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僑光科技大學國際與兩岸事務處經費補助成果報告書 
填報日期：  108  年 8 月 17 日 

活動名稱： 英國canterbury christ church 
university2019暑期遊學團  學生姓名： 曾欣雅 

學生學號： 10713235 系所/班級： 觀光 

期間日期： 108年7月6日至108年8月4日 學年/學期 107/2 

國家/城市地點
： 英國/倫敦/坎特伯里 攜回資料： 

附影本  

核准文件： 
需檢附公文 無 

核定補助金
額 
(處填寫) 

 資料歸檔：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檢附資料： 
1、活動簽呈。（不需要檢附） 
2、期末成果報告書。 
3、活動照片光碟一片。 
摘要(工作內容、會議重點、討論事項、視察結果等) 
   課程內容、課程大綱、選擇不含餐行程如額解決餐食 
 
參觀機構名稱及機構簡介： 
CCCU坎特伯雷基督大學 

 
心得建議(至少200字英文+1500字中文)：(成果、與會心得、建議事項等) 
➤英文心得 

For most of Taiwanese , open mouth to talk to foriegner is the nervous moment ,we timid and afraid                    
to talk , in order to try to talk with forienger fearless , I decided to went to Western Country , For                      
improve my English and traveled self-help out of Asia.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go abroad without my family and also the first time to go to Europe. In                      
CCCU,I learn very much English skills ,include Listening、Speaking、Reading and Writing. 

Worst to talk about that the teaching mode , It’s small class , In a class , not over 15 students there, so                        
teacher usually arranges the student&student 1 by 1 discussion lesson to improve our Speaking skill               
and grouping , It can makes us to meet different country’s friends (Japan、Saudi Arabia、America、             
Thailand) and also training our team work spirits.By the way , the English Grammer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for me , but by the team work , we can exchange tips and share the way how we learn ,                       
and helped our teammates to learn it. 
➤中文心得 

我們7月6號出發，轉機一次並歷經13小時長途到達英國。已是7月7號上午，意識到已經超過 
一天沒洗澡，我們在到達房間後便各自盥洗，這個房間出乎我意料的舒適，即將在這個房間生
活一個月，感到十分興奮。 
每一樓層大約有五至六間單人房，並配置一間Share kitchen，有電熱式火爐、烤箱 (很大用來   

烤雞沒問題) 、微波爐、烤麵包機，當然還有冰箱，鍋碗瓢盆刀叉也是一應俱全，不需要再自 
行準備 (但我們都帶了，而且西方沒使用筷子，如果有帶泡麵去煮記得多帶一雙筷子) ，宿舍附  
近就有知名英國超市Tesco，雖然英國食物是出了名的難吃又貴，但在超市買到的各種食材卻
是能找到新鮮又便宜的，買下來我覺得比台灣超市更划算，推薦自己煮。 
課程的部分，一開始我們去學校報到，老師幫我們做了一個Test，目的是分班，有口試+筆試 

，過程中並不會令我們感到有壓力，我們順利的完成考試。 



中午我們去了學校餐廳，吃一頓大約4英鎊，下午我們就去了教室，由於人數增加，原本的小 
班被老師分成兩個班級，上課內容很有趣，雖然是全英文環境，但久了就很習慣，老師會自己
影印當天上課教材給同學，上午跟下午也分別是不同老師來教課，每天早上都會針對昨天的教
學內容作考試 (老師會說是幫我們記憶) 所以並不艱難，但是是分組的考試，所以為了不拖累組  
員，我們都要自己在家好好複習。 
    在這一個月內，我累積了頗多的詞彙量，為了交際與其他國的學生交談，我們也必須開口， 
這也是我來的目的之一，除了遊學以外，能認識別國的朋友也是莫大的收穫 (也跟同學們互相  
交流了一些語言EX:日文、泰文、阿拉伯語)，也會一起約在假日出遊、吃飯等等，也能從交談
中了解他國文化。 
 

我們參加的課程是聽說讀寫都涵蓋在內，聽的話，會藉由一遍一遍的聽力，配合學習單，兩 
人為一組討論 (老師們也很重視團隊精神)，最後在點名同學請他發表剛剛聽到的內容。 
說的話，老師會在課程盡量請同學發言，也確保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言，開口說話也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環節，錯了老師也會幫你糾正，漸漸培養我們開口的能力。 
 

讀呢~老師會安排我們閱讀，大部分是一篇文章，讀完回答問題，就像台灣的英語閱讀測驗 
，其他比較特別的就是讀本，讀本的單元我印象很深刻，老師幫我們分組，而每個人都有不同
的工作，我負責的部分是Culture Collector (文化蒐集者)，這本小說是歐洲很有名的Braveheart  
，內容剛好也牽連了愛爾蘭、蘇格蘭以及英格蘭還有德國，身為文化蒐集者，要把他們的相同
及相異文化整理，並呈獻給組員，雖然有難度，但這是非常有趣的，最後在每組討論完畢以後
，請所有同學一起發表意見，輪到自己發表時，雖然有些緊張怕說錯，或是他們不懂我的意思
，但在發表完後，見大家聽得懂也表示同意我的觀點，也是非常欣慰。 

寫的話，老師每堂課都一定會讓我們有使用到紙和筆的機會，偶爾會出一些主題讓我們有發 
表的機會，寫完老師會再過來幫我們訂正。 
 

課程中有艱難的項目當然會有輕鬆的項目，我覺得最大的挑戰除了理解各國同學的發音差異 
，還有電腦課要使用英文介面來製作報告，雖然有點慌，但最後也跟我的日本Partner共同完成
了一份報告。課程有趣的部分還有遊戲，我們學會了用英文玩撲克牌，還有一種卡牌遊戲，是
要分成兩組，卡牌答對的數量多的獲勝，那個遊戲考驗我們的理解能力以及單字量，還有描述
，如果自己懂，闡述不出來，那也會充滿阻礙，遊戲玩法大致是這樣，分成幾個類別，每個類
別對應一個顏色，像是綠色OBJECT、紅色ACTION、黃色GEOGRAPHY、棕色ANIMAL等等
，選兩位Speaker來描述內容，組員負責猜，像是動作Dropping，就要描述像是Let something  
fall之類的，如果組猜出來，得1 Point，若是猜不出來，為了求效率，那張就要跳過。 
 

這短短一個月的課程，我上的意猶未盡，除了有趣的同學以外，輕鬆但又不貧乏的抐程內容 
更是非常吸引我，如果有機會，很推薦大家體驗一下國外的上課方式，獲益良多。 
 

還有這邊的物價很高，除了超市以外只要去餐廳都很貴，而且看特伯里是小地方，物價已經 
不算高了，所以吃餐廳的話蕭飛都比較高，包含速食店，雖然在國外還是划算，但是跟台灣比
還是會貴蠻多的，像是漢堡王我吃一個普通的餐點要台幣三百多，有點誇張。 
還有我們第一個週末跑去倫敦朝聖倫敦鐵橋的時候，我錢包被扒了QAQ觀光地區的扒手集團真
的沒在跟你開玩笑，用了好幾年的錢包就這樣沒了诶!!!幸好裡面只有放約60英鎊，但是我台灣
證件(身分證健保卡)也都放在裡面，當下除了鎖我的銀行帳戶以外，也到保全站去通報，不過
當然是有去無回，大家錢包千萬要顧好，不然遺失好麻煩QQ 
 
 
 
 
 
 
 
活動照片：（至少六張及照片解說） 



 

 
 
 

🔺上課內容隨時要筆記。 🔺來體驗傳統英式下午茶。 

 
 

 
 
 
 
 

🔺附近的公園占地很廣，適合去運動。 🔺自己買食材來料理比去吃餐廳省錢一半以上。 

 
 
 
 



 

 
 
 

🔺學生餐廳午餐大約4英鎊，每天菜色不同，有
時候會吃到從來沒吃過的東西，體會一下文化差
異XD。 

🔺這是在放學後與其他同學一起去Global Cafe，
體驗各個文化的交流。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國際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