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生返校心得報告 

2018.3.25 

1.該校的簡介 

北肯塔基大學位於肯塔基州，在美國的東偏北部，即使不是知名的學校，卻也因為這個原

因亞洲人特別少，華人更是難遇到，而在這樣的環境下，我也能逼著自己開口練習英文。學

校致力於國際化的拓展，因此接收很多國際學生，來自世界各地，英國、西班牙、德國、瑞

士、厄瓜多、中非、韓國、日本……，可以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接觸，聊天中也能發現很多

有趣的文化差異，見識到美國的文化大熔爐，也羨慕起美國人不用出國就可以有很多機會接

觸世界各地的人。在這裡看著南美洲人和西班牙人聊天，當所學變成親眼所見時，覺得很神

奇，不同國家能用同種語言真的是一種恩賜，可以輕而易舉地聊天、分享自己國家的文化。 

 

 以下用校園的照片來介紹美麗的北肯塔基大學： 

A. 球場 

  

校內的足球場，此為觀看足球友誼賽時的照片，

本校學生憑學生證即可免費觀看，而外校人士可

以買票入場，場邊還會發免費刨冰、熱狗。 

宿舍旁的足球練習場，晚間十點還燈火通明，供

學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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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場，地上有學校校隊的標誌 NKU Norse。 宿舍旁的沙灘排球場，只有冬天會收起網子，晚

間常有校內生在此打球。 

B. 令人讚嘆的體育館 

  

一樓游泳池，裡面有排球架、籃球框、兩個不同高

度的跳板和攀岩牆。 

一樓為球場，可以在櫃檯借籃、排球、毛巾、置

物櫃鎖，二樓黃色的為跑道，另外體育館內有淋

浴間、更衣室、置物櫃。 

  

二樓健身房，體育館有這麼棒的設施讓人沒理由不

去運動! 

一樓也有一些運動器材。 



 
 

 

C. 校園一隅 

 

 

 
校園中的小湖泊、湖泊中的橋 其中一棟教學大樓，晚間會點美麗的七彩燈。 

 

   

圖書館，和台灣不一樣的是，裡面可以吃東西、

討論課業，所以可以看到中間照片為考試週

時，豎立於館內的告示牌，請大家保持安靜。 

我住的宿舍區，這裡大約一個月會舉辦一次小活

動，宿舍管理員們會準備一些食物供大家自由取

用，例如熱狗麵包、烤棉花糖、冰淇淋、鬆餅等。 



 
 

 

  

校園中有好幾座停車場。 校內公車站 

  
校園中的書店，店內有很多學校的周邊商品，

也可以在此租或買教課書。 

Student Fuel—這裡是一定要知道的地方！憑學

生證就可以免費來拿生活用品、食物(洗髮精、

洗衣精、衛生紙、罐頭食物、洋蔥、麥片……)。 

 

2.在該校修讀哪些課程 

交換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程度(不分科系)，選擇學校的

任一門課修讀，最低學分數門檻為十二學分，而我選擇四門三

學分的課和一門一學分的體育課。在美國，每天上課的時數都

很少，主要是課後需要花大量時間寫作業和讀書。幸運的是，

我交到一個日本朋友，幾乎每天都和我一起去圖書館，圖書館

平時開至凌晨一點，作業量比較大時我們常常一起待到閉館，

在互相督促、打氣下，枯燥的讀書也沒那麼折磨了。 

A. 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全球物流鏈管理 

我很感謝我的管理課老師，這也是我最喜歡的一門課。記得

上第一堂課時老師先介紹了課程大綱和計分方式，他說本學期

有兩次小組上台報告、兩份作業、六次小考、期中期末考，聽

完給分方式後，我就頭皮發麻想要逃避小組上台報告，便開始

我的課表，每天只有兩三堂課，

一節課五十或七十五分鐘 



 
 

 

猶豫要不要修這門課。下課後，我帶著我是交換生的紙本自我介紹去找老師，老師一席襯衫

和笑容給人一種和善又專業的感覺，和老師聊了幾句後，得知我是第一個上他課的交換學生，

他很歡迎我留下來，其實我到美國交換其中一個原因是為了訓練自己的膽量與臺風，於是接

下這個挑戰。第二堂課下課時，一位美國同學向我走來，詢問我是不是交換學生，雖然我們

只有個別簡單地自我介紹，但在同學中只有我是亞洲面孔的情況下，有人主動接近我格外覺

得暖心。而第三堂課，老師請我們開始尋找期中、期末上台報告的夥伴，令我覺得壓力很大，

一方面不太敢主動和別人攀談邀約，另一方面又怕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夠好會拖累同學。下課

的時候老師告訴我：可以用課前或課後的時間跟同學聊天，你跟其他學生沒有不一樣，不用

害怕，而且他們不會咬你。這是我記憶很深的一段話，也是這番話給了我力量。於是下堂課

我鼓起勇氣去問一開始找我聊天的同學，「Can you be my partner of the presentations?」，

令人雀躍的是他馬上答應了，而我也放下了心中的壓力。 

上課時，老師亦師亦友，互動式的教學讓人很放鬆，也將老師、同學的經驗帶入課堂。老

師每告一段落就會問「Any questions, comments?」，同學一有相關的經驗想分享時就會舉

手(例如，以前在某家物流公司打工，該公司如何處理老師上課主題的經驗。)讓我印象深刻

的是，很多同學都有在物流公司打工的經驗，但要聽懂他們的分享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不

論是語速、口音都需適應，又因為大家的座位都面向講台，無法看他們的嘴型，更難了解他

們所分享的內容，是個遺憾。小組上台報告時，每位同學看起來都不緊張，即使報告內容不

一定很豐富，也表現得很自信。而老師在台下，斜靠在椅子上，腳伸長，背懸空，背跟椅背

成三角形空洞，看起來很放鬆而非嚴肅的樣子。報告時台上跟台下也會有問題與看法的互

動，同學有想法就會舉手分享給大家，每個人都有主見且樂於分享，同時老師也會加入討論，

當老師分享時，感覺老師和同學之間沒有隔閡，老師只負責點人發言、在大家想不出問題的

解決方法時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和班上的互動就如同學一般。 

老師(Matt Ford)曾經得到他的夢幻工作―首席質量官(CQO—Chief Quality Officer)，

並於公司工作十二年後重返校園攻讀運營管理博士，接著來到北肯塔基大學教書。因老師有

著豐富的實務經驗，在課堂中我們可以學習理論同時聆聽相關的經驗分享，此外，每堂課前

老師會先分享幾則有關該堂課會講到的主題的新聞(像是這學期美國德州颶風癱瘓物流鏈的

新聞)，接著才開始當天的主題，讓我們將物流鏈管理跟生活接軌。 

 

B. Public speaking 公眾演說 

這門課是五門課中最費心力的課程，因著我來美國的目標―訓練膽量與臺風，而決定挑

戰。如果要用幾個字形容這堂課，應該是―又愛又恨，即使要在同學面前演講對我來說壓力

很大，但我很喜歡老師循序漸進的上課方式。 

老師運用漸進式的方法嘗試讓我們降低對演講的恐懼，剛開始上課時，老師請我們在紙上

寫下描述自己的三個句子，接著請我們坐在位子上大家同聲開口、坐在位子上個別、站在座

位前、站在講台旁、站在講台上……，在七種不同的位置，唸出自己寫下的句子，每次唸完

在老師準備的評分單上記下自己的緊張指數，在唸了這麼多遍以後，再站到大家面前唸，相

較於若老師直接叫大家一個個上台，緊張的程度下降不少。接著幾堂課，老師在上課前會先

在白板上寫兩個主題(例如:最喜歡的節日、最難忘的旅行)，每個人看到主題後選一個並立



 
 

 

刻上台分享自己的看法或經驗，時間不限，若沒有想法也可以選擇不上台，但我豈能隨便浪

費能練習的機會，在分享我最喜歡的節日時，我描述到我最喜歡過年，在這段期間家人可以

團聚在一起，小孩會收到紅包、一起打撲克牌，大人則打麻將。透過這種不強迫的方式及自

己有心得的事上，讓我們練習面對人群。為了讓我們不那麼緊張，第一次演講時我們只需要

對著班上一半的同學演講，而第二次演講，面對全班，但我們演講的主題不變，只需要加上

投影片。此外，每次演講的前一堂課都會放假一次，可以至老師的辦公室練習演講給老師聽，

老師會給予可以如何進步的建議，也可以自行運用這段時間。 

一學期有四次演講，每次演講時長大概四至六分鐘左右，除了最後一次演講只有一分半

鐘，並且特別的是，以小組方式呈現，我與我的組員要設計一項產品，這項產品可以是現成

的，也可以是虛構的，兩人在台上負責推銷這項產品，十分有趣。 

而這堂課的壓力源自於，我對「上台」這件事一直抱持恐懼，因為上台會讓我緊張，並且

讓我頓時腦袋空白，想不起在台下練習過數遍的台詞，而且，除了我和一位韓國交換學生，

其餘同學都是美國人，對於講英文不太自信的我，要在大家面前用非母語演講是一大壓力，

更何況講給英語為母語的同學。每次演講的前一天，我都會熬夜至凌晨，並且在演講前先練

習幾遍給朋友聽，朋友總是給我很大的鼓勵，在我覺得壓力很大、很累、快撐不下去時，陪

在我身邊、聽我練習、給我建議。 

 

C. College writing 英語寫作 

這是唯一一堂專門開給交換生的課，老師講課前總會先和我們聊天，問我們最近有沒有遇

到什麼困難或文化上的不適應，而她會給一些建議，或詢問大家放假的時候去了哪裡玩，營

造出輕鬆的上課氣氛，同時又可以讓大家練習在全班面前表達。一篇作文交給老師前會先和

同學交換互評，收到同學的建議後，自行修改再交給老師，而老師批改完後還有一次校正的

機會，最後再將最終修正版呈交老師。老師發給我們改好的作文時，會請同學一個一個到台

前，針對個人告知哪部分需要修改，最後總不忘稱讚我們，給我們信心與鼓勵，讓我受益良

多。 

 

D. Consumer behavior 消費者行為 

這門課的老師是印度人，因為我不熟悉老師的口音，所以在聆聽課堂內容時相較別堂的美

國老師，更吃力一些。這位老師的小考方式很特別，考試是線上作答，他請我們下載名為

「LockDown Browser」的檔案至自己的筆電，並將筆電帶至教室，作答時需開啟 LockDown 

Browser防止大家上網搜尋答案或用通訊軟體作弊。上課時，如同其他課的老師一樣，很歡

迎大家提問與討論。 

 

E. Volleyball 排球  

在北肯塔基大學，體育課都是一學分，而且上課期間分上半學期和下半學期，一星期時數

為兩小時，也就是說一學期四個月中，可能只有前兩個月或後兩個月有體育課。這門課就比

較沒有特別的地方，前幾堂課是基本動作教學，再來就讓我們分組競賽。 

 



 
 

 

3.生活及住宿環境介紹 

學校有很多不同的宿舍區，而交換學生都被安排到同一

區，且學校會盡量安排英語為母語的人作為交換學生的室

友，令我驚訝的是，男女宿舍不會分不同大樓或樓層，可以

隨時到別人房間串門子，有很大的自由。我有一個美國室

友，兩人共用一個房間、廚房、

浴室，剛進宿舍時需要採購大

量生活用品，例如掃把、

廚房抹布、菜瓜布、洗碗

精、鍋子、刀子、碗盤、餐具、浴簾、垃圾袋、衛生紙......，

很多在台灣不是自己買的用品，當自己生活時，就會發現平

時父母都為自己準備好了，因此連續三四週週末，我都必須

到超市採購好幾袋日用品回家。至於洗衣服，學校提供洗衣

機和烘衣機免費使用，離我的宿舍僅需步行五分鐘。 

學校提供餐食計畫(Meal Plan)，根據購買計畫的不同，一週可以去學校自助餐廳吃幾餐，

或一學期總共可以吃幾次，由於我的宿舍有廚房，所以我只有購買三十五餐，但隨時想吃學

餐的話，沒有餐食計畫也沒關係，付錢或刷卡一樣能享用。自助餐廳內固定提供漢堡、比薩、

沙拉、水果(大部分時間只提供哈密瓜)、冰淇淋(晚上)、甜點(鬆餅、餅乾、蛋糕)、飲料機，

其餘的每天會變更菜色，我剛去的時候，因為覺得食物的種類很新鮮、特別，每種都想嘗試，

所以常常會不小心拿太多、吃太飽。除了自助餐廳之外，Student Union(校內其中一棟大樓)

也有六、七家食物可以選擇，例如漢堡、比薩、義大利麵、壽司等。吃了五個月的美國食物

後的心得是，食物多半太油、太鹹或太甜，而且美國人的一餐中可以完全沒有澱粉類食物

(飯、麵等)，此外，青菜除非自己煮，外面的餐廳青菜很少，且不外乎是生菜沙拉，所以我

不是很喜歡美國的食物。 

因為學校位於較鄉下的地方，交通不便，去鄰近的城市辛辛那提只能搭公車，公車誤點是

常態，如果想去特定的地方、搭公車又會繞路的話，便只能搭 Uber或請有車的朋友幫忙。

辛辛那提是個小城市，有著棒球場、美式足球場、美麗的河堤公園、噴泉廣場，也會舉辦德

國啤酒節、Riverfest放煙火等活動，即使腹地不大，卻也可以讓人反覆地去細細品味。 

 食物和宿舍 

  
在超市採買的微波食物、米、麵、醬料、優格。幾乎每週必去一次超市，選購早餐和煮飯食材，

我的早餐大部分都是微波食品、喜瑞爾加牛奶、麵包或貝果塗果醬。 

我和美國室友 

洗衣服的地方，有擺設桌椅， 

可以一邊讀書，一邊等待 



 
 

 

   
左一為學校自助餐的食物，中間和右邊的照片為我和朋友一起煮的食物。 

    

   

   
我的兩人房宿舍、採購的用品。室友很會布置房間，也因為是美國人，從家裡帶來微波爐、吸塵

器、杯子等用品和我分享、共用。 



 
 

 

 

宿舍生活—互相分享各國的料理。 

在國際超市買粉圓，生平第一次煮粉圓，分享珍珠奶茶給交換學生們。(左邊兩張) 

韓國朋友煎豬肉、調韓式醬料給大家吃。(右邊兩張) 

4.交換學校輔導機制 

學校募集校內成績較優秀的學生，提供免費一對一教學的平台，校內生可以上網選擇自己

需要幫助的科目、可以的時間，進行課後輔導。我覺得這個服務很貼心，不管是上課內容聽

不懂、作業不知道如何下筆或國際學生完成作業後，英文文法、單字需要有人過目，都可以

登記輔導老師。 

5.交換學校安排了哪些活動和景點參訪? 

 
開學前，International Student Union社團的同學帶國際學生們去認識辛辛那提。 

 

週末的一日志工，我們搭著小船到俄亥俄河沿岸清理漂浮上岸的垃圾。 



 
 

 

 

做完志工居然可以領棒球賽的票!右一為辛辛那提棒球場。                                                                                                                                                                                                                                                                                                                                                                                                                                                                                                                                                                                                                                                                                                                                                                                                                                                                                                                                                                                                                                                                                                                                                                                                                                                                                                                           

 

開學前幾乎每天都有活動(例如校內排球、足球賽、派對、辛辛那提郊遊、一起去超市採購)，每

個活動都去的話其實蠻累的。透過這些活動可以和交換學生更親近，互相照應。照片為校內派對。 

 
國際週，在這可以找到各國的交換學生、寒暑期遊學資訊。 

 

社團及一些廠商在校園擺台。 

 

 

 

 

 



 
 

 

6.個人行程規劃 

 
Riverfest 煙火秀，在俄亥俄河河畔，從下午開始便有很多攤販、大批人潮，大家都等

著晚上燦爛的煙火秀。 

 

Oktoberfest 慕尼黑啤酒節，辛辛那提街道兩旁滿滿的攤販，不論是德國啤酒、食物應

有盡有，享受美食之餘，一旁還有德國樂隊演奏，熱鬧極了! 

 

Toga Party 希臘式主題派對，參加的人會將床單綁在自己的身上。 

 

萬聖節在美國朋友家刻南瓜~ 



 
 

 

7.個人感想與其他推薦 

為了挑戰自己、拓展視野，申請了一學期交換學生，申請前其實也有過掙扎，因為會計系

課業較繁重，擔心自己回國能否順利補齊應修科目，也擔心自己有沒有能力獨自在國外用英

文生活，但幸運的是，有兩位同學和我一起完成了我的小夢想，我們一起準備托福、備審，

互相鼓勵，因為有他們，我更加堅定出國交換的目標。從大一下開始準備托福、大二上準備

備審資料到出國前雜務的處理過程中，時常覺得有些疲倦，因為很多細節需要考慮也有很多

未知數，例如:托福考試對我來說是個大挑戰，常常感到挫折、中英備審資料準備前要研究

各個學校的背景資料、撰寫備審資料時，因為英文程度跟不上中文，中英文的內容常常不一

樣、簽證的申請、研究如何在美國開戶、辦美國手機門號、了解學分抵免的計算、選課前查

看各門課的授課大綱、來回機票應該訂的日期、辦理規定項目和金額的保險……，但朋友提

醒我「現在就覺得麻煩怎麼出國交換?」，也對，出國以後的事務都需要自己打理，而且需

要用英文理解的項目只會更多，如果現在就覺得累怎麼出國? 

隻身來到新環境，挫折是免不了的，來到美國第一個不適應的地方是「How are you?」，

見到別人的第一句話就是問候對方你好嗎，這個問題對我來說很難回答，常常回答完我很好

後便不知所措，不知道可以再說些什麼。再來，和他人用英文溝通時，因為需要一點時間思

考對方的意思，經常回應慢半拍，例如別人說完一句話，我可能還在想那句話的意思，但別

人會想說我怎麼沒反應，抑或，因為單字量不夠，造成表達的意思不夠精準、自然，例如參

加 Riverfest 後，想要和朋友形容煙火如同彩帶和金粉班漫天飛舞，美麗極了，但因為不知

道怎麼用英文描述，最後只能簡單的說「The fireworks show was awesome!」，當自己說

出這句話的時候其實心情很複雜，一方面絞盡腦汁想著怎麼描述得更生動，另一方面開始自

責為什麼無法用英文精準的表達我的想法，又或者，當無法理解別人的語意時，不好意思請

人一再重複，只好裝做自己了解，以上種種由於自己英文程度不夠好的問題，在交換期間不

斷重複出現，在不斷的挫敗中，卻訓練著我的心智，可以感到氣餒，但不可以因為挫折而不

繼續努力!  

由於在這裡很少華人，一定要用英文，在全英語的環境下，我的口說和聽力都有顯著的進

步。學期中，一次和台灣朋友聊天時，想說的話用英文無法正確表達，說中文時又因為使用

英文文法，導致句子倒裝、不通順，頓時覺得很尷尬、挫折。另外，有些時候，我和台灣朋

友聊天時，先說出的不是中文而是英文，愈來愈不需要中翻英的思考模式。現在回想起來這

些經驗其實很特別、有趣，這些是我的英文正在進步的徵兆!遺憾的是，如果我申請為期一

年的交換，一定能更有收穫。  

人際關係方面，竟然讓我對國籍有點感觸。北肯塔基大學有日本、韓國社團，但沒有華語

社團，參與日韓社團的美國人自然是對這兩個國家有興趣的同學，他們會主動親近日本、韓

國的交換學生，日本、韓國人在他們心中如同從六十分起跳，而台灣人則是一張白紙，大部

分的人都沒聽過台灣。生活於陌生的環境，若能有美國人主動親近、邀請一同出遊，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讓我不禁有點羨慕，想要讓世界也看見台灣。 

而因為全球物流鏈管理課需要小組上台報告，我和我的組員 Reilly很快地成為朋友，他

總是不厭其煩地為我解釋我們的對話中我不懂的句子，期中考前也幫助我掌握老師考試的方

向，並且在我因為要上台報告倍感壓力時，不斷告訴我:放心，報告時，如果你忘記要講的



 
 

 

內容，只要給我一個眼神，我就會幫你、你可以的!他溫暖和加油的話語，讓我順利地戰勝

我的心魔。 

另一位摯友則是 Makki，我很訝異自己在這麼短的時間能用英文交到一位給我很大支持的

日本朋友，第一次見面時，我竭盡所能說出我會的日文，此後，我經常請他教我我想要說的

日文句子，向他學日文已經變成了珍貴的回憶，我也很慶幸自己大一、大二時選擇修日文，

因為這樣我們才能在剛認識的時候一直有話題聊，而有進一步認識的機會，變成要好的朋友。 

交換期間精彩的回憶歷歷在目，交換生活使我嘗試了很多新事物，見識了美國的教學方

式、接觸世界各地的人、交到非台灣人的好朋友，以後有可以持續練習英文對話的對象，同

時也增進英文能力和更加獨立，除了在交換期間增廣見聞，更重要的是這趟旅程後的影響，

因著和世界各國的人聊天，體會到語言的重要，讓我想要嘗試學習更多語言，更快速的認識

世界。交換學生對我來說是個難能可貴的經驗，身處於地球村、身為世界的一份子，我期許

自己眼光不局限於台灣，能夠踏遍世界，未來在職場上若有機會也將盡力爭取能出國的機

會，見識世界不一樣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