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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 10660 公里的飛行後抵達了西雅圖，這是我第一次踏上美國領土，也代表這將近半年的冒

險旅程在我摻雜著既緊張與期待的矛盾心情之下，就此展開。 

 

一、     緣起 

自小，我和哥哥便時常隨著爸爸參加福特汽車新車發表會，看著典禮上主持人用著流

利的英語主持整場活動、專業經理人解說介紹研發過程與優越性能，個個都是箇中翹楚無

不令我佩服且嚮往，從那時開始，英文的種子便埋入了我的心中。在我國三升高一的那一

年暑假，我參加了為期一個月的英國遊學團。這趟英國行開拓了我的視野，讓我更加獨立

且有自信。在體驗了當地的校園生活、寄宿家庭、參觀了名勝古蹟與劍橋大學後，當時的

我便早已暗自設立了目標，確信自己將選擇英文之路，並且於機會來臨時，定再次出國深

造！ 

很幸運地，文藻提供了能夠讓我圓夢的交換計劃，但相對地，也代表著許多挑戰即將

接踵而來。第一步的挑戰為交換生的甄選準備－書審與面試。書審必須完成線上的 W- 

Portfolio 並紙本列印，內容包括個人基本資料、中文自傳、學習計畫、語言檢定證書、

專業證照、班級及社團幹部紀錄、參與課外活動及服務學習活動記錄…等。通過書審後，

緊接著緊張的面試時刻，三位面試官與三位學生同時進行面試，面試問題中英文皆有，大

致上為：為什麼想要當交換生？出國後最擔心的是什麼？希望交換期間能學習到什麼？以

及你對對方學校的了解有多少？面試官的親切以及微笑讓面試的時光輕鬆了不少更些許

消除了緊繃的心情。一直到撕榜的前幾天，我仍然遲遲無法為交換的學校下決定，因曾到

英國遊學，英國的文化深深受到我的喜愛而想再次造訪，但家人也覺得沒去過美國的我應

該到不同的地方嘗試並增廣見聞。在不停的上網查資料與比較後，發現美國布納維斯塔大

學是一所對待交換生非常照顧且周到的學校，所以在最後一刻鐵了心的選擇了布納維斯塔

大學，並且為這個選擇感到無比滿意且期待不已！ 

第二步的挑戰為出國前的準備－體檢與簽證之辦理。體檢較為繁瑣，須先至布納維斯

塔大學網站下載體檢表，並找出幼時黃色的疫苗接踵卡，確認幼時已接踵何種疫苗以及疫

苗的期效是否已過，確認無誤後至聯合醫院提前掛號再接受施打，但麻煩的部分在於所有

的檢查與疫苗接種不能於一天完成，所以來來回回花了不少時間。再者，身為女性還得多

去婦產科檢查子宮狀況是否良好。最後一個步驟才是健康檢查，檢查完成後數日，才能再

返回醫院領取報告。簽證的部分為上網填寫一些相關資料並繳交兩筆費用，費用繳交完畢

便能預約面試時間。面試是需要本人攜帶護照及其相關紙本文件，且面試為全英文，印象

中面試官並沒有問些太過刁鑽的題目，題目大致上為：你到美國的目的為何？將待多長時

間？身為一個學生在美國將學習什麼？在台灣就讀的大學為何以及修讀的科系與年級？

皆是一些基本的問答，並且不需要等候太久在二天後便收到簽證了。除了體檢與簽證外，

也有許多紙本資料須備妥，例如高中與大學的校內歷年成績單、財力證明與保險…等，且

資料皆須申請英文版本，因資料繁多，所以我把資料備份並用資料夾裝起來，於新生訓練

期間隨身攜帶以備不時之需。 

第三步的挑戰為出國前的準備－行李。因我到布納維斯塔大學的時間是氣溫攝氏零度

以下的冬天，固然帶了許多厚重衣物，但這些保暖衣物相當佔位也相當笨重，所以若能重

來，我希望我能少帶一些生活必需品，到當地再採購畢竟美國購物是相當便利的，也能免

於學期結束後有行李過多之困擾。伴手禮方面當然也是不能輕忽的，雖然美國並沒有多禮



的文化，但是於一見面或是學期結束時與同學及師長分享自己國家文化的特色小品令我感

到非常驕傲，也令對方感到相當窩心！ 

 

二、     研修學校簡介 

有別於電影中繁華的大城市，BVU 位於美中 Iowa 州的 Storm Lake 小城鎮，沒有大到

會讓人迷路又或是上課會遲到的校園，卻有著小卻迷人且擁有完善設備的校園。不論是籃

球場、健身房或是游泳池，場地皆是相當高級且具有水準的，這不禁令我嘖嘖稱奇！在學

期中，我也經歷了學校自身的一個節日，Buenafication Day。這一天全校皆不用上課，

大家可跟著不同社團到不同組織當義工一天。我跟著 International Club到一間教堂幫

忙清洗巴士，當我看到巴士變得煥然一新時，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成就感。 

關於接機，學校會安排巴士到 Omaha Eppley 機場接所有交換生，一天有兩班分別為

中午十二點及晚上六點，一旦我們確認班機後，便須提早利用 Email 向負責老師 Mark告

知。而學期中的假期，只要是超過一周的長假，例如春假，學校也會安排機場接送讓沒有

通勤交通工具的交換生能暫時離開學校好好的去度個假，而我也利用了這個機會到奧蘭多

完成為期九天的旅遊。但相對的，因復活節假期只有四天，學校便無提供接駁服務。因此，

我到了美國同學家體驗美國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又是一種嶄新、不同的感受。更因如此，

我和美國同學建立了非凡的情誼，更互稱對方為家人呢！離別時，我們都哭紅了眼，他更

告訴了我，我將是他最不捨的人，我們也約定好，今後必再相見！ 

關於住宿，BVU規定全校學生需住宿除非有特殊要求。我居住的宿舍為 Pierce and 

White，是一棟與教室、學餐連通的宿舍，好處為天候不佳時能不畏寒風又或是烈陽的到

達目的地；缺點為因大部分住宿者為大一生，每到周末便會開派對，相對的較為熱鬧。很

幸運地，我的室友 Rachael 為中國人，我們不僅可以用熟悉的語言交流，更能分享彼此不

同的文化。她的存在讓身處異鄉的我消除了不少不安及緊張感，還增添了一分熟悉感！ 

 

  

(Buenavacation Day 與學校吉祥物 Beaver 的合照) (我與我的室友 Rachael)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Buena Vista University 的Ｍark Shea 老師是負責給予交換生協助與建議的，在與

老師深入的討論本身的興趣、學習目標以及動機志向後，其實只要本身沒有猶豫不決，第

一週的新生訓練就可以把這學期的課表排定。學校也在新生訓練的頭幾天安排了聽說讀寫

的考試，會按照成績來決定我們是否需要上他們為交換生量身打造的聽說讀寫課。很幸運

地，我通過了考試並不需要上這課程，但是相對的也表示除了必修課程外，我其他的選修

課都與當地學生同班，課程與理解難度增升許多，也因如此帶來更多挑戰！ 

在 BVU，American Culture 與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minar 這兩門課是交換學生

的必修課程。American Culture 是由 Robbie Ludy 教授授課，由於教授本身對於文藻的

交換學生有一定的認識，因此很快地就能感受到教授所散發出的友好與熱情，這堂課除了

平時的靜態課程之外，每週幾乎都會安排一次戶外教學的課程，不論是近程的 Downtown

或是環湖，或是遠程的 Sioux City，甚至到了學期末，教授還帶著大家前往 Orange City

參加一年一度的德國文化遊行，看到了許多傳統服飾，令人感到十分印象深刻，也對於美

國多元的生活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另一門必修課程，則是 Mark Shea 老師所指導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Seminar，老師每週會指定一個題目要求我們根據這個主題做研

究，有時候要進行文獻探討，必須上網或至圖書館搜尋相關的研究，經過閱讀文本並融入

自己的看法後，撰寫出一篇文章；有時則需要對校內的學生或教職員進行民意調查，並根

據調查後的結果，完成心得報告。經由這二門課的學習後，我對於美國公民對特定主題的

看法，有了全然不同的認識，像是美國政府與美國價值，也加深了我對於美國這個國家的

了解。經由這兩堂必修課的學習，使得交換學生們能夠深入地走進美國人與校園生活之

中，並透過一連串的活動，得知人與人之間不一樣的看法與意見，也間接促使我們快速地

融入當地生活，不再顯得格格不入。 

由 Annamaria Elsden 教授授課的 Intro Gender and Women’s Studies 則是著重文

本的探討與心得撰寫。老師於每週上課時會先針對教材內的主題做內容討論，課堂中透過

相關影片與報告等教學方式，幫助對於女性主義認識尚淺的我們建立一個初步的架構。此

外，老師每週都會在學校的網路平台上指定課後必須閱讀的章節，並且撰寫我感到最有興

趣的部分以及閱讀心得感想，透過這個方式，無形當中累積了許多閱讀量也加強了寫作能

力，這或許是在決定選修這門課之前，我所意想不到的一部分。另外 James McFadden 教

授指導的 Written Communication 這門課，首要目標在於訓練學生的寫作技巧，老師將這

門課定位在基礎寫作課程，在學期的前半段，著重在閱讀與寫作之間的聯結，我們必須閱

讀 Quiet等書籍與許多老師寄發的講義並依據老師規劃的章節進行寫作；此外，自學期中

開始，老師的課程開始偏向於文獻探討與學術文章的寫作。與前半學期不同的差異在於，

一般的寫作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來創作，不會有什麼限制；然而，進到學術寫作的領域，

任何寫作都是要有依據，必須依照研究調查的結果或參照其他已發表的期刊論文經整理後

寫下，不能摻雜過多個人想法，否則就會被老師退回作業重新修改，這個部分也是我在美

國修課期間遇到最大的挑戰。 

規劃至 BVU交換的時候，就打算此行除了好好磨練自己的英文聽、說、讀、寫基本技

能之外，更要藉由這個機會把英文當作是一項學習工具，用來充實其他領域不同的知能，

並開拓自己的視野。因此，在選修課程上，我選了由 David Boelter 和 Miranda Pollock

老師指導的 Intro To Dimentional Design以及 David Walker 老師開設的 Production and 

Performance兩門課。先談到第一門創作課程，原先在還沒實際接觸之前，以為這門課會

牽涉到電腦繪圖的技巧，可是在老師正式介紹整個學期的課程之後，發現課程是我最期待

的實作課程，每個階段的前幾次課程，老師會先介紹相關的製作技巧與工具，並且透過欣



賞其他作品啟發我們的靈感，之後我們就必須分組或以個人的方式於期限內完成作品並繳

交，整個學期下來，我一共製作了用相同大小的三角形製作而成的裝置藝術、大型木板藝

術作品、兼具保護力與美觀之蛋盒、故事書與穿戴之裝置藝術共五個作品，這對於主修英

文的我來說無疑是一大挑戰，可是也因為修這門課，讓我如願以償，對於嚮往已久的設計

領域有了些初步的認識。最後是 Production and Performance 這門課，與其說它是一門

課，不如把它稱為是舞台實作體驗會比較恰當一些。從小我對於舞台表演一直都有濃厚興

趣，有機會實際參與到後台佈景搭設、道具製作與舞台呈現實在是一個相當難得的經驗。

雖然不是正式的演出演員，可是經歷了一個學期的準備，看到不論是台前演員不斷的演

練，以及台後工作人員花費比起演出多了好幾倍的時間所做的前置作業，都深深地感動了

我。尤其是到了正式演出當天，欣賞完整齣劇的完美呈現，更是讓我再次體會到台上一分

鐘台下十年功這句諺語的精髓，也對自己一個學期以來的奉獻深深感到驕傲。 

 

 

       (復活節假至美國同學家)              (戶外教學到警察局體驗)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學校在湖邊設有一個小房子，那裏有許多裝備能讓身為學生的我們免費租借，例如能

夠借腳踏車讓我們騎去城鎮上的超市或是沿著湖畔欣賞風光美景，又或是借獨木舟在湖上

體驗漂泊的自在感，也可以在湖結冰時借溜冰鞋，在湖上盡情的享受舞動的美好！而因為

我是在 Spring semester 時進行交換的，正值學校籃球賽的球季，所以我也看了多場的籃

球賽，這讓我見識到美國人對運動是多麼的著迷且具有向心力的！SAB學生會也與鎮上的

電影院合作，每個月皆會提供免費的電影票讓學生看午夜場電影，所以在交換期間我看了

樂來越愛你、美女與野獸、玩命關頭 8…等。由於美國的電影沒有附字幕，所以我把每一

次的電影時光當作是英聽練習，這樣看電影不僅是一項娛樂，更能夠促使自己進步！除此

之外，我也參加了一場很特別的晚宴－Etiquette Dinner，這是一場正式的晚宴，教導我

們所有的餐桌禮儀並體驗，讓當時的我有一種身處於上流社會之錯覺，印象相當深刻並獲

益良多，是個很棒的體驗。 

這個學期，我也參加了由 BVU的 ALPS社團所舉辦了滑雪以及動物園的旅遊行程。原

本規劃兩天一夜的滑雪行程，雖然因為前一天大雪造成夜宿滑雪場的部分取消，可是當天

到達位於明尼蘇達州 Afton Alps 的時候，我還是感到相當興奮，從小只有體驗過滑冰的

我看到白雪靄靄的滑雪場，就迫不急待的想要一展身手，從一開始的小心翼翼到後來靈活

地在雪地上遨遊，玩得不亦樂乎，滑雪對於出生於地處副熱帶台灣的我來說確實是一個令



人難忘的經驗。不停地跌倒後終於抓到技巧，自己摸索而學會真是特別有成就感！後來，

我又參加了同一社團舉辦的 Omaha Zoo 旅遊，Omaha位於內布拉斯加州，幾乎是距離 BVU

最近的一個大城市，這次的行程安排我們夜宿動物園的非洲餐廳內，隔天起床後就盡情地

參訪動物園裡的設施，這個動物園號稱是全美數一數二的動物園，裡頭的規劃相當完善，

甚至還展出動物品種罕見的白色西伯利亞虎。據說這個動物園的鳥舍是世界第二大，包含

有 500 個物種，而它的室內熱帶雨林更是世界上最大！說到環境，Omaha Zoo 是一座相當

友善的動物園，不僅給予動物廣闊的空間且非常潔淨，更會在動物康復獲得完善照顧後將

牠們野放，讓他們回歸自然。這趟動物園之旅非常難忘真可說是不虛此行！ 

除此之外，在我背後最大的支持者為我的父母。他們不僅用行動支持著我，更不惜花

重本在此趟的交換之旅上，關於費用部分，機票來回約四萬，學費部分約十六萬，生活費

用包括最後一個月的旅行費約三十萬。我也告訴我自己，我絕不會辜負他們對我的期望！ 

 

 

      (滑雪初體驗)                (奧瑪哈動物園之旅與社員大合照) 

 

五、     研修之具體效益 

在經歷了布納維斯塔大學的交換後，我發現自己增進英文聽、說、讀、寫能力之外，

也學會了獨立生活與待人處事的方法，並在多方接觸了當地生活後，學習到當地美國人的

生活方式與文化，也獲得了難能可貴的友誼。在課程方面更是有別於在台所學，學習到西

方人實事求是的精神與獨立判斷思考能力，使得自我更加進步。希望經過此行的磨練，我

能擷取並融合中西文化，發展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處世之道！更重要的是，經歷了這趟

為期半年的旅程，訓練自己具備獨立完成事務的能力與成熟的辦事效率並建構出健全的國

際觀。若沒有此次的交換機會，這些寶貴經驗皆是我無法獲得且感受到的！ 

 



  

   (史東姆湖的美景風光)                (獨木舟初體驗) 

 

六、     感想與建議 

我曾在交換前問了一位外師的意見，他告訴我若已決定出國交換，那就選擇到一

個一般觀光客不會到的城市，因為這樣才能完全地走入那個城市用心感受與體會一

切，這樣才是交換的真諦，去學習與擁有別人無法獲得的經驗！所以我來到了布納維

斯塔大學，一個純樸卻又有致命吸引力的城鎮，在這裡我忘掉喧囂，用心感受每一刻

的瑣事，那怕是枝枒綠了、松鼠胖了又或是湖解凍了，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成了我

最美好回憶的一頁篇章。 

若真必須給交換生一段話語作為建議，我會說：希望你和我一樣，曾在日夜顛倒

的遙遠國度努力追夢，永遠記住在這總總勇敢又如同夢境般美好的小日子裡，我們都

因此成長茁壯！ 

 

 

  (與校長和校長夫人的合照)     (披上台灣國旗代表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