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1 境外交換心得 

很開心也很慶幸自己在 106 學年度進行了交換學生的計畫，這對我來說是上大

學以來收穫最多的一個學期。一開始得知自己錄取為交換學生時內心是相當的

興奮，一方面是從小到大對於美國的憧憬終於有機會可以實現，一方面是對於

新生活的期待。從得知錄取到出發前其實一直都在努力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

透過電視節目的外國頻道以及 TED 網站上的短片，每天都在練習自己的聽力以

及提升字彙量來為出國做準備，這次前往交換的學校是位於美國喬治亞州的衛

斯理安女子學院，是一所歷史悠久大學，學校規模不大因此著重於每位學生的

教育，給予學生足夠的空間與教授對談，教授也清楚了解每位學生的學習狀

況。首先先來講一下在美國所修的所有課程，因為是交換學生的關係，在選課

上面學校沒有特別要求要選甚麼課，畢竟我也已經大四了沒有學分轉換上的需

求，從會計、寫作、戲劇、溝通、鋼琴到體育，我選擇了各種不同領域的課來

修，希望能在僅有的一個學期之內體驗一些不單純只著重於課本的課程，修習

一些注重於課堂討論或互動的課程，能夠幫助語言的學習以及接觸不同的思維

模式，不僅對於溝通上會有幫助，對於不同的文化也能快速的達成交流，透過

與教授還有學生之間的對談、互動，很快就發現自己的英文程度提升了很多，

無形中也意識到自己吸收了許多不同文化。在美國排課的時間跟台灣是完全不

一樣，同樣一堂課不是上一三五就是二四，同樣三學分的課會因為一個禮拜上

課的天數不同而有不同的時數，雖然一開始覺得這樣變成每天都要上課，跟在



台灣可以排個一兩天沒課完全不一樣，不過這樣的好處是可以讓自己更專心在

課業上，因為每堂課後幾乎都有作業而且通常不是一周後繳交，而是兩天後就

得完成，所以我們必須花不少時間在課後的自我學習上，這樣對於學習效率來

說的確是相當有幫助。首先是戲劇課，是一堂很受歡迎也是我最喜歡的課，從

第一堂課聽了教授的授課大綱我就知道這堂課一定可以讓我學到很多有關表演

的技巧，從每次上課一開始聲音及肢體的暖身，到針對不同情境的模擬演出，

無論是不是課本上所提供的劇情，教授都給大家很大的空間去發揮，有個人的

呈現也有與同學間的配合，期末考更是與自己的夥伴演出教授提供的短劇，教

授在期末考前一個半月就給每組不同的劇本去練習，一開始第一步要先針對腳

色的情緒及動作做分析，繳交一份自己分析的草稿當作一次成績給教授修改，

之後在針對修改後的劇本分析進行對稿的練習，從單純照稿念熟悉劇本到加入

語氣及情緒的對稿，最後就是背稿的演出，前前後後整整一個半月的練習，在

最後期末考的那天，大家都很清楚的看見每組的表現及進步，也發現大家對於

在觀眾面前的演出已經不太緊張了，這堂課對我而言最喜歡的就是實際在課堂

上演出，不管是即興還是對稿的演出都對我帶來很大的收穫，從別人的表演中

也能觀察出自己有哪裡需要向別人學習，是不是與其他同學有一樣的缺點需要

改進，教授也很用心地針對每一份作業給予回饋，讓學生們知道哪裡是自己的

優缺點，在課堂上教授更是有效運用他的教學方法循序漸進地讓大家進入戲劇

這塊領域，就算是對這個領域完全陌生的學生也不會覺得跟不上，因為只要認



真上課一步一步跟著教授的規畫學習，大家都能收益良多，另外也因為這堂課

跟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互動，不但認識了新朋友也了解到不同的文化。除

了課程的安排，教授也要求學生參加兩場校內戲劇的表演，並透過繳交心得的

方式來檢視我們是否有從演員身上觀察出細節，總之這堂課對我來說是這學期

學的最開心的一堂課。鋼琴課也是這學期對我來說很特別的一堂課，一直以來

對於鋼琴都滿有興趣的小時候也學過好幾年，但後來因為升學壓力的關係就沒

有再學了，這次想說趁這個機會在美國修鋼琴，雖然是團體上課，但教授還是

很有方法的帶領大家一起練習、學習，並在每次課堂結束後給予大家一些曲目

回家練習，最有趣的是每堂課教授都會讓大家即興彈奏一小段，跟著教授的伴

奏大家彈出自己喜歡的旋律及節奏，大家也藉著聽著彼此的即興演奏來產生不

同的音樂靈感，在每堂課才能發想出不同的即興演奏，然後針對考試分別有筆

試跟演奏，只要平常有跟著教授的步調練習跟複習，考試其實都並不會成為一

種壓力，而很特別的一點是，因為我之前就有過鋼琴的底子，教授知道我跟大

部分其他課堂上的學生不一樣不是初學者，所以他有額外針對我的能力給我不

同的功課及考試，雖然比起原本該跟其他同學一樣該做的功課稍微再困難一

些，不過這真的就是學習，在自己能力沒有把握的地方做努力才會有機會學習

並且進步。寫作課是一堂讓我學習到滿多的課，最主要是因為遇到了一個很好

的教授，他很願意跟學生討論寫作的方向也很願意讓學生發問，然而在課堂上

提出問題發問在美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對我而言這堂課是我在美國提出最多



問題跟教授最多互動的一堂課，除了在每一篇寫作後跟教授的一對一對談之

外，平常課後我也很常跟教授討論寫作的方向以及發問一些文法或用字上的問

題，教授很用心地回答並清楚的向我解釋，讓我真正從發問的過程中學到我所

不懂的觀念，而平常上課教授也給大家足夠的時間去架構自己的文章、去擬 

訂自己的草稿，每一篇寫作都給予我們超過三次以上修改的機會，從確定題目

到繳交期限至少有一個月的時間給我們去完成最好的文章，透過跟其他同學交

換閱讀文章來學習好的架構或用法，每一次的交換閱讀都會為彼此寫一份回饋

表來讓做檢討，寫出對方的優缺點以及分析對方的文章是否通順合理，而如果

是申論的文章就必須檢視是否有透過足夠的證據來支持論點，關於找資料來提

升自己文章的可信度這點，教授也是花了不少時間帶我們實際操作，甚至安排

課堂時間到圖書館請館員替我們解說如何透過線上館藏資源及圖書館藏列書籍

來找尋我們需要的資訊，教授對於課程的安排相當有邏輯性，循序漸進由淺入

深，對於大家來說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又加上這堂課是針對母語非英文使用

者所開設的，所以大家程度上不會差很多，教授清楚的知道大家的能力在哪，

因而安排特定的教學模式及計畫來幫助我們學習，只要跟著教授的步驟學習，

即便沒有所謂在課堂間的期末考，我們還是能透過每一次的作業中學習到很

多，教授打成績的方式也不限於考試，完全都是根據作業繳交的狀況以及文章

進步的幅度來做衡量，這種學習方式的確是跟在台灣大部分的課程不同，教授

能夠很放心的不給予學生任何考試，並且相信學生仍然能在每一堂課程中學到



他所期望教授給學生的東西，這也是我喜歡在美國上課的原因之一，因為在台

灣大部分的老師喜歡透過考試來驗收學生的學習的狀況，但有時候考試太過艱

深考不出真正在未來能夠用上的技能，反而透過課業的繳交或是課堂上的報告

討論，可以從同學跟教授身上學到更多。其中一堂唯一跟我主修有關的課是財

務會計，當時選這堂課的目的是想聽聽看國外專業科目的上課模式跟台灣有甚

麼不同，同時也期望可以學到不同的專業知識，不過有點出乎意料的是，雖然

我在台灣並沒有修過財務會計這門課，但這堂課的整體架構跟我之前所學的會

計相關課程同質性很高，很多基本觀念跟用法幾乎都能過去的學習經驗裡找到

方法套用，即便是全英語的學習環境，對於專業領域的知識卻是沒有語言限制

的，也慶幸當時在台灣所學的會計也都是英文教材，對於很多專有名詞及用法

都不陌生，在課堂上我始終都很專心的想從中學到所有我尚未接觸過的新知

識，甚至在課堂中找尋問題然後在課後留下來問教授，期許自己能學到的不只

是老師上課所教的觀念，而是包括更進一步的應用，因為其實平常教授上課所

教的東西對我來說都算是容易理解，所以平常自己會超前進度的自讀，先將教

授所提供的 power point 自己重點整理一遍並搭配課本，這樣上課起來對我來說

就像是在複習而已，而課程的難易程度跟台灣相比我覺得是比較容易理解，不

會像台灣的會計注重於複雜的計算及刁難的數字，在學習上較著重觀念及公式

的應用，滿好的是教授在每一個章節後除了讓我們完成習題課堂討論，還會提

供一些題目給我們練習來準備考試，另外平常我也會跟同學互相討論問題，也



有幾個比較好的同學會問我問題，從向他們解釋的過程中，不僅更加清楚的知

道如何解析題目，還能夠同時發現新的問題及思考方向，因此考試對我來說也

沒有想像中的困難，觀念幾乎都能跟平常的習題互相應用就能找到答案，這學

期總共有三次的小考而其中我有兩次都是拿滿分，這是在這邊可以讓我肯定自

己的一堂課，甚至讓我對於會計產生了興趣，也有點起了畢業後想繼續在美國

念會計的想法。接下來是體育課，在去美國交換之前我本身是一個很喜歡自己

到健身房運動的人，並且對於健身產生了興趣，但始終都沒有真正的給教練指

導過該如何正確的使用器材及訓練特定部位的肌肉，因此到了美國之後我找了

一堂重量訓練的課來上，跟其他課不一樣的是它只有一周一次，所以我就將這

堂課當作是放鬆紓壓及運動的管道，教授相當的好完全不給予學生任何壓力及

任何不想上課的理由，教授在前面幾堂課介紹過健身房基本器材的使用方法

後，便在之後的幾堂課讓學生們自主訓練，也不會一直在健身房內巡邏讓學生

感到不自在，所以大部分的同學都很輕鬆地在這堂課自己運動，除此之外，老

師也帶我們上了幾堂瑜珈課搭配無器材的重量訓練，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部

分，因為在上課的過程中覺得滿累也有流汗，上完課之後的隔天真的會全身痠

痛，這樣讓我覺得真正有達到運動的效果並且有訓練到肌肉，在這堂課我也認

識了一些新的朋友，可以單純聊天分享學校生活的朋友，然後一起享受上課的

樂趣，教授對於學生的出缺席也很彈性，可以允許一學期四次的無故缺席，這

對於學生來說是件滿貼心的事，不用擔心有時候身體不適或是其他課業疲憊還



要硬著頭皮去上課，但我也只有缺席過一堂課而已，因為我是真的喜歡這堂

課。最後是溝通說服課，是這學期對我來說最困難但也最多收穫的一堂課，一

開始是聽說溝通課是一堂可以學到很多的課，同時也期望自己能透過溝通課來

提升自己使用英文的溝通能力，但在第一堂課教授介紹完授課大綱後我感到相

當的慌張，因為這堂課遠比我想像中的要困難很多，除了教授在課堂上講話的

速度讓我跟不上之外，對於課程安排上教授計畫了許多分組作業以及每個禮拜

一至兩次的個人作業，分組作業的進行方式也分成課堂上討論及課後針對不同

議題做的申論報告，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挑戰，因為這需要大量的跟同學進行

互動溝通，對於組員全部是美國人的我來說在理解組員的意見上以及完整的提

供自己的想法，是需要花很大的功夫，而個人作業的方面則是需要大量的閱讀

課本及文章後寫出自己針對議題的想法，並在課堂上進行意見交流及討論，因

此在個人作業上所花的心力可在下一次的課堂上看見成果，這也是我後來在每

次作業上必須花上超過三小時的原因。其實在第一堂的課後，我寄了 email 給教

授告訴她我覺得自己會沒有辦法跟上大家溝通的程度，詢問她是否有甚麼辦法

能夠幫助我學習，教授真的是相當的善解人意，我到了她的辦公室跟她討論，

從跟她討論的過程中，她很肯定的跟我說從跟我溝通的過程中她並不覺得我在

理解或表達上有甚麼問題，課堂上跟其他同學及他本人的互動並沒有我想像的

那麼難，她希望我能夠再上幾堂課試試看，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課堂上或是課

後向她尋求幫助，雖然那時候我心裡真的很擔心自己能力不足，但我知道這堂



課必定能夠讓我自己學到不少，我必須要要求自己去努力看看，至少給自己嘗

試的機會。正式開始上課後我已經在心裡給自己打了強心針，這將會是很大的

挑戰但也相對能帶來滿滿的收穫，準備了一本全新的筆記本告訴自己這堂課絕

對沒有分心的餘地，努力記下自己所聽到的重點，將不懂的部分特別註記下來

在課後問教授，即便是不懂的單字也大概寫下來課後在自己查，這對我一剛開

始的程度來說是很有幫助的，一開始當然寫下來的東西很多，不只是一些跟課

程有關的觀念，也包含了一些完全沒有聽過的單字，除了在課堂允許的狀況下

馬上問同學，對於一些觀念的釐清我還是會在下課的時候詢問教授，教授很貼

心的說可以到她辦公室慢慢地解釋給我聽，但其實在第一堂正式上課之後我發

現真的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困難，只不過比起其他堂課來說要更加勤作筆記且專

注地注視著老師及黑板。至於作業及報告的部分是比起其他領域的課來說多上

很多，作業大致是上以每周閱讀一份約二十頁的文章並完成一張 A4 的心得為

主，每一次的作業至少要花上三小時來完成，大部分的時間幾乎都是花在閱讀

的部分，雖然在閱讀單字上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有時候一個長達兩三行的句子

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來理解，而且偏學術方面的文章在句子架構上會比起一般

普通的文章或課本來的複雜，所以常常都要在同個句子上花上兩三次的閱讀，

而團體作業及報告的部分我覺得自己倒是滿幸運的，遇到很照顧自己的組員

們，大家也都很願意一起投入並想出很好的分工，同時團體作業也是其中一項

讓我進步許多的學習過程。我而期末評量則是以報告的方式進行，每個組員大



概都要進行報告約五分鐘的時間，我很高興自己很順利的完成了這一堂課，雖

然這是一堂唯一我在交換期間拿到 B 的課，但卻是我在這段期間收穫最大的一

堂課，無論是在跟別人溝通表達上、理解上，我覺得自己在這經過這堂課的學

習真的大幅進步。 

在交換的其間除了課程方面的學習之外，在平常跟朋友室友之間的互動上對我

來說是主要讓我英語能力提升的關鍵，因為我的社交活動主要都是以跟當地的

學生相處為主，學習語言的同時也在做文化的交流，體驗跟認識不同的文化是

一件我很喜歡的事，尤其是在經過這段時間的學習，我是真的了解到兩邊文化

的不同也同時喜歡自己的文化及他們的文化。在美國很特別的是幾乎每一堂課

的教授都會安排跟課堂有關的課外活動來當作一次成績的評分，像是鋼琴課就

要去聽校園音樂會寫心得、戲劇課就是要去看學校專業學生的演出並做角色分

析、而體育課則是需要自行選時間去上學校健身房所開設的課堂視為出席分

數，這些等等都是跟學習做連結的，透過課外的參與可以讓我們實際的了解該

領域並跟課堂所學做相互應用，我覺得這對學習上來說是很大的幫助！這次的

交換學生對我來說最大的收穫是人際交往方面的提升，雖然學術上我是學到了

不少，但朋友對我來說是讓我進步成長最多的一塊，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在美國

交到幾個很要好也很照顧我的朋友，讓我很深入的了解到他們的文化同時也將

我的文化傳遞給他們，這真的是一個很難能可貴的機會，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覺得做了個最正確的決定。在學期結束後，來自台灣的朋友來到美國來找我一



起旅行，我們去了佛羅里達州的 Disney 跟 Universal 玩了三天，佛羅里達州真的

是一個很適合冬天去的地方，那時候 12 月底去的時候還有穿短袖的機會，去

Disney 真的是一個很棒的體驗，雖然自己本身不是特別喜愛那一系列卡通的

人，但當置身於那些卡通造景的王國裡我發現會很難不去對那些卡通人物感到

興奮，從樂園裡面的造景到遊樂設施的設計，是真的讓人了解到門票錢那麼貴

的原因。離開佛羅里達州後，我們在聖誕節當天直飛紐約，一下飛機早已先查

好室外的溫度，看到 1 度的時候我們默默地將行李箱打開拿出已準備好的大衣

套上，真的是第一次體驗到結冰的感覺是甚麼，不過後來才意識到那一天是我

們後來在紐約那一個禮拜裡最溫暖的一天，即便之後的每天氣溫都是零下甚至

還到負十度，我們還是照我們的計劃去各個景點參訪，紐約的街景跟市景真的

是極美，到哪都想用相機把它記錄下來，只可惜因為真的太冷了到後來都只能

走馬看花，因為每天只要持續戶外待上兩小時腳就會麻的失去知覺，但總結下

來這十天的自由行真的是很棒的一趟旅程，很感謝我的朋友遠從台灣過來跟我

旅行，這為我這一趟的交換學生畫下完美的句點。 

一月初回國後真的是對於台灣的一切都還無法適應回來，包括時差、氣候、交

通等等，最難以適應的大概就是身邊少了那些每天跟我一起上下學、吃飯、出

去玩的朋友，以及我最好的室友，但我知道不管在哪他們會是我一輩子的朋

友，甚是之後去美國也能夠輕易再跟他們相聚在一起，這趟旅程中的所有人事

物變成了我成長過程中最有效的催化劑，也是提升我英文能力的最佳推手，如



果可以，我會在今年暑假再去一趟美國，找當地的朋友們一起去不同州玩，在

體會些更不同的經驗！

 

orientation week

Thanksgiving banquet at school

My basketball teammates



 

Taiwan national day with the president My best friend and teammate

The beach in Florida is the most beautiful one I ever seen in my life



Thanksgiving party with friends 

 

 

 

 

Steak Mexican restaurant

Teriyaki (Janpanese 
restaurant) Seafood restaurant



                  

 

Universal in FloridaWomen's basketball game

Disney Snowing day in New York

First thanksgiving at my friend's house

Celebrating my friend's birthday at a 
restaurant

Thanksgiving dinner with my friend's family



 

Financial accounting grade Financial accounting grade

Acting grade Persuasion g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