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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Origin 

(可就交換生甄選準備交換生甄選準備交換生甄選準備交換生甄選準備、、、、出國前準備出國前準備出國前準備出國前準備、簽證之辦理簽證之辦理簽證之辦理簽證之辦理等準備事項進行陳述）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the preparation for exchange, pre-departure procedures, visa applic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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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該研修學校特色該研修學校特色該研修學校特色該研修學校特色、、、、接機接機接機接機、、、、報到與住宿報到與住宿報到與住宿報到與住宿等事項進行陳述）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the feature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airport pickup, check-in and accommodation, etc.)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Courses You Took 

(可就選課程序及狀況選課程序及狀況選課程序及狀況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上課情形上課情形上課情形、、、、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學習成效等事項進行陳述)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procedures of course selection, course content, class size, learning outcom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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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參加之社團參加之社團參加之社團參加之社團、、、、課餘活動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課餘活動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課餘活動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課餘活動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進行分享，並介紹交換學校之交換學校之交換學校之交換學校之生活環境生活環境生活環境生活環境、、、、住宿住宿住宿住宿、、、、交通交通交通交通、、、、飲食飲食飲食飲食及及及及各項支出費用各項支出費用各項支出費用各項支出費用等事項。）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details about the clubs you attended, social life, exchange of culture with local or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sidential life, transport, food, and living costs, etc.) 

5.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Advantages Gained on Exchange (Please use bullet points.) 

6. 感想與建議(Overal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Notes：：：： 

1. 請依規定標題書寫，但格式仍請自訂。 

Please complete the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headings regulated above, though you can make your own format. 

2. 容量限制：8MB 

Capacity: 8MB 

3. 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 

Do not include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ID number, date of birth, telephone number, and address. 



1.1.1.1. 起源起源起源起源    originoriginoriginorigin    

     我很喜歡英國這個國家，所以我很想去英國，當我得知這次交換學校裡面新增加了幾間英國

的學校時，我決定放手試試看，看我能不能有這個機會去體驗當地文化跟去歐洲國家走走看看。

我喜歡英國濃厚的英國腔，這正是英國最迷人的地方啊！！還有中古世紀遺留下來的城堡古蹟

也都是歷史巨作啊！一開始準備的書面資料，

由於是要網路 e 化的 e-profile 對於一個我

不會會操作跟設定這些介面的我來說有一點

點的吃力，不過很謝謝那時有去過的班上同

學都很熱心的協助我，因此我很順利就進行

到面試審核這一個關卡。在面試的時候五人

為一個小組來進行面試，說實話的我看到跟

我同組的人都是學妹我心裡還蠻緊張的，很

怕我自己程度不夠或是講錯話出糗。重點是

那天無意間跟大家聊天發現原來很多人的第

一志願都是跟我一樣的英國伯明翰城市大學，

因此我給我自己的壓力又更大了。還記得高

中要面試時老師給我的忠告，要勇於發言，

要面帶微笑，坐姿要端正，才能給主考官好

印象。當考試人員叫到我們這一組的時候我

真的好緊張，緊張到笑容都快僵掉了。我印

想很深刻的一題，監考官問我我第一志願填

英國是因為什麼，那當我抵達英國第一件事

情想要做什麼。我還不思所以回了“ I’ll 

hop on a cab and look around the city!” 當

時只見三個考官笑成一團，邊笑邊跟我說“你知道英國計程車很貴嗎？”“看來這位同學家很

有錢喔” 我赫然發現我講錯話，不過好處是不是嚴重的那種失誤，我馬上緊接著說“我覺得我

會先認識新朋友，這樣才能在那邊的生活豐富一點。”主考官們就也笑笑的問我我會怎麼做國

民外交。我說我會帶台灣的泡麵，還有一些明信片，因為我知道外國人對我們台灣的民俗風情

很感興趣。主考官們接著就問了另一名同學問題，我心裡也就想說應該是會穩穩的過關啦，但

沒什麼保證能是很前面的名次。 

  到了公佈名次跟撕學校那天我真的是快緊張到死掉。我真的很怕自己撕不到我要的學校，由

於我名次算是很前面，所以壓力也比較沒那麼大，但那種緊張感到現在想到我還是忘不了。在

我撕下我第一志願英國伯明翰城市大學的那一刻，我真的激動落淚。我真的沒有想到我能去我

夢寐以求的國家，我有沒有想到我為自己爭取到這樣一個機會，我心中真的有說不出的感動。

很多的感觸一湧而上，我當下立馬打電話給我爸媽報這個喜訊，我爸媽也很開心，他們開心的

說著讓我展翅高飛。 

  由於英國是免簽證國家，所以比起那些需要辦簽證才能去的同學我幸福很多。不用那些繁雜

手續。不過跟伯明翰學校交流的過程中，確實遇到很多的困難。可能是因為我們是首屆跟那個

學校配合的關係，導致很多事情跟公文還有文件都是不知道一個確定的流程。就連跟英國學校

那邊的老師聯絡，要等信件回覆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當其他人都知道自己開學日期？，開使

訂機票的時後我還是只能刷新我的電子信箱看看老師到底有無既確認信給我，那種感覺很煎熬

也很焦躁不安。不過船到橋頭自然直，我還是成功拿到 offer letter，期待我的歐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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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明罕城市大學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縮寫是 BCU，是位於英國伯明罕的一所新大

學。是該城市三所學校中第二大的大學。歷史可追溯到 1843 年成立的伯明罕藝術學院 1971 年

被認定為技校（polytechnic），1992 年獲大學地位。他有七個校區。 由於我上課的校區是新

建的校區所以設備教室都非常新也非常科技化，我尤其喜歡他的圖書館，除了國定假日外其他

時間都是 24小時開館，讓學生能享受閱讀的樂趣，同時也享受圖書館給人的那種悠哉，放鬆的

氣氛，我相信在這種氣氛下能打出很多很棒得報告。這間學校最有名的就是珠寶設計學院，很

多人為了該科系跑來念這間學校。我在網路上已經事先預約了學校的免費接機服務，所以當我

一到機場變看得到很明顯的學校學生會的同學在出口處設立的接待棚，我原本以為會是大型巴

士統一載我們，沒想到竟然是讓我們搭乘計程車，我身平第一次搭賓士的計程車就是在英國啊！

再搭計程車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從奈及利雅來的一位女生，人很酷，沈默寡言，來念法律系碩

士。後來才發現原來我跟他住在對面棟而已。到了宿舍之後她們 orientation week（新生週） 

的 buddy（類似小隊輔的人員） 馬上出現為我們服務。幫我服務的是一位中東的 buddy 他帶我

到我的房間後還問我要不要參加 party，但因為我真的太累了所以我回絕了他當晚的邀約，他

還問我有沒有聯繫方式他可以找到我家我朋友的。我就這樣默默地教了好多朋友。再來是他們

的 orientation week 就類似我們的新生週，有各式各樣的活動，認識新朋友的團康活動，還

有認識校園跟幫助我們註冊一些醫療保障的措施。藉著這個新生週我交到許多朋友，也認識許

多人，很多外國朋友也是很友善。 

 
  與學校吉祥物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Courses You Took 

 

  我在這間大學主修心理學跟犯罪心理學。這是近幾年來新進的課程，也是很火紅的一個科系。

其中一位教我的老師是伯明翰當地很有名的犯罪心理專家，她真的氣度非凡啊，一站上講台大

家會自動安靜的那種氣場，絕非一般人能辦到。重點是她教的東西真的都是專業等級，不是一

般隨隨便便念課文或講稿帶過的那種，是扎扎實實的，每一堂課我都很認真，而且我很期待能

上她的課。很充實很扎實，還有我更享受上課的專注力以及抄寫筆記的那種感覺。由於我被分

配到大二的課程居多，所以班上同學很多其實都已經互相認識跟熟悉，因此有關跟班上同學打

成一片是有點困難的。由於我在文藻主修的是英文，對於心理學跟犯罪心理學是完全沒有接觸

過我只有稍微自己看過書籍，因此對於學習這個部分我是相當費心跟我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

努力，但我很享受其中的過程。不過我確實認識了一位人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位非常活在自己

世界裡的一位英國男生，他很樂於幫助別人有關課業上的問題，我很驚訝她竟然會主動詢問我

是否有地方需要幫忙，他甚至給我他自己上課抄的筆記。這點讓我對他非常另眼相看，因為英

國人通常是屬於比較顧自己型的，很少遇到像他這樣熱心助人的。我很多課都跟他一起，所以

他都會跟我坐在一起或是一組一起討論，很高興我能交到可以一起學習的朋友啊！ 

 

上課用的書籍 

 

 

 
 學校一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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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在英國參加的一個學生社團 BCU Taiwanese Student Society (BCU 臺灣學生會)，應該說

是誤打誤撞進去的一個社團，也當了一個小小公關。因為社團裡的幹部主要都是念本科生或是念研

究所的成員，很少有像我一樣交換生去當幹部。我的想法是我能幫忙我就近量幫忙。照片裡面是我

們聖誕節時辦的活動，我是活動主持人。認真覺得有這樣一個活動很棒，還有這麼一個學生社團真

的會讓在異鄉求學的台灣學生感動落淚啊！！ 

 

每天等公車的日子，由於宿舍是在另一

個舊校區，所以我們如果要到新校區上

課我們都要搭大約 15 分鐘的公車。很英

式的雙層巴士，年輕人通常都會往二樓

走，一樓都會給比較年長的乘客先座。

搭估車時我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英國人說謝謝時習慣說“Cheers”而不

是我們常說的”Thank You “。所以我

就入境隨俗，我也都跟著說 cheers，那

種感覺好特別。 

  



 

 

 

 

西班牙朋友生日他邀請大家一起

吃飯，發現原來外國人過生日其

實不太送禮物啊！！而且收到禮

物的壽星會當場把禮物拆開讓大

家一起觀賞。好害羞啊！！真的

是東西文化差異，台灣人收到禮

物都是收好回家才開。 

 

 

 

 

 
這是我們一大群朋友一起去湖區玩的照片，這些朋友能說是我在英國很珍貴的一部份回憶，有他們

一起創造的美好回憶會永遠收藏在我心中。因為這一次交換計畫而建立的美好友誼可以留存一輩子。

每一次大家一起的回憶總是特別深刻，尤其我們又住在一起，常常一起吃晚飯一起吃午飯，相約一

起去健身房，每天起床必定會打照面，有這樣的因素加持我們更加的密不可分。 

 

 



 

  

除了在英國遊玩，我還跟朋友一起到了歐洲，真的是很棒的一段旅程，荷蘭，法國，我把美景都盡

收眼底啦！！各大博物館，各大古蹟，各種美食我都親自走一遭，很怕錯過身旁各種美好事物所以

我都很用心的感受。 

  由於我不需支付英國學校學費，光是這一點我就省了一筆錢，我付了約 8萬台幣的住宿費。生活

費大約 20 萬台幣，我幾乎都把錢花在旅遊跟吃的上面，物質的部分我很少花到太多的錢。英國物

質很高，但是在台灣貴的東西在英國便宜，英國貴的東西台灣便宜。就拿食物來說，在台灣一個三

明治 35 元可以買到但在英國你卻要花大約 160才能買到一格普通的三明治。那我們拿普通牌子的

衣服 gap 來做比較 一件外套大約需要台幣 2680 以上 但在英國約 1600就可以買到。所以其實說

物價高也未必然。如果省一點不去買物質上的東西，再加上三餐都自己煮的話，其實不會花到太多

錢。對於我這種寧願把錢拿去吃跟旅遊的人來說，很傷本。我的室友每天都會煮滿漢大餐把我餵的

白白胖胖，我爸媽每次跟我視訊都問我，為什麼人家說在英國會受，但怎麼從你身上都看不出來？

我只能苦笑的說，沒辦法阿，我的是有當是小當家，美天都變新花樣我哪能不胖… 

我的室友是大陸人，當大陸人跟大陸人聚在一起就是！！！美食

分享會啊！！剛好我的朋友真的每個都身懷絕技，超會煮。 

有時候包水餃，有時燉豬腳，有時煲雞湯，糖醋肉，沽咾肉，口

水雞，真的是樣樣都來啊！！ 

 

 

 

←我和我的中國朋友一起包水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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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ints.) 

 

� 學會如何和自己相處-在台灣無時無刻都有朋友陪著，不管上下課或是在宿舍，大家都能互相

提醒互相照顧，但是在國外 you are alone and you only have yourself.很多事情你必須自

己獨立完成，沒有人會提醒你交代你。 

� 挑戰自己的能耐- 有別於以往英文系的領域，在英國的這半年我選擇了心理系來當作給自己的

一個磨練。透過這樣的方式我發現了自己英文能力有多麽不足。 

� 拓展交友- 交到了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有別以往我認識了一群很要好的大陸朋友，也認識了

不同國家的不同文化。這正是我們需要的國際觀。 

� 自己處理事情的能力- 隻身在國外你必須比別人堅強，必須要懂得發瘋事情怎麼應對進退怎麼

處理。 

� 語言能力- 我自認自己語言能力不是很好，我在英國我比較能以英國人也就是說比較能以外國

人的思維去想事情，而不是像在台灣用台式英文去講或想。 

� 專業知識-課業上的專業知識把我帶入到另一個層次，心理學和犯罪心理學都是我從來沒接觸

過的東西，我直接接觸了想都沒想過的專業領域。由於從來沒接觸過，所以很勤奮也更加認真

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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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感謝文藻給我們這個機會出去交換，我個人認為現在的人需要培養國際觀，透過這

次的交換生活動，我充分體驗也體會到這個世界有多大，還有很多除了我們生活圈以外的

人事物等著我們去體驗等著我們去發掘。我覺得前置作業整體感覺可以再加強，可能是因

為我們是首屆與該學校合作的，因此很多文件跟溝通還有配合上的事物都很生疏。前置的

一些流程都卡卡的，不過很慶幸船到橋頭自然直，事情還是都這樣順利的進行到我前進英

國。整個交換過程中有一點讓我感受很深刻，既不是英國人的行為或態度，也不是氣候溫

差或文化衝擊，畢竟從小就有在學習英美文化所以這些都沒有給我很大的衝擊。反而大陸

的朋友給了我很大的衝擊，跟我比較要好的大陸朋友，他們不像我們認知裡的大陸人，反

而給我一種他們其實跟我們一樣的感覺。跟我們同世代的一線二線城市人文發展跟人文素

質還是跟那些老一輩的有差別，因此與他們認識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英國一直都是

我很喜歡也很嚮往的國家，這次親自走一遭的確沒有估我對他的期待與期望。英國口音依

舊深深吸引我，甚至是他們的文化一樣讓我感到非常有興趣。歷史文物，城堡，騎士這些

都深深吸引著我。大英帝國這麼大，我最愛的歷史城市是愛丁堡，最愛的觀光城市是倫敦。

每一個城市都有它的優點，還有它令人難以忘懷的地方，有機會到一個陌生城市念書，不

忘要去探索一下當地的人文風情以及特色美食。 

我記得伯明翰老師跟我說過一句話，既然你只來交換半學期，那就選一個自己有興趣的科

系唸。我自己也是這麼認為，既然可以有半學期得會去修別的知識，那為什麼不選一個自

己很喜歡很想要的去讀。說不定讀出興趣也會是自己未來的出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