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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1）增進競爭⼒力: 

在瞬息萬變的⾦金融市場，擁有相當⼈人脈及精準的國際視⾓角是⾮非常重要的。︒｡因

此，希望透過此次交換機會，在國外課堂上持續學習應⽤用理論及操作分析⼯工具，以

英語和各國學⽣生溝通，增進外語實⼒力，藉以累積⼈人脈及經驗，提升職場競爭⼒力。︒｡ 

（2）學習⾓角度： 

在修讀經濟系課程時，使⽤用的模型或財政分析等內容，都是以台灣的⾓角度作

為出發點來思考問題。︒｡然⽽而在國際化社會中，我們必須瞭解理論及應⽤用的多元性。︒｡

在國外課堂中，雖然使⽤用相同模型，卻可能以不同⾓角度作為切⼊入點，進⽽而看到不⼀一

樣的結果。︒｡d 

（3）獨⽴立⾃自主性： 

了解到總有⼀一天必須獨⾃自⾯面對⼀一切，因此選擇離開舒適圈，去體驗不同⽣生活

模式，學習如何應變及⾯面對⽂文化衝擊。︒｡在國外，⾝身處⾮非母語環境的壓⼒力下，⾯面對問

題時，能夠逼迫⾃自⼰己快速成⾧長，培養出獨⽴立⾃自主以及處變不驚、︑､解決困難的能⼒力。︒｡ 

（4）語⾔言學習：  

在全英語的學習環境下，不論是與他⼈人交流、︑､學習和閱讀等等都必須使⽤用外

語，如此環境下必能快速提升英語實⼒力，對未來考取證照、︑､檢定以及建⽴立良好國際

⼈人脈關係都⼤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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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修學校簡介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 Oklahoma City University ( 簡稱OCU ) ，是⼀一所四年制私⽴立

⼤大學。︒｡創建於1904年，在排名的部分，為西區第⼀一級，是美國最好的基督教學校之

⼀一。︒｡⽬目前學⽣生數約4000名，⼤大學部2300名、︑､研究所1700名，與美國⼀一般⼤大學相⽐比，

⼈人數較少。︒｡師⽣生⽣生⽐比約為11:1，平均每班⼈人⼈人數約15⼈人，屬於⼩小班制教學。︒｡因此上

課期間與⽼老師互動多，同學間的交流也很頻繁。︒｡學校以⽂文科商科為主，提供管理

學、︑､經濟學、︑､會計、︑､政治、︑､法律、︑､電腦⼯工程等多項領域的學⼠士和碩⼠士學位課程。︒｡較

為著名的科系包括表演藝術⾳音樂、︑､ 戲劇、︑､舞蹈及護理。︒｡此外，商學院擁有AACSB 

認證，也證明商院的實⼒力不容⼩小覷，其中以企管碩⼠士最為著名。︒｡ 

校區坐落在奧克拉荷⾺馬市中⼼心，開⾞車幾分鐘即可接觸⽣生活上所需的⼀一切。︒｡離

附近最⼤大的亞洲區僅⼗十分鐘步⾏行的距離，有超市及餐廳。︒｡市區、︑､ 電影院、︑､購物商城

及奧克拉荷⾺馬市 NBA 球隊-雷霆，開⾞車前往都不超過⼗十五分鐘。︒｡ 

               

               

                                           <  校園及地標風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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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宿舍與學生伙食： 

學校宿舍有分單⼈人間、︑､雙⼈人間以及四⼈人間，⽽而且有好幾棟可以選擇。︒｡但⼤大樓

新舊不同，也只有其中⼀一種宿舍有包含廚房(Cokesbury)。︒｡若是住在此宿舍，可以選

擇該宿舍的Meal Plan(伙⾷食計畫)，價錢會較其他伙⾷食計畫少。︒｡⽽而住在其他宿舍⽣生可

以選擇是否要買伙⾷食計畫，有好幾種可選擇，以⼀一週包含幾餐來劃分。︒｡交換⽣生可以

根據⾃自⼰己的需求規劃。︒｡以我為例，是住在Cokesbury的雙⼈人間宿舍，因此⼤大部分都

在宿舍煮飯，⽽而Meal Plan會再有考試時較常使⽤用。︒｡此Meal Plan較特別的為使⽤用star 

cash來買學餐。︒｡這個star cash也可以在下⾯面將會提到的Alvin’s Café、︑､Chick-fil-A以及

學校外⼀一些有簽合約的餐廳結帳。︒｡如此多可以使⽤用的地⽅方，完全不⽤用擔⼼心在學期末

前會⽤用不完。︒｡ 

若是單買⼀一餐在學⽣生餐廳吃飯，中午⼤大約是6-7塊美⾦金，晚餐是8-9塊美⾦金。︒｡⽽而

學⽣生餐廳是吃到飽機制，有沙拉區、︑､熱⾷食區、︑､主廚特餐區、︑､現烤漢堡炸薯條、︑､飲料

區和甜點區。︒｡週末的話是brunch，可以找到與平⽇日不同的餐點。︒｡學餐開到晚上七點

鐘，若是在這之後想要吃東西的話，可以⾄至學餐下⾯面，書店旁邊的Alvin’s Café，裡

⾯面有賣星巴克、︑､⽔水果、︑､零⾷食、︑､冰淇凌還有⼀一些⽣生活⽤用品。︒｡此外，在2018春季，開了

Chick-fil-A，營業到晚間⼗十點，因此想吃宵夜的同學，也有別的選擇。︒｡ 

                    
       <客廳及廚房以及房間門口  >                   <廚房設施近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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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書店： 

學校書店除了可以在學期初拿取在學校網站訂購（租借⼆二⼿手書或購買新書）

的教科書外，裡⾯面也賣⾮非常多學校相關產品，有跟Nike與Champion聯名的⾐衣服，也

有印有個系名稱的⾐衣服。︒｡冬天的話會有各式各樣的⼤大學Ｔ。︒｡書店最⽅方便的是可以在

學期末直接將租借的教科書還回去，若交換⽣生覺得把買的教科書帶回家很⿇麻煩的

話，可以⽤用賣回去的⽅方式，讓書店收購。︒｡ 

 

(3) 圖書館： 

圖書館有分寧靜閱讀區以及團體討論區，若是怕無個⼈人座位，也可以⾄至網路

上預約。︒｡在這邊也可以使⽤用電腦以及影印機，在學⽣生證中，每位學⽣生都有⼀一定的影

印費，因此想要影印可以直接在圖書館處理。︒｡圖書館中也有⼀一間⼀一間的團體討論

室，要先去圖書館前台預約並拿去鑰匙。︒｡ 

 

(4) 郵局： 

校內設有郵局，與學餐在同⼀一棟同⼀一層。︒｡想要退件⾄至亞⾺馬遜，或是寄東西給

朋友，可以不⽤用跑到校外，真的⾮非常⽅方便。︒｡若沒有紙箱包裝，也可以請裡⾯面的職員

提供，寄件以重量計費。︒｡ 

 

(5) 健身房與運動場地： 

學校設有⼀一間健⾝身房，有⾮非常多學⽣生及職員會使⽤用它，時常可以看到許多⾝身

材健美的⼈人在裡⾯面運動，尤其是夏天將⾄至，更多⼈人使⽤用健⾝身房。︒｡在學校內也有棒球

場、︑､籃球場、︑､⾜足球場等等，也有⼀一棟運動中⼼心。︒｡ 

 

(6) 教堂： 

因為奧克拉荷⾺馬市⼤大學為教會學校，因此學內設有⼀一座教堂。︒｡教堂本⾝身⾮非常

美麗，且時常會舉辦活動，在開學時，曾舉辦活動邀請新⽣生⼀一起玩樂與吃飯，讓他

們有機會認識到其他不同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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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一、選課概論 

此次在選課過程中發現，美國選課⽅方式較台灣⾃自由，學⽣生除了選擇主修必修

課程外，若對於其他學系課程有興趣，都可以⾃自由選課。︒｡這⼀一點不像台灣，若要選

擇其他主修的課程必須要通過申請，或是繳納額外的費⽤用。︒｡對於想要接觸不同領域

的同學來說是⼀一⼤大福⾳音。︒｡ 

作為交換學⽣生，基本上所有科⽬目都可以選擇。︒｡需要注意的是，想要選修⾳音樂

及舞蹈，會有需要寄送錄影帶已通過修課資格。︒｡若想要抵免在東吳的課程並準時畢

業，需提前與⾃自⼰己學系負責⼈人確認。︒｡以我⾃自⼰己為例，經濟系規定若要抵免主修課

程，必須英⽂文課程名稱相同，其他可以抵免在系外選修。︒｡此次在國外想選擇的課程

因英⽂文名稱不同，因此計畫抵免在系外選修。︒｡ 

在選則課程之前，交換學校會給予交換⽣生⼀一組像東吳⾏行政系統的帳號與密

碼，這個網站名稱為BlueLink，在這個網站上可以看到所有課程資料，⽽而交換學校

也會有課業輔導負責⼈人與交換⽣生討論，根據交換⽣生⼀一開始的課程選擇，推薦哪些課

程及⽼老師較為適合。︒｡由於在東吳⼤大學主修經濟系及財務⾦金融學程，未來也想就讀⾦金

融相關研究所，因此在交換期間⼤大多選擇商學院課程。︒｡ 

、︑､      < 商學院-Meind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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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內容與修課心得 

（1）INVESTMENTS 

         (授課教師：Dr. Ma / 3 credits/ Finance Major) 

 這⾨門課程是要教導學⽣生各種投資⼯工具的使⽤用⽅方法以及使⽤用時機。︒｡在課程⼀一開

始教授就請⼤大家註冊模擬投資系統 Investopedia 的帳號，在網站中可以根據市場真

實的情況來模擬投資，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工具。︒｡ 裡⾯面除了⼀一般股票的買賣之外，

也有賣空（short sell）的選項，可以讓我們學習預測有興趣的公司，並在認為對的

時機投資下去。︒｡ 

 除了介紹投資⼯工具以外，每⼀一週都會討論現下的時事。︒｡曾經遇到美國股市⼤大

跌，納斯達克、︑､道瓊指數都下跌了⾮非常多的百分⽐比。︒｡那⼀一天課堂上分析了是什麼造

成了股市的⼤大跌、︑､討論股市要多久才能夠回溫，明天股市是否跌更多或是慢慢上

升。︒｡我們也在yahoo finance 中搜尋歷史資料（historical data ）來看看到底在什麼時

間美國也曾遇到股市⼤大跌，以及其下跌的程度。︒｡ 

 在這⾨門課程中最特別的是除了兩三位美國同學，其他同學都來⾃自不同國家。︒｡

除了我以外有來⾃自⼤大陸、︑､越南等亞洲學⽣生，另外有來⾃自巴西、︑､沙烏地阿拉伯、︑､德

國、︑､英國等的學⽣生。︒｡與不同國家的學⽣生⼀一同上課，教授常常會希望我們分享不同國

家的⽂文化及與語⾔言，甚⾄至是當地的財⾦金時事。︒｡因此這堂課不僅學習到美國的⾦金融，

也能學習到世界各地的知識。︒｡ 

 
<餞別會中與教授 Dr. Ma 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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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OPICS:FIN ANALYS W/BLOOMBERG 

         (授課教師：Dr. Conder, Christopher W/ 3 credits/ Finance Major)  

這⾨門課程主要是教⼤大家使⽤用Bloomberg。︒｡彭博(Bloomberg) 成⽴立于1982年，是⽬目

前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公司，因此Bloomberg在財⾦金中是⽬目前⾮非常重要的系統。︒｡⼀一

開始教授先讓⼤大家記住Bloomberg最主要的幾個鍵盤指⽰示。︒｡例如要搜尋⼀一家公司的

新聞，那麼就打公司的縮寫，按f4，接著再打CN，便會出現公司新聞。︒｡在使⽤用

Bloomberg之後，發現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工具。︒｡無論是公司的報表、︑､股份的

分配或是各種財⾦金指數，都可以在系統中找到。︒｡在進⾏行⼀一家或多加公司的分析時，

可以為我們減少不少搜尋資料的時間。︒｡ 

在熟悉Bloomberg的基本操作之後，就開始教導⼤大家如何分析哪家公司的股票

更值得投資。︒｡在觀察不同的指標，例如：Simple Moving Average(SMA)、︑､ Relative 

Strength Index (RSI)或是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divergence (MACD)，再根據希

望投資的時間，以及公司新聞來判斷是否值得投資⼀一家公司。︒｡ 

每⼀一週幾乎都有功課，這與台灣的課程不太⼀一樣。︒｡雖然⼀一開始不太習慣美國

功課如此的重，但是發現如此可以讓我不斷複習之前學習的內容。︒｡在每⼀一週的功課

都會結合上⼀一週的內容，形成⼀一個完整的學習系統。︒｡ 

                            
                      <Bloomberg 教室上課情形 >                     <與教授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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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USINESS ETHICS & LEADERSHIP 

         (授課教師：Dr. Ross, Nathan/ 3 credits/ Management Major)  

這堂課是隸屬於企管主修的課程，主要是在探討企業倫理以及些倫理的起

源。︒｡在期中考前每⼀一週都有⼗十幾⾴頁的閱讀需要完成，並且在書中結那種點寫在⼩小紙

條上。︒｡這些紙條每週回收，並在期中考發放回來幫助我們的考試。︒｡期中後，開始進

⾏行辯論活動，我題⽬目是：公司應該要以stakeholder或 shareholder的利益為主。︒｡我是

代表stakeholder這⼀一⽅方進⾏行rebuttal。︒｡在準備的過程中，除了必須要⾮非常了解⾃自⼰己這

⼀一⽅方外，也要熟悉對⽅方的理論，才能在當下做出回應。︒｡雖然對於交換⽣生，全英⽂文的

辯論可能⽐比較困難，但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驗。︒｡在課程期間，教授也讓我們看了

幾個公司的弊案，分析是什麼造成⼀一家公司的時代結束，負責⼈人的道德淪陷？或是

⾼高層與政府官員的勾結？在結束⼀一切討論後，期末⼤大家針對這學期學習的企業倫理

做個案分析。︒｡ 

 

（4）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授課教師：Dr. Gering, Daniel/ 3 credits/ Psychology Major)  

曾在台灣看⼀一本有關⼼心理學及經濟學的書，因此這次來交換，就把握機會修

習⼼心理學的課。︒｡這⼀一堂其實是開給⼤大⼀一的課程，⽽而裡⾯面的同學有來⾃自企管、︑､舞蹈、︑､

電影等專業。︒｡在上課前，以為⼼心理學是教導⼤大家如電影中⼀一般，如何解讀⾯面部表情

等等，但上課後發現，⼤大多在討論⼤大腦的記憶與反應，還有研究⼈人類的情緒。︒｡ 

教授⾮非常開明對於任何⼈人提問都樂意回答，同學也⾮非表⾃自⼰己相關的經驗以及

對於⼼心理學的問題。︒｡⽼老師與學⽣生的互動⾮非常多，在⼀一個多⼩小時的課堂中都不會覺得

無聊。︒｡考試制度也⾮非常不⼀一樣，有四次⼤大考，但若是前⾯面三次都考得很好，就可以

不⽤用考最後⼀一次，這是我從來沒遇過的制度。︒｡全英⽂文的考試包括選擇題、︑､問答題、︑､

填空題還有加分題。︒｡最有趣的部分是有時候考試題⽬目⾮非常好玩。︒｡曾有⼀一題是：如果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牛奶與鐵鎚你要選哪⼀一個。︒｡若是答案與其他同學沒有重複就加

分，此時經濟學就派上⽤用場了。︒｡在這學期中，對於⼼心理學有了基本的認識，也發覺

其中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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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有趣的教授合照 > 

肆、︑､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 

⼀一、︑､新年活動： 

 在新年時，臺灣學⽣生會與中國學⽣生會合辦新年活動。︒｡在會場中有⼀一系列的競

賽活動，參與的學⽣生除了台灣與中國學⽣生外，也有如⽇日本、︑､越南等的亞洲學⽣生。︒｡其

他也有美國學⽣生來參加，讓新年不再只是同⼀一個⽂文化的慶祝活動，因此也格外熱

鬧。︒｡除了校內新年活動外，也有台灣同鄉會的新年活動。︒｡在會場上有抽獎活動以及

各式各樣的表演，對我來說，雖在異地，依然感受到新年的氛圍，⾮非常開⼼心。︒｡ 

         
                      <校內新年活動 >                                         <同鄉會新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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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音樂會與⾳音樂劇： 

 因為奧克拉荷⾺馬市⼤大學的舞蹈及⾳音樂⾮非常著名，因此校內時常會有⾳音樂成果

發表會，或是請知名⾳音樂家來表演。︒｡因室友為⾳音樂系學⽣生，因此她與她的朋友都有

參與⾳音樂劇，也讓我有機會免費觀賞表演，不過就算是買票進場也是⼗十幾到⼆二⼗十塊

美⾦金⽽而已。︒｡在⾛走進⾳音樂學院時就⾮非常驚訝，在觀賞時真的⾮非常佩服他們，雖然只是

學⽣生的表演，但真的⾮非常好看，都有⼩小型百⽼老匯的感覺。︒｡ 

在期末時，還曾到奧克拉荷⾺馬市⼤大學內的教堂，聆聽acapella社團的表演，很

多成員的歌聲都令⼈人驚艷，⽽而曲⼦子的重新編排也讓⼈人⽿耳⽬目⼀一新。︒｡這些藝⽂文活動都是

在台灣的⼤大學不曾有過的經驗，是這次交換⼀一⼤大亮點。︒｡ 

         
  <The bluest eye⾳音樂劇 >        <On the town⾳音樂劇 >           <知名⾳音樂家演奏會 >   

 

      

             <學⽣生發表會-鋼琴 >                                 <acapella 社團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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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動賽事：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本⾝身是沒有橄欖球隊的，但是也像⼀一般美國⼤大學⼀一樣有籃

球隊、︑､棒球隊及⾼高爾夫敷球隊等等。︒｡有時候下午或晚上會有棒球賽事，可以進去觀

賞。︒｡這次在奧克拉荷⾺馬交換，不免俗的要去看⼀一下NBA囉！特地買⼀一場雷霆對上騎

⼠士隊，除了看忍者⿔龜以外，還可以⼀一睹LeBron James的⾵風采。︒｡雖然已經買了最上層

的票，但因為⽐比較靠近中間，並且在前⾯面⼀一點的位⼦子，因此也要價80美⾦金。︒｡但⾮非常

值回票價，可以在現場感受⼤大家的熱情呼喊，⾃自⼰己也會被那股氣氛感染。︒｡雖然在雷

霆主場，但其實⽀支持LeBron James的球迷也⾮非常多。︒｡看了這⼀一場，真的是圓夢了。︒｡ 
 

              
              <雷霆吉祥物>                                           <雷霆拉拉隊員>         

            
                 <紀念品>                                                   <雷霆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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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換⽣生組織活動： 

 在OCU有專⾨門給交換⽣生的組織叫 star group。︒｡這個組織由交換學校的國際處負

責，每隔⼀一週的週四或⼆二，會讓所有交換⽣生有機會聚在⼀一起出去吃飯。︒｡每⼀一次找的

餐廳都不⼀一樣，有傳統美式餐廳、︑､亞洲餐廳等等，讓⼤大家嚐到不⼀一樣的美⾷食。︒｡有時

候週末也會有活動，帶⼤大家去市區玩、︑､去美術館等等。︒｡在期末快要結束時，⼤大家還

到國際處負責⼈人Mary的家，品嚐傳統美⾷食佳餚，⽽而巴西同學也製作⾮非常有名的巧克

⼒力甜點給⼤大家。︒｡在這些活動中可以與來⾃自不同國家的交換學⽣生交流，也各⾃自分享交

換的⼼心得，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 

     
     <國際處⼯工作的學⽣生>                < star group聚餐>           < star group美術館活動> 

 

五、︑､其他活動：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其實有⾮非常多活動可以參加，不管是講座、︑､⼿手作盆栽、︑､⼀一

個⽉月⼀一次的免費電影之夜等等的。︒｡除了參加這些活動外，也曾去當地學⽣生在外的樂

團表演，是⼀一個當初廢棄的建築，改建成電影院以及表演廳，⾮非常不⼀一樣。︒｡⼤大家邊

聊天邊欣賞⾳音樂，現場也備有飲料讓⼤大家⾃自由拿取。︒｡在奧克拉荷⾺馬市中其實也有許

多博物館可以參觀，例如科學博物館、︑､美術館以及⽜牛仔博物館等等，還有⼀一個動物

園，所以能夠參觀的地⽅方還是滿多，也滿有趣的。︒｡ 

在交換期間剛好遇到復活節，在週末時⾮非常有幸的被邀請到兩個家庭慶祝復

活節。︒｡第⼀一天⼤大家先去教堂參加活動，之後再前往美國家庭。︒｡當天他們做了⾮非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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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晚餐，有⼟土⾖豆泥，各種⾁肉類，以及⽣生菜拉沙。︒｡在吃飯期間⼤大家分享⾃自⼰己旅⾏行的

經驗，以及在這邊⽣生活的體驗。︒｡第⼆二天是被朋友邀請到她的美國家庭中，最特別的

地⽅方是，跟這他們家三個⼩小朋友⼀一起去撿復活節彩蛋。︒｡在哨聲響起時，⼩小朋友瘋狂

的衝進會場中央，拾起⾝身邊的彩蛋，⽽而每個彩蛋中間都有令他們滿⾜足的玩具或是點

⼼心，真的⾮非常可愛。︒｡ 

          
            <樂團表演的地⽅方>               <科學館參觀>              <當地有名披薩店> 

          
                 <復活節晚餐>                                <復活節撿彩蛋活動>    

 

六、︑､⾃自⾏行規劃⾏行程： 

        (1)春假： 

 春假⼤大約在3⽉月初左右，⽐比台灣的春假早⼀一個星期。︒｡這次與與巴西交換學⽣生⼀一

起到紐約及華盛頓進⾏行⼋八天七夜遊。︒｡我們買了City Pass，裡⾯面有包含好幾張⾨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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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需要⼆二選⼀一的。︒｡在這幾天，我們去了帝國⼤大廈、︑､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熨⽃斗⼤大廈、︑､⼩小義⼤大利、︑､蘇活區等等的地⽅方。︒｡ 

除了到這些⾼高樓⼤大廈去欣賞夜景之外，我們也去了好多個博物館，例如：⼤大

都會博物館、︑､美國歷史⾃自然科學博物館、︑､911紀念館。︒｡這些博物館讓我⼤大開眼界，

裡⾯面的館藏真的是數⼀一數⼆二的多，⼀一個下午都無法將⼀一個博物館看完。︒｡我們只能挑

⼀一些有興趣的主題來看，若是有更多時間，真的希望好好把每⼀一個⾓角落都逛遍。︒｡另

⼀一個特別的⾏行程是，我們幾乎把中央公園從頭到尾⾛走了⼀一遍，雖然因時間關係無法

到每⼀一個公園內的景點，但是裡⾯面的⾃自然⾵風光美不勝收，北到南都有不同的景⾊色。︒｡

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紐約⼈人那麼喜歡中央公園了，這真是逃離喧囂的第⼀一選擇啊！ 

看完⼤大⾃自然，我們當然也沒有錯過時代廣場、︑､百⽼老匯以及⾃自由⼥女神像囉，看到這些

原本只會在電影出現的場景，真的⾮非常感動啊。︒｡ 

後來搭了6-7個⼩小時的巴⼠士來到華盛頓。︒｡不愧是政治中⼼心，裡⾯面的街道房⼦子都

⾮非常整⿑齊以及乾淨，與紐約街道景象完全不同。︒｡且這邊的⽣生活步調較紐約慢。︒｡除了

欣賞國會中⼼心、︑､華盛頓紀念碑以及林肯紀念堂，因為接近櫻花季，還可以稍微看到

⼀一些含苞待放的櫻花，真的⾮非幸運呢。︒｡ 
 

       
    <巴西交換學⽣生合照>                    <曼哈頓 >                              <中央公園 >    

       
  <時代廣場 >                      <⾃自由⼥女神像>                                 <百⽼老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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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期結束： 

 在學期正式結束後，因為交換學⽣生的簽證會有多⼀一個⽉月的有效期，因此⾃自⾏行

規會了旅程。︒｡第⼀一站先到奧蘭多的迪⼠士尼及環球影城遊玩，曾經去過東京、︑､⾹香港迪

⼠士尼以及環球影城的我，覺得美國的⼜又更加好玩，不愧是最⼤大的迪⼠士尼樂園了。︒｡第

⼆二站來到邁阿密，享受沙灘的美好，雖然是陰天，但也不減興致。︒｡第三站跑去⿈黃⽯石

公園，⾮非常有幸能夠看到很多動物，裡⾯面有野⽜牛、︑､不同種類的⿅鹿、︑､⼟土狼以及棕熊等

等。︒｡在公園最有趣的現象是，如果看⼤大⼀一群⼈人拿著⼤大砲相機對準同個⽅方向，恭喜，

⼀一定是遇到熊了。︒｡接著來到了西岸，洛杉磯、︑､舊⾦金⼭山、︑､拉斯維加斯、︑､西雅圖還有⼀一

號公路，這些有名地⽅方怎麼能夠錯過呢！！這之中最有趣的旅程⼤大概就屬⼀一號公

路，在這條公路上有許多很酷的⼩小城鎮和⾃自然美景，海港、︑､住宿和當地⾵風情，與⼀一

般城市⼤大不同，這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了吧！ 

 

                
     <奧蘭多迪⼠士尼 >               <邁阿密 >                              <拉斯維加斯 > 

        
                        <⿈黃⽯石國家公園>                                               <舊⾦金⼭山⼤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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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交換研修⼼心得與感想 

在許多⼈人眼中，可能會覺得交換就是去玩耍，但是實際上這半年真的收獲⾮非

常多。︒｡在學業上，因為⼩小班制，基本上教授認識每⼀一個學⽣生，他們會根據同學不同

的情況給予幫助，且不管在課堂上提問或是課後與教授約時間都⾮非常⽅方便。︒｡課程內

容豐富，每⼀一週的功課也讓我加深學習印象。︒｡雖然那邊只有選修四堂課(總共12 

credits)，但每週上兩次課，學習到的內容卻⽐比台灣有些課程多。︒｡ 

在這邊⽣生活認識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有些是課堂同學，有些是交換

⽣生，也有來⾃自台灣的研究⽣生。︒｡他們在這次的交換中幫助我很多，例如有⼀一次差點被

不認識的⿊黑⼈人抓⾛走，也是台灣學⽣生幫忙報警，讓全校的警戒提⾼高，防⽌止下⼀一個學⽣生

受害。︒｡⼜又有⼀一次筆電壞掉，正好是期中考週，有很多報告要交，當我以為要完蛋

時，還好美國室友，義不容辭地帶我到Apple店修理，並借我筆電做報告。︒｡因當地

開⾞車較為⽅方便，⽽而交換⽣生待的時間不⾧長，通常不會買⾞車，使⽤用公⾞車到商場會⽐比較⿇麻

煩。︒｡無法想像這半年若是沒有他們會變成什麼樣⼦子。︒｡ 

成為交換⽣生的⽣生活實現了⼀一部分的夢想，不但體驗到當地⽣生活、︑､美國⼤大學上

課⽅方式以及認識國際⽣生，還加強⾃自我獨⽴立能⼒力與英⽂文能⼒力。︒｡這將成為⼤大學⽣生活中最

難忘的⼀一個學期。︒｡ 

                   
        <德國朋友 >      <室友幫我舉辦⽣生⽇日派對>    <與臺灣學⽣生會會⾧長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