

王敘文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波蘭華沙大學

華沙在歐洲絕對不是第一名的光觀景點 ( 波

選 )，還有一個蠻重要的東西是體育課一定要上網

蘭大家更喜歡去克拉克夫 )，但交通算是方便而生

選，是唯一一個不能跑校區選課的課程。在華沙

活機能也很不錯，到處都是公園。( 不過春天開始

大學你可以免費選一個第二外語，通常都是選波

整個城市會變得非常漂亮，很多店家也會開始營

蘭文，小班制而且可以認識很多外國學生。如果你

運。) 物價方面跟台北市差不多，甚至比台北市低

要修葡萄牙文、西班牙文之類的外語，很抱歉，在

一點，在歐洲國家是物價相對非常低的地方。學

A1 Level 的時候是用波蘭文教，直到 B2 Level

弟妹如果要來，不用擔心隱形眼鏡藥水和衣服買

才是全外語教學，所以如果你要選，就是對那個語

不到的問題 ( 除非你喜歡日系或韓系那就要在亞

言有一定程度，或是有波蘭文的基礎。最後在選

洲先買好 )，說實話我覺得這邊就跟台北差不多。

課方面，相信我，你會花非常多時間在選課系統上

波蘭人大部分都不太說英文，但英語普及程度還

( 至少至今如此 ) 請有心理準備。體育課及波蘭文

是比台灣還好。跟台灣比起來沒有太多的便利超

課是最容易額滿的，所以要盡快完成選課。

Pier 39 是 舊 金 山 必 去 的 碼 頭， 可 以 從

這三張照片分別是舊金山大橋，左下角是優

商，比較多的是小小的雜貨店。華沙大學校區和宿

downtown 搭乘 F Car 沿著海岸抵達。天氣晴

勝美地國家公園，右下角是 Napa 酒莊。舊金山大

舍都有非常多個，每個林立在不同地區。要來之前

交通上，華沙的交通系統算是方便，而且因

朗的時候總是充滿著觀光客，每年十月的第一個

橋不用說也是觀光客必來的景點，天氣晴朗的時

可以先查好你要在哪個校區上課，選最近的宿舍。

為還在建造，所以捷運目前是只有一條路線。公車

周末都會有海軍招募活動。我們去的時候碰巧遇

候可以清楚的看到對岸 Berkeley，但如果遇到天

到了這個周末，一開始只是好奇空中怎麼會有 air

氣不好起濃霧就什麼也看不到。優勝美地國家公

學校方面，不同系館的風格非常不一樣，商學

票只要約 1200 台幣無限次搭乘華沙的交通系統

show，看得很開心，而越來越接近碼頭時就看到

園距離舊金山大約 3 小時的車程，擁有世界數一

院、心理系、英語系和歐盟政治系大部分都是全英

( 除非你要坐火車到非長遠的 Zone2,3 但幾乎沒

了許多穿水手服的青少年以及各種年齡層的海軍

數二長的瀑布，非常壯觀。Napa 酒莊在舊金山的

語授課，其他系也都有零星的開設英語授課內容。

有必要 ) 非常划算。 休閒方面，冬天半個小時車

們，我們超級興奮，立刻和他們合照 ! 很幸運我

北方車程約 2 小時的地方，快到酒莊的路途上就

但重要的是，華沙大學的選課系統約莫還是以前

程到文化宮前有免費溜冰場。春天蕭邦公園有演

們碰到一年一度的活動。到 Pier 39 也不忘要喝

會看到大片的葡萄園，偶爾來這樣的地方度假也

的作業狀態，選課非常麻煩，如果不是開放給歐盟

奏會，圖書館前的空中花園會開放。而其他四季都

clam chowder 還有吃螃蟹！

是很棒的，附近還可以泡溫泉！

學生的課程就必須要親自去系館選課，我選了五

可以做的，就是吃美食，到公園走走野餐，烤肉，

個校區的課，就要去五個不同地方的辦公室選。(有

逛街看電影，歐洲人最少不了的酒精和 party! 最

專門給 ERASMUS 的課程就可以直接在網路上

重要的是可以到鄰國走走看看。我常常利用假日

電車跟火車也是很好的選擇。三個月的交通學生

World Champion Giant 舊金山的球隊在
2012 獲得了世界冠軍，所以在 downtown 展開
遊行，全 SF 的人都在為他們喝采。舊金山人對棒
球為之瘋狂，每次有球賽的時候 bar 總是擠滿了
人，在打世界冠軍盃的當天，所有人更是聚在一起
看比賽，獲得冠軍的那一刻球迷非常激動，路上都
有人甩著 GIANT 的旗子，按喇叭，整個很 high，
這也是在台灣感受不到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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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Pier 39
2. Golden Gate Bridge & Yosemite & Napa
3. SF GIANT

1

2

1. 波蘭的波茲南
2. 波蘭的 To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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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

葉含秀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短暫三四天搭乘廉價航空、巴士或火車到其他國

這一年出國遊學不只是學業上的增長，個性

家走走逛逛，至今走超過 20 個國家，三十個城市

和處理事情的能力也越見成熟。第一學期我上的

而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我想說的是，在歐洲，

是語言學校，所以遇到了很多不同國家的同學。最

單純命好是幸福。單純命不好就會是悲劇。尤其在

有趣的是這裡有許多來自中東的同學，在我的刻

你心目中認為美麗的巴黎、倫敦等大城市，才是最

板印象中，中東就是給人一種很極端的宗教思想，

容易被騙被搶的地方。一定要懂得照顧自己。你是

然後是一個很神祕的國度。不過和大家相處之後，

自己故事的寫手，會寫故事的人，到哪裡都會快樂。

才發現原來我們有很多印象都是不對的。他們並

人生不是得到什麼，就是學到什麼。 而華沙不僅

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嚴謹，他們也不神秘，只是他們

僅是我遊學的一個城市，更是在我心靈裡的一個

對宗教的崇敬和一般人不同而已。不過男生和女

家。

生會保持距離，並且還保有家族聯姻這些傳統。

一些自我突破。也很喜歡在美國當地的生活。希望
以後畢業有機會，可以繼續再回到美國。

第二學期我修習大學部的課程。當然一開始
壓力很 大，畢竟是從語言學校 突 然轉換到一 個
native speaker 的環境。英文的程度已經不再是
全班差不多，而是有一些落差。不過我藉由這個機
會，磨練自己一下。雖然一開始在班上真的比較自
卑，不過班上有些同學人很好，他們樂意幫助。於
是我就漸漸習慣正式課程了。上課方式也是屬於比
較自動自發的。就是老師喜歡丟一個問題讓大家
討論。並且讓大家發表自己的意見。
總之這一年下來，我很滿意我的表現。雖然在
課業上我沒有得到很高的分數，不過我覺得我有

3
154

4

3. 波蘭的湖邊小鎮
4. BBQ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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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

鍾宜臻

廖文寧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英國桑德蘭大學

舊金山是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城市，因

班上同學都是美國人，我是唯一的國際學生，這堂

在 2012 年的 7 月 29 日，我們從台灣 飛 到

的差別。也藉由跟同學的討論，發現許多當地人的

此，就讀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在食衣住行方面，相

課常常需要發言，發表自己對事情的看法及意見，

遙遠的英國桑德蘭，這裡是一個平靜的小鎮，陽

生活習慣與服裝流行，並且也認識了幾位英國當

較於其他城市，便利性便高於許多。舊金山屬於地

其中期末考還需要上台報告，一開始我很害怕修

光明媚、溫度適宜，我們抬著一堆的行李往我們的

地的朋友，雖然有些課很順利，但仍然有些課程上

中海型氣候，一年四季的天氣都相當舒適宜人。舊

這堂課，因為我對口說能力很沒有自信，而且班上

住宿前進，途中我們邊走邊拍照，英國種種的美好

起來是有壓力的，像是語言文化課，班上同學眾多，

金山以其地形的優美，起伏連綿的山丘小路，海灣

同學都是美國人，我的壓力又更大了。但看在是必

映入眼簾。我們八月開始上暑假的語言課程，語言

且這門屬於專業的課程，我們上起來很吃力。上到

的美景和雄偉的金門大橋聞名。在課程方面，有許

修的份上，只能硬著頭皮拼了。

學校有許多的學生、各式各樣的老師，雖然每天都

12 月初，我們就放聖誕節假期，我們去倫敦湖區、

要從早上九點上到下午，但課程卻很充實。漸漸地，

巴斯等地方，遊遍了英國有名的觀光勝地。雖然英

多選擇，可以按自己的興趣選擇想修的課程。來到
美國，我才真正體會到文化的差異。這裡的學生，

回想起來，我的期中報告報告的不好，因為太

我們跟同學與老師成為好朋友，一直到九月我們

國的冬天很冷，甚至常常下雪，但是這不影響我們

不論是美國人還是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求學的

緊張，導致忘詞。但老師並沒有指責我沒有把報

熟悉了這個環境。語言課程除了提供豐富扎實的

出去玩的心情，就這樣，伴隨著課程與假期，第一

態度都相當積極，在課堂上也非常踴躍的發表自

告準備好，還在課堂後給我鼓勵，並告訴我可以加

課程教學，且注重學生的戶外經驗，所以學校常常

學期就這樣過了。

己的想法和意見，其他同學也會很專心的聽，不會

強的部分，也讓我更增強自信心。期末報告我的表

安排學生去戶外教學或是到景點參觀。上完語言

因為你講了什麼而嘲笑你，反而會開始和你討論

現就比以前好很多。這堂課雖然常常讓我膽顫心

學校，開始了我們真正的正式課程，雖然選課很複

第二學期從 2 月中開始，這學期我選了 3 堂

還有互相交換想法。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機

驚，提心吊膽的學習，但確讓我在閱讀寫作及口說

雜，常常把我們搞得暈頭轉向。但是，我們仍然樂

課，一堂西班牙文 ( 下 )、一堂英文課程 ( 下 )、一

會練習自己的口說及聽力能力。經過同學提出的

能力上，有大大的進步。我很推薦選修這堂課，因

在其中。

堂旅遊經驗實作，旅遊實作是一門我非常喜愛的

問題及意見，大家一起討論，讓我對事情的看法多

為一學期過後，成果是明顯可見的。剩下一個多月

了許多不同的觀點。一開始上正式課程，會擔心跟

的時間，就要回台灣了。希望能在剩下的日子裡，

第一學期我修了四堂課，一堂是英文的課程

有四個禮拜，我們都會去各地參觀景點或是參加

不上進度，但老是會特別關照你，所以不用但擔心。

好好享受美國的時光，也能在課業上有更好的表

( 上 )、一堂是西班牙文 ( 上 )、一堂是關於現代時

節慶活動，這對我們來說，是個很好的經驗。不只

現。

尚流行文化、一堂是語言與文化。其中，我特別喜

學到了如何分析一個活動，更是深入的了解英國

在這裡念書，能認識許多不同國家的同學，不

歡西班牙文課跟時尚流行文化課。首先，西班牙文

的文化特色。這學期的課程比較輕鬆，而且時間比

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在一起，偶爾會一起下廚，偶

課是小班制，同學們都很友善，且大家都是初學者，

較短，在三月中的時候是復活節假期，總共有 3

爾一起開派對，天天生活都好精采。台灣同學會也

學起來不會有壓力，哥倫比亞的老師也很好 所以

個禮拜，所以我們安排了去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

會舉辦許多活動，如迎新、萬聖節派對等。我修了

學習很順利；而時尚流行文化課，我從這堂課中學

玩，這是一趟漫長的旅程，但是卻非常快樂。藉此

一堂課是口說，這也是我第一堂修習的正式課程，

到很多國外文化服裝的流行趨勢或是與亞洲文化

機會，我打開了眼界，看到了歐洲國家的美好與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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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舊金山金門大橋
2.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3. Cable Car in San Francisco

課程，雖然上課時間早 ，但是這堂課非常有意義，

1

2

1. 相片是正坐著捷運前往桑德蘭
2. 這張照片是與當時語言課程的老師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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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

謝如怡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文。四月多回來，再上差不多一個月就放假了，學

Winona University 是一個緯度很高的地

期末，大家都在趕報告，但想到接下來的假期，就

方。夏天蠻炎熱的，只是很乾爽的熱。冬天的溫度

覺得這點辛苦不算甚麼，我們在六月初到回國這

動輒在零度以下，最低溫可到零下四十幾度。這邊

段日子，我們又去了羅馬跟希臘遊玩，希望給這個

算是一片風光旖旎，尤其是冬天的靄靄白雪籠罩

留學年劃下完美的句點。一年時間飛逝，有苦有樂，

着一片蜇伏，著實讓人流連忘返。

但這就是人生的經驗。希望回國後我能更有成長，
這裡整個校園都有無線網路，所以可以看得

我會想念英國的！

到很多人都坐在草皮上使用電腦。此外，學校也會
發給每個同學一部電腦，如果電腦有問題，也有一
個專門的窗口可以幫同學維修電腦，非常方便。另
外關於學校的圖書館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上課日會
開到午夜兩點，雖然二十四小時讀書的地方，不過
如果想要讀書的空間，圖書館裡有專門的讀書室，
可以提供獨立的安靜讀書環境以及小組討論的空
間。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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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這是在新堡中國城的新年活動
4. 在巴黎羅浮宮與展品的合照
5. 聖誕節在倫敦與大笨鐘的合影

1

2

1. 童話般的校園冬景
2. 午後陽光浴的 Paper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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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

施瑜涵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Winona is really a small town and is

is really bad. There is no subway or metro

night special and I always go out and eat.

downtown to drink. You will see many

full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light rail. There is taxi but however it is

It means that many restaurants and bars

crazy people walking on the street and

United States (mostly are from Minnesota)

quite expensive; just a few blocks can cost

have chicken wings on sell for a cheap

they are the best entertainment in Winona!

and also from many other countries such

several dollars. The best transportation

price, as a result many students go out to

If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drinking skill

as South Korea, China, Japan, Middle East

and a must in Winona and most cities

eat and drink. It is also very easy to gain

come to Winona. It´s a good town with

and many m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a

are with car. We can walk and I do most

weight in America. There is a saying in

cheap alcohol compared to many cities.

nice diversify group of people, many of

of the time but it takes so much time.

the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 Freshman

And the best way to make memories is by

these people do not know where Taiwan

A walk to the grocery store will take a

15＂. It means that the first year in school

drinking with your crazy friends. Three

is located. When asked where Taiwan is

couple to a few hours because of the

you will gain 15pounds which is about

minors and one major is the project for

located I told them it´s a little island east

walking distance. But this semester I was

7kilograms because of the “all you can

each student who comes from TKU need

of China and under Japan. Also in Winona

for tunate enough to meet a new friend

eat buffet.＂ I do believe that it is true

to do for. At first, we just want to finish it

many people do not care about me but

who can drive. His name is Tub (Hmong

because my friends and I gained a lot of

as soon as possible to get the scholarship

there are some ver y nice people that

name), he is a Hmong American who was

weight. So it is important to go work out

only. After the major project, I found out

do and most of them are from church.

born and raised in America. Tub always

at the IWC(Intergrated Wellness Center)

it was such a good memory! I chose the

The only barrier with them and I is that

drove me to the grocery stores and other

because if you don´t you will gain a lot of

one which we need to share our culture to

I´m not a Christian and I don´t like to do

places when I need him too.

weight.

elementary kids. We spent whole day there

everything they do, so most of the time

There are not a lot of restaurants and

A s m e ntio n e d b efo re W in o na is a

that we experienced what American kid

I hangout with the close friends who do

or good one in Winona so do not expect

ver y small town so there is nothing to

usually does on campus. Including having

not judge me as a non-Christian. There is

good food here. The best food here is

do, so all I do is stay home and study or

lunch with them is the best moment. I

nothing special in Winona and there are

home cook food from your friend or your

go to school to study all the time. The

enjoyed each conversation with each little

a lot of churches and bars. Almost every

own. With that saying it doesn´t mean

only exception is the weekend or if there

kid. Because of this experience, not only

blo ck in d ow ntow n W ino na there is a

that I don´t go out and eat at restaurant.

is a special event going on. Usually on

they learned our culture but I learned their

church or a bar. In Winona, transportation

In Winona, Wednesday is known for wing

the weekend many people love to go to

culture from them as well.

1. Church Fam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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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Party Time
3. Major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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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方韶涵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去年選擇了來到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就讀，

頭。不過，在家人跟朋友的安慰跟幫助之下，我決

雖然系上只有我一個人來，但是我並不覺得孤單

定重新振作，再嘗試看看；也幸好遇到有耐心的教

或難過；畢竟大家都有自己的目標與嚮往，不應遷

授，像是歷史教授就很願意在課業上協助我。每

第一個感想是，大陸學生好多。上語言學校或

就朋友而讓自己失去了實踐自己夢想的機會。因

當下課，就會往教授的辦公室走，跟著教授的教導，

英文課時，總有超過一半的同學是來自大陸各方

為當初考的托福成績沒有達到目標，所以剛來這

一步一步學習和改善，加上有寫作中心的協助，成

的學生。但除了口音之外，他們與台灣人其實沒差

理念書時，我必須在 IALC，也就是語言系中心上

績終於慢慢起色，也開始適應美國大學的生活環

很多，都同樣話多好客與怕羞，不過資質優秀的大

課，直到通過 level 5，才可以準備上正式課程。

境。

陸學生也很多，感受到競爭力了。其他國家的學生

從 2012 年 8/20 讀了兩個月的 level 5 課程後，

各有差異，但或許沒有一個像美國學生一樣積極

我休息了 3 個月，終於在 2013 年的一月正式進

在美國也待 8 個月了，這段期間也經歷了不

主動的。美國學生上課永遠都會主動舉手與教授

入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就讀正式課程。這學期我

少事情，像是感恩節時，跟室友們跑去俄勒岡州的

討論課堂內容，也都很有想法，常常能令教授也驚

修了比較民族研究、媒體與社會、歐洲現代史、心

波特蘭玩；或是寒假時跑去洛杉磯和聖地牙哥找

豔；不像台灣學生（與我）怕人怕事。

理學以及旅遊休閒管理，五個課程，15 學分。雖

朋友玩，過程中都間接學習了很多東西。因為不是

然只有五堂課，一天上不到幾個小時的課程，但是

在自己的國家，出門玩時更會特別注意人身安全，

雖然美國人都很熱心很 nice，但美國人歧視

要讀的書多的是。除了教授們上課的速度很快，一

也感謝有朋友的陪伴，我才有勇氣去很多陌生的

亞洲人的狀況似乎層出不窮，偶爾會聽見一些難

個禮拜上完一個章節，而通常一個章節就大概有

地方，參觀著名的 Hollywood、環球影城、迪士尼

聽字眼，辱罵嘲笑，甚至在當下倚仗眾勢欺凌他人。

40~50 頁的內容要讀；又是原文書，再怎麼樣，英

等等。旅途上，看到與台灣不同的風景，也體驗到

在華人甚多的舊金山依舊如此。我不明白原因，但

文終究不是我的母語，國際學生本來就會花比當

美國當地文化，當然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的，在洛杉

也知道不是每人都這樣，只能說各人觀感不同。其

地美國學生多的時間去吸收書裡的知識。一開始

磯坐公車的途中經過了市中心，發現大部分小巷子

他讓我想抱怨的還有高物價、生活交通不方便，還

感到很挫折，覺得自己不應該念正式課程，應該繼

裡全部都是遊民和無家可歸的人，甚至看到有人

有假期商店都會關門。這次的美國留學讓我學習

續在語言系中心念書，因為在閱讀時，一直接觸到

直接對著電線桿排泄。當下看到這樣的場景真的

與見識到國內許多接觸讀到的事物，都是實為寶

從未看過的單字或是專有名詞，必須一個一個查

很驚訝，一個以發展完全的國家怎麼會出現這樣

貴的經驗。

清楚之後才能知道內容跟歸納重點；加上第一次

的景象。這也讓我深思美國的社會制度及造成眾

的考試跟報告成績都不理想，更加有想放棄的念

多遊民的成因。想到這裡，我很慶幸自己是在一個

我在出國之後確實見識到很多東西，也能很
輕易察覺出外籍與台灣學生的不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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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的象徵 ~ 美洲獅
2. WSU 園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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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侑穎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健康、正常的生活環境下成長，這更讓我懂得要珍
惜自己所擁有的。
不敢說自己變得更加成熟或懂事，但是因為
這樣在國外待了一年，眼界真的變寬很多，接觸了
很多在台灣碰不到的事情。思考的角度也變得較
多元，不會一昧得執著自己的想法，而是去思考為
什麼我和別人的想法會如此不同並且尊重他人的
意見及想法。在這裡，我交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
朋友，有日本、沙烏地阿拉伯、葉門、印度尼西亞、
韓國、大陸朋友等，跟他們相處也間接瞭解他們的
處事態度和思考模式，還有他們特有的文化。我很
開心我接觸了不同國家的人事物，跟他們合作讓
我學習到他人的優缺點並學習或引以為誡。

舊金山大學校區不大但人也不少，天氣好時
很多人會躺在草地上休息聊天，感覺十分愜意。我
住在學校宿舍所以上下課很方便。不過和日本室
友相處的不怎麼樣，因為她是個脾氣古怪的人。在
學校修課覺得還能應付，但 Marking 就有點吃力，
畢竟我是下學期才修的，所以這科可說是本學期
的大魔王！
春 假 的 時 候 我 在 舊 金 山 到 處 走 走，去 了
baker beach 和 cliff house 還有很多博物館。
我很喜歡當地的海灘，藍天白雲超棒的，美中不足
的是天氣實在太冷，沒有辦法穿少少去玩水。

1. Cliff house 附近的海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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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靜宜

當我選擇夏威夷時，我只在乎熱帶天氣還有

很多人都說，去夏威夷讀書？是去玩的吧？哈

授與全班同學人都超好，每周的戶外教學讓我們

跟喜歡的東西一樣嗎？跟你未來的事業有關嗎？

海邊，並沒有想太多關於這個地區。但是後來想

哈，這就是別人不懂的地方了。蠢蛋才會以為夏

去體驗與認識夏威夷真正的文化價值，兩周的個

你真正想從事的是甚麼？還是覺得自己不夠好？

想我整個賺到，因為夏威夷很小，又有它當地的夏

威夷只能玩，我告訴你這裡還可以讀書還可以上

人小 報告，還有團體報告，以 及 期末 research

還要再繼續進修呢？在國外這年見識了很多，也想

威夷人跟文化，所以對於出國這一年整個很興奮。

班。我想，知道我有多用功的也就只有我在這裡

paper 等等，都讓我學了很多知識。這應該是我

了很多，或許重點不是能拿多少學分回去抵免，而

到學校報到時，不管是誰都很親切也很熱情。不只

的日本室友跟同課的同學了，當然還有教授們。

在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所增進最大筆的學識

是你看清楚了嗎？

是在路上都會有人跟你微笑甚至是想跟你聊天，

Work hard, play harder. 這是我的宗旨。別傻

了。

搭公車時真的不用在裝聽音樂，很自然就跟旁人

傻地只會悶在圖書館，都要國外了當然要去享受

聊起天，在這裡大家已經很習慣外地人，所以都很

不同的風情，還有各種事物。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

夏威夷是個充滿個大自然類型的戶外活動的

好聊天，也可以趁機練自己的英文能力。這裡並不

學的特色是國際交流，有不同區域的學生來這裡

地方，如果不喜歡享受在炙熱的太陽底下活動，那

會因為你的發音不標準或是表達能力有偏見，畢

讀書，不只是美國本土，還有亞洲 ( 日本，韓國，中

真的不要來這裡浪費整整一年跟台幣一百萬左右

竟夏威夷才是大融爐，才不是美國勒。喔對了，這

國，台灣，越南，寮國，泰國等等 )。少不了北歐國

的費用了。在這裡我喜歡去海邊做日光浴，衝浪玩

裡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公車，要不然你就要有汽

家 ( 挪威，瑞典，丹麥等等 )，還有些義大利，西班

水游泳，還去很多地方 hiking 健身。我每周三次

車囉。我住在 waikiki，每天要搭公車 30-40 分鐘

牙，德國等等。我真的很慶幸我有一點都不害羞

慢跑，一次就八公里以上。不只吃遍很多當地美食

到 downtown 去上課，對我這個愛睡覺喜歡遲到

的個性，讓我認識很多的朋友，也覺得那麼多的國

或是其他國家的菜餚，也是要注重身體健康以及

的人來說真的是項大挑戰。但我學習到自律及上

家那麼多的語言系，我們卻用相同的語言系在溝

身材囉。但是最後還是變胖了幾公斤，但是有運

進。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是所私立大學，學費貴

通。學習到很多不曾知道的事情，也跟不同個性的

動的幫助之下也長了很多肌肉，讓我變得超壯一

得嚇人。別人在州立大學讀書的學費是我的生活

人做朋友。不要當個井底之蛙，知道這世界有多廣

隻。在這裡交朋友很容易，但是也要看你出自於哪

費，別人在州立大學玩樂的金額是我的學費。我每

大。在這裡我不只學習，我也教別人台灣的文化跟

種心態，你是要利用別人呢？還是真心相處？都看

次上學到無力的時候都對自己說，我花這學費學

習俗，還有中文跟台語。下學期我修了 Cultural

你自己囉。一年很短暫，能做的事情也有限，但是

到的經驗會比別人多，或許我只待在夏威夷沒去

Anthropology 才讓我知道原來我在台灣讀的科

真的能吸收到多少？以學生來講，當然讓自己的英

本土玩，但是至少我在夏威夷玩得很徹底。

系是人類學裡的一小部分，讓我大開眼界。而且

文能力向上走是重點，還有學習到課程裡的知識。

我是全班唯一的亞洲人，其他全部都是美國人，讓

撇除這之外，也有時間讓自己想如何利用時間，還

大家對我更有興趣。Christopher Erickson 教

有未來想做些什麼，在一年就要畢業了，學的東西

1
166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2

3

1.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downtown campus- front street mall)
2. 參加遊行代表台灣隊舉旗 (aloha festival)
3. 在 Diamond Head 後邊的海岸衝浪

4

5

4. Night club in Hawaii ;) awesome
5. Beach is part of my life, most important all my dear friends I met in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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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庭羽

謝岱穎

英國桑德蘭大學

英國桑德蘭大學

我想人人都對出國有憧憬，嚮往飛去一個跟

著實讓人開心不已。雖然沒有走過太多國家 ( 因

英國桑德蘭大學位於英國東北部，與東北部

相信很多學弟學妹都會對選大三出國學校很

自己風俗文化習性完全不同的國度，所以我們從小

為英國跟歐洲不相連，廉價航空機票還是很貴）

主要大城市新堡 (Newcastle) 距離非常接近，坐

不知所措，尤其是選國家。當初我也是英國桑德蘭

盼呀盼的，期待自己有天能生活在另一塊未知的

我還是擁有很不錯的旅遊經驗。阿姆斯特丹的紅

地鐵只要 40 分鐘的路程便可抵達。英國桑德蘭

跟美國的天普在做選擇，最後選擇英國是因為首

領土上。而今年我終於有這個機會是真真切切的

燈區、巴塞隆納的艷陽、馬德里的大廣場、米蘭的

大學位於桑德蘭市中心，走路只需 10 分鐘便可抵

先我覺得英國就是英文的發源地，而且英國腔又

在自己所喜愛的國家一整年，而非短暫的旅行，徹

可怕治安、威尼斯的浪漫、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

達購物中心，生活機能非常好。還記得剛開始來的

如此的優美，怎麼可以不來呢？其次，英國離歐洲

徹底底的體驗著當地所帶來的文化衝擊。英國相

羅馬的歷史記憶，甚至還遇上了布拉格的大洪災

時候懵懵懂懂的，還跑去問宿舍的 reception 問

國家非常近，想飛去哪國就去哪國。到英國的這一

對台灣而言，並沒有特別的不便，部份的原因是由

（好不幸）、巴黎的時尚，踏過的每一個足跡，都

超市在哪裡，結果發現實在太難懂，我辛辛苦苦在

年我去了法國、西班牙、義大利、荷蘭跟希臘，也

於眾多的華人在英國求學和工作，在生活機能上，

讓我愛上這些城市的美好，注意起一些從前從未

台灣學老師的英國腔不就白費了，還是說我短短

把英國全都玩遍了。經歷過這些才發現有些東西

除了少數大家懷念的家鄉小吃，可能吃不太到，其

好好思量過的事，品嘗他們當地的文化，驚嘆他們

兩個月的暑假就把學了幾年的英文荒廢掉了嗎？

真的是書本上學不到的，俗話說：讀萬卷書，行萬

餘的東西可說是樣樣俱全。交通便利，溝通方便，

生活的悲哀淚水與爽朗笑容，這些都是我在台灣

OMG ！之後才發現是因為英國每個地方的腔調

里路，我在這一年都體會到了。食衣住行樣樣自己

甚至街坊上有這麼一說，大不列顛是個即使不會

所看不見也不曾在意欣羨過的。

都各有不同，尤其是在桑德蘭這種小鄉鎮的口音

包辦，在這一年，我到過不同國家、不同城市體驗

通常都比較重，所以要花比較長的時間去習慣。

不同的文化及風俗名情，學到課本上學不到的知

說英語，也可以靠著中文活下來的地方。我想這也
算是缺點之一吧！英國的氣候算是非常糟糕的，常

而英國本土，我也像蒐集圖章般細細走過。站

常濃霧四起，大雨滂沱，小雨不停，陰雨綿綿若不

在異國的土地上，我時常感覺自己的不足與渺小，

英國人跟華人的性格真的不一樣，個人認為

下上一個月真的不停歇；冬天的時候，細雪也是紛

徬徨和茫然，每一次的旅途，每一個步伐，我都像

英國人叫懶散，商店都很早關門，但做起事來較規

飛，寒風刺骨，一年真的難碰上艷陽高照舒爽宜人

在確認自己，尋找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欠缺的是什

矩謹慎。有些英國人會比較自負，難免會有種族歧

的好天氣。也可能是因為氣候因素和民族特質，英

麼，追求的是什麼。我享受現在的生活，比起亞洲

視，之前有一個同班的英國人，我跟他說我是從台

國人有禮但是卻淡漠，這一年求學期間，我並沒有

的繁忙紛擾，在這裡我可以完全的做自己。步調等

灣來的，他第一句就問說台灣很窮嗎？但是英國人

認識太多當地的英國學生，也沒有和他們交上朋

速，從不催趕，他們的哲學就是要細細慢慢品味生

會這麼認為多半是他們不了解，不是真的對你有

友，很令我扼腕。

命，而非汲汲營營。我想我是愛上了這裡，這種生

偏見，之後我會耐心的跟他們介紹台灣是個多麼

活模式，生活態度，熱愛生命，活出自我，活出自信。

美麗的島嶼，請他們有機會一定要來台灣玩。

識。

不過由於在歐洲，想當然爾是一定要好好的
去旅遊一下，特別持有台灣護照，不需申根簽證，

1
5
168

2

3

4

1. St. Peter Campus
2. Barcelona
3. London
4. Begine drinking
5. Newcastle

1

2
3

4

1. My dear teacher Joe
2. 跟英國朋友去真正的 YORK 不是 NEW YORK 喔 !
3. Trip to Durham
4. 西班牙聖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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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

陳易霆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大三出國交換即近尾聲，很難以相信時光竟

上了點年紀的爸爸或媽媽 ; 也許聽起來資質差

也許世界上沒有一個完美的系統來平衡其中。

然飛逝如此地快速，讓人來不及停下來思考它的

異甚大，但是每個人的認真度是真的無法比擬

一開始好意若遇到有心鑽漏洞的人也會崩倒。最

真實性。很開心自己能有這樣的機會，於 2012 秋

的。英文流暢度也是嚇嚇叫。有時我會質疑自己

近幾個月來一連串的暴動讓北歐的安全疑慮在國

季 -2013 春季來到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讀書。

身為一個亞洲大學生，身上的籌碼是否真的足

際上放大檢視，也讓我學習到不一樣的一課。在

北歐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她使人身心靈淨化，讓我

夠 ; 在北歐念書的學生們，是因為自己極具興

交換的這一年，參加各式大大小小的國際學生活

平衡了外來競爭以及自我提升的量秤。北歐的學

趣地去研修某一課程，然後全心灌注地學習，為

動 , 瑞典當地活動，以及自己辦的節慶活動，我一

此研究盡一份新的力量。絕不是為了讀書而讀

直都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台灣人，是一個

書，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太傻。 這一年，我遇見了

國際人，也代表著淡江大學。我相當感謝在淡江蘭

制通常都是以自我學習為主，也許大學的課程不
需要讓你常去學校，但是每天自己閱讀 , 找資料
以及私底下與同儕間的討論研究卻也不可少。瑞
典相當重視自學的部分，去學校的課堂老師的作
用就是等著讓你發問，或者讓你提出你對書本上
的某某看法同意與否，我們討論的不單單只是某
學者對文化現象的看法，但是更著重於學生對這
些看法的批判性，你需要的是你自己的一套看法
及解釋原因。其實這也是我在來歐洲以前一直缺

各式各樣追夢的人。我看見了這一個擁有令人稱
羨社會福利的國度，如何建設這一個國家。從育
兒、教育、醫療、公設、自然環境、藝術美學與
設計，還有令人驚奇的國民友善度及英文能力。
我結交的許多不同的好友，來自不同年齡與不
同背景，我甚至看到不同文化在北歐融合後產

陽培養起的組織能力以及國際觀。在瑞典，我還
體驗到了另一個領域的生活，我擔任了瑞典華僑
的學語文老師 ; 看到的是人種民族在北歐的平等
以及無差異。瑞典人代表的不是高大與金髮碧眼，
但是是各種的可能性。外表可能看似亞洲人、中東
人、黑人、白人等等。而且絕對受到尊重，瑞典真的
是一個講求人權平等的國家。除了人種的平等，更

乏的元素，從小到大我就讓同教科書上寫的每一

生的新面貌。課餘時間，我們出門滑雪 , 去市中

個研究，我崇尚偉大的學者們 ; 然而現在的我發

心河裡釣魚 , 與朋友們做相當良性的社交活動，

現，隨著時代的急劇更新遞換，仔細去想想，許多

大部分的時間最好玩的反而是大自然中已經有

甚至在這一年，我也找到了自我，我更加確定自己

學說是不能應用在每個面向的。我真的很感恩自

的產物。我愛上了與動物 , 大自然為伍的生活。

未來的道路要如何走。

對性別 , 性向以及職業公平對待。回顧這一年，對
我來說非常地短，但卻相當地豐富。我感恩，感謝。

己能得到這樣的心智啟發，更感謝北歐對我的洗

近年來，北歐尤其是瑞典遇到外來移民問

滌。
小班制的課堂上，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們，

題嚴重所帶來的一些議題。又帶我檢視一番，一

有的是交換生，有的是一般瑞典大學生，更有些是

個社福天堂在面對不同文化衝擊的應變方式。

1
170

2

4

3

5

1. 在國際校園博覽會上代表台灣學生
2. 諾貝爾得主在學校演講，我參加了文學獎演說 --- 莫言先生
3. 瑞典的自然環境讓人驚奇 --- 墓園
4. 聞名世界的地鐵設計，每一站都是一個驚嘆 ! 生活美學
5. 幸福的零下生活，搭火車到北極看極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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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瑜名

陳玉真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經過一學期的語言校課程及另一學期的美國

多收一個學生，也順利地過了這堂課。然而 mass

大學生活，體驗到文化差異跟教學方式的不同。從

communication 又是另一個挑戰。老師上課很

一開始的語言學校，同學們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學

有趣，上課方式跟台灣也大大不同。老師一開始上

生，各個不一樣的文化背景。雖然我們的共通語言

課會問學生有關時事，美國學生很願意發言跟教

系是英文，有時會溝通不良，但這學習的環境很愉

授討論。上課時，學生也是有意見會及時發表與教

快也充滿了歡笑。也在這段期間交到好朋友跟認

授討論。老師上課除了區區幾張的 power point，

識不同國家的學生。在淡江大學度過兩年的大學

其他就得仔細地聽以及做筆記。這不僅僅是訓練

生活，寫作業跟上台報告都是稀鬆平常的事。不過

聽力，也是在訓練我寫字的速度，所以就常常做了

來到這裡，上台報告的方式完全是不一樣的。尤其

一些鬼畫符筆記。

在語言學校遇到了全校最嚴格的老師，整個學期
就是皮繃緊緊的過。但因為他的嚴格，讓我在大

我很喜歡在美國上課的風氣，雖然教授上課

學修 public speaking 的時候一路順。比起語言

方式是非常自由以及輕鬆，但可以發現，除了多了

學校的 listening and speaking，大學的 public

勇於跟教授討論以外，底下學生沒有一個在睡覺，

speaking 根本就是簡單版的。

也沒有在滑手機的。光這點，不僅僅是學生很自

舊金山州立大學是一所非常方便的學校，一出

這是舊金山的 civic center，花了約 300 萬

校門就有公車站和輕軌，可以坐到 downtown，

美金黃金打造的，外觀看起來非常壯觀，也是來舊

來到大學時，一開始的選課就遇到挫折。因

跟台灣不同，台灣是可以靠背書而得高分。但在美

一次兩塊錢美金，可以在限時間內免費搭乘，也可

金山旅遊必去的觀光勝地 ，即使不用到歐洲，也

為要跟美國學生搶課也得看教授願不願意收，所

國，是給你一個主題，自己去找資料或根據自己的

以坐學校免費提供的小巴士到 bart 站到比較遠

可以享受一樣的視覺效果。

以在還未登進去老師的學生名單前都很緊張修

經驗而拿分。有時候即使讀書讀很勤快，但失去了

的地區，像是舊金山機場，而 bart 的價錢是以距

不到這堂課，拿不到學分抵免。一開始的 public

方向，也是得不到分的。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一年

離計費。

speaking 因為是每個學生必修，所以是非常搶

美國生活就要結束了，砸了很多錢學習到很多經

手的課程。一開始去上了第一堂課，老師因為人

驗也充實了自己。

律，也會提升大家學習的氣氛。考試以及報告也是

學校校區佔地不算太大，但應有盡有，大學的

數額滿無法再納入我一個學生，之後寫了五封信

圖書館，幾乎每日 24 小時全天開放，除非遇到國

給五個不一樣的老師，最後幸好有一個老師願意

定假期或者是寒暑假，裡面可以找到很多上課需
要的資料，還有很多 apple 電腦可以供學生免費
使用，也可以在圖書館裡影印，只要把你的學生證
加值，就可以影印，也有提供彩色影印。

1
172

2

1.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門
2. civic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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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系

陳思羽

芬 蘭拉瑞爾科 技 應 用大學共 有七個校區：

芬蘭人吃得相當簡單，通常就是一些裸麥麵

Tik k ur ila ca mp us、H y vinkaa ca mp us、

包和馬鈴薯，吃飯時搭配水和牛奶。上學期在家我

Leppavaara campus、Otaniemi campus、

很少吃到米飯，下學期跟韓國朋友買了電鍋開始

Kerava campus、Porvoo campus 和 Lohja

學習煮飯養活自己。我會在家做炒飯、壽司、沙拉、

剛開始到芬蘭的時候不是很適應，時差 6 小

這輩子有機會來到北極，我試著讓自己強烈的在

campus。Autumn semester 大約是九月初開

馬鈴薯燉肉、義大利麵或是一些簡單的五分鐘阿

時不適應、夏天溫差 10 度冬天溫差 20 度不適應、

這邊存在過。我會想念芬蘭的自由、芬蘭人的害

學，而 spring semester 大約是一月底開始上課。

基師出好菜，但大部分時間會跟室友們一起吃飯，

每天都吃馬鈴薯不適應、物價很高不適應、老師的

羞、芬蘭人把酒當水喝的瘋狂、芬蘭被雪覆蓋的

拉瑞爾的上課時間或是選課方面很有彈性也非常

因此常常吃到法式和墨西哥料理。在學校是自助

芬蘭式英文不適應，冬天沒什麼陽光外面天很黑

迷濛、芬蘭乾淨新鮮的湖和空氣。雖然偶爾有挫

自由，並不是每周都要上課，但是放假的那周通

式的學生餐廳，有 lunch card 學生只要 2.6 歐，

心裡不由的也跟著憂鬱，很寂寞也很想家，每天都

折、旅行時遇到很多麻煩、氣候不太穩定說變就變、

常都是給學生寫報告做 project。選課制度跟淡

有沙拉、麵包、牛奶和一樣主菜，拉瑞爾有提供素

想說快點下課回家跟家人朋友視訊講講中文，有

常看不懂標示而坐錯車，但…………習慣就好。

江不一樣的地方是，拉瑞爾通融國際學生在適度

食或是 soup meal，這兩個餐有附水果或甜點。

一天我突然發現自己過著和在淡江沒什麼兩樣的

的情況下可以衝堂幾個小時。成績方面是 1~5 分

要如何度過芬蘭冰天雪地零下的長冬呢？最重要

生活，有課就去上、有報告就做、沒課就上網看看

( 滿分 5 分 )，如果拿到 0 分並不是被當掉只是沒

的是要一件厚外套，個人建議最好在台灣準備一

韓劇或康熙來了、餓了就找東西吃、吃飽後就睡覺

拿到學分而已。選課對我來說沒什麼困難，因為在

件過來，因為北歐物價真的很高，冬天大衣好一點

或在 skype 等人上線，有天我開始反問自己這是

Leppavaara 校區的國際學生有很多英文授課的

的都要 200 歐起跳，如果真的覺得不夠保暖只好

我想要的嗎？當初那份想來芬蘭的熱血在哪裡？

課程可以選擇。就算沒有修芬蘭文生活上也沒什

在芬蘭買，我覺得買 GORETAX 的不錯，擋風又

現在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因此我開始醒悟，覺得自

麼困難，因為他們都有一定的英文程度。我所修的

擋雨。然後要有毛帽和手套，毛帽最好選擇可以蓋

己要過得更豐富更快樂，每次想到人生中還有多

每堂課一學期都要做好幾個 project，跟淡江比

到耳朵的，手套則選擇沒有手指頭不用一隻一隻

少機會可以在一個陌生的國家生活、學習和旅行，

起來拉瑞爾考試比較少，有些課會有平常考或期

手指套進去的那種，因為讓全部的手指靠在一起

就特別珍惜這段出國交換的時間，然而漸漸的，我

末考，拉瑞爾是沒有期中考的。拉瑞爾的老師很喜

比較不會冷。在芬蘭交通非常方便，尤其是在市區，

交到了很多外國朋友，有芬蘭、韓國、中國、日本、

歡課堂討論，主要希望學生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喜

不論是 metro、bus、train 或 tram 班次都非常多。

法國、墨西哥和歐洲各國的朋友等等，封閉的個性

歡分組把不同國籍的人分在一組，希望大家學習

如果不知道要怎麼到達目的地可以先上赫爾辛基

開始接觸新的人事物，開始安排行程與朋友們出

到如何藉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來分工合作和分享意

的交通網站 HSL 的 Journey Planner 查路線圖，

遊，把握一年在芬蘭讀書但卻像是在過 vacation

見或想法。

它會告訴你怎麼去以及車子的時間。但是芬蘭人

的時光。剛好我的墨西哥室友是個在家裡待不住

1
174

芬蘭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2

1. Leppavaara campus
2. 白教堂

很準時就連交通工具也不例外，司機關了門就不

的人，所以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出門去探索芬蘭。

會再開了，咻一下車就開走了。

十一個月，326 天，我知道我改變很多，除了變得
更獨立思想更成熟也更懂得向家人朋友說出愛。

I love the life in Finland!

3. 在芬蘭巧遇音樂製作人王治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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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臻

張菡庭

英國桑德蘭大學

我選擇的學校是英國桑德蘭大學。想當初是
因為對英國抱有莫名的憧憬，再加上覺得桑德蘭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一定好吃，但她一定了解我付出的努力，我想這才
是她最想看到的。

是一個樸實的城市，所以就毫不猶豫的選擇了這
裡。在這一年裡，我覺得自己過得很充實。尤其是
暑假上的語言課程及住宿生活，認識了很多有趣
的大陸同學，再跟他們漸漸熟了以後，我們晚餐決
定大家一起煮，還使用排班制度，有時候下課後就
要急急忙忙得去買晚餐材料，飯菜還沒煮好，大
家就已經準備好自己的碗筷準備待會搶菜，真的
這是我們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學校正門口，

很充實而且非常有趣。

我每天都從這裡進來。
另外，學校安排我們每周都會去一個地方，可
以是節日、活動或是單純的參觀。我印象最深的是
在 Durham 舉辦的樂隊遊行，他們演奏樂器並散
播他們的興奮與歡樂，看著遊行的隊伍，及一旁人
手一杯啤酒的盛況，我們不知不覺得被氣氛感染
了，了解別的國家的文化其實不難，而且過程是非
常有趣的。
在外一年，除了課業外，進步最多的應該是自
己的廚藝吧！突然想吃什麼但身邊不再有媽媽可
這是舊金山的交通工具 MUNI。

以做給你吃，這時候只好自己動手做了，現在最期
待的是回家後也想讓媽媽吃到我做的菜，雖然不

舊金山市中心。

1
176

2
3

4

5

1. 和宿舍的大陸同學合照
2. 樂隊遊行於廣場演奏
3. 自己動手做的簡單壽司
4. 和宿舍的大陸同學一起煮的晚餐
5. 語言課程的大陸同學

1.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正門口
2. MUNI J LINE
3. SF DOWNTOWN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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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易潔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關於簽證申請，奧地利的學生簽證非常麻煩，

Tafelspitz - 清燉牛肉 維也納風味的清燉牛

推 薦 餐 廳：Greichenbeisl (1447 年 開

而且幾乎找不到申請辦法，旅行社也不知道，打去

肉，經精心熬 煮柔軟的牛肉添加朝鮮薊與蘋果的

業 的 百 年 老 店 ) 地 址：Griechengasse 9,

申請處詢問，他們會非常不耐煩，態度也很差。這

醬汁或香草奶油醬食 用。有些餐廳會連同燉鍋一

Fleischmarkt 11, A - 1010 Wien 網址：http://

時去官網上找找，點入一堆連結後可以找到相關

起上桌。 特別推薦：plachutta 地址：Wollzeile

www.griechenbeisl.at/page.asp/-/Das%20

申請文件的資訊：良民證 ( 警察總局申請 )、戶籍

38, 1010 Wien 網 址：http://www.plachutta.

Griechenbeisl ( 英文版頁面一直沒設好 )

謄本、財力證明…等。這些文件有些要翻成英文有

at/en/home

些則需翻成德文，不管是英文還是德文都需要有

美食篇 - 甜點篇

三道公證手續：翻譯社確認無誤證明、地方法院公

Tiroler Grostel - 提洛爾疏菜炒肉 這是我

證、外交部公證。全部辦完差不多就花去我一半的

見過維也納人最常吃的一道菜，平時我的室友和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是重 度甜食上癮

打工錢…

房東太太常煮。 這道菜是以牛肉或燻肉或香腸加

者，甜 點 更 是 我 絕 對不會 錯 過 的 美食，一月一

上等量的馬鈴薯、洋蔥或各種蔬菜煎炒，裝盛後上

度 的 甜 點日放 縱自己一 整 天 都只 吃 甜 食 ~ 這

來奧地利必吃的一道菜，尤其是要到維也納

面通常會加半生熟的煎蛋，再灑上香菜。這一道份

裡 介 紹 了 Apflstrudel Sacher 巧 克 力 蛋 糕

來吃， 相信大家都吃過日式炸豬排飯，其實它正

量十足的料理 ( 建議女生兩人合吃一份 )，非常適

Palatschinken / 果醬軟蛋捲

是源自於維也納的炸肉排。而維也納炸豬、牛排則

合搭配啤酒享用。

是昔日帝國領地傳入的「米蘭炸豬排」。雖說這是
名列維也納王室之首的餐點料理，但在奧地利全

Knodelsuppe - 肉丸湯 這是我最愛吃的一

國各地都吃得到，尤其是強烈推薦 Figlmuller ！

道菜之一，尤其是缺血的時候喝上一碗熱湯補補

就在聖史蒂芬教堂附近，是一間評價卻比任何高

身體袃好不過了！主材料為肝 ( 忘記是什麼動物的

級餐廳還要美味的老店，是在地人常去的道地美

肝臟了…), 完全沒有腥味喔！奧地利菜的肝類料理

食餐館喔！ 地址：Wollzeile 5, Backerstrasse

都很好吃，同一間餐廳我還推薦另一道菜“
- 炸肝＂
~

網址：http://www.

人家說吃肝補肝，對於時時爆肝的我來說果然要

6, 1010 Vienna, Austria

figlmueller.at/en/welcome.html

178

多多吃肝臟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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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閔茹

孫意婷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很榮幸有機會能申請到淡江交換生的資格，

雜。覺得這一年學到的真的很寶貴，但一回首，若

我 今 年大 三出國就 讀 的學 校 是 California

一開始先考 placement test，之後再分級，總共

這一年我不僅僅學到書本上的知識，還體驗了國

不持之以恆的去學習，我相信這份寶貴課程的經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Campus。

有 6 個 level，而 我 第一 學 期 是 被 分 到 level3。

外生活。能明白兩國之間教育以及文化上的差異

驗一定會很快消失殆盡的。很感謝淡江大學給我

Long Beach 這裡的天氣非常好，平均一個月才

ALI 課 程 像 高中 一 樣，禮 拜 一 到 禮 拜 五從 早上

真的是截然不同。我喜歡國外的教育制度，上課豐

機會到國外讀書。 :)

下一次雨，幾乎天天都是晴天，太陽很大，剛來前

9 點 到 下午 3 點，包 括 reading and writing、

富多元，雖然累得要死，但每次收到成績單卻是滿

幾個禮拜就曬黑了。交通非常方便，因為我們憑學

grammar、listening and speaking、 elective

滿的收穫。這一年的課程裡，透過報告和小組作業

生證可以免費搭公車，而且公車的班次也很頻繁，

class。班上有來自各國的學生，有來自越南、泰國、

以及實驗課程，不但學習到字面上的涵意，更是透

幾乎哪裡都可以到，但要是要到 LA，沒有車就會

韓國、日本、中國的同學，但大多數都是阿拉伯人，

過實作課了解理論使用的方法。

變得比較麻煩。我在這跟朋友合租公寓在 traffic

大家感情都很好。ALI 常常會在放學後舉辦一些

circle 附近，價錢一個月包括網路和水電，一個人

活動讓學生們互動交流，像是 fun lunch 提供免

在寒假期間，到一位美國朋友家體驗道地的

平分下來大約美金 700 元。從我們社區到學校也

費的午餐讓大家坐下來一起吃飯，萬聖節有刻南

聖誕節氣氛。在那兒我真正的融入了美國生活，

非常方便，走出去過馬路便可以到公車站，搭公車

瓜活動、復活節有畫彩蛋比賽，十分有趣。然而我

天 天 和 他 們 家 人 玩 益 智 遊 戲 ( 大 富 翁 ,Taboo,

只需 5-10 分鐘。住處附近生活機能也很好，有兩

下學期因為通過正式課程雅思的門檻，可以修習

apple to apple...)，玩 wii 享受著融洽的美式家

家超市，很多家餐廳、大賣場、提款機，幾乎應有

正式課程。對我來說又是一個新的開始，因為上

庭生活 - 孩子獨立，父母則是支持角色。大夥兒一

盡有，所以這附近的學生很多，常常出去買個東西

課時間跟方式完全跟 ALI 截然不同，不光是增加

起吃著混西班牙式的美國料理，品嘗他媽媽每年

都會遇到班上同學。

英文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用英文來學習一些專

必做的肉桂捲。今年聖誕節是我過過最有氣氛的
聖誕節。

業知識。對我來說是個蠻有趣的考驗。
Cal-state 的校地很廣大，要走到下一堂課的
教室就要花 10 幾分鐘，要是從最北邊到最南邊

時光飛逝，下學期很快就來了。伴隨著這忙碌

還必須花上 20 分鐘左右，所以學校提供 shuttle

的課程埋首於書堆中，心思也不忘與美國朋友敘

bus 給學生通勤，非常貼心。學校中央的噴水池，

舊以及緬懷台灣的食物。5/18 要離開美國的時候，

平常上課時間充斥著來來往往的學生，也是上下

心中留下的只是對我很好的教授以及我那個美國

公車的地點，從這可以看到遠方學校著名的金字

朋友家人。搭了兩天的飛機，在機上心思真的很複

塔。我剛來到這裡第一學期是上語言學校 (ALI)，

1
180

2

3

1. 上學期總是一杯咖啡和一份作業讓我有了充實的存在感。
2. 聖誕節和美國朋友家庭一起體驗做薑餅雪橇。
3. 大包小包回台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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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憲

英國桑德蘭大學

蕭敏君

捷克查爾斯大學

The Precinct 是 學 校 的 其 中 一 個 住 宿 社

剛來了時候什麼都不懂，也是這樣莽莽撞撞

開始時，在宿舍廚房遇見 2 個同為是有的義大利

區， 鄰 近 City Campus 和 地 鐵 站 (university

的，到了學校的 Orientation Week, 開始我在這

人在煮飯，而且他們算是第一個是主動跟我打招

station)，此社區共有三十五棟樓房，十人一棟的

裡的生活。查爾斯大學有 17 個學院 , 每間學院都

呼的學生，因為我這一棟幾乎都是捷克當地學生

3 層樓透天宿舍，一人一房但廚房 (1 樓 ) 和衛浴設

至少有 2 棟分校，所以有時候你走在市中心時就

( 跟他們打招呼，很少有人回你，或許是害羞吧 !!

備 (2ˋ3 樓 ) 為共用設施，在衛生整潔和公共秩序

有可能看到某一棟建築物是我們學校的一部份，

只能這樣說 )，其他兩棟才有較多國際學生 ( 一開

( 房間隔音效果差 ) 是需要和室友們互相討論及尊

這對我說是規模蠻大的學校，以我的學院 ( 人文

始不知道 )，我們在廚房相遇，互相問彼此煮的食

重的事項。

學院 ) 來說，總共分散於 3 區 , 意思是選課幸運

物是什麼 ? 然後開始聊不完的話題，然後就認識

的話，你只要在 main building 上課，但多數都是

更多義大利人，因為他們很喜歡聚在一起煮飯、吃

倫敦距離英國桑德蘭大學大約 3 至 5 小時

分別要在這 3 棟上課，是如果你選了不同學院的，

飯。到最後就熟到像是一家人。我們常常以一家人

不 等 的 火 車 車 程，比 起 桑 德 蘭 (Sunderland)

那你在排課上就要小心囉 !! 因為要顧及交通時

自稱，在這些聚會中，他們也教我很多義大利菜

是 個極 熱鬧且 生 活機能更為方便的城 市，倫敦

間 , 你要搭多久地鐵、電車、走路。

跟甜點 ( 到歐洲後，養成飯後吃甜點的習慣 )!! 也

(London) 有許多著名的景點，倫敦眼是我最喜歡

學了一點日常生活義大利語與手勢，我真的是被

的其中一個，搭乘倫敦眼可以眺望泰晤士河畔的

布拉格就像大家說的一樣美，每天坐電車到

他們的熱情融化了 !! 他們讓我感動的是，他們常

兩旁，一趟四十分鐘體驗可以看到許多倫敦的美

學校就覺得我好像童話世界裡的一個人物，最令

說 “There is always a room prepared for

麗景色，在欣賞美麗的景色時，別忘了用相機記錄

國際學生讚賞的就是這裡的交通系統規畫的很

you in my house ＂

下所看見的美麗事物。

好，24 小時的電車與巴士 ( 地鐵大概午夜 ~ 凌晨
是關閉的 )，很準時，幾乎都不遲到的，當然有些

從 桑 德 蘭 (Sunderland) 搭 乘 地 鐵 至 新 堡
(Newcastle) 大約 30 分鐘，從新堡搭乘廉價航

狀況另當別論，如果有意外發生，交通大打結時，
乘客是會被要求下車的。

空 (ezjet) 至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大約一個

182

半小時，阿姆斯特丹有許多景點可以參觀，剛到桑

在社交方面，更不用提了，再是 Erasmus 學

德蘭的學弟妹們，寒假時想出國又不想到太遠的

生夢寐以求的地方，夜生活豐富。我的朋友們都

地方，荷蘭是個不錯的選擇。

來自歐洲不同國家，但多數為義大利人。 因為一

1

3

2

4

5

1. 宿舍 ( The Precinct )
2. 倫敦眼 ( London Eye )
3. 阿姆斯特丹 ( Amsterdam )
4. 大笨鐘 ( Big Ben )
5. 聖保羅大教堂 ( St. Paul's Cathedral )

1
2

3
4
5

1. Main building of Faculty of Arts( 人文學院 )
2. 布拉格城堡景，從 main building 上課時望出窗外就像這樣
3. 我最熱情的義大利家人 !!
4. 布拉格有很多綠地公園，有些裡面還飼養著孔雀
5. Trdelnik; 是在捷克 , 斯洛伐克 , 匈牙利的傳統甜點 , 我到斯洛伐克及匈牙利時還發現口味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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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承慶

宋宜璇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剛下機場來到 Pullman 這小鎮，驚恐錯愕之

And find I'm king of the hill. Top of the

餘，也不免對未來感到擔憂，經過兩個禮拜調適，

heap." Manhattan 高 樓 大 廈 林 立 跟 Pullman

漸漸的習慣此大學城的慢活生活，國外的校園生

截然不同，不過相較於 Manhattan 的奢華，我則

活，愜意且富有教育氣息，學生的上進心和自制

是偏愛 Brooklyn 的藝術氣息和引領世界潮流的

力頗 強，Pullman 的 學 生 大部分 都 是 運 動愛 好

創意。言而總之，來到美國之後思想有著跳躍性的

者，學校體育館到晚上十點多依舊是很多人，我也

昇華，是我人生旅途中極具代表的一年！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感染到美國人愛運動的氣氛，幾乎每個晚上都到
Rec Center 打幾場籃球，語言學校的課程，多樣
性十足，不像台灣以填鴨式教育為主，在這是以反
覆練習加上討論來加深印象，最後以上台報告畫
上句點，獲益良多！

剛開始去美國時語言不適應，生活較不習慣，
語言、時差、交通和文化差異都是嚴重的問題。

當然我也不放過假期到旅遊勝地晃晃，其中
又以 Las Vegas 為我的最愛都市，不夜城的光景
令人難忘不已，我和幾個 LA 的朋友在 VEGAS
度過了難以忘懷的夜晚，Vegas 的迷人之處讓人
流連忘返，玩樂天堂當之無愧。
再來就到了 New York，只能用壯觀形容，
更是我最憧憬的城市之一，Frank Sinetra 有首
極 具代 表 性 的 歌 -"NEW YORK、NEW YORK"
道出世人 對 Big apple 熱切 的愛 "； I want to
wake up in that city, that doesn't sleep.

到了12 月開始習慣美國生活，學校課業繁重，
因為寒假時間較長，所以到處旅遊，玩遍美國西岸，
體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哲學。

三月份的春假前往夏威夷旅遊，六月份回國
前與外國朋友出遊，可以和外國人溝通順利，愛上
美國，不希望回台灣 :(。

4
1
186

2

3

5

1.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2. Bellagio Las Vegas
3. Brooklyn
4. Universal studio
5. Seattle

1. 組合家具
2. 加拿大滑雪
3. Road trip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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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系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潘俊安

潘儀駿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自己本身對美國不是太陌生，出國前的每一

寒假 ! 就是瘋狂的旅遊 ! 放假的第一天就夠

來到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讓我學到很多，

年暑假都會到位於 Minnesota 的舅舅家度假，所

嗨了，開車到舊金山的路上撞到路中間的一顆輪

也很充實，不僅僅學到英文，生活也很充實，體驗

以剛到之後還蠻適應的，Sacramento 是加州的

胎，整台車不只爆胎還飛起來，後面 4 台車還連環

美國文化，比較台美的不同，體驗了美國文化，更

首府，是一個很大的城市，雖然就住在離學校一條

追撞 ! 隔天起床後直衝夏威夷。回到舊金山朋友

開闊了眼界。因此，如果有機會我希望可以學到更

街的地區，但走路到學校也要 20 分鐘，至於其他

家之後，第一站開車前往快 1000 公里外的 San

多。

地方就要開車，美國的地大物博，光是從我這城市

Diego! 熬夜開車快 10 小時，到機場等候從東岸

就略見一二。至於娛樂呢？就連本地人都會說這城

飛來的朋友，出發前先小睡了一會，之後就一路北

在寒假期間，我到了東岸的大城市，不同於西

市頗無聊的，所以比較喜歡兩小車程外的舊金山！

上玩到加拿大溫哥華，這輩子從沒開車開這麼遠，

岸的長堤。我覺得東岸有其特有的文化，西岸有西

這裡的夏天氣候真的是 super hot! 動不動就 38

自己都不得不佩服自己。這趟旅途見識了不少美

岸的特色。我到過紐約、華盛頓特區和波士頓，每

度，但比起台灣的溼熱，這裡的乾熱還比較舒服一

麗風光，也得到了很多美好的經歷，從夏威夷高空

個城市都有不同的歷史，尤其是波士頓擁有歷史

些，不會大量留汗，冬天最低大概 0 度左右，沒機

14000 英尺的 Skydiving；到溫哥華零下 15 度

悠久的建築，紐約則是發達而先進的現代化大城

會在家門口看到下雪。語言課程是蠻特別的，美國

的滑雪，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經驗。

市，而華盛頓特區則是以高級官員和白宮等著稱。

人的教學方式跟台灣差別很多，還記得我上的第

總之，這個寒假帶給我許多難忘的回憶。

一堂課，老師就跟大家說 " 上課不發表意見的學

經過了一年宛如美夢般的美國生活，也到了

生，不是個好學生 !" 美國人很尊重他人的意見，也

該回國的時候，心中只有百般的不捨。捨不得的是

這一年美國的生活，我從東岸玩到西岸，跑遍

很樂於接納不同的意見，這是一個多元社會好的

這一段美好的回憶與生活，回到台灣後就不能夠

許多國家公園級大城市，體驗了鬼斧神工的大自

面向。課堂裡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國，有韓國、日本、

再享受有如美國般自由的生活，還要忍受台灣的

然天然地理美景；而且也看了許多現代化大城市，

中國、沙烏地阿拉伯、德國 ... 等等。大家都是來這

氣候。經過了這一年，語言能力的提升是我無法想

這趟旅程真是不虛此行。

裡學英文，每個人都頗友善的，光是教室內學生就

像的，從一開始不敢與外國人交談，到最後成為班

很多元，大家有時也會互相教自己的語言，也是一

上最勇於發言的學生，這令我很自豪。如果我還有

種很特別的經驗。

機會能夠踏上這片自由的國土，我會盡情地去享
受這裡的一切，能夠讓我想住一輩子的地方，還是
那令人著迷的夏威夷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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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me party with Korean and Arabian
2. 美西海岸線
3. Sacrame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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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系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邱于恆

勞大軒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出國前對於陌生的環境感到十分緊張，畢竟

文了。另外，我在這裡也結交到了來自世界各國的

在大三出國的這一年，從剛開始英文完全聽

不知美國已經是個民族大熔爐，社會存在著各個

是第一次出門在外居住將近一年之久，更何況是

朋友，體會到了各個國家獨特又美麗的文化特色。

不太懂的情況之下，還想起我第一次到美國後想

種族，像 Long Beach 的人口組成大部分都是黑

在遠離台灣幾百公里的美國，心情更是越加驚慌。

跟著這些新結交的朋友，我到了美國各地去遊覽，

要去 In & out 點餐，收銀員還問了我好多問題，

人和墨西哥人，亞裔和白人比率比較少，但是平常

幸好到達美國後，身邊有認識的朋友們，學校的老

並在其中認識了美國各州不同的人事物風情。這

結果我只會一直說 YES，還想起第一次去銀行開

卻不會出現任何的衝突，種族歧視在美國可是相

師們也都很和善，讓我的心情放鬆了不少，能更放

幾個月的留學經歷將會在我的人生中佔據相當大

戶時，我只會用最簡單的英文表達，但是這些都還

當嚴重的行為。在美國的班上，學生都是從世界各

心享受我的留學生活。

的分量，成為未來最有力的人生經歷。

比不上我在美國所學到的價值觀和包容。

地來，剛好班上有一位韓國來的學生，原本我本人
是相當討厭韓國，但是相處過後發現韓國人其實

美國的學校不論是教學方式或環境都和蘭陽

價值觀的改變是我到美國最大的改變。從最

校園不同。在上課時，同學們總是踴躍的向老師

簡單的道路安全說起，當我們開車時，我們都知道

發問，同時對於老師所提出的問題也會熱烈的提

要禮讓行人，但是為何台灣的駕駛人和美國這麼

出自己的見解，這種積極的態度在台灣是很難見

不一樣呢 ? 大家都想安全的回家，但是如果大家

到的。蘭陽校園的範圍跟其他大學相比是相當小

肯多花個幾秒鐘的時間注意每個路口，是不是就

的，因此當我第一次走進校園時，就被如此寬廣的

能減少許多交通事故了呢 ?

不難相處。

學校佔地給嚇住了，甚至開始擔心起自己會不會迷
路呢！不過幸好校園中備有類似高爾夫小型車，可

再來是購物時對消費者的保障，在美國買東

載著學生前往各個教室上課。在我開學前幾天不

西對消費者真是一大享受，當每個重要節日時，各

小心迷路時也曾經搭過。

大賣場都會有很大的折扣給消費者，重要的是退
換貨的方式很簡單，只要不拆封、不拆吊牌，都可

這一年以來，除了英文能力有明顯進步之外，
我在待人處世上也有很大的進步。以前的我在路

以在一定的時間內全額退費，這真是令人感到愉
快。

上碰到外國人時，肯定不敢開口對話，又或者也是
結結巴巴的，讓人搞不懂我到底想說什麼。但在經

種族包容值得台灣學習和省思，當台灣社會

過這幾個月的時間後，我已經不再害怕開口說英

還存在著歧視外省人、北部人、南部人等等……殊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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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lifornia Capitol
2. Sacramento State University in California
3. Seattle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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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雅璐

邱雅琳

美國沙福克大學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當初決定就讀美國沙福克大學，其實下了很

趣，老師們都會絞盡腦汁設計出一些很特別的題

能有機會出國讀書，我想我已經是很幸福的

大的決心。波士頓的生活費並不低、美國沙福克大

材當作上課主題，教學方式也很多元，簡單來說就

小孩了，相對於大多數的其他人而言。出國第一

學的學費也頗高，而且我又是一個人去。雖然困難

是上課一點都不無聊。至少我上課的時候都沒有

個想法當然是能省則省，或許看到數字自動乘以

重重，但是我還是毅然決然的踏出了前往波士頓

打過瞌睡。 學校的資源也很豐富，雖然圖書館小

三十已經變成一種習慣。在出國前我還曾對自己

要跑遠，真的要有車。有很多人跟團或是美東

的道路。回頭想想，當初的我真是衝動，但毋庸置

了點，但是應有盡有，硬體設備也很完善。到了國

說，只要讀好書就好哪兒也不用去，結果美國中部

美西飛，但是春假跟暑假，我們選擇自己開車。如

疑的，這段旅程真的很棒，說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

外才知道，國外的大學生真的很喜歡圖書館，先不

和西部跑透透。我常說自己是窮困的留學生，加州

果可以我真的強烈推薦自己開車。我們跨越了十

的一個決定也不為過。 波士頓其實真的很棒，空

論是否有在讀書或是只是來用免費的網路，每到

的税是數一數二的高，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我想出

幾個州，5000 miles 的旅程，讓我成長了很多。

氣新鮮、道路乾淨、公共設施完善、治安也算是安

中午時間或是考試期間，圖書館通常都是擠爆的

各種方法省錢，像是自製傢俱、自製資料夾及嚴格

你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草原，風吹草地見牛羊的

全（馬拉松爆炸不算！）。但是剛開始還是有很多

狀態。第一次看到的時候真的是挺傻眼的，至少我

控管伙食費等等。這樣自己鞭策自己的方式果真

景象，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真的是微不足道，感謝

的不習慣，例如：用完廁所紙要丟馬桶裡（這不會

們淡江的圖書館就從來沒爆滿過。

奏效，有好幾個月花費比台灣還便宜，在出社會前

這趟旅程，讓我油然的體悟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這樣的歷練對我來說是有利的，我常把這樣的環

里路，只是鏡頭永遠都拍不出眼中的遼闊，我想大

阻塞嗎？）、廚房的自來水可以生飲（這真的衛生

的 METRO 系統，最特別的是免費攜帶腳踏車搭
公共運輸。

嗎？）、坐計程車被要求要刷卡（偏偏就這麼倒楣，

在這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我體驗了很多我

境當作是以後工作的地方，薪水就只有這些，每個

三這年的洗禮夠我細細品味很久了。最後我要謝

攔到了一臺只能刷卡付費的計程車）等等。其實這

從沒做過的事。滑雪、旅行、派對等等一項都沒少

月的固定開銷房租及水電費，要怎麼在有限的條

謝爸媽，謝謝在國外照顧我的大家，謝謝蘭陽提供

些都是可以習慣的，潛移默化之中你就會被改變，

做，我也交了不少朋友，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我不

件下，創造出無限的價值，這是我到美國學會的第

一個讓我成長的機會。

只是需要點時間。我知道有些人並沒有這麼融入

但大開了眼界、也深刻的瞭解到了世界的廣大。我

一件事。

國外的生活，我只是覺得想要融入一個新的環境

覺得我有點成長了，就算離鄉背景，我一個人也可

並不難，只是你要試著去接受它並且跟它同步，而

以過的很好，雖然辛苦，但是很值得，真的很值得。

當然啦，該玩還是得玩，該買的也必須花。美

不是把它拿來跟你原本習慣的文化作比較。

現在的我已經回到臺灣了，不到短短幾天，我已經

國有兩大瘋狂 shopping 節日 - 感恩節及聖誕節，

開始想念那個美國的小小的豆子城市。

我也不免俗的採購一番，outlet 必去！價格是下殺

學業部份其實我覺得很輕鬆，語言課程其實

再下殺，不買真的是會對不起自己。起初，腳踏車

並沒有難度，真正有困難的還是托福考試（IBT）。

和 METRO 讓我幾乎要把 L.A. 玩遍。寒假期間，

不過這裡的老師都很親切也很敬業，只要開口，想

我們就把腳踏車帶上公車和 metro，一一參觀各

要的資料他們都不會吝嗇給予。我覺得上課很有

大景點。雖然 L.A. 東西不便宜，但因為有很完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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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是查爾斯河。我坐在波士頓有名的水陸鴨子船上，美國沙福克大學的交換學生部門出錢
請大家去體驗！
2. 寒假的時候我去紐約跨年，我在社群網站上組了一個活動，集結很多都要來跨年的臺灣人
一起同樂！
3. 波士頓的第一場雪，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雪。很冷但是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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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啟慎

陳彥竹

美國天普大學

德國科隆大學

下飛機後，初踏在美國的國土，看看四周的街

里達，這裡的兩大城市邁阿密與奧蘭多四季如夏，

2012 年 8 月 30 日這 天，我 爹 娘 在 晚 上七

「這麼重一個行李箱，我怎麼可能搬得動呀！」但，

道和行車感覺一切不是那麼的真實。坐了 18 個小

街道寬敞不同於其他擁擠的城市。到了靠海的波

點多從新竹開車將我送到桃園國際機場，準備搭

這一切真的要靠自己！拼了命，拖著家當，一路從

時的飛機終於到美國了，踏上為期一年的學習之

士頓，參觀世界第一的哈佛大學、MIT。到了加州

乘晚上十一點半的飛機，一向獨立的我，總覺得

法蘭克福的機場到火車站。因為不懂德國人搭車

旅，雖然無法申請為正式生，但作為語言交換生我

發現更多的華人，到拉斯維加斯發現錢與時間都

萬事 ok，獨自前往從未踏上的國家─德國，心想

的遊戲規則，只知道我有一張 ICE 的車票，要去

有更多的時間去認識這片土地。語言課程大致上

是一去不復返，各個城市各有特色，歎為觀止外也

我不會說德語沒有關係，至少簡單的英文溝通可

科隆火車站，也不知道是不是上車前打卡，還是直

和台灣的美語補習班差不多，不同的是，周遭的人

令人感嘆短暫的人生與這個廣闊的世界相比真是

以理解，再不行的話，總可以用肢體語言 (body

接拿著票上火車，就這樣傻呼呼的到了科隆火車

都來自世界各個角落，老師來自巴西、同學來自科

渺小。

language) 比手畫腳，但是，這一切似乎沒有想像

站。

中的那麼簡單。等我一個人過了海關之後，我發現

威特、越南、韓國等等，隨口說出的話不是英文就
沒人聽得懂，因此說英語變成一件「必須」的事。

結束了一年的課程到了回家的時刻，儘管有

事情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單純，一切都要靠自己！

科 隆 大 學 的 各 學 院 不 是 集 中 在 一 起 的，

儘管語言中心的制度與老師積極的態度和台灣政

太多依依不捨，有太多太多還未造訪的地方，是時

老實說，那種恐慌是因為你對未來的未知，產生的

是 散 落 在 大 學 城 附 近 的。國 際 學 生 占 科 隆 大

府一樣消極不可言喻，但是那些與世界各國的學

候回家了。我會懷念這片與我生長環境不同的土

不安全感，因為平常的一切你太熟悉了，突然要自

學 學 生 的 比 率 頗 高 的，像 是 我 屬 的 科 隆 大 學

生相處的時光，想必是我在語言中心最大的收穫。

地，懷念這裡的人們、美食文化、不同的生活習慣

我跳脫舒適圈，真的是一大挑戰！ 我搭乘的是華

管 理 經 濟 社 會 科 隆 學 院（Wirtschafts- und

習俗，我會懷念在這生活的一年，不只是為了學習

航對於學生方案的國際直飛線，因為是學生所以

Sozialwissenschaftliche Fakultat，Wiso），每

另一種語言，為的是另一種生活體驗。

有小小的折扣，當時的我真的還蠻焦慮的，剛好坐

個學期約有三百多位來自各國的國際學生。有英

免四處走走。除了在費城上課，第一段假期為期兩

在我隔壁的女生是要去弗萊堡大學 (Freiburg of

文授課的課程，包含各面向的課程都有管理、經濟、

個星期，我坐小飛機到多倫多拜訪我的表姊，她親

University ) 交換，互相留下了聯絡方式後，我們

社會科學、心理學等。科隆大學的選課機制，相較

切地招待我並且帶我玩了多倫多，不同於費城，多

在法蘭克福的國際機場告別了。還記得當時，我的

於台灣，我覺得很人性化，每個學期都有三個階段

倫多的黑人少很多，取而代之的是滿街的華人，街

行李是超重的，多達 32 公斤，當我一個人面對拿

的選課，第一個階段是在放寒暑假的階段，第二個

道較為整齊乾淨，玩了一圈後告別表姊，我坐巴士

行李的旋轉盤時，我根本不知道哪一個行李箱是

階段是開學前的兩個星期，第三個階段是正式開

到了紐約，紐約不愧為世界聞名的大都市，如美劇

自己的，為了這次出國，爸媽替我買了一個全新的

學的第一個月，這三個階段都可以選課，但未必在

一般滿街的計程車，四周高樓林立的街道，還有五

行李箱，當我還在回想行李箱外殼的顏色大小尺

每一個階段都可以選到自己所想要上的課，所以

彩繽紛從早到半夜的時代廣場，在這大蘋果應有

寸，行李箱已經默默的轉了一圈了，第二次再看到

這時候，如果已經到了第三個階段還是無法選到

盡有，令人流連忘返。第二次旅行到了南部的佛羅

的時候，心想會不會有好心人出現幫我呢 ? 心想：

自己想上的課時，你可以寫 email 給老師詢問是

來到了這片與台灣隔著一片太平洋的大陸，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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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多倫多的 CN 塔下我有多渺小
2. 美國萬聖節殭屍出沒 !
3. 漫步大峽谷空中步道

1

2

1. 科隆大教堂前跳躍
2. 歐盟課程前往柏林歷史博物館全班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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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以參與此課程，原則上老師都會答應每位同

了解；第三大類的課程為密集式課程，在短短幾個

聲，將近連續一個星期，整個科隆的人都會為之瘋

學的加選，除非該堂課已經到達教室容納不下的

星期將課程結束，上課的內容包含老師的講課、學

狂，U-Bahn 上的人可以說是人滿為患，沿路上會

情況，老師才會拒絕。另外，退選課程的機制，也

生的分組討論等。一方面科隆大學開設了許多語

看見不管是大朋友還是小朋友，隨處都可以撿到

是非常開明的，你可以在學期的任何時候，選擇退

言課程，從西班牙文、法文、拉丁文、芬蘭語 …等

糖果餅乾。我想這時候是德國人會豪放瘋狂的一

選課程， 畢竟，你身為一位大學生，要為自己的決

高達二十幾種語言，可看得出來選課的多元化。另

刻，因為不管你認不認識對方，大家都會互相擁抱

定負責，所以表示你在退選此課程時，你已經清楚

外，考試制度也與台灣大不相同，你選擇了此課程，

互相乾杯！ 提到德國，當然少不了全民運動足球

想好你自己的決定。 基本上科隆大學管理經濟社

不代表你可以參與考試，在考前一個月左右，會開

囉！有名的慕尼黑拜倫隊，更是叫大家喝采。這一

會科隆學院開課的授課內容分為三大類：一大類

放考試登記，登記了考試才證明你有資格參與這

年，我當然也要支持一下科隆地主隊的足球，於是，

為講座式課程，老師在課堂中使用 PPT 教授課程

場考試，至於考不考的過，就要看個人的努力程度

我和學校的學生組織一同買了一張九歐元的站票，

內容，並且每周有額外的一個半小時由助教上課，

了。 提到上課，當然免不了對身心最重要的體育

也就是說最便宜卻又是瘋狂的搖滾區。看現場的

此類課程通常有八十幾名學生，這類的考試像是

課，在科隆大學沒有人會強迫你上任何的體育課，

感覺真的是親身經歷了德國人對於足球的熱情，

台灣的期中期末的大考，唯一不同的是，考題皆為

每個人都是自發性的參與課育課程，對於體育課

尤其，這次是科隆地主隊對上多特蒙德的隊伍，科

問答題與申論題，考題基本上有一定的難度，像是

的種類百百種，各類的球類運動、游泳、瑜珈、功

隆人的氣勢聲勢浩大，加油聲從開場就沒有停過

我選修的國際經濟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夫、舞蹈…等，每天下午到晚上的時段，皆有不同

了，可想而知，全民一起加持的力量。

學分，考試時間為 90 分鐘，有三大題題目，每大

的運動選擇，只要憑著學生證就可以參與課程，然

題又細分數小題，必須要充分的準備，才有應考的

而，這個體育課不限於科隆大學的學生，是全部科

實力；第二大類為討論式的課程，每周上課針對一

隆在學的學生都可以參加。

ᚒԳಧ

個主題，學生們進行討論分組，班上大約二十幾位
學生，這類的評分標準包括上課的出席率以及期

德國最大的嘉年華，正是每年 11 月 11 日 11

中的口頭報告與期末的書面報告，像是我選修的

點 11 分在科隆盛大舉行，嘉年華的盛況會一直持

歐盟課程 (How to Europe Work)，老師對於每

續到隔年的 2 月初，每到這個時刻每條大街小巷

一份作業是仔細的評分後，針對你的報告給予優

都人手一瓶科隆啤酒 koisch，而且不管男女老少

缺點，以及你對於這份報告的題目是否有充分的

每個人都會精心打扮。尤其，在 2 月份嘉年華的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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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科隆嘉年華盛大景象
4. 慕尼黑啤酒節的巨大啤酒

5. 感恩節宿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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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系
捷克查爾斯大學

許宗寧

美國天普大學

能去捷克學習一年真是我人生中最開心的事

在去年 6 月搭機去美國，想想到現在也一年

了 ! 捷克除了人比較冷漠之外，其餘都很好，物價

多了，時間過得真快，跟作夢一樣，美國真的是個

低 ( 和其他西歐、北歐國家相比 )、風景優美、地理

大國，什麼都大，土地大，東西大，食物也大！說到

位置優越，食物也蠻好吃的，交通也還算方便，宿

食物，我真的超懷念 Buffalo wings，超想吃到

舍住宿費每個月也大約台幣 5、6 千即可 ( 但設備

爆炸，有去美國的人快去吃，然後牛排也是超好吃

比較老舊，宿舍離市區比較遠 ) 等等。整體來說，

的！

捷克是個好選擇 !
在美國免不了旅遊，俗話說讀萬卷書不如行
除了在捷克查爾斯大學上課之外，課餘時間

萬里路，我去過了許許多多地方，各個地方都有

還可以到鄰近國家旅遊，歐洲有許多廉價航空，讓

不同的風情，紐約有紐約的絢麗，邁阿密有拉丁

想省錢的留學生們可以看遍不同的世界，體驗不

美洲的風情，華盛頓則是充滿政治與博物館氣息

一樣的各國文化和不一樣的人交流。

的城市，西雅圖則是 充滿咖啡味和許 多美味的
oysters ！唯一的遺憾是沒去 Alaska，因為機票

人家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在捷克走在

太貴了，時間也無法配合。

路上看不到什麼華人，就算有也是觀光客或是越
南人，或是開中國餐館的中國人。其實不太有機會

總而言之，出門在外真的要好好照顧自己，懂

遇到台灣人。但令我驚訝的是，參加國慶酒會時卻

得學會獨立，很多東西都要有勇氣去嘗試，靠自己

聚集了上百位台灣人，有些是在捷克念大學的台灣

去爭取自己的權益真的很重要！

留學生，配偶是捷克人的台灣人，還有在捷克經商
的台灣人，原來在捷克也有不少台灣人呢 ! 而這些
人就像我的家人一樣，遇到困難時會互相幫助，過
新年或其他團圓節慶時，也是他們陪伴著我，讓我
遠在他鄉，卻還是感受到家的溫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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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ami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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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系

廖永祺

李易軒

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以前，看著很多認識的人都出國留學，因此對

力，但我很喜歡這學校，這裡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出國就有所嚮往。這一年的出國，或許也算是圓了

環境，能夠看著大家積極向上，自己的腳步也不會

個小夢吧。這一年，對於我來說，是個讓自己改變

駐足於原地。

的契機。隻身一人來到這，體認到很多事情並不是
自己不會做，而是根本懶得做，其實只要願意 , 不

雪梨，雖說是個國際聞名的都市，但其實並沒

管多困難的事都做得到的。以前對於自己實在很

想像中大，市區不大，但獨具特色，是個小而美的

沒信心，到這裡與各國人交流後也發現，其實我們

城市。城市裡有著跟台北不一樣的風格，在現代高

台灣人並不像很多電視媒體說的那樣失去競爭力，

樓中還會穿插數個舊建築，頗具一番風味。除了舊

在比較過後發現我們並不比別國人差，這讓我拾

建築，整個城市裡還有大大小小無數個博物館，對

回不少信心。來到這，各種事也都要自己來，迷路了，

於愛好博物館的我來說，當然絕不會錯過。這裡活

也一定要厚著臉皮問人，要不然就回不了家，膽子

動也很多，各種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辦一個活動

時常少根筋的我，在出國前夕因為機票是 24

也練大了不少。而學校課業方面，上學期我在語言

或是遊行。像是同志大遊行、殭屍大遊行、國慶日

小時制，我把時間看錯，緊急買了另外一張來回機

學校念了一段時間，這裡的語言課程不只是提升

或是紐澳紀念日等等，都會有特殊遊行活動來慶

票，順利在預定日期後三天出發抵達英國，因為錯

一個人出遊，一個人的旅行也沒什麼不好 :) 。自

語言能力，還為之後進到大學做了不少的準備。進

祝或是紀念。藉由參與這些活動，讓我更加了解到

過之前班機，於是無法與同學一同前往，找了其他

己去了很多地方，感覺沒想像中可怕，當然有人陪

到大學後，這裡的念書風氣確實是台灣無可比擬，

澳洲這個國家。另外，澳洲有數不清的海灘與豐富

朋友一起陪我搭飛機，牛津其實還不錯，就是中國

伴比較安全及省錢，多嘗試邀請不同國家的人一

不早點到圖書館，要找個位子都會很難。幾乎所有

的森林資源，是散心的好去處。還記得前陣子非常

人多了點，講中文也能溝通，語言課程遇到的同學

起郊遊也可以增加練習語言的機會。

的學生都很積極，競爭力很強，就算是幾乎不點名

熱血，天不怕地不怕的一個人到森林裡穿梭，或是

的 lecture 也是學生多到爆滿只能坐地上，看到

隨便攔了輛公車就坐上去，走到哪算到哪，最後

人都很好，上語言課程也是在牛津認識朋友的主
要管道，認識很多來自日本、中國、泰國的同學。上

因為我真的神經太大條，現在才知道是通報

這些景象，難免對自己以前的讀書態度感到些許

到了海灘，就不加思索的沿著海岸線從 10 幾公里

完正式課程之後，還有許多練習口說及聽力的機

截止日，而我在獨自前往愛丁堡的旅途上，我只好

愧疚。在學校裡也結交了各國好友，認識到各國文

的地方走回家。至於雪梨的治安，基本上不錯，就

會，老師同學都很友善。

用手機通報，請別怪我，秉持著乖小孩的精神，我

化與了解其特色。例如，中國人絕對不能跟他們講

算把電腦或包包丟在桌上也不會有人把它拿走。

還是很認真的解決了通報截止的問題 ! 記得按時

政治、美國人想像力豐富、澳洲人很阿莎力 ... 等。

但對於公車系統就覺得有待加強，不像台灣有悠

通報哦，我手機快沒電了 !!! 愛丁堡到了 !!

對我而言，這裡雖然競爭力很大，也讓自己備感壓

遊卡，是用傳統預付打卡的，而且這裡外國學生不

來牛津的人很少，而且來自不同科系，上語言
課程的同學也都非常認真奮發讀書，於是我時常

200

1

3

2

4

1. 報到日當天遇到的日本跟中國人
2. 同學們
3. 自己旅行就是自拍技術要很好吧
4. 去捷克找趙美淇

1

2

1. 墨爾本野生動物園區親切的導覽們
2. 紐澳戰爭紀念日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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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系

詹政嘉
能買學生票，票價可是 local 的兩倍，而且司機很

手計畫，收集資料，到出遊，每個階段都是給自己

個性化，可能會開到一半失蹤，或是不高興就罷工

累積經驗的機會。這一趟國外生活經歷 , 體認到

( 雖然大部分司機是不錯啦 )。基本上交通算是便

不同文化與經歷 , 讓我確信這趟旅程是無價的。

捷克查爾斯大學

利，學校也離市區不遠。但市區不像台灣越夜越熱
鬧，這裡的人很注重晚間與家人的相處時間，所以
到了晚上市區會呈現空城狀態，與台灣格外不同。
這裡的人基本上都很和善，認識不認識都會與你
熱情搭話，讓人感覺很容易親近。
來到澳洲，當然不能只待在同一個地方。利
用少許的假日時間，也到了其他地方觀光。每個
城市各有不同特色，當我到墨爾本時，深深理解到

當初很高興的申請到捷克查爾斯大學，剛到
達捷克，由於人生地不熟，捷克當地人對於英語相
當的不友善，導致一開始有點彷徨無措，後來透過
關係認識了其它在捷克的留學生，經過他們的幫
忙才能在開學前適應。

為何澳洲人這麼注重水資源的問題。從飛機上往
下看，就看只看到一堆荒野加上少許的綠洲，落地
後，深入內陸更是如此。墨爾本給我的感覺是一
個古老保守的城市 , 相較之下，雪梨是個新穎開放
的城市。還記得去到墨爾本的第二天，氣溫飆破
40 度，就像是在洗免費桑拿浴似的 , 差點蒸發在
路上 ( 澳洲氣溫有時會破 40)，讓人印象深刻。在
下一次的旅行中，個人計畫是把澳洲東岸的世界
遺產看一遍，希望不只是能到更多知識，而是親自
去體會，增加人生經驗。在每一次的旅行都像是
多讀了一本書，也多給了自己一個新的挑戰，從著

這是去參加由國際學生舉辦的 Party，由各
國的國際學生介紹各國鄉土民情跟特殊文化，雖
然這次的主題國家沒有中華民國，但是提到台灣，
每個朋友都知道台灣在哪，以及我們與中國的相
對關係，讓我感到相當欣慰。
這是由當地一位音樂系的留學生舉辦的小聚
餐，讓在異鄉的我們享受過節的氣氛。

3. 與外國同學於跨海大橋的合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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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學生在捷學生會的中秋聚餐
2. National party
3. 小年夜聚餐

1
2

3

203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政經系

ᚒԳಧ

政經系

陳郁芬

張堉楷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英國桑德蘭大學

Sunderland 市位於英格蘭東北部，坐落於

買到和國內一樣的食品和調料。學生也可程輕軌

Wear 河入海口處，該市是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 -

Metro 30 分鐘，到紐卡斯爾市的中國城購買自己

華盛頓的故鄉。桑德蘭曾經是英國北方造船業的

需要的中國食品，價格都很合理。另外，學生可辦

中心，如今則是以玻璃研究和玻璃製造業聞名全

運動卡，去學校的運動中心鍛煉身體，配有健身房，

歐洲，英國國家玻璃中心緊鄰英國桑德蘭大學 St

也可以打籃球，壁球，乒乓球，游泳等。以及由學

Peter 校區。英國屬海洋性氣候，Sunderland 靠

生會組織的 60 餘個俱樂部，市中心有一個大型

海，常年氣溫在 0-20 攝氏度之間，整體來講氣候

室內購物中心、2 個劇院和影院、電影院。

宜人、但多雨，南北溫差相差不大。乘火車僅 4 小
大家為了即將結束的第一學期拍張團體照。

時即可直達英國首都倫敦，距英格蘭北部重鎮紐

國家玻璃中心就坐落在桑德蘭，我們可以去

雖然我就讀語言學校，但是收穫卻不比正式課程

卡斯爾市僅 30 分鐘車程， 也有輕軌 Metro 往

參觀，觀看玻璃工藝品的製作過程，而且還有人邊

的同學少。對我來說能夠認識新朋友和新文化，也

返於兩座城市之間，乘坐輕軌 Metro 僅 1 小時可

做邊講解，看看你能聽懂多少。想到英國，很多人

會使我增廣見聞。大家互相鼓勵與學習，一起從失

直達紐卡斯爾國際機場， 距離蘇格蘭首府愛丁堡

就會想到足球，其實很多人一開始知道桑德蘭也

敗中成長、一起學習新的知識，這樣子的學習，使

只有 2 個小時火車車程，交通十分便利。

是從足球開始的。這裡有全英十大球場之一的光
明球場，定期會組織足球聯賽，英國桑德蘭大學職

我相當的快樂。
英國的城市不同於中國，各個城市之間的差

業服務部門可幫助學生申請，在有足球比賽的時

距很小，小城市可以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基

候，學生可以到球場打工。 曾經歐洲第一大購物

本設施十分齊全，你在 London 可以看到的商舖

中心 Metro Centre，現在好像也是第二大，在紐

（ 除一些高檔奢侈品品牌）在 SUNDERLAND

卡斯爾，從桑德蘭坐火車 20 分鐘即到門口。幾乎

你也都可以看到。當地的住宿費用較其他南部大

英國所有衣食住行的品牌都在這裡了，夠你逛上

城市具有明顯的價格優勢，由於 Sunderland 是

一天的，聖誕節過後會打折，一定要來這裡血拼。

一座大學城在各個生活區域均配有免費校車，大
大減少了交通方面的費用。此外，在市中心有兩
家中國超市，對於中國學生來說相當方便，可以

在 IUP 的十月，有一個很重大的活動，就是
Home Coming。這一天不管是學校或是街上的
人們，大家都會大肆慶祝。早上在街上會有遊行，
下午在學校有美式足球比賽。照片中所拍攝的就
是美式足球員們準備進場的畫面，學校樂隊和啦
啦隊會排排站好，並迎接球員們入場。這場比賽對
我來說相當的有意義，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
見美式足球比賽，是一種體驗文化很好的機會。

這是我在 IUP 參加的其中一個社團。我認為
參加社團，對國際學生而言是有益無害。這個社
團會幫參加者與在美國當地的家庭做配對，使國
際學生能夠更加體會美國人的生活。我的配對家
庭是有兩個可愛的 Home 媽。他們常常邀我們去
家中吃飯、聊天、玩遊戲。這是差不多快接近聖誕
節時，受邀去其中一個 Home 媽家吃飯時所拍的
照片，而後面的聖誕樹是真的，著實的令我感到驚
訝。

1. 班級團體照
2. Home Coming
3.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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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系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林詩萍

郭宇璇

捷克查爾斯大學
克菜的省錢方法 !

大三出國留學為我的大學生活增添許多與一

雖然沙加緬度是我去過所也城市中最沒有特

348 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兼波希米亞國王

般台灣大學生不一樣的經驗，沙加緬度在食衣住

色的城市，因為沒有很多休閒娛樂，但是因此假日

查理四世創辦了這所大學，一開始就將它命名為

行各方面都與台灣大不相同，再加上我住在寄宿

可以專心念書，學校也提供很多良好的讀書環境

“Charles University＂。 665 歲 的 Charles

布拉格是台灣熱門觀光景點，想要知道關於

家庭，所以我有更加不一樣的生活嘗試，在食方面，

供選擇。在沙加緬度的語言學校真的提升我的英

University 並沒有所謂的校園，而是一棟棟散佈

捷克好吃好玩的資訊可以善加利用網路，所以想

因為寄宿家庭的因素，我可以嘗試道地美國食物，

文能力，我這一年很幸運的遇見很多熱情教學的

在布拉格市中心的古老建築，上課就像在古蹟裡

與 學 弟 妹 分 享 在 Charles University 要 注 意

Home 媽也很用心觀察我喜歡的食物，常常為我

老師，所以我的英文能力真的有很大的進步，以前

跟老教授學習魔法學的感覺。地鐵、火車、輕軌、

的 事。 想申 請 Charles University 的 方 法 有

多準備，而且家中有許多食物可以選擇，所以我在

我在英文方面很沒有自信，但是現在我可以用英

巴士交織而成的 24 小時交通網讓布拉格成為了

分兩種，第一種為參加交換生徵選，第二種為自

吃的方面很方便也很便宜；在衣方面，因為沙加緬

文交到各國的朋友，語言學校雖然功課量真的很

一座不夜城，就算學生們狂歡到凌晨也可以搭乘

費生申請。我是利用自費申請這個管道，所有的

度平時真的休閒活動不多，所以假日活動大概都

多，但是都是真的可以幫助我學習。

大眾交通回到宿舍。另外捷克雖然已經成為歐盟

資料皆為自己處理完成，申請表可以上 Charles

會員國，但因為使用歐元會導致人民無法負荷，因

University 的學 院 網 頁 下載，完成申請表 上 所

此捷克至今仍使用克朗。可以先在台灣換好歐元，

需要準備的附件，再利用電子郵件寄給 Charles

再來當地的兌換所兌換。

University 的國際辦公室，最後會收到入學通知

是到處逛街，有 Outlate、還有許多 mall，所以衣
服方面也有很多選擇；在住方面，寄宿家庭提供乾

這一年的國外生活，我有很多不同的經驗，我

淨的環境，我的房間是家裡的二樓，我有單獨的衛

為自己訂機票、訂飯店，為自己安排行程出遊旅行，

浴空間及單獨的房間，所以寄宿家庭很舒適，加上

所以我在這一年玩了許多美國西部的城市，北到

寄宿家庭每個成員都很好相處，周末可以一起看

西雅圖，南到聖地牙哥，也到許多國家公園參觀美

Charles University 的附屬宿舍總共約八

部分可以上網查詢，很多人皆有分享詳細的申請過

電影，弟弟也會用音樂歡迎我回家，寄宿家庭真的

國自然環境之美，這些都是在課程結束後的假期，

區，我住在最大也是最新的 Kolej Hostivar 。這

程。Charles University 國際辦公室會告知申請

給我很多美好的回憶；在行方面，沙加緬度有公車、

因此這一年的美國生活真得在我的生活中增添一

間宿舍是由 6 棟大樓以櫃台大廳為中心呈放射性

者何時為新生訓練周，在這週前幾天到就可以了。

輕軌系統，每個小時都有一班或是兩班次，而且我

筆不一樣的經驗，在這些經驗中也讓我學習很多，

狀排列而成。配給國際學生的房間很大也含衛浴，

Charles University 有提供自費生免費的捷克

有自己的腳踏車，所以更加方便，到很多地方可以

不管這一年發生的好是或是煩惱的問題都會是我

雖然房租貴了點，而且為清潔服務做得相當好。推

文課程，想選修的同學可以向國際辦公室詢問。選

利用腳踏車，我曾嘗試騎腳踏車到市中心，也很方

最棒的記憶。

開門迎面而來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我們喜

課系統與淡江大學的大同小異，皆可以在線上完

便，而且美國有專門為腳踏車設計到專用車道，所

歡在小到不行的廚房煮飯，在一起坐在走廊上分

成加退選以及學期末教授會把成績上傳到網站上

以在美國騎車比台灣還安全。

享自己的家鄉菜，規劃著我們下一趟的旅行要去

（新生訓練周會有詳細地介紹）。總而言之，有任

哪。 宿舍附屬的學生餐廳在平日的中午十一點到

何的問題 Charles University 的 International

下午兩點有提供便宜的學生午餐，是吃到道地捷

office 都會很熱心的為每一個國際學生回答。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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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與 Homestay 到餐廳吃飯的照片
2. 我與老師與同學的合照 (level 6)
3. 我與韓國同學到 Standford University
4. Seattle
5. 洛杉磯 - 蠟像館

單。接下來的就必須趕快申請繁雜的簽證手續，此

1

2
3

1. 很享受跟大家一起出國玩
2. 宿舍隨便揪一揪就是一團
3. play hard,but study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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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宇涵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個教授都有一套自己的上課模式，有些只需要交
paper，有些需要口頭報告加期末考 ... 最特別的
是，他們的考試可以補考兩次，意思是總共有三次
考試機會，這三次都是獨立的成績，意思是如果你
第一次考了 55 分，第二次 65 分，那麼你的總成
績就是 65 分，不會因為你補考而成績被打折，對
有些學生來說是不太公平，但有些反之。所以在第
一堂課時，如果教授沒提到你想知道的部分的話，
不要緊張害羞，舉手問她，他都會很樂意回答你。
金門大橋是舊金山的地標，連接了舊金山北

最後記得拿成績單“正本＂回學校底學分優！如果
要提早回國，可以跟國際辦公室聯絡，他們會將成

端與 Marin city 以及漂亮的小漁村。Sausalito.

冬天可以到距離舊金山不遠的 Lake Tahoe
滑雪。

績以郵件的方式寄到學校或家裡。 最後，一年的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我認為要做好準備再出國，不
要渾渾噩噩地把這一年給浪費了！

圖中的愛心是位於舊金山市的聯合廣場四個
角的愛心裝置，上面的圖案每過一段時間就會變
得不一樣唷。

1
2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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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門大橋
2. 聯合廣場
3. 太浩湖
4. 車票
5. 超好吃舊金山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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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尹

辛以琳

紐西蘭懷卡特大學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這將近一年的紐西蘭生活，對我而言像是一

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價值觀或文化差異。發現有

現在回想起來出國的這一年，真的覺得時間

我覺得美國教授很容易接受同學各式各樣的回答

場好長好長的夢。我的收穫非常多，不單單是語言

些國家其實沒那麼討厭，但也發現有些國家其實

過的超級快。我是在 2012 年 8 月 1 號搭飛機到

跟答案，有時候有一些題目我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方面的成長，我想這一年的時間對我來說，並不只

沒那麼友善。從前不善與人交談的我，也漸漸能

舊金山，在經過了將近十個月後又回到了台灣。到

但教授會很鼓勵學生寫出自己的想法，他們覺得

是要把英文學好；還有一些我缺少的態度和方法，

夠放開心胸，主動去找人交談或是參與活動。參

了沙加緬度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覺得說也太熱了吧，

有自己的想法是更重要的。我覺得我很喜歡他們

像是能夠冷靜的處理困境、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與學校的活動不但能增加自己的經驗，也可以增

才在那裡過了一個月，我就已經曬到不行，整個變

這樣的上課跟考試方式。除了學校很大之外，它提

一件事情、更懂得體諒和體貼別人等等。

加和外國人的互動，進而讓自己的英文來一場實

超黑。我覺得沙加緬度是一個很安靜的城市，治

供給學生的服務真的是蠻多的，我們的學生證讓

戰演練。這一年的生活，我學會比以前更獨立。

安也蠻不錯的。那邊沒有什麼夜生活，但是有一種

我們可以在沙加緬度地區免費搭乘公車和輕軌，

出國唸書的經驗，一生當中說不定沒有第二

很優閒的感覺。到了八月底快要開學時先去學校

真的是蠻方便的。在學校裡也有一個很大的運動

次了。所以在學習之餘，我覺得認識紐西蘭也是非

探勘了一下，覺得實在是比蘭陽校園大了不知道幾

館，學生可以在任何時候去運動，裡面的設施真的

常重要的。跟當地人做朋友、和 homestay 的經

倍 ! 而且我必須參加交換生的新生訓練，我那時候

很齊全，而且還有提供不同的課程供學生選擇。

驗都能夠讓我更貼近紐西蘭的生活，體驗紐西蘭

超緊張的。但還好在那交到一些新朋友，包括一些

當地的食物、特殊的口音、紐西蘭人特別的習慣等

淡水本部的交換生。一開始大家都是搭公車上學，

我聽朋友說沙加緬度是美國樹木第二多的城

等。另外我利用假期安排過好幾次的旅行，這個溫

但到了第二學期，大家開始走路去學校，其實還蠻

市，平常一般人不可以自己亂砍樹或種樹。在學校

帶國家有著和台灣截然不同的風景、對自然環境

近的，大概二十分鐘就可以走到了。在蘭陽校園很

裡也有很多的樹，很多學生會在空閒的時間在樹

尊重和保護的態度、紐西蘭人輕鬆悠閒的生活步

難有機會可以走一段路去上課，所以我覺得我還

蔭下睡覺、休息或吃飯聊天。除了上課，放假的時

調。冬天，我第一次嘗試到零度以下的溫度、第一

蠻享受這種走路上學的日子。

候也去了不同的地方玩，我去了舊金山還有洛杉

次到雪山、第一次滑雪；夏天，在純淨無汙染的清

磯。兩個地方都蠻好玩的，但我最喜歡的是舊金山，

澈湖邊海邊玩水，感受晚上睡覺還是要蓋毛毯的

一個學期我必須要選滿至少十二學分，所以

因為它的天氣一直都是涼涼的，不像沙加緬度一

夏天。我認為這一年除了書本之外，很多經驗是更

我選了一些跟我科系相關的科目，但有一些是我自

樣那麼熱，在那邊主要是逛街比較多。在洛杉磯

難能可貴的。

己比較有興趣的。我覺得美國的教授都很好，他

的時候去湖人隊的球場看了一場比賽，然後去了迪

們都很歡迎同學上課舉手發問，或跟他們預約辦

士尼 ! 我真的超喜歡迪士尼，所有的一切都感覺很

總之我認為不管是實質或是心理層面，我想

公室時間面談，還有他們最常是收信件回答學生

夢幻。可惜我沒有機會去佛羅里達，那裡有世界上

在這一年當中都獲得很大的提升，增加國際觀或

的問題。美國教育跟台灣教育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最大的迪士尼世界，是加州迪士尼的五十倍大 !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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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想到紐西蘭就會想到羊
2. 第一次滑雪
3. 學校生活

211

ᚒԳಧ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୶ѯ̂ጯᜋว७
̂ˬ઼ጯ̶ֳ͕

ᚒԳಧ

政經系

梁

郁

英國女皇大學

覺得加州的稅有一點高，不管是衣服或是食物，都

首先，我要好好感謝所有幫助我成行的師長、

挑戰了自己不敢做的事情：課程、食物、交際等等；

有一點貴。在沙加緬度有一支 NBA 球隊，Kings,

朋友以及最愛我的父母。對不起，因為我的任性而

發現這裡的學生每一個都會思考很多問題而且國

我在上半年的時候就看了好幾場的比賽，這也算

造成你們許多作業上的困難；謝謝你們，因為這一

際視野並不小、聊艱深的政治議題到昨天誰喝過

是在沙加緬度少數的娛樂活動之一。

趟回家真的收獲很多，任性的二十歲的成年禮，很

頭出糗都行；體會了沒日沒夜只為了把 Essay 寫

值得。 是的，要我說為何要這麼任性地來到這個

完、大家都窩在圖書館一起唸到半夜的生活；做

總而言之，我覺得這一年出國真的是收穫很

幾乎沒有人知曉的地方唸書呢？我只能跟給你們

到自己獨自去倫敦、愛丁堡、都柏林的自由旅行；

多，除了在課業上，在其他生活上也有更多的學習。

一句答覆：「這裡是我的第二個家鄉，我想要回來

還有英文的聽說讀寫終於讓我跨過去那個門檻，

可以自己處理更多的事情。平常除了周末會出去吃

看看這裡變成什麼樣子，我想要如我的父母當年

果然還是需要一點環境的要素；廚藝技能提升很

飯外，基本上周間都要自己煮飯來吃，感覺自己的

在這個美麗的校園中念書，還有想要挑戰自己到

多 ...... 等等，還有好多好多事情。總結一句：幸好

廚藝真是進步了很多。反正我覺得美國是一個很

底還能做到什麼程度。」對我們家而言，大三出國

我任性的來這裡唸一年書，雖然就要離開了，但這

不錯的國家，要是有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再去美國

是預料之外的，但藉由此機會先回來這個地方適

一年不會只是空白的，因為我獲得許多從來沒體

玩的，或許還會考慮定居 !

應並且替未來是否還要再回來這裡唸書，這是我

驗的經驗，也讓我更發現自己的不足。

們家所討論出來的結論，所以就陪我一併任性一
我一直在思考自己這一年出國到底有沒有比

次了哈哈，謝謝你們（笑）。

出國之前還更成長了些，或許有吧，但我卻覺得我
其實我的學校生活還蠻多都有打在部落格

還有許多的不足，不甘心，還想要再做更好。北愛

中，有些還沒打，畢竟在準備寫報告（這大概是大

這裡真的是我的幸運地，給我狠狠地打擊之外，也

，
家對我的印象了，三不五時都在唸書寫報告哈哈）

給我了自信再一次反擊。這樣說有點模糊，不過，

又加上寫完之後就很懶得繼續打字，一直拖延真

如果沒有來這裡，我似乎還只是停留在以前的自

是不好意思。那麼來簡述一下吧，這一趟出國留學

己吧，雖然我現在還是沒什麼自信說自己是好到

的小小心得：認識了來自各國來這裡唸書的學生；

那裡去，不過比較敢去嘗試就算是最大的收獲了吧

體驗了很不適合自己的外國交際生活；被扎實的

（笑）其他的心得我還是會寫一份記錄在部落格

教學嚴重驚嚇到、還有小班制的家教課也很沖擊；

啦，再到那裡去慢慢看吧，我們台灣時聽我閒聊也

1. Life in Belfast, Northern Ir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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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系

黃奕盛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行～ 總歸一句：這一年二十歲的成年禮，謝謝大
家包容我的任性，我很感謝我有這一次機會，再度
回來北愛並且在這裡唸書。發現自己還有很多的
不足，還可以去挑戰更多事情，想一想就很興奮。
See you all in Taiwan ！

我就讀的學校是加州大學州立大學長堤分
校，剛抵達學校的時候非常興奮，常常自己四處亂
跑逛逛。

第一次去海邊的時候特別開心，我和朋友們
去了附近海灘玩水，第一次在國外的海灘超開心。

上課的時候我們踴躍發言，老師上課都很輕
鬆但不隨便，所以上課都很開心。

214

2

3
4
5

2. 我的第一學期做了些什麼呢？
3. 第二學期之五四三
4. 唸書唸書，就算很累也要堅持住！
5. 這一趟出來我最愛的姐妹們！

1. 這是我去的學校，金字塔建築是我們學校的體育場。非常漂亮。
2. 這是海灘的入口，進去之後人越來越多。
3. 同學對我扮鬼臉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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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瑋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長堤分校

張芷瑀

紐西蘭懷卡特大學

在出國之前，對於學校這樣的一個政策其實

得這樣很沒出息，但現在語言學校的日子卻是我

並沒有好感，甚至還蠻排斥的。我在 2012 年 7 月

最珍貴也最珍惜的回憶。在語言學校我認識了可

分的不捨，還是得獨自提著行李前往一個既熟悉

8 日出國，也將在今年 2013 年 7 月 8 日回國。會

能是這輩子最好的朋友，因為大家的國籍不同，語

又陌生的國度 - 美國。

有這樣的安排，其實就是真的捨不得回去了。我愛

言不同，文化不同，溝通和交流是很有趣的。也因

紐西蘭 ! 我愛這一年發生的一切和經歷的人事物。

為這些朋友，在紐西蘭的日子開始璀璨了起來 ! 我

時光飛逝，一轉眼已學成歸國了。當初與家人
在機場道別的畫面卻依然歷歷在目，心中雖有萬

贏得了比賽，且林書豪的表現十分出色，真是沒有
白費了我的口水，不負我望啊 !

們一起體驗了很多紐西蘭的文化，紐西蘭各式各

2012 年 11 月 22 日，這一天是我 21 歲的生
日，正巧也是美國四大節慶之一的感恩節。這也

這一年對我來說，本來以為是很漫長的 ! 但

樣的活動，一起認識了當地的紐西蘭人，玩遍了幾

是我第一次參與美國家庭的聚會，學習到了許多

其實一眨眼，一年就過了。不得不說，在這一年裡

乎整個紐西蘭。很多人說紐西蘭的英文和正統的

西方文化與我們東方人之間的差異。而我在入住

要自己在國外生活真的很辛苦，任何生活上的打

英文不一樣，很奇怪，但我認為這就是紐西蘭的一

homestay 的第一天時，與 host family 閒聊時

裡都要自己來，真槍實彈，要是搞砸了什麼，可真

部分，而我也很享受他的不同，讓一切都很有趣。

所提及的生日，沒想到他們居然記得，還替我準備

的是沒人救得了你，尤其是在紐西蘭。說實在的剛

而從 2013 年二月到六月，我通過了雅思考試，上

了一個手工蛋糕，那是 home mom 的朋友親手

來紐西蘭的時候很不適應，第一是交通，在台灣交

了大學，雖然課程的安排和之前在蘭陽的時候是

做的，蛋糕上有許多美國著名的地標，只不過蛋糕

通工具這麼發達的地方，一到這裡才是慌張；他們

天壤之別，課程時間很鬆，本來以為個人時間很充

上的國旗 ... 算了，寄人籬下還是不要掃大家的興

的公共交通並不發達，因為這裡人並不多，而每個

裕，但完全想錯了。我修了三門課，兩門和自己科

好了 ~

在地人也都幾乎有一台車，所以沒有車的我們在

系有關，另一門則是自己有興趣的科目；這大學的

這裡像個瘸子一樣哪裡都去不了，連要去超市買

體驗實在是讓人又愛又恨，僅僅三門科目，已足夠

身為籃球迷與籃球校隊一份子的我，好不容

個東西都要事先確定好公車的班次，在扛著大包

占據我一整個禮拜甚至還不夠，其中一科老師給

易來到了美國，怎麼會錯過 NBA 呢 ? 寒假時到了

小包走好大一段路到回程的公車站牌，好辛苦 ! 第

的閱讀範圍，可以讓我讀一整個禮拜，但還有其他

波特蘭旅遊，恰巧碰上了當地球隊拓荒者隊與休

二是這裡的網路，更是不能跟台灣相比，網路有流

兩科要負荷，老實說撐到現在我覺得我自己已經

士頓火箭隊的比賽，而火箭隊中的台裔美國人 - 林

量的限制，速度也是非常的紐西蘭，於是在這裡的

做到了。這裡的大學生，和國內真的有差別，大家

書豪，當然是我們這次比賽中重點支持的對象。雖

生活真的很清靜啊。但這樣的生活在認識了一些

很踴躍的表達自己的意見，在課堂上的討論聲是

然身在敵方陣營，周遭圍繞的都是當地球迷，我們

不可多得的好朋友之後好轉了很多。從來的七月

以前在學校不可能體驗到的。而也因為這樣，我必

依然冒著被打的風險吶喊加油。所幸最終火箭隊

到二月，我就是在語言學校修習語言課程，當初覺

須非常專心，要不然馬上就跟不上大家意見的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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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機場與家人的照片
2. 於 homestay 與 host family 共度生日和感恩節
3. 於波特蘭玫瑰花園球場觀看 NBA- 拓荒者隊與火箭隊的比賽

1

2

1. 到處都是魔戒拍攝地點
2. 語言學校老師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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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系

黃章庭
動，但不得不說，這樣的課程真的很有趣呢 !

美國天普大學

坐了 10 幾個小時的飛機之後，我終於抵達美
國，到美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公寓的辦公室

出國前，給自己力了一個目標就是希望自己可

完成入住程序。這時候我才體會到美國人的辦事

以真的像個大四學長姐一樣，是個有內容的學生，

效率真的很差，跟我一起申請公寓的朋友竟然沒

並且在人格方面要有一定的成長。而這樣的一年

有房間住，我們在等了 2、3 個小時之後才把她的

就快要過去了，轉眼間在一個月就要回國了，我不

房間安排好。

知道自己的成長是否不會讓自己失望，但我想我肯
定自己這一年的所做所為，我不後悔出國的這一

在美國眾多的長假中，我與朋友一起到了芝

年，反而很感謝，感謝有這個機會讓我體驗這些各

加哥旅遊。芝加哥的環境真的很乾淨，在當地你會

式各樣的生活。最後我想說，紐西蘭看似無聊，但

感覺到很不一樣，在當地你會不自覺得放慢自己的

真正去體驗是很值得的 !

腳步，在芝加哥我和朋友每天晚上都欣賞著美麗
的夜景，芝加哥真不愧是有百萬夜景之稱的城市。
放寒假時，我和朋友決定去拉斯維加斯迎接
我 們 的 新 年，我 和 朋 友 在 2012 年 的 到 數 3 天
抵達這座不夜城。在這裡你會覺得白天就像是一
座荒城，人們只有晚上才會開始出沒，並且活動
到隔天的早上 5 點多，在拉 斯 維 加斯每間賭場
都有 buffet，在 這 裡的每個人基 本上餐 餐 都吃
buffet，這裡真的是超棒的 !

3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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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參加了聖誕節的陸跑活動
4. 第一次滑雪
5. Homestay

1

2
3

1. 公寓裡的中庭
2. 芝加哥的百萬夜景
3. 超級暈人的雲霄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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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煒祥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沙加緬度分校

我就讀的學校是加州大學沙加緬度分校，選

而且加州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大的有點超乎我

物、逛 Facebook 或是玩線上遊戲，這完全跟台

我真的很喜歡美國的天氣，不像美國的天氣，台灣

這個學校的動機只是因為沙加緬度有個 NBA 的

的想像，因為在校園裡面竟然有棒球場、美式足球

灣學生一模一樣。然後正式課程幾乎是不點名的，

的天氣總是濕熱，美國的天氣相對的乾熱。就算

球隊，雖然沙加緬度國王的實力非常不好，但是票

場還有很大型運動館，我們可以在體育館裡健身、

這也跟我們學校完全的不一樣，淡江的課每節都

在夏天也不會感受到很不舒服的感覺，如果未來

價卻是相對的便宜，所以我蠻喜歡沙加緬度這個

打籃球或是踢足球，可以做各式各樣的運動。在學

點名。

有機會的話我相信我一定會再去美國，也有可能

城市。沙加緬度位在加州的中部，天氣異常的炎熱，

生中心裡也可以打撞球或者是玩電視遊樂器，這

而且不常下雨，但是位置在加州的中部卻是一個

些都是在台灣大學裡面享受不到的東西。而且收

去美國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看湖人隊比賽

交通很方便的地方，因為如此一來想去哪邊都是

費也很合理，加入會員一個月只要 30 元美金，如

跟去迪士尼樂園。湖人隊的主場球館真的只有 "

蠻近的，一開始來的時候我很不適應這邊的天氣

果是正式學生，使用體育館設施都是免費的。而且

讚 " 可以形容，完全不是台灣的運動館可以比擬

還有物價。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東西都吃很少，但是

常常有一些比賽，就算我沒有隊友我也可以進去

的。比賽的內容也是不同的一個層級，讓我見識到

後來漸漸熟了之後，找到了許多賣中國菜的超市及

體育館登入，然後系統就會自動幫你找到隊友。美

的完全不同的比賽。雖然票價非常的貴，但是我覺

餐廳，然後也漸漸的嘗試各國不同的料理，是個非

國人對於外國人包容性也蠻大的，因為亞洲人身

得貴得物超所值，一生去過那個球館一次真的是

常不錯的經驗。而且一開始在沙加緬度也沒認識

體對抗性還有身高很明顯的不足，但是他們也很

不虛此生。然後迪士尼樂園就是從小就有的夢想，

什麼人，所以平常時間算是蠻無聊的，但是去上課

少會有抱怨我的們，我常常跟美國人一起打球，感

我從小就看迪士尼的卡通長大的，所以可以去到

之後發現班上的人都是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的

覺真的不錯，這也是在台灣感受不到的。美國學校

迪士尼樂園真的非常的有趣，裡面一堆的小孩跟

人，我們都是在沙加緬度學習英文，所以相對的來

的教育方式也相對的開放，有一次一位阿拉伯人

一堆的帶小孩的車，這是在台灣完全無法想像的

說就有話題可以聊。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上課時

完全沒有準備就上台報告，他的理由是說他想訓

場景，但是在那裏面我可以看出美國的貧富差距，

間過得非常的慢，因為沒什麼認識的人，所以上課

練他的反應能力，美國的教授竟然也覺得沒關係。

去迪士尼樂園的大多都是白人，很少有看到黑人。

變的只是例行公事有點乏味。但是過了兩個月之

要是這發生在台灣，我想那個學生應該一定被當

或許這就是社會的殘酷。雖然洛杉磯是個非常不

後，我認識了一位男生來自越南，或許是因為我們

掉了。難怪美國會是世界的強國，他們的想像力真

錯的地方，但是我最喜歡的城市是舊金山。我非常

年紀相仿的原因，我們總是有很多話題可以聊，也

的挺豐富的。然後我也曾到正式課程去參觀，其實

喜歡舊金山的天氣，一點都不會熱而且許多人來自

因為他有車的緣故，我們常常一起出去吃東西或

美國學生跟台灣學生真的大同小異，很多美國學

不同的國家，我跨年的時候就是在舊金山度過的，

是購物，也會一起聊天，這樣使我的英文進步的比

生在上課的時候也會只做自己的事情，完全不理

煙火或許沒有台北 101 那樣的絢麗，但是這是第

較快一點。

會教授講課，有些學生在上課的時候甚至上網購

一次的體驗，所以真的非常有趣。待過美國之後，

會住在這邊。

1. 國王隊比賽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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