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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緣起 Origin 

本身是英文系，卻對英文對話很沒自信，因此一直希望自己能到英語系國家

練習英文口說和增加自信，很幸運的，文藻每一個學期都會提供許多交換生的機

會，在觀看許多校友的留學心得後，出國交換的想法一直留在我腦海裡，剛好朋

友也想出國體驗，於是我們開始一起準備所有的交換過程。 

準備交換的過程並不簡單，想起要面試前，我準備了至少有 20 道題目，也

不斷的找朋友練習，結果整個面試過程並沒有問到我所預設的練習題目，反而是

考臨場反應，問了一些生活上可能會發生的問題，如何去解決，例如我被問到到

了國外如何和其他同學破冰聊天，面試時老師有說英文也有說中文，雖然很緊張，

不過過程蠻像在聊天的。 

在順利撕榜後，真正的噩夢才要開始。除了買機票，到美國交換還需要辦美

簽，以及注射疫苗。美簽需要填一些複雜的表格，好險網路上能查到許多人的教

學，在面試之前需要先繳兩個款項，而面試地點只有在台北，因此建議要趁早準

備。 

學校有規定要施打幾種疫苗，剛好那些規定的疫苗都能在聯合醫院完成，方

便且省時；而學校的健康檢查表單可以在學校網站中找到然後把它列印下來，帶

著那張紙到醫院給醫生就行了。 

 

II. 研修學校簡介 Introduc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學校旁邊的史東姆湖) 

BVU 位於美國中西部愛荷華州的史

東姆湖鎮(Storm Lake)，在入學通知單

上會提供免費接駁車的時間，在出發之

前我們需要先向學校預約接送時間，從

奧瑪哈機場到學校大概有兩個半小時的

車程，整個路程會經過幾個小鎮，不過

大部分都比較荒涼，即使如此，沿路的

風景非常的美，藍藍的天和綠色的草，

和高雄的景色非常不同。 

史東姆湖鎮雖然非常小，那裡沒有百貨公司，也沒有什麼娛樂場所，但能買

到所有生活必用品。從學校走路大概十到十五分鐘就能到達鎮上最熱鬧的街上，

那裡有餐廳、麵包店、服飾店、電影院還有小超市，若是想要到比較遠的沃爾瑪

超市也能向學校申請專車，或是搭朋友的順風車。鎮上還有亞洲超市和亞洲餐廳，

只要有空我們就會走去吃，解我們的思鄉之愁。 

一到達 BVU，就能看到下面這張照片的拱門，在 BVU 有個特別的習俗，那

就是在入學典禮時，學校的教授會帶領所有的新生以及交換生穿越這個拱門，但

在畢業之前不能再次穿越它，不然很有可能會延畢。 

        (學校裡面的拱門)                   (到鎮上採購及熟悉環境) 



 

學校非常照顧交換生，在開學之前我們需要參加五天的新生訓練，在這五天

裡，會有老師和同學來幫助我們熟悉學校以及鎮上的環境，幫助我們選課以及購

買書籍，我覺得在選課方面老師和同學都非常的有耐心，他們會依照你的喜好推

薦你課程，若是遇到甚麼問題，他們也都會盡快、盡可能地幫助你。 

BVU 有個很像 LDCC 的地方叫 CAE(Center for Academic Excellent)，遇到任

何課業上的問題都能到這邊尋求幫助，像是如果有課業上不懂的地方，或是想要

確認文法或報告的格式，他們都很樂意幫助學生。 

在 BVU 的學生證裡面已經有一些錢，要吃飯時只要帶著學生證去感應就能

進入學餐，這張卡不只能去學餐，平常要是到學校圖書館旁邊的咖啡廳也能使用

這張卡購買食物，若是需要影印，在學校網站上輸入學號密碼就能列印，要是卡

裡面的餘額不足也能到學校辦公室去儲值，除非很常到咖啡廳買東西，否則餘額

通常都很足夠。 

 

III.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Courses You Took 



在 BVU 有 17 學分的修課上限，我總共修了 14 學分，其中 10 學分是交換

生 的 必 修 課 ， 包 含 English writing,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ternational seminar 和 American culture。在這裡的上課時間和台灣有些

不同，若是三學分的課就會排在一三五各一個小時，若是兩學分的課則是安排在

星期二和星期四。雖然我認為上一個小時比一次上三個小時更能專心，但還是很

有壓力，因為老師可能每一堂課都會派作業。 

由於 BVU 的學生不多，因此大部分的班級都是小班制，我修的 6 門課中，

每一門都不超過 20 個學生，因此老師能夠立即關心到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這

邊的上課模式也很不同，在有些課堂中，老師主要會問學生問題或是讓學生提出

問題，然後針對問題來討論，跟在台灣聽台上老師上課很不一樣，對比不太提問

的我，其他當地同學都相當的踴躍。因為上課主要是在討論，因此自我復習和預

習非常的重要。 

在我所有的修課當中，我最喜歡的課是 American culture。這堂課只有短

期來交換的學生能夠參加，其他當地學生或是來留學的學生都被禁止，目的是為

了讓短暫停留在美國的我們能有更多的體驗及更好的上課品質。在課堂中主要是

講解美國的文化歷史，以及他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另外比較特別的是這堂課除

了室內教學，教授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安排一個 Field Trip，讓我們除了從課文中

了解文化，也能親自去體驗並驗證課文所提到的內容。其中一次的旅行是教授帶

我們去看冰上曲棍球比賽，球賽非常刺激，速度也非常快，因為是第一次去看付



費比賽，讓我格外的興奮，也讓我了解美國人對於球賽的熱愛。 

我認為在上交換生的必修課時都蠻輕鬆的，因為教授為了不讓學生跟不上，

他們都會慢慢地跟我們講解，如果有任何不懂的地方，他們也都會很有耐心解釋。

除了必修課，我還修了一堂叫做 Relational communication 的選修課，這堂課

只有我一個交換生，老師與其他同學的講話速度都非常的快，這讓我剛開始壓力

很大，但是經過幾堂課後，我也漸漸地適應他們的說話速度了。這堂課在這個學

期總共三次上台報告、四篇書面論文，還有在每教一篇新單元前都要交一篇心得。

在寫論文當中，我學會如何運用學校資源去找資料、學會如何寫正式的書籍參考

資料，以及做出一份正式的報告；在心得方面，幾乎每個星期都要交一篇，這也

讓我學會如何適當的分配時間，雖然這堂課是我壓力最大的課，但也是讓我學到

最多的課。 

 

(與 culture 課的老師拍照) 

 

IV.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Social Life 



即使 BVU 位於鄉下的小鎮，但是校園生活一點也不無聊呢！在開學前學校

會舉辦社團展，社團的型態非常多樣，每個學生都可以加入不只一個社團。在這

麼多社團當中，我最喜歡ＳＡＢ，這個社團每個月都會有固定個活動，例如每個

月都會有免費的 midnight movie 可以參加，從學校走到電影院大概不到 15 分

鐘，非常的方便！這個社團偶爾也會舉辦 Bingo 的遊戲，地點都在學餐，因此

大家可以一邊用餐，一邊玩遊戲，獎品也都很豐富，我記得這學期有同學得到了

一台電視呢！這個社團經常還會有一些特別的免費活動可以參加。另外還有一個

社團叫做 ALPS，這個社團也是偶爾會舉辦一些活動，像是這學期有舉辦攀岩活

動，價錢只需要 10 塊美金，就包含入場費、搭車和午餐，我覺得非常的划算呢！

另外我也參加他們舉辦的觀星活動，由於學校位於比較鄉下的小鎮，因此光害也

相對的少，但我們還是開車到距離學校 10 分鐘的農場，一抬頭真的非常的讓人

驚豔，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多顆星星，那天教授也帶了儀器讓我們觀看星

球，我看到了月球的坑洞，還看到了土星環，到現在還是覺得那個景象非常的美。 

在過節方面也非常的有趣，在台灣我們很少會過萬聖節和感恩節，但是這些

節日在美國都屬於非常大的節日！例如在萬聖節的前一個月時，我們就能看到鎮

上的居民已經開始準備萬聖節的布置，而在學校也有一系列的活動，像是刻南瓜

體驗、免費的鬼屋、看影片，還有裝扮 party。感恩節是美國很重要的節日，通

常他們都會回家與家人聚在一起，若是有同學願意帶你回去，非常的建議你去體

驗看看他們如何過節感恩節，在我們去的同學家，我們吃了火雞、薯泥、四季豆



和蔓越莓醬，這些都是傳統的感恩節餐，阿姨把桌子擺飾的非常美，桌上還有蠟

燭，在我們開動之前，每個人還需要先說一段感恩的話，到同學家過節真是非常

特別的體驗。由於感恩節後一個月就是聖誕節，因此我們還跟著同學的家人到販

售樹的農場，跟著他們一起去選樹，然後把樹鋸回家中，準備迎接聖誕節的到來。

接著是聖誕節，由於我們在聖誕節前就放假了，但是學校在我們放假前舉辦了聖

誕晚會，這個晚會非常特別，大家都需要穿著正式服裝才可以參加，很特別的是，

當天的服務人員有許多的教授，甚至還有校長，被老師服務的感覺很特別^^! 

在 BVU，我發現很多學生都會參加學校的運動隊，從這裡能感覺出他們對

運動的熱愛。學校的 football 隊蠻厲害的，每次比賽時都會有滿滿的學生到觀

眾席為他們加油，雖然我看了三四次還是不懂遊戲規則，但是看著大家很有向心

力的一起為自己的校隊加油，就莫名的感動! 

在其他時候也與朋友們創造了許多的回憶，例如我們曾經向學校借了腳踏車

然後騎去沃爾瑪超市，那時候還是八月，天氣很熱，我們來回騎了一個小時，經

過那次體驗之後，就沒有了第二次。我們也會煮自己的家鄉菜給其他國家的同學

吃，例如我們曾經自己包過水餃、做蛋餅、珍珠奶茶和玉米排骨湯，這些看起來

很容易的菜餚，對我們來說並不是這麼簡單，有時缺這個食材，有時缺那個器具，

但好險我們還是做出了成功的家鄉菜與大家分享。在這學期學校設置了許多遊戲

機還有桌球，這也讓我們適時地學會放鬆，只要我們有空閒時間就會到遊戲場享

受一下。最後，這次來到美國是我第一次看到雪，因此我還邀請了同學一起去戶



外打雪仗和做雪人，這些與大家一起共同體驗的事都成為了非常珍貴的回憶。 

(與 ALPS 社團一起去攀岩及觀星) 

 

  (這學期其中一次的免費電影)              (萬聖節刻南瓜活動) 

 



 

    (感恩節到朋友家慶祝)                  (聖誕晚會) 

 

 

       (美式足球比賽)                      (和朋友一起烹飪) 

 

V.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Advantages Gained on Exchange (Please 

use bullet points.) 

1. 英文程度提升(尤其是在聽力與口說) 

2. 了解美國當地文化(飲食、思想) 

3. 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拓展人際關係 

4. 變得更獨立，如何更有效率的去處理問題 



5. 想法改變，較敢於表達自己的想法 

6. 有效率的時間管理 

7. 適時的放鬆享樂 

 

VI. 感想與建議(Overal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在去美國之前，我覺得自己很在意別人的眼光也很沒自信，但是經過一個學

期的交換，我覺得自己成長了許多！在國外，想要交朋友，想要解決自己遇到的

問題時，都必須主動開口，雖然有時候還是會溝通不良，但比起以前，我現在比

較有自信地去講英文，因此我認為這是讓我英文聽力和口說大大進步的好選擇。 

除了英文的進步，我在這次交換時也認識了來自不同地方的朋友，在與他們

的談話之中，我也了解了不同國家的文化以及思想，例如在韓國的競爭力非常大，

因為在學校的成績會影響到他們日後的工作；然而在美國，我發現大家雖然也都

有人生規劃，但他們也會適時的讓自己放鬆享樂。記得有一次參加校園裡面的派

對，當地的學生都玩得非常愉快，但我們幾個亞洲女生比較放不開，這時候有個

美國朋友一直拉著我們去跳舞，他告訴我們，不會跳舞沒關係，就算只是隨便擺

動，也不會有人笑你，他們都很做自己，不在意別人的眼光，這也讓我變得比較

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時光飛逝，一個學期一眨眼就過去了！想當初要搭飛機前，我哭得好慘，害

怕離開舒適圈、害怕自己英文不夠好不能跟上進度也害怕交不到朋友，然而在我



要離開學校時，又因為擁有了許多珍貴的回憶，不捨地哭著不想離開學校。雖然

交換過程中還是會遇到種族歧視，但是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友善，不管認不認識

都很樂意和你打招呼，在交換的這段期間，我很開心能交到美國朋友，因為他們

讓我更了解美國當地的文化也讓我學會如何表達自己的想法以及更有自信地做

自己。 

在學期結束後，我與其他交換生去了幾個州旅遊，在旅遊的過程中我發現史

東姆湖鎮的美好，由於史東姆湖位於單純的小鎮，因此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友善，

走在學校附近的馬路上，我覺得非常的乾淨也很安全；然而，在喧囂的大城市裡，

有些地方都是髒亂惡臭，而且我也曾看過有一群流浪漢再毆打人，因此，相較之

下，我覺得雖然 BVU 位於較鄉下的地方，但相信你們可以感受的這個小鎮的溫

暖與溫馨。 

 

                  (認識了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第一次堆雪人)      (和朋友一起去迪士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