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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S 學校留學心得 

Report on Exchange Experience at (host institution) 
 

          原就讀學校/系所/年級：文藻外語大學/英文系/4 年級 
Home Institution/Department or Postgraduate Program/Year 

                    獲獎生姓名：范光豐 
                    Name 

          研修國家：法國 
                    Host Country 

          研修學校：Institut Catholique d’Etudes Supérieurs  
                    Host Institution 

          獲獎年度：(由國合處填寫) 

                    Award Year (filled out by OICC) 

          國外研修成績： 

                    GPA Receiv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說真的我從來沒想過我也可以當交換學生，我有雄心壯志去遊歷世界卻一直沒有去實踐的

勇氣，非但因為家庭經濟因素以及各種繁瑣複雜的家庭問題，更加上我自己個人因素。我是個

膽小的女孩，在我這漫漫 21 歲生命裡竟從沒出過國，一直到長大了有打了點零工存了點錢我依

舊依然故我，把自己困在一個方框框裡，時而羨慕同儕朋友們能在異地行李往肩上一背便朝天

涯海角走去，時而幻想自己能夠也有一天成為背包客一個人獨自流浪，但這些都僅存在我的小

小心扉，拉回現實，我搖搖頭縮起雙腳抱著膝，還是活在我的小世界吧。一切的發生都從一個

朋友開始，在我看來比我還膽小沒規劃的人竟然興致沖沖的說她想去韓國交換，當下除了傻眼

更覺得有些不服，我開始各方盤算，經濟、語言、國家等等，最後選擇了法國，法文是我的雙

主修，對於這個陌生又神秘的語言我一直以來是霧裡看花，總覺得學習上僅是為了應付考試長

久來說不過就拿個雙主修，不過也罷，這些日子裡好似尚未感受熱情，但當下也沒時間想那麼

多了便跌跌撞撞的開始我的申請之路。但這一申請，我申請了兩次。其實一路走來其實沒問題，

雖說驚險但也都過了，然而家裡存在著一些問題，只是當時的我認為沒那麼嚴重。第一次申請

時父母親都病了，當時不知情，一路上過關斬將的連機票都買好了，然而就在出國前一個月，

父親倒了，母親再也隱瞞不住病情，我呢?我好痛苦，夢想與現實的拔河最終是一股腦地大敗現

實，我終究放不下雙親，歷經總總考驗後誤以為握在手心的機會竟要從指縫間消逝著實不是滋

味，當時的我是何其痛苦無奈，但我毅然決然簽下放棄書，親手斷送這得來不易的機會。這對

當時的我來說是何其重大的打擊，但我很快的決定捲土重來，前後相隔半年，我申請的幾筆獎

學金也都意外地下來了，少了經濟的負擔我更大膽的計劃，申請程序重跑，父母身體也穩定多

了，而我，心態上也比較穩定，好不容易天時地利人和，我出國了! 

    好不容易，經過近 18小時的飛行我來到歐洲，這塊我半年前夢寐以求充滿遐想的土地，下

了飛機我循著似懂非懂的法文指標一路問著去搭火車，路上遇到的火車查票員連問我一句

「Bonjour, ca va?」(早安，你好嗎?) 我竟然愣在那不知道怎麼回答，腦子裡快速搜尋學校所學卻

都沒用，回神後居然滿口英文的接話，旁人劈哩啪啦地用飛快的法文對話著，在火車上驚覺我

竟然完全聽不懂並且有種排斥的心理，我一邊啃著法國的第一餐－「Baguette au jambon fromage」

(法國麵包夾活腿起司)，一邊搖搖晃晃地透過玻璃車窗粗略的、飛快地看過這傳說中的浪漫國度

－法國。 

下了火車，我拖著這半年的家當在一個不起眼的小站下車。 

「喔天啊，這城市比我想像的還小……」嘴裡不禁呢喃。 

    還沒回神，一位帶著淺色鴨舌帽的高瘦男子疑問的呼出我的名字。我們立馬相認熱情的擁

抱了一下，他是我聯繫了大約兩個月的網友兼學伴－Jacque。看到他簡直是看到救星，有鑑於法

國人大部分英文都不太好，好不容易來個能溝通的真的是謝天謝地，一路上他親切和善，有問

必答，先是領著我回到宿舍，等我稍作休息漱洗完後又帶我在城裡繞繞，介紹生活所需的各種

商店位置，還介紹了一間平價好吃的素食店給我，最後離開前更是大大擁抱親吻臉頰，讓我在

法國的第一天不錯的度過! 

    那個周末，我安逸地在房間裡、在共用廚房、在公寓對面的小森林裡走走看看，稍稍熟悉

了一下這裡的環境並認識了一些住戶和這學期的其他交換生們，星期一便正式開學了，我跟其

他兩位文藻交換生一起戰戰兢兢的到學校，先是被許多法國人側目再來被老師們拉上台用法文

自我介紹，我還是不能適應法文這個語言，同學們從嘴裡不斷吐出年再一起的「法文子彈」攻



擊我，就憑我學了快兩年的法文能力怎麼招架得住，經過一天的摧殘我簡直嚇傻了，心想:「完

了完了，他們英文這麼爛，我法文更爛，一定交不到朋友……」沒想到竟有位像天使的法國女

孩－Oriane走向我，她滿臉堆滿笑容的用法文問候我，我明顯感受到她放慢速度，而且時不時

確認我有沒有聽懂，這個舉動讓我融化極了!很快的一兩個禮拜過去了，實在非常不能適應老師

們講話的速度，記得有一次，去試聽一堂英文文法課，好像大致上知道老師在講英文的某個文

法但卻完全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同學們不是專注地盯著老師講解就是邊點頭邊抄筆記，只有

我坐在那像個傻蛋一樣。 

「失落感好種啊!我竟然連英文文法課都可以聽不懂」簡直快掉淚了，打擊真大! 

    後來過了大約兩個月吧，有一天我自己一人到麵包店，前面的一對夫妻在閒聊，我邊掏錢

邊自己在心中加以評論夫妻的對話才驚覺， 

「哇!我聽得懂欸!我聽得懂剛剛那對夫婦的內容了!」我內心有如噴發的小火山，激動不已。 

    漸漸的我發現我在上課時候可以發表些許意見，雖然不是太多，但我敢講了，吞吞吐吐的

我在腦中組織成一個粗略的句子並且大聲的說出來，即使文法不是很對，但老師聽得懂，其他

同學聽得懂!有時跟法國朋友一起出去聚餐、逛街我也都要求同學們跟我說法文，若我真的聽不

懂才起同學用英文，漸漸的，我學會更多口語法文，也更能在對話中抓重點，即使不是能每個

字都聽懂，但至少知道別人在問什麼，也都不需要法國朋友陪著結帳買東西了!因為能夠理解每

天日常生活用語，也都看得懂架上物品，買對自己要的東西。這看來稀鬆平常的鎖事，對一開

始的我來說跟要一個牙牙學語的嬰孩發表演說一樣難，而且我也害怕，往往在聽不懂陌生人講

的話時退縮。這些每天的一點一滴進步對我來說都好重要好不一樣，像是奧運跨欄選手又再次

超越自己的紀錄一般可歌可泣。 

    後來呀，我每天過著像在台灣一樣的生活，上下課、煮飯吃飯、寫功課、跟朋友們一起看

電影聊天、再不然就是跟我一位在台灣的男友視視訊。在一天沒課的上午，我開啟視訊跟台灣

時間剛下班的男友視訊，但這次很不一樣－我被劈腿了!晴天霹靂!我完全沒料到這事，這件事發

生的跟偶像劇演得一模一樣，一樣扯一樣讓我不能相信，我啞口無言的看著螢幕中的那對男女，

掛電話後我沒了男友，被「距離」狠狠甩了一巴掌，自認為的[堅貞]是什麼?那時的我當然不知

道。於是乎，我也像偶像劇裡女主角演得一樣，每天以淚洗面哭得肝腸寸斷，來這趟法國實在

不容易，那時的我純粹抱著不要浪費時間在法國難過的心態，眼淚擦擦踏上第一趟一個人的旅

行，我去了一趟荷、比、盧。 

    跳上火車，這十天的旅程我沒住旅館，全住在沙發客家，換言之我和一些不認識的陌生人

住在一起，在這倘旅途中我遇到很多新的人新的事，我在盧森堡一個人吃著好吃的派一邊雙手

凍僵的自拍，走在世界遺產「阿道夫橋」上橋下山景盡收眼底，橘橘黃黃的樹葉慵懶地在金黃

色的夕陽中擺盪，好不悠閒，和三位有趣好笑的大男孩住在一起，第一次坐沙發衝浪難免緊張，

但幸好一切安好，大家都對我很好，第一次沙發衝浪簡直完美!到了荷蘭阿姆斯特丹我被這水城

震懾得說不出話，晚上的阿姆好美，這座城市生意盎然，不向許多歐洲國家晚上七八點便拉下

鐵門像是實施宵禁，屆時已是晚上十一點依舊喧囂撫媚著我這位亞洲來的觀光客，我一個人坐

船、走路、逛博物館、拍照、看風車、學荷蘭人吃薯條配美乃滋和海尼根，喔我的天啊!我被這

座城市美得醉了!太令人驚艷了這座觀光商業城深深吸引著我，蜿蜒著整個阿姆的運河在立體的



陽光下照得波光粼粼，我在港口前的攤販買了個熱狗堡邊吃邊聽著河水汩汩，吃完後我便前往

鹿特丹，荷蘭第二大城。鹿特丹不向阿姆這麼商業化，沒有紙醉金迷的大飯店，店家住家都小

小的，給人一種適合人居的親切舒適感，依舊不失荷蘭低城的風俗，運河無處不是鑲在鹿特丹

大街小巷。鹿特丹的沙發客是一位好客健談的年輕人，他帶著我騎腳踏車大略繞了繞整個城市，

他是個令人舒服的大男孩，跟他相處非常輕鬆，短暫的待上一天把所有奇特建築拜訪完走過我

又跳上火車往南抵達比利時，比利時也是法語區但不同的是大部份的人都會說英文，在布魯塞

爾走了幾個旅遊書上介紹的景點不外乎是尿尿小童、鬆餅店等等，我便前往布魯日，布魯日美

得令人屏氣凝神，我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是一座古城，厚厚的石做教堂、一塊塊石頭鋪

成的地板，噴水池在廣場中央活靈活現地替這座古色古香的城市注入滿滿活力，11 月的略涼的

風吹得教堂上的鐘叮噹叮噹，忽然馬鳴蕭蕭，走在路上更遠遠聽到馬兒拉著車噠噠聲貫穿大街

小巷，我一個人舔著冰淇淋逛市集、買紀念品、吃鬆餅、搭船，太陽還沒五點便悄悄溜了，我

回頭再望一眼被染的紅紅紫紫的天空。 

「啊，這片天空我將永生難忘。」那好似嬌羞的夕陽餘暉也渲染了我的心，至今我的心湖依舊

留有布魯日夕陽的餘印。 

   這幾天在比利時的沙發客更是一位令人難忘的大男孩，溫柔體貼，善解人意，是一位在比利

時念博士的義大利人，他有豐富的人文底蘊，還記得他跟我說了一句話成為我現在的人生哲理

之一。 

“I don’t wanna live in the past or future.  I live now. 

「我不想活在在過去或未來，我活在當下。」 

    我從跳上前往巴黎的火車，回到了法國，繼續過著我在法國的日子，這段期間更愛上了一

個人旅行，自己去了很多國家走跳，其餘每天的日子其實跟台灣真的很像，除了語言環境轉換

成法文以外，我也有學到不少東西，姑且舉出幾點。 

1. 烹飪 

2. 方向感 

3. 獨立性 

4. 規劃能力 

5. 語言 

一直以來我不會下廚，站在廚房裡只會引起災難，但這不到六個月的時間我敢說我能餵飽自己

了，雖說不是真的特別好吃但比以前好，方向感、獨立性、規劃能力我想都是透過我一次一次

自己旅行累積的，我去了法國許多城市，還有歐洲的很多國家，不敢說現在是自助旅行專家，

但這幾次經驗後我可以很驕傲地說:我敢一個人流浪了!語言能力的話就是法文多少有些進步，最

值得開心的是，我現在許下了承諾我有天法文要跟英文一樣好並且天天練習中! 

   交換生沒什麼，說真的，它不會讓你拿到文憑讓你足以向全世界炫耀，但是它可以改變你的



想法、你對人生的態度，最重要的是，它讓你找到你自己!我誠心感謝文藻提供我們這麼棒的機

會，我曾經以為我在自己獨立生活以前不可能出國，我曾經以為那些都是遙不可及的夢想，但

為了這次交換生機會，我激發了無數連我自己的訝異的能力，至今仍感到詫異。我期許未來的

學弟妹能善用文藻的優良體制，絕對要申請交換生，改變自己! 

這

張照片在英國愛丁堡，我和在荷蘭巧遇的國小同學出遊，愛丁堡美得讓我驚嘆，而我，更被緣

分機緣讚嘆的不能回神。 



這張也在愛丁堡，國小同學提前我一天飛回荷蘭，我一個人去城堡逛逛，在城堡上俯望 11 月的

愛丁堡，如癡如醉。 



一個人去爬Arthur’s  Seat，當時零下一度但我攻頂後竟把外套手套圍巾全脫了。一個人爬山挺

新鮮的! 





去巴黎拜訪朋友時去了趟凡爾賽宮及凡爾賽宮花園。



奧地利維也

納，準備看歌

劇!



晚上的巴黎鐵塔是全歐洲人的導航



我在歐洲的摯友們



明明住兩隔壁但還是要睡一起。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心得報告內容大綱心得報告內容大綱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請就以下主題分享，，，，中文至少中文至少中文至少中文至少 3000字或英文至少字或英文至少字或英文至少字或英文至少 2000字字字字及及及及 6張圖片張圖片張圖片張圖片(含含含含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12號字號字號字號字：：：： 



Outline of the report: Please describe your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th a minimum of 3000 words in Chinese or 2000 words in English and six pictures(each 

with captions).  Font siz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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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接接機機機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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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