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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 

 

 

 

 

 

 

 

 

 

最初為什麼挑中了美國呢？ 說實話沒有太多的糾結。 

我最初便只覺我的交換，非歐即美：歐洲代表玩樂，交通便利，文化底蘊深厚；

美國代表學習，地廣人稀，出行無車即滯。問了一些人，最終還是選擇了「美國

夢」。一是未來希望能去美國研讀碩士，想要提前感受一下美國的學習氛圍；二

是對美國的多元大熔爐文化一直感到好奇，希望能身處其中好好體會。 

而後為什麼去了 Nebraska 這種即使對於美國人來說都偏遠的州呢？ 

大都出於學語言和安全的考慮。Nebraska 是美國中西部的一個農業大州，人口較

少，且主要是以白人為主，甚少華人與拉丁美族裔。這樣的環境既能逼迫我去用

英文跟人溝通，又有安全的保證。（在美國人越少且白人越多的州越安全）而到

了 Wesleyan 後，我更驚訝地知道，這個學校竟然華人少到只有我和另一個來自

台中的中文老師。在美國的很多很多天裡，我一天下來甚至不會講一句中文，因

為沒有會講華語的人呀。 

就這樣，我在地圖上摸摸索索圈圈點點，就如同我平時背包旅行一般，就是這個

學校啦，Nebraska Wesley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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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模樣 

 

Wesleyan 位於 Nebraska 的

Lincoln 林肯市，是一個古老且小的文

理學院，這個學校總共只有兩千多名師

生，這讓早已習慣擁擠學校的我感到吃

驚。Nebraska 乾燥且四季分明的氣候

讓學校的秋天變得特別美，每天都是陽

光普照，藍天乾淨到沒有一絲雜質，樹

影斑駁，微風陣陣，葉子互相拍打的聲

音讓人心曠神怡。 

冬天的 Nebraska 很冷，室外冷到零下

負十攝氏度，但室內會一直開暖氣，所

以還會見到有很多住在宿舍的美國學生

在大冬天還是穿短褲短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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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那些上課的日子 

 

這是我在 Wesleyan 的上課課表，Wesleyan 要求我修習最少 12 個學分，最

多 18 個學分，且要求每天都有課程。我原本選了 15 學分的課，但後來因為那門

課我並沒有很喜歡就退了。 

Wesleyan 上課與東吳非常不一樣。就上課時間來說，Wesleyan 會將一門課在周

內上而至三次，依照課程要求而定時間與次數。就拿我的 Abnormal Psychology

舉例來說，我們就會在每週一、三、五的 12:20 至 13:30 各上一次課，等於是一

週會上三次課。就上課方式來說，Wesleyan 非常注重師生比，全校的師生比是

12:1，而我上的課除了 Abnormal Psychology，都是十五人以下的小班化教育。

至於我的 Abnormal Psychology，因為人數有三十二個人，被教授抱怨這堂課真

是太大了人太多了，我只能笑笑不說話，畢竟在東吳，心理系的課人數在七八十

以上的，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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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KE UP DESIGN 
 

 

這是我在 Theater 系修的一堂 Make Up Design，theater 系是 Wesleyan 的王

牌系，就如同法律之於東吳。這堂課是我在 Wesleyan 上過最有趣且實踐性最強

的一堂課。老師 Simon 每堂課會教我們一種特殊化妝術，專門應用于舞台，例如

上圖的淤青妝和燒傷妝。他會先演示一遍給我們看，再讓我們下節課自己動手，

在自己臉上實作。而我們成績評量方式除了日常出席以外，還要每個小組設計一

套主題妝容并畫在自己的臉上，而我們組選擇了「飢餓遊戲」這本書，每個組員

根據裡面不同區的人物特色，設計出了自己的妝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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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RT+ACTIVISM 
 

 

 

 

這是我在 Art 藝術系修的一堂專門討論藝術如何和當代行動主義結合起來的一堂

課。藝術系也是這個學校的較為出名的系。這堂課的內容十分豐富，我們會請當

地各種各樣的社會機構負責人來到我們課堂，圍坐在一個大長方桌，聽介紹他們

機構的運作方式，有時如果負責人方便，甚至會直接帶我們去其機構參觀。而上

圖就是我們去參訪林肯附近一個叫做「Nine Mile Prairie 九英里草原」的自然保

護區。我們在期末也會集體做一個跟本地社區有關的藝術行為，而我們這個班做

的是收集校園裡師生的抱怨，并把這些抱怨編成一首歌，以合唱方式唱給校園裡

的同學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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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HOTOGRAPHY 1 ：DIGITAL 
 

 

這是同樣在藝術系的攝影課。我自己非常喜歡攝影，但很遺憾的是東吳沒有藝術

系，更沒有攝影系，因此在我發現 Wesleyan 開有攝影課時，就趕緊選了這門

課。我一直覺得，既然出來交換，當然要選一些自己學校沒有的課，這樣才具有

交換的意義，如果還在上自己學校有的課，那我為什麼還要出來交換？不是待在

自己學校更舒服。 

這堂課老師主要通過教授攝影技巧來讓我們了解攝影，並且每週佈置限定主題的

作業，比如針對光線效果的黑白照等，再下週每個人印出自己所拍的照片，教授

和所有同學一起圍坐來評判你拍的這組照片優缺點在哪，哪張拍的最好等等。這

些作業最後出來的評定分數就是我們的課程分數。 

這堂課低於了我的期盼，或許是因為這門課的等級為一，即最初級的攝影課，教

授沒有教導關於攝影方面的打光等我最想學的東西，只是教了一些我早已經會的

東西。但課堂大家互相評論各自照片的氛圍還是很讓我喜歡的，而每個人重視每

個人的回饋，是我在東吳從未碰到過的。 

 

 



 7  

3.4 ABNORMAL PSYCHOLOGY 
 

 

 

 

這是我在心理系上的一堂課，唯一的一節本系的課。這堂課對比起上面三堂顯得

無趣了許多，只有教授在上面講，下面在抄寫筆記，然後還有每星期都有的考

試。而照片其實是另外一堂課訓練小白鼠的期末比賽，叫做「Xtreme Rats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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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一窺 

說了很多很多的上課，也該來說說生活了。其實我在美國每天都過得很悠閒，

雖然每天都有上課，但課餘的時間其實遠遠多於在東吳的日子。很多時候，我會

選擇在中午下課了，倒著時差跟大洋彼岸的朋友打個很久很久的電話，又或者去

自助餐廳慢慢慢慢慢地吃完一頓飯。 

 

4.1 吃在WESLEYAN 
 

 

 

總有人在以為我在美國每天都在吃漢堡快餐，其實不然。剛到 Wesleyan 時，我

發現我的宿舍費和學校伙食費已經被捆綁同時交了，而 Wesleyan 的自助餐廳則

是供給我每週十九餐，其中週一至週五每日三餐，週末則是早午餐和晚餐。很多

人都說到美國要自己做飯，而我想著既然錢都交了，就不要自己花錢再買菜吧，

何況我沒有車，出行及其不方便。有些人覺得學校餐廳的菜很難吃，但我覺得還

（餐廳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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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或許是我來之前做足了美國菜很難吃的心理準備和自我調低口味水準吧，

哈哈。而學校也會在比較特

別的節日，比如感恩節

Thanksgiving Day 時準備

不同的料理給學生們吃。 

而平日里，我們一群國際學

生就會一起圍坐在餐廳的某

個桌前，聊天吃飯，問問近

況，即將來臨的假期計劃等

等話題。我稱這一時段為每

日 social time。 

 

 

 

 

（日常早餐） 

 

（
感
恩
節
合
照
與
特
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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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住在WESLEYAN 
 

 

在 Wesleyan 我住的是名叫

Centennial Hall 的宿舍的單

人間，房間不大，但足夠我一

個人住。每個單人間擁有一個

非常寬大的書桌，一個可以掛

下二十多件衣服的衣櫃，一張

1.2m*2m 的床，而且

Wesleyan 為交換生們都很貼

心地準備了可以免費租賃的床

品，在我剛到房間時就發現我

的床已經鋪好了。寢室沒有獨

立的衛浴，每一區（7 人）共

享一個浴室和洗手間。 

Centennial Hall 為國際生的

主要宿舍，大部分的國際生都

（寢室對面的書桌） 

 

（宿舍走廊） 

 

（宿舍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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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住在這個宿舍，而宿舍里也會住一些美國學生。宿舍是混合男女住宿，但每一

區是只有單一性別的。 

Wesleyan 本還提供雙人間，但我不想在交換時與室友產生矛盾，也圖清淨，便在

他們用郵件詢問我時選擇了單人間。而寢室入住幾乎所有的手續，都是我們在到

來之前通過郵件辦理完成的。 

 

5 HAVE FUN 

 

說到在美國的娛樂生活，我的說起來似乎顯得有點無聊。因為美國人最愛的娛

樂方式是看各式各樣的球賽和參加各種各樣的 party，而我卻非常討厭看球賽以及

party 嘈雜的環境。我喜歡旅遊，喜歡看風景。不過在 Wesleyan，我還是交到了

一群真心可愛的朋友。 

 

5.1  MY IPAL 
 

IPAL 是 Wesleyan 為每個國際生提供的一對一

的志工，IPAL 會為國際生們接機，也會帶我們

去採買一些生活用品。因為林肯的公共交通極其

不方便，所以 IPAL 的存在大大幫了初來乍到什

麼都不懂的我們的忙。我的 IPAL 叫 Kendall，

是一個很純正的美國白人女生，她除了在我剛到

林肯時帶我去採買各種各樣的生活用品，也帶我

去辦了電話卡、開了銀行賬戶，我們平時見面也

會偶爾聊一聊彼此的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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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IRO FAMILY 
 

 

IRO 是國際學生都會參與的一個社團，Wesleyan 很小，國際學生也特別的少，上

面那張合照幾乎囊括了三分之二的交換生。IRO 經常跟學校的國際處 OGE 合作舉

辦一些專門為國際生開放的活動。 

 

這是期初的時候 Wesleyan 與隔壁的

UNL 所舉辦的國際生野餐會，除了提供

一些美式的餐點，現場還有美國人眼裡

所謂中國特色的舞龍獅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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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一起逛了號稱美國 Top 2 的 Omaha Zoo。 

 

在某個悠閒的週六下午，我們甚至還包了整個冰場一起滑冰。 

而在國際煮飯夜的時候，來自各國的大家各自煮了自己國家的家常菜，而我做了

我最喜歡且簡單的番茄炒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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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最讓我驚訝的

culture shock 或許是

美國人能花一個月去過

萬聖節，他們能用一個

月去裝飾自己的家門

口，買上好幾套萬聖節

的服裝。而我們國際

生，也去他們的萬聖節

主題樂園湊了個熱鬧。 

 

在聖誕節即將來臨之際，IRO 也舉辦了聖誕 Party，大家也會交換禮物，還會砸星

星盒子，星星盒子里裝滿了糖果，而砸破星星盒子的人將是今晚的 lucky guy。 

 

IRO 對於大部分交換生來說，尤其是像家的地

方。當我們一人獨居在外，沒有認識的人，口語

也沒有當地人那麼流利時，有 IRO 來接納我

們，讓我們認識彼此，互相交流不同的文化，真

是一件挺開心的事。而我也在 IRO 裡認識了我

在美國最好的朋友，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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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MY OWN TRIP ROUTES 
 

 

因為還是要每天上課的關係，所以我出去玩的地方不多，只會在每個假期時抓緊

時間出去走一走，Labor Day 說走就走的 Chicago，fall break 的 Kansas，

Thanksgiving break 在 Kendall 家的吃火雞和 Denver,還有放寒假後一人在加州

從 Los Angeles 閒逛到 San Francisco。我的旅行習慣走走看看，逛很多很多的

博物館，吃很多很多的當地美食，而美國各地風情，我也就走馬觀花略看了幾

眼。而我最遺憾的還是沒有抽空去美國的東海岸逛一逛，希望等我再次回到美國

時，能夠體會一番。 

 

 

6 再憶 

 

因著心得，再次回憶起我在美國的五個月生活，說起來很短，回憶起來卻是歷歷

在目。那些或是孤獨或是喜悅的日子，那些隔著時差我白天屏幕那頭卻是黑夜視

訊互道思念的日子，那些吃完飯后一起圍繞校園散步看平原上美麗落日追逐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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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那些吃著美式中餐想念媽媽做的菜的日子，好像離我很遠了，又好像在

昨天。 

文化衝擊總是有，在美國很難喝到熱開水，我就跟著美國人喝加冰的冰水，結果

喝到肚子疼。他們主食總是麵包土豆通心粉，米飯除非去中餐館吃，否則一概都

很硬很難吃。美國人很喜歡開車，我不會開車，交通總是那麼不方便。還有很多

很多，但這總不會是使我傷心難過的事，甚至讓我想去走到更多的地方，體驗更

多不同的風土人情。 

有人問我去交換怎麼樣，我經常會回答：「就這樣吧。」我常想，只有真正走出

去的人，才會懂你走過怎樣的路。我還是會繼續跟他們說我覺得他們或許喜歡的

故事，但太多太多的故事，只有自己經歷，才懂其中的快樂或難過。就如同這篇

心得，我總是不知如何表達，才能真正完整展露我的心境。 

回憶起我剛去交換時，腦里迴響著凱魯亞克在美國 66 號公路上喊出的那句： 

「我還年輕，我還在路上」。它至今還在激勵著我。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