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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為什麼想出國交換? 

一直以來，到國外念書都是我的夢想，但礙於經濟考量，這個夢想始

終無法實現。直到前年夏天，因緣際會下參加了一場心得分享會，讓

這個目標燃起了一絲希望。在分享會中，學姊興奮地跟我們分享著在

匹茲堡州立大學的點點滴滴，訴說著各種有趣的文化衝擊及特別的學

習經驗。除此之外，學姊還提到關於教育部的學海飛颺獎學金，讓我

可以用省錢的方式一步步邁進理想。 

 ●為什麼選擇美國的匹茲堡州立大學? 

美國的代名詞即是自由，此與我所追求的理念相近，所以在歐美之間

我選擇了美國。再者，由於匹茲堡州立大學是僑光科技大學的姊妹

校，且它的地理位置位於中部，據學姐以往的經驗分享，美國的當地

人非常熱情，尤其是對國際生，且學校內部經常舉辦各種國際文化交

流的活動，在種族間的融合度亦相當

高，這也減少了我前往以的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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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修學校簡介 

●學校地理環境位置及交通: 

匹茲堡州立大學位於坎薩斯州(Kansas)匹茲堡市，因為有另一個匹茲堡大

學在賓夕凡尼亞州(Pennsylvania)，所以我們通常稱匹茲堡州立大學為「小

堡」。在距離學校三十分鐘車程的喬普林(Joplin)，有個區域機場，也就是

我們一剛開始轉機的最終站，只要上網填寫接機的表單，學校就會派專車

到機場去接人生地不熟的你。匹茲堡(Pittsburg)算是一個小鄉鎮，地廣人

稀，空氣非常新鮮，從學校附近開車大約十分鐘有一個大型 Walmart。根

據我的經驗與建議，大型 Walmart 在交通上稍顯麻煩，所以如果有特別需

求再去這裡。如果單純只是要買一些食物或小東西，可以騎腳踏車到大約

十分鐘路程的小型 Walmart，所以基本上整體生活機能是沒什麼問題的。

值得一提的是交通，當地的美國學生幾乎都是開車

上下學，然而身為國際交換生是不太需要買車，這

時腳踏車便成為方便的交通工具，如果想到另一邊

科技校區和健身房，一車在手真的非常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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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食宿 

學生的住宿方面有兩種選擇：其一為宿舍，它有很多房型可以選擇，在費

用上通常較貴，其二為校外租屋，在費用上通常較便宜，但此選項須年滿

二十一歲。如果選擇住學校，需要購買餐費方案，選項包含 dining dollars

及 dining hall，兩者差別在於 dining dollars 可以在兩種場合作使用：1. 學

生中心，包括 Pizza Hut、潛艇堡等，而地下室的墨西哥餐廳在禮拜一會固

定賣中式餐點，是想念家鄉味的好選擇；2. dining hall，其為一間吃到飽的

學生餐廳，每天都會變換菜單，所以不用擔心會有吃到膩的問題。 

●學校常常舉辦活動嗎? 

非常頻繁！活動內容非常多變，有魔術師、脫口秀或是期中考跟期末考的

舒壓活動，像是上學期的期末考就有讓我們冥想，及給予很多紓壓小物

等。其中最特別的是，很多表演及球賽都有免費的學生票，只要拿學生證

到票務辦公室即可領取，讓課外的休閒娛樂增添不少樂趣。此外，學校常

有相關國際文化的活動，讓我們宣傳自己文化的同時，也能更了解各國文

化。總而言之，匹茲堡州

立大學是一間非常注重文

化交流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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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關於修課（上學期） 

在臺灣，我的本科為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我是在大四出來交

換的，學分方面已修畢，只剩實習學分，所以基本上系主任對我

並無特別限制，只希望我能多去體驗。在第一學期我選了西班牙

文、心理學與廣告設計，以下分別針對這三堂課作說明。 

一、西班牙文：我的西班牙文老師是位在西班牙待八年的美國交

換學生，所以他特別能夠體會在異地當交換學生的不便與辛苦。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教學方式」，儘管我們是

Spanish lanuage and culture I，在課堂中只能講西班牙文，英文或

其他語言是不被允許出現於課堂中的。這件事對我而言相當棘

手，因為我是一個完全沒學過西班牙文的新手。我的第一堂課是

完全處於空白與問號之中，過程中我們必須起身走動與同學進行

西班牙文對話。但隨著課程次數的增加，我竟漸漸愛上這種上課

模式，由於在對話中須不停重複之前所學的句子，所

以我到現在仍然記得在課堂中教的對話與單字。雖然

考試的範圍包含了聽、說、讀、寫，壓力程度真的不

在話下，但撇除心理壓力，我是真的很喜歡這堂課，

且學習新的語言對於我的未來生涯規劃也能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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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學：我在臺灣時就很喜歡在閒暇時看一些有關心理學的

書籍、影片等，所以在這次的交換旅程，我否少，因為考試有一

部分是老師口頭念重點，我們要自己做筆記。那時候的我相當慌

張，因為老師念得速度非常快，基本上是跟不上的，所幸下課時

我主動跟一個韓國籍的學生搭話，問他是否清楚老師剛說的重

點。那位同學相當熱心的與我討論，也教我一些訣竅去作筆記，

讓我往後的心理學課更懂得怎麼應對。心理學的考試也讓我第一

次接觸到什麼是像海一樣的考試範圍，以及讀原文書的全新體

驗。在那時因為課堂的關係還參加了一個的心理學實驗－關於學

生壓力，這個實驗對我而言非常新鮮，在這堂課也讓我受益良

多，像是關於人類的生理心理發展等實驗。 

三、廣告設計：這堂課為電腦課，我們須使用 Adobe 的各種設計

軟體為自己打造商業宣傳海報、名片、文宣等，課堂中教授給予

我們很多的空間去發揮創意以製作我們的宣傳品，同時訓練我的

美感與創意，也讓我更熟悉如何用電腦作商業宣傳。 

  ●關於修課（下學期） 

這學期我想多點實習經驗，所以選擇

了一堂與小孩的實習課程，畢竟幼保

也是我的興趣之一。雖然課程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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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早，但在與小孩互動當中學習到很多應對措施及照顧小孩的

各種知識，小孩的笑容也能緩解我早起的疲憊；這堂課的連動課

程是一堂兒童發展的 WL 課，即所謂小論文的課。在這之前我一

直以為自己的英文作文能力尚可，沒想到來到這才發現，自己需

要努力的空間還非常大。此外，美國當地對於寫作的引用有非常

多的規則，一不小心就會犯了大忌，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我的

英文寫作能力真的進步了不少。再者，演講課的部分，我是班上

唯一的國際生，我本來很擔心在上台演講時會被冷眼對待；沒想

到結果竟令我相當驚喜，他們的反應很熱絡，有個美國的學生還

經常在我演講結束後誇獎我。這次課堂中有個團體報告，我的組

員都相當有效率地完成自己份內工作，過程中也只花短短的時間

就完成所有團體工作，最後還獲得老師與同學的讚賞。最後，這

學期修了一門非常特別的課，也就是 Podcasting，人生第一次進

入錄音間，自己寫稿，自己剪音檔。教授知道我是班上唯一的新

手，所以非常照顧我，只要有問題就可以問他，他總是不厭其煩

的解答，我們之間最常出現的對話大概就是，我說 Barth, I have a 

question. 他說 Yes, sweetie, I have an answer. 教授的態度總是能夠

舒緩在陌生環境的緊張與不安。而我這次的主題是旅遊，所以能

夠更貼近我的本科，思考更多點子去宣傳旅遊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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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 

●課外活動 

在這一年，我參加了不少課外活動，首先是戶外活動社帶我們去露

營。依照之前在臺灣露營的經驗，應該是到露營區後，那邊會提供煮

東西的地方及淋浴間等。但第一次美國露營的經驗可真是出乎意料，

如果想要生火，就必須自己去砍柴，且當地沒有一個煮飯的鐵架，所

幸在出發前社團的負責人就有提醒我們要準備乾糧與水。還記得那天

下了場大雨，每個人的鞋襪全濕，必須蹲在火前烤乾，雖然狼狽但非

常有趣，也更加深了我對戶外活動的熱愛及提升了露營的技能。再

者，所謂的「美式足球比賽」，這在臺灣完全沒看過。還記得第一次拿

著學生票進場，真的都看不懂，也沒有人解釋給我們聽，所以在中場

時就先離開。之後在第二次的嘗試時，有美國朋友的陪伴，徹底了解

規則，也更融入其中。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球賽之前都有免費食物可

以吃，身心靈都獲得滿足。另外，我在上學期參加了一個 PITT PAL

的活動，也就是跟美國當地學生作配對當學伴的概念，非常幸運的

是，我有一個好學伴，在節日時她還把我帶回家見家人。他們家人都

對我非常好，不管是感恩節的火雞大餐還是聖誕節的一車廂的禮物，

我對他們充滿著感恩與感謝，這也讓我真正融入於美國家庭生活，而

不再只是看影集會出現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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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與生活習慣的不同 

這學期我搬到外面去住，我的房東是個一百分的好人，不只租金便

宜，還會買水果跟做食物給我們吃，搬出去後在廚房待的時間也就比

較多。我發現光是在廚房用品上就有很多的不同，像是我們通常都用

抹布去擦拭爐子上的髒污，但他們是用廚房去髒污紙巾，且他們習慣

使用一次性的餐盤餐具，對我而言雖是方便但也不太環保。接下來是

熱水的部分，在美國各地真的是冬天水龍頭一打開就有熱水，洗碗洗

手都很暖，不過飲水機就不一樣了，就算天氣再冷，他們依舊只提供

冰水，所以每次出門前我都會自行燒熱水以備不時之需。此外，為了

講求健康與省錢，住在校外的我每天料理自己的三餐，晚餐的部分也

與美國朋友一起分享，例如在時間的分配上，我煮一三五，他煮二四

六，讓我們兩個都能品嘗到彼此家鄉的料

理，而我也向他學了不少甜點與熱量超高

的美式餐點。雖然

我們兩個偶爾會有

在廚藝上的文化衝

突，但也都互相尊

重與學習，不得不

說來美國這趟真的胖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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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修之具體效益 

★ 英文口說能力大大提升 

★ 培養獨立之性格 

★ 接受文化差異 

★ 建立地球村友誼 

★ 更勇於發表自己的意見 

★ 認識美式教育體系 

★ 開發新興趣 

★ 激發學習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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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感想與建議 

匹茲堡的生活步調跟臺灣比起來慢了許多，尤其是對於身為台中人的我，

還記得我是第一批到達學校的國際生，那時候剛進宿舍，整棟樓就只有我一

個，從來沒有感覺這麼孤獨過，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很能夠與自己相處的人，但

在那一刻我發現，脫離舒適圈後的自己是多麼的不堪一擊。在國外這趟學習最

多的大概就是要如何在陌生的生活環境中，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定位。我自己

是從參加活動開始，慢慢擴展朋友圈，規律自己的運動節奏及課堂學習，我很

高興自己選擇參加了學校的一個計劃叫 conversation partner，這是一個訓練口說

的好機會，圖書館這邊會安排一位美國當地學生，每個禮拜會有一個小時的談

話時間，那個學生非常的會帶話題，所以儘管大方的表達所有情緒。相較於剛

開始的新生周與國際生的尷尬談話，因為這個計畫，我增加了口語的自信。在

當地，我與一些教授如同朋友般，美國學生們通常都直呼教授的名字，有任何

想法也是有話直說。我發現美國學生獨來獨往的人，所占的比率比臺灣學生來

得多，在臺灣只要自己在旁邊待著，就會被貼上邊緣人的標籤，大部分的生活

也都是群體為主。反之，在這邊的下課時間與吃飯時間，常會看到他們自己坐

著吃飯、讀書，所以就算在休閒時間時自己在學生中心待著，也會覺得非常放

鬆自然。我來美國常做的休閒娛樂包括看電影、桌遊和健行，而美國人至少會

擁有一個 Netflix 或 Disney plus 帳號，平常假日完成作業後，大家就是聚在一

起看電影及玩桌遊，不管事桌遊的指引或是沒有字幕的英文電影，跟朋友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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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刻也沒有停止學習英文，還建立起深刻的友誼。其中，健行大概就是我的

最愛了，來美國真的非常喜歡往戶外跑，尤其在中部，地非常遼闊，空氣也非

常新鮮，還有各種動物圍繞，像是野牛，野鹿，野兔等，每次跟朋友的健行都

是淨化之旅。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這次在美國只待了八個月，事情發生

得太突然，原本一切的計畫都被打亂了，這令我相當難過與不捨。在離開美國

前，與朋友相擁一起哭得唏哩嘩啦，回想起這些日子，感覺才剛要出發，竟已

抵達家鄉，八個月好長也好短，其中充斥著各種回憶，有好的也有壞的：寒假

與朋友在旅程中的意見不合、第一次開口交朋友的尷尬場景、一起交換禮物玩

遊戲及健行的歡笑聲等，這些回憶歷歷在目。雖然離開了美國，但也約好要到

對方國家旅遊相聚，再續前緣。在這次交換生涯中，最先感謝的是我家人的支

持，不管是金錢上還是精神上，他們只希望我能好好體驗好好學習；再來，感

謝我在美國時遇到的各種貴人，其實我真的很幸運，我身邊的人或多或少都有

遇到過歧視或冷眼旁觀的問題，但我遇到的都是貴人，無論

是教會的人還是美國當地的朋友們，這趟下來只覺得非常感

恩，也覺得自己成長了很多。最後，由衷

希望臺灣有更多的學生能夠了解並利用學

海飛颺這個計

劃來圓他們的

出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