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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本校自 1968 年與日本中央學院大學建立姊妹校關

環顧世界各國的優秀人才，應具備暸望世界，前瞻

係迄今，已陸續與海外 180 所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未來的視角。學校已組織學生自主學習的系統架構，但

並在 1993 年成為國內公私立大學中首創「大三學生出

其中的知識內涵必須靠同學自身力量強化。「不在台灣」

國留學計畫」的學校，每年甄選大三學生赴海外姊妹校

的這一年，正是發揮「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

研習，至今已有近 6,000 名同學完成挑戰。而在國外修

品德倫理、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

習的學分，併入校內計算的用意，是衡量為期一年行萬

八大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的最好時機，並藉此精進語言

里路的歷練，也檢視前二年的學習成效，更冀望同學返

深度，體會文化意涵，成為尊重多元、包容異同的世界

台後，以多元思維，激發大四學習的新觀點。

合宜公民。

104 學年度全校總計 510 名學生，遠赴海外 17 國

家長最擔心的事，莫過孩子出國後，在陌生、語言

71 所姊妹校及其他 3 所非姊妹校研修。分別是外語學

隔閡的國家獨立學習、生活和安全問題，因此，本校國

院 6 系、商學院國企系以及蘭陽校園全球發展學院各系， 際暨兩岸事務處於每年 6 月份，總是貼心地為即將出國
所選派的大三、研究生 384 名，及公開甄選的大學部、

留學的學子製作「留學手冊」光碟，載錄留學學校及交

碩士班校際交換生 126 名。同時，校內亦將有 140 多位

換姊妹校簡介、留學輔導措施，及海外留學安全守則等，

從各國姊妹校前來研讀的境外交換學生，及近 1,600 位

並蒐集多位同學出國留學的感言與經驗分享，提供未來

來自各國及大陸的境外生，在本校各系所修讀學位。足

遇到問題和困難可以求助利用的資源。

見本校已徹底落實國際化理念，因此，2015 年榮獲教
育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殊榮，成為國

衷心地祝福每一位即將出國的同學，在體驗中蛻變；
在築夢中成長，果敢地大步邁向新世界，特為之序。

際化典範學校，成功締造淡江世界村。

張家宜
謹識於 2015 年 6 月

留學 EASY GO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手冊 2015-2016

3

留學及交換姊妹校簡介

4

美國中央佛羅里達大學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姊妹校 ◆大三出國學校

中央佛羅里達大學致力於創造機會、尋找機會來發展自我，學
校努力為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學校教師通過嚴格選拔，學校
歷年培養出來的學生廣受社會的好評。學校現有教職員工 1200 名，
在讀學生約 15000 名，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中央佛羅里達
大學成立於 1963 年，是一所公立大學。學生選修最多的學科，依
次是商科管理 (20%)、教育 (19%)、跨系研習 (8%)、工程 (8%) 和大
眾傳播 (8%)。中央佛羅里達大學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成立
於 1963 年，是一所公立大學。《Profiles of American Colleges》大
學年鑒指出，最好的學科是工程、商科管理和計算科學。大學位於
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奧蘭多市位於佛羅里達州中部，屬亞熱帶氣
候，潮濕多雨 , 面積 92.4 平方英里，是美國最著名的旅遊勝地之一，
尤以迪士尼世界聞名於世。
佛羅里達州的名稱來自西班牙語 Florida，其意義是「多花的地
方 」。佛州交通便捷，有兩百多座飛機場，最著名的都市是邁阿密，
差不多都是嶄新的建築物。最大都市是傑克遜維爾 Jacksonville。州
政府所在地為塔拉赫西 Tallahassee，位於佛州西部。佛州氣候冬暖
夏涼，雨量充沛，植物繁茂，多天然森林，一年四季都適合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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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天普大學位於美國東岸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天普大學是一所

天普大學共設有 300 個學位項目，其中準學士學位項目 2 個（園

綜合性的大學 學生人數大約三萬四千人，設有十七所學院，包括

藝學與通用學科），學士學位項目 125 個，碩士學位項目 113 個，

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藥劑學院、牙醫學院。天普大學是賓夕

博士學位項目 52 個，以及在牙科、法學、醫學、藥學以及足病學

法尼亞州內三所公立大學之一。另外兩所分別是匹茨堡大學與賓夕

領域有 8 個第一專業學位項目。另外還有 10 個證書項目。

法尼亞州州立大學。以大學學校規模來說，天普大學在全美排行第
三十六位。
天普大學共有五大校區，遍佈全費城。天普大學最特殊的一點
即是在美國本土之外，另有二個海外校區。一在義大利的羅馬，一
在日本的東京。因此毫不意外的，在費城的天普大學有相當大的文
化融合力。這一點可從學生國籍的多樣化中一覽無遺。
天普大學創立於一八八四年，至今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創校
者 Russell H. Conwell 對於當時的大學課程，只傳授給富有或是享有
特權的上等社會份子感到相當不平，因此有成立一所 “ 機會均等
”(Equal Opportunity) 大學。目的無非是想提供年輕學子均等受教育
的機會，以鼓勵年輕朋友努力追求真理，進而踏實地去實踐個人的
夢想。天普大學全美排名百名內。以電影 ( 全美排名第 7 ) ，大眾
傳播 ( 第 14 ) ， Fine Arts( 第 14 ) ， Physical Therapy 物理療法 (
第 17 ) ，教育 ( 第 25) ，社工 ( 第 21 ) ，法律 ( 第 51 ) ， MBA(
第 64 ) 等排名最高。值得一提的是，法學院的法院訴訟組，仍排名
全美第一；醫學院心臟移植全美頗負盛名。而人數較多的科系，包
括 MBA, Mass Media, Law, CIS, Music, Dance, Medical Schoo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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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Sacramento
關於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隸屬加州州立大學系統，
創立於 1947 年，與本校於 1981 年 7 月正式締結為姊妹校。該校
佔地 3 百英畝、校園植樹有 3,500 餘棵，共有 7 個學院 ( 研究所有
40 個學系、大學部共有 60 個學系 )，約 29,000 多位學生。
該校位於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市，是政治與商業活動的中心，市
內不僅富含歷史古蹟，且因許多高科技公司陸續遷移至此，也成為
第 2 個矽谷，冬季氣溫溫和，夏季炎 熱乾燥。目前約有 58 種大學
課程及 41 種研究所課程，並以小班制教學，每班學生不超過 30 人，

◆姊妹校 ◆大三出國學校

有 party，節慶時還有特殊的慶祝活動，除此之外，並定期安排至舊
金山、舊沙加緬度、太浩湖等觀光旅遊。
課表網址：http://www2.csus.edu/class_schedule/
課程特色：密集英語課程 這個課程是為繼續在美國深造的同學
及欲增進會話技巧、溝通能力的專業人士設計。課程共分 7 級，上
午課程以文法、寫作、聽說技巧、字彙加強為主，下午則搭配其他
選修課程，如托福加強、美國俚語、電影導覽等。
申請時間：每期開課前 60 天為申請截止日

並與鄰近的太平洋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麥克喬治法學院

環繞的區域：譽為 " 樹城 " ( City of Trees) 的 Sacramento 是加

（Mc George School of Law）進行聯合研究所課程，另外，US News

州的首府，人口約兩百萬人，是一帶有小鎮風情的大城市，四周為

& World Report 也將它評為美西優秀學府之一。

太平洋、內華達山脈、和納帕谷 ( Napa Valley)、酒鄉所環繞，終

語言中心 International Student：語言學校（American Language
Institute ALI）：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附設之語言中心提供
高品質教學與密集英語課程，特色如下：小班制，可提供學生較多
的個人協助，師資精良。每星期至少上課 20 小時，符合美國對全
職學生的規定。課程共分 7 級，全年皆有授課。於課程期間安排許
多課外活動，增進彼此間的文化認知與交流。* 電腦中心同步提供
許多語言方面的教材供練習。網路咖啡廳。安排美國學生成為會話
練習伙伴。第 6 級與第 7 級的學生可以至大學部修課，沒有附加費
用。每星期都會為學生安排活動，在每一期的開始與結束都固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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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氣候溫和宜人。這城市和美國很多地區不同，它的步調緩慢。
這座西元 1849 年建立的城市，和很多美國大城一樣，是由淘金開
始發展起。而它的名字的確不是英文，而是自西班牙語。原意是：
「聖事」（Holy Sacraments），是基督教傳達恩典的一種儀式。夏
天的 Sacramento 幾乎不下雨，最熱常常都是 38、39 度，還好因為
乾燥，所以不會有像台灣又濕又黏的難過感。冬天則是 Sacramento
的雨季，可以冷到三、四度，可是不會下雪。十月底、十一月初，
是 Sacramento 樹葉變黃、變紅的 時節；春天則是草地開滿了野花
( 加州的州花是 California Poppy)。加州首府以居民友善，治安良好
名聞遐邇。這個具有文化、歷史和多元種族特色的城市以其各種博

7

物館、各類劇院、各式商店 和現場表演，讓每個人都能各取所需，
盡情地參觀遊覽。以 Sacramento 的規模來說，算是美國境內生活消
費最低的城市之一，這也是加州家喻戶曉的公開 秘密。陽光普照的
Sacramento 也是著名的 NBA 球隊「國王隊」的大本營，一年到頭都
有各種休閒娛樂和體育活動。Sacramento 擁有很多湖 泊、河川、河
灘，並與很多山嶺為鄰，在這裡可以游泳、遠足、露營、泛舟或滑
雪，是善好戶外活動者的天堂。可以一日來回的熱門觀光景點包括
Lake Tahoe、 Napa Valley 酒鄉、和 San Francisco。遠一點的又最負
盛名的，則是大概開車四、五小時的優勝美地國家公園 (Yosemite)。
如果想對 Sacramento 多了解的話， 可以到 www.co.sacramento.ca.us
這網站逛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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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長堤位於洛杉磯市區以南約 40 分鐘的車程，鄰近美麗的太平

享受溫暖的氣候和陽光 ,Cal State Long Beach 校園面積約 322 畝。

洋海岸，風光明媚，是公認洛杉磯最佳區域之一。根據 1998 年的

長堤分校提供 ESL 課程讓外籍學生學習，學校商學院為美國 10 所

Forecast and Review 報導，長堤的生活指數及品質是洛杉磯地區最

最大商學院之一。

好的，這些指數包括低犯罪率、優秀的教育品質、當地的環境品質、
氣候以及令人滿意的房價等，這使得加州大學長堤分校成為當地學
生及國際學生最受歡迎的南加州學校之一。長堤分校的校園是洛杉
磯眾多大學之中最大、最美的一所，共有學生二萬八千餘名，授予
超過 280 項不同的學位及證書。學生比例相當平均，亞裔學生約為
16%，而國際學生僅有 4% 左右，比例相當低。
長堤分校一向堅持提供高品質的教育，目前有 130 多種領域的
學士與碩士及 280 多種不同學程可選擇。學校不僅設備完善，還有
大學美術館、電台、免費大學報、免費校園接駁巴士，同時鼓勵人
文藝術活動的舉辦，校園中常有各類表演、音樂會、舞會、設計展、
電影播放等，並有超過 250 個以上不同社團活動。
語 言、 學 習、 生 活， 以 上 都 可 以 在 "The Beach"（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找到。從高品質的教學和個人化的指
導，到優美的海灘環境，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 為國
際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在 Cal State Long Beach 的美國語言
中心，您可在美麗而生氣蓬勃的校園裡學習英語 , 位於南加州長達
5-1/2 英哩的沙灘，Cal State Long Beach 兼具熱鬧的都市氣氛和海邊
城市的魅力。全年平均溫度 17-27 度，夏天享受涼爽的海風，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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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West Florida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創立於西元 1955 年，為一所公立大學，
也是美國佛羅里達州州立大學體系的第六所。主要校園位於佛羅里
達州十英哩街 Pensacola，校區面積超過 1,600 英畝，約 1,500 名學
生皆居住於學校宿舍。
該校以藝術、科學、商學院及專業研究學院著名。目前該校提
供超過 50 個學士學位課程，24 個碩士學位課程。
學校成立至今已有超過 10 萬名畢業生。目前該校擁有學生人
數超過 11,200 人，其中包括約 8,900 名大學部學生及約 1,200 名研
究所學生，分別來自美國各地及全世界 90 多個國家；多元的國際
學生與豐沛的異文化背景也是該校的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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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沙福克大學
Suffolk University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沙福克大學座落於波士頓的市中心，而波士頓是具有高知識水
平及文化氣質的都市。波士頓擁有約 30 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
生，為這城市注入旺盛的活力與生命力。
沙福克大學著重教學與學術成就及社區互動。沙福克大學文學
院、商學院及法文院共有超過 70 個不同領域的課程。
沙福克大學致力發展全球化，該校在三個國家擁有校區，分別
是美國的波士頓，西班牙的馬里蘭，非洲塞內加爾的達卡。另外也
在美東的麻薩諸塞州設有衛星。
沙福克大學沒有圍牆阻隔與外界的連繫，與社區的親密結合。
沙福克大學約有 75 個社團及組織，校區內亦有不少活動。簡單來
說，沙福克就是波士頓，波士頓城市生活也就是沙福克大學生活經
驗的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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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

◆姊妹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是一所公立的男女合校制高等院校，
該校成立於 1938 年，是加州州立大學體系中 23 所高校之一。主校
園位於距加州洛杉磯市以東約 30 英里的波莫納西北角市郊，校園
占地面積 1438 公頃。
作為一所科技類高等院校，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側重科
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專業。該校專業設置廣泛，開設的主要專業
有：會計學、農業科學、人類學、建築學、藝術、土木工程、化學、
交流學、電腦工程、電子商務、食品科學與技術、平面設計、地理
學、酒店管理、國際貿易、微生物學、市場行銷管理、音樂學、哲學、
政治科學、社會科學、動物學等等，其中以商業學、工程學、建築
學等學科最為著名。

留學 EASY GO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手冊 2015-2016

12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Hawaii Pacific University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創立於西元 1965 年，是夏威夷州規模最大的一所私立大學，
在 Barron’s 雜 誌 評 鑑 為 美 國 300 所 學 費 合 理 的 優 良 學 府 之 一。
1997 美國 Time 雜誌 Princeton Review 評鑑 HPU 為夏威夷州最好的
大學 ( 包括州立及私立大學 )。
HPU 的兩個校區皆位於夏威夷歐胡島。城中校區（Downtown
Campus）位於商業中心，羅亞校區（Loa Campus）距城中校區 15
公里。學校提供免費校車，穿梭於兩個校區之間，車程約 15 分鐘。
HPU 採小班制教學，教授與學生比例為 1:18，所有教授皆擁
有博士學位或其它專業學科之最高榮譽。在教學設備及運動設施方
面，更是一應俱全，逐年汰舊換新。HPU 的教室設有電腦網路設備，
提供學生最佳學習環境。在運動設施方面，羅亞校區設有足球，棒
球，網球，排球和籃球等球類活動場地及健身房…等。
HPU 的教學導向以輔導就業為主，積極為學生提供課堂知識與
實際工作經驗相結合的學習環境，以提昇學生的就業競爭力。知名
企業如 IBM 等公司更在學生畢業前，即徵選錄用。
HPU 的學生社團超過 75 種以上，此外，學校每年定期舉辦各
項活動，包括：國際文化節、新生訓練、舞會、校內體育比賽、野餐、
名人演講、學術研討及月光遊艇之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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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
University of Michigan Flint
關於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

中心、體育館、電腦室和國際學生輔導中心等。達到一定水準的學

創 立 於 1856 年 的 密 西 根 大 學 福 林 特 分 校（University of

生可以申請該大學的條件式入學許可。ISC 是美國密集英語課程聯

Michigan, Flint）是一所學生數約 7，000 名的 4 年制州立大學。70

盟 (AAIEP) 的成員之一，竭力為學生提供專業、高品質的英語課程。

英畝的校園小巧玲瓏，自然景觀和歷史建築巧妙地融為一體。此校

環繞的區域

提供人文科學為首的經營學、教育學、保健等 70 個學科領域的專

學校位於密西根州東部福林特市的市中心，是美國中西部典型

業學士學位和相關修士學位。國際學生可以和當地學生同時利用圖

的大學城，文化氣息濃厚，民風樸實且物價便宜，一般的交通工具

書館、保健中心、體育館、電腦室和國際學生輔導中心等大部 分校

以開車為主或利用學校巴士。人口約 12 萬 5 千的福林特市，位於

園現代化設備。學校致力於吸收海外人才，積極為國際學生提供相

底特律的西北方向，這裡因是跨國汽車製造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的據

應的升學輔導和組織活動 , 以便增加與當地學生之間的交流。課外

點之一，固有“汽車城”的美銜。別名“Great Lakes State”的密西

活動則有多達 900 多種各式各樣的社團供學生們參與，讓學生智能

根州以多變的氣候、四季分明、美麗的公園和繁茂的森林聞名，擁

體群都能充份運用適當。密西根大學（簡稱 UM）共有三個校區，

有四千八百公里長的五大湖岸，一萬個以上的湖中島和多數的州立

分別為安娜堡 Ann Arbor、狄爾伯恩 Dearborn、福林特 Flint，主校區

和國家森 林公園。夏季可以盡情徜徉在清澈的湖水和森林小徑中；

則位於安娜堡 Ann Arbor。

冬季，許多熱門的戶外活動則紛紛出籠，例如：滑雪、溜冰、滑雪

語言中心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er（ISC）於 2005 年創立，

橇等。東南部的“汽車城”底特律是全美 汽車業的三大巨頭 GM、

為國際學生提供高品質的學術英語課程和在當地生活工作和升學所

Ford、DaimlerChrysler 總公司的所在地，雲集了多數汽車關聯產業和

需要的專業語言訓練及文化背景教育；有進學計劃的 同學可在就讀

各項國際汽車大賽、水上摩托車賽等國際化活動。

前充分掌握需要的英語技巧，順利發展學業，同時了解和參與美國
社會。ISC 不但為學生在課堂上提供英語語法、寫作、口頭交流、
閱讀、詞彙和學 習技巧等專業訓練，而且鼓勵學生積極參加課堂外
各種活動，讓學生盡快適應美國的文化和大學的生活。就讀 ISC 的
學生可以憑學生證免費使用校園內的各種設 施，如：圖書館、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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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

建立於 1890 年的華盛頓州立大學簡稱 WSU，為美國華盛頓
州資助辦理的一所大學。主校區在普爾曼市 (Pullman)，在斯普肯
(Spokane)、三城 (Tri-Cities) 和溫哥華 (Vancouver) 均有分校。
該校為全美排名前 50 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學，共有十所學院及
研究所，提供超過 245 種左右的專業學程，供學生選讀。國際學生
來自於 90 多個不同的國家，學生主要在普爾曼 (Pullman) 主校區上
課，只有少部份的科系及博士班學生分佈在其他校區上課。
華盛頓州是美國最北邊的一個州郡，地理位置上鄰近加拿大，
為美國排名第 20 大的州郡，而普爾曼校區所在的普爾曼 (Pullman)
市，居民約為 24,000 人，盛產小麥及牛乳，在地理位置上鄰近愛
達荷州，離華盛頓州第一大城西雅圖 Seattle 約 288 m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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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聖湯瑪士大學
University of St. Thomas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

聖湯瑪士大學創立於 1885 年 , 是一所天主教綜合教育機構 , 有

的戲劇表演場次僅次於紐約。學生可使用校園游泳池、體育館、舉

超過 10,316 名學生 ( 大學部約 6,336 名、研究所約 3,980 名 ), 最出

重館、網球場、籃球場、壁球場、電腦室及圖書館。全年可享受打

名的學科是商業、軟體設計與工程學系。提供企管碩士、國際商業

高爾夫球、網球、足球、自行車、爬山…等。

碩士以及傳統的大學部和研究所學位。
該 校 有 兩 個 校 園， 俯 瞰 密 西 西 比 河 的 雙 子 城 St. Paul 和
Minneapolis( 聖保羅和明尼亞波利斯 ) 是工業和商業中心，互相遙望
於密西西比河兩岸的雙子星城 , St. Paul 和 Minneapolis 一個保守傳
統，一個現代先進 , 是工商業中心也同時保留了中西部友好、豁達
的風情。
課程方面由於聖湯瑪士採小班教學，所以會有很多機會讓每個
人自由發表意見，如果有任何疑問可以直接在課堂上問老師，老師
們也都歡迎任何建議。學校對國際學生有一套很完善的導師制度，
也會舉辦許多活動，協助國際學生適應新環境，融入美國生活圈。
此外，雖然聖湯馬士大學位於寒冷的明尼蘇達州，但學校宿舍非常
的舒適安全，讓學生完全不用顧慮保暖與保全問題，而且廚房跟洗
衣間都在房間附近。房間也有共同空間，讓室友之間有更多相處的
時間。
該校距離全美最大的室內購物和娛樂中心 The Mall of America
車程僅 20 分鐘，且明尼蘇達州擁有數百個公園和湖泊，一年四季
都可享受戶外活動，包括騎自行車、劃獨木舟或越野滑雪，獨特便
利的 skyway 系統可達市中心多處商業和購物區，其中 Minnea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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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聖道大學
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姊妹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美國聖道大學是由天主教修女於 1881 年創立 , 該校有著 154
畝的校地，是美國西南部最大的天主教大學 , 同時也是德州第四大
的私立大學。該校提供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共約 80 個系所選擇 ,
包括驗光配鏡、藥學及物理治療等職業相關系所。
該校以其優異的學術表現、多元的文化及對學生的關注而聞名 ,
並提供其服務予來自 65 國超過 8400 名學生。聖道大學在卓越的教
學上有著悠久歷史 , 世界級的教授們將理論及實際經驗帶到課堂上。
平均班級人數約 25 人 , 師生比為 1 比 14。該校在美國西部的地區
性大學中排名第 63 位，其護理研究所在 2012 年 US news 最佳研究
所排名中排在第 64 位。此外，該校分別在中國廣州及墨西哥墨西
哥市設有兩所分校。
該校校園位於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 著名的 Alamo Heights
住宅區，步行 5 分鐘就有公車站、餐廳、銀行及郵局，距離聖安東
尼奧國際機場約 10 分鐘車程。聖安東尼奧是美國第九大城市，被
評為「美國最友好的城市」之一，一年四季都有慶典活動，每年有
三百多天的陽光，平均溫度攝氏 2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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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維諾納州立大學建於西元 1858 年，是一所綜合型的公立大學，
現擁有超過 8,900 名學生。維諾納州立大學是明尼蘇達州立學院和
大學系統裡最老的成員，提供了 78 種大學教育、學前專業教育、
證照取得、研究所教育以及博士學位的課程。
維諾納州立大學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維諾納，維諾納座落在
壯闊的密西西比河河谷裡，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小鎮。維諾納提供
了許多娛樂及文化活動，交通也十分便利。距離威斯康辛州的 La
Crosse 機場只需 30 分鐘車程，距 Rochester 機場需 45 分鐘車程，
而距離明尼阿波利斯聖保羅 ( Minneapolis-St. Paul) 機場則需車程 2
小時。

維諾納的特色：
維諾納是第一所位在密西西比河西岸的師範學校。
維諾納是明尼蘇達州內其中一所讓所有學生擁有筆記型電腦的
大學。
在維諾納 8,900 名學生當中，有超過半數的學生自願在他們的
小鎮服務一年。

留學 EASY GO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手冊 2015-2016

18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位於美國東部賓州西南方，創立於 1875
年，擁有三個校區，主校區座落於美國賓州匹茲堡 (Pittsburgh) 的東
南方，是一所聲望卓越、歷史悠久的大學，該校屬於賓州州立高等
教育系統 (Pennsylvania's State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現有學
生超過 13000 人，海外學生百分比為 5 %，其師生比為 19 比 1，
其英文系設有學士、碩士及博士班。
校內課程種類多元，各系的課程也都提供基礎課，因此不用擔
心課程會過於艱澀。教授都非常親切，只要有任何疑問都可以向教
授們反應或討論。課程多半採小班制教學，因此有很多機會和同學
及教授互動。在美式教學下，教授和學生的互動非常良好，課堂中
不時採取分組討論。
校園廣大環境優美，校內甚至有 shuttle bus 穿梭於不同建築物
間，其設備亦非常齊全，擁有完善的健身房、游泳池、宿舍和餐廳，
此外，校園中各處都設有 Blue Button 以防任何緊急情況。該校是一
個擁有安全、和善的社區，美麗丘陵與秋色楓紅片片環繞的校園。
IUP 對 國 際 學 生 非 常 的 照 顧， 學 校 的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OIE) 專門負責處理國際學生事務。OIE 定期為國際學生舉
辦精彩的活動，校內也經常舉辦活動或派對，讓身在異鄉的國際學
生有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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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

舊金山州立大學創立於 1899 年，是一所擁有將近百年歷史的
州立綜合大學。該校坐落於美國加州第三大城舊金山市區西南方，
佔地 90 英畝，為美國西海岸最大的教育聯盟－加州州立大學系統
23 所分校之一。舊金山州立大學與本校於 2007 年 6 月正式締結為
姐妹校，成為本校第 96 所姐妹校。
舊金山州立大學現有在校生三萬多名，教職員工近 400 人，
國際交換學生 2500 名左右，人數居加州州立大學各校之首。該校
共有 8 院，下設 68 個系，當中最有名的科系為商業管理。舊金山
州立大學提供多樣化的科系選擇（118 個大學部科系、90 個副主
修及 96 個研究科系），並擁有多項教學相關設施，如：錄音播放
中心、演奏廳、小型法庭、小型歌劇院、多用途大型體育中心、高
科技科學實驗室、人類歷史博物館、資訊交流中心、多媒體播放中
心等；附設有外語學院，開設密集英語課程，全年開設短期證書
（certificate）課程。該校的產學合作與社區服務在美享有盛名，
設有近 300 門社區參與課程，並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校內設有設備
完善的學生保健服務中心，且有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住宿的學生宿
舍，校園前方就有大眾運輸系統，交通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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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Brandon University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位於加拿大中南部曼尼托巴省，創校於
1899 年，是所公立大學（全加拿大的大學都是公立的），也是加
拿大大學學院協會 (AUCC) 和聯邦大學協會 (ACU) 的成員。
該校英文系偏重文學與英文寫作。全校學生約 3,000 個學生，
是加拿大西部獨具特色的小型大學。學校致力於為學生創造良好的
讀書環境，教室、宿舍和其他教學設施都通過網際網路連接在一起。
實行小班化教學，為學生提供更多與教師溝通的機會。在這裡，學
生們除了能感受到學校歷史悠久，還能充分領略到瀰漫在校園中的
傳統文化氣息。
布蘭登大學注重教學內容的豐富性。除了教學生實際操作和交
流外，還教授學生求知之法，實踐之途。學校鼓勵學生去探索，去
發明，去創造，去成為獨具思辨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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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
University of Macau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澳門大學於 1981 年成立，前身為私立東亞大學。經過 30 年的

許多教員是在世界著名大學取得博士學位。近年更加大招聘高端教

發展，澳門大學在教學、研究和社群服務領域均取得卓越的貢獻，

員的力度，至今已聘請九名全職講座教授，兩名客座講座教授，壯

並已發展成為澳門本地區最優秀的國際化、唯一一所綜合性公立大

大了師資隊伍的學術和研究實力。為了持續提升教員的素質，澳門

學。建校以來，澳門大學已培養學生超過萬人，服務於社會各界。

大學制定教學人員學術假及獎勵制度，對教學人員的優秀表現給予

澳門大學現有學生 8,600 多名，設有工商管理學院、教育學院、

制度性的鼓勵和認可。

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法學院、科技學院、健康科學學院、中華醫
藥研究院及榮譽學院，開辦學士、碩士、博士等約 130 多個學位課
程，授課語言以英語為主，部分課程以中、葡或日語授課。
澳門大學近年致力改革本科課程，以全方位、多角度手段培養
優秀的人才，包括：（一）推行融合專業、通識、研習和社群教育
的四位一體創新教育模式，滿足學生在成長過程中的不同需要；
（二）參考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模式，引入住宿式書院制度，實踐
全人教育；（三）設立澳門首個榮譽學院，集中資源為澳門社會培
養傑出的領袖人才；（四）推行全新通識課程，提升學生的跨學科
知識視野，使學生畢業時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全面型人才；（五）
實行本科生研究實習計劃，為學生在本科四年創造參與高端研究的
機會；（六）加強學生就業輔導，為學生職業生涯規劃預先作好充
分準備。
澳門大學採用國際化管治及管理體系，從全球延攬各地優秀的
教員，為學生創造多語言的國際化學習環境。目前已建立一支擁有
470 多人的國際化優秀師資隊伍，大部分教員擁有博士學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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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大學
Xiamen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廈門大學是由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於 1921 年創辦的，
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華僑創辦的大學，也是唯一地處經濟特
區的國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點建設的高水平大學。
學校設有研究生院和 26 個學院（含 66 個系）和 10 個研究院，
擁有 31 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41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185 個專業可招收培養博士研究生，279 個專業可招收培養碩士研
究生，83 個專業可招收本科生；擁有 5 個一級學科和 9 個二級學
科的國家級重點學科（涵蓋 38 個二級國家重點學科），15 個博士
後流動站， 9 個國家人才培養基地。
現 有 在 校 生 40000 多 人， 其 中 本 科 生 20314 人， 碩 士 生
17312 人，博士生 2956 人，外國留學生及港、澳、台學生 2700
餘人。學校獲第四、五、六屆國家級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 6 項、
二等獎 14 項，名列全國高校前茅；29 門課程入選全國“精品課程”。
學校推行通識教育，注重培養學生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多次在中
國大學生“挑戰杯”創業計劃大賽和全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等各
類比賽中獲獎。 2005 年底，廈門大學本科教學工作水平以“優秀”
的成績通過教育部評估。廈大畢業生是最受社會歡迎的群體之一，
就業率保持在 95% 以上。
目前，廈門大學正朝向“世界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奮鬥
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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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範大學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華東師範大學成立於 1951 年 10 月 16 日，是一所綜合性研究
型大學。目前設置有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發展學院、外語學院、
對外漢語學院、教育科學學院、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學前教育與
特殊教育學院、體育與健康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商學院、金融與
統計學院、傳播學院、藝術學院、設計學院、理工學院、資源與環
境科學學院、生命科學學院、信息科學技術學院、軟件學院 19 個
全日制學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國際關係和地區發展研究院、
河口海岸科學研究院、科學與技術跨學科高等研究院、藝術研究所
5 個研究院（所），繼續教育學院和網絡教育學院 2 個管理型學院，
含 58 系， 70 個本科專業，其中中文、歷史、數學、地理、心理
和物理 6 個專業是國家文理科基礎科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
教師教育是學校的特色優勢。幾十年來，學校為國家培養了大
批優秀教師和教育家。設在學校的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是全
國唯一的中學校長國家級培訓基地。
學校現有教職工近 4000 人，其中專任教師 2195 餘人，教授
及其他高級職稱教師 1500 餘人，其中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
院士 13 人。目前在校全日製本科生學生近 14,000 名，研究生近
13,000 名，外國留學生 4000 餘名。學校現有閔行校區和中山北路
校區，校園佔地總面積 20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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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復旦大學創建於 1905 年，原名復旦公學，是中國人自主創辦
的第一所高等院校，創始人為中國近代知名教育家馬相伯。校名“復
旦”二字選自《尚書大傳 ‧ 虞夏傳》中“日月光華，旦復旦兮”
的名句，意在自強不息，寄託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自主辦學、教育強
國的希望。
2000 年，復旦大學與上海醫科大學合併，成立新的復旦大學，
進一步拓寬了學校的學科結構，形成了文理醫三足鼎立的學科格
局，辦學實力進一步增強，已經發展成為一所擁有哲學、經濟學、
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醫學、管理學等十個
學科門類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
2010 年，學校有普通本專科生 14100 人，研究生 14800 人，
留學生 3000 人（其中攻讀學位的留學生 2706 人）；另有成人教育、
網路教育本專科生 16611 人。
學校已經形成“一體兩翼”的校園格局：即以邯鄲校區、江灣
新校區為一體，以楓林校區、張江校區為兩翼。
一百多年來，學校在培養人才、創新科技、傳承文明、服務社
會方面為國家作出突出貢獻。復旦師生謹記“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的校訓；嚴守“文明、健康、 團結、奮發”的校風；力行“刻苦、
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發揚“愛國奉獻、學術獨立、海納百川、
追求卓越”的復旦精神，為民族的解放和振興，國家的建設和發展，
社會的文明和進步作出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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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
Nankai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南開大學創建於 1919 年，創辦人是近代著名愛國教育家張伯
苓和嚴修。南開大學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弘揚“愛
國、敬業、創新、樂群”的光榮傳統。 2000 年 12 月 25 日，中國
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簽署重點共建南開大學協議，南開大學躋
身 21 世紀國家重點建設大學行列。
南開大學在長期的辦學過程中，形成文理並重、基礎寬厚、突
出應用與創新的辦學特色。有 21 個專業學院，設有研究生院、繼
續教育學院、現代遠程教育學院。學科覆蓋文、史、哲、經、管、法、
理、工、農、醫、教、軍全部 12 個門類，是一所覆蓋全部學科門
類的研究型大學。
南開大學在 2041 名專任教師中有博士生指導教師 632 人，教
授 714 人，副教授 792 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10
人，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 5 人，“973”和“863”計畫首席專家
15 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12 人，國家級有突出貢
獻的專家 11 人，長江學者獎勵計畫特聘教授 30 人，長江學者特聘
講座教授 15 人，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 34 人。
南開大學具備培養學士、碩士、博士和博士後的完整教育體系。
現有全日制在校學生 23925 人，其中本科生 12749 人，碩士研究
生 7464 人，博士研究生 3212 人。此外，成人教育學生 5779 人，
遠程教育學生 339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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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學
Nanjing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南京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聲譽卓著的百年名校。南京大學目
前擁有鼓樓、浦口、仙林三個校區，設 26 個學院、75 個系，各類
學生總計近 50000 人。全校設本科專業 86 個，專業碩士學位授權
點 21 個，專業博士學位授權點 1 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１8 個，
碩士學位授權點 213 個，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40 個，博士學位
授權點１４７個，博士後流動站 28 個，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8
個，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13 個；有國家實驗室（籌）1 個，國家
重點實驗室 7 個，國家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基地 13 個，國家生命科
學與技術人才培養基地 1 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4
個。
學校擁有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其中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 29 人，
中國工程院院士 3 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4 人，俄羅斯科學院院
士 1 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科學、技術、管理專家 17 人，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19 人，973 計畫和重大科學研
究計畫專案首席科學家 31 人，入選“中組部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
計畫 ( 千人計畫 )”27 人，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畫”特聘教授、
講座教授 89 人，國家級教學名師 10 人，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
86 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畫”獲得者 2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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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學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西安交通大學是中國國家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且為中國最早
興辦的高等學府之一。
今日的西安交通大學是一所具有理工特色，涵蓋理、工、醫、
經濟、管理、文、法、哲、教育和藝術等 10 個學科門類的綜合性
研究型大學。學校設有 23 個學院（部）、8 個本科生書院和 12 所
附屬教學醫院。現有全日制在校生 29578 人，其中研究生 13452
人。全校有本科專業 78 個，擁有 27 個一級學科、154 個二級學科
博士學位授權點，45 個一級學科、242 個二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
18 個專業學位授權點。
學校精心營造“思想活躍、學習活躍、生活活躍”的大學文化
氛圍。擁有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和 181 餘個文化社團。科
技、文藝、體育等活動豐富多彩。 “九州名家”、“縱論四海”、
“思源大講堂”、“學而論壇”成為學生開拓視野的經典品牌。
校訓：精勤求學、敦篤勵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
使命：致力於培養崇尚科學、求實創新、勤奮踏實、富有社會
責任感和高尚品質的傑出人才，保存、創造和傳播知識，為中國乃
至世界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做出重要貢獻。
願景：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方面保持領先，創造
卓越成就，到本世紀中葉，把西安交通大學建設成為大師名流薈萃、
莘莘學子神往、棟樑之材輩出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

留學 EASY GO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手冊 2015-2016

28

西北工業大學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西北工業大學是中國唯一一所以同時發展航空、航天、航海工
程教育和科學研究為特色，以工理為主，管、文、經、法綜合發展
的研究型、多科性和開放式的科學技術大學，隸屬工業和信息化部。
學校已成為中國大陸高層次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科技創新的
重要基地。學校秉承“公誠勇毅”的校訓，發揚“基礎紮實、工作
踏實、作風樸實、開拓創新”（三實一新）的校風。
學 校 佔 地 面 積 5100 畝， 其 中 友 誼 校 區 1200 畝， 長 安 校 區
3900 畝。設有 15 個專業學院，58 個本科專業，117 個碩士點，
67 個博士點和 14 個博士後流動站。學校共有研究生 13736 人，其
中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3063 人，碩士研究生 7087 人，專業學位研
究生 2061 人，本科生 14183 人，留學生 318 人。
西北工業大學以建設創新型國家和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為戰略部
署，全面進行工業化、信息化和國防工業現代化建設，為建設國際
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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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大學
Tongji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同濟大學創建於 1907 年，是中國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 “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也是首批經中國國務院批准
成立研究生院的高校。在百餘年的辦學歷程中，同濟大學始終注重
「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國際交往」四大功能均衡發展，
綜合實力位居大陸高校前列。
學校現有教授等正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者 860 餘人，副教授等副
高級專業技術職務者 1380 餘人。有全日制在校學生約 35600 人，
其中本科生約 19800 人，碩士、博士研究生約 15800 人。另有在
職攻讀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 8800 多人，各類留學生近 3000 人。
校園占地面積 3857 畝，分佈於四個校區。
學校設有建築與城市規劃、土木工程、經濟與管理、電子與資
訊工程、環境科學與工程、材料科學與工程、機械工程、醫學、口
腔醫學、理學、交通運輸、汽車、海洋與地球科學、生命科學與技
術、航空航太與力學、外國語、人文、法學、馬克思主義、政治與
國際關係、傳播與藝術、設計創意、軟體、電影、中德、中德工程、
中法工程和管理、中意、職教等 29 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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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學
Jilin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吉林大學是中國大陸教育部直屬的重點綜合性大學，1995 年
首批通過國家教委“211 工程”審批，2001 年被列入“985 工程”
重點建設的大學之一。
吉林大學學科門類齊全，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
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軍事學等全部
13 大學科門類；有本科專業 124 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 44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299 個，博士學位授權點 237 個，博士後科研
流動站 37 個；有一級學科 國家重點學科 4 個（覆蓋 17 個二級學
科），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15 個，國家重點（培育）學科 4 個。
吉林大學是首批建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大學之一，現已建立起
學士－碩士－博士完整的高水準人才培養體系。在校全日制學生
68193 人，其中博士生、碩士生 24365 人，本專科生 42349 人，
留學生 1337 人，進修生 142 人，另有成人教育學生 70018 人，網
路生 55371 人。
學校校際合作緊密，已與美國、德國、韓國等 40 多個國家和
地區的 130 餘所院校和科研機構建立合作交流關係。先後與德國圖
賓根大學、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俄羅斯托木斯克理工大學、美國
佛羅里達大學、加拿大滑鐵盧大學、韓國高麗大學等世界知名高等
學府建立校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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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學
Sichuan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四川大學是中國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是中國西部、“985 工
程”和“211 工程”重點建設的研究型綜合大學。學校現任黨委書
記楊泉明教授、校長謝和平院士。
四川大學地處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天府之國”的成都市區，
有望江、華西和江安三個校區，占地面積 7050 畝。四川大學由原
四川大學、原成都科技大學、原華西醫科大學三所全國重點大學經
過兩次合併而成。
四川大學學科門類齊全，覆蓋文、理、工、醫、經、管、法、
史、哲、農、教、藝等 12 個門類，有 30 個學科型學院及研究生院、
海外教育學院等學院。現有博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 44 個，博士學
位授權點 277 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361 個，專業學位授權點 32 個，
本科專業 131 個，博士後流動站 33 個，國家重點學科 46 個，國家
重點培育學科 4 個，是國家首批工程博士培養單位。截至 2011 年
年底，有專任教師 4292 餘人，全日制普通本科生 4 萬餘人，碩博
士研究生 2 萬餘人，外國留學生及港澳臺學生 2000 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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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學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北京理工大學現隸屬於工業和資訊化部，是一所理工為主、工
理管文綜合發展的中國重點大學，為中國“211 工程”和“985 工程”
建設行列。
1940 年，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 “自然科學院”在延安杜甫川
成立，為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1949 年，遷往北京，
成為新中國一所新型重工業大學；1951 年，更名為北京工業學院；
1952 年，學校成為“為國家培養紅色國防工程師”的新中國第一
所國防工業院校，航空系被抽調參與組建北京航空學院、冶金系被
抽調參與組建北京鋼鐵學院、採礦系及專修科被抽調參與組建中南
礦冶學院。1988 年，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
建校以來，學校培養畢業生 20 萬餘人。校友中，有李鵬、曾
慶紅、葉選平等前党和國家領導人；有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總設計師
彭士祿院士、“長征三號”運載火箭總設計師謝光選院士、預警機
雷達總設計師王小謨院士等 35 位院士。北京理工大學重視國際交
流與合作，已與國際、港澳臺地區的 150 多所大學建立合作關係，
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
前往該校研修的交換生在中關村校區的住宿收費為 45 元 / 天，
住宿條件為兩人間公寓，兩張標準床，獨立衛生間兼洗浴間、空調、
網路具備。住在良鄉校區的同學目前住宿費 1500 元 / 學期左右，
但是沒有空調和獨立衛生間這些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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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Beihang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簡稱北航）成立於 1952 年，由當時的清
華大學、北洋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等八所院校的航空系合併
而成，是大陸地區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學府。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現
為大陸「211 工程」、「985 工程」高校。
北航現有 27 個學院，涵蓋工、理、管、文、法、經、哲、教育、
醫和藝術 10 個學科門類。有 57 個本科專業，144 個碩士學位授權
點，49 個博士學位授權點。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航空、航太、動力、
資訊、材料、儀器、製造、管理等學科領域具有競爭優勢。
北航在職教職工 3799 人，其中專任教師 2215 人，教授、副
教授 1099 人；。現有全日制在校生 26531 人，其中本科生 13704 人，
碩士研究生 8314 人，博士研究生 3807 人，外國留學生 64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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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學
Tianjin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天津大學是中國教育部直屬國家重點大學，其前身為北洋大
學，始建於 1895 年 10 月 2 日，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
學校堅持“育人為本”、“教學優先”、“質量第一”的教育
教學理念，對學生實施綜合培養，不斷加強本科教育，大力發展研
究生教育。
學科以工為主、理工結合，經、管、文、法、教育等多學科綜
合發展，現有 54 個本科專業， 21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擁有博士
學位授予權的一級學科 27 個；碩士學位授予權的一級學科 35 個；
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7 個（覆蓋 21 個二級學科），分別是：光
學工程、儀器科學與技術、材料科學與工程、建築學、水利工程、
化學工程與技術、管理科學與工程；此外有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8 個，分別是：流體力學、機械設計及理論、動力機械及工程、電
力系統及其自動化、微電子學與固體電子學、通信與信息系統、檢
測技術與自動化裝置、結構工程，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培育）學科
2 個，分別是：一般力學與力學基礎、技術經濟及管理；天津市重
點學科 27 個。
在世紀之初，學校制訂面向新世紀的總體發展目標和“三步走”
發展戰略：努力把學校建設成為知名高水平大學，並在本世紀中葉
建設成為綜合性、研究型、開放式、國際化的世界一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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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中國人民大學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前
身為建立於 1937 年的陝北公學，以及後來的華北聯合大學和華北
大學。目前中國人民大學為大陸地區「985 工程」和「211 工程」
重點建設的大學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建立以本科教育為基礎、研究
生教育為重點、繼續教育為輔助的全方位、多層次的辦學特色。現
有 23 個學院、14 個跨學院研究機構，另設有體育部、繼續教育學
院、培訓學院、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中法學院、深圳研究院等。
中國人民大學設有學士學位專業 68 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 8 個，
碩士學位學科點 177 個，博士學位學科點 119 個，博士學位一級學
科授權點 20 個，博士後流動站 18 個。中國人民大學現有專任教師
1892 人，其中教授 565 人，副教授 6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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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學
Shandong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山東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學科齊全，是中國“211 工程”和
“985 工程”重點建設的高水準大學之一。山東大學是中國近代高
等教育的起源性大學。其醫學學科起源於 1864 年，為近代中國高
等教育歷史之最。其主體是 1901 年創辦的山東大學堂，是繼京師
大學堂之後中國創辦的第二所國立大學，也是中國第一所按章程辦
學的大學。現今的山東大學係由原山東大學、山東醫科大學、山東
工業大學三校合併成新山東大學。
山東大學總占地面積 8000 餘畝（含即將啟動建設的青島校區
約 3000 畝），形成一校三地（濟南、青島、威海）八個校園（濟
南中心校區、洪家樓校區、趵突泉校區、千佛山校區、軟體園校區、
興隆山校區及青島校區、威海校區）的辦學格局。現有 3 所附屬醫
院，4 所非隸屬附屬醫院，11 所教學、實習醫院。擁有在職教職工
7883 人（含威海校區和 3 所附屬醫院）。各類全日制學生達 6 萬人，
其中，全日制本科生 41437 人，研究生 16034 人，留學生 1737 餘
人。山東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層次教育涉及哲學、經濟學、法學、
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軍事學、管理學、
藝術學等 12 大學科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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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九州大學
Kyushu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九州大學成立於 1911 年，位於日本九州福岡縣福岡市。該校
為日本國立大學之一。
該校有文學院、教育學院、法學院、經濟學院、理學院、醫學
院、齒學院、藥學院、工學院、藝術工學院及農學院。此外還有九
州大學醫院。校區方面有箱崎校區、醫院校區、筑紫校區、大橋校
區及伊都校區。全校學生人數約 18,000 名。
九州大學以達到世界第一級的教育研究及診療活動，吸引世界
各國留學生來校，並以成為代表日本基礎綜合大學，與繁榮所在的
都市及受到市民們誇讚依賴的大學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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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山口大學
Yamaguchi University

◆派遣院級交換學生學校

山口大學創校於 1815 年，由當時長州藩士上田鳳陽所創辦，
2015 年為創校 200 週年紀念，是一所擁有 8 個學院 10 個研究所的
綜合大學。目前學生人數共約 1 萬人。
該校有 3 個校區 : 主要校區為吉田校區 ( 位於山口市 )， 醫學
院位於小串校區 ( 位於宇部市 )、工學院則位常盤校區 ( 位於宇部
市 )。
該校學院有 : 人文學院、教育學院、經濟學院、理學院、醫學院、
工學院、農學院、共同獸醫學院及 2015 年 4 月成立之國際綜合科
學院。
在教育方面，該校希望能結合學生、教師及職員的力量，配育
出山大精神的人間力及具有挑戰精神的人才。在國際化方面，透過
新學院「國際綜合科學院」的成立、學院再造及研究所改組等方式
進行教育改革。研究面方面，透過傑出的研究進行設置跨領域的研
究據點，向世界發聲。
本校文學院於 2013 年 7 月與該校教育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協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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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Chuo Gakuin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中央學院大學位於日本千葉縣北部的我孫子市，擁有法學部及
商學部。學生總數約 3,200 人。
中央學院大學的教育宗旨是透過小班教育，培養實力與創造力
兼具的優秀人才，推展「個性化，國際化，資訊化」的教育。中央
學院大學資源豐富，擁有先進的高科技教學設施，提供學生優質的
學習環境。
商學部商學科特色是綜合學習商務。學習世界經濟動向、經營
原理、國際商務系統會計學，以掌握利用諮詢處理技術，處理數據
的能力。商學部中包含七組，分別為商業綜合組、經營組、國際商
務組、會計組、經濟組、情報諮詢組、運動職業組，讓學生能夠根
據自己的未來規劃選擇喜好的系所。
法學部法學科則分為五組，分別為司法組 ( 培養律師和法務人
員等法律專業人士 )、行政組 ( 培養地方公務員等行政人員 )、企業
法組 ( 培養擔任民間企業法律事務的人士 )、現代社會和法組 ( 培養
從事研究工作的人士及從事 NPO 及 NGO 工作的人士 )、體育和法組
( 培養體育健身關聯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及從事警察、消防等工作 )。
可望具有法律知識的商務人員能活躍於各個不同的領域。
此外，中央學院大學還引進了商學部等其他領域的專業科和選
用國際觀點的科目等，以提供廣泛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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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大學
Hokkaido University
北海道大學創立於 1876 年，其前身為札幌農學校，是日本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醫學院

最早的高等教育機構。北海道大學的創辦人、首任副校長—來自

北海道大學醫學院成立於 1919 年，是該校歷史最悠久的學院

美國的克拉克博士在離開札幌之際，向學生們留下了“Boys, be

之一。醫學研究生院成立于 1955 年，隨著 2000 年開展重點實施

ambitious ！”的校訓。在 130 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這一校訓始終激

研究生院的教育和研究以來，醫學教育的重心也由本科教育轉移到

勵著北海道大學的教職員和莘莘學子們胸懷大志、開拓進取。

研究生教育 。

北海道大學總學生數為 18,232；學校設有兩個校區。主校區坐
落在北海道首府札幌市市中心，交通極為便利。函館校區坐落在北
海道南部的海濱城市—函館，這裏以美麗的夜景聞名。此外，水產
系和水產研究生院亦設在函館校區。
北海道大學是一所以研究生院為核心的重點綜合性大學。北海
道大學在教育研究方面以“開拓精神”、“培養國際性”、“全方
面教育”及“重視實學”作為基本理念而發展至今，也將謀求持續
的發展。
重點系所介紹

工學院
工學院是北海道大學繼農學院、醫學院之後成立的第三個學
院，目前已有 80 餘年的歷史。工學院不僅歷史悠久，還擁有雄厚
的師資力量，現有教職員 600 餘人。
理學院
理學院是北海道大學成立初期就設立的一個學院，現在有數
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等 5 個專業。理學院通過對於自
然科學全方位的基礎知識及技術進行有體系的教育，從而培養能夠
為社會做出貢獻的具有自然科學素養的人才。

水產學院
水產學院起源於 1908 年該校的前身—札幌農學校設置的水產
系。現在設有 4 個本科專業、2 個研究生專業並備有 2 只附屬練習
船、海洋生物資源化學實習工廠以及校園共同教育研究設施洞爺臨
湖實驗所、臼尻水產實驗所、七飯水產實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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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立命館大學
Ritsumeikan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立命館學園是日本私立綜合學園中，最具歷史代表的學園之
一。該學園現有立命館大學、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立命館小學、
立命館守山高等學校、立命館中學校 ‧ 高等學校、立命館宇治中
學校 ‧ 高等學校及立命館慶祥中學校 ‧ 高等學校等 5 所附屬學校。
立命館大學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學之一，位於京都。其「立命
館」三字，取自孟子「盡心章」中的「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
以立命也」，因此，立命館大學期望每位學生都可以在校園中安身
立命，履行自己的職責。目前該校可說是日本各大學中，因積極進
行大學改革，獲得社會上極高的評價。
該校有法學院、經濟學院、經營學院、產業社會學院、文學院、
理工學院、國際關係學院、政策科學院、情報理工學院、映像學院、
藥學院、生命科學院及運動健康科學院等。學生人數共約 35,000
人。教職員約有 1,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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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成立於 2000 年 4 月，位於日本九州大
分縣別府市。該校設立宗旨為促進國際合作及國際理解。
該校最具特色之一為該校約 50% 學生及老師都是從世界各國來
的外籍人士，學生來自世界上 80 多個國家，課程以英語及日語雙
語進行。
該校有兩個學院，分別是亞洲太平洋學院 (APS) 及國際經營學
院 (APM)。全校學生約 5,2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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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同志社大學
Doshisha University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1. 學生人數：28,000 人以上。

採用學期制，學生名額為 90 人。留學生別科是以希望進入同志社

2. 重點系所

大學等日本國內大學、研究院就讀的外國人、以及交流協定學校派

同志社大學創立於 1895 年，為日本高度評價的教育機構之一，
文理工商各有特色。
神學系 ‧ 神學研究院
文學系 ‧ 文學研究院
社會學系 ‧ 社會學研究院
法學系 ‧ 法學研究院
經濟學系 ‧ 經濟學研究院
商學系 ‧ 商學研究院
政策學系 ‧ 綜合政策科學研究院
文化資訊學系 ‧ 文化資訊學研究院
理工學系 ‧ 理工學研究院
生命醫學科學系 ‧ 生命醫學科學研究院
運動健康科學系 ‧ 運動健康科學研究院
心理學系 ‧ 心理學研究
國際交流學院
全球探討研究所
腦科學研究所
3. 學校特色／未來發展方向
同志社大學以國際化為建學精神，具有學習異文化的悠久傳
統。
同志社大學特別為留學生設立了單獨的科目。修業年限為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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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到該校的留學生為對象。具有充實的日語科目（一週 20 小時）
以及其他特別科目。同志社大學在接納海外留學生以及研究人員的
同時，積極派遣各學系的日本學生、教授到海外交流留學。
4. 地理環境／環境簡介
同志社大學今出川校園位於京都御所正對面，擁有眾多知名建
築物。京田邊校園幅員廣闊，處於美麗的大自然之中，環境清靜，
最適宜學習。
5. 校園
今出川（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區）
新町（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區）
室町（京都府京都市上京區）
京田辺（京都府京田辺市）
學研都市（京都府木津川市）
6. 留學費用
來回機票費用
保險費
日本住宿費
淡江大學學費

：NT$1,9800 元〈台幣〉
：NT$5,344 元 〈台幣〉
：$890,000 年 〈日幣〉
：約台幣 25,000 元

※ 以上金額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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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稻田大學
Waseda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早稻田大學共有九個校區，六個校區位於東京都，其他尚有琦
玉縣的所澤校區、本庄校區以及福岡縣的北九州校區，並在東京都
設有先端生命醫科學中心。全校學生數約 58,000 人，共有 13 個學
院與 23 個研究所，資源豐富。
早稻田大學以學問獨立為宗旨，以自由地探討為中心，致力於
獨創鑽研。早稻田大學以活用學問為目標，研究學理的同時，希望
藉由實際應用，促進時代的進步。早稻田大學以造就模範國民為最
終目的，尊重個人人格、促進家庭的發展，以利國家社會，同時希
望可以培養在廣闊的世界大顯身手的人才。
早稻田大學學術院分別為，政治經濟學院、法學學院、文學學
院、教育綜合科學學院、商學學院、理工學院、社會科學綜合學院、
人文科學學院、體育科學學院以及國際學院。
此外，早稻田大學同時設有五個獨立研究所，其分別為亞洲太
平洋研究科 國際資訊通信研究科、日本語教育研究科、情報生產系
統研究科、環境 . 能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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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橘大學
Tachibana University

◆姊妹校 ◆大三出國學校

日本京都橘大學（Kyoto Tachibana University）位於日本本州京
都府山科區。該校創立於 1902 年，與本校於 2000 年 3 月正式締
結為姊妹校。該校學生約有 3,400 人，設有日本語與文學、歷史學、
文化資產與遺產、兒童教育、英語溝通、現代管理、城市環境設計、
護理、理學療法、心理等 10 科系。該校與全世界 19 所大學締結姊
妹校，進行學術交流。
該校創立時原為「京都手藝學校」，宗旨在「促進並培養獨立
自主的女性」，2005 年更名為「京都橘大學」，並採用「獨立、共存」
為宗旨，該校也增加職場知識（clinical knowledge），加強職業教
育。另外，該校相當重視書法，固定時間舉辦成果展，亦獲得日本
高中、大學生書法展「團體最佳學校」殊榮。

留學費用
來回機票費用
保險費

：NT$1,9800 元〈台幣〉
：NT$5,344 元 〈台幣〉

日本學費〈含住宿費〉：$780,000/ 年 〈日幣〉
淡江大學學費

：約台幣 25,000 元 / 年

※ 以上金額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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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東京外國語大學成立於 1857 年，是日本頗有名望的大學，位
於東京都府中市。多元化的語言課程為該校優勢，有 7 個語系共 26
種語言的教學。還設有地域文化研究所、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及留
學生日本語教育中心。

該校課程包括歐洲、南、北美洲，大洋洲、亞洲、非洲等世界
各地區的語言學、語言教育學、文學、歷史學、哲學、思想、文化
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各種專業領域。希望透過教育
及研究世界各地區的語言、文化及社會，與世界共存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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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政大學
Hosei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法政大學是一所位於日本東京都都心千代田區的私立大學。
1880 年創校，簡稱法大。該校有 3 個校區，分別是市谷校區 ( 東京
都千代田區 )、多摩校區 ( 東京都町田市 ) 及小金井校區 ( 東京都小
金井市 )。
1880 年法政大學前身為「東京法學社」，1920 年改稱法政大
學。該校法學部以及社會學部的歷史十分悠久，是日本私立大學中
第一所設立這兩個學部的大學。1950 年設立了工學部，正式成為
了一所綜合性大學。創校目的為以個人自由及社會進步為目標的自
由民權運動高漲中，培養出開拓社會的高能力的法律技術人員。
目前該校已成長為擁有「15 個學部」、「17 個大學院研究科」、
「3 個專職大學院」的綜合大學。該校以進取之精神開拓社會的建
校目的，仍然持續不變。即使在現代，該校之使命依然是培養擔負
社會進步，具有積極進取精神的個人，也就是「自立型人才」。讓
每位學生能夠形成適合自己的人生潛力開發，全面地支持該形成過
程，為社會提供具有自立性領導能力、有助於社會進步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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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長崎大學
Nagasaki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日本於江戶幕府時代的 17 世紀中葉開始的 200 多年時間，禁

˙ 進行知識產權的適當管理，通過靈活運作知識產權與人、物

止海外交通、限制外交與貿易。而長崎是當時外國船隻進港的唯一

資源的地域聯合、產官學聯合、國際性聯合，推進教育與研

地區。因此，為了學習世界最新的科學技術與文化，許多青年長途

究成果回歸社會。

跋涉從日本各地到長崎，因此長崎整個地區就像一所大學一樣，被
稱為「學習之地」。全校學生數約 9000 人，共有 8 個學部與 7 個
研究所

學系所：
˙ 學部
教育學部

長崎大學的宣言為：以國立大學法人化轉變為契機，力圖教育

經濟學部

與研究的高度化與個性化，協同亞洲各地區共同前進，繼續成為世

醫學部

界不可缺少的「知識情報傳輸基地」。

齒學部

校區：

藥學部

文教校區：長崎市文教町

工學部

坂本校區：長崎市坂本 1 丁目

環境科學部

片淵校區：長崎市片淵 4 丁目

水產學部

教育中期目標：
˙ 把教育和研究兩方面爭創世界一流作為目標，推進戰略性教
育研究計畫，謀求教育與研究的進一步高度化與個性化。
˙ 在「學生顧客主義」的標語下，充實基礎教育、學部專業教

˙ 研究所
教育學研究科
經濟學研究科
生產科學研究科
醫齒藥學總合研究科

育、大學院教育以提供最高水準的教育 , 同時在入學選拔、

工學研究科

課外活動、就職等涉及學生生活的各方面進一步強化支援體

水產．環境科學綜合研究科

制。

國際健康開發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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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青山學院大學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青山學院大學創校起源於 1874 年，當時派遣到日本的美國美
以美教會傳教士創立了三所學校。後來演變成如今的青山學院大
學。青山學院大學有兩個校區，青山校區位於東京涉谷，相模原校
區位於神奈川縣相模原市。目前，青山學院大學有九個學部、九個
研究生院和三個職業研究生院， 26 個本科專業、23 個碩士專業和
21 個博士專業。青山學院大學學生人數約有 19,000 人，為日本首
屈一指的私立大學之一。
青山學院大學的教育方針基礎是上帝 - 服務人群、貢獻社會，
做人間楷模 : 地上的鹽 , 世上的光。該校期望培養具有世界觀又博學
多聞的人才 , 智力與實力兼備，且擁有自我解決問題的能力，為實
現此目標，青山學院大學提供自由且卓越的學術研究環境。
青山學院大學的學院科系為文學院、教育人文科學院、經濟學
院、法學系、經營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院、綜合文化政策系、理
工學院，社會信息學系。研究所科系包含文學研究院、教育人文科
學研究院、經濟學研究院、法學研究院、經營學研究院、國際政治
經濟研究院、綜合文化政策研究院、理工研究院、社會信息研究院、
國際企業管理研究院、法務研究院及會計職業研究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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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城西國際大學
Josa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姊妹校 ◆大三出國學校

位於千葉縣，學校靠近九十九里濱，那是日本數一數二的美麗
海灘。城西國際大學成立於 1992 年 4 月成立，與城西大學同屬一
個學校法人。
城西國際大學設有藥學部（醫療藥學科）、福祉綜合學部
（福祉綜合學科）、經營情報學部（綜合經營學科）、傳媒學部（傳
媒情報學科）、國際人文學部（國際文化學科、國際交流學科）、
觀光學部（觀光接待學科）。
大學院設有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對比文化專攻、
碩士課程：女性學專攻、國際經營管理專攻、國際文化專攻）、經
營情報學研究科（碩士課程、博士課程：創業經營管理專攻）、福
祉綜合學研究科（碩士課程：福祉社會專攻）、商務設計研究科（碩
士、MBA 課程：商務設計專攻）。

留學費用
來回機票費用
保險費
日本住宿費
淡江大學學費

：NT$1,9800 元〈台幣〉
：NT$5,344 元 〈台幣〉
：$840,000/ 年 〈日幣〉
：約台幣 100,000 元 / 年

※ 以上金額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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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津田塾大學
Tsuda College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津田塾大學位於東京小平市，介於都市與市郊中間。校園附近
環境優美，營造出了濃濃的書香氣息。津田塾大學的科系包含，英
國語文學系、國際文化學系、數學系以及電腦科技學系，同時提供
多元文化國際合作課程、媒體研究課程。研究所則包括文學研究所、
國際關係研究所以及理學研究所。學生人數約為 2,900 人。
除此之外，津田塾大學與週遭許多大學都有學分共享計畫，其
中包含，一橋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基督教大學，東京經濟
大學，國立音樂大學，和武藏野美術大學。透過學分共享計畫，能
進一步促進學生們的交流。
身為女子大學，津田塾大學相當重視改善女性在社會上的地
位，為了促進社會兩性互相尊重以及平等，津田塾大學積極鼓勵學
生發揮自己的天份，對社會做出貢獻。津田塾大學相當重視人文藝
術教育，因此除了主修之外，學生將學習許多校訂幫助學生發展多
項才能的課程。為拓展學生視野以及培養國際觀，津田塾大學視語
言為教育的基礎之一。學校相當重視學生的意見及想法，格外鼓勵
學生積極主動發表自己的想法。津田塾大學以小班教學及高水準的
教育，提供學生們最好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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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Akit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國際教養大學，是一所位於日本秋田縣的私立大學。成立於
2004 年。大學簡稱 AIU，是日本第一所地方獨立行政法人運營的大
學。學校課程可分為兩種，日語課程與一般課程。日語課程是針對
交換學生與外籍生所設置的，其餘的一般課程，全部皆為英語授課。
設有國際教養學部和環球溝通交流實踐研究科（碩士課程）。
國際教養大學學生總數大約 800 多人，其中交換學生佔了五分
之一左右。由於畢業生就業率高達 100%，且強調全英語授課、國
際化等學校特色，近年來競爭愈來愈激烈，成為日本當前大學入學
困難度最高的學校之一。
學校規定交換學生必須住在學生宿舍，學校宿舍分為三種：
Komachi Dormitory、Global Village 以及 University Apartment。
學校地處山區，周圍是一大片樹林與綿延無際的農田。然而，
從學校可搭乘車程約 10 分鐘、平均一小時一班的公車前往秋田縣
內最大的購物中心─ A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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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氣通信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Communications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電氣通信大學成立於 1949 年，為一所國立大學。其位於東京
都調布市，搭乘電車到新宿約需 15 分鐘，交通十分方便。該校校
名雖為電氣通信大學，一般普遍認為僅限於電氣、通訊方面，但實
際上其教育及研究方面，包含了資訊、電氣、通訊、材料科學、生
命科學、光科學、電子學、機器人學、機械工學、媒體等，從基礎
至應用的理工科學均包含在內。
本校交換學生均參加該校之 JUSST program，課程內容均以全英
語授課，也提供日文課程供留學生學習。在該校留學期間，同學們
須自行決定研究主題，接受該校教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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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駒澤大學
Komazawa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駒澤大學位於駒澤世田谷區，在當地都具有相當的知名度。該
校位於東京奧林匹克紀念公園旁，校園環境優美、寧靜是極佳的讀
書及研習環境。駒澤大學與東京市距離很近，大約 20 分鐘車程便
能達到東京市中心。
駒澤大學全校學生約 16,000 名，校訓中為「真誠、誠信、尊敬、
仁愛」。一直以來駒澤大學堅守此原則，並同時以高標準的教育來
培養文化及實力兼備的學生。希望學生能夠回饋社會，對日本，甚
至整個世界有所貢獻。駒澤大學設施齊全，共有 7 個學院，17 科系
及 8 個研究所 15 個研究科，藝術學院尤為其中翹楚。
駒澤大學學院包括佛學院、文學院、經濟學院、法學院、商學
院、醫療學院、大眾傳播學院以及文化與藝術學院。研究所則包括
人文藝術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商務研究所、法學研究所、商學研
究所及醫療研究所。其中，人文藝術研究所、經濟研究所、商務研
究所、法學研究所、商學研究所、醫療健康科學研究所以及法務研
究及實習，設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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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習院大學
Gakushuin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學習院大學成立於西元 1847 年，位於日本東京都豐島區。大
學部設有法學院、經濟學院、文學院及理學院等 4 個學院。研究所
有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經營學、人文科學及自然科學等 6 個研
究所。該校在日本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過去有許多皇族就讀，目
前其學生人數約 9,000 人。
該校校區自然環境優美，四季分明。大學部及研究所都位於目
白校區。搭乘 JR 電車山手線於目白車站出站後，徒步 30 秒即可到
達。距離池袋 2 分鐘，距離新宿 6 分鐘。交通十分便利。
學習院大學自 1847 年於京都開課以來，一直繼承著其歷史與
傳統，實施一貫教育的私立學校。目前有幼稚園、初等科、中等科、
高等科、大學、女子大學、大學院及女子大大學院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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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麗澤大學
Reitaku University

◆姊妹校 ◆大三出國學校

麗澤大學學生人數約 2500 多名，創立於西元 1935 年 4 月，
當時名為「道德科學專攻塾」；經歷「東亞專門學校」、「千葉外
事專門學校」、「麗澤短期大學」，1959 年正式名為「麗澤大學」。
麗澤大學校地面積 43 平方公里，離市區約 4 分鐘的車程，校
區環境安靜且蒼樹蓊鬱。
學系所：
英語學系、德語學系、中國語學系、日本語學系、國際經濟學
系、國際經營學系、國際產業情報學科另設有別科日本語研修課程、
經濟社會綜合研究中心、企業倫理研究中心、情報系統中心、國際
交流中心、比較文明文化研究中心、日本語教育中心。
留學費用
〈1〉 來回機票費用

：NT$1,9800 元〈台幣〉

〈2〉 保險費

：NT$5,344 元 〈台幣〉

〈3〉 日本學費〈含住宿費〉：$770,000/ 年 〈日幣〉
〈4〉 淡江大學學費

：約台幣 25,000 元 / 年

※ 以上金額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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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中央大學
Chung-Ang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中央大學建於 1918 年，在韓國各大學中，其歷史、規模以及
名望均享有極高盛譽，是韓國名牌私立大學之一。中央大學有兩個
校區，即位於首爾黑石洞的第一校區和離首爾一小時路程位於安城
市的第二校區。學校設有 19 所學院和 14 所研究生院，並且在醫學
院設有兩所附屬醫院；在師範學院設有附屬幼稚園、小學、初中及
高中等。據該校 2012 年資料，該校擁有在校本科生 33,600 多名，
碩、博士研究生 6,200 多名，專職教授 700 多名，教職工 500 多名。
為提高大學之間的競爭力，韓國每年對大學實施綜合評測。在
綜合評測中，中央大學連續六年被韓國“教育資源部”評為韓國教
育改革最優秀大學；由韓國中央日報社對韓國 204 所大學進行的綜
合測評中，中央大學不僅被評為屬於最上位圈內的大學，而且中央
大學戲劇系、電影系和攝影系，在韓國同專業學科中，均排名第一，
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藥學院排名第四。此外，在韓國統一舉辦的
全國司法考試和 CPA 考試中，中央大學出身人員的合格率，在韓國
大學中排第五位。
中央大學現與世界 40 多個國家的 230 多所大學簽署了校際交
流合作協定。該校每年派遣約 400 名交換學生到國外大學就讀，同
時，也接納約 200 多名外國學生至該校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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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京畿大學
Kyonggi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京畿大學位於韓國首都首爾，創立於 1947 年，是一所綜合型
私立大學。該校共有兩個校區分別為首爾西大門區及京畿道的八達
區，京畿大學前身為朝陽保育師範學校，1985 年正式升格為大學，
該校最著名的是觀光學，是亞洲地區第一個設立觀光學系的院校。
京畿大學校訓為「真、誠、愛」，創校理念為探究真理、精誠
所至、追求熱愛自我以及全人類的真善生活。該校致力於學術研究
與區域社會發展的研究，京畿大學目前和全球 31 個國家 157 所大
學締結姊妹校，積極促進國際間資訊流通及人才培育。
學生人數 : 約 15,000 餘人
學科系 : 人文學院、法律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商管學院、觀
光學院、國際研究學院、自然科學學院、工學院、藝術學院、體育
學院等 10 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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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Ewha Womans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梨花女子大學為 1886 年由美國傳教士斯克蘭頓夫人所創立，
原名為梨花學堂，1948 年改名為梨花女子大學，是韓國第一所女
子大學，也是現今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女性教育機構。梨花女子大學
被認為是韓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該校在 2013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
中排名第 362 位，亞洲排名第 39 位。
該校設有人文科學學院、社會科學學院、自然科學學院、工學
院、音樂學院、造型藝術學院、師範學院、工商管理學院、健康科
學學院、斯克蘭頓學院、藥學院等 11 個大學學院共 64 個學系，以
及 15 個研究所。全校學生人數約 2,0750 名，教職員人數約 1200 名。
梨花女子大學在綠色科技及奈米科技擁有一流的研發技術，該校於
2011 年與比利時國際化學集團 Solvay 簽訂產學合作同意書，為培
育未來的科學人才，Solvay 集團於梨大校區內設立研發中心，並計
畫建立共同研究設施，。
梨花女子大學位於韓國首爾西大門區，鄰近新村火車站及地鐵
站，學校旁即是梨大商圈，食衣住行皆十分便利，生活機能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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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慶熙大學
Kyung Hee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學生人數 : 約 29,000 餘人

於 1965 年與東洋醫科大學合併，成為第一所設有醫學、東方醫學

教職員人數 : 約 2,400 餘人

及護理學的大學。慶熙大學基礎設施完善，研究中心多元，且教學

學院：
首爾校區 :
人文學院、法律學院、政經學院、商管學院、休閒管理學院、
理學院、人類生態學院、藥學學院、醫學院、東方醫學院、牙醫學

資源豐富。
慶熙大學在 2013-14 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位
居亞洲第 64 位，該校 2014-15 QS 世界大學排名第 275，亞洲排名
第 37。該校於韓國大學教育協會全國大學評選會獲評為韓國三大私
立名校之一。

院、護理學院、音樂學院、藝術學院、設計學院、舞蹈學院等 16
個學院
國際校區 :
工學院、電子信息學院、應用科學學院、生命科學學院、國際
關係及管理學院、外國語文學院、設計學院、體育學院、文學院等
9 個學院
慶熙大學創立於 1949 年，擁有首爾校區、國際校區（原水原
校區）和光陵校區。校訓為「Creating a Civilized World」，致力於「校
風民主化、思想民主化、生活民主化」。校地廣闊，被評為韓國最
美麗的大學校園。目前學生人數約 29,000 餘人，教職員人數約 2,400
餘人。
慶熙大學為綜合型私立大學，具備從幼稚園到研究生院的綜合
教育體系。除了經濟學、國際貿易及藝術音樂等知名系所外，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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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檀國大學
Dankook Universit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檀國大學創校於 1947 年，是韓國光復以後創辦的第一所私立
大學。該校於 1967 年升級為綜合性大學，1978 年在天安成立了國
內第一所分校，1984 年成立了牙科醫學院及附屬醫院，1994 年成
立了醫學院及附屬醫院，邁向了飛速成長之路。2007 年將校區從
首爾漢南洞遷至京畿道龍仁市竹田洞，距離首爾市約 30 分鐘車程。
2008 年出版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漢字詞典，即《漢韓大詞典》，
並且 2010 年得到教育科學技術部的批准，在天安校區成立藥學院，
為生命科學特色化校區戰略奠定了基礎，以此謀求建立生命科學部
門科研先進基地。與此同時將竹田校區定為資訊及文化技術特色化
校區，藉此邁向各校區特色化之路。
檀國大學設有文科學院、法學學院、社會科學學院、商經學院、
建築學院、工科學院、師範學院、公演設計學院、音樂學院、外國
語學院、行政福利學院、經商學院、自然科學學院、工業學院、生
命資源科學學院、藝術學院、運動科學學院、醫科學院、牙科學院、
藥學院等 20 個學院。目前全校學生人數為 28,654 人，教職員人數
為 3,4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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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大三出國學校

俄羅斯國立莫斯科大學創建於 1755 年，由俄羅斯女沙皇伊莉

該校的俄羅斯語言及文化學院位於地鐵 “工會站

莎白·彼得羅芙娜下令建立，為俄國歷史最悠久及最負盛名的學術

(Профсоюзная) ”步行十分鐘處，為留學生語言專業預

中心之一。

備培訓中心，學生在結束預備培訓後可以順利進入各科系進行專業

該校擁有教授、講師及各類研究人員 8600 名，大約 4500 名

學習。

教授擁有博士和榮譽博士的學位，其中 125 位是俄羅斯學院院士。
有學生 2.6 萬人。碩士和博士班學生大約 5000 名，外國留學生約
有 2000 人左右，具有多年教授外國學生的經驗和完整的教學計劃。
莫斯科大學共有 29 個系，15 個教學和學術中心，11 個科學研
究所，開設有 44 個高等職業教育專業及 180 個研究生專業方向。
莫斯科大學按俄羅斯聯邦教育體制的規定，學科設置分為文科及理
科兩大類別 : 經濟學系、社會科學系、歷史系、語言文學系、藝術系、
外語系、法律系、新聞系、俄語、建築系、化學系、物理系、生物
系…等。莫斯科大學並設有亞非學院和國際教育中心，有 40 多年
的對外語言教育及入學前專業引導教育經驗，是最著名的語言培訓
中心。
莫斯科大學座落在莫斯科市西南外的麻雀山，佔地約 4000 畝，
學校校園環境優美，莫斯科大學主樓內有辦公室、會議廳、大禮堂、
電影院、游泳池、餐廳、商店、郵局、銀行、理髮店、咖啡廳、舞
廳及學生宿舍。校園鄰近地鐵”大學站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並鄰近市場及賣場，生活交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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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交通大學
Petersburg State Transport University

◆大三出國學校

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交通大學創建於 1809 年，有 200 多年的
悠久歷史，是俄羅斯最古老也是第一所高等技術院校，由沙皇亞歷
山大一世命名成立，是俄羅斯最優秀的交通大學。
該校共有 10 系、52 個部門、科學研究院所和中心：機械工程系、
橋梁與隧道系、建築工程系、運輸管理系、經濟社會管理系、機電
系、電工系、鐵路操作系…等；在俄羅斯各城鎮亦有中等專業教育
機構的分公司與辦事處。2003 年成立俄羅斯語言中心，提供國際
學生短期課程、留學語言課程和俄語檢定測驗之服務。
聖彼得堡交通大學座落於聖彼得堡市的市中心，鄰近政經、
文化和運輸機構的樞紐，校本部旁即有地鐵 Садовая 站和
Сенняя площадь 站，交通相當方便。另外，該校俄
語中心則位於市中心地鐵站 Горьковская 步行五分鐘
處，鄰近彼得堡羅要塞，地理環境極佳。該中心於同棟建築內設有
學生宿舍，各類設施和教學條件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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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
Moscow City Pedagogical University
莫 斯 科 市 立 師 範 大 學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родско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大三出國學校

位於莫斯科市中心，鄰近地鐵 Парк культуры 站，附
近生活機能便利，餐廳、咖啡廳、銀行、商店林立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ГПУ) 於 1995 年由莫斯科市政府下
令成立，受俄羅斯聯邦和莫斯科市立法機構監督。該校是莫斯科的
科學、教育和文化中心，也是俄羅斯三大主要師範大學之一。學校
培養的不只是中學、大學師資，還培育各種不同專業人士，包括律
師、商管人士、公務機關人員、設計師、心理師、社會工作者和與
社會有關的各種領域專業人士。學校提供 300 種不同的課程，包括
學士課程、專業課程、碩士課程和博士課程，及各種進修課程。
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目前有 12 個學院、5 個系所，2 個中等
職業學校、1 個附屬中學和薩馬拉分校，共有 1 萬 6 千個大學生
和 200 個中學生。博士班和全博士班包含 36 個專業和 13 種不同
領域，目前博士生有 1000 人，包含專業進修人士 ( 中小學教師
或大學教師 )，90% 都是在職進修。博士班有專業實習課程，學
生必須去不同單位實習。學校與國外各機構都有進行合作，2008
年 加 入 世 界 大 學 組 織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2011 年 成 為 歐 洲 大 學 組 織 會 員 (Ассоциац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Европы)。
該校本部鄰近於地鐵 ВДНХ 站及 Ботанический
Сад 站， 東 方 語 言 系 位 於 地 鐵 Курская 站 及
Чкаловская 站，該中心各類設施和教學條件極佳。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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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University of Vienna

◆姊妹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維也納大學（德語：Universität Wien）坐落於奧地利的首都

在 1983 年由校長提議成立了科學轉讓工作組，由各系代表組成，

維也納，創立於公元 1365 年，是現存最古老的德語大學。擁有

以便協調和組織全校的科學轉讓工作，使科研成果儘快轉化為生產

92,000 名學生和 9,500 名教職員工。維也納大學亦是目前最大的德

力，古老的維也納大學在經濟大潮煥發出驚人的活力。

語大學。該校共設有 180 個學位。自從建立以來 , 維也納大學已經
發展成為一所綜合性教育大學。維也納大學課程開設極為廣泛的課
程內容，並提供研究的機會。維也納大學可以頒發 8 個學院的學習
領域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維也納大學的 8 個學院為天主教神
學院、基督教神學院、法學院、社會經濟學院、醫學院和從哲學院
分出來的 3 個學院：基礎綜合學院、語言文學院和自然科學院。維
也納大學位於歐洲地理位置的中心，既充滿機會也充滿挑戰。以擁
有 8 位諾貝爾獎得主而著名。維也納大學在全球排名前十位。
維也納大學環境優美，教學設施先進，擁有現代化的圖書館、
實驗室和高效現代的電腦信息網路系統。其每年行政管理部門的預
算大約為 3 億 9 千萬歐元。環城大街上的維也納大學樓是在 1884
年建造完成的。大學採用的文藝復興式風格，象徵著人文科學擺脫
了中世紀的宗教統治而成為一門科學。維也納大學的建築師是在感
恩教堂的建築上一鳴驚人的海因里希·費爾斯（HeinrichFerstel）。
維也納大學是奧地利最大的科研基地，作為基層單位的 169 個
研究所肩負教學與科研雙重任務，大學的科研經費主要靠國家補助
款，側重基礎理論研究。八十年代後，由於國家經費不敷使得大學
開始加強與實業界的合作，吸引企業投資，主要側重應用技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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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布拉格查爾斯大學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捷克查爾斯大學由羅馬皇帝查爾斯四世創立於 1348 年 , 是歐洲
阿爾卑斯山以北最古老的大學。捷克查爾斯大學擁有 17 個院系（14
個位於布拉格，2 個位於 Hradec Králové，1 個位於 Plzeň）、3 所
高等研究機構、6 所教育、科學、研究、開發以及其他諮詢資訊服
務中心，五所校級特殊設施作為整座大學的管理中心。
捷克查爾斯大學目前擁有超過 7500 名教職員工，其中 4000
名為學術及研究教師。就讀學生人數超過 53000 人（大約是整個捷
克共和國學生人數總和的六分之一）；開設超過 300 門的學位項目
和 660 門學術課程；捷克查爾斯大學本科學生人數超過 18000 人，
研究生課程就讀人數為 25000 人，博士生人數為 8000 人；且有超
過 7000 名的國際學生。
捷克查爾斯大學開設的多樣化終身學習課程每年吸引超過
16000 名學生前來就讀。 該校致力於與世界權威教育研究機構的
國際合作，目前已與世界各地 190 所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簽署了共計
450 份雙邊合作協議。
根據國際大學排名，捷克查爾斯大學是世界頂級大學之一。由
上海大學評估世界各地 2000 所大學制定出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中，
捷克查爾斯大學在 17000 所大學學院中排名 300 強。捷克查爾斯
大學是歐洲 100 強大學之一，也是捷克國內唯一一所進入世界 500
強大學的高等學府。該校在 2011 年時代雜誌的 THES 排名中，排名
第 22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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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尼斯大學
Université de Nice Sophia Antipolis

◆大三出國學校

法文系自 97 學年度起增加第二所合作學校：法國尼斯大學
Université de Nice Sophia Antipolis – CUEFLE 語言中心。該語言中
心師資優良，教學嚴謹。尼斯市濱蔚藍海岸，風景秀麗，氣候溫和，
陸海空交通便利，是法國南部觀光大城。CUEFLE 語言中心位於尼斯
大學文學院校區，生活便利，居民熱情友善。此外，語言中心與法
語教學學系同一棟大樓，因而語言中心學員與法籍學生互動的機會
相對增高。
尼斯大學為法國規模最大的學校之一，學生人數近 2 萬 7 千
人，共有 7 個校園。該校有數十個法國教育部認可的研究團隊；數
十個研究室與一流的國家研究機構。尼斯大學是一所綜合性大學，
其各學科方面有許多專業之外，在醫學和生物學研究領域以及國際
海洋法、工業經際、物理、數學等領域都很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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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弗朗士 - 孔泰大學
Université de Franche-Comté

◆姊妹校 ◆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本校與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於民國 78 年簽訂姐妹校合約。
民國 83 年起配合本校國際化政策，辦理第一屆大三學生赴該校
CLA 語言中心留學，至今逾 300 學生於大三期間赴該校修習學分。
CLA 語言中心成立於 1958 年，位於法國東部歷史古城柏桑松市，
前有杜河川流而過，風景優美。CLA 語言中心是曉譽國際的法語教
師培訓中心，每年吸引大批的國際學生以及從事法語教學的外籍人
士前往就讀。柏桑松市為法國大文豪雨果的出生地，交通便利搭乘
法國高鐵 2 個半小時車程即可達巴黎；2 個小時則可抵達日內瓦。
弗朗士─孔泰大學是法國最歷史悠久的大學之一並且是著名的
綜合性大學，學生人數近 2 萬人，其中外籍生有 2 千人左右。該校
有法律經濟、理學、文學、醫學及體育 5 個學院及 CLA 語言中心。
該校為數重多的研究室及研究團隊在國際上有 500 多個合作伙伴，
其中包括美國、俄羅斯或日本的著名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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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Université of Jean Moulin，Lyon 3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里昂大學創立於十八世紀末，1973 年該校重組，里昂第三大學

黎到地中海沿岸的主要通路，並可東達瑞士、義大利，南下西班牙。

/Université Jean Moulin-Lyon 3〈簡稱里昂三大〉隨之成立。目前

1998 年，這座有著悠久歷史，先後以印刷業和絲綢紡織業聞名遐邇

在該校的三個校區就讀的學生有約 24,200 名。就讀在商學院與法學

的古老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人文遺產城市。

院的學生為大宗，在里昂三大約有 35% 的學生商學院 IAE(Institut
d'Administration des Entreprises)；26% 的 學 生 在 法 學 院。 該 校
是里昂地區三所重要的公立大學之一，設有法學院、企業管理學
院、語言、文學、哲學、歷史、地理學院、資訊傳播交流學院以
及技術等學院。而再國際生課程方面，里昂三大提供全英文課程
（Study in English in Lyon, France; SELF）以及全法文課程 (Diplôme
d'Etudes Universitaires Françaises; DEUF)，以供國際學生選擇。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里昂第三大法學院提供給表現優秀並具
法律背景的大學畢業生國際法、歐洲法及比較法的專攻課程，同時
也提供機會讓他們在國際環境中學習相關法律知識增進專業技能。
大部份教授及講師為學術界及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工作律師、非政府
組織和國際組織機構專業人士。
里昂三大校區共有三處，一處坐落於里昂菸廠舊址的校
區。另外兩處校址在里昂市的第七區與第八區，距離里昂市中心也
很近，交通非常發達。除了在里昂市區內的校園外，該校在布昂佩
斯市 (Bourg-en-Bresse) 亦設有校區，其主要教學任務為強化外國留
學生的法語能力。里昂是法國第二大城市，位於法國的東南部。自
中世紀起，里昂一直是法國東南部運輸網的中樞。這座城市是從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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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Laure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姊妹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位於芬蘭南部的萬塔，學校總人學生數約
8,000 人。該校提供 17 種學士學位，其中 7 個為英文授課。除了學
士學位之外，還提供碩士學位，其中有 2 個為英文授課。
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中有名的研究領域包含，社會科學、商業
管理、社會服務、衛生管理以及體育。該校除了學士及碩士制的教
育外，也提供個別課程學習，讓學生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課程以及
上課時間學習。
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的教育方針為社區、社會責任以及創意。
該校將於 2015 年起加入未來學以及區域性課程來增加學生對於國
家及世界的觀感。以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的教育方針為基礎，該校
的目標在於培養出充滿服務精神、身具社會責任、注重社會安全以
及有創業勇氣的學生。
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的 7 個英文授課學士領域分別為，商業管
理學、商業信息科技學、護理學、社會服務學、觀光旅遊學系、公
共設施管理學以及 2011 年新成立的安全管理學。英文的碩士學位
研習領域包含，衛生學研究以及商業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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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波昂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Bonn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波昂大學位於德國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邦，於西元一八一八年
十月十八日由普魯士國王斐特烈威廉三世所創立。
波昂大學設立的科系有：兩個神學系 ( 羅馬天主教神學及基督
教神學 )、法律和經濟學系、醫學系、藝術系、數學及自然科學系、
農學系及教育學系。
波昂大學是德國最具規模的大學之一，它也是北萊茵威斯特伐
利亞邦第三大的大學，大約有三萬八千名學生，有來自世界各地超
過一百多個國家約二千四百名外籍學生，及為數頗可觀的外國客座
教授，還包括每年約一百名宏博學術基金會的特別研究員，從事國
際性的教學與研究。波昂大學的學術聲譽仍取決於四百名教授、
二千一百五十名學術聘員及五千一百五十名非學術性的聘員。
波昂大學有幾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包括了數學、經濟、物理化
學、微量物理、傳統科學及法律。這些成就可由隸屬於波昂大學的
合作研究中心及研究學院得到印證。
本校德國語文學系自一九九四年起，每年遴選二十名三年級學
生至波昂大學修習學分，所修習的課程有：德文作文、德文會話、
德文翻譯、德文語法、德國及其文化、德文短篇故事、散文小說、
經貿德語、新聞媒體德文、讀書指導、觀光導覽及體育等（實際修
習的科目以配合本系該年度開課計畫為主）。所修習的課程均能抵
免本校的學分，此項交流活動對學生學習德語有顯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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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科隆大學
University of Cologne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科隆大學成立於西元 1388 年，是德國最古老的大學之一，目
前計有學生約 45,000 人，其中留學生占 12％，是德國最受歡迎的
學校之一。
科隆大學位於歐洲的心臟地帶－科隆，是個倍具親和力及世界
觀的城市，非常適合居住、工作及留學。
科隆大學憑藉著其學術傳統以及不斷開拓發展各個領域的特點
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及學生。該校設有 7 個學院，且結合
各項學科及課程，提供學生非常多樣化的選擇；同時也是所高等的
研究型大學，有超過 250 個合作的機構及部門；對於要求高的學生，
該校提供最好的學習環境以及跨學科的研究，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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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華沙大學
Warsaw University

◆姊妹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華沙大學是波蘭最大的高等學府。華沙大學的歷史與跌宕的波
蘭歷史及作為首都的華沙歷史緊密相連。建立於 1861 年的華沙大
學是由 1766 年建立的華沙軍校、1808 年建立的法律學校和 1809
年建立的醫學院合併而成。今日華沙大學學生人數超過 38238 名，
教師人數 4989 人。每年約有 18,800 名青年申請入學。華沙大學擁
有 18 個學院，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等 32 個學科領域的
研究。另外還有 26 個直屬教學和科研單位。華沙大學不僅設有大
學和碩士、博士學位課程，還設有暑期課程、預科班課程和假期課
程，並實行跨專業學習等新興教育方法。
華沙大學被《泰晤士高等教育》於 2006 年評為世界 500 強大
學之一，是波蘭名列第二的最好高校，2007 年被波蘭報紙評為波
蘭最好的高校。華沙大學在波蘭的政治，文化領域扮演重要角色。
華沙大學為增進其在歐洲及全球的競爭力，不斷採取有效措施
壯大學科，並不斷增進跨領域的學術合作，尤其是在社會學、經濟
學、現代語言研究、信息、生化及應用物理等領域。華沙大學科學
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在波蘭及國際一流學術雜誌發表數量不斷增
加，同時被引用的數量也在穩步增加。科學研究人員有越來越多的
機會參加國際會議，使得華大在國際合作方面不斷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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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昆卡 . 卡斯蒂亞拉曼恰大學
University of Castilla-La Mancha, Cuenca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

卡斯蒂亞拉曼恰大學建立於 1982 年 6 月 30 日，是西班牙中部

現代化國家交通網路的加入讓昆卡具備另一項更大的吸引力，

地區的一所公立大學。於 1985 年進行學術教育，並於同一年成為

並成為西班牙重要的交通核心城市之一，連接馬德里和瓦倫西亞的

自治區中自成體系的大學。卡斯蒂亞拉曼恰大學隸屬於西班牙教育

高速鐵路（AVE），使得昆卡前往馬德里（Madrid）僅需 50 分鐘，

部，在自治區內開辦了多所分校，校總部位於雷阿爾城。20 年來，

而前往巴塞隆納（Barcelona）僅需 4 小時。

卡斯蒂亞拉曼恰大學採用傳統和現代的教育模式教學。目前約有
30,000 位學生在卡斯蒂亞拉曼恰大學求學，師資約 2,300 人。
昆卡校區位於昆卡省郊區，多年來，卡斯蒂亞拉曼恰大學的重
要活動及研討會都在昆卡校區舉行，此外它也是暑期課程的授課地
點。校區建造於 1995 年，校內設有主樓和藝術教學樓，現有學生
約 4,000 人。
昆卡是一座能帶來全面感官衝擊的城市。由於其完善地保護
了古城環境、中世紀城堡，以及 12 世紀到 18 世紀間豐富的宗教
人文建築，再加上與周邊自然美景相融合，1996 年 12 月 7 日，
昆 卡 被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列 入 世 界 文 化 遺 產（Patrimonio de la
Humanidad）。
毫無疑問，結合了歷史、藝術、文化、風景與自然的昆卡是西
班牙最美麗的城市之一。而昆卡居民的熱情好客將使您在昆卡體驗
到獨一無二的經驗。其豐富的民間藝術、宏偉的歷史遺跡、大量的
文化遺產和琳瑯滿目的博物館，使昆卡成為學習西班牙語最理想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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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Stockholm University

◆姊妹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斯德哥爾摩大學位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全校學生數大約 6
萬人，為瑞典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大學之一。學校不僅有當地瑞典學
生，也有許多來自各國的交換生及國際學生。斯德哥爾摩大學研究
領域包含人文、社會科學、法學、自然科學和數理等。斯德哥爾摩
大學建立於 1878 年，一直以來保持高水準教育，至今有 7 位校友
獲得諾貝爾獎。
斯德哥摩大學主要擁有四個學院，包括自然科學學院、人文學
院、社會科學學院以及法學學院。各學院涵蓋範圍廣泛，自然科學
學院包括：數理、生物及化學三大方向。社會科學學院則分成大地
科學、及社會科學兩大方向。人文學院設有英文系、攝影系、藝術
歷史系、語言學系、西班牙及拉丁美洲語言系等。法學院範圍廣大，
包括民法，市場法及保險法等，所有法學院課程皆以英文授課。
除了學生課業外，斯德哥爾摩大學學生的社團生活也相當精
彩。斯德哥爾摩大學重視學生於社團活動所取得的經驗，因此要求
每位學生至少必須參與一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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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姊妹校 ◆大三出國學校

牛津布魯克斯大學位於歷史名城牛津市郊，俯瞰牛津大學城，
距離倫敦市約 80 公里，搭火車或巴士到倫敦市區及倫敦機場非常
便利。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建於 1865 年，是一所藝術學校，1970 年
成為牛津技術學院；1922 年正式成為大學。學校在英國及國際間
擁有極佳的教學和學習信譽，並持續在英國報紙上擁有高名次的評
鑑排名，加上政府針對教學及研究品質的評鑑，更確定了學校的地
位。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在最近的全英高等教育基金會研究評估活動
中，以其在人文科學及科學領域的研究能力而獲得最高研究級別的
殊榮。該校與歐洲各地的 198 所大學交流頻繁，畢業生的高就業率
也是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特色之一。連續五年被 TIMES 評為全頂級新
生代大學，2000 年榮獲第 1 名，在綜合榜上也挺進到 53 名。
牛津布魯克斯大學提供下列課程：藝術及人文科學、商業和管
理、都市造景、電腦及資訊、教育、工程數學和應用科學、環境科
學及 管理、大眾健康、語言、法律、自然、物理及生物科學、社會
科學、宗教研究、觀光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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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桑德蘭大學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姊妹校 ◆大三出國學校

桑德蘭大學位於英格蘭的東北部，距離新堡 (Newcastle) 不遠的
一座新興港口城市。該校屬於英國境內 modern university，大約有
15000 名學生。該校致力於國際交流合作，有來自世界各地 60 多
個國家約 1300 名外籍學生就讀。桑德蘭大學設有 6 個學院，包括：
藝術、設計和傳媒學院、商學院、工程和技術學院、教育學院、自
然科學學院、人文和社科學院。其中在藝術方面的課程和教育學院
的師資及評鑑成果，於英國各大學之間頗負盛名。
桑德蘭大學從 1860 年創校以來，不斷的在教學內容及設備上
擴充其規模，近年來並大力建設校園，目前已擁有嶄新且設計優良
的圖書館、宿舍、電腦學習中心等。該校持續打造優質的學習環境，
使學生享有最佳的讀書環境。此外，也提供優渥的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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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姊妹校 ◆大三出國學校

昆士蘭大學是澳大利亞最主要的學府和研究機構之一，昆士蘭
大學在國際上以其獲獎繁多的教師群體，世界領先的設施和出色的
校園環境而享有盛譽。昆士蘭大學有三萬七千多名學生，其中包括
來自世界 120 個國家的 6,400 名外國留學生。昆士蘭大學坐落在布
里斯班，一個充滿活力的都市，氣候宜人，學生們能在此盡情享受
安全、高品質的生活。
昆士蘭大學的教學水準十分出色，在澳大利亞政府的澳大利亞
教學質量評比中被評為前五名。昆士蘭大學贏得澳大利亞大學教學
獎 (AAUT) 的獎項數目超過任何一所大學， 2005 年澳大利亞大學教
學獎該校獲獎數為總數目的三分之一。此外，還獲得了聯邦教學及
學習傑出成績資金的三分之一以上。
昆士蘭大學是由澳大利亞菁英大學組成的「八校聯盟 (Go8)」
的發起成員之一，該組織成員承擔的研究專案佔了澳大利亞所有
大學研究專案的百分之七十該校也是 Universitas 21 僅有的三個澳
大利亞成員之一，該組織為精選全球領先科研密集型大學的國際
聯盟。2009 年，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增刊 (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大學排名將昆士蘭大學列為全世界第 41 位。在澳洲大
學佳校指南 (Good Universities Guide)2007 年版中，昆士蘭大學連續
第十年在學術水平和學生對其需求程度的評級上名列前茅。該指南
在六項主要成就指標上給予昆士蘭大學五星級的最高級評分。

留學 EASY GO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手冊 2015-2016

79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姊妹校 ◆派遣交換學生學校

昆士蘭科技大學擁有良好的學術聲望，為澳洲排名前十名的大
學，而世界排名也在前 300 名之內。該校校訓為”A university for
the real world”，因此學校相當重視教學與實務接軌，學校研究與
教學的方向以符合就業市場的方向為主。
昆士蘭科技大學目前約有 45000 名學生，包含約 6000 名國際
學生。是澳洲規模最大的大學之一。國際學生主要來源為亞洲太平
洋地區，也有來自北美與歐洲的學生。
該校共有三個校區，主校區位於 Kelvin Grove，距離布里斯本
市中心約兩公里，設有創意產業學院、教育學院及健康管理學院。
Gardens Point 校區位於布里斯本中心商業區，設有商學院、法學院
及科學與工程學院。兩地校區有免費接駁車供學生搭乘。校內除了
有圖書館、體育館、實驗室之外，另有書店及保健室供學生使用。
該校的無線網路遍佈校園各地，是澳洲校園無線化最先進的大學之
一。第三個校區位在 Caboolture，旨在提供昆士蘭省中部的學生就
讀機會，提供商業學士，與少數創業產業學士，教育學士與護理學
士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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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國際飯店管理學院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Hotel Management

◆大三出國學校

國際飯店管理學院位於南澳洲的首府阿德雷德，以培養專業的
國際旅館人才為已任。該校由南澳教育部和舉世聞名的瑞士旅館協
會 (Swiss Hotel Association) 合作成立，是第一所設立於瑞士本土之
外，能夠提供 3 年制瑞士飯店協會文憑的學校。該校吸引了來自 70
多個國家的學生就讀，如今已是全球聞名並被高度認可的旅館管理
學院之一，校友在世界各地及澳洲皆擔任管理階層的角色。
國際飯店管理學院採用知名的瑞士旅館管理協會的教學模式，
強調學習旅館產業各層面的重要性。該校提供世界級的校園設施，
堅強的師資陣容邀請了多位在業者有多年經驗的飯店人前來教授飯
店相關理念，讓理論和實際操作結合，不致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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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姊妹校◆派遣交換學生學校◆大三出國學校

新南威爾斯大學學生人數約 33,000 名，國際學生約有 5,280
人，來自世界 80 多個國家，包括了台灣、印尼、馬來西亞、香港、
新加坡、大陸、韓國、泰國、菲律賓、斐濟、斯里蘭卡、印度和中
東等各地。新南威爾斯大學名列澳洲大學 Group 8，為 Universitas
21 成員。根據英國權威育機構出版之 2004 年世界最佳大學，新南
威爾斯大學排名第 36。
新 南 威 爾 斯 大 學 位 於 澳 洲 最 大 的 城 市 － 雪 梨 市 的 近 郊， 離
市中心很近。除了美術設計和應用美術及教學等課程都在位於
Paddington, College of Fine Arts 的校區上課；運動及休閒研究的課
程在 St. George 校區上課外，其餘課程都 Kensington 主校區上課。
新南威爾斯大學的課程可分下列幾大類別：應用科學、文學和
社會科學、建築、飛行、生物學和行為科學、商學和經濟、教育、
工學、健康科學、法律、圖書館學、管理、醫學、眼科、科學和社
會工作。另外，還設有一年期的大學先修班及英文語文中心供海外
學生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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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懷卡特大學
University of Waikato

◆姊妹校◆大三出國學校

懷卡特大學位於紐西蘭北島中央之 Hamilton 市，風景優美，氣
候宜人，依山傍水，交通便利。該校目前有來自 70 個不同國家，
約 2,000 名外國學生。佔該校學生數的 20％，管理學院之國際學生
佔 35％。懷卡特大學在商業、管理方面獲得全球的三家權威機構的
認可，管理學院、理學院、數學、化學系及電腦科學系皆為其專長
領域。
校內設有設備完善的學生保健服務中心，且有供大學部及語言
學校學生住宿的學生宿舍與住宿家庭，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往返市
區及鄰近地區都十分便捷。
最為稱道的是多樣化的院系系選擇 ( 包括管理學院、社會人文
藝術學院、法學院、電腦與數學學院、教育學院、電機科學學院與
毛利人發展學院 )，並擁有多項教學相關設施。此外，該校語言學
校亦相當著名。懷大位於南半球，季節與位於北半球的台灣相反。
學生暑期前往懷大將是紐西蘭的冬天，別有一番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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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留學生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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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叡
美國天普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可以到美國留學一年，開闊視野並增廣見

所以穿著大都和在蘭陽一樣 : 短褲配短袖，但比在蘭陽更舒適。還

聞，體驗異國的生活情調。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終於抵達了目

有最令我感到特別的就是，學校都是透過 mail 告知重要事情，只要

的地，帶著既興奮又期待的心情準備好面對這一年的新生活。在這

信件寄出，就代表盡到告知的義務，不管你有沒有看到，錯過了就

一年裡，我學到很多東西並且改變了我之前的生活方式，讓自己每

代表你損失了你自己的權益。所以，檢查郵件信箱就成了每天必執

天的生活過得充實。首先，我改掉了熬夜的壞習慣，由於一開始調

行的一項任務了。

時差的關係，我剛好讓自己在 11 點前就寢、早上 5 點起床。充分

在天普大學，除了有豐富的資源提供給我們做學習之外，課

利用早上的時間，自己做早餐，準備功課，做複習以及預習的工作。

後的活動也是琳瑯滿目。天普的體育館裡，你能想像到的運動項

第二、我從一個完全不會做菜的人，到現在會做出兩、三樣菜，連

目，大都可以找的到；但在運動方面，我擅長的只有游泳，只要出

朋友都讚不絕口。最後，我試著改變我的脾氣，這毛病一直困擾我

示學生證就可以使用各項設施。另外還有許多免費的課程，例如

好幾年了，我的很多朋友都說：「你什麼都好，只有那壞脾氣讓人

有瑜珈課、水上有氧、各國舞蹈教學，真是應有盡有。在社團方

很不舒服！」。我是真的也打從心理覺得，我脾氣真的不是很好；

面，由於老師的介紹，我加入了學校的管樂團【Night Owls Campus

但開學之後，大家可以認識一下不一樣的我。在國外的每一天，我

Community Band】。從高中畢業後，有 2 年的時間沒有碰過樂器，

試著讓自己的行程滿檔。除了上課之外，社團、運動以及假日去當

沒想到在有這個機會可以在國外參加樂團，體驗不一樣的練團氛

志工，這些都是我用來充實自己的方法。

圍。音樂不僅是一個紓壓的良好工具，還可以用來交朋友。還記得

天普大學與蘭陽校園截然不同，想要熟悉校園裡每一棟建築，

第一次團練，整個團練室就只有我一個亞洲面孔，坐我旁邊的同學

就要花上一個禮拜的時間。拿到課表後，都要提前 30 分鐘去找教

很親切向我打招呼，指揮們也很照顧我，最讓我感到不一樣的是，

室，才不會遲到。吃的方面，不管是哪一家餐廳，都一定會有漢堡

國外樂團不強迫練習；在演奏過程中，不小心吹錯了，指揮們也不

跟薯條，除非到中國城或者其他有主題式餐廳，才能夠吃的到其他

會大聲斥責你，這些都要自己花額外的時間去練習，真的非常開心，

的食物。交通方面，剛好宿舍附近有火車站，可以到市中心或中國

竟然在國外有 2 場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機會。此外我還參加了語言課

城；但跟搭地鐵比起來，實在是太貴了，所以我大都是騎腳踏車或

程所舉辦介紹異國美食的比賽，想當然台灣的小吃是屬一屬二，我

多走路去搭地鐵。穿著方面，我因為剛好非常適應美國的乾燥氣候，

介紹台灣的臭豆腐，結果當然不負眾望，我拿到了冠軍，第一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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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績，算是為台灣宣傳且讓更多人認識台灣。

像中的那麼糟。老師跟同學都對我非常好，而且都很願意幫助我，

這一年裡，想一想我去過了好多地方：紐約、華盛頓、波士頓、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班上只有我一位「外籍生」的關係。記得一次的

加拿大、匹茲堡、克里夫蘭、芝加哥、大西洋城。最令我印象深刻

期中口試，需要與一位同學做 partner，完成老師所規定的對話。在

的是波士頓，優美並充滿學術氣息的好地方，第一學府，哈佛以及

一起練習的過程中，我們互相找出對方有需加強的地方。另外，我

麻省理工學院，更是不能錯過的兩個著名景點。第二是芝加哥，因

還問了很多有關美國大學，一些我感到很好奇的地方。這更加深了

為先前的一場大火，不得不重新建造每一棟大樓，這些壯觀又美麗

我對美國學校的認識，口試也拿了 A ＋的好成績。另外在我學習法

的建築大樓造就了芝加哥成為必遊景點之一。最著名的高樓「Willis

文的同時，遇到了一個瓶頸，就是語言一時之間轉換不過來，聽力

Tower」，有高達 103 層樓的高度，在傍晚眺望著整個芝加哥，那

測驗播放的是法文，但考卷上的題目是英文。這讓我非常的頭痛，

美景真是令人無法形容的好體驗。最後是華盛頓，著名的總統宅邸

在心裡還要把英文翻成中文，在聽的時候還要把法文翻成英文。這

「白宮」以及經典的「林肯」雕像，都是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我

導致我在每次的考試，聽力部份成績不理想的原因，其他文法跟單

們剛好選櫻花季，這一趟旅行因此大大的加分。反到是美國的首都

字的部分，反而是我拿高分的機會。在每一次考試後，我總是非常

「紐約」，並沒有讓我印象深刻。雖然有美國自由女神，但髒亂不

的沮喪，但同學安慰我說：「你現在不是用母語學習另一種語言，

堪的市容，對我來說，扣了不少分。最後比較特別的地方：加拿大

當然很不容易呀！所以不要那麼沮喪。」這句話，聽起來還蠻有道

的尼加拉瓜瀑布，他真的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的美麗耶！是真的值

理的，但是只要克服這個問題，相信我的能力一定大大提升了許多。

得一輩子必去的景點！
在課業上，我靠著自己在語言課程優秀的表現以及老師的極力
推薦，得到了可以選擇法文這一堂正式課程。由於自己在高二的時
候有選修法文為第二外語，所以一些基本的對話對我來說根本是一
塊蛋糕。剛好我對法文有非常的有興趣，而且這是我在出國前許下
的其中一個目標，非常開心能在短時間內迅速達成。第一次體驗正
式的美國課程，心情難免會緊張、忐忑不安，但是其實並沒有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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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外體驗第一次的下雪，積了有足足快 30 公分喔 !

在芝加哥的 Willis Tower 眺望整個芝加哥的美麗夜景

在最後一堂課，與法文教授合照。

在語言課程擔任義工，協助新生完成新生訓練。圖中與來自非洲以及巴西的同學一起在服務台
協助以及回答新生的所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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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子寧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and who I wanted to be. These I believe were important turning points
in my life and I am glad I had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m abroad.
A year would be a bit exaggerating; it was more like ten months
in total. The university I chose was California Stata University,
Sacramento (aka Sac State) 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alifornia. Sacramento can be described as a quiet place. The weather
there was superb, it rained occasionally but in general it was nice and
sunny with a soft breeze. The winter was not cold if you compared
it to Taiwan. Weather wa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liked a lot about
People elaborate excessively on how life changing and inspiring it
is to study abroad. They often forget or even overlook the hardships that
one may encounter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Starting from preparing
the applications and requirements needed for the school of your choice
up to finding the accommodations and financing your studies, it is a
long and tedious process. Also, one must undergo an internal series
of uncertainty. At last when you have finally arrived at the school
you have selected, what follows may be culture shock, finding new
balance and adapting to a new place. Therefore, is studying abroad that
glamourous and exciting? I believe it depends on the person. For me at
least I had an abundant and fulfilling year. It was full of ups and downs
but I discovered the power of independence and more about who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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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ramento. We lived in an accommodation which was fairly close
to our school. It was called The Element. Shuttle buses ran back and
forth so it was relatively convenient for us to get school. As for public
safety I must say I felt weary by the time I came back to Taiwan. I
will say in my opinion Sacramento is not the safest place to live in.
Nevertheless, there will always be certain places that aren’t safe.
The priority of studying abroad will definitely be the education
aspect. I am proud and happy to say Sac State offers excellent courses
and if you are hard-working you will certainly gain a lot. The study
environment is considerably great. There is a good amount of peer
pressure but not too much that would cause anxiety. Professors have
a rich knowledge of their professions and follow a tight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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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out the whole semester. We were also free to choose courses

are after all from very distinct cultures. It is impossible to not have

that interested us even if it was not part of our major. For me this

different ideals and habits. In my opinion people should not view

was one of the hi-lights of Sac State. I got to choose courses like Art

this as a problem instead one should focus on how to deal with it. It

History, Intro to Creative Writing and Art Gallery management. They

is an excellent learning material. We live in such a big world and as

were eye opening and challenging at the same time. Since they wer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jors there is a high possibility of traveling

not targeted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 had the chance to put my

and communicating with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globe. We should

abilities to a test. I have to admit it was hard at first but perseverance

develop methods to cope with situations like these.

and true passion made it possible. These courses turned out to be the
ones that I enjoyed the most. Moreover, professors were all very willing
to help students individually. Visiting them at their office hours to
discuss problems you were having was always encouraged. They were
like your personal guide and some even helped with your future goals.

Another part of life in The States is definitely traveling. There
are lots of holidays in both semesters so it is a great chance to travel
around the country. I was lucky enough to go to New York, Florida,
Yosemite and San Simeon for winter vacation and Las Vegas and Los
Angeles for spring break and also, San Francisco during weekends.

Besides education there is culture. Staying at the states for almost

It wa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relax and see the country. Taking

a year left such a profound memory that I plan to go back one day.

these road trips required much planning and budgeting. We cultivated

There is this special vibe with this country. In the US for some reason

bargaining skills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I still recall the car

you believe in dreams and possibilities. The atmosphere of the whole

accident, the snow storm causing us to lose are flight and the manager

country, the people’s ideals and the climate suggests that anything

who insisted on not letting us live in a room we already paid for.

is possible. There can be more to life than just working to make a

These events sounds horrifying but looking back we gained much

living. It was very tempting and I found myself not wanting to go

experience from them and they have great stories that I share with

home. On the other hand some people may ask is there cultural barriers

my friends. We got to see so many shows, performances, monuments,

or racial problems. For my case I believe there is in some degree. We

attractions, and ate so much cuisine. These memories will sta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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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 forever, since not everyone has a chance to go to all these places.
To conclude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journey. Full of surprises both
good ones and bad ones. If I had to choose again I will still go abroad.
Maybe not Sacramento but undoubtedly USA would still be one of the
places on my list. I thank my parents for allowing me to have this
chance and support me in various ways, both mentally and realistically.
Hope to see The States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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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宸嘉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

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8 月 10 日初次來到美國，體驗外國的新生活，帶著期待的心情

知識。去了許多不同的城市旅遊，港口之都的舊金山看看金門大橋

去涉略及體驗新的人事物，懷著好奇的心去觀察和體悟國外的不同

和港口吃海鮮；優勝美地及沙加緬度的滑雪和風景之旅；聖地牙哥

文化、處世、溝通方式和思維，抱著增廣見聞的態度踏上這一年的

的墨西哥文化和美食之旅，還看到了美國最大的動物園和西部牛仔

留學旅程，這會是我永生難忘的經歷。剛到這裡的我還懵懵懂懂，

文化；美國墾丁一般的佛羅里達海灘及熱帶雨林之旅，觀看及品嚐

馬上就遇上了許多困難，首先是發現要在這裡租房子、布置家具、

到了鱷魚，也去到了美國最大的迪士尼及有著名的哈利波特村的環

安裝水電、配置網路、電信是多麼的困難，凡事都要靠自己東奔西

球影城樂園遊玩；費城、華盛頓首府、波士頓、紐約之旅，造訪美

跑、獨立完成。再來是學校選課，不知道有哪些課程可以選，決定

國著名地標，最古老的城市及歷史古蹟文物，還有很多培養知性及

有興趣的都去試聽，發現都只能上當地大一的初級課程，進階的根

提升知識的博物館及美術館，當然還有美國最匆忙繁榮的都市及漂

本沒基礎都無法選。因此我花了許多時間找到自己能夠適應的課

亮夜景及地標；遊憩了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繁華，欣賞了美麗的

程，中間真是困難重重。最後是交通方面，美國真是地大，到哪裡

燈光夜景，和那邊的熱情及瘋狂。去了這麼多不同的城市，發現美

都不方便。除了幾個地方有地鐵外，其他區域都必須要有車子才比

國地大城市各不同，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及文化，涉略並學習了許

較方便，除非是近距離能搭公車外，其餘的都必須要開車才能到達。

多東西，走了很多路，也增廣見聞了不少。很珍惜這一些旅程，讓

加州偏偏不允許使用國際駕照，因此我們去重考加州汽車駕照方可

我經歷了許多經驗，看到了許多新奇的人、事、物，也學到了不少

開車上路旅遊。

東西，讓我這一年外國留學滿載而歸，豐富了人生，永生難忘。

除了學校學習之外，我和許多外國同學結交朋友且互動頻繁，

因應學校的大三出國留學計畫，我得到了機會出國，在美國加

發現他們對事情和我們有不同的見解及觀察角度，互相了解彼此不

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就讀了一年。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學習外文，

同的文化、語言、成長背景後，我們有了更多的話題，很快地就打

增廣視野，得到了不同的觀點方式去看待人、事、物。我認識了新

成了一片。下課之後，我會去健身房健身和打球，多多運動，鍛鍊

文化，學習了不同的處事方式及態度，讓我獲益許多。我也學會了

自己，遠離手機、電腦、電視。旅遊方面，平常常去海邊玩水，在

自己獨立，把每件事情做得盡善盡美。享受自己自由奔放的思想，

沙灘走走，美國長堤可是出了名的海灘之都啊 ! 趁著放假期間，我

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讓我更成長了一層。

去了許多著名的美術館和博物館，看了許多藝術品，也學習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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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聖節 Queen Mary 著名鬼屋活動

美國的墾丁 !! 佛羅里達之旅 搭船看鱷魚 很熱帶雨林的感覺

去看 NBA 籃球季後賽 現場超 HIGH 超刺激 !

去優勝美地和舊金山之旅 !! 滑雪 ~ 很棒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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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詠欣
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位於佛羅里達西部的小鎮－彭薩克拉，是陪我度過大三交換生

討論自己投資理財的觀念。另外我也到學校的輔導室及生涯規劃室

涯的地方。陽光及著名的白色沙灘是外人對它的註解，對我來說，

安排約談，讓我有更明確的方向，也建立出自己的履歷。在約談的

這卻是個讓人培養出全新自我的跳板。相較於過去的懵懂膽小，一

過程中討論到是否進修碩士學位，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事情。於是

年的交換生經驗洗禮出同時具有自信、韌性、柔軟以及勇敢追求目

我將平時少購物和伙食自理省下的費用，利用在寒假及春假的旅

標的我。

遊。旅遊內容是訪查未來自己可能進攻碩士學位的地區，所以我利

提出問題 利用資源
我是一個容易多慮的人，在踏上旅程兩個月前飽受壓力帶來的

用假期走訪了密西根大學、聖湯瑪士大學、位於附近的明尼蘇達大
學、還有伊利諾大學所靠近的芝加哥。

身體不適。剛到達西佛大學時也並非一切都進行順利，選課、學校

挑戰新任務 人緣是成功關鍵

電子郵件系統、甚至課堂上的小組報告都接二連三出了問題。當時

在學期結束的一個月前，台北住邁阿密經濟文化辦事處的王贊

的我沒有時間想太多，只能厚著臉皮奔波學校各處室解決問題。過

禹處長剛好來訪，並決定在學校舉辦台灣學生及附近同胞的餐會。

程很辛苦，但我學到了兩件事：一、每個人都要練習獨力解決問題；

當時剛好與處長連絡上，於是我接手參與了這項活動的籌備。一開

二、能力不足就要適時尋求幫助。我發現只要心情安定，很多事都

始壓力非常大，因為靠近學期末學校場地有限，我也花了兩個星期

能迎刃而解。這一年間我也抱著這個心態在學校裡利用很多資源，

不斷與學校聯繫場地租借的細節，協調雙方的需求。最後活動辦得

甚至得到當地人的幫助，走入美國家庭體驗生活。

很成功，有不錯的場地布置和美味的食物；然而這一切能順利舉行

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由於我就讀國際企業學系，出路較廣且需要思考未來發展方
向。選課規劃上，我將一半的課程放在自己本科系的必選修，另一
半選擇其他我有興趣的商學相關課程。選擇不同課程的好處是，我
因此認識了很多不同學院特色鮮明的學生，也讓我發現美國的學生
是很有行動力的。例如，大多數餐旅管理系的學生都有一份相關的
工作；而商業主修的學生腦筋動得最快，喜歡在教授的 office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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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歸功於期間幫助過我的所有人。學校的外籍生顧問、台灣同胞
協會的會長、幫我布置場地的同學們，我相信如果少了大家的協助
活動不可能進行得如此順利。像是學校內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以及
為社團準備的台灣晚餐之夜等…這些活動都是有大家幫忙才得以圓
滿落幕。除了完成任務，我也吸收了籌備活動中建立的人脈及難以
言喻的成就感。這不禁讓我想起淡江大學給我的訓練，社團活動這
項必修學分讓我了解合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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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實剛毅 一步一腳印
開學時沒有成功選到較多外籍生選擇的宿舍，我和室友少掉了
很多與外籍生交流的機會，加上以前的我不善長與人交際，讓我掙
扎的生活了一陣子。我很慶幸自己沒有放棄，督促自己參與每一次
的外籍生社團活動，也強迫自己跟教授溝通交流。雖然進步緩慢但
是這一年裡改變驚人，學期學結束前的我是坐在教室第一排告訴教
授上課進度，還有能跟外國人輕鬆聊天捨不得說再見的自信台灣學
生。不過，我最感謝的還是父母支持我出國、還有淡江大學願意提
供交換生的名額給我，讓我有機會體驗跨文化的衝擊也打破自己的
極限看到成長。我覺得這一年的旅程很紮實，就像校訓所說的「樸
實剛毅」一般，我從挫折中慢慢找到平衡站穩腳步。離開美國前，

校內 International Event 擔任台灣舉棋手 ( 右二 )

父母和我一起拜訪了我經常往來，甚至住宿好幾次的家庭。很高興
能聽到他們對我的父母說，我完全表現出台灣人的貼心開朗，也說
淡江大學的學生都很聰明獨立，擁有自己的想法。我想能夠使我台
灣及淡江大學光榮，就是這段旅程最完美的句點了吧。

校內春節活動表演中文歌 ( 中排左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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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春節活動表演中文歌 ( 中排左二 )

處長二次來訪，邀請台灣同胞聚餐。此活動由我負責場地租借及籌備流程，並被世界日報報導。

個人財管計畫成績優異，與教授合照。

與各國朋友參加在市區每個月舉辦一次的 Gallery Night( 右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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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芷昀
美國沙福克大學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上課方式因人而異，我選了法文，普通心理學，美國電影文化。

是還是可以看到大家走在路上，不論逛街，下課休息，趕著上班，

很喜歡美國上課方式，通常大家都會問問題跟回答問題，如果真的

讓人期待著冬天。接著，冬天，因為在北邊，所以波士頓很冷，最

覺得教授講得不對，也會堅持己見，一開始還不是很習慣，所以都

冷的時候有到 -19 度，手腳都會凍紅，有時候甚至會凍痛，而且聽

看著別人回答比較多，到後來就也嘗試回答跟問問題，久而久之就

說今年波士頓特別冷，而我也很幸運的體會了冷到骨子裡的感覺～

會蠻習慣的。覺得來了之後培養了蠻多好習慣，以前遇到問題可能

完全就是一片雪白，公園的椅子都被雪掩埋，很多人跑去打雪仗，

會比較容易不知所措，然後等別人幫忙，但待久了，就很習慣ㄧ有

我也打了人生第一個雪仗，很刺激好玩，雖然出門真的很不方便，

問題就趕快問，不論是打電話，當面問或寄 email 問，大多數都會

寸步難行，但還是很喜歡看到白雪紛飛的樣子，畢竟在台灣是絕對

很熱心回答的～法文課很好玩，因為大部分都完全不會（像我），

看不到的。也因為今天多場暴風雪，有一堂下學期的課在週一，足

所以大家都會笑，然後氣氛也很開心，很容易就融入，教授很喜歡

足停了四個禮拜，等到學期都三分之一了才上到第一堂課～但也是

給我們看跟課程相關的影片，然後學校也都有 tutor，只要預約時間

個很新奇的體驗。

就可以了，蠻方便的。美國課比較少，自己能運用的時間很多，在
這裡也學會了好好運用，蠻長時間都待在圖書館的，因為影印掃瞄
借書都很方便，最好的是可以預約讀書室，適合大家一起討論 group
project 或 presentation。其他的課也都蠻有趣的，也都有足夠的時間
去吸收～
波士頓真的是個很美的地方，夏天每天都艷陽高照，但又會
有微風徐徐，常常看到很多觀光客坐著鴨子船繞著市區參觀一棟棟
古老而有意義的建築物，也能看到很多人在 Charles River 划獨木舟，
還有很多人躺在 Boston Common 跟 Public Garden 草地上午睡跟野餐，
夏天的波士頓生氣勃勃，綠意盎然。秋天，天氣漸漸轉涼，樹葉也

在美國生活 ,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難 , 能學到的其實也很多 , 重
要的是獨立 , 學會自己解決所有事情
缺點就是物價真的不便宜 需要好好掌握錢的用度
除了在學校念書之外 和認識當地的人 , 語言跟文化之外 也可以
找到機會去很多地方走走看看 , 美國那麼大 肯定有很多地方值得我
們走訪 , 學會自己規畫生活 金錢 交通等等 都是非常珍貴難得的體
驗 一開始可能會有意點難熬 , 因為很多事情都不在軌道上 , 但是漸
漸的一切都會好起來 就能夠好好享受在國外生活的每一天
能擁有別人沒有的機會 , 就要好好把握

漸漸轉紅，又是一個全然不同的景色，雖然戶外活動的人變少，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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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騏
美國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軟體工程組

今年因學校規定，很有榮幸的以交換生身分來到了位於美國加

修的課，但快開學時才發現課表裡面一堂課都沒有，而當初選的那

州的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學留學一年。剛來到美國時心裡有滿心

些課也就沒了下文，此時才急忙的隨便選了三堂課來填充那 12 學

的期待，希望可以在這一年好好充實自己，以及多看看這塊以前待

分。學校選課是用一個叫做 Bronco Direct 的系統，上面會有學生

過並熟悉的土地。

的選修課紀錄、成績、需繳交給學校的金額、以及個人資料，但是

這所學校不同於台灣的學校，台灣的學校是兩學期制的，分

這系統似乎對交換生不是很友善，雖然當初有給學校一份自己的修

為上、下學期，而這所學校是分季，分為春、夏、秋、冬學期，而

課紀錄，但是系統上的紀錄卻是空的，所以想選的課只要有必需的

這次留學的一年讀的是秋、冬、夏這三學期，且因每學期的時間較

先修課程就會通通被擋修下來，就連那些不需要先修課程但是需要

短，上課進度也會比較快，並且學校有規定正式學生每學期需拿至

junior or senior standing 的課我也會被擋修下來，所以就導致很多課

少 12 學分的課。學校的國際事務處待人友善，有問題都可以跟他

都沒辦法拿，雖然可以跟授課教授拿取一個可以無視先修課程的通

們討論，但是能力也有限，像選課方面就沒辦法幫你選。學校有提

關密碼，但是很多教授並不會給予這密碼，甚至還碰過給了密碼卻

供學生宿舍，但是因為兄長也住在學校附近，所以就選擇了跟兄長

不能用的，寄電子郵件給教授尋求協助還不回信的，因此為了每學

住，一方面有個人照應，另一方面也可以省點錢，平時的用餐跟出

期能拿滿 12 學分，常常會拿一些不需要但是可以選修的課程。

遊也都是跟兄長一起的。校內設有學生餐廳、圖書館、書店、娛樂

第一學期的開始一切都感到很陌生，新的學園，新的同學，感

中心、以及便利店與咖啡店，上課會需要用到的物品基本上在校內

覺又回到了大一剛入學時，但因為選修的課程雜亂，沒有什麼機

書店都可以買得到。因校園並不算小，校園內有設置校園內公車。

會在不同的課堂見到上一堂課的同學，老師若是開放學生索取上

若學生住在校外並且自行開車來學校，學校有設置學生停車場，分

課時的 PowerPoint 的話則會放在一個叫做 Blackboard 的網站，這

別位於校園的兩頭，學生則須每學期購買停車證，無停車證者會被

個網站不同於 Bronco Direct，這個網站記載著每堂課的資料，包含

校園警察開罰單，學生必且需要提早來找車位，因為學校人多車位

PowerPoint、作業、Syllabus、成績、以及課堂公告，大部分的作業

又有限，常常導致找到車位時課程都已經開始了。此學校除了學費

也都是通過這個網站繳交的。因為學期短，轉眼間一學期就過了，

之外，每學期還要另外繳交美金 102 塊的 service fee。

一瞬間就迎來了長達一個月的寒假。

記得當初來美國前有填張單子，希望我們能先選出一些我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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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學期的開始一切不再陌生，選課方面的問題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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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還是選滿了 12 學分的課，第二學期也拿了些比第一學期有用的
課程，雖然跟我的主修課程還是沒太大的關係。第二學期拿了一門
我覺得比其他所有課都還要刺激的課，我拿了一堂叫做美國歷史的
課，這堂課每個禮拜都要寫 essay，總共要寫 10 篇，期中考與期末
考則是要各寫 5 篇 essay，因為這堂課每個禮拜都被逼的要絞盡腦
汁，同時間也拿了心理學跟經濟，但是相較之下還是美國歷史最虐，
這學期也就隨著被 essay 淹沒的日子結束了，迎來了只有一個禮拜
的春假。
第三學期早已對一切都熟悉了，但也因此開始厭倦了，選課的

學生宿舍

問題依然存在，有興趣又可以選的課早已所剩無幾，因此就隨便選
了 12 學分的課，想著可以快點結束，五月初面臨期中考卻看著其
他來美國的同學們一一的學期結束，看著他們出遊心裡只能想著希
望學期也趕快結束。

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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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安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夏威夷太平洋大學不像一般的大學，它的主要校區其實就是一

本的血統。所以在學校中，日文課是不可或缺的課程之一，授課老

個街區，完美的跟旁邊的金融區融合，別有一般風味。在開學時會

師也是正統日本人呢。在入學時，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的門檻只會看

有一個新生訓練，專門開給當學期新進的國際學生們，新生訓練中

總成績，但其實他們會根據各科成績來讓課程顧問 (Adviser) 去幫妳

不只會有一個講座介紹學校以及夏威夷的生活，還會配給每位國際

排課。這學期的寫作成績只要不滿托福 25 或雅思 6，校方就會在妳

學生一位四年至的學生 ( 二到四年級不等 ) 當學伴 (Tutor) 來幫助我

選課前幫妳排一堂寫作課，這一次我遇到了一位十分嚴格的老師，

們更快的融入校園生活。夏威夷太平洋大學中絕大部分的學生都是

她人很好，但是對於課業和學生態度是私毫不馬虎，寫作、口語、

國際學生，所以其實老師們都很能體諒國際學生的難處，教授們在

思考速度、膽量全都一起訓練了，課業壓力會稍微重一點，但過了

授課時，也多少都有為國際學生做些改變。

這堂課後，才會發現她的用心良苦是十分有幫助的，其它課中都要

我會選擇在夏威夷讀書的一大原因，是因為夏威夷跟美國

交的期末報告其實都能很順利的完成了。

本土不一樣，他因為是離島，而有了自己的環境自己的文化。這

下 學 期 時， 我 順 利 的 搶 到 了 一 門 跟 我 的 主 修 相 關 的 課 程 :

也是為什麼在第一學期時我就選修了當地的夏威夷舞蹈課 (Hula

Applied Method in Hotel and Travel Industry( 觀光研究方法 )，授課

performance)，這堂課的特別之處不只在於她是當地最有名的舞，

老師是一位香港人，十分的親切熱情，上她的課能學到的東西真的

而且他是夏威夷的歷史，也包含夏威夷文化中最重要的阿囉哈精神

非常的多，每一個理論她都會用很多的例子來說明，課堂中也會有

(Aloha Spirit)。這堂課的授課教授是夏威夷的當地人，她說 :「夏威

一些簡單的小遊戲來確認我們的學習狀況。這次她還特別跟夏威夷

夷舞就是一定要在戶外，看著群山美景跳的。」為此，她還特地將

觀光局以及 ClimbHI( 一個夏威夷當地的社福機構 ) 合作，讓全班到

這堂課的上課地點選在較為偏遠的山間校區 (Loa Campus)，每次上

LEI Event( 一個全天性的年度活動 )，這個活動最主要是要幫助高中

課不只有著高山美景、清新的空氣，而且還可以看到太陽漸漸下山

學生了解觀光產業，進而招募更多的人才走進相關的產業，同時，

的餘暉，十分特別。課程內容也是採取輕鬆緩慢的進度，時不時，

他們也請相關科系的大學生來幫忙當各組的組長，不只讓學生各能

老師還會介紹那些舞蹈的故事，是個沒有負擔同時能學到很多的

從學長姐的經驗中學習，更能讓即將邁入社會的大學生們更加的熟

課。此外，夏威夷除了當地的文化外，其實融合了許多的日本元素，

悉各家公司，而公司行號們更能藉此機會認識這些社會新鮮人。一

不只日本觀光客多、餐廳多，就連當地的居民將近一半也都有著日

天的活動中不只有講座，還會分別帶到不同的飯店跟經理級的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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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聊天、一起參觀，之後回到會場更有超過 40 家的公司會設桌，
在現場與學生們互動。這個活動是規模十分浩大的活動，光是參加
的高中學生就有 800 個，大學生和志願者也有將近 200 位，參與的
公司行號則有 75 間。這次的活動讓我這次的出國交換留學中寫下
了重要的一筆，這一個活動讓班上將近 10 位的學生找到了一份工
作，而我相信，對於我們這些國際學生而言，這絕對是一個寶貴的
經驗，也為我的交換留學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LEI Event 會場

校園的一角

山間校區 (Loa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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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鬧的 Waikiki( 威基基 ) 大街有時會封街舉辦活動、遊行。

Hula 舞的正式裝扮

教室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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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柏瑢
美國密西根大學福林特分校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一、研習方向及目標

出 RF，唯一的缺點就是空氣比較不流通因為窗戶不能打開 ( 個人覺

研習商業課程，認識文化差別並適應，學習自力救濟並勇於發

得還好 )。

問。

離 UMFlint 最近的機場是 Bishop 機場，學校會提供接送的服務，
二、研習學校及特色簡介
UMFlint 位於美國東北的五大湖區附近，鄰近的大城市有底特

機場不大，下飛機後走下一電扶梯就到門口了，所以不用擔心找不
到學校接機的人，大約開車二十多分鐘就到學校了。

律及芝加哥。學校一個禮拜通常只有一到四有課，因此會有許多時

剛到學校的時候天期是非常好的，可以穿著短褲短袖走來走去

間可靈活運用，但教授的課程進度卻並不慢，因此在參加當地活動

沒問題，但到了十一月左右會開始下雪，那時就會冷到不行，記得

與學習的時間要調配得當。校內都有無線網路，宿舍，教室都可以

下半身保暖也很重要。

上網，因此上課時也可以攜帶筆電而不一定要買實體書。學校的上

新生訓練的時候學校會帶你們參觀學校，找銀行跟電信業者到

課方式依課程不同而有所區別，大的班可能有五六十人，小班最小

學校幫你們辦銀行卡跟 sim 卡，還會幫你們拍照做成學生證，上述

則只有二十人左右。

作業都需要護照。手機費的劃分成 30 跟 50 美金一個月，但建議直

三、學習與生活

接買通話時間，打完了再買，因為其實電話用的不多，校內也都有

UMflint 的學制是分為春夏秋冬，而我們去的是屬於秋跟冬兩個

Wi-Fi。銀行的話選 First Bank 就好因為在 RF 旁邊而已。

大季，最多可選 18 學分，春跟夏就只能選 9 學分而已。15 學分我

RF 的二樓就是商科辦公室，獎學金的問題可以去那邊問清楚。

個人覺得算輕鬆，所以學弟妹第一學期可以不用擔心無法負荷的問

RF 對面是 Pavilion，一樓有一些餐廳像 subway 跟書局，也有一家台

題，像我第二學期只選 12 學分就只有三天有課。校內的宿舍分為

灣人開的餐廳，可以去找張媽張爸他們人都很好，二樓的話是有選

Riverfront(RF) 及 First Street(FS) 兩個，非常不推薦 FS，因為不僅房

課的問題可以現場預約 advisor 請他給你一些建議，不過最好是自己

租較貴而且還要綁 meal plan，強迫你在學校用餐，而且數量根本多

選就好，有想選的但選不了再去找 advisor。

到用不完除非天天去吃……相較之下 RF 就沒有這些限制，而且還

Pavilion 再過去是圖書館，圖書館再過去是 French Hall，個總

有健身房而且商業的課就在 RF 二樓，所以可能你一個禮拜都不用

經、心理學都是在這邊上課，再過去是 UC。UC 二樓是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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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去那邊問。三樓有校內的快餐店跟自助

要去大商場的話可以搭公車，在 First Street Hall 的後面，學校

餐。UC 旁邊就是 Recreational center，裡面有籃球場，健身房跟游

一開始也會用巴士帶你們過去一次。到密西根建議帶護唇膏，保濕

泳池，進去要刷學生證，可以跟他們要免費的毛巾，游泳池很乾淨

用品，厚的褲子或毛襪，耳罩，還有罐頭泡麵等不容易壞的食品，

而且通常人不多可以去游游看。過河那棟建築物是 White building，

吃膩那邊的食物時可以用來換換口味。寢具的話可以在台灣先訂

應該不太會在那邊上課，學校醫護室在那附近。

(http://www.rhl.org/int)，然後填住的地方的地址他們會寄到那邊。

那邊上課規定看每個老師不同，有的會很在意出席或遲到，所

四、心得及感想

以 syllabus 一定要看清楚，老師有什麼事情都會記 email 到你的學

到了美國求學，英文是一定會進步的，但更重要的是學習獨立

校信箱或發在 Black board 上 (BB 跟 Email，學校首頁找一下會有 )

解決問題，適應當地文化差異跟人際關係的拓展，希望學弟妹可以

選課的時候如果時間是 To be announced(TBA) 就是網課，不用進教

多參加學校的活動，才能帶更多東西回來。

室上課，通常就是自己讀書然後交交作業而已，而且比較貴，所以
不推薦。
那邊樓跟樓之間都有步道，下雪或下雨的時候走的。Walmart
等大型商場開車都要約二十分鐘，附近可以買東西的地方有 Family
dollar 跟 Farmer’ market，FD 在 White Building 再往後面走一下就到，
Farmer’s market 也在附近，新生訓練會帶你們去逛逛。另外學校比
較繁華的地方就只有 RF 門口那條紅磚道，其他地方就沒什麼了。
買書的話建議用租的就好，可以上網搜尋 Bigwards，裡面會把
各家書店的價錢由低到高列出來讓你挑，用租的化學期末要再印他
們的條碼並到指定合作的郵局寄回，免費。書大約一個禮拜左右會
倒但也不用太急著買，因為我開學一個月還沒拿到書還是過得好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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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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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昱琦
美國聖湯瑪士大學
Becoming Minnesotan!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St. Thomas is really a cool school, and they have all these

When you really experience a lot in one year and you want to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o involve in. The first day I step into the

write an article about that, I think it’s hard to know where to start.

school, it feels like all the things I saw in the movie come alive. The

Before I go there, I dreamed about a lot of things. I want to make

pretty blue sky, the castle like architecture, all the things we have

new friends, especially American friends. I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dreamed and saw on TV is now in front of me. I am just addicted to it

American culture. I want to travel around United States. I want to

after the first sight. What I was surprised at the first time was their

learn more in class at St. Thomas.

loyalty to the school. I remember it was the first football game with

I chose St. Thomas because they have good reputation on business.
Also, I really want to experience snow! I know it may be crazy for you,
but that’s what I think at first! All these dreams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amazing year.

our big enemy St. Johns. We represent purple and they represent red.
We aren’t “aloud” to wear red that day because we are Tommies.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felt I am one of the member in school.
The professor there is really nice. They really have their passion in
what they teach and they really care about their students in class. They

First, I would like to talk about culture shock. Not that we

also are really willing to help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get involved

aren’t familiar about American culture or they live completely

in class. It doesn’t mean that we get into the American culture right

differently as us. It’s all the small things that are different. They

after we arrived. We still have some culture shock that we have to

have different toilet paper. They throw toilet paper into the toilet

experience. For example, we won’t know their famous national brand

instead of throwing into the garbage can. They have dish washer,

such as Netflix( which is kind of like pps or maple stage), Pandora( a

which most of the families in Taiwan doesn’t. They like to put

radio station online), and lots more. Sometimes the professor doesn’t

sauce on their burger even if it’s salty enough. They eat peanut butter

know that we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at and keep talking, but they will

bread for supper. That’s breakfast for me. They took shower in the

notice after a few times because we have all the confusing on our face.

morning! All these small things made me shock, but after one year, I’m

I really like how they took classes in the US more than in Taiwan.

almost an American because of all the influences.

Everybody is willing to learn and trying their best to approach A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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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A+. That really makes a big difference as Taiwan.

has already been three months since I come back to Taiwan, but we

The other thing I have deeply experience is the American culture.

still skype often. I can still see the kids growing up and learning how

We have involved in a program called “Friendship Family” and that

to walk and everything. It feels like we never left and we are still

has made our one-year life so differently. They were asked to meet

connecting together.

us at least once a month, but we really meet very often. Because we

Another thing is our travel in the US. It’s always an adventure

each have one family so we got to meet three families and that’s

when we get to every city. First of all, I really thank my father for

really lucky. They all invite us to celebrate together in every holiday

supporting me traveling around the US. It’s really expensive, to travel

such as Halloween, Thanksgiving, Christmas, Easter and so on. I really

even if we live at the hostel or try to keep in our budget. Anyway,

learned a lot of their culture and experienced deeply when we join

every city and place I’ve been to is amazing. They all have their

their event. They also invite us to their house to have dinner or some

own story and history. I like the east coast more than the west in

small event that they would do during their leisure time. To reply all

whole. The east coast is full of tremendous history that we studied

of their passion and kindness, I also cooked Taiwanese dinner for my

before in the past, such as Boston. I also spent my new year in New

friendship family. There were 15 people including kids. I’m really

York Time Square. It’s a once a life experience, cold and extremely

glad that they like Taiwanese food! Something I’ve notice is that

crowded. We met a lot of different people and experience a lot of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different culture and food, it

things. Although it’s not all good things but it’s an experience.

makes a big different feeling to me. They are kind and generous about

We learned a lot in these whole progresses. We book our own plane

our culture and even willing to try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important and

ticket, reserve hotels or hostels, plan all the details, and so on. It’s a

usual to us. I think it’s a really important fact for us, because if they

never forgettable experience.

aren’t interested in any of other cultures and that would made both

Overall, to experience all these things above, the main point is to

of us embarrassed and feels awkward. I really enjoyed spending time

open your heart. Because we almost join every event the school hold,

with them and like to share all the things happened to us in school. It

and also join our friendship family with their holidays. We even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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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friends when we join the event in school! Everything there is
an experience, and maybe once a life time. So why don’t open your
heart and enjo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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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皓偉
美國聖道大學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回想起出國前兩個月，傍晚時我會覺得無助、覺得憂心。回想

聖節也好，都不忘把 Tim “叫”出來，一起慶祝。 當二月時，在

起離開台灣前的幾個晚上，我會默默一個人掉眼淚，其實我不害怕，

美國差不多面臨期中考，還能和台灣人聚在一起吃團圓飯、過新年，

我並不害怕自己一個人出國讀書，我更不害怕自己一個人出國生

真是滿足，真是覺得幸福。從此之後，我已經把他們當家人看待了。

活，我只是捨不得。

但我的生活並非就只剩台灣的朋友，我發現我的生活變得很忙碌，

離開台灣，沒有家人陪同，沒有同學相伴，一個人踏上赴美之
路。到了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奧 )，在德州算是一個面積很大但人

因為有很多外國朋友，也有很多台灣的朋友，每個禮拜都有很多機
會參加各式各樣、校內校外的活動，但實在過得很充實。

口並不多的城市。一開始跟著學校參加活動，學校有工讀生帶領我

從 八 月 開 學 開 始， 陸 續 大 大 小 小 的 假 期 我 都 會 把 握， 並 且

們去辦手機門號，銀行開戶，並且去市中心逛逛。慢慢地認識了同

和 好 友 三 五 一 起 出 去 旅 行， 在 短 短 不 到 一 年 的 時 間， 除 了 在

一批的交換學生，有德國人、奧地利人、韓國人、也有中國人。一

San Antonio， 我 去 了 Houston, Austin, Kerrville, Chicago, Orlando,

個禮拜過了，兩個禮拜過了，確實是很想念台灣，但也漸漸地適應

Keystone, Los Angeles, Long Beach, San Diego, Las Vegas, Grand Canyon,

了在美國的生活。

Washington DC, New York, Boston。 去了這麼多地方，當然不只看了

交了新朋友，適應了新的生活模式，白天上課，晚上和朋友安

很多名勝景點，我也學到了很多經驗，像是如何有效率的安排行程，

排課餘活動，經常去體育館運動，或是去朋友家做做菜，共進晚餐

如何用最便宜的價錢訂到滿意的飯店，如何解決各類的突發狀況。

並且玩些遊戲。 對於那時的生活，我很滿意，結交到很多從世界各

我認為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讓我成長的機會，這也是為何我從

地來的朋友，也認識了很多充滿人情味的台灣人。還記得第一次被

來不喜歡找旅行社，從來不喜歡跟著別人幫我安排的計畫進行。我

就讀 UIW( 聖道大學 ) 的台灣人邀約到家中用餐，吃到第一口白飯

透過上網查詢，請教當地人，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我用一晚 23

時，我並不誇張，真的是感動。

美元住到了四星級飯店、我用不到 450 美元就買到來回 Orlando 機

認識的幾個台灣人，真不愧是充滿人情味的台灣人，從此有任
何節慶活動，有任何飯局，都會帶上我一起行動，也帶著我去大大
小小的地方探險，把 San Antonio 附近的城市都走遍了。中國節慶也
好、西洋節日也好，都不忘有個隻身赴美的 Tim，中秋節也好、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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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最引以為傲的成長。

以盡情的體驗生活。

當初來美國之前，其實就是抱持著一種來體驗的感覺，雖然說

回想起當初出國前兩個月，傍晚無助憂心的自己；再回想起

這一年在國外所修的課程都沒有被當，但成績也說不上好。不過我

回來台灣前的日子，收拾著行李，拖著行李走進當初最陌生的機場，

選了一些有趣又有意義的課程，我學到怎麼做 Android App, 我也和

心裡的感覺真的是複雜，一方面期待和家人朋友見面，一方面又真

一位德國的好友寫了 Business Plan，甚至真的考慮未來共事。而到

的很捨不得 San Antonio 的朋友、San Antonio 的生活、San Antonio

昨天我依然和他談起目前工作的事情，決定改天有機會去德國探望

的一切。其實我並不難過，我知道這一年不是一場夢，而是一次完

他。因為和教授保持良好關係，放假時教授還邀請我和幾位同學

美的旅行，我只是捨不得而已。

一起前往她的牧場參觀並用餐，享受美國西部純正的放牧生活。這

回想起出國前兩個月，傍晚時我會覺得無助、覺得憂心。回想

一年對我來說真的是收益良多，不只學到很多專業知識，也結交到

起離開台灣前的幾個晚上，我會默默一個人掉眼淚，其實我不害怕，

很多好朋友，更體驗到各式各樣新鮮有趣珍貴的事。很多人說 San

我並不害怕自己一個人出國讀書，我更不害怕自己一個人出國生

Antonio 有什麼 ? 很無聊 ! 但我覺得一點也不無聊，生活多采多姿，

活，我只是捨不得。

我喜歡那裏緩慢的步調，我喜歡，也習慣了自己一個人獨立生活，
可能一方面只是去交換一年，比較沒什麼壓力，另一方面也是有父
母的金錢支助，完全不必擔心財務問題，所以這些日子真愉快， 真
的愛上那裡平凡但快樂的生活。

離開台灣，沒有家人陪同，沒有同學相伴，一個人踏上赴美之
路。到了 San Antonio( 聖安東尼奧 )，在德州算是一個面積很大但人
口並不多的城市。一開始跟著學校參加活動，學校有工讀生帶領我
們去辦手機門號，銀行開戶，並且去市中心逛逛。慢慢地認識了同

這一年真的覺得很心滿意足，該去的地方都去了，該玩的也都

一批的交換學生，有德國人、奧地利人、韓國人、也有中國人。一

玩了 ! 我覺得來到 San Antonio 就是學習、體驗然後成長。當然去哪

個禮拜過了，兩個禮拜過了，確實是很想念台灣，但也漸漸地適應

裡都一樣，就是去體驗，當作是冒險，不要浪費任何一個可以體驗

了在美國的生活。

的機會，把每天都當作是最後一天來體驗，生活就會變得很精采。
我是真的很感謝所有幫助我陪伴我的朋友們，讓我在美國的日子完
全不孤單，更謝謝我的家人，讓我在這可以不用擔心任何事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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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來的朋友，也認識了很多充滿人情味的台灣人。還記得第一次被

來不喜歡找旅行社，從來不喜歡跟著別人幫我安排的計畫進行。我

就讀 UIW( 聖道大學 ) 的台灣人邀約到家中用餐，吃到第一口白飯

透過上網查詢，請教當地人，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我用一晚 23

時，我並不誇張，真的是感動。

美元住到了四星級飯店、我用不到 450 美元就買到來回 Orlando 機

認識的幾個台灣人，真不愧是充滿人情味的台灣人，從此有任

票和環球影城外的四星級飯店，住了 6 個晚上。我認為這些都是經

何節慶活動，有任何飯局，都會帶上我一起行動，也帶著我去大大

驗，雖然路上有可能遇到各式各樣的困難，像是租車拋錨、跳傘被

小小的地方探險，把 San Antonio 附近的城市都走遍了。中國節慶也

騙錢、或是暴風雪卡在路上動彈不得，但這些不恰好都是讓你學習

好、西洋節日也好，都不忘有個隻身赴美的 Tim，中秋節也好、萬

並且成長的經歷嗎 ? 不只是經歷，也是體驗，更是成長，這是讓我

聖節也好，都不忘把 Tim “叫”出來，一起慶祝。 當二月時，在

覺得最引以為傲的成長。

美國差不多面臨期中考，還能和台灣人聚在一起吃團圓飯、過新年，

當初來美國之前，其實就是抱持著一種來體驗的感覺，雖然說

真是滿足，真是覺得幸福。從此之後，我已經把他們當家人看待了。

這一年在國外所修的課程都沒有被當，但成績也說不上好。不過我

但我的生活並非就只剩台灣的朋友，我發現我的生活變得很忙碌，

選了一些有趣又有意義的課程，我學到怎麼做 Android App, 我也和

因為有很多外國朋友，也有很多台灣的朋友，每個禮拜都有很多機

一位德國的好友寫了 Business Plan，甚至真的考慮未來共事。而到

會參加各式各樣、校內校外的活動，但實在過得很充實。

昨天我依然和他談起目前工作的事情，決定改天有機會去德國探望

從 八 月 開 學 開 始， 陸 續 大 大 小 小 的 假 期 我 都 會 把 握， 並 且

他。因為和教授保持良好關係，放假時教授還邀請我和幾位同學

和 好 友 三 五 一 起 出 去 旅 行， 在 短 短 不 到 一 年 的 時 間， 除 了 在

一起前往她的牧場參觀並用餐，享受美國西部純正的放牧生活。這

San Antonio， 我 去 了 Houston, Austin, Kerrville, Chicago, Orlando,

一年對我來說真的是收益良多，不只學到很多專業知識，也結交到

Keystone, Los Angeles, Long Beach, San Diego, Las Vegas, Grand Canyon,

很多好朋友，更體驗到各式各樣新鮮有趣珍貴的事。很多人說 San

Washington DC, New York, Boston。 去了這麼多地方，當然不只看了

Antonio 有什麼 ? 很無聊 ! 但我覺得一點也不無聊，生活多采多姿，

很多名勝景點，我也學到了很多經驗，像是如何有效率的安排行程，

我喜歡那裏緩慢的步調，我喜歡，也習慣了自己一個人獨立生活，

如何用最便宜的價錢訂到滿意的飯店，如何解決各類的突發狀況。

可能一方面只是去交換一年，比較沒什麼壓力，另一方面也是有父

我認為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讓我成長的機會，這也是為何我從

母的金錢支助，完全不必擔心財務問題，所以這些日子真愉快，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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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上那裡平凡但快樂的生活。
這一年真的覺得很心滿意足，該去的地方都去了，該玩的也都
玩了 ! 我覺得來到 San Antonio 就是學習、體驗然後成長。當然去哪
裡都一樣，就是去體驗，當作是冒險，不要浪費任何一個可以體驗
的機會，把每天都當作是最後一天來體驗，生活就會變得很精采。
我是真的很感謝所有幫助我陪伴我的朋友們，讓我在美國的日子完
全不孤單，更謝謝我的家人，讓我在這可以不用擔心任何事情，可
以盡情的體驗生活。
回想起當初出國前兩個月，傍晚無助憂心的自己；再回想起回
來台灣前的日子，收拾著行李，拖著行李走進當初最陌生的機場，

芝加哥 (Chicago)

心裡的感覺真的是複雜，一方面期待和家人朋友見面，一方面又真
的很捨不得 San Antonio 的朋友、San Antonio 的生活、San Antonio
的一切。其實我並不難過，我知道這一年不是一場夢，而是一次完
美的旅行，我只是捨不得而已。

跳傘 (Skyd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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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峽谷 (Grand Canyon)
開乘快艇體驗 (Ski boat)

參觀紐約聯合國總部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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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窗外紀錄了一年的 夏 秋 冬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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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冠伶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我是國企四Ｂ的劉冠伶，我就讀的是位於美國明尼蘇達州的維

10 頁，我心想我中文都沒寫過這麼多了，現在竟然要我用英文寫

諾納州立大學，是一間佔地不大的大學，走在學校內很容易遇到認

10 頁的 paper，那時候真的挫折感很大，每天覺得壓力大時就去健

識的人，是一間很有人情味的學校。很幸運我能夠去到這間大學，

身房運動，要不然就找朋友聊天，然後再重新振作去找教授討論，

明尼蘇達州是以人非常親切著名，所以他有 Minnesota nice 這樣的

更改，所以最後交出去時很有成就感。我很喜歡美國的上課方式，

美稱。

老師都很鼓勵學生，就算做不好，他們也不會責備，反而是用更多

一年其實很快，記得出國前跟朋友聚會，當時的我說我一定要

的例子讓學生去了解，讓學生不會因為一次的失敗而失去信心，反

參加很多很多活動體驗不同的生活，一定要去什麼地方玩 ...，沒想

而經過鼓勵，讓學生更有自信。考試方面有些用紙本考，有些是機

到一年就這樣過去了。現在還會時常回憶著跟朋友們一起吃宵夜一

上考，有些是交 paper 因老師還有課程而異。

起讀書一起聊天的日子。在美國的日子裡經歷了很多事，也體會到

當然，除了上課作業唸書，最重要的當然還有休閒娛樂！以我

許多曾經出國留學的朋友所說的”留學生不是像大家眼中那樣光鮮

們學校來說，離學校大概 10 分鐘的步程就有一座湖，夏天的是後

亮麗”，要如何克服在外面遇到的困難，有時候覺得課業壓力大上

可以划船，冬天下雪時可以溜冰，我跟朋友還做過很瘋狂的事，就

課聽不懂，要如何去克服 ? 有時候可能會覺得很孤單又離家人這麼

是我們學校附近還有一座小湖，夏天的時候，我們就會到湖邊，湖

遠，這些都是出國所要面對的，也是我這趟旅行中重要的課題。

邊上有繩子，我們就握住繩子跳水，真的很瘋狂很好玩，這也是我

關於上課，大部分的課程都是小班制，學生不到 20 人，上課

第一次這樣跳湖水。平常假日也跟室友，朋友，一起去吃好吃的，

方式很自由，同學有任何意見可以隨時舉手發言，或是有時候就在

有時候也會開車去不遠的城市去逛逛，然後逛 shopping mall。美國

課堂上跟老師辯論起來，外國同學跟老師都很尊重彼此的，所以當

有很多很多節日，萬聖節，感恩節，聖誕節，復活節，很多很多，

有問題舉手發問時，大家也都會一起討論。美國的學生大部分都很

也有很多 party 之類的，當然很多購物中心都會大打折，是很好買

認真的，他們責任感很重，很對自己負責，下課沒什麼是其實都先

東西的時候。當地人其實很重視感恩節萬聖節跟復活節，是家族團

去圖書館，把自己該唸的書該寫的作業寫完，才去做自己的課外活

聚的節日。復活節時我是到一個美國朋友家，他們家很熱情，對於

動。而我，有時候因為要讀書也有在圖書館到半夜 2 點，因為有時

美國人來說，我們亞洲人都太瘦了，我朋友的媽媽想盡辦法每一餐

要寫英文作文，幾乎都是 2 頁以上，我記得我最後一份 paper 是寫

都把我餵飽飽。跟他們相處的短短兩天，我們到了附近的百年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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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逛小店，然後還跟朋友的姊妹一起排演話劇演給爸爸媽媽看，逗
他們開心，當然復活節重點就是撿彩蛋，還有畫彩蛋，這些都是我
的第一次，很特別的回憶。
我覺得生活要過的精采，是靠自己去創造的。既然好不容易都
在國外了還擔心什麼，還害怕什麼呢？想參加什麼活動就去參加，
不要讓自己後悔，還有重要的一點，是我一個外國朋友親口跟我說
的，他說亞洲人大部分都一群一群的，其實他們會不敢接近。在這
一年中，除了顧好課業，我參加了營隊，跟一群不認識的朋友一起
滑雪，我參加了慈善路跑，我去教會照顧小 baby，我去社區交小朋
友寫作業跟他們玩遊戲，我跟朋友學做甜點，我學會溜冰，我參加
文化活動穿著苗族人的傳統服飾走台步，我在大型活動中擔任主持

美國紐約中央車站

人，我學會一個人自住旅行，我結交了好多很好的朋友，這些都是
很好的回憶，這些都是我個人的經驗以及故事。在這一年，回憶實
在太多太多，但因為這些精彩的故事讓我能以更寬廣的心去面對外
來的每一個挑戰。

在佛羅里達州時住的度假小屋外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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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fter school 辦的萬聖節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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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陽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英文學系

在申請進入淡江大學之前，就知道學校有個大三出國留學的計

前一樣的生活，室友是每天都可以看到的，所以有一位美國的室友，

畫，這也是我想要申請進入淡江大學英文系的一大原因，在高中時

當然是美國生活很好的開頭，我記得我到的第一天晚上是星期六，

代就常常受到美國電影、影集的影響，覺得很喜歡美國的文化，在

室友就跟我說，我今天要去兄弟會的一個派對，問我要不要一起去，

高中畢業後，親自來了美國走來一趟，覺得非常喜歡這裡的文化以

雖然坐了飛機坐了很久，時差也還沒調整過，但是這麼難得的機會

及環境，所以進入淡江大學之後，就更加努力的準備要出國留學這

我怎麼可以錯過呢？於是硬著頭皮就去了，那天晚上的感覺很莫名

件事情。

其妙，在一天前我還在台灣吃著小吃看著電視跟家人打屁聊天，隔

直到現在仍然覺得，在美國的生活就像一場夢一樣，現在開始

天我就在放著酷炫音樂，燈光迷濛的美國大學生派對裡面，大家都

打我的留學心得了，代表這兩學期的留學體驗已經到了一個尾聲，

對我很友善，問我很多有的沒有的問題，我室友也善盡了地主之誼

想起當初準備點點滴滴的過程，從開始考托福、辦簽證、訂機票等

介紹我很多他的朋友，在這一年來和室友相處得很愉快，和他們家

等，真的是不敢相信自己已經到美國這麼久，並且完成了這麼多成

人也很熟悉，我覺得有一位美國室友的感覺真的很好，所以推薦大

就，有這麼不一樣的生活經歷，學著能用不一樣的角度看人生。

家再申請的時候可以說自己想要一個美國當地學生當室友。

再來美國之前就有許多想法，不知道美國的大學生活是不是像

雖然學校有很多中國和台灣學生，但是在留學的這兩個學期之

電影裡面演的那樣精彩，我記得離開台灣那天，朋友們來機場給我

間，我告訴自己千萬不可以天天都在講中文，所以我很努力地跳出

驚喜送行，在飛機上讀著他們寫的卡片，覺得心裡與他們很靠近，

自己的舒適圈，去和國際學生還有美國學生當朋友，有時候在餐廳

但是人就離他們愈來愈遠，不知不覺就留下了眼淚，是的，出國留

裡面見到熟悉的臉孔就去和他們聊天，國際處也辦了很多活動讓國

學不是只有開心的一面，留學生的孤獨也是自己要去面對的一件事

際學生可以熟悉彼此，我記得有一天在餐廳裡面和一群歐洲學生聊

情，因為你離開了自己熟悉的環境以及舒適的生活圈，心理準備要

天，隔天收到簡訊，是一個德國男生問我要不要一起去踢足球，在

早點做好才行，學著和自己相處是很重要的。

台灣我根本是和運動扯不上邊的人，但是我還是硬著頭皮去了，一

我到美國之前就已經在臉書上面和我的室友聊天，學校很貼心
再申請宿舍的時候有很多貼心的選項可以附註，所以我就要求一位
美國室友，因為我不希望來美國之後還是繼續使用中文，過著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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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個丹麥男生變成了最好的朋友，我們天天都一起吃飯，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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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加拿大，還有紐約，這學期結束之後，我還要去丹麥和德
國找他們，和他們一起旅遊，至於那天的足球我到現在還很慶幸自
己答應去了，對我來說足球一點也不好玩，但是足球結束後我和他
們一起去派對，認識了更多的國際學生，然後從此以後我們就變成
一個很大的團體，再也不孤單。
對我自己來說，社交生活在美國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印第
安納小鎮，學校其實在一個很無聊的地方，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給你
逛街或是觀光旅遊的，所以平日，尤其是周末，能和朋友一起聚在
一起派對聊天，是在這小鎮上面最有趣的事情了，有時候雖然很累
很懶不想出門，但我還是告訴自己，在美國這段時間很難得，要把
年輕的生命活到極致，所以我對朋友幾乎是任何的邀約都不錯過，

和朋友們一起去紐約玩

雖然很累，而且讀書的時間還是要留給自己，但是我覺得這一年交
了很多很棒的朋友，有了很多特殊的經歷，以後甚至還會在世界不
同的角落和這些朋友相處，真是太值得了。
這一年我去了很多，以前一直很想去的地方，像是紐奧良、邁
阿密、北卡羅萊納羅里、德州休士頓、克里夫蘭，還有一去想再去
得地方，像是紐約、洛杉磯、華盛頓、加拿大、在很多地方都留下
了非常美好的回憶。

和朋友們一起去華盛頓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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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們在美國迷路

去朋友家的派對

我們自己開車去克里夫蘭看 NBA 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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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瑋辰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折但是對現在的我來說，莫非是一段充實生活的經驗談。因為我理
解到這個世界有許多時候是我要小心謹慎，現實並不像我以前內心
所想的單純，很多時候我應該要懂得保護自己，不要太大意的相信
別人或貪小便宜，當時的痛苦和傷心已變成促使我長大的養分。學
校方面也有很大的啟發，一開始真的對自己的英文沒有信心，雖然
念的是正式課程，但是初來乍到有很多時候無法跟上課堂的腳步，
但是我發現學習就要有不怕失敗的精神，畢竟身處在一個全英文
的環境下，我怎麼能放過這個練習英文的絕佳機會！所以我豁出去
了，不要先害怕別人聽不懂，主動勇敢和外國人溝通，漸漸發現自
己的英文能力進步了，上課內容也不再是壓力，更別說生活上也有
很多地方得靠自己用語言去溝通解決，從這些生活細節上逐漸發現
在舊金山認識了很多國際學生，有來自香港與日本和韓國。因為能不害羞地用英文溝通，而能
互相認識，還到處遊玩

自己的英文進步時，從心底為來到美國的自己感到毫無遺憾了。

能夠有機會到國外留學絕對是我人生中最能令我有所成長的經
驗之一。想當初在出國前緊張與興奮的心情，除了腦中對著未知旅
程有冒險的憧憬，同時也擔心自己的英文程度並沒有想像中好，會
跟不上學習進度、害怕交不到朋友或是無法習慣生活等。不過就在
降落在舊金山的那一刻，我只知道接下來的一年要靠自己努力下去
了 ! 因為我不能夠再當依靠大人為我解決問題的孩子了。在舊金山
的前半段時間對我來說可是多災多難啊 ! 像是手機被偷、遇到惡房
東而必須找新住處、網路購物被騙等等。回想當時內心雖然充滿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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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學 校 加 入 國 際 學 生 的 社 團， 並 擔 任 ＂ Language Exchange
Team" 的中文老師。每個禮拜都會有一個小時和其他台灣和中國學
生開課，教導外國學生學習中文及中國和台灣文化分享，這對我來
說真的是個全新的經驗，以前對教學沒甚麼興趣的我，第一次體會
到能把知識分享給別人的樂趣！互相交流語言和文化是一件興奮的
事情，我不只是老師而已，同時能從這樣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得到學
習的機會，也因為這個社團活動讓我認識不少朋友夥伴，大家也互
相邀約到對方的國家旅行，如果未來能有機會擔任”小小台灣導遊
＂，一定會是件很興奮的事吧！在校外我也嘗試安排了好幾次旅
遊，分別到拉斯維加斯、大峽谷、美國東岸五大都市和西雅圖等地

和中文課的老師與學生一起合影

方旅行。和幾個外國朋友到處旅行也是件完全不同的體驗，因為自

真心的覺得這一年到舊金山非常值得，雖然難免會遇到不如意

助旅行可以充分地遊覽自己有興趣的地點，嘗試無壓力的旅行，真

的事，但已經不像以前一樣想要輕易放棄或是依靠別人幫忙。因為

的是件很幸福的事！同時也為此感到自豪，感覺自己越來越像個成

在這一年我學到最多的是獨立和如何解決問題，比起在語言或學業

熟的大人了呢！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到完全不熟悉的地方還能從中感

上的進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生活態度上和人生經驗，因為這些東

受到樂趣。不過在旅程中難免會碰上一些困難，像是身體不適或是

西必定對我未來的人生也很大的幫助吧！現在的我待人處事能夠更

被惡意人士欺負等，但靠著自己的力量從中摸索出解決方式，也讓

圓融、對自己能更有信心、比起怕失敗，能夠更勇敢地先去試試看，

我自己覺得終於能獨當一面了！透過旅行感受到歡樂外，又能學習

我想這些東西也許是一直待在台灣的我，得靠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學

到實用的人生經驗，何嘗不是應證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會的東西。在國外留學的一年裡濃縮了這些人生道理，這一年豐富

的老話啊！

了我的人生經驗，也同時給了我更多時間在未來體會更多試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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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曼庭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很開心大學三年級這一年能夠以淡江大學交換生的身分到加拿

上不會碰觸到的領域，對於我又是一塊新世界，體驗面試、辯論與

大布蘭登大學留學一年，Brandon University 位於曼尼托巴省，是曼

演講讓我緊張不已，但另一方面又覺得新鮮感十足，在這門課上學

省的第二大城市，雖然是第二大，但在許多人眼裡是個小鎮，因為

到了寶貴的知識與經驗，相信對於未來求職有一定的幫助。

不管以人口數量或地方大小來說，都差曼尼托巴第一大城市溫尼伯

布蘭登的生活裡健身佔了我一部份的時間，喜愛運動的人學校

太多了，不過雖然布蘭登地方小卻很安全，生活在這的人們都很純

有提供健全的體育器材，各種所能想像到的都有，而且持有學生卡

樸善良，晚上走在路邊也不用太害怕，最讓我喜愛的一點是加拿大

能免費使用，平常無聊時可以多跑體育館健身，或週五、六有學校

人不太會歧視其他種族，常聽到美國人會這樣，但加拿大人讓我

排球、籃球校隊比賽，一樣持有學生證免費入場，不然一般要五元

感覺到很舒服、很有親和力。生活在布蘭登裡娛樂沒有太多，偶

加幣，除了運動外，學校舉辦蠻多活動的，可以藉此豐富國外生活，

爾和朋友相約去電影院、保齡球館、游泳池等等，逛街購物部分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Battle on the border，與美國的一所大學在美

Shoppers Mall、WINNERS、Walmart、Superstore、Sobey 可 以 逛 逛，

加邊境比賽躲避球，學校會提供交通、T-shirt、食物給學生，非常

以上這幾個地方坐公車皆可到達，持有學校學生證能免費搭乘，只

地不錯，而且可以趁此次機會走走看看美加邊境，覺得這個活動很

是公車不太好等，特別是冬天下雪時公車常會延遲到達，當地人都

有意義，還能和美國學校的大學生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學校也曾舉

很習慣這情形了。平時待在學校的時間最多，因為大約 11 月開始

辦過國際學生日，帶國際學生出去走走，有排球、高爾夫球可打，

下雪、氣溫下降，積雪時基本上不會想要出門，因此平常很專注在

還有 BBQ 可以吃，還體驗了烤棉花糖，趁此機會還能和外國人多多

學業上，上下兩學期共修六門課，Term 1 修了商業法律、資訊科

互動，很不錯的一個回憶，平時在考試週學校學生會也會想出一些

技、策略管理，Term 2 修了行銷概論、經營管理、商業溝通，商業

活動減輕學生壓力，提供免費的文具、零食、pizza 等等，在特定節

法律這門課對於母語不是英文的人來說，是吃力的，因為上課沒有

日上也會有一些小活動，例如：復活節時我從沒在台灣找過復活節

Power Point，只能一直聽老師口頭做筆記，加上又有許多的專有名

彩蛋，第一次在國外體驗覺得新鮮、有趣、好玩。在校生活還有社

詞，每次上課都把三小時的內容錄起來，下課後必須花更多時間去

團的參與，我加入的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Organization(ISO)，還記

複習、聽錄音，雖然艱辛，但出國後的一切都是在挑戰自己，若成

得在國外過生日的我收到來自不同國家的人的祝福，非常開心且感

功地跨越那道高牆，將會有十足的成就感；商業溝通這門課教導學

動，從他們身上得到了溫暖，平時 ISO 也會舉辦各種活動讓國際學

生寫履歷表、面試的技巧、辯論、演講…等等，是平常在台灣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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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參加，例如：看電影、potluck、打保齡球、游泳，我最喜愛的是
potluck，每個參加者帶各自的食物、飲料或零食互相分享，大家就
像個大家庭一樣一邊享用食物一邊聊天，很享受在其中。除了學校
生活外，放假期間也去了溫哥華、多倫多、甚至是美國，走走看看
大城市的生活是如何，有時旅行也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九個月
的國外生活很快地就結束了，一開始還覺得很漫長，不過習慣之後
時間咻地就過去了，幾個月內相信我變得更加獨立，因為在國外沒
有熟悉的人的幫助，凡事都得靠自己解決，雖然有時覺得孤單，但
很珍惜有留學的機會使自己成長，感恩學校給予學生一個這麼好的
機會看看世界。
學生會舉辦的 Outdoor movie 活動，大家一起在戶外欣賞電影，雖然一開始有很多蚊子，但大
家都沒有離開，一同欣賞完好看的電影。

學校舉辦的國際學生日，大家在打玩排球、高爾夫球、享受完美食後一同留下了大合照，這個
活動能夠增進國際學生之間的交流與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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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商學院的教室，我選的課都是商業系的，因此常來這間大教室上課，可以容納不少學生。

這是女生宿舍單人房，宿舍有床、書桌、櫃子、洗手台供學生使用。

這是學校的招牌，後方是商學院大樓，建築物都蠻美的，而且布蘭登大學的歷史蠻久的，有種
歷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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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林怡君
天津大學

工學院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初入天津，便見「山色空濛雨亦奇」之景，高樓霓虹影影綽綽、

城、天津古城、青島嶗山、哈爾濱雪景、秦皇島山海關……還記得

似遠還近，遠處三兩點行人箭也似的移動，看不清卻更顯可愛，原

那天我頂著日頭，成功攀登上八達嶺長城時，眺望山腳處，旅客腳

來天津的夜色比想像中更加朦朧，接機的同學一聽大笑道：「這就

步蹣跚、揮汗如雨卻堅定攀緣而上，每一步腳印下都是前人的智慧，

是霧霾啊！」我有些驚訝，用手虛空抓了抓，又深吸一口氣，一股

透過灰黃石磚，我彷彿窺見明朝萬曆年間的崢嶸歲月。

氣味直衝口鼻，頓時嗆咳不止，卻是愈咳愈加口乾舌燥、喉嚨發癢。

經由五次陰晴圓缺替換，每一次課程洗禮後便如白虹貫日般豁

第一晚便體會何謂「會呼吸的痛」，使我有些膽怯，每一口呼吸都

然開朗，老驥尚且伏櫪，何況二八年華，此次交換計畫成為我在學

是百萬個有害的懸浮粒子， 當初完美的憧憬就像一扇窗，而霧霾將

習路上的里程碑，未來廣博的知識來源不再侷限於台灣，更能海納

它輕輕掩上。

百川，汲取更多伽藍香。

與班上同學合照
↑晴朗時

北京八達嶺長城

↑霧霾時

隨著時間流淌，我浸漸習慣迷濛的視野，有時剛步出宿舍，抬
起頭望見一片蒼穹，我不再置之不理，反而會駐足欣賞，我在中國
學會的第一課，是知足。
當不再視霧霾為阻礙，我逐一實踐窮盡眼波的夢想──北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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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佳煒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

山，人外有人”。北航同學們的學習能力把我們甩出整整十條街，

雪後的北京如同另外一個世界，只可以我沒來得及慢慢欣賞就

這是我四個月來最深的感受。正是這份落差感更加激勵我努力學

要走了。如果拋開北京的霧霾不談，這個城市很美麗！生活在現實

習，就算無法超越他們也不能落後。

中的我們，只能抓住季風帶走霧霾的小空檔，來一場說走就走的出

當初選擇北航是傾慕於北航在大陸教育界的成就，作為 211 工

遊。比起一場匆忙急促的旅行，不如索性住上幾個月，更能體會一

程的代表大學之一，北航在資訊領域表現突出，電腦專業更是名列

個城市的風韻，所以我選擇了到北京交換學習。不幸的是一個學期

前茅，因此我非常希望通過交換生的機會和他們交流學習，體驗北

的時間還是太短，我都沒來得及堆一次北平的小雪人。終於在離開

航的學習氛圍，並從中找到更好的學習方法讓自己學業更加優秀。

北京的前兩天，我看到了一場鵝毛小雪，圓了我在北京看雪的夢。

在北航的第一堂課給我的感覺是這裡的同學非常認真，200 多

生活在南方的我一直沒機會好好看一場雪。我很想登上皚皚白雪覆

人的階梯教室座無虛席。整個課堂過程中，同學們都認真做筆記，

蓋的天安門城樓眺望北平，雪後的世界是無可挑剔的。眨眼間卻到

沒有偷懶睡覺的人。一節課下來，我已經覺得有點吃力，因為整節

了離別的時候，我帶著期望而來，帶著留戀而走。

課的知識量略多，加上我沒有一二年級的基礎，讓我難以消化，只

學習：

能通過課餘時間加緊學習。另外期末大作業是難度相較高的，對我

四個月的北航生活，是我

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在缺少神隊友說明的情況下，我還是按期

在大學生涯裡最不同尋常的一

完成作業，雖然成果不如其他組別，這個磨練還是極大地提高了我

段日子。在北航的學習生活，

的能力。這也是我選擇北航的初衷，有挑戰才有動力，盡自己最大

就是觀察同個時代同個年紀的

的努力做到最好。

另一幫年輕人如何學習。我試

而北航沒有期中退選的政策使得每個人選好課程後只能學到

著用同樣的方法跟上他們學習

底，即使在一段時間後發現自身能力無法跟上學習節奏也無能為

的腳步，最後發現就算在淡江

力，實際上我們的學習也因此受到部分影響。所以，我真心勸告一

拿著優異成績單的我們，也難
以到達他們的高度， “山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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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太航空大學 石碑

句“選課需謹慎”！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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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住在北航校園

一刷就能找到附近高性價比美食。老北京的涮羊肉火鍋絕對不容錯

南門外的大運村公寓，曾

過。

經最為大運會的選手公

娛樂：

寓，後來北航買下來了。

作為交換生，我們

出 門 就 是 地 鐵 站， 走 路

免不了要逛逛校園，逛

10 分 鐘 可 以 去 沃 爾 瑪。

逛商場，再逛逛北京的

北京的公車和地鐵很便
宜，雖然今年漲價了，相
對新北市還是很便宜。公

名勝古跡。讓我記憶最
宿舍——大運村公寓

寓皆為 3 人間或 4 人間，上床下桌，有空調，熱水器，暖氣，獨立
衛浴，條件還不錯。室友同是交換生，男生宿舍的生活簡單帶過就
好——氛圍融洽、相見恨晚。隔壁寢室住的是熱情的研究生學長，
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我們的私人導遊，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幫助，每
次聚餐都搶著買單，都讓我們覺得不好意思了。

深刻的是北京的銀杏，
從十月下旬開始，秋風
一起，那大街小巷裡的

故宮全景

銀杏樹，就像燈一樣，
刷的一下，被點亮了。鮮亮的綠葉鑲著黃邊的，通體黃成一片的，
陽光一照，通體明媚，再趁上藍得沒一點兒渣滓的天，真是明快到
人心裡去了。走在鋪滿銀杏道路上，映入眼簾的是大自然的唯美畫

北京市海澱區知春路 29 號大運村公寓，我能流利地背出宿舍

風，這就是北方的秋天。選個天氣好的日子，去八達嶺長城爬一圈，

地址，因為每次網購都會在看一遍，不出一個禮拜就背下來了。淘

或者心血來潮去奧林匹克公園壓馬路。景山公園、北海公園、什剎

寶天貓、京東、1 號店等，琳琅滿目的促銷活動和誘人的價格，與

海、頤和園、清華北大等等，北京有逛不完的美景。從最繁華的科

學校的高價超市形成鮮明對比，從生活用品到零食外賣，各大營業

技商圈到最古老的胡同，流淌著整個城市的血脈，找個機會親身體

商都試著做到用手機一站式解決。初到學校只買少量必須品就行，

會吧。

其他東西能網購就網購，價格真心便宜。另一方面，團購成為一
大特色，美團、大眾點評、百度糯米等，走到哪吃到哪，手機輕輕

總結：
在北京的幾個月生活裡，我學到的不僅是知識，還有見識。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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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工系的一員，我會特別關注每個地區的科技發展，也當作找工
作前的實地考察。在這個以互聯網為中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時代，
大陸的電子商務發展得非常迅速，已經形成穩定的市場。而市場競
爭更加速了電子設備的降價和普及，阿里巴巴、華為、小米等多家
公司都在競相研發新產品，雖然技術不及國外頂尖公司，但是就性
價比而言非常高。目前許多科技公司的總部都設在北京，北京有非
常多的機遇，對於資訊專業領域的我們來說是一個好地方。如果除
去空氣因素，我會毫不猶豫地往北京發展。
北京，想說愛你不容易！

北航交換生聚餐

北京市台聯聯誼活動“京華情 學子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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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允禎
西安交通大學

商管學院經濟學系

這四個多月以來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事也遇上了各式各樣的人

西安是六朝古都 , 整個城市都是個博物館 , 六百年前的城牆和旁

也顛覆了我從前對大陸的想法 , 許多人對中國總有些刻板印象 , 當然

邊高聳的大樓形成了一幅古今交融的圖畫 , 當初會選擇這個西部的

我也不例外 , 一直覺得大陸人愛插隊 , 隨地吐痰 , 大聲嚷嚷 , 或是大

內陸城市 , 就是看中了它位於大陸的中央 , 到哪都很方便 , 當然我也

陸的生活很不自由 , 所以我想利用交換的機會親自去了解這個國家 ,

趁著這次機會我去了許多地方 , 甚至是一些永遠覺得只會在地理課

也是一個讓自己跳脫舒適圈 , 出外冒險的機會。

本上看見的地方 , 到過了千年絲路、人間仙境九寨溝、帝都北京、

剛到大陸的時候 , 對於各種生活習慣的不適應 , 一度曾經覺得很

一望無際的內蒙古 , 各種壯麗的景觀 , 千年的歷史至今都還難以忘懷 ,

無助很想回家 , 但隨著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 , 不知不覺就融入了這個

旅行過程中我選擇搭硬臥或硬座來體驗當地大陸的生活 , 在火車上

社會 , 也真正的瞭解到這裡的習慣與文化 , 的確很多大陸人會插隊或

總是能認識各是各樣的人 , 但大陸的火車分為硬座、軟座、硬臥、

隨地吐痰 , 但其實也是有很多人都試著在改變這些陋習 , 大陸雖然是

軟臥 , 似乎也將大陸人分成了四種等級 , 從火車上就能看出大陸貧富

個專制的國家 , 但或許也因為這樣才得以快速的發展 , 路上高樓一棟

差距的縮影 , 也看到底層人民生活的困苦。

又一棟的蓋 , 高速公路和鐵路快速的建設 , 電子商務也是蓬勃的發展 ,

有了這次的交換經驗 , 對未來有更多的想法 , 也讓自己在生活上

或許在很多地方都早已超越台灣 , 但在來到大陸之前的我對這些卻

變得更獨立 , 強迫自己做了一些以前不敢做的事 , 了解到自己還有許

一無所知 , 身在台灣的我們與大陸相較之下就顯得非常缺少國際觀 ,

多不足的地方 , 還認識了一群很棒的朋友 , 他們也是我這趟交流很重

大陸的新聞中總是充斥著國際間發生的大事 , 但反觀台灣總是重複

要的收穫 , 很高興自己當初做了這個決定踏出台灣為自己的大學生

播送著一些無意義的新聞 , 這或許也是我們改檢討的地方。

活留下一個不一樣的回憶。

大陸的學生在學業上都很努力 , 平時的圖書館也是一位難求 , 教
學的速度也比台灣快上許多 , 讓剛到那邊的我非常不適應 , 或許大陸
的學生真的擁有一種狼性 , 企圖心很強 , 對於未來也很有計畫 , 他們
早在二年級或三年級是就已經確定自己未來的目標 , 也有很多人地
準備雅思或托福為了能申請上國外的名校 , 反觀自己似乎都還沒找
到自己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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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達翼
復旦大學

商管學院產業經濟學系

為什麼來復旦？

未成熟的產品或市場下不透過諸多法規規範限制其發展，是大陸行

為了尋找自己 ，希望，和生存之道

動電子商務發展能如此迅速的主因，相較於網路上號稱萬里長城 2.0

前言
匆匆那年，匆匆地來到復旦，在上海演著屬於我們自己的小時
代。我們騎著腳踏車，在校園內馳騁，好奇地看著每一寸不熟悉的
風景，不一樣的人、事、物，迎接著上海的洗禮。我們雖然稱不上

封鎖各種網域的動作比起來，可以說是相當大膽的決策。大陸在產
業政策的大方向是我們可以借鏡的，一個新興的產業在發展初期能
受到最小的限制對於後期的表現絕對是看漲的。
關於上課

玩遍大江南北但也算是玩了很多景點，雖然不是餐餐山珍海味但也

我上過最有趣的課是國際金融和貨幣銀行學。課程中老師會與

嚐盡了各種特色小吃，課業上雖然算不上學霸君但在某些課堂上與

我聊很多關於台灣的事，他們很關心台灣的未來與發展動向。像是

老師的討論卻是難忘的回憶。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如願以償，但是任

台灣的房價、服貿、貨貿，台灣的選情甚至還有台灣年輕族群對大

何事都值得嘗試。在最後幾個禮拜的課程中，或許是因為天冷了，

陸的看法等。我不會臆測他們問問題背後的原因這是一個很像朋友

或許是因為想多看這個校園，喜歡一起漫步校園，看著時間黃了梧

間的交流，這種互動是難得可貴的，他也會跟我們分享其他議題。

桐，慢慢地偷走了時間，然而我們的小時代依然持續著。
淺談支付寶與電子商務
想要了解大陸電子商務為何能遙遙領先各國，我相信透過對支

除此之外，復旦身為大陸的一流名校當然有許多資源，舉例而
言在丹麥週的活動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遠從丹麥而來的教授或職員
來學校宣傳招收國際學生而且有很完善的介紹跟一系列的活動。

付寶的使用絕對有莫大的幫助。試想，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app 完成

這場活動也算是讓我開了開眼界。

轉帳、手機話費充值、買電影票、網購的付款、

關於復旦和接待我們的鄭聰老師

或者是在提供用支付寶付款的商家使用支付寶掃碼即能完成付

復旦對我們這些交流生很照顧，對於日常生活和一些該辦的

款的動作等可以算是電子商務應用的一個極致了。縱觀支付寶這十

手續等都由鄭聰老師和相關人員的協助下很順利的完成。至於旅遊

年的發展，產業內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營運模式和安全技術方面，法

則是提供了我們三次的旅行可以說是誠意十足。

律法規的頒布多是市場出現亂象時加以規範，我想大陸能夠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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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淡江給我交流的機會。
大陸尋奇
這是一段 long long story，我去過最遠和最美地方非四川的九
寨溝莫屬，動人的五彩湖，我似乎還記得那美得令人窒息的水色，
然而到了成都的寬窄巷，讓我知道原來四川最辣的不是麻辣鴛鴦
鍋，而是道地的四川妹。除此之外還去了蘇州，杭州，無錫，北京，
南京，山東和泰州等。當然還有上海，在外灘跨年絕對是一個特別
的記憶，從外灘徒步走回北區宿舍 (8 至 9km) 的傳說我認為可以名
留青史了。伴隨著聊天，打鬧，嬉戲的聲音一步步地完成了壯舉，

山東三日遊 中間那個是我

抵達宿舍的那一刻真的是累癱了，但這是值得的，試問還有機會從
外灘走回宿舍而且又是跨年的可能嗎？
年年月月 我們慢慢成長 卻遺忘 多少片段
最好的回憶不是以相機記錄 而是踏著青澀的步伐 以一次又一
次的感動
記錄下旅行中一抹又一抹的歡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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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光華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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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華宏
日本九州大學
很喜歡福岡，物價平易近人，空氣又好，不會有東京的壅塞，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一起，隨便用點東西吃，天南地北的聊，很是開心。

但交通卻還是同樣的便捷，真的是很適合居住的城市。這一年最想

旅遊景點的話，映像最深的，還是位於岡山縣南方的ㄧ個叫「直

分享的是，很推薦多參加志工活動，因為我自己本身在學校並沒有

島」的小島，島上有許多安藤忠雄的建築，還有很多美術館，喜歡

交到比較好的日本朋友，畢竟語言等等有所隔閡，對方也不見得對

建築，喜歡藝術的人ㄧ定要要去瞧瞧，日本也跑了ㄧ些地方，但直

台灣或對你有興趣，但透過很多志工的活動，我個人的經驗是，參

島絕對在我心中排名前五吧！

加這些活動的日本年輕人都比較陽光、開朗、熱情，當然，也就比
較容易跟他們建立起友誼。我參加的一個活動，是在聖誕節時喬裝
成聖誕老人，去送爸媽預先準備好的禮物給小朋友，從按門鈴，開
門到說出那聲「聖誕快樂」，然後看著孩子或是興奮的大叫，或是

在台灣很少有滑雪的機會和經驗，既然到了日本，冬天ㄧ定要
去玩一下，記得要穿防摔褲，因為第一次玩的話ㄧ定會摔很慘，但
超級好玩啊～

受到驚嚇的大哭，都會讓你感到好笑有趣，而且心理會好暖好暖，

一年的時間好快，

有機會一定要參加，會是個很棒的回憶！

孤單挫折落寞的時候ㄧ定會有，

網址如右：http://www.charity-santa.com。

但想想自己只有短短ㄧ年的時間待在這地方，

我參加的另一個，則是一個叫做「nice」團體所辦的假日營隊。

也就會更想珍惜了！

這團體算蠻具規模的，裡面的人也都很棒，他營隊有分海內海外，
還有假日兩天ㄧ夜，或是兩週的等等各種類型，可利用寒暑假挑你
想要去參加，我想，那會給你有機會認識鄉下，或是ㄧ個不太ㄧ樣

受到很多很多人的照顧、幫忙，
其實，想說的，也就是謝謝兩字吧！

的日本。
網址如右：http://www.nice1.gr.jp。
然後，其實在出國前如果可以學點廚藝，我覺得那也很好，因
為可以用料理來交朋友。我住的宿舍是單人房，但廚房則是共用，
隔壁有柬埔寨，中國，菲律賓等不同國家的人住著，有時大家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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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憶萩
日本中央學院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2014 年 4 月，粉紅色的櫻花映入眼簾的季節裡，初次離開家

除了商學相關和日文的相關課程外，我也選了許多的人文、

鄉展開一個人的留學生活。還在他們的春假期間裡，踏入了有些冷

自然相關課程，有社會學、綜合講座和地球環境等等的課程，了解

清的學校和師長們打了聲招呼後，去熟悉了小小的校園。還記得開

社會和自然和人的關係並且深入的探討之間的利與弊。雖然需要繳

學那天，我興高采烈的跟著今年剛入學的新生們參加了入學典禮。

交報告，但是用真誠的寫出自己的想法並且合乎主題都能拿到好分

入學典禮後，在廣場上舉行著小型的社團博覽會，發著各社的傳單，

數。

這一年除了語言的學習、交朋友之外，當然也想到處去走走去認識

選課是很自由的，於是我給自己星期五排了一天休假，讓我

有別於旅遊書中的日本。於是我在體驗過「旅行研究部」一次的社

有充實的三天連假可以完成學校的課業，並且在閒暇之餘去多看看

團會議過後，藉著此社團認識一些朋友又可以一起去旅行的考量之

日本，除了和社團的朋友出遊之外，參加學校主辦的看煙火大會、

下，毅然決然的加入這個社團。六月份一次歡迎新社員的旅行中，

留學生兩天一夜的旅行以及許多的校內活動，偶爾也參加一些當天

好巧不巧地剛好在梅雨季中舉行，星期五的課後，開車一路奔向千

來回的巴士行程，雖然參加的人年紀都偏長，但是是個可以逼自己

葉的南方的勝浦和房總半島，在附有溫泉的旅館裡短暫的休息後，

講日文去做交流的好機會。又或者和同事留學生的朋友去拜訪多年

和大家聊天聊到了凌晨。隔天一早起來一起看世界盃足球一起幫日

前的寄宿家庭，受到日本家庭招待。亦或是自己一個人搭巴士前往

本加油。短短的兩天一夜建立起的情誼，讓我們在暑假的靜岡旅行

距離東京六至八小時的名古屋和京都，和當地許久不見的朋友見

中，玩得更盡興。

面，也排幾天自己的行程沉澱心靈好好的欣賞這裡的不同。

社團活動之外，當初選擇了商學部的我，正是因為對於商

在此趟留學中，感謝這一年中遇到的所有人，總是能耐心的

業和日商體系有所好奇才選了此科目。雖然只在下半學期選上了一

聽著一個日文不怎麼樣的外國人的疑問與請求，也更是感謝淡江大

門人事管理的課程，但是在短短的 90 分鐘裡，課程內容是相當的

學和中央學院大學有此交換留學的活動讓我有了這一年寶貴的留學

充實的，前 20 到 30 分鐘老師會讓我看一些日商徵才企業方面的考

經驗，真的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量的影片，也是幫助正值 3、4 年級就職的學生們參考，再加上管
理單位的一些理論的概念，雖然一剛開始會有很多不熟悉的專業用
語，但是聽習慣後就能更了解課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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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學校的與世界接軌的活動

與上一屆交換留學學姊和寄宿家庭一起共進晚餐

留學生兩天一夜研修旅行中野炊做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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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琬婷
日本北海道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一開始完全沒想到自己會去北海道，一方面擔心自己是否無法

學以及社會人士的社團。每週都會一起去運動，也會辦茶會，體驗

適應寒冷的氣候，一方面對北海道沒有很熟悉。但是還是抱著期待，

和日本人一起做點心，一起辦茶會，一起出去玩，藉此結交到很棒

展開了一年的留學。還記得在飛機上，望向窗外的山巒從原本的翠

的日本朋友，透過和社團朋友們相處，也可以學習到日本各式各樣

綠，變成枯灰，轉瞬間白色覆蓋山頭，看到那景色那興奮的心情，

的事情，是不可多得的好機會！ ( 關於社團有興趣也可以問我喔！ )

是第一次看到雪！抵達新千歲機場，北海道大學有派輔導員來迎接

北海道大學也有很多台灣留學生，可以不用擔心來到北海道

我去宿舍，帶著我去辦大大小小的手續。在全日語的環境當中，辦

自己孤單一人喔！在北海道大學學園祭時，和在北海道的台灣留學

手機也用日文，辦帳戶也一定要用日文，在過程當中也學習到很多

生們一起擺攤賣珍奶的記憶仍然歷歷在目，留學生們也很常一起出

單字，短短的三週裡面聽力和口語能力就成長了不少。

去玩，一起吃飯，一起唱卡拉 OK 等等。北海道大學的留學生活非

我所就讀的北海道大學屬於舊帝國大學。學校的氣氛真的很

常多彩多姿。

不一樣。這次進入的文學研究科，可以選擇的課非常多樣化，可以

北海道是個四季分明的城市，春天可以賞櫻，夏天不只翠

選擇自己喜歡有興趣的課程來修讀，老師們都非常細心指導，有些

綠，還有覆蓋山頭的薰衣草和彩色花田，秋天一整片金黃的銀杏葉

老師的課程很有趣很輕鬆 ( 有興趣可以問我 )，有些課課業比較重，

地毯，以及火紅的楓葉，冬天覆蓋大地的銀白色粉雪，還有其他地

但是透過課堂上的發表，還有和同學之間彼此互相討論的過程當

方很難體驗的滑雪！還記得五月時，校園中還有點殘雪，搭配上粉

中，自己的思維，口語能力，以及視野也大幅度提升。此外，北大

嫩的櫻花瓣，就像在仙境一般的場景，夏天的北海道非常涼爽，來

也有為留學生開設聽說讀寫等日文課程，按照能力來分班，可以去

過一次就會愛上，十一月時，校園中一整排的銀杏葉變成金黃色，

到最適合自己日文程度的班級就讀，課程非常紮實的讓學生可以按

落葉時成為黃金地毯真的美到無法言喻，只能以相機記錄此刻的感

照進度增進日文能力。一個學期下來，真的會驚訝自己的成長。

動！下初雪時，大家興奮得又叫又跳，在雪中邊喊好冷但是還是狂

除了上課之外，如有果時間的話，也可以找打工。透過打工

按快門的悸動心情，是人生中一定要體會一次的。

可以更深入看見日本的社會，體驗日本的職場，學習到日本人嚴謹

感謝淡江大學提供了可以到北海道大學留學的機會，透過一

的工作態度，商用以及生活中的日文也會提升不少，也增進自己和

年的留學生活，不僅日文程度大幅提升，獨立自主生活能力、處理

日本人接觸的機會。我在日本有參加學校外的社團，是結合多所大

事情的能力也提升了很多，看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樣了。透過北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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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課程學習了研究思維，透過打工學習了待人處事，透過參加
校外社團，學習了如何辦活動、製作點心、運動等生活方面的事情，
這些可能都是在台灣待一年也學不到的珍貴寶藏。在北大與世界各
國的留學生交流過程當中，也能夠再次發現台灣的美麗之處，了解
自己的定位以及價值性，覺得是非常寶貴的經驗。

每年六月舉辦的北大祭 ~

春天的北海道大學櫻花走廊

夏天的北海道大學中央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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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的北海道大學校園如同置身歐洲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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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佩璇
日本同志社大學
來到日本留學已近一年，我不會說這難得的留學經驗將會如何
影響與改變我的人生，然而自己確實在這段不同於過去人生任何階
段的新鮮體驗中，獲得了許多足夠回味一生的珍寶。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力，使日文更加進步。
而在學習之外，當然也要適當放鬆自己，並且利用此次難得的
機會，深入實地去感受日本特有的傳統與文化。在過去這一年間，

我一直深信，所謂留學，重點必然不會只在於課業，而是在於

我曾登上過大文字山的峰頂眺望整個京都，亦曾到處去欣賞日本幽

當我們身處於一個全新的環境中，能夠在其中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美獨特的庭園文化，與此同時，日本秋季色彩繽紛的楓葉，冬季的

甚至於感受到什麼。事實上，離開自己從小生長的土地，來到一個

雪景，與春季短暫卻美不勝收的櫻花瓣，更令我感受到日本分明的

新的國家獨立生活，這對習慣安逸的自己無疑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季節感，並讓這大自然中的每一幕成為記憶中美好的一幅畫。而至

然而正因為希望有所成長，有所蛻變，我仍是努力讓自己放下膽怯，

今令我最為印象深刻的，便是在初來到時在晴明神社觀看的晴明

踏出了這至關重要的一步。

祭。無論哪個國家，宗教始終是文化的最佳體現，而當我與眾多日

真正來到日本後，首先令我感到辛苦的，便是如何用自己不夠

本朋友圍在神社周邊親眼欣賞到日本傳統的祭典儀式時，第一次深

成熟的日文，去向對方表達自己所想傳達的意思。這其實真是件說

刻體會到自己是真正來到了日本，在這塊土地上，與他們的人民一

來相當慚愧的事，作為一個已學過兩年日語的日文系本科生，我在

同欣賞這獨屬於日本的文化美。我也終於體會到，只有當我們不再

真正踏到日本這塊土地，並與日本人有過直接的交流後，才真切意

透過媒體，而是親身體驗異國文化的美妙之處時，才能夠將那心靈

識到自己的不足。正因如此，也使我一度擔憂自己或許無法跟上日

的衝擊真實刻劃於心，成為自己的經驗與寶物。

本學校的課程，不過這種不安，卻很快在學校課程正式啟動後，被

人人都說，留學將能夠使人打開視野，並與世界更加進一步接

用心努力的日語教師們打破了。我在這裡透過課程，再一次紮實自

軌，這除了我們離開過往無自覺中束縛自己的框架，來到新的風景

己日文的基礎，使之更為穩固，亦透過各種多樣化的教學內容，去

中之外，能夠藉此機會與各種不同國籍的人接觸，更是一個重要的

學習日語與日本文化的多面貌，在一年後的今天，雖然自己的日文

關鍵。現今的地球已然是一個地球村的概念，而和來自世界各地的

能力仍舊有著各式各樣的不足，但也確實有了飛躍性的成長，更順

人相處，便更能透過實際接觸去理解不同國家的各種民情風俗，並

利通過日文檢定一級測試，成功完成畢業門檻。而接下來，我亦期

且藉由吸收新思維與新觀點的機會，去拓展自己的視野與世界。僅

望自己能夠將這一年的學習作為基石，繼續努力鍛鍊自己的日文能

僅是呆板的接受教育容易使人思考逐漸僵化，唯有不斷接受新的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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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學習換位思考，並用新角度去看待事情，才能使自己的心靈不
受拘束，而能夠寬廣的感受這個世界。
我還無法知道這一年的留學體驗會給自己的未來帶來怎樣的影
響，這可能會是我人生重要的里程碑，也可能只是人生中一段難得
而美好的記憶，但我確實從中獲得了許多前所未有的體驗與感受，
而當我能夠將這段經歷靈活體現於自己未來的生活中，那麼這便是
這次的留學生活給予我最大的收穫。這個世上沒有任何過程會是毫
無意義的，只待我們從中慢慢挖掘，細細品味，將之化為自己的精
神糧食，而我相信這些終將都會成為我們在人生道路上邁進的基石
與力量，陪伴我們繼續前行。

十月份的開業典禮

京扇手作體驗

雙十國慶的台灣留學生會活動

十一月底的東京旅遊

日本九月中旬的晴明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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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環球影城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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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為允
日本早稻田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真的很榮興能夠有這個機會到日本早稻田大學展開為期一年的

這次來日本進行交換留學除了增進自己的專業知識外，我也

留學生涯，在那裡我的生活圈子雖然僅僅侷限於國際法研究室的小

試著去體驗日本當地的文化，我很有幸能在研究室遇到幾位很棒的

群體中，但我也因此認識了很多知心的朋友，在這個研究室裡不只

朋友，因此也體驗了很多一般留學生體驗不到的事物。其中最值得

有日本人，也有中國人、韓國人及巴西人，大家時常在課餘或上課

回味的就是到日本朋友家跨年，與台灣傳統的新年不同，我的日本

前聚在研究室討論課程內容，研究室的學長也會為了我們這些外國

朋友在春節時招待了許多他的大學時代朋友到他家一起跨年，大家

人及低年級日本人開讀書會，盡可能的解決我們的問題。

坐在被爐裡，一邊享用築地的壽司，一邊看著紅白合戰一邊閒話家

這裡的教師通常都有外國留學的經歷，因此在上課時雖然是

常，十足的日式跨年景象。而朋友家也能看到天空樹，只是在午夜

用日本授課，但所使用的教科書及參考資料大部份都是使用英文，

十二點時並沒有像台北１０１以及其他各大城市那樣施放煙火。約

這對專攻日文的我來說有些許的吃力，不過這裡的老師也很樂意向

一點左右大家一起到神社參拜，那裡就像廟會一樣熱鬧，有賣炒麵

我解說英文文獻的內容，使我受益良多。

的，也有賣甜酒。當晚就在朋友家過夜，第二天才回到學生宿舍。

研究室在暑假有辦一次合宿，地點在奈良，這也是我第一次

來到日本後，我深深愛上了日本的文化與景色，不管是夕陽

參加合宿，前一天晚上就和同學一起搭夜行巴士前往京都奈良，之

下的江之島，現代與古典西洋式建築交錯的橫濱，櫻花滿開的皇居，

後再跟老師會合。第一天的行程就像是緊湊版的旅行社行程，用一

或覆蓋在大雪下的會津若松城，都令我念念不忘，雖然在日本的留

天的時間晃完奈良著名的景點，好迎接第二天的重頭戲，參拜位於

學期間已經結束，但如果有機會我還是想回去日本看看，去看看那

三輪山上，據說是最早的神社之一的大鳥神社。這個地方不見一般

充滿回憶，曾經住了一年的地方。

觀光客的身影，連神社的鳥居也不是木造，而是用繩子結成的，十
分的特別，也感受到濃濃的古風，老師雖然是國際法學者，但老師
常常說要了解他國文化之前，首先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因此才選了
三輪山做為合宿的地點，而此行老師也向我們外籍生們解說日本的
古代文化，使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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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渝馨
日本京都橘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時間回到去年的九月，宛如電視劇般上演淚灑機場的戲碼後，

園祭」了！橘大學的學園祭就宛如漫畫一般，許多社團都會上台表

我搭上了飛往日本的班機。當飛機飛向天際時，一種難以言喻的情

演，有些學生還會特別打扮成女僕來販賣食物。留學生們也會聯合

感在我心中翻騰。我的夢想就好比這班飛機一樣，衝上雲霄。一直

一起賣自己國家的食物。

以來出國留學的夢想就要實現了！

剛剛來到日本的我，宛如初生胎兒般對一切的事物都感到非常

在這裡課程進行的方式和淡江完全不同，老師和學生互動的機

好奇。短短的時間內，我走過了京都許多名勝景點。例如，京都的

會較多。上課這件事不再是一味地專於課本文法之上。記得有一堂

地標京都塔、以千本鳥居聞名的伏見稻荷大社、和隨時有舞妓出沒

課老師一上課就攤開了京都的地圖，要大家指出自己想去哪裡玩、

的花見小路通。上學期的空堂較多，有許多的空閒時間可以漫步在

為什麼、那裏有什麼特別的，以及要用怎樣的交通方式到達目的地。

京都的街道上，細細地品味這個充滿古樸氣息的地方。京都四季分

以前背了好多死板板地會話就在那個當下活了起來。在這裡不是安

明，春夏秋冬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可以欣賞。還記得秋天到鞍馬山

靜地聽完一堂課、做做筆記就是一個好的學生，老師會希望聽到大

賞楓時，一片火紅宛如一把火般的美景見了後讓人驚嘆到說不出話

家的意見和想法。因此課堂上的發表和在淡江相比多了許多。除了

來；而冬天京都暌違五十年來下起了大雪，當大雪掩蓋過街道反射

課堂上簡短的發表之外，期末時還要製作 PPT 上台向全班報告。在

著光線，黑夜如同白晝一般；春天時粉白色的櫻花一齊綻放，風輕

淡江時並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記得當初準備的沒日沒夜，上台時

輕一吹便下起了花瓣雨。

還緊張地吃了好多螺絲。

隨著回國的時間越來越近，我經常在心中這樣問自己：「下一

而課堂之外，和日本人的交流與深入京都每個景點是必不可

次能這麼長期地待在國外是什麼時候呢？這一生還有這樣的機會

少。在京都橘大學設有交流室，供大家休息、念書，有些日本同學

嗎？」還有好多地方想去，像是北海道、九州、四國……等等。能

也會到交流室來。在那裏我認識了一個學中文的日本朋友──山口

夠出來留學真的很幸福，交到了不同國家的朋友、親自體會了日本

同學，還曾和他一起到大阪去玩。而山口同學的互動也十分有趣，

的人文風情。親自走了一回之後，才發現日本其實和以前課本上學

在 SKYPE 上我用日文和他聊天，他則是用中文夾雜日文回覆我。除

到的不太一樣。或許者過程之中會遇到一些困難，讓人萌生想逃回

了山口同學之外，也和其他日本人成為了朋友。有時候還會一起煮

台灣的念頭。但既然都已經來到這裡了，就好好珍惜這段時光，努

晚餐、看動畫聊天呢。此外，來到日本這裡最不容錯過的就是「學

力的讓他精采起來吧。否則回國以後會感到後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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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學園祭

2014 年 12 月大阪城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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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辰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有些人，可能一輩子就這麼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機會相見。

我們選擇。本身對綜合文化政策學部的課程很有興趣。「翻譯文化

但相逢自是有緣，在日本體會更深刻。回顧這一年，一開始完全沒

論」的宮澤淳一老師非常歡迎留學生，但由於全為英日翻譯，只好

有心理準備，行李箱裝著滿滿的期待與決心，就這樣憑著對日本的

作為台灣留學生代表孤軍奮鬥。歌詞翻譯、電影字幕翻譯、詩詞翻

良好印象，開啟未知的旅程。

譯等融入生活的課題，是前所未有的體驗。英日文兩者皆非母語，

若隱若現的富士山，燈火通明中東京鐵塔一抹紅，這些只能透

因此要揣摩主角心境與身處不同角度，有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翻法，

過電視螢幕看到的場景，竟然就呈現在眼前，才終於意識到已踏入

對於以中文為母語的我來說，是一大挑戰。但以往在學校，只能單

另一國度。有別於台灣越夜越熱鬧，日本夜晚偶爾幾部車聲外一切

純背誦課本知識，而在日本期間，能學到許多不同的領域，並且透

都很寧靜。日本是個很重視私人空間的國家，從小養成會讀空氣（看

過參加 ZEMI 更深入的探討文學作品，也有機會觀賞到職業級的話

人臉色）的習慣，互相尊重、互不打擾。基於原本就有這樣的認知，

劇演出。另外，「應用社會心理特講」探討藉由服裝與髮型等的改

偶爾走在路上被搭話，反而小小的受到驚嚇。

變，對自己或對他人所產生的影響；「廣告文化論」則是邀請業界

宿舍的供餐，省了我們不少的麻煩，且留學一年期間不覺得孤
單，很多部分都歸功於宿舍。類似身分的一群人，同在一個陌生的
國家，因此容易產生緊密的聯繫。吃飯時共同分享自己國家的教育

職員來分享他們實際上執行了那些企劃，如何讓一個企劃案從無到
有的過程。以上等等課程，讓我對當學生這件事重新改觀，也再度
相信青學是正確的選擇。

制度，偶爾想念家鄉的味道，便呼朋引伴來個熱炒聚會（在日本想

雖然已在台灣取得交流協會短期獎學金，但日本的物價還是讓

吃蔬菜通常都只能吃到生菜沙拉），此時便是將台灣文化發揚光大

身為留學生的我們吃不消。因此等學校環境適應得差不多，便開始

的時機！在這個像是大家庭的空間，偶爾也會舉辦交流活動，活動

努力找打工。一連串的投履歷、約面試、到最後石沉大海，歷經多

結束寮母也會因應季節秀秀廚藝。留學生裡有完全不會日文就勇敢

次無限的循環，開始懷疑 N1 的日文程度根本派不上用場，開始覺

過來闖蕩的，也有本身日文程度等同母語等級的，人有千種百種，

得留學生的身分遭到排擠，到哪都碰壁。這樣經過三個月的跌跌撞

且各自擁有不同的故事，若沒有來走這一趟，我想或許就只能一生

撞、無數次的跌倒再爬起，終於抓住最後一線希望，取得一份離青

躲在溫暖的舒適生活圈。

學近、能自由安排時間、福利不錯，也能運用所學的打工。在暑假

至於課程方面，雖然身為研究生，但大學部的課程都可以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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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卻奇蹟的允許我同時進行。因為企業實習與打工，讓我更加了
解日本的職場型態，且親自體會了公私分明，更加深入日本的生活
模式。飲酒會、歡迎會、懇親會、年尾聚會、送別會等，這些對我
來說也都是新鮮的體驗。所以說，在日本，凡事不能強求，適合的
機會總會在最適當的時機出現。
不知是否因為身處異地，偶爾身旁的同事捎來一句淡淡的關
心、小小出走旅行遇到當地居民的熱情款待都會備感溫暖。雖然很
多人說，日本是個冷淡的國家，但冷冷的空氣中，還是能感受到日
本人以自己的方式釋出善意。在日本生活的一年期間，有的人或許
只與他交談過一次，又或許只是擦身而過，也有的人給予比想像中

留學生一同賞櫻

多很多的協助，這種滲入心底的溫暖，偶爾回想起也能讓嘴角不經
意的失守。日本的空氣帶不回來，但旅程中的風景與相遇的人事物，
種種回憶，將成為我的一部分，也成為往前進的動力。
感謝家人讓我無後顧之憂肆意闖蕩，感謝指導教授提供的推薦
函與不時的加油打氣，感謝國交處給我圓夢的機會，並感謝在日本
認識的所有人。

銀杏季節青學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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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招生

青學主要大道

一個月一次留學生與日本學生交流

送別會與 IEC 職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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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偉
日本城西國際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非常感謝這次淡江大學的留學機會，讓我能夠親身體會日本以

為外國人的我們會因為害羞而不敢接觸日本人，就連日本人也是如

及將教科書當中所學會的東西拿出來實用。來日本的這些日子轉眼

此。在日本語メンター裡面負責的日本學生他們和普通的大學生不

之間已經過了 8 個月，從一開始天天想家的思鄉病，到現在已經好

同，各個都是想在將來從事日語教育相關的、想要更加了解世界的

不容易習慣之後卻要馬上回台的依依不捨，想在這裡和學弟妹們分

學生，所以他們更容易了解我們留學生的膽怯，也是最能夠成為我

享自己的心得跟一些與我所接觸到的日本。

們與日本學生成為朋友的一大橋梁，任何生活上的問題都可以跑到

首先是學校生活。城西國際大學正如學校名字一樣，是一所與
世界各國大學有互相交流的大學，校內有一半左右幾乎都是外國學

メンター來詢問，讓我們學會用日本人而不是留學生的方式來解決
自己的問題。

生。除了有來自美國、加拿大、挪威、匈牙利、巴西等比較遙遠的

日常生活則是偏向個人對自己生活的規劃。有些學生會用有限

歐美系國家之外，也有來自我們亞洲圈的韓國、大陸、香港、台灣、

的請假次數或是選課來充實自己，像是空下星期一或星期五讓假期

菲律賓、印尼的留學生。大家的生活圈可能因為選課的不同而不會

長一些好到處走走跟打工。我則是在平時沒有上課的時候到留學生

交集，但是透過城西國際大學的メンター制度以及留學生中心的校

中心做兼職，一方面可以了解日本的打工體制，並且因為是學生的

外交流活動，我們可以有很多接觸其他除了日本人以外的外國留學

緣故，可以在學習體制之後深入地去詢問一些行為舉止當中的含

生。像我就因為參加一次去鎌倉的兩天一夜活動之後，結交到加拿

意，一方面則是可以更加接觸日本人練習自己的日語。其實在日本

大、瑞典的朋友。而透過結交外國的朋友，也許你原本不敢直接跟

打工跟台灣打工很像，在做事情時有很多時候都是講究態度以及對

日本人用日語對話結交朋友，也變得可以透過跟其他一起來日本學

待人的貼心，只是因為表達的方式不同，很容易造成日本上司跟外

習日文的外國人的對話來練習自己的日文，減少自己對日語不熟悉

國下屬之間的誤會。只要了解對方的心理之後，你會發現日本上司

時給自己的壓力，因為大家都不是日本人，即使文法不對，只要增

純粹只是關心你而已，而不是想要找你麻煩。

加自己開口的機會，進步的速度就會很明顯。

最後想給學弟妹的話是，不管你在台灣的時候日文水平如何，

而メンター制度則是在校內開啟了外國學生跟日本學生之間的

來到城西國際就是放下自己的面子，厚著臉皮去跟語言課程的老師

一個交流窗口，由語言劃分成至少 7 組メンター，像是日本語メン

聊天，跟一般課程當中的日本學生問點話，再到メンター結交日本

ター就是在語言交流中心可以結交日本朋友的好機會。不單單是身

朋友。這樣一年下來，你不單只是跟旅遊一樣到處玩的體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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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能結交到一輩子的朋友，能讓留學更加充實愉快。

2014 年 11 月 29 日東金市聖誕節活動

2014 年 10 月 23 日山武西小學英語會話活動

2014 年 11 月 3 日大學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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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品維
日本津田塾大學
在這一年不到的日子裡，能夠踏出舒適圈一個人獨力處理並完
成大小事是我這個不曾離家獨自生活過的獨生女最大的轉變。在津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驗告訴我，環境確實重要，但若沒有厚一點的臉皮（和日本人當朋
友）和踏出去的勇氣，那麼不可能融入日本生活的。

田塾的大家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日本人很冷漠，因為學校不大，又
是住像松濤館一樣的宿舍，所以大家感情都很好（無論是其他國家
的交換生或是當地日本留學生）。而且也因為是女子大學，上課和
相處都不需要太拘束，就跟一般在台灣上學的感覺差不多。
我覺得要交到很多日本朋友和讓日文快速進步的一大方法就是
加入當地大學生的社團。而日本大學社團和台灣很不一樣的是他們
會混合其他學校一起參加社團，像是津田塾就會和一橋大學一起辦
社團，我在日本參加的社團「ＣＨＥＲＩＳＨ」也是一橋大學的社
團，因為是熱舞社，每個禮拜不免有許多練習，在表演前也都會辦
合宿，這樣不僅能交到朋友還能體驗日本社團和台灣社團的差異。
在來日本之前我其實是個不愛旅行的人，因為我很懶惰不喜歡
規劃行程，但是來到日本後想法就變了，我開始學著規劃每一次的
自由行，從交通、食宿等全都一手包辦，用最少的資金達到最好的
旅行。在日本的這十個月，我幾乎把日本的東南西北全都跑遍了，
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因為日劇小海女而一個人跑到岩手縣的小鄉
下久慈的旅行，現在回想起來真的覺得到底哪來的勇氣，但是也因
為自己的勇敢，讓我看到受震災之害的居民們是如何重拾希望再展
家園。
以前覺得只要有環境，在日本日文固然會進步，但是這次的經

留學 EASY GO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手冊 2015-2016

149

李冠廷
日本電氣通信大學

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首先我要感謝淡江大學與日本電氣通信大學給我這次到日本交
換留學的機會。雖然這一年很短暫，但這次寶貴的留學之旅給我創
造了很多美好的回憶。我在學習之餘，結識了許多日本友人。他們
對我們很熱情，為我們精心地安排了一次次聚會，讓我們得以快速
地融入到日本的校園生活之中。電通大留學生科的老師們也都非常
親切，給初來乍到的我們不論是從學習上還是生活上都帶來了莫大
的幫助。學校為我們準備了浴衣體驗，和服體驗，做年糕，射箭，
雕刻等等豐富多彩的活動，讓我們對日本傳統文化有了更為深刻的
理解。我還通過學校組織的短期旅行瞭解到了人本各地的風土人
情，品嘗到美味的日式傳統料理。除此之外，這次留學之旅還給我
帶來了意料之外的收穫。因為交換留學生們來自各個國家，所以平
時大家的交流都要用到英語，因此在這一年之中我的英語水準也有
了極大的進步。當然我也借此機會得以和來自各個國家的留學生進
行交流，其中也不乏結交到一些朋友。通過他們我接觸到不同的文
化，瞭解到各色各樣的思考方式。這個經歷開拓了我的眼界，讓我
對臺灣以外的世界有了更加具體的瞭解。我還和交換留學生們一起
去攀登了富士山，雖然當天的天氣很糟糕，但征服頂峰並最終看到
被譽為日本最美的富士山日出的那一刻，我們的心情豁然開朗，登
山路上的辛苦就全都拋到腦外去了。右圖為我們在山頂撐起臺灣國
旗的照片。最後要再次感謝老師們和各位相關人員，給了我這一年
在赴日留學的機會，我相信這將是我人生中非常寶貴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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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寧
日本駒澤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日本に来たばっかりの時、N1 は既に受っていましたが、自

本かと思いました。内容の解説だけではなくて、中に出る女性の

分の語学力不足を深く感じました。コンビニエンストアの店員さ

分析もしたり、とても面白かったです。授業外の時間、アルバ

んの言葉が全然聞きとれず、かなりショックを受けました。しか

イト以外、ビジネス日本語の勉強もしました。今まで学んだ敬語

し、日々の勉強を重ねて自分の日本語力が上達していると感じま

の使い方を活用することが難しくて、悩んでいましたが、色々な

した。ゼミで近代日本文学の学習はとても役に立ったと思いま

友達が助けてくれました。日本で資格試験をするのは初めてなの

す。最初は皆が言っ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が、毎週短編小

で、凄く緊張しましたが、無事にビジネス日本語の J1 に合格し

説を読んでゼミで皆の発表を聞いて、質問しまとめをすることが

ました。一番良い成績ではなかったのは残念ですが、良かったで

面白かったです。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に参加して、自分の意見や見

す。

方を皆と相談して、小説を理解する後、討論を通じて「こんな見
方もあるんだ」と感じました。小説の違う見方を知り、実際に小
説の舞台となる場所に見学に行くことで、小説の内容うをより把
握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ゼミで勉強を通じて、日本語だけでは
なく日本の歴史、文化もより一層知ることができ、とても嬉しく
思います。
日本に来て、最初は授業の進め方に驚きました。台湾の教育
では皆の前で発表することをあまり重視しないのですが、駒澤大
学での大半の授業は発表があります。始めは発表することが怖か
ったですが、次第になれてきて、発表することが怖くなくなりま
した。登録した授業の中で、一番印象に残ったのは源氏物語の授
業でした。テキストを見た瞬間後悔しましたが、授業に通って得
られた知識はとても役に立ちました。源氏物語はこんなに面白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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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姿瑄
日本麗澤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日本語文學系

回想起一年前的場景，離開充滿熟悉的記憶和各種生活腳步的

之中學習到德國人性格中的堅強耐力，歐洲人對於人際關係的豁達

台灣，捧著滿腔熱血和沉甸甸的期待之心，踏上了這片陌生的領土，

與獨立。這是來日以前從未預料到的收穫，所謂的「異文化理解」，

我們來到了日本。留學生活在夏末之時正式地展開，如炙熱的太陽

麗澤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來的留學生，從東南亞遍及歐美，只要願

絢爛而光彩奪人，一切都是新鮮的，從莊重的入學式中感受到日式

意敞開心胸和大家交流，會獲得很多有趣的經驗和見聞，也會對自

獨有的嚴謹慎重，各種新生說明會中體會到細心周全、按部就班的

己一直以來的生活習慣和思考模式有所反思，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

處事態度。在整潔有序的道路上騎著自行車，環繞這個新奇的城市，

價值觀可能令外國人感到訝異無比，相反的外國人習以為常的生活

腦中裡轉著日文單字、盡力拼湊完整語句，轉瞬間進入新的生活模

方式也會令我們仰天吃驚，理解這些相異能夠拓展自己的視野，亦

式，每天都充滿著新的驚喜，漸漸在這樣的生活之中調適規律，履

是養成國際觀重要環節。

著輕快的步伐邁向前方。

學校的課業壓力大致上比在淡江時輕， 全日文授課自然對聽

麗澤大學位於千葉縣，距離熱鬧繁華東京只需 30 分左右的車

力幫助良多，文法和單字的學習不如以往繁重，但需要在構思上下

程，但卻同時保有鄉間小道的恬靜，初來乍到的我們更換了總是倉

功夫，例如文章的表現方式，報告的構成等等，須遵照一定的順序

促的心，以慢條斯理的步調游走在街道之間，每周必去的超市，研

及結構，忌諱信手拈來，學期末時須繳交的報告不少，總字數加起

究手作料理，開發新菜色，分享試吃，和同學之間的感情也因為這

來有萬字，對寫文章的確是扎實的訓練。校園的環境明亮悠靜，學

樣的平凡幸福加深了許多。

生人數不多，道路寬敞，春天漫天飛舞的櫻花此刻依然在腦海中飄

精彩的宿舍生活是麗澤大學特色之一，新的寮環境非常舒適，
大致上由 3 名日本人和 3 名外國人組成一個 6 人家庭式房屋，各自

盪，滿開的櫻花季會在留學生活烙下美麗的痕跡，非常推薦校園內
的賞花活動。

享有自己的獨立房間，客廳 , 衛浴設備以及廚房為共用，和日本室

我們在學校裡保囊知識，透過旅行充實心靈，日本各地都充滿

友的朝夕相處對提升日文口語能力具有大幅度的幫助，在日常生活

著不同的氛圍，值得一一體會，北海道的皚皚白雪、九州的豪放風

中的對話中也學到許多教科書以外的實用句彙，除此之外，對於日

情、京都的清境優美、名古屋的歷史軌跡、輕井澤的異國風情、富

本人的想法和思維模式也有了新的理解，我的另一名外國室友是個

士山的雄偉壯觀，言語無法貼切地形容，維有靠雙腳走過，用心感

可愛的德國女孩，雖然和他相處只有短短半年，但我從和他的相處

受各地之美，喜悅之情必定盈滿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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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一年後，不僅僅得到語言能力的充實，連價值觀也受到啟
發，容易接受並理解和自己不同的事物，多了份包容和接納的能力，
也從日本人身上也學到許多值得學習的良好習慣，例如他們在工作
上的謹慎態度、服務業人員的有禮對應等等。慶幸淡江大學給予本
校生留學的機會，使我們走出台灣、增廣見聞，體驗了不同的文化
民情，也更加珍惜台灣獨有的風土之美。

2015/2/27 富士山

2014/9/10 入學式

2014/9/10 入學式

2015/2/27 富士山

2014/10/20 輕井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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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宛儒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我的梨花四季
2014，夏
2014 的 9 月，我離開了熟悉的家鄉踏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國
度，要在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展開我的閃亮亮遊學日記。

時間很快地來到秋天，校園也漸漸轉紅，或許是期中考將近的
關係，秋天的梨大，瀰漫著一股憂愁感，在搭配上滿滿的楓紅，彷
彿置身在電影裡男女主角分離的畫面。而學校似乎也感受到了學生
的憂鬱，特別在期中考前夕舉行了 International Social Gathering，
與我們互動，問問我們在梨大的近況，實在是太貼心了 ! 在溫暖的

還記得剛踏入梨大校園，就被一整片綠油油的校園給震懾住

gathering 後，接著就是期中考了，考試方式我覺得跟台灣的考試很

了，想到我未來的一年要在如此美麗的地方裡念書，心中便充滿了

接近，一樣是透過申論題來表達自己的論點，缺點是無法寫中文啦 !

幸福的心情。

楓葉隨著期中考的結束，也漸漸的飄落，天氣也漸漸的步入零

在開學的第一天，學校就用動人傳統韓國樂曲迎接我們，看著

下，還記得我看到 2014 年的韓國初雪時的那種感動是言語難以表

台上穿韓服的梨大人彈著古箏，從她們身上散發出的氣質，彷彿看

達的，整個人非常振奮，迫不及待地將下雪的畫面與在台灣的親人

到仙女一樣，讓我有種”啊 ~ 果然是女子大學”的讚嘆。除了用音

分享，而親人們關心的不是雪景多麼得漂亮，而是在意我在韓國有

樂歡迎國際學生的到來，還有 EWHA PEACE BUDDY 的熱情，Peace

沒有吃暖、穿暖，這個時候，不論外面的氣溫是零下幾度，心都是

Buddy 是來自梨大熱情的學生所組成的社團，每個外籍生都有一個

暖的。

Buddy，幫你解決我們在梨大遇到的疑難雜症，而且 buddy 都會很親
切地替我們找尋問題的答案，就像是家人一樣，跟在我們身邊協助
我們、照顧我們，真的揪甘心。

在白雪皚皚的校園裡，我完成了我在梨大的第一份報告發表，
主題剛好是要講台灣的民主，透過課堂的學習，我了解到台灣跟韓
國的發展方式其實很像，都曾經被獨裁統治，然後歷經了經濟奇蹟、

在課業上面，我選修了跟東亞政經相關的課程，尤其台灣跟

民主化的過程；但，雖然背景發展都大致雷同，現今的兩國都有不

韓國同為亞洲四小龍，我想透過韓國教授的觀點來了解韓國人是

同的民主發展方式，我的組員對於台灣的”抗議”文化感到非常震

如何看待如今的亞洲、甚至世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門課叫

驚，他們無法想像為何可以佔領立法院來表達人民的訴求；而在韓

做”Politics in Korea and East Asia”老師透過比較南韓、北韓、中國、

國，他們只能透過手持蠟燭靜坐在市政府外面來抗議政府的不公

台灣來讓學生認識及瞭解這四個國家間的愛恨情仇。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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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春，隨著春天的到來，櫻花也漸漸的盛開了，梨花瞬間
變成了粉紅校園，美不勝收。在粉紅校園裡，我的第二學期也開始

這些難能可貴的經驗將使我更上一層樓，希望未來有機會，能
夠再到不同國家走走，充實自己 !

了 ! 有了之前的經驗，這學期變得更加得心應手；不過唯一變的是
心態，在梨大度過了開心的半年生活，我也徹底地體會到自己在學
識上的不足，梨大的同學們各個都像是學者一樣，信手捻來就是一
段有內容的對話，不論是在課堂上發問或是私底下聊天都一樣；除
了學識外還有英文方面，我在這裡遇到的同學她們的英文都流利的
像是母語一樣；因為受到離大學生的刺激，我趁著寒假時間好好的
充實了自己的英文及專業能力，希望能讓自己在梨大生面前抬頭挺
胸。

International house D 房間內部

照片說明 :2014.9. 月張校長率領學校長官參訪梨花女大，相
片背景正是梨大有名的 ECC 建築

與同學到冬季戀歌的拍攝地遊玩

開學時演奏傳統樂曲的樂手

這學期到目前為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由梨花國際處舉辦的
EWHA EXCHANGE&STUDY ABROAD FAIR，我自告奮勇地擔任台灣代
表，且努力地向梨大生宣傳淡江大學，特別是蘭陽校園，身為淡江
大學的學生，我想讓大家知道淡江除了有淡水校園之外還有一個蘭
陽校園，只要有人到台灣的攤位，我一定抓著她們宣傳蘭陽跟淡江，
而我相信，她們也會被我的熱情所感染而愛上台灣及淡江 !!
我在韓國的時間剩不到一個月，我很開心我能夠來到梨花女子
大學交換一年，在這一年內我學到了很多經驗，不管是有形還是無
形，無論是生活上或是課業上，都使我有了新的經驗，尤其台灣與
韓國同為亞洲四小龍，藉此機會，也能讓我比較兩個國家政經文化
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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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EWHA EXCHANGE&STUDY ABROAD FAIR 擔任台灣代表，盡全力的宣傳
淡江大學 &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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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家佑
國立俄羅斯聖彼得堡交通大學
寫下這篇心得的同時，人還在俄羅斯，但我深深得知道這十個
月的俄國留學經驗，將會在我人生畫下深深的一筆。

外國語文學院俄國語文學系

出，或者是從網路上得到資訊，且在這充滿政治宣傳的世界，有心
人想要塑造外界對俄羅斯的意象其實並不難，而我對俄羅斯也產生

2015 年 8 月 22 日從桃園機場起飛，經歷了兩次轉機，來到

了一些疑慮，特別在人身安全上，但當真正生活在這後，情況並非

遙遠的北國─俄羅斯聖彼得堡。身為轉學生的我，當時入學時，可

如之前想像的糟，但也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大城市。在

沒料想到我會有這機會可到國外留學，首先當然要感謝的系上的努

這裡，我經驗過最危險的時刻就是有一次跟朋友大白天的站在街上

力，開拓新的合作學校，讓原本只有一間合作學校，增加到四間，

等人，有一輛車因紅燈停在我們面前，而後座的人搖下窗戶拿出一

而我也有幸搭上這次的機會，踏上俄羅斯的土地，體驗這如謎般的

把槍指向我們挑釁，但最後得知那是把玩具槍，雖然情況緊張，倒

國度。

也鬆了口氣，不過這種事在台灣也是有可能會發生，或許我比較「幸

來到彼得堡的第一天，天氣十分晴朗，一下飛機，領好行李，
帶隊老師已在機場大廳等著我們一行人，搭上安排好的巴士，我們
就往宿舍開去。一路上的景色從樹林，漸漸的變成古色古香的建築

運」在國外遇到這種事。之後我對人身安全部分也不是那麼畏懼了，
其實只要隨時提高警覺，在這也是可以好好的生活，只不過在台灣
我們都過於放鬆罷了。

物，這一刻，我的俄羅斯冒險即將展開。當初選擇聖彼得堡而沒選

當然在這的日子裡，我也碰到了許多我不曾經歷的事，最特

擇首都莫斯科的原因，很大的一部份是因為前幾屆的學長姐給了這

別的例子就是住院了。十二月時因為不明原因腸胃炎而住院，也是

裡非常好的評價，於是就下了決定到聖彼得堡，而非莫斯科，再加

我第一次坐上救護車，但其實並沒有嚴重到要住院的程度，而我就

上聖彼得堡有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的美名，遠在台灣的我幻想

在醫院裡待了一個禮拜，其實用藥後兩天後我就復原了，但醫生強

著，遊走在隨處都是百年以上建築物的街道，少了首都瀰漫著過度

行留我在那一個禮拜，等報告出爐，事後俄國朋友跟我解釋，或許

開發以及商業競爭，步調相對緩慢的彼得堡，自然成了首選。

是因為我是外國人，對我也就格外小心處置，我也就釋懷了。之後

第一次要面對離家千里的我，說實在並不算太緊張。對我而
言，課程之外我更想要體驗的是這裡的生活方式，但截至目前的生
活體驗，也讓我深深的了解到台灣的生活的確是非常的方便、舒適、
安全。在來到俄羅斯前，我對俄羅斯的認知全都是來自別人嘴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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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私人診所看一次，相較下台灣的醫療照顧可說是方便、快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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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從小生長在台灣的我，其實一直都非常想在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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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到台灣以外的國家看看，很慶幸系上有這樣的機會，剛好一
圓我到國外生活的夢想，我一直覺得趁年輕時到台灣之外的地方看
看，絕對會比出社會之後在到國外更有不一樣的感覺，且更深刻，
甚至可一輩子回味。人生不同階段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定也是不同
的，趁著年輕到風俗民情完全不同的北國俄羅斯留學 10 個月，在
課業上不僅可以將書上所學的付諸生活中實際使用，並也在青春年
華中深深的畫下一筆燦爛。

俄羅斯醫院

莫斯科特列季亞科夫畫廊
浴血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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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朋友家煎布林餅

冬宮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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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珮筠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
在莫斯科已經過了七個月多的生活了，我可以先為大家帶來第
一個好消息就是，我相信其他所有同學們的留學生活都比我更精

外國語文學院俄國語文學系

也會問你周末做了什麼有趣事，即使沒有發生有趣事，還是要有冗
長的發言，發言就是課堂是最大的宗旨 !

采，也非常值得向大家分享，在這裡我就只能先簡略概述一下這裡

學校宿舍，靠近地鐵站、公車站，明亮安全，價格合理，設備

的情況。第二個好消息，現在即使在莫斯科的課程還沒有全部結束，

齊全，有公用大廚房，也有免費乾淨洗衣間、閱覽室、小商店，還

我就可以很肯定地說，在這裡的收穫非常多。有的人可能是在聽力

有小健身房，桌球桌，鋼琴。在宿舍裡也有很多俄國人或是外國

方面進步很多、有的人是口說很順暢，或是有很多機會閱讀文章，

人可以認識交流，還有大陸人開雜貨店，賣餐盒或零食，生活一

看俄文報紙、宣傳單。在這樣的環境裡，讓我們學得去接觸全俄文

切都很方便，附近有一些好吃咖啡廳、電影院、超市、銀行，還有

的東西是一件很正常也是應該的事情，例如：很想要看最新上映的

АШАН!

電影，那就走進電影院看俄國人重新配音並且沒有字幕的版本，剛
開始很不習慣，也覺得很困難，但是抱著很想要知道電影的劇情加
上學過兩年的俄文基礎，看久了總有一天你會懂電影再演什麼，所
以這就是更進一步了。
在課業上，我覺得很幸運的是，ЦМО 裡面的老師們對待外
國人學習如此複雜的俄文大部份是有耐心的。一個班級最多不會超
過九個人，同一班最多三、四的台灣人，其他同學來自各國，各個

從宿舍坐車去上課，大約要半小時，先坐地鐵 / 公車再轉有軌
列車。
在莫斯科的交通很方便、很完整，也有很多種方式，所以大家
常常到很多更遠的方去玩、去逛街，只從宿舍到上課的地方的話，
算是很方便的了，而且有學生卡所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價格都很
便宜。

年齡層，都是為了學習俄語。除了選修課之外，星期二四五從早上

克服了寒冷天氣和沒有很多變化食物，又加上遇到盧布大貶

10 點上到下午 3 點，小班制的上課方式是以瘋狂發言為主，老師會

值，我覺得大家在這裡是過的還不錯，也買得很開心，因為很多東

很自然地覺得你應該要會表達，這也會促使我們無範圍地去學習新

西都比台灣便宜的多，在這裡不管是課業上還是生活技能上，我相

字，除了以教俄語語法為基礎之外，也會提出一些思考性問題，請

信大家都有很大的進步，很多地名可能是課本上讀過而已，不是有

大家聊聊自己的想法，或是聊不同國家的差異性，跳脫課本盡量口

很大的印象，但是在俄國就有機會到不同的小城市去看看，也更深

語化地表達出來，對我來說，困難程度超過所有的俄文文法。老師

刻的認識俄國人文風情，現在就有很多同學不僅可以說出地名，還
可以形容那個小城市的樣子和感覺，而且在出國前都聽過很多的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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嚀和在俄國的注意事項，但是真正接觸到莫斯科人之後，發現他們
雖然真的外表冷漠，但是他們還是很樂意也很主動幫助外國人，在
路上也會願意給你一個微笑。相較來俄國以前，在俄國給我的感覺
和以前的印象完全相反。
結論，俄羅斯是一個很值得探索和認識的國家，即使到現在，
常常還是會有很多不同的發現，很不同於台灣的風俗民情，還有各
式各樣參觀不完的教堂、博物館，更多美麗的自然風景，在生活上
雖然不像我們習慣的台灣那麼方便但是還是過得好好的，而且生活
上處處充滿驚喜，課業上的學習雖然很困難但是可以獲得很多不同

紅場夜景

勝利公園

的學習資源，所以收穫良多 !

復活節彩蛋裝飾
莫斯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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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勻翔
俄羅斯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俄國語文學系

莫師大其實算是一個對學生照顧很周到的學校，在這裡各科老

很多采多姿就看個人怎麼過生活，像我很常出門，幾乎每天都會去

師都很關心學生的生活及近況，課程上聽說讀寫都有，文法、文學、

走走。我一直抱持著之後要再來這很很麻煩的想法，珍惜在這裡的

文化的科目都有上。每科的比重都不輕，真的需要花時間在課業上，

每一天，常常亂搭地鐵到不知道的地鐵站就開始往下一站的地鐵站

平時上課老師們也都會請同學分享在俄國每一天所發生的事，有助

方向走。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不一樣的莫斯科景色，莫斯科是個很

於我們練習口說及聽力，上課能力分班而且都小班上課，所以很可

大的城市，很容易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以照顧到每位同學。

莫斯科也算是一個網路很發達的城市，不管到哪裡都有 wifi、

宿舍方面設備一應俱全，該有的都有，與中國人日本人住同樓

咖啡廳、餐廳，地鐵上也有，很方便。在這裡都有很多個美術館博

層。平常宿舍的管理最注重整潔，不定時會派班導到同學們的房間

物館和展覽可以參觀或參加，可以讓自己可以增進一點文藝氣息。

檢查，課業上當我們出現問題時，班導會積極地幫我們解決問題，

在這裡為了讓生活更充實，我去了在莫斯科的技嘉工讀，每個禮拜

他常安排自己認識的俄國學生們來跟我們練習俄文聽力及口說。因

上班兩到三天，時間不一定。技嘉會以個人的上課時間而有所調整，

為莫師大有中文系，所以念中文系的俄國人會主動帶我們出去玩。

主要工作內容是倉儲管理，負責包裝公司產品並寄出，平常也要以

平常上課就在宿舍的樓上的教室，所以不需要通勤上課。在莫斯科

俄文或英文跟分公司聯絡產品狀況，收信跟回信給廠商們。公司裡

的交通很方便，可以搭地鐵、有軌、無軌電車跟公車，不管到哪裡

是很和樂的地方，同事們大都是俄國人，平常工作之餘可以跟他們

都很方便。莫斯科交通卡有學生方案，只要有學生證都可以辦理，

用俄文聊天來增加自己俄文的聽力及會話能力。

每個月公車 230 盧布，地鐵 350 盧布，每個月總共 580 盧布就可

莫斯科是一個很容易讓人著迷的城市，節慶很多像聖誕節，復

以搭任何的大眾交通工具“無限次”。生活方面，現在莫斯科算是

活節，勝利日都有很多活動可以參加。它很衝突，在街上同可以看

一個很安全的城市，越來越進步，對外國人雖稱不上親切，但也越

到洋蔥式教堂和蘇聯時期所蓋的公寓，同時頭轉個方向又可以看到

來越友善，越來越可以接受外來的文化。服務各方面也算貼心，其

很現代高樓大廈的建築，這個地方真的很值得來，只要有心在這裡

實不像大家在台灣說的俄國很危險、很恐怖，警察愛亂抓人，當然

可以認識很多俄國人，也可以讓自己的俄文進步很多。

警察盤查是公事之一，連當地的老師也說那就是他們的工作內容之
一，但我們都是合法入境，所以沒什麼好擔心的。在這邊生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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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外風景
莫斯科夜景

夜晚的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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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芬雅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語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從桃園機場出發，單槍匹馬踏出國門

前來修習德文課程，在台灣，系上並無開授第二外語，所以希望自

開始，我這一年的交換生活，心情從最一開始的期待、出國前的緊

己能夠抓緊機會多學習一個新的語言，在國外一年全德語的環境真

張與忐忑不安，再到抵達後的怡然自得。

的幫助我很多。從剛開始來完全聽不懂，只能靠著英文與他人溝通，

來到維也納市，一個完完全全獨立的開端，以前在台灣，雖然

而現在的我卻已經能夠在這邊完全生活無障礙，還能用德語與當地

與同儕相較之下已經相當獨立，但在這裡，從一下飛機到這從未來

人聊天，這種明顯的進步是我所想不到的，也著實讓自己很感動，

過的城市開始，舉目無親的情況下，就需要靠自己一個人完成許多

發現原來自己學習語言是無極限的。

大小瑣事。當然，很多準備工作在台灣早已悄悄的開始。

維也納大學是個世界排名很好的名校，他更是德語區最古老

對於交換生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取得簽證與住宿，以奧地利來

的一所大學。所有一起上課的同學更是精英，在這裡我需要花比別

說，學生必須在台灣準備好所有的資料並且送件，到了當地才能取

人更多的時間來研讀上課的教材，因為我在這裡完全跳出自己原來

件。在台灣為了準備簽證事宜與大二的課業早已搞得蠟燭兩頭燒，

的領域，選擇了企業管理的相關課程，雖然讓自己壓力很大，並且

到了這裡後卻又得再歷經漫長的時間等待，由於被通知自己的保險

極度疲憊。但卻在這一年學到了許多不一樣的新知識。在某一堂課

未通過審核，必須在奧地利再投保當地的健保。為了取得居留證往

程也因為組員問題而導致整個報告破滅。這證明有些事並不是出國

MA35( 類似台灣的移民局 ) 跑了不下五次，終於在我利用申根免簽

了，事情就會不一樣，在這世界上的每個角落都會存在著類似的問

進入歐洲的第九十天取得了居留證，讓我鬆了一口氣。

題，但遇上了也只能想辦法解決。

住宿也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維也納大學並無提供所謂的學

出國這一年其心境上轉變很大。以前的躁進，現在的悠然。以

生宿舍，所有的學生必須在外自行尋找，其方式無論是透過宿舍組

前的鬱悶，現在的面對。我不敢說這一年我成長、學習成為頂尖高

織機構或是自行承租公寓均可。每年到維也納交換的國際學生有成

手，但我卻敢說在這一年中我在找我自己，找到最真實的自我。我

千上萬人，宿舍是非常搶手的。即便我早在三月間就已提出申請，

認真讀書，想辦法追上大家的腳步。我努力學德文，試圖融入當地

卻也落得差點找不到地方落腳的下場，所幸在最後一刻得到了住宿

的生活。我一個人旅行，發現世界的美好。我，找到回台灣的動力，

意向書，維也納的住所終於拍板定案。

發現台灣的迷人之處。

維也納大學在十月才開學，而我選擇在七月底出發就是為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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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大學主樓外觀

宿舍房間內部

欣賞歌劇

維也納大學 Campus

留學 EASY GO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手冊 2015-2016

164

森田恭介
捷克查爾斯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choose Taiwan for my bachelor, I was really motivated and had certain
incentives. Why? – I believe that studying in Taiwan grows me up
and it would be my big advantage. Now I am totally sure what I was
thinking was right even it was kind of speculative and spontaneous
investment in my life. Back to the question; why did I choose Prague?
The answer is the same; I believed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me in
Prague and I am 100% sure it was true. From next paragraphs, I will
write about how basically I live in Prague and studying in Prague.
Vltava, Prague

"Why did you choose to come to Prague?" I was asked this
question more than hundreds of times. Mostly I answer, "I am interested
in Czech language,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probably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reasonable- I love Czech beers" something like that. To
be totally honest, I am still not sure I can answer properly to this kind
of question with some very certain reasons.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I think I should look back my first crazy decision. Before I
went on Tamkang University, I was thinking about studying Chinese or
Czech in Japan even without any strong reasons and I was very curious
about politics at the time, however somehow I chose to go on Tamkang
University and study political economy in Taiwan. This was the first
crazy decision in my life. Even though I could not explain wh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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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ball competition among universities in Prague

Probably most people think that people, especially Asian students
studying in Prague must travel a lot. Yes, this is true and Czech
Republic is called “the heart of Europe”, which means centre of
Europe so that people easily go to neighbor countries. Man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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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ly go to other countries. But unfortunately, I did not go to other
countries as many as other people do. (I went to Bratislava, Italy, and
now I am on the bus to Budapest.) Then, what did I usually do during
my staying? In weekends, I sometimes go to other places within
Czech Republic with friends for hiking, picnic and so on. And there is
Charles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lub, which holds some interesting
events almost every week. So sometimes I joined those events. Last
week I went to canoeing trip with that club and it was first time to
canoe for me but it was awesome. And it is really good way to know
some new people in trips since Erasmus students or exchange students
come from many other countries. In summer semester, since many of
my friends were Erasmus students and they stayed in Prague only one
semester, number of my friends is suddenly decreased. So I decided
to start something new. Then I found some Erasmus students who are
come from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are playing football in Prague so
I stared to join them. I played football almost every week. And there
were some football tournaments in April and May. I really enjoyed it
and it was good for refreshing my brain, which is exhausted by lectures
and bunch of assignments.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watching World Cup
games with them now.

Typical Czech BBQ

Finally, I will write about my studying here. Now I am studying
economics. Lectures in Charles University are very interesting and
practical. And of course, most of the time, they are tough. I am taking
some master level’s lectures, too so it was not few days spend whole
my day in the library. But Studying in Charles University was really fun.
It was nice experience that we went to the pub after the lecture and
discuss some topics with beer. Especially, my statistics professor was
very frank and friendly, and almost every week we went to lunch after
the class. Except lectures, I leant some languages. My friend kindly
offered me Czech-Japanese language exchange, so we met once a week
and practiced our languages. Then realized how difficult Czech is, which
I did not feel when I was learning Mandarin, also how difficult to
teach Japanese. And my Mandarin, which I was worrying that after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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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of staying here, I totally forget how to speak, but unexpectedly,
there are a lot of Mandarin speaking students, who are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in here. Sometimes hung out with them and talked in
Mandarin. Overall, my staying in Prague was really amazing and I was
sure it could be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before I came to here. I learnt
many things not only economic theories but also different cultures,
time management between studying and playing and so on. I am very
appreciating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I will enjoy rest of my
staying. Thank you.
Hiking in Vyšehrad, Prague

Christmas tree in Old Town Square, Pr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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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婉妘
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法國語文學系

剩下最後的幾分鐘就要離開…背著背包、手上拿著護照和那張

三月最大的活動 : Le tour du monde en 80 plats 環遊世界 80 盤

前往法國的機票，看著家人們不捨的神情，當時我愣住了因為就在

和同學一起製作”台灣你好 Bonjour Taiwan”字樣與圖案的 T-shirt、

這個瞬間我真正意識到 : 從現在開始，真的要一個人獨當一面了。

到接待家庭準備台灣的特色美食，連續 2 天，和許多從來不知道台

就算有再多的情緒，還是必須鼓起勇氣轉身前往寫著”出境”的出

灣或是有聽過卻不了解台灣的法國人推銷介紹珍珠奶茶、蛋餅、魯

口。

肉飯。藉由一堂課、一個活動、一份作業，讓我有機會看見這個世
剛開始到法國要辦很多手續有些累人，不過也在這些辦事的過

界，真的很有價值 !

程中瞭解到法國人處理事情的方法，真的是和台灣很不一樣。也因

除了在課業上有很多收穫之外，也在生活中、旅行中也學習到

為他們的態度與待人處事的方法，讓自己學習變得更包容更有耐

很多課堂上學不到的事。例如有一次在社區的廣場，被一位高中生

心，也更堅強的去處理困難，冷靜的面對問題。

用射門的姿勢把足球踢向我，很生氣很無奈。但他們說著 :“成功

分班考後，學期開始，我的班上只有我一個台灣人，其實有點

了 ! 又是一個亞洲人 !”那天 2 度，冷冷的天，被踢到其實很痛，

緊張，但是在 CLA 老師們循序漸進的帶領下，逐漸和班上同學彼此

但是我沒有感覺…只是，瞬間，好難過，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可以

建立起友誼；學校的老師上課內容非常豐富，不僅訓練我們的法文

被當作連人都不是的對待；相較於法國國旗的意義 自由、平等、博

能力，更培養我們對各種社會議題的看法。不同國籍的同學，在討

愛 諷刺到了骨裡。

論社會議題時，因為不同的文化背景，讓我學習到各種用不同角度
來看待事情。

有些時候我無法為別人解釋，亦或是我無法對我自己交代出一
個合理原因。我們無法改變一個人，我們無法消除社會文化上的一

和同學一起在宿舍 k 書的時光也是我在 Besançon 的難忘經驗

些記號或是刻板印象；但至少，這些五花八門包羅萬象的事，讓

之一，大家一起查字典，互相練習推敲文章段落的涵義，共同努力

我學會去試著瞭解、去思考、去擁有一個特殊的體會或是一個新

完成作業比一個人埋頭苦讀的過程使我們更有學習的動力。每天收

的認知，去學著如何重重的提起輕輕地放下。“On voyage pour

聽法文的廣播，雖然很痛苦，由於廣播的說話速度很快，但也藉由

changer, non de lieu, mais d’idées.”「我們旅行是為了改變。不

這些方法訓練聽力，進不了不少。練習閱讀法文新聞也是一項挑戰，

是改變地方，而是改變想法 。」出自 Hippolyte Taine 法國哲學家

除了基本的查單字，也要了解法國的社會經濟各種議題。

(1828-1893) 也許這就是對所有出門在外，不管是旅行還是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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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完美的解釋 !
在瑞士感受到有別於法國的歐洲風情、在巴黎艾菲爾鐵塔仰望
她閃亮的燈光、在史特拉斯堡看見那獨特的建築風格、在英國泰吾
士河旁參加跨年煙火、在維也納史帝芬大教堂欣賞那獨特色彩的穹
頂、在布拉格夕陽時分望著金黃色的查理士大橋、在夜晚裡星空照
耀波光粼粼的吐魯斯加隆河上的古老大橋遠望整座粉紅城、在尼斯
看著像是罩著一層紗，一點點透明一絲絲迷濛的海水拍打著小型橢
圓石的雪白浪花 ... 從在台灣看旅遊書的照片到現在親自感受，頓時
真的有一種美夢成真的感受 : 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運最幸福的人 !

艾菲爾鐵塔 夜景

上學期 B1 5 班級合照

旅途中總有好像快要迷路的不安與安全上的顧慮，但也讓自己變得
更勇敢的去闖蕩去發現這個世界。

在法國的生活，每天都是一種練習。練習法文、練習照料自己、
練習處理旅行中的突發狀況、練習一個人度過寂寞…回想起出國時
的徬徨與不安，也許現在的我更有勇氣、更有耐心去克服以前自己
不敢獨自面對的事物，不再是那個站在出境出口旁一愣一愣的小女
孩了。

吐魯斯 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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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 B2 4 班級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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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瑜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人坐在阿姆斯特丹東區 coffee company，天氣晴朗，周圍人們

因為是一個人生活的緣故，大大小小的事都得自己來，洗衣燒飯打

來來去去講著荷蘭文，在歐洲待的這年早已習慣周圍的語言是自己

掃倒垃圾便是我們的例行公事。再者，在里昂三大，課程不會很滿

所不熟悉的，也深深體會到文化的多元與差異。今日白雲飄的特快，

所以學生有許多課餘時間需要安排自己的生活，不然就會傻傻地在

猶如此年的漂移，一眨眼在約一個月我即要回台灣。剛在選擇時還

宿舍裡發呆，所以漸漸的我學會如何運用分配時間讓自己的生活得

考慮幾秒自己是否是”留學”此選項，難以置信自己在外生活也要

以充實。課程上，因為是交換生計畫的關係，同學們都來自各個國

一年了，所見所聞、內心感想是短短 1500 字難以描述的。

家，在課堂當中很明顯可以看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報告當中去學

很多日子裡，當自己到了一個新的環境，那是一種思緒持續進

習如何和不同國家的人溝通合作已達成團隊合作的目標，藉此了解

行的狀態，像是無法停止思考一樣，新的人事物總是接二連三地進

到自己的不足與優點，並學習尊重不同文化。在宿舍，我與鄰居關

入你的生活當中，常常是處於一個還沒準備好也得面對的狀態。當

係良好，現在依舊記得我們交流彼此文化、自己國家特色與分享食

然，也有沒發生甚麼新奇事物的日子，所以叫【小日子】是因為感

物的夜晚。

覺發生了太多事，但又與原本生活圈的人近乎沒有交集，換了個生

我認為學到最多的時刻總是在旅行的途中，因為歐洲地理位置

活圈生活的自己與新生活圈朋友路人互動那些短暫卻永留心中的回

與廉價航空的緣故，我去了非常多的國家，知名的旅遊景點甚至是

憶，人路上的每個人每件事都慢慢成就著我這簡單卻不平凡的交換

旅行團不會去的小村落，體會到了人們多元的生活方式，有時候後

年。

看到當地人的生活方式與態度，心中不免驚訝：「哇！原來還有人
初到法國的我因語言不通難免緊張，幸好去學校的第二天就認

過著這樣的生活啊！」在旅行多次後，漸漸地我學會與自己相處，

識了未來人生的姊妹，此年交換最重要的朋友，張大鳥，讓我學習

眼界也更開闊了。透過旅行我更了解自己，學會了獨立思考，也慢

到人生難得的一課，雖然人生路上難免遇到種種挫折，但好友總會

慢體會自己未來想過怎樣的日子、了解甚麼對於自己是重要的。又

伴你攜手走過。以前難免羨慕在外念書生活的人，自己來法國後才

由於常常自己當背包客使用 couch surfing 住當地人家，或者在青年

得以體會其實在國外唸書不容易，不是像想像中的那樣輕鬆美好，

旅社與各國青年們交流，遇見了一些重要的朋友，深刻體會把握當

有很多課業上與生活上的大事小事要學習與面對。舉例來說，大部

下的重要性，因為旅行當中那些與你交集的人僅僅那幾天甚至只有

分我認識的朋友們在過了第一個月後，我們都學會了如何煮菜，也

幾小時，未來人生旅途上會不會再見都很難說，人生就是這樣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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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緣分，使得人們彼此相遇，每個人在我們的生命當中都帶給
我們一些啟發，然後離開或者一直都在。所以說，旅行真的是一個
很好的尋找自我過程，此年我也透過旅行理解到原來自己是個喜愛
寫作的人，我親自驗證了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我想叫這
一切剛剛好。當個有能量有愛的人。當然，旅行之中一定有好的際
遇或一些需要勇氣才能面對的課題，但不論在學校或旅途中，我都
一直再向前。
最後，能來法國交換真的很感恩，一年當中好幾次覺得自己是
非常幸運地，感謝我有支持我的父母給我讓我在外面能勇敢地闖。
也感謝一路上幫助我、教導我的人，與那些旅途當中碰到的朋友，

僅僅待了一個月像別墅的寄宿家庭，讓我體驗了真正的法式生活。

此年都是因為有你們才如此豐富。當初選擇來法國的主因是因為想
學習獨立自主，現在得我了解甚麼是獨立，也覺得事實的依靠是必
須的。

Gestetud 宿舍一角，那個我獨自消化一切情緒的小空間，里昂八區 Villon 站，充滿回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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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朋友在柏林當了第一次的背包客，用 couchsurfing 住在陌生人家，對人們彼此間的互
信感動。
里昂燈節前夕街頭藝人與小孩，後為里昂我最喜愛的地點，Fourviere 大教堂。

那些與鄰居煮飯、分享各國文化大聊到半夜唸詩的珍貴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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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好友們參加課外活動去滑雪時在阿爾卑斯山上拍到的美景，用此圖投稿自己在滑雪時有感而
發一些對生命的感觸，並得到了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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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苡璇
芬蘭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芬蘭，一個怎麼都不會想到的留學國家。

洲其他國家的交換生，他們都很習慣開口表達自己的想法，而我總

「你大三出國留學去哪裡呀？美國？英國？還是澳洲？」大部

是怕自己的回答不夠完美，或是沒有自信說出自己的想法。在芬蘭，

份的人都會有同樣的疑問，覺得出國留學一定要去英文為母語的國

不管這個想法有都荒謬，有多不可行，每個想法都被珍惜，都被尊

家。

重，而且可愛的芬蘭老師都會給你一個非常正面的肯定，在幫你導
不知道是我個性比較叛逆，還是單純不想跟大家一樣，我總是

不假思索並且非常驕傲的回答「都不是，我去芬蘭交換。」
「芬蘭？怎麼會跑去北歐呀？很冷欸！」大三出國這一年，和
別人不一樣的是，我體驗了極地寒冷的冰雪北歐；接受了被稱為世
界的秘密——最成功的芬蘭教育；習慣了芬蘭自然悠閒，互相信任，
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向相對正確的答案。
芬蘭的圖書館也一個讓我十分震驚的教育衝擊。以我對圖書館
的刻板印象就是一個非常安靜，靜到一根針到地上都能聽見的地方；
一個只有大考小考前會去的地方；一個除了利用書和電腦學習，沒
有其他功能的地方。這次我徹徹底底的錯了，走進芬蘭圖書館像是
走進了兒童室內遊樂園般，有穿著白雪公主和睡美人的圖書館工作
人員，有專門為小孩設計的家庭讀書室，有為青年設計的下象棋區

芬蘭在北歐，它很冷，冬天的時候，太陽都不愛露臉笑，甚至

與影音區，有一排沙發和可以輕鬆讀書書桌，當然有不可少的大量

在北方，有時候只出來 2 個小時，生活在這裡的人也沒有那麼活潑

書籍和電腦……芬蘭把圖書館打造成一個獲得知識的樂園，而不是

開朗，但是在看似冷酷無情的外表下，內心藏著的是童心未泯，互

那個遙不可及的殿堂，裡面有安靜讀書的考生，但是也有討論激烈

相信任，善良的「聖誕老公公」。而夏天的時間不長，但陽光總是

的學生，有認真下棋的老人，但是也有嬉戲打鬧的兒童。芬蘭的教

不吝嗇的照耀萬物，這顯得芬蘭人更懂得珍惜這份溫暖。

育之所以這麼成功，是因為他們鼓勵大家快樂學習，自由成長，有

剛來芬蘭上課的時候，這邊的教學方式很不一樣。在台灣上課

了對知識的渴望，才有這個「活到老，學到老」的想法。

時，老師講學生聽的模式；報告時，讀稿或是背稿的方式；考試時，

森林佔了芬蘭土地絕大部份，進而蟲鳴鳥叫，成了芬蘭生活不

原文書找答案背答案的形式，在這裡完完全全不適用。從第一堂課

可或缺的一部份。清晨起床，聽到的第一個聲音，是清新的鳥叫聲，

開始，似乎默默的遵循一個原則，學生討論和發表意見的時間，比

是微風輕撫樹林的聲音，是雨水落地的滴答聲……每個聲音都那麼

老師講課教課的時間來的久。無論是芬蘭當地的學生，還是來著歐

自然，那麼無憂無慮。慢慢的習慣了芬蘭人的生活步伐；坐在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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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陽光喝著下午茶；漫步在森林中，與運動的人擦肩而過；夜晚
獨享蟲鳴，靜靜的賞月觀星，也不會因為太晚回家而提心吊膽。
留學這一年，我在芬蘭，激發對學習的渴望，了解那文化的差
異，領悟自然的奧秘，思考未來的人生方向，原來世界與想像的不
一樣。

芬蘭伊斯波圖書館

芬蘭的北方

與同學討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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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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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曉霈
德國波昂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德國語文學系

2014 年 8 月，我來到了我以為並不陌生的德國，以為花了兩

受到的衝擊和體驗，是無從分享的，許多上課模式儘管來之前我已

年學習它的語言，已經足夠縮短這相隔半個地球的距離。直至今年

經知道，已經以為自己有所準備，但這個地方給你的，是完完全全

5 月，我度過的每一天都告訴著我，無時無刻都有著還要去學習去

不一樣的新感覺，很多議題需要討論，因為討論帶來的感受和震撼

認識的新事物， 而在這裡，教導我的不只是老師不只是書本，整個

會讓我們真正去理解，雖然只是闡述一段文字上的概念而已。每一

世界都是教室，我們學著生活，學著將困難和挑戰變成讓生活更完

堂課我都感到無比的幸運去學習，去聆聽到不同地方的不同聲音，

整的力量，回顧就像種檢視一樣，7 個月的過去不是回憶，而是成

如果說要真的準備些什麼，那大概是一顆願意傾聽的心吧。離開台

為自己個性和能力中重要的一部分。

灣，我感覺到的是更了解它，因為自己身為來自台灣的學生，所以

以前，學習對我來說只是為了前進的一種行動力，學習為了考

更有一份責任感，認識它理解它和更多不同國家的人們介紹它。此

試、為了自己口中說的未來，學習對我來說也從來都沒有具體過，

外，選擇不同的課程更是一種全新而特別的體驗，當淡江大學給我

當初德國像是我的一個夢想，也知道要去交換不難，但認真想想出

們一個出國的機會時，就是給了我們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很大很大，

國交換的意義，出去的目標，希望這一年是對自己一種責任的證明，

放我們去看看自己和別人有何不同，放我們去嘗試去學習，儘管有

我對交換的期望很高很遠，準備的時候總以為已經很足夠，但真的

基本的課程是基於學分的要求，但學分不會成為限制，把心打開用

來到新的環境新的生活裡，世界就像攤開雙手擁抱了你一般，給你

心看看有什麼課程是可以試試的，真的會發現我們不只是出國換個

所有不曾想過的衝擊，再包容你去漸漸習慣的時間。

環境而已，而是到了一個新的平台，在這裡，全世界的學生都在一

關於嘗試，很幸運我的嘗試可以從上課開始，第一堂語言班，
教室裡坐了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每堂課不再像以前以樣可以靜靜
聽著，總要試著分享、試著發言，一兩個月後，每次上課都會期待
自己比之前更能表達意見的感覺。另外，每個人都需要上台報告，
基本上 20 分鐘和大家介紹一個特定的主題，想起來第一場報告的
害怕，說話聲音都會抖的緊張，現在看來，那是多幸運才擁有的機
會，去練習去挑戰，從陌生到理解再到表達。但我也知道，我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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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才發現國界的距離，只是互相對彼此文化的陌生而已，親身經
歷，親耳所聞永遠都會給我一種新的體驗新的認識， Mark Pagel 在
一場演講說過一句話一直讓我很喜歡， Just as wings open up this
sphere of air for birds to exploit, language opened up the sphere of
cooperation for humans to exploit.( 就像翅膀之於鳥兒，搧動空氣去
探索天空；語言之于人類，開啟合作來探索未來 )
沒有語言，我沒辦法親身遇見和體驗不同的文化；然而若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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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來到這裡，我不會經歷這一切的一切。我很謝謝得到這樣一
個環境，一個全世界都打開懷抱歡迎我去學習去認識的地方。在台
灣，我們其實學到很多理論，很多我們應該怎麼做的規則，在國外，
理論可以得到實踐，很多規則能夠得到答案，上學期，我選了一堂
英語授課的 European integration，本來這堂課是我最害怕最擔心的
課，擔心全班幾乎都是來自英文母語國家的學生，但最後也是讓我
學到最多的一堂課，也因為這堂課，我能聽到來自歐盟總部的工作
人員，像我們解釋作為交換學生的意義及目的，適應不同環境不同
人群，有了適應力語言才能翱翔。在這堂課裡，和所有來自不同地
方主修不同領域的人相處，除了上課，生活本身也變成了一種學習。

學期結束後的合照，這堂課是德國地方概論，都是來自大陸 , 香港合中國的學生，班級很小，
每堂課都像討論課一樣，除了認識德國，也一起分享很多各個地方不同的制度

很多體驗說不完，挫折很多免不了，真的能分享的，是出國後的心
態和心境，莫忘初衷，這一年裡，還有很多時間是屬於我們自己的，
將近整整兩個月的暑假，世界突然大的讓人開始徬徨，記得最初的
目標，不要讓這趟旅行變成只有遊山玩水，反而要四處走走遇見些
什麼、學習些什麼。每件事都有它值得嘗試值得學習的價值，它們
不會只是回憶，而是塑造自我個性及能力的每個環節。

international choir 的活動
這次表演德國當地有名的歌曲給德國總理梅克爾聽，international choir 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團
員，只要是在波恩大學念書的都可以參加，所以年齡很廣，也唱了世界各地不同語言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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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蘭登堡門前，所有國際學生大合照
為期一周的柏林校外教學也是課程的一部分，柏林就像是二戰德國的縮影，用了一星期參觀
完主要的博物館，對德國歷史也有更多的認識。

European integration 課程到布魯塞爾 3 天的校外教學，攝於 Nato 總部接待處，在布魯塞爾我
們參觀了各個不同機構的總部，每個機構都有開放給各國學生的導覽及講座，是一個非常特
別的學習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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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宿舍，他並不像一般學生宿舍，比較像是公寓的形式，裡面房間並不多，房間內部
挑高基本上有 20 平方米，房間寬敞舒適，整條街的地窖幾乎是相連的，通常可以開 party, 放
置洗衣機和雜物等

international club
這裡算是給交換生活動及與 international office 工作人員連絡的地方，空間不大，但基本設
備都很齊全，可以舉辦各種活動，每次有聚餐裡面也擠滿了人，相當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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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辰
德國科隆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德國語文學系

時光飛逝，一年的交換生活也近趨尾聲，回想起這八個月所發

而我很幸運的在這裡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和很好的室友，室

生的一切，每一幕的回憶都仍深刻刻印在我的腦海中，雖然過程中

友的好壞真的取決個人運氣，因為大家都是在不同家庭、不同背景

總有發生不順利和困難，曾經後悔過、失落過。但是現在的我很慶

甚至不同文化成長的，生活習慣或價值觀難免不同，所以也時常耳

幸當初要出國交換、拓展視野的決定。這一年中所得到、所學到的

聞到室友不合或是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形發生。我的宿舍四個人包括

不僅僅只是語言能力的提升，也經歷了很多待在台灣體驗不到的活

我都是來自不同的國家，台灣、斯洛伐克、土耳其和德國，雖然我

動，更認識了許多值得留在心裡一輩子的知心好友。一年的時間雖

們在極為不同的文化中成長，但是我們感情好如一家人，我們時常

然不長，但是這是一段不管過了幾年，不管我的人生到了哪一個階

一起坐在廚房喝酒聊天，互相分享彼此的心情，學習、認識彼此的

段，我都依然會懷念的一段時光。因為在一年我真正的開始認識自

文化，我一直非常的感謝能在異鄉遇到語言不同卻像一家人的室

己，也開始學著為自己的生活去添加色彩和為未來做準備。

友。

初來到德國時，因生活巨大的改變而感到不適應，少了家人、

當我們到了德國後，很多人會害怕語言的隔閡而不願意開口去

朋友的陪伴，又離開了熟悉的環境，曾經度過了幾天失落的生活。

和別國的朋友交流，而是都和文化相近或是語言相同的朋友聚在一

但是我很幸運，擁有很多雖然時差不同，但是仍願意陪著我的朋友，

起，這樣的一年雖然也會過得很愉快，但是當你到了國外以後，我

而又在遇到了如同家人般的室友，讓我很快的適應了德國的生活，

們擁有更多的機會去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和他們的文化，那可能是

也漸漸的愛上了這樣可以自己為自己的時間負責的生活。德國的上

生活在台灣的我們一輩子都無法學習到的。我在這裡有一群很好的

課時數對比台灣相對較少，生活中多了很多可以自由運用的時間，

大陸朋友，我們時常一起煮菜，分享最近所發生的趣事。但是我同

加上德國對學生的福利很好，我們的學生證可以在我們這個邦裡免

時也有很多很好的外國朋友，我們一起體驗德國文化，或是和德國

費自由通行，所以我們時常和朋友一同到附近郊遊。隨時著待在德

朋友一起體驗真正德國人所過的生活。而當認識的朋友越來越多

國的時間逐漸增加，我開始感覺到自己已經從觀光客的身分漸漸轉

後，我從他們口中學習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識，不管是各國的

變的比較能融入當地了。德文能力也在每天的對話和聽力中逐漸進

政治狀況或是文化，或是很多世界上所發生的災難和困境。很多朋

步，一個語言的學習真的要深入當地才能夠學到精隨，也才能真正

友他們對他們自己國家的政治、經濟或是文化狀況都非常了解，而

快速的進步。

相對於我們對台灣的了解真的不夠深入，跟他們聊天之中也可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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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己是不是應該更用心地去瞭解我們所生活的這塊土地，和如何
和外國朋友介紹我們美麗的土地。
一年的時間真的比想像中的過得更快，這一年中自己在潛移默
化中成長，認識了一輩子的朋友，得到了無價的回憶。交換生的身
分非常特別，我們擁有正式文件可以來到德國讀書，但是我們的壓
力相較於留學生少很多，我們擁有很多的時間去體驗異國的生活，
所以我很珍惜這一年，可以沒有課業壓力、經濟壓力的體驗人生的
這一年。未來不管是再來工作或是研究所的攻讀，都無法和現在一

土耳其朋友家作客

科隆聖誕市集（總共有七個喔）

樣無憂無慮。這一年是我目前２０年的人生中最特別的一年，一切
都是由自己來安排、掌握，自己要對自己所做的所有決定負責，沒
有家庭強大的後盾，同時要克服語言的不同，但是從中學習到的卻
是一輩子都受用的。我很感謝，一年多前的我曾經為了申請交換生
而努力。也很珍惜我在德國生活的這一年。

和室友的聚會
下雪的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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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內部

宿舍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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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內部

出遊海德堡 Heidel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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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大學 Universität zu Kö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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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宜樺
波蘭華沙大學

外國語文學院德國語文學系

在華沙的這一年是非常具有挑戰性也非常幸運的一年。

己的國家有更多的了解，而你也必須對自己有足夠的了解，才能好

華沙並不是一個熱門的觀光景點，在波蘭南部的克拉科夫相對

好的介紹自己的國家。

是許多人旅遊波蘭的選擇，但是對我而言，華沙是個非常適合生活

課餘放假的時間，我都會到附近國家走走，其實和其他交換生

的城市，身為歐洲國家的首都，但華沙的物價和台北市差不多。

相比，我並沒有壯遊歐洲 20 國之類的，相對的我只走訪了我非常

語言方面其實是我剛到這裡最大的挫折，由於曾經被德國及俄國

有興趣的國家，而每一次的旅遊經驗都是充滿驚喜的，在旅途中，

佔領，波蘭的老年人大多會說俄文或是德文，英文相對之下是不太

你會遇到來自各地的人，藉著分享彼此一小部分的生活和對方產生

普及的，大部分會說英文的都是年輕人，不過也是有例外，我的

交集，或長或短，這都是非常特別的經驗。我覺得自己在這一年的

mentor（類似學伴）的家人英文就說的非常好，而我也有遇過年紀

留學生活是非常幸運的，不論是在學業、生活或是旅遊的時候；不

約 15 歲且不會說英文的女孩。對於剛到這裡又不懂一點波蘭文的

論是幫助別人或是接受幫助，我很幸運地遇到了許多友善的人，他

我，常常面對很多不知所措的狀況，但其實波蘭人是個非常熱心友

們有些是我的朋友、同學，甚至是一個陌生人。一個人遠渡重洋來

善的民族，當你用波蘭文和他們打招呼、問好，都會使他們展開笑

到歐洲生活一年，讓我學會了要對許多事情心懷感激，也學會了以

容幫助你。開學前，學校的學生組織（ESN）會舉行一連串的活動，

更多樣的觀點去看待所有事物。

大部份都是 party，當然也有提供一些像是語言交換等等的活動，可

在歐洲的這一年，我完成了不少給自己設定的目標。其實獨自

以藉著這個機會認識其他的學生；你也可以申請 mentor，相信這對

在外生活的一年，不僅僅考驗了我的自主獨立能力，也讓我更加了

初來乍到的你會有許多的幫助。

解自己，並且更勇於挑戰、嘗試新的事物。當我回頭看華沙交換的

和我一起上課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大部份是以歐洲留學計畫

這一年，我真的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Erasmus 為主的學生，我在華沙最好的朋友是來自法國的交換學生，
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東西，也了解許多他的國家的文化。由於我在
華沙就讀國際關係系所，常常會需要討論很多國際政治的東西， 我
自認我以前並不是非常關心自己的國家政治，但是因為就讀政治相
關系所，我慢慢地去接觸很多我以前不感興趣的東西，也慢慢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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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內的書櫃

房間內部

宿舍旁步行 15 分鐘就可以抵達有名的蕭邦公園。

房間內的洗手台
（後方有小櫃子可放碗盤）

宿舍廚房，每層樓設有兩個廚房
華沙大學主校區的 Old Librar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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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佳穎
西班牙卡斯蒂亞拉曼恰大學
學語言，並不單單只是學它的發音，讀它的文法，背它的單字
而已；最重要的是如何和人溝通，了解當地文化，並且與時俱進。

外國語文學院西班牙語文學系

很幸運地，我在西班牙認識了一位對我很好的 Home 媽，她並
不吝於帶我去參加各種家庭聚會或是活動慶典，平時也很熱衷於向

在西班牙，這裡的上課方式和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在台灣，往

我介紹各種西班牙菜、西班牙的風俗習慣，並且鼓勵我多和妹妹去

往都是大班課，老師除了上課本內容、講解文法，偶爾來點小考，

認識當地的西班牙年輕人，甚至鼓勵我去做一些沒想到真的會實現

有時間也會讓大家練習對話；但是在西班牙，你會發現老師的教學

的事！因此，我也在西班牙辦了第一場的個人攝影展！這使得我在

方式非常得活，他們其實不太愛上課本，也不太愛考試，他們更喜

學語言之外，也實現了一些自我的目標，同時也學習到了如何與人

歡隨機的聊天方式與上台報告，鼓勵大家上課發言，有問題就直接

溝通、找出問題、解決辦展所遇到的困難。當然，能在西班牙辦展，

提出，然後從聊天中了解到自己的一些文法錯誤，並且學習到一些

除了自己的努力，真的也很感謝 Home 媽的鼓勵、爸媽的贊助、同

當地西班牙人的口語用法。兩者的教學方式截然不同，但是我們並

學的協助、相片沖洗店老闆的幫忙……等，因為有了他們，才使得

不能去說誰比較好或誰比較不好，因為台灣的學習方式能迅速幫助

這一切的不可能都變成可能。

你建立一定的基礎，相對地，西班牙的教學方式則能幫助我們將所
學更靈活的應用在生活中。

學期期間，除了聖誕假期、聖週 (Semana Santa) 以外，更時不
時有其他一些大大小小的假期，這讓我們有了機會能到其他歐洲國

而我在西班牙選擇與寄宿家庭一起生活，對我來說這是一項很

家看看，了解各個國家的民俗風情，拓寬自己的視野，更增加自己

重要的決定。和寄宿家庭生活，不僅讓我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機會來

的國際觀。在聖誕假期，我和朋友去看了荷蘭小孩堤防的風車，逛

練習對話與聽力，也讓我更融入了當地的生活，像是每天都能品嚐

了德國的聖誕市集，參觀了達譹集中營，也品嚐了比利時著名的鬆

到不同的道地西班牙菜、觀察到家人間平常的相處模式、三不五時

餅，還在盧森堡第一次體驗了下雪！而聖週，也和我男朋友去了義

就能一同參與各種家庭聚會、發現到他們在家其實並不脫鞋或是換

大利，在威尼斯我們搭了浪漫的貢多拉船；而佛羅倫斯我們參觀了

上室內拖、而家裡通常都不會有冷氣…等；然而，這些正是住宿舍

百花大教堂，也逛了當地的皮件市場；到了羅馬，我們認識了一些

所比較難觀察到與體驗到的。對我來說，出國就是體驗當地風俗，

不同國家的人，也參觀了萬神殿、圓形競技場…等古蹟；一趟旅程，

入境隨俗的概念；如果你去了國外，卻依舊過著原本自家的生活那

不僅能親自體驗到這些異國風情，也能讓自己學習變得更獨立，也

又有何意義呢？

把這些在之前都只是課本上、電視上、電影裡所看到的、所學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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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變成自己的。
而其他的假期裡，當然也很是重要的囉！在這些較短的假期
裡，我們這群學生總會運用去拜訪一些距離昆卡較近的城市，像是
馬德里、托雷多、賽哥維亞、瓦倫西亞…等地，其中也碰上了一些
當地的節慶，像我們就參與了馬德里的跨年、瓦倫西亞一年一度的
火節；妥善利用這些假期，絕對有助於讓我們在短時間內更融入當
地生活、更了解當地文化。
在這一年裡，第一次離開家人這麼久，第一次和真正的西班牙
人生活，第一次去了這麼多國家旅行，也第一次遇上扒手，第一次
體驗當地節慶，第一次辦了個人攝影展，第一次這麼融入一個異國
文化；而一年的時間，所有的活動慶典，所有的假期，所遇到的人
事物，所經歷的春夏秋冬，都只有一次的機會，一切都顯得格外珍
貴，第一次如此珍惜。
在淡江大學讀了兩年的西班牙語，真的很感謝學校能讓我有機
會在大三這一年出國當交換生，也很感謝爸媽的支持和男友的體
諒。
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的機會，我依舊會選擇出國體驗不同的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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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育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

致親愛的學弟妹們：

績這個數字更重要。在瑞典，所有的孩子自小就有“認識自己興趣

大家好，我是大育學姐。首先，恭喜大家獲得淡江大學交換生

的機會和選擇的權利﹝力﹞”，這在東方的文化裡是非常少見的。

的殊榮，能得到此一殊榮十分不易，我想大家都是經過非常努力的

瑞典的父母大量的讓孩子自小接觸大自然、書籍﹝瑞典人的閱讀量

付出而得到如此豐厚的回報。高興之餘，也要再三提醒大家，一定

非常大﹞、運動等等，為的就是希望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就能慢慢

要飲水思源，第一時間感謝幫助過你們的教授及貴人，因為你們的

摸索尋找自身的興趣和專長，進而循序漸進的成長及學習；反觀台

成就就是他們的驕傲。

灣的教育，成績至上的結果導致大量的學生表示大學選擇的系所不

成為交換生是一分榮耀也是一分重大的責任。來到陌生的國
度求學，你們的臉上刻的就是“淡江大學學生代表”以及“台灣未
來棟樑”兩行字。你們的所作所為﹝成績、人際相處、態度、處理
事情的能力、獨立思考的能力…﹞別人都在偷偷的給你們打分數，
而這個分數則是重重的影響別的國家的人對淡江大學學生以及台灣
人的印象，在此請所有學弟妹自重。以下我想以五個大方向闡述這
一年在瑞典交換學到的經驗和心得，在此跟學弟妹做個分享及提醒：

是自己真正的興趣及想要的，虛晃大學四年後重考，或是硬找一個
似乎有出路的研究所就讀。但瑞典的教育是，只要你有興趣，只要
你努力，整個國家都盡全力幫助你就讀你想要研讀的科系專長：想
當醫生卻沒有學習生物的天份嗎？沒關係我們幫助你；想當會計師
數學卻不好嗎？沒關係我們幫助你… 在這裡每一個人的意見，不管
男女老幼都被同等的尊重看待，並都獲得良好的協助和支持… 所以
說成績真的不是你人生的唯一目標，尤其你們出國的目的更多是要
學習“生活的能力”，譬如從自助旅行中看到世界的寬廣和對自己

一、成績

勇敢獨立的肯定、從派對中訓練社交說話的能力、從參與組織學生

成績非常重要，但卻不是最重要的，在這裡跟大家做個詳細的

會的活動中找到勇於發表意見及領導的團隊能力…等等這些能力就

解釋。在台灣讀書求學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是被教導不管如何都

是在台灣的社會或教育中比較學習不到的。每一趟交換的旅程都是

是要以學校成績為主，大部分的父母都認為唯有成績至上，望子成

一場冒險，把自己放出舒適圈，你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龍望女成鳳，唯有好成績才能光耀門楣考上好學校… 我認為這是非
常有邏輯的思考，但是沒有變通的餘地，或許適合一部份的學生及
孩子，但絕不是可以概括一統在所有孩子身上。不要搞錯我的重點，
讀書還是非常重要，但是事情有分先後順序，真正的學習本身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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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放開心胸主動跟別人攀談，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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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人生性害羞，但如果真的把你當朋友他們會付出真心，全心全意

最後，再次恭喜各位學弟妹，因為你們即將踏上一段驚奇、回

的幫助你。國際學生就更不用說了，來自歐洲、中東、亞洲、美洲

憶無比的旅程。在國外交換一年的日子裡可能是你們這輩子最難忘

各國，每一個人都像是一本本百科全書，閱讀他們就是在閱讀世界。

的回憶之一，如果說丹麥的小美人魚犧牲自己美妙的聲音就為了跟

三、態度
做甚麼要像甚麼。一件事情決定要做了，就不是只要完成它而

王子生活在一起，我想我早就已經把我的心、回憶和靈魂鎖在斯堪
地那維亞半島這顆藍黃的巨石上了。

已，而是要盡全力做到最好。
四、處理事情的能力

最後的最後，附上我非常喜歡的 Serenity Prayer:

在台灣很多孩子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甚麼事情都不讓做，生

God, please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怕孩子做不來，會危險；出國讀書後，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自

change,

己決定，自己承擔後果，尤其很多時候如果自己一個人旅行，碰到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的事情可以說是千奇百怪，像在演電影或連續劇。不管發生甚麼事，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第一步就是要冷靜思考，告訴自己事情可以解決但是要處理的快狠
準，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法後有效率的執行。
五、獨立思考的能力

平安

王大育 Clovely Wang May/13/2015

獨立思考的能力指的是收到一個訊息後是否可以自行判斷是非
分明而不人云亦云。在國外，資訊爆炸的狀況比台灣更劇烈，尤其
台灣媒體幾乎都不報國際新聞，但一到國外來，國際資訊流通的速
度和流量是非常可觀的，其中在接收訊息的同時你就要懂得如何分
辨是非，也就是在拓展世界觀的同時要自行把關資訊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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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浚銘
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堂中老師會有許多課程議題讓同學討論，同學之間積極的態度讓我
也有正向的學習成長，彼此互相砥礪。這 8 個月，除了在英文能力
的進步以外，和其他國際學生或當地學生的互動，讓自己的國際觀
更加遼闊。

第一次自國外過生日，感謝每一位參與的朋友

離開台灣長達 8 個月，第一次離開溫暖的家及熟悉的一切那麼
久的時間。英國牛津這座歷史悠久的大學城，即是我即將前往的城
市，它濃厚的學術氣息是最吸引我的特質。我就讀的學校是牛津布
魯克斯大學，上下學期都是正式課程，又因為布魯克斯大學的旅館
管理學系是全英國排名第一名的系所，正好我可以選擇對於未來志
向有幫助的課程。修習正式課程的這幾個月，英國大學偏重自主學
習時間較多，每周上課時間幾乎不超過 10 個小時，其餘時間即是
個人必須去自我安排跟規劃的，如何自我要求跟自我生活管理變成
一項非常重要的課題。另外一個布魯克斯大學與台灣大學不一樣的
是，一學期限定學生最多只能修讀四門課程 ( 除了語言課程才能加

在英國必吃的下午茶 !

英國牛津這座大學城，十分有書卷氣息，每到了下課時分，總
會看到許多人拿著書、筆記型電腦行走在校園的每個角落，有的人
會繼續去圖書館自修，有的人會和自己的組員找個地方一起討論功
課。在這個城市的每一個人都非常的有禮貌，和許多來自不同英國
城市的朋友聊過，他們也這麼的認為。同時也有許多來自不同國家
的國際學生，亞洲學生比例相對來說比較少，常常在聊天的過程中，

為第五門課程 )。學習期間，認識了許多同課程的外國同學，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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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感受到他們對亞洲國家的好奇，當然這種時候我常常就會大力
推薦台灣的好，為台灣的外交盡點力。畢竟居住歐洲的人已經有太
多機會至鄰近的國家旅遊觀光，相對的他們對亞洲地區的國家認識
較少。在國外的這段期間，物價真的比台灣還要貴上許多，所以自
己烹煮可以省下許多費用，而且又可以吃的健康，這段時間真的學
會很多料理，甚至自己還學會一些台灣菜，好讓自己不要那麼想念
台灣。
除了來到英國學習及認識不同的朋友以外，去其他地方旅遊增
廣見聞，對我來說也是重要的一件事，有句話常說 :" 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 "。從英國去歐洲其他國家，是不用另外再辦簽證的，利

人生第一次嘗試飛行傘

用假期的時間，我和從台灣一起來的朋友們一起去了許多不同的國
家，體驗不同國家的特色與不一樣的文化。因為了解，因為認識，
自己對很多事情不再用一個角度去看待，對很多事情有更寬廣的角
度。還有培養了自己獨立的個性，每一趟旅行都是自己和朋友一起
查資料、一起安排、一起期待著每一趟旅行。在這 8 個月裡，嘗試
了許多人生不一樣的新事物，到不同的城市遇到不同的人，離開自
己的舒適圈，找尋更多的可能性。這短短的 8 個月，雖然只是人生
裡短短的一段歷程，卻又是最讓人回味及難以忘記的一段回憶。

英國超市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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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昕儀
英國桑德蘭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要的，此外在這裡你會覺得上課的時間非常短，不像在台灣時幾乎
一到五都有課，但是不表示可以因此而鬆懈，課程表上都會特別標
注「自主學習」的時間，這也是讓我感到非常不習慣的地方，沒有
人催促你學習，但是得學會自動發的去學習。
另外，我覺得這裡作業的方式也和以前有所不同，以前寫作業
教授不會特別要求要找佐證資料，但是在這裡 Reference 是一篇報告
裡最重要的環節，第一次做這樣的報告時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要
在陽光下的 St. Peter Campus

讀完一本厚厚的原文書，要全部讀完幾乎是不可能的，況且參考資

在桑德蘭念書的這一年，讓我體會到了外國學生和我們不一樣

料一定不是只有一本，如何有效率的尋找資料，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的地方，對他們來說上課不只是聽，提出自己的看法甚至於和教授

部分，不需要看完一整本書，有時候利用現在方便的科技也是很重

在課堂上討論，上課方式也有些就不同，除了很多的人一起聚在教

要，即使寫報告的過程往往需要看數十篇的學術論文，或是許多的

室聽課的「Lecture」，把學生分成個個小組的 Seminar Group 也很常

書及參考資料，但是每一次繳交五至六頁的報告時，總覺得有滿滿

見，我想這種小班制的課堂就是為了讓大家都有機會發言，印象最

的成就感，經過這一年的學習，雖然不敢說現在的報告寫得很好，

深刻的是在媒體課上的 Seminar Group，每週一次老師會針對前一天

但是我認為還是有那麼一點進步，至少做報告找資料的技巧也有所

課堂上的主題做深度的探討，有時候也會當場放一部影片要我們針

成長。

對影片探討，課堂上同學們總是非常主動的發表自己的意見，時不

最後如果要說讓人難忘的學校活動那就是「Global Café」，顧

時就會有辯論大會的感覺，我想這對於是來自台灣的我們有很不一

名思義就是一個邀請來自各國的學生們一起相聚喝咖啡的活動，我

樣的體驗，在這裡老師不會告訴你正確答案，也沒有什麼是正確答

難以忘懷這個每周四定期舉行的活動，雖然只參加了一個多月，但

案，重要的是自己的想法，每一次的發言都讓我非常緊張，但是對

是卻是很寶貴的記憶，在這裡可以遇到各式各樣的人，可以體驗各

班上的同學而言，似乎是再普通不過的事了，這一年來的課堂上真

式各樣的遊戲，可以自由自在的聊天，聚會中的叔叔阿姨們都會耐

的讓我學習到了很多，答案沒有對錯，思考和討論的過程才是最重

心的聽你說話，即使文法有些錯誤，即使說話的速度慢，這些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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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關係，我覺得參加 Global Café 是我很珍貴的回憶，叔叔阿姨有
的就像是我們的家人朋友，一起聊天一起遊戲。一年的日子想起來
真的一下就過去了，剛來的時候還在倒數回家的日子，結果一下子
一年就過完了，一年來我們或許都有不同的成長，我覺得有出國學
習的機會可以讓我知道別的國家的人都是怎麼念書的，而我們又是
如何，外國的學生從不害怕表達自己的想法，相較之下我們就顯得
安靜了許多。離開從小生活到一個到處是英文的地方，一開始真的
會害怕擔心，但是一旦適應了之後，就可以好好享受在英國的生活，
我想我很快會開始想念在桑德蘭的日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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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筠婷
澳洲國際飯店管理學院

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休閒活動，像是騎馬等等，生活很新鮮很享受也很喜歡這裡的生活
環境，唯一美中不足就是蒼蠅有點多，因為澳洲是非常保護動物及
提倡野生自然，他們也拍胸鋪大力保證他們連 " 蒼蠅 " 都是無毒無
害的。

學校宿舍

剛到學校是懷著忐忑的心情，因為自己一個人來到一個完全陌
生的環境，照片是學校宿舍的配置，一個人一間房，收拾好東西看
著自己的房間，想像著自己在這裡開始新的冒險旅程感到開心興奮
不已。
第一次和同學到學校附近的市區走

在學校的品酒課程

走，因為我是最晚到的很開心他們願意帶
我到處走走看看，我來到的是澳洲 ( 南澳 )

在學校學到了很多也見識很多，很多不同的專業課程都讓我驚

的一個城市 - 阿德雷德，它不像墨爾本雪

訝不已，例如品酒課、調酒課、咖啡課程。甚至到外面的飯店學校

梨一樣赫赫有名是個大城市，但是它充滿

教我們怎麼打掃客人使用過的房間，並且讓我們打掃整理然後打成

著鄉間人情味，很多很大的公園和酒莊，

績，學習過程都是屬於實作理論多，雖然我們也有報告以及功課，

在這裡我參加很多我在台灣無法體驗到的

但是也都偏重於對於實作的看法以及確認學生們確實了解，確認學
生是否真正學習到老師要傳達的知識。

第一次和在學校交的朋友走出學校到市區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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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怡倩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全球發展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近年來，越來越多學校都在鼓勵學生出國留學，並且實施許多

在雪梨的物價特別高，因此來澳洲之後，為了省錢必須學會煮

出國留學計劃給予學生機會透過不同的方式出國。我也常常看到身

飯自理三餐。住宿離學校雖然要走半個小時的路程，但為了省交通

邊的同學或朋友出國唸書，感覺這已經都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了。去

費，也還是每天提前一個小時出門去上學。這些生活瑣碎的事情，

年，學校給予這個機會去澳洲新南威爾斯交換之後，我的心情既是

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解決。身邊沒有朋友、家人可以幫助你之下，

緊張又期待。第一次在國外留學跟第一次出國遊玩是不一樣的。記

也漸漸讓我體驗到真正生活上的獨立。學習上，因為澳洲的教育方

得小時候去過澳洲，除了年紀還小，對於什麼事情都還懵懵懂懂之

式跟台灣不太一樣，因此一開始有些不習慣。在課堂上，他們注重

外，我想出國旅遊，很多時候都是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一心只想

的是以「學生為主，老師為輔」的方式與同學討論問題並勇於發表

把每個地方都看過，並不會讓你注意到除了觀光景點以外的小細

自己的意見。在澳洲，教授也很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常常在課堂上

節，因此所留下來的印象就不會這麼深刻。而相對地，出國留學，

丟題目給學生去討論並互相分享意見。你也會發現同學都很有主

尤其待上了一年，從一開始對於還無法適應這個陌生環境而感到退

見和想法，也不會害怕答錯答案，跟台灣教育理念相差很多。而我

縮、害怕到最後對於這片土地已經播種了一種特別的情感是不一樣

發現這種互相討論的教學模式對於學習是很有效的。比起在台灣，

的。

只有教授負責在課堂上不斷的灌輸知識，只有單項互動的模式，我
來澳洲交換，也許很多朋友都會羨慕我們出國的生活。他們會

認為學生的學習效率就會特別低。因此，來澳洲體驗到這裡的教學

覺得在國外留學，天天可以無憂無慮，每天跑趴、吃喝玩樂過得幸

模式後，深刻體會到台灣學生學習能力也許不如國外學生的原因。

福、開心。國外的生活，比起在台灣的確更多彩多姿，畢竟也只有

雖然說，每個人不一定都喜歡或適合這種教學方式，但對我來說，

一年的機會認識這個國家、這裡的人、地方、還有文化，因此都會

在澳洲這個文化大鎔爐的國家中，很有機會可以聽到來自不同文化

珍惜每分每秒，安排並規劃好時間出去玩。但其實他們都忽略我們

背景的人的不同想法，以廣義的角度來深入思考各種問題並培養學

在遇上文化、語言、以及學習衝擊時，所經歷的低潮期。尤其當我

生的創意和思考能力。我覺得要習慣這種教學模式，可以像當地人

只有一個人面對這些困難，所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毅力去解決並且適

一樣能夠有自信並且很快地回應老師的問題是需要長時間訓練的，

應這個環境。雖然經歷這些事都是很辛苦的，但是相對得到的就是

但是一定要對自己有自信心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才能夠有真正的突

出國前跟出國後，更不一樣，更堅強的自己。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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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學習，我也在這一年裡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認
識不同國際學生可以說是我的一大福氣。他們為我在澳洲的生活增
添了不少色彩，他們讓我知道台灣有多特別、他們讓我能夠突破自
己，嘗試很多我從來沒想過會去做的事情、他們讓我更了解不同文
化風情，改變了我以往錯誤的認知、增進了不少國際觀。我跟著他
們一起認識澳洲這塊美麗的土地，一起旅行，從北澳的烏魯魯到西
奧的伯斯，遊遍每個地方，一起解決困難和一起經歷許多特別的經
驗，從中互相學習與成長，讓我們同時愛上這片土地，留下難忘的
圖書館電腦設備

留學回憶。

與巴西朋友烤肉

澳洲北領地烏魯魯

舉辦新生訓練於圖書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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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法德文組姊妹校交換生甄選作業辦法
以當學年度公告辦法為準

1.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研究所碩士生一、二年級在學學生。
2. 大學部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研究生在校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研究所一年級學生應檢附大學四年成績單），經所屬系、所、
院初選通過，並獲推薦者。
報名條件

3. 語言能力經推薦或檢定合格者：
(1) 依各校規定。英文組須檢附托福 iBT 61 分 (104 學年度將調整為托福 iBT 70 分 ) 以上，或 IELTS 5.5( 學術組 ) 成績証明。
(2) 赴法、德文組須檢附該種語文之語言能力證明 (A2) 以上，以助甄試資格審查。(104 學年度法文組將調整為 B1)
4. 凡申請交換學生者，請務必攜帶「諮輔組心理測驗參加證明」( 如附件 ) 至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完成赴海外交換留學之賴氏人格測驗。蘭陽校園同學已
於入學時參加過測驗，可不需要再次參加測驗。本學期排定 2 個團體測驗時段，申請者請擇一參加施測；測試地點另以公告於國際處網頁。
(1) 10 月 29 日 ( 三 ) 13:10~14:00
(2) 11 月 6 日 ( 四 ) 13:10~14:00
5. 身心健康，足堪出國留學者。為顧及學生在當地留學時安全，請家長與學生主動配合告知有無曾經受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紀錄。
1. 申請人資格須先經所屬系所、學院初審合格及推薦後，持相關表件書面資料送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報名參加甄 ( 口 ) 試作業。
2. 報名應備資料：
(1) 報名表 ( 英文組請用附表 1，法德文組請用附表 2)

報名及甄選應注意事項

(2) 本校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含班級排名及班百分比）
(3) 語文能力證明文件 ( 影本或網路成績列表，正本於口試時驗核 )
(4) 授課老師推薦函兩件（中文或外文）
(5) 中文及英文、德文、或法文自傳
(6) 中文及英文、德文、或法文研習計畫書
(7) 保證書
(8) 諮輔組心理測驗參加證明
(9) 其他相關有助甄試資格審查之證明文件資料影本（可縮印使用；正本備查）
資料不超過 16 頁，單面列印，並請統一以 A4 格式製作（成績單及語言能力證明可用原格式），依序整理，不必裝訂，以單層 L 型塑膠講義套送件。
( 資料不齊全者不予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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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及甄選應注意事項

3. 報名時間：10 月 7 日 ( 星期二 ) 起至 12 月 3 日 ( 星期三 ) 中午 12 時止。
4. 甄 ( 口 ) 試預定於 11 月底至 12 月初實施；甄試日期、地點將公告於國際處網頁 : http://www.oieie.tku.edu.tw/
5. 甄試成績計算：以書面資料審查與口試成績合併計算。甄試平均成績未達 70 分者，不予錄取。
6. 錄取方式：英、法、德語 3 組各依甄試成績順序錄取。各組正取生因故出缺時，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不可跨組遞補。
7. 甄選結果於甄試後 3 週內公告。
8. 相關姊妹校資訊，請逕至本校各姊妹校網站閱覽。

錄取名額

正取：如上頁首欄各姊妹校提供之名額。
合計：29 校 83 名。
備取：若干名。( 正取生因故出缺時，由備取生依序遞補 )

留學期間

2015 年 9 月─ 2016 年 6 月 (103 學年度 )

1. 獲錄取為交換生者，應於第 2 學期開學後 2 週內補送醫院體檢合格證明，及以研習國語文撰寫之個人簡歷各 1 份。
2. 於本 (103) 學年度上學期獲錄取者，須在下學期開學時重新繳交完整之英文在校成績單。
3. 錄取學生僅代表獲得本校交換學生推薦資格，仍需再經交換學校審核，若未通過審核者，或無法取得學生簽證，其錄取資格即取消，本校不負爭取改
錄取後應辦事項

申請該校其他系所或協助簽證取得之責任與義務，其獎學金獲獎資格 ( 如有 ) 同時取消。
4. 錄取學生不得要求更換交換學校。若交換學校所核可之校區，院系或交換學期並非同學所預期，學生須自行斟酌是否接受或放棄錄取資格，不得要求
更換校區、院系或交換學期。
5.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為替交換生聯繫、於申請截止日期前寄發薦送資料，協助取得姊妹校入學許可。交換生須自行完成護照、簽證、及選課申請等事宜，
並依據姊妹校開學狀況自行決定、安排前往行程；如有困難，必要時可請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在權責範圍內提供協助。
6. 因故未獲姊妹校核發入學許可者，註銷其交換生資格。近年少數歐洲（波蘭、捷克、奧地利）姐妹校曾因暑期或行政作業系統等因素而有延遲核發入
學許可現象，造成部份等待出國之交換生不及辦理簽證、註冊、選課，甚至進退失據影響其就學權益；為避免類似情事再度發生，凡未能於當年 7 月
1 日前取得姐妹校入學許可者，即取消其交換生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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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各校申請資料及條件若因該校規定變動而更改，學生必須接受，不得有異議。
8. 交換生僅享有交換學校學雜費減免優惠，其餘個人支出均須自行負擔。但仍須於交換期間按時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並於本校註冊。部分國外學校會
有不同於本校之雜費項目，仍須繳交。
9. 本交換計畫不提供姊妹校校內宿舍申請保證；交換學校亦無保證提供校內宿舍之責任。
學生須依各姊妹校規定自行申請宿舍。未申請到宿舍者，須自行安排外宿事宜，本處無替同學爭取校內宿舍之責任。
10. 部分學校雖有提供免收住宿費之優惠，但仍有可能因該校政策變動而取消，本校不保證一定能獲得免宿費優待。若該校臨時取消免宿費優惠或提高
宿費者，學生仍須依該校規定繳交住宿費。在此情形下，同學不得提出異議，本處無替同學爭取免宿費之責任。
錄取後應辦事項

11. 交換生出國前應與所屬系、所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抵免，悉依各所屬系、所規定辦理。亦即於交換學校所修學分，不保證可採計與
本校相同學分數或全數採計；若因兩校算法不同，以致學生損失部分學分數，本處無法替同學開立證明，且無替同學爭取採計相同學分數之責任。
如因學分採計問題導致無法如期畢業者，須自行承擔後果。
12. 除學生平安保險外，交換生須於出國前自行另購買自出國日起至加入當地國民保險前之保險 ( 含醫療、意外、海外急難救助等…) ，並將保險單影印
一份於出國前 2 週內送交國際處存檔備查。若學生未購買保險，本校有權取消其錄取資格。
13. 至姊妹校留學並無提供工讀機會。
14. 役男出國前由本校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國手續。役男應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並於交換期結
束後準時返國，不得有滯留國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具役男身分交換學生，請於出國前一個半月，繳交身
分證影本及訂票記錄至國際處辦理。
15. 一經錄取，非因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或中退本校交換留學生之資格。無故退出造成兩校間交流作業困擾者，依相關校規
議處。
16. 備取有效期限為每年 4 月 30 日。4 月 30 日前，若有交換生缺額，備取生可依序進行遞補。

應注意事項
交換期間

1. 交換期間不得辦理本校畢業或休學手續，若有此等事情發生，其交換學生身分隨即取消。
2. 交換留學期間，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欲提前結束交換計畫者，需取得兩校同意，不得自行中止或返國。
3. 於交換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切規定，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如有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兩校校規處置。
4. 交換學生於研修期間，須與本校保持密切聯繫，並留意自身安全問題。
5. 於研修期間，學生有責任及義務協助推廣本校，積極參加研修學校舉辦之相關活動，例如 : 交換學生教育展或說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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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校後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1. 交換期間結束後，須按時回到本校原就讀系所繼續就讀，或完成畢業手續，不得擅自延長交換期。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2. 學生於交換期間結束後一個月內，須繳交留學心得報告至國際處。所繳交之心得報告等資料，本處得不須另取同意，有權在網站上公開或使用於各
種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
3. 本處有權提供交換學生聯絡方式給往後錄取相同區域學生，不須另徵其同意。
4. 交換生一旦錄取，須負出席留學生授旗典禮（出國前及回國後）、交換生甄選說明會、前後期經驗分享餐會之義務。並應主動協助及輔導後其準交
換生學弟、妹之留學準備，提供必要之資料，資訊。回國後繳交留學報告書及問卷，並有義務參加於次年舉辦之交換生返校檢討會及在交換生留學
說明會中提供留學國姊妹校資訊及交換生初到校時之生活適應等協助。
※ 1. 其餘相關資料、表件請逕至本處網站詳閱： http://www2.tku.edu.tw/~oieie/
2. 有問題歡迎與本處辦公室（T1006）承辦人李靜宜洽詢；校內分機 2002；專線 2629-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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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法德文組姊妹校交換學校一覽表
交換學校一覽表 ( 英文組 )
姊妹校名

名額

語文

甄選對象

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
http://www.unsw.edu.au/home

1

英文

大學生

TOEFL: ibt 90 分 overall (min.23 in writing, 22 in read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
IELTS: 6.5 overall (min. 6.0 in each subtest)

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https://www.qut.edu.au

1

英文

大學生

TOEFL: ibt 90 分 / IELTS: 6.5(min. 6.0 in each subtest)

美國聖道大學
http://www.uiw.edu

1

英文

大學生

TOEFL: ibt 79 分 / IELTS: 6.5/TOEIC: 650

美國西佛羅里達大學
http://uwf.edu

4

英文

大學生

TOEFL: ibt 61 分

美國波莫納加州州立理工大
http://www.csupomona.edu

1

英文

大學生

TOEFL:ibt 71 分 / 三學期制 / 建築系優先

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http://www.hpu.edu

1

英文

大學生

TOEFL:ibt 80 分 / IELTS: 6.0

美國賓州印地安那大學
http://www.iup.edu

3

英文

大學生

TOEFL: ibt 61 分 / IELTS 5.5

美國天普大學
http://www.temple.edu

2

英文

大學生

GPA3.0/TOEFL: ibt 79 分 / IELTS: 6.5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http://www.winona.edu

1

英文

大學生

TOEFL: ibt 68 分 / IELTS: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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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名

名額

語文

甄選對象

備考（特殊說明）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http://www.brandonu.ca

1

英文

大學生

TOEFL:ibt 61 分 / 提供免費住宿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http://www.su.se

1

英文

大學生

TOEFL: ibt 79 分 / IELTS: 6.0 overall with at least 5.5 in each section

捷克查爾斯大學
http://www.cuni.cz/

1

英文

大學生、研
究生

波蘭華沙大學
http://www.uw.edu.pl/

2

英文

大學生

depending on the field of study / TOEFL: ibt 79 分 /CEFR: B2

芬蘭拉瑞爾科技應用大學
http://www.laurea.fi/fi/Sivut/default.aspx

4

英文

大學生

TOEFL: ibt 61 分 / IELTS 5.5

CEFR: B2/ ibt 80 分 / IELTS: 5.5/ 觀光系除外

大學生

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
http://www.apu.ac.jp/home/?version=english

5

英文

恕不接受大二
轉學生申請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http://www.aiu.ac.jp/international/en/in/
admission-information/

2

英文

大學生

TOEFL 500

韓國慶熙大學
http://www.khu.ac.kr/eng/

2

英文

大學生

TOEFL iBT 82/ IELTS 6.5/TOEIC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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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FL: ibt 79 分 / IELTS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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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名

名額

語文

甄選對象

韓國中央大學
http://neweng.cau.ac.kr/

2

英文

大學生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http://www.ewha.ac.kr/mbs/ewhakr/index.jsp

2

英文

大學生

韓國慶南大學
http://en.kyungnam.ac.kr/

2

英文

大學生

韓國京畿大學
http://www.kyonggi.ac.kr/KyonggiEng.kgu

5

英文

大學生

韓國檀國大學
http://www.dankook.ac.kr/web/eng

4

英文

大學生

韓國誠信女子大學
http://www.sungshin.ac.kr/

4

英文

大學生

蒙古國立大學
http://www.num.edu.mn/en/index.ashx

2

英文

研究生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https://www.utar.edu.my/main.jsp

2

英文

大學生

印尼日惹加札馬達大學
http://www.ugm.ac.id/

2

英文

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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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特殊說明）
TOEFL iBT 71

限國際研究學院

TOEFL: ibt 61 分 / IELTS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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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名

名額

語文

甄選對象

印尼穆罕默迪亞大學
http://www.umy.ac.id/

2

英文

大學生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http://www.univ-lyon3.fr/

8

英文

大學生
研究生

SELF Program: TOEFL: ibt 80 分 (20 分 at least for each section)/IELTS: 6.5 (6
minimum at each section)/TOEIC: 740

大學生

TOEFL:ibt 80 分 /IELTS: 6/CEFR: B2
英語授課課程只有 Business, Law, English Studies, History, Philosphy, Political
Science, Anthropology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http://www.univie.ac.at/

2

英文

備考（特殊說明）

合計：29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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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法德文組姊妹校交換學校一覽表
交換學校一覽表 ( 法德文組 )
姊妹校名

名額

語文

甄選對象

備考（特殊說明）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
http://www.univ-lyon3.fr/

7

法文

大學生
研究生

DEUF Program: DELF A2

比利時達文西高等學院
http://www.vinci.be/fr-be/Pages/Accueil.
aspx

2

法文

大學生
研究生

德國科隆大學
http://www.uni-koeln.de/

2

德文

大學生
研究生

德國波昂大學
http://www.uni-bonn.de/"

2

德文

大學生

合計：4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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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本姊妹校交換留學生甄選作業辦法
以當學年度公告辦法為準

姊妹校名

姊妹校、甄選名額、對象及留學適用語文

1. 立命館大學
http://www.ritsumei.jp/index_j.html

名額

語文

2 名 日文、英文

留學期間 / 甄選對象

備考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 須自行負擔住宿費用。
2. 本校成績 GPA3.0 以上。
3. 參加 Intensive Japanese Language Track (IJL Track)
4. 如通過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1 者，有機會選擇正規日語授
課課程。
5. 如 未 學 習 過 日 文 者， 則 須 提 出 TOEFL 500 分 ( 相 當 於
TOEFL iBT 61 以上之證明。)
6. 有機會申請該校交換生獎學金 (RUSSES 獎學金 ) 及 JASSO
獎學金。
7. 須自付住宿費用。
8. 請參考該校 2014 資訊 :
Pamphlet:
http://www.ritsumei.ac.jp/file.jsp?id=74822
Intensive Japanese Language (IJL) Application Form:
http://www.ritsumei.ac.jp/file.jsp?id=101008
Health Certificate Form:
http://www.ritsumei.ac.jp/file.jsp?id=101012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http://www.ritsumei.ac.jp/file.jsp?id=107985

2. 東京外國語大學
http://www.tufs.ac.jp/

3. 學習院大學
http://www.gakushuin.ac.jp/univ/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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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

2名

日文

日文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 須自行負擔住宿費用。
2. 甄試生均需具備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1 合格證明。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 須自行負擔住宿費用。
2. 可申請該校校內獎學金。
3. 參考網址 :
http://www.gakushuin.ac.jp/univ/english/programme/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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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名

名額

語文

姊妹校、甄選名額、對象及留學適用語文

4. 法政大學
http://www.hosei.ac.jp/index.html

2 名 日文、英文

5. 鹿兒島大學
http://www.kagoshima-u.ac.jp/index.html

2名

日文

留學期間 / 甄選對象

備考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 須自行負擔住宿費用。
2. 如參加該校 ESOP (Exchange Students from Overseas
Program)( 全英語授課 ) 者，須具備 TOEFL iBT 76（CBT
207, PBT 540） 以上、TOEIC 730 分以上之成績。
3. 如欲申請該校其他科系就讀者，須具備附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1 合格證明。。( 申請 105 學年度者，將改成大學
部生須有 JLPT N2 合格證明 -Sindy)

2016.4-2017.3
大學生

日文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 研究生須附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1 合格證明。
2. 該校需自付宿舍費用。
3. 欲參考該校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者，請參考以下
網址。http://www.nagasaki-u.ac.jp/ryugaku/dlfiles/koukan_
youkou.pdf

2名

英文

2015.10-2016.9
大學生

1. 須附 TOEFL 成績。
2. 參加該校 NISP Program( 英語授課 )，請參考以下網址中
之 NISP 計畫。
http://www.nagasaki-u.ac.jp/ryugaku/e/pis/syurui_3.html

2名

日文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 該校無需負擔宿舍費用。
2. 該校課程均以日文進行。
3. 可申請該校校內獎學金。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 甄試生為大學部學生需具備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2 合格
證明 ; 研究生則需日語能力檢定 JLPT N1 合格證明 ( 研究
生如準備撰寫論文時每學期至少須選修 4 門課；如尚未
開始準備撰寫論文者，每學期至少選修 7 門課。違者，
該校得拒絕入學申請。每年至少必須修習 28 學分以上。
2. 該校需自付宿舍費用。

2名
6. 長崎大學
http://www.nagasaki-u.ac.jp/

7. 駒澤大學
http://www.komazawa-u.ac.jp/

8. 青山學院大學
http://www.aoyama.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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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須自行負擔宿舍費用。( 每月約 6000 日圓 + 電費 )
2. 大學部生課程全部以日文進行。

1名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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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名
9. 津田塾大學
http://www.tsuda.ac.jp/index.php

名額

語文

留學期間 / 甄選對象

2名

日文

2016.4-2017.3
大學生

備考
1. 限女生。
2. 該校無需負擔宿舍費用。
3. 有申請校外獎學金機會。
1. 該校無需負擔宿舍費用。
2. 有申請校外獎學金機會。
3. 研究生須附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1 合格證明。

10. 亞細亞大學
http://www.asia-u.ac.jp/

1名

日文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1. 中央學院大學
http://www.cgu.ac.jp/

2名

日文

2016.4-2017.3
大學生

1. 該校無需負擔宿舍費用。
2. 該校提供每月 8 萬日圓獎學金。

12. 長崎外國語大學
http://www.nagasaki-gaigo.ac.jp/

2名

日文

2016.4-2017.3
大學生

1. 該校需自付宿舍費用。
2. 須具備 JLPT N2 合格證明以上。

13. 早稻田大學
http://www.waseda.jp/top/index-e.html

1名

日文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本
名
( 校每年最多推薦
視姊妹校錄取名額

14. 電氣通信大學
http://www.uec.ac.jp/

英文

5

)

15. 同志社大學
http://www.doshisha.ac.jp/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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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

日文

1. 甄試生需具備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1 合格證明。
2. 該校需自付宿舍費用。

1. 該校之留學為參加其 JUSST program，授課採全英語教
學，故申請該校者，僅需具初級日語能力，惟需具備英
語 TOEFL550 分 (IBT 79 以上 ) 或相當之英語語言能力證
明。
2015.10-2016.9
2. 該校入學之交換生，分有獎學金與無獎學金兩種，獲得
電機系 ( 所 ) 學生
獎助者，可獲每月 8 萬日圓之獎學金；欲申請無獎學金
資工系 ( 所 ) 學生
名額者，需於報名時註明。（僅獎學金有無之差別外，
餘所有條件皆同）
3. 大學部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 (GPA3.0) 以上。
4. 該校需自付宿舍費用。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 可申請該校交換生獎學金
2. 該校需負擔宿舍費用。(22,000~41,000 日圓 / 月 )
3. 甄試生需具備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2 以上合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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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甄選名額、對象及留學適用語文

姊妹校名

名額
1名

語文

留學期間 / 甄選對象

日文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6. 九州大學
http://www.kyushu-u.ac.jp/

17. 北海道大學
http://www.hokudai.ac.jp/

2名

日文

5名

日文

備考
1. 甄試生需具備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1 合格證明。
2. GPA3.2 以上。
3. 該校需負擔宿舍費用。

1. 參加該校 JLCC program
http://www.isc.kyushu-u.ac.jp/jlcc/
限日文系大學部學生 2. 甄試生需具備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1 合格證明。
3. GPA3.2 以上。
申請 )
4. 該校需負擔宿舍費用。
5. 有機會申請該校獎學金。
2016.4-2017.3
大學生、研究生

1. 甄試生需具備日語能力測驗 JLPT N1 合格證明。
2. 該校需自付宿舍費用。

1. 本校在學學生，大學部二年級、研究所一、二年級在學學生。
2. 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日本姊妹校國際教養大學及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將併入本校姊妹校非日本國英語組交換留學生之甄選作業。
3. 大學部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研究生在校歷年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 ( 研究所一年級學生須附大學四年成績單 )，並經所屬系、所、院
報名條件

初選通過並推薦者。
4. 語言能力（請同時檢附合格證書及合格成績）：
(1) 研究所學生，均須檢附日本語能力檢定 JLPT N1 合格證明及成績單 ( 申請使用英語授課課程者除外 )
(2) 大學部學生，須檢附日本語能力檢定 JLPT N2 以上合格證明及成績單，或其他相當之日語能力證明。若無上述證明，請檢附本校專任日語教師開
具之日語能力證明（無特定格式） ( 申請使用英語授課課程者除外 ) 。
(3) 申請使用英語授課課程者，須檢附托福 500 分以上證明，或其他語言測驗，如 IELTS、TOEIC 等相當之語言能力檢定成績證明資料，以助甄試資格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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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凡申請至國外姊妹校當交換學生者，請至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完成赴海外交換留學之賴氏人格測驗。團體測驗時間 :
(1)104 年 3 月 4 日 ( 星期三 ) 第 8 節 15 時 10 分 ~ 16 時 0 分 施測地點：B426
(2)104 年 3 月 5 日 ( 星期四 ) 第 8 節 15 時 10 分 ~ 16 時 0 分 施測地點：B613
※ 請務必攜帶「參加諮輔組心理測驗證明書」前往施測。
※ 請務必於此 2 個時段擇一時段施測，逾期恕不接受另外安排施測。
6. 身心健康情形足堪出國留學，並有自信能具獨自海外留學之抗壓能力與適應能力者。為確保學生海外留學時之安全，請家長與學生本人主動告知是否
有曾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記錄。
1. 申請人資格需先經所屬系所、學院初審合格及推薦後，持相關表件書面資料送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報名。
2. 報名應備資料 : (1) 報名表、(2) 本校中、英文歷年成績單正本【轉學生請檢附專科成績證明】、(3) 中、外文自傳【勿以手寫稿】、(4) 中、外文研究
計劃書【勿以手寫稿】、(5) 語文能力證明文件【請附上及格成績及證明書影本】、(6) 其他相關有助甄試資格審查之證明文件資料影本【非必要，提
報名方式

出時請出示正本備查】、(7) 參加諮輔組心理測驗證明書；(8) 保證書 ; 資料請統一以 A4 格式製作【正本則不限】，依序放置 L 形資料夾中，請勿裝訂。
3. 報名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104 年 3 月 9 日 ( 星期一 ) 中午 12 時止送達國際處。( 請申請同學依各系所收件截止時間前繳交資料後，由系所統一以公文
送至國際處 )
注意事項 :
1. 申請者須自行查明各校適合之系所及課程，本校無法提供系所篩選、課程審查或選校諮詢服務。若錄取學校無適合系所，以致無法入學或無課可選，
須自行負責，不得要求重新分發學校。

甄選方式 錄取後應辦事項

2. 相關姊妹校資訊，請逕入本校各姊妹校網站閱覽。
1. 口試時間：預定 3 月中旬實施；口試日期、地點另行公告。( 請隨時注意國際處公佈欄之最新消息 )
2. 甄試成績計算：以學業成績、書面資料審查及口試成績合併計算。依成績高低排序，再依志願先後錄取。
3. 個人繳交資料將於口試結束後退還個人。
1. 錄取學生須於錄取公告後 3 日內至國際處報到，並填寫繳交錄取校之入學申請表及其他應繳文件。
2. 獲錄取於明年 (104) 年 4 月赴日交換留學者，請於 9 月開學後一週內，須重新繳交一份中、英文歷年成績單等相關資料。如甄試時，未能提供日本語
能力檢定 JLPT N2 以上合格證明及成績單者，亦須於 9 月開學後一週內補交。未及時繳交者，自動放棄交換生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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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錄取學生僅代表獲得本校交換學生推薦資格，仍需再經交換學校審核，若未通過審核者，或無法取得學生簽證，其錄取資格即取消，本校不負爭取改
申請該校其他系所或協助簽證取得之責任與義務，其獎學金獲獎資格 ( 如有 ) 同時取消。
4. 錄取學生不得要求更換交換學校。若交換學校所核可之校區，院系或交換學期並非同學所預期，學生須自行斟酌是否接受或放棄錄取資格，不得要求
更換校區、院系或交換學期。
5.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為替交換生聯繫、於申請截止日期前寄發薦送資料，協助取得姊妹校入學許可。交換生須自行完成護照、簽證、及選課申請等事宜，
並依據姊妹校開學狀況自行決定、安排前往行程；如有困難，必要時可請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在權責範圍內提供協助。
6. 各校申請資料及條件若因該校規定變動而更改，學生必須接受，不得有異議。
7. 交換生僅享有交換學校學雜費減免優惠，其餘各人支出均須自行負擔。但仍須於交換期間按時繳交本校全額學雜費，並於本校註冊。免收住宿費用之
學校，赴日後仍需負擔水電等相關雜費。本交換計畫不提供獎學金獲得之保證及貸款協助。
8. 因各校入學審查時間及各獎學金審查時間皆非本校所能決定，獲得獎學金不代表已獲核准入學；若之後入學審核未過，其獲獎資格隨即取消。
9. 本交換計畫不提供姊妹校校內宿舍申請保證；交換學校亦無保證提供校內宿舍之責任。
10. 學生須依各姊妹校規定自行申請宿舍。未申請到宿舍者，須自行安排外宿事宜，本處無替同學爭取校內宿舍之責任。
11. 部分學校雖有提供免收住宿費之優惠，但仍有可能因該校政策變動而取消，本校不保證一定能獲得免宿費優待。若該校臨時取消免宿費優惠或提高
宿費者，學生仍須依該校規定繳交住宿費。在此情形下，同學不得提出異議，本處無替同學爭取免宿費之責任。
12. 交換生出國前應與所屬系、所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抵免，悉依各所屬系、所規定辦理。亦即於交換學校所修學分，不保證可採計與
本校相同學分數或全數採計；若因兩校算法不同，以致學生損失部分學分數，本處無法替同學開立證明，且無替同學爭取採計相同學分數之責任。
如因學分採計問題導致無法如期畢業者，須自行承擔後果。
13. 除學生平安保險外，交換生須於出國前自行另購買足額之保險 ( 含醫療、意外、海外急難救助等…)，並將保險單影印一份於出國前 2 週內送交國際
處存檔備查。若學生未購買保險，本校有權取消其錄取資格。
14. 至姊妹校留學並無提供工讀機會。
15. 役男出國前由本校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國手續。役男應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並於交換期結
束後準時返國，不得有滯留國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具役男身分學生，請於出國前一個半月，繳交身分證
影本及訂票記錄至國際處辦理。
16. 一經錄取，非因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或中退本校交換留學生之資格。無故退出造成兩校間交流作業困擾者，依相關校規
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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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期間應注意事項

1.
2.
3.
4.
5.

交換期間不得辦理本校畢業或休學手續，若有此等事情發生，其交換學生身分隨即取消。
交換留學期間，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欲提前結束交換計畫者，需取得兩校同意，不得自行中止或返國。
於交換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切規定，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如有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兩校校規處置。
交換學生於研修期間，須與本校保持密切聯繫，並留意自身安全問題。
於研修期間，學生有責任及義務協助推廣本校，積極參加研修學校舉辦之相關活動，例如 : 交換學生教育展或說明會等。

返校後應辦理及注意事項 其他注意事項

1. 交換期間結束後，須按時回到本校原就讀系所繼續就讀，或完成畢業手續，不得擅自延長交換期。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2. 學生於交換期間結束後一個月內，須繳交留學心得報告至國際處。所繳交之心得報告等資料，本處得不須另取同意，有權在網站上公開或使用於各種
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
3. 本處有權提供交換學生聯絡方式給往後錄取相同區域學生，不須另徵其同意。
4. 交換生一旦錄取，須負出席留學生授旗典禮（出國前及回國後）、交換生甄選說明會、前後期經驗分享餐會之義務。並應主動協助及輔導後其準交換
生學弟、妹之留學準備，提供必要之資料，資訊。回國後繳交留學報告書及問卷，並有義務參加於次年舉辦之交換生返校檢討會及在交換生留學說明
會中提供留學國姊妹校資訊及交換生初到校時之生活適應等協助。
1. 相關權利義務，悉依本校與各姊妹校簽訂之協議書內容為準。協議書中如有未盡事宜，經兩校再協議、變更者，則以新協議或變更之內容為準。
2. 與姐妹校之交換學生作業，如經對方要求或其他特殊因素，必須變動原交換計畫內容時，得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告知已獲錄取之交換學生，或與之洽
商變更留學計畫事宜。

※1. 其餘相關資料、表件請逕入本處網站詳閱：http://www.oieie.tku.edu.tw/main.php
※2. 有問題歡迎前來本處辦公室 (T1006) 洽詢；承辦人：紀淑珍 Sindy，校內分機 2002、2003；專線 (02)2629-6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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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大陸、澳門姊妹校暨金門大學交換生甄選作業辦法
以當學年度公告辦法為準

項目

交換學校

國家地區

大陸地區

甄選對象

大學生
研究生

留學 EAS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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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名

名額

備註

復旦大學

5

吉林大學

5

廈門大學

5

山東大學

3

南開大學

5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南京大學

5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天津大學

3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四川大學

3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西安交通大學

3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華東師範大學

3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北京理工大學

3

西北工業大學

3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214

蘭州大學

2

同濟大學

5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2

臺灣學生優先考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2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西北大學

2

貴州大學

2

中國人民大學

3

僅接受臺灣籍學生

澳門地區

澳門大學

2

臺灣學生優先考慮

金門

金門大學

5

大陸地區
大學生
研究生

交換學校

以上合計：21 校 71 名。
交換期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104 年 9 月─ 105 年 1 月）

報名資格

1.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及研究所在學學生。（復旦大學管理學院目前暫未接受開放研究生）
2. 在校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在校學業成績平均：研究生 80 分以上，大學部學生 75 分（工學院 70 分）以上；並經所屬系所、院初審通過
並推薦者。
3. 凡申請至境外姊妹校當交換學生者，須完成賴氏人格測驗。
4. 身心健康狀態足堪出國留學者。為顧及學生在當地留學時之健康、安全，請家長與學生主動配合告知有無因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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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1. 申請人資格須先經所屬系所、學院初審合格及推薦後，持相關書面表件資料送國際暨兩岸事務處（T1006）完成報名。
2. 報名應備資料：
(1) 報名表（附件 3-1）
(2) 本校歷年成績單正本（須有班級排名）
(3) 授課老師推薦函兩件
(4) 自傳（無標準格式）
(5) 研習計畫書（無標準格式）
(6) 參加諮輔組心理測驗證明書（附件 3-2）
(7) 保證書（附件 3-3）
(8) 其他相關有助甄試資格審查之證明文件資料影本（可縮印；正本備查）
※ 資料合計不超過 15 頁，並請統一以 A4 格式製作（成績單用原格式），依序整理排列，不必裝訂，以 A4 單層 L 型塑膠講義套送件。
3. 報名收件時間：即日起至 3 月 27 日 ( 星期五 ) 下午 5 時止。
4. 注意事項：
(1) 申請者須自行查明各校適合之系所及課程，本校無法提供系所篩選、課程審查或選校諮詢服務。若錄取學校無適合系所，以致無法入學或無
課可選，須自行負責，不得要求重新分發學校。
(2) 相關姊妹校資訊，請逕入各姊妹校網站瀏覽。

甄試與分發

1. 甄選面試預定於 4 月中旬實施，日期、地點另行公告。
2. 採書面與面試成績合併計算方式，甄試平均成績未達 75 分者，不予錄取。
3. 依甄試總成績高低及個人選填志願，依序分發錄取。
4. 各校錄取之研究生、大學生名額比例原則為 2：3，但其中一方出現缺額時，則不受此限。正取生因故出缺及作業時程許可時，由備取生依甄
試成績及個人選填志願序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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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錄取後
應辦事項

6.
7.
8.

9.

交換期間
應注意事項

校內錄取名單預定於 4 月下旬公告於國際處網頁及佈告欄。
準交換學生須於公告一週內至國際處辦到，並填寫繳交錄取校入學申請表及其他應繳文件。
交換生須在本校繳交全額學雜費註冊，在接待學校免繳學雜費。交換生須自行負擔往返機票及在接待學校之食、宿、交通等生活相關費用。
交換生須自行完成護照、簽證（台胞證）及選課申請等事宜，並依據各姊妹校入學通知，自行安排與赴同校之其他交換生集體前往報到；如
有困難，必要時可請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在權責範圍內提供協助。
役男出國前由本校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國手續。役男應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並於交
換期結束後準時返國，不得有滯留國外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具役男身分學生，請於出國前一個半月，
繳交身分證影本及訂票記錄至國際處辦理。
交換生於出發前應有涵蓋自出發日起至返國止之海外醫療及意外保險，並將保險單影印一份送國際處存檔備查。
學生須依各姊妹校規定自行申請宿舍。未申請到宿舍者，須自行安排外宿事宜，本處無替同學爭取校內宿舍之責任。
交換生出國前應與所屬系、所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抵免，悉依各所屬系、所規定辦理。亦即於交換學校所修學分，不保證可
採計與本校相同學分數或全數採計；若因兩校算法不同，以致學生損失部分學分數，本處無法替同學開立證明，且無替同學爭取採計相同學
分數之責任。如因學分採計問題導致無法如期畢業者，須自行承擔後果。
其他注意事項
(1) 校內錄取學生仍須再經交換學校審核，若未通過審核者，其錄取資格即取消。
(2) 一經錄取，非因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交換生資格。非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放棄者，依相關校規議處。

1. 交換期間不得辦理本校畢業或休學手續，若有此等事情發生，其交換學生身分隨即取消。
2. 交換留學期間，若有具體理由或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欲提前結束交換計畫者，需取得兩校同意，不得自行中止或返國。無故退出造成
兩校間交流作業困擾者，依相關校規議處。
3. 於交換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切規定，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如有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兩校校規處置。
4. 交換學生於研修期間，須與本校保持密切聯繫，並留意自身安全問題。
5. 於研修期間，學生有責任及義務協助推廣本校，積極參加研修學校舉辦之相關活動，例如 : 交換學生教育展或說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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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換期間結束後，須按時回到本校原就讀系所繼續就讀，或完成畢業手續，不得擅自延長交換期。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
校規處置。
2. 學生於交換期間結束後所繳交之心得報告等資料，本處得不須另取同意，有權在網站上公開或使用於各種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
返校後應辦及
3. 本處有權提供交換學生聯絡方式給往後錄取相同區域學生，不須另徵其同意。
注意事項
4. 交換生一旦錄取，需負出席留學生授旗典禮（出國前及回國後）、交換生甄選說明會、前後期經驗分享餐會之義務。並應主動協助及輔導後
其準交換生學弟、妹之留學準備，提供必要之資料，資訊。回國後繳交留學報告書及問卷，並有義務參加於次年舉辦之交換生返校檢討會及
在交換生留學說明會中提供留學國姊妹校資訊及交換生初到校時之生活適應等協助。

其他
注意事項

1. 相關權利義務，悉依本校與各姊妹校簽訂之協議書內容為準。協議書中如有未盡事宜，經兩校再協議、變更者，則以新協議或變更之內容為準。
2. 與姐妹校之交換學生作業，如經對方要求或其他特殊因素，必須變動原交換計畫內容時，得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告知已獲錄取之交換學生，
或與之洽商變更留學計畫事宜。

表件下載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頁「最新消息」http://www.oieie.tku.edu.tw/main.php

聯繫資訊

1.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暨兩岸交流組，辦公室位於驚聲大樓 10 樓 T1006 室。
2. 承辦人：林玉屏，電話：2621-5656，校內分機 2003；電子信箱：139250@mai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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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大三出國留學生甄選辦法
以當學年度公告辦法為準
名額

語文

甄選對象

每校

英文

大學生

http://www.iup.edu/
TOEFL ibt: 61 以上

英文

大學生

http://www.winona.edu/
TOEFL ibt: 68 以上
IELTS: 5.5 以上

英文

大學生

http://www.brandonu.ca/
TOEFL ibt: 61 以上

美國賓州印地安那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Brandon University

15

名為原則

英文系全校大三留學姊妹校

姊妹校名

備考

1. 本校男女不限科系之大學部 / 進學部二年級在學學生。（役男可申請）
報名條件

2. 在校大一至大二上學期共 3 個學期的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含 75 分）
3. 限 2 年內托福網路測驗成績單影本 1 份。
4. 須繳交近 3 個月內學生至本校諮商輔導組申請「人格測驗 - 賴式人格測驗 + 人格氣質測驗」結果一份。( 請於申請前和 Mina 助教登記團體測驗 ) 須身心健康，
足堪出國留學者。為顧及學生在當地留學時安全，請家長與學生主動配合告知有無曾經受身心重大疾病之就診紀錄。
1. 報名應備資料：
A. 英文系規定報名表（逕至英文系網頁下載）
B.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報名及甄選應注意事項

C. 本校中文及英文歷年成績單正本各 1 份（逕至教務處申請）
D. 限近 3 個月內「人格測驗 - 賴式人格測驗 + 人格氣質測驗」結果 1 份
E. 限 2 年內托福網路測驗 (TOEFL ibt: 61 分 ) 以上成績單影本 1 份
F. 英文自傳 Autobiography ( 至多 2 頁 )
G. 英文研習計畫書 Study Plan ( 至多 2 頁 / 字體 Times New Roman/ 大 12)
H. 英文系規定保證書（逕至英文系網頁下載）
以上所有資料不超過 12 頁，並請統一以 A4 格式製作（成績單影本及語言能力證明影本可用原格式），請依序整理，不必裝訂，以單層 L 型塑膠講義套送件，
缺件不另行通知，並視為自動放棄甄選資格。
2. 報名收件時間：103-2 開學日起 1 個月內 (104/2/25—10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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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甄選方式：由淡江大學英文系暨美 / 加留學校英文系共同甄選審核申請者資料。
4. 錄取名單公告方式：約於 2015 年 5 月中旬由本校英文系公告錄取名單於本校英文系辦辦公佈欄及本校英文系網頁。
留學期間

5. 相關留學校資訊，請逕入各姊妹校網站閱覽。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6 月
(104 學年度 )
1. 英文系為大三留學生聯繫、寄發薦送資料，協助取得姊妹校入學許可。因故未獲姊妹校核發入學許可者，註銷其大三留學生資格。學生須自行完成護照、簽證、
選課及申請限住學校宿舍等事宜，並依據留學校開學狀況自行決定安排前往行程；如有困難，必要時可請英文系在權責範圍內提供協助。
2. 經錄取，非因不可抗拒之人身重大變故，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或中退本校大三留學生之資格。無故退出造成兩校間交流作業困擾者，依相關校規議處。
3. 獲錄取者，大三留學期間須在本校繳交四分之ㄧ學雜費，並註冊。在美 / 加大三留學校需繳全額學雜費、食宿費及相關依該校規定國際生需繳付之費用。
4. 獲錄取者，應於 1 個月內補送醫院體檢合格證明。

相關權益及義務

5. 獲錄取者，應於 2 星期內須檢附此次留學主要贊助者 - 父或母或本人或親屬之
英文版至少存款台幣 50 萬證明兩份 (IUP-US$18,700 / WSU-US$14,500)。
（請逕至贊助者開戶郵局或銀行申請）並能自行負擔往返機票及在該學校之食、宿、交通等生活相關費用。)
6. 獲錄取者，大三留學生於出國前，應先購買自出國日起至明年返國到達日之 「海外留學醫療及意外保險」，並將保險單影印一份送本校英文系存檔備查。
7. 獲錄取者，出國前應與所屬系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之抵免，悉依各所屬系規定辦理。( 依本校 96-2 學年規定國外體育無成績一律不予認抵。)
8. 獲錄取役男者，出國前由本校函請各相關縣市兵役單位辦理役男出國手續。役男應於出國前持核准公函及護照，前往兵役單位加蓋出境核准章，並應依規定
期限返國。
9. 獲錄取者，需義務參加該年度校際全校大三出國留學授旗典禮，否以校規處分。
10. 獲錄取者，需義務每月依所屬系規定日期，至「大三出國留學專屬網頁」填寫完整的月生活回報。
11. 大三留學生返國後，應主動協助及輔導後期準大三留學學弟、妹之留學準備，提供必要之資料及資訊。返國後繳交一年留學心得報告，並受邀於次年之大三
留學生留學說明會中提供個人留學經驗心得報告。並適時擔任英文系國際姐妹校人員來訪接待義工 / 工讀生。

1. 相關資料、表件請逕入英文系網站詳閱
2. 有相關事宜歡迎至—本校淡水校園外語大樓英文系辦公室
（FL207）洽詢承辦 Mina 助教，分機：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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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語系大三出國留學生甄選辦法
以當學年度公告辦法為準
一、報考資格及說明：
1. 本系生、轉學生、轉系生於正規入學年度修習大二下學期西語系課程中者。
轉學生及轉系生若有延畢之虞，須簽署延畢切結書。
2. 大一（上／下）、大二（上）3 學期西語系專業必修科目均及格者。大二（下）若有西語系專業必修科目不及格者，請於當學年度暑修補修通過，否則須簽署
擋修切結書（該科學分不可抵免）及延畢切結書。
3. 大三出國學費由學生自行匯款至西班牙姐妹校指定帳戶，以避免糾紛，惟仍需繳交 NT$6000 元保證金，扣除相關費用，於授旗典禮當天活動結束後退還。
4. 大三出國者，回國需自行參加並繳交 DELE B1 成績單。
5. 大三出國學生皆自行前往西班牙，若需帶隊老師，由全體欲出國生投票決定，並平均分攤帶隊老師的機票及住宿費用。
6. 系上提供長期配合之旅行社資訊，請同學自行比價並與旅行社接洽。
7. 本學年度系上與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Cuenca, ESPACU) 及 Universidad de Alcal (Madrid, Alcalingua) 兩間學校合作，同學參考各校課程計畫及費用後，
於報名時填寫志願，以作為系上安排之參考。
* 本系保有最終決定權。
8. 符合資格並同意上述條件者，歡迎報名。為釐清同學疑慮，本系預定於 2015 年 3 月 6 日（五）中午 12:00 於 T502 舉行說明會，歡迎同學前往參加。
* 說明會確切時間地點請密切注意系網頁公告及臉書訊息
二、報名日期：
自 2015 年 3 月 9 日（一）至 3 月 13 日（五）止。
三、報名程序：
於報名截止日前攜帶前三學期的正式歷年成績單，註明手機，至系辦向 Leticia 助教登記報名並填寫志願序。（成績單請至行政大樓 2 樓成績單販賣機申請）
* 請於非助教實習課時間找助教本人辦理。助教分機：2336
四、甄試辦法：
學業成績佔 100%，意指前三學期西語系必修科目成績之平均。
五、錄取名額：
至多 40 名（系上保留名額增減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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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國留學費用估算：
（僅供參考，實際費用視當年度匯率及相關調整而定。）
103 學年度留學費用參考 ( 以歐元 : 台幣 / 1：40 計算 )
（1）機票
（2）保險費
（3）學分費
（4）生活費
（5）住宿費 ( 學校宿舍 )
（6）淡江大學註冊費

合計

NT$ 約 52,500（來回）			
NT$ 約 27,200/ 年			
NT$ 約 112,800/ 年			
NT$ 約 35,000/ 月
35,000X9 個月 = NT$ 315,000
NT$ 約 7,600/ 月
80,00X9 個月 = NT$ 72,000
NT$ 約 12,500/ 學期
12,500X2 學期 = NT$ 25,000
共計約 新台幣 604,500 元

七、簡要課程資訊
（費用僅供參考，詳細內容待姊妹校更新 2015-2016 版本後另行公告）

學校名稱
語言中心
網站連結
課程時數
課程內容
課程費用
（基本課程）
保險費用
住宿方式

姊妹校 A
（101 學年度至今）

姊妹校 B
（104 學年度新增）

Universidad de Castilla-La Mancha
(Campus de Cuenca)
Español para extranjeros en Cuenca
http://www.espacuuclm.com/
600 小時
課程計畫表尚待更新
2820 €
680 € / 年
學校宿舍（200 € / 月）
寄宿家庭（850 € / 月）

Universidad de Alcalá
(Alcalá de Henares)
Centro de Alcalingua
http://www.alcalingua.com/en
600 小時
課程計畫表尚待更新
4600 €
50 € / 月
學校宿舍（費用尚待確認）
寄宿家庭（費用尚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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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系大三出國留學甄選辦法
以當學年度公告辦法為準
•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法文學業成績（30％），法文筆試（25％），法文口試（25％），中文口試（含性向評估）（20％）。
•	法文筆試與口試均由本系教師出題及評分，報名甄試同學參加諮輔組問卷 ( 性向評估 ) 並參加解測。
•	轉學生、雙主修生以 103 學年第 1 學期所修法文學分二分之一以上為法文系大二之課程經系上審核後視為同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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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系大三出國留學甄選辦法
以當學年度公告辦法為準
8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89 年 9 月 20 日）
9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91 年 6 月 11 日）
94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會議修訂通過（95 年 3 月 1 日）

一、報名日期
每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日起，二週內登記報名。
二、評選標準
大三出國修習學分（波昂大學）：原則上取二十名，依前三學期德文成績評比。
【交換生（波昂大學、科隆大學及維也納大學）：配合國交處之作業時間辦理，通常於每學年第一學期即公告甄選。】
三、繳交資料
報名同時繳交前三學期成績單（於空白處計算前三學期必、選修德文科目成績平均值）
四、報名資格：
1. 出國修習學分只准抵大三德文課程，不能抵免大四課程。
2. 目前正在修習大二下（第四學期）德文必（選）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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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系大三出國留學甄選辦法
以當學年度公告辦法為準
103 學年度留學考報名
※ 一般生、在職班留學一年
對象：
•	日文系大二、進二同學
•	103 學年度大三轉學、轉系生
•	103 學年度轉二學生可選擇於二年級或三年級參加考試〈僅能選擇參加一次〉
•	102 學年度轉二學生未參加過 103 年 3 月大三出國留學考者
•	雙主修之外系學生
•	在職班學生〈留學一年者須參加考試、半年者須參加面試〉
報名資格：
•	一般生：中級日本讀本上學期 60 分以上
•	在職生：日語文章導讀與寫作 60 分以上
※ 報名時請自備
1. 日語能力測驗 N2 以上成績影本
2. 在校成績

網路版即可

3. 心理測驗證明 ( 請參考 2 月 19 日公告 )
4. 報名費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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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計算：
1. 筆試 ( 含聽力 )+ 口試 60%
2.N2 成績

40%

總成績及格者得選填志願
※ 在職生留學半年留學 ( 請同學自行尋找上下學期配對同學才可報名 )
1. 人數限制：
上、下學期：平成國際大學 2 名
		

：同志社大學 2 名

2. N2 成績

佔 60%

口試成績

佔 40%

3. 報名時請繳交心理測驗證明
4. 由在職班授課老師開會後決定最後是否錄取

留學 EASY GO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手冊 2015-2016

226

俄文系大三出國留學甄選辦法
以當學年度公告辦法為準
甄選方式
1. 申請資格：有意參加大三出國計劃者皆可申請。
2. 審查委員組成：由系主任及大一、大二專業課程之教師。
3. 審查指標：依學生前三學期成績甄選。
4. 審查歷程紀錄及結果：每年錄取名額以 25 名為原則。
甄選流程
1. 甄選方式：依每學年第 2 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之公告。
2. 申請時間：約於每年 3 月中旬前截止，請依系辦公告之時間辦理。
3. 應備文件：一年級上、下學期成績單和二年級上學期成績單 ( 可申請正式成績單，亦可以學校每學期寄發的成績單為證明 )。
4. 依審查會議結果公告正取生與備取生名單，並印發相關資料給正取生，請同學們利用春假與家長討論。
5. 春假後 ( 或 4 月中 ) 一週內請正取生將報名表、家長同意書、性向測驗結果表 ( 需家長簽名表示看過 ) 等連同保證金新台幣 10,000
元繳回系辦，始完成報名手續。正取生應於報名截止日期前，繳齊上述文件和保證金予承辦助教；否，則視同放棄，將另由備取生
依次遞補。
6. 應屆役男須辦理兵役緩徵才能出國，將由系上統一出具兵役公文至各縣市兵役課辦理。
消防講習
於每學年第二學期期末考前二週（週一或週五），由外語學院統一安排一小時之消防講習，邀請淡水消防隊人員說明防火防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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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生避難要領等，以加強留學同學的消防常識及應變能力。
保險事宜
強制規定每位留學生在俄國購買健康醫療險，費用一年約美金 100 至 150 元，在俄國就醫時直接出示保險症。另規定學生自行在台灣
購買一年期的旅遊平安保險，出國前須將該保險單據影本傳真、郵寄或親自交至系上；未購買保險者，學生和家長須填寫切結書。
定期回報機制
1. 出國前由學生投票選舉 1 名學生代表，定期與系上聯繫；助教也定期以電子郵件、網路通訊平台或是即時通與同學們連絡，關心學
生在國外之課業及生活狀況。
2. 出國前，助教將提供每位留學生一組系網頁「大三出國留學專區」的登入帳號和密碼，請學生主動定期上留學專區網頁填報 (1) 安
全檢核表、(2) 留學生活感言、(3) 留學心得和 (4) 留學生活相片上傳，分享生活點滴、感想及參加活動的情形，也讓本系、院及校
內有關單位同步掌握留學生在留學國的相關狀態，在需要時能夠立即提供協助。
3. 如遇緊急事件，同學應立即通知留學國外國學生辦事處主任、老師或相關人員，請求給予協助，另立即與淡江大學系上主任、助教
取得聯繫報告事件之情形，必要時也應與當地外交部代表處聯繫，以維護學生自身之權益。
成績抵免
1. 正取生若放棄資格，備取生依序遞補。
2. 大三出國成績抵免說明：赴俄進修所修課程均與在台灣俄文系開設之必修、選修課程相同，分上、下學期共修 11 門課程 38 學分，

留學 EASY GO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手冊 2015-2016

228

包括體育。
(1) 大二俄語全學年 ( 上、下二學期 ) 成績不及格、或者因大一俄語下學期不及格而擋修大二俄語者，大三留學修讀回國後，可予以
抵免大二俄語全學年學分。
(2) A. 大二俄語上學期不及格、下學期及格者，大三留學修讀回國後，予以抵免大三俄語全學年學分；大二俄語上學期學分需於返
國後重修。
B. 大二俄語上學期及格、下學期不及格者，大三留學修讀回國後，僅予以抵免大二俄語 ( 下 ) 單學期學分；回國後需加修大三俄
語全學年學分。
(3) 俄語語法 ( 二 ) 全學年 ( 上和下二個學期 ) 成績不及格者，大三留學修讀回國後，可予以抵免俄語語法 ( 二 ) 全學年學分。
(4) 俄語語法 ( 二 ) 上學期或下學期其中之一學期不及格者，大三留學修讀回國後，予以抵免進階俄語語法俄語全學年學分；不及格
之俄語語法 ( 二 ) 上學期或下學期學分需於返國後重修。
3. 備取生「大一俄語」和「俄語語法（一）」上、下學期有不及格紀錄者，必須重修或暑修且成績皆及格者，始得遞補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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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輔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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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國外姊妹校交換生輔導措施
一、交換生守則：

役科報到，於護照上加蓋准予出境章，並應依核准時間返國

( 一 ) 代表本校至姊妹校交換，應謹記自己之交換身份，愛護校譽，

以免逾期將來受出境管制。

珍惜留學機會。
( 二 ) 交換生在姊妹校一般將獲得較自由之選課機會，故應更獨立，
並具有較佳之留學國語文能力；因此宜自我惕勵，出國前即
力求提昇留學國語文能力，以期能有良好學業表現，取得足
夠學分返國。
( 三 ) 交換生不得有向姊妹校要求轉換系別、延長研習期限或要求
逕轉該校就讀取得學位等影響兩校未來交流之行為。

( 五 ) 7 月份之後出國之交換生，有義務參加本校舉辦之大三出國
授旗典禮。
( 六 ) 交換生留學期間須在母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故宜事先
安排親友於開學時代為處理註冊等相關事宜。
( 七 ) 確認自離境日至返國期間均保有海外醫療及意外保險，並於
出國前 2 週內送交將保險證明文件影印 1 份送至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存檔備查。

二、出國前準備：

三、抵達留學國及姊妹校後：

( 一 ) 交換生出國前須自行完成護照、簽證、選課、住宿申請。

( 一 ) 向姊妹校負責交換生業務之對口單位禮貌性報到。往後留學

( 二 ) 自行安排機票訂購及前往姊妹校之日程等事宜。或可商洽隨
同赴相同姊妹校留學之外語學院相關學系大三學生出國留學
團一同前往。
( 三 ) 出國前請與系辦確認學分抵免事宜。
( 四 ) 役男請繳交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航班資訊至國際處辦理役男
出境手續，由學校 ( 國際處 ) 發函所屬縣市兵役科，經兵役科
通知交換生於核備時間出國、返國；出國前應向所屬縣市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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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亦請抽空前往問候致意。
( 二 ) 抵姊妹校後 1 個月內將個人聯絡資料 ( 含住址、電話、電子
郵件信箱 ) 回報本校國際處，以備不時之需。如有任何異動，
請同時報備姊妹校及本校之國際處。
( 三 ) 抵達姊妹校後盡速將選課結果通知所屬系所，並做學分抵免
確認。
( 四 ) 應保留修課課程內容資料，以利返國後辦理學分抵免相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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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 五 ) 留學期間，每 3 個月至少應向本校國際處回報生活、學習狀
況 1 次。
( 六 ) 留學期間如遇到任何問題，請先至姊妹校之國際處尋求協助。
如遇重大情事，除尋求姊妹校、本國駐外使館及代表處等相
關單位協助外，請務必同時通知本校國際處。
( 七 ) 交換生應遵守姊妹校一切規定，不得做出有損兩校校譽情事。
如有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兩校校規處置。
( 八 ) 研修期間，交換生須協助推廣本校，積極參加姊妹校舉辦之
相關活動，例如 : 交換學生教育展或說明會等。
( 九 ) 返國前能適時答覆下期準交換生之詢問，並收集、帶回相關
資料，幫助學弟妹做好出國準備。

四、返國後：
( 一 ) 須繳交電子檔之交換生留學心得等相關資料，以提供給學弟
妹參考。
( 二 ) 義務協助即將出國之學弟妹做好留學準備。
( 三 ) 應邀參加交換生留學說明會、新舊交換生茶會，提供及分享
留學經驗、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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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學院大三出國留學輔導措施
( 一 ) 留學講習及行前說明會

助教與學生可藉由手機、MSN、e-mail 等方式第一時間內連

說明學雜費開支、各校學分抵免與擋修、出國前應辦手續、

絡上。

男學生兵役問題、留學學校註冊選課、居留證、社會保險注

( 五 ) 保險制度

意事項等，並邀請之前大三出國學生分享留學經驗。
( 二 ) 編印出國留學手冊

1. 英文學系：所有留學學校學費皆含有一般國際學生校園保
險，保險期限自 8 月開學日至隔年約 5 月學期結束日止 ( 約

外語學院各系每年均印製留學手冊，於留學講習時發送學生

共 9 個月，為學生於美加上課時間 )；另規定所有大三留學

參考，內容除介紹留學學校外，並涵蓋留學當地之食、衣、住、

生皆需在台灣購買留學生海外旅遊醫療及意外平安險，保

行、簽證、保險、銀行開戶等各項生活安全須知，以及緊急

險期限自 8 月搭機日至隔年約 8 月學生返國日止 ( 約共 12

聯絡方式等。

個月，涵蓋學生於海外所有時間 )。

( 三 ) 消防講習
由外語學院統一安排 1 小時之消防講習，邀請淡水消防隊人
員說明防火防災措施、逃生避難要領等，以加強留學生消防
常識及應變能力。
( 四 ) 定期回報機制

2. 西班牙語文學系：姐妹校替大三出國學生於學期間 ( 自每年
9 月至隔年 5 月底 ) 辦理私人保險公司之醫療保險，學生持
有此保險證明方能至西班牙商務辦事處辦理「長期學生簽
證」，保費約為 680 歐元連同當地學雜費一併匯款（以當
年度姊妹校公布之費用為準）。另外，本系除於留學手冊
中說明「醫療保險使用程序」外，亦於說明會上強烈建議

1. 出國前由各留學校學生投票選舉乙名學生代表。

學生及家長另外於台灣購買涵蓋所有旅外期間之旅行平安

2. 助教定期以 e-mail 連絡學生或學生代表，關心學生在國外

保險。

之課業及生活狀況。

3. 法國語文學系：留學生均參加法國學生社會保險，最低保

3. 留學生定期主動與系辦聯絡、寫「留學感言」或月日誌，

費一年約 220 歐元。法國大學法規定，年齡 20 至 28 歲大

分享生活點滴、感想、及參加活動情況等。如遇緊急事件，

學生須保學生社會保險，辦理註冊時須同時繳交。必需有
此社會保險（或健康保險）證明才能辦理居留證並獲得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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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補助。另提醒學生依個人需要補強前述保險未包含在內
之保險項目或效期。
4. 德國語文學系 : 每年就課程、學分、師資、宿舍費、保險費、
學費等，與波昂大學簽訂合約書，以保障學生權益。保險
期間為 9 月至隔年 7 月，計 11 個月（簽證 9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保險費約為 825 歐元。學生生病或意外送醫住院，
皆可理賠。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開始，所有須持簽證進入
申根國家者都必須提供有效且符合規定之醫療保險證明（依
德國在台協會規定），學生出國前須將保險單據影本傳至
系上。
5. 日本語文學系：強制規定每位學生出國前購買海外平安保險 留學期間意外死亡醫療險新台幣 500 萬元，由系上委託旅
行社代辦。保險期間為一年 360 天 ( 出國當日起算 )。保費
約為新台幣 5,344 元。學生日後另加入日本國民健康保險
（類似台灣的全民健保），原則上採月繳制，每月金額約
日幣 1,800 元。
6. 俄國語文學系：強制規定每位留學生在俄國購買健康醫療
險，費用一年美金 100-150 元，在俄國就醫時直接出示保
險證。另規定學生在台灣購買一年的旅遊平安險，出國前
將保險單據影本傳至系上；未購買保險者，須填寫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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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大三出國留學輔導措施
( 一 ) 舉辦出國選校說明會 ( 二年級上學期，11 月底 )
說明留學各學校選校標準及輔導過程，並藉此與家長建立起良
好之溝通管道。
( 二 ) 舉辦大三出國家長座談會 ( 二年級下學期，6 月中 )
邀請已返校回國之三年級學長、姐分享最新即時之留學經驗，
傳承於即將出國之二年級學弟、妹，以利大二同學能有更多之
準備機會。
( 三 ) 溝通管道暢通
在選校及申請過程中，由本系蔡政言主任、賈昭南老師、黃哲
盛老師擔任輔導老師，系主任亦利用授課及駐系時間道與英專
班同學接觸。
( 四 ) 選校完畢
由系辦英專班助理協助同學向各校申請、文件簡核、辦理簽
證。
( 五 ) 定期回報機制
1、出國前每校由學生選出組長。出國後的第一個禮拜，班代

切聯繫。
2、拜科技所賜，國與國之間的即時通訊將無界限及零時差，
系主任及導師可透過：即時通訊應用軟體 (LINE)、通訊
應 用 軟 體 (Skype)、 結 合 簡 訊 及 通 話 一 體 化 之 應 用 程 式
(WeChat)、網路社交平台 (Facebook)、視訊通話應用軟體
(Facetime)、線上圖片及短視訊分享的社交 (Instagram) 與
學生保持無國界密切聯繫，如遇緊急事件，學生可第一時
間內與本系及學校有關單位連絡。
( 六 ) 保險制度
1、保險種類：繳交給留學學校之學雜費及學分費已含保險費。
保險範圍為學生在校期間之醫療及意外險。
2、保險期限：全學年。
3、其他保險：鼓勵學生在台灣另外加保海外意外醫療險。
( 七 ) 隨時提供留學資訊：
加強更新網站上留學學校資訊介紹，以利同學得到留學學校
之資訊。

負責彙整每個人在當地的通訊住址、電子郵件網址及電話
號碼，E-mail 回系辦，以便系辦寄發資料、以及連絡同學。
該班導師亦與同學透過電子郵件，隨時與系及學校維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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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大三學生赴指定國外姊妹校留學輔導措施
全球發展學院各學系於大二開設「大三留學實務管理 ( 一 )( 二 )」

電話號碼，並 e-mail 回系辦，以便系辦寄發資料及聯絡同學。

課程、於大三開設「大三留學實務管理 ( 三 )( 四 )」課程，分別由

( 二 ) 如遇緊急事件，大三導師、系助理與學生可藉由手機、MSN、

大二及大三導師負責，以落實學生之英語檢定考試、外國大學之申

e-mail 等 方 式 聯 絡。 蘭 陽 校 園 中 控 室 (03)9873088 轉 分 機

請、大三出國修課科目之輔導及大三於國外生活、學習之追蹤輔導

7119，為 24 小時聯絡電話，值班人員亦可協助通報。

等等。學生大三出國期間，除安排專任導師隨時進行線上輔導外，
另也透過蘭陽校園特別建置之「大三出國輔導通報系統」及「大三

四、建立完整之學生家長聯絡資料

出國視訊輔導會議」，掌握學生在海外之生活及學習狀況。此外，

包含家長聯絡住址、電話手機及緊急聯絡人及電話等。

本院各學系透過每學年上、下學期分別舉辦之大三出國學分的抵免

五、提供出國留學參考資料

程序，對學生在海外的學習成效進行評估與追蹤。

內容除介紹留學學校外，並涵蓋留學當地之食、衣、住、行、簽證、

一、蘭陽校園網頁設有「大三出國輔導通報」系統，學生自大二開

銀行開戶等各項生活安全須知，以及緊急聯絡方式等。

始即須依規定之通報項目於時限內完成各項登錄，大三出國期
間須定期回報在國外修讀課程及住宿等生活情形。導師及家長
均可透過系統瞭解學生自選擇留學學校至國外留學期間之狀
況。
二、蘭陽校園於每學年上學期舉辦「大三國視訊輔導會議」，藉由

六、保險制度
( 一 ) 本校「學生團體保險」。
( 二 ) 出國學生須依大三出國姊妹校之保險要求加保，另可依個人需
要另行投保，由家長及學生自行決定辦理。

視訊連線了解學生於國外修課情況以及各項適應問題；另同時

( 三 ) 健保：出國預定 6 個月以上，可以選擇「繼續加保」或「辦

說明校園之現況以及返國之相關注意事項，以加強學生與校

理停保」。請詳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說明以維權益。

園、老師之連結及互動，以持續精進出國輔導措施。
三、定期回報機制
( 一 ) 出國前，申請相同國外學校的學生須選出一名代表，負責出國
後於第 1 週內彙整同學在國外的通訊地址、電子郵件地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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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安全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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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學安全守則
海外留學安全守則
對負笈異鄉的遊子來說，平安就是福，所以安全問題尤應列為抵
達留學國後重要的課題之一。近年來，遠赴異鄉求學的留學生，
頻頻傳出在學時、或假期旅遊期間的各種不幸意外；甚至國內大
學生赴國外旅遊者，亦不例外，致造成親人擔憂、傷痛的情形。
這是在從事留學生輔導時，最感心酸與最不願意見到的事。
在此建議留學生們抵達留學目的地後，應儘早了解該地治安狀況，
一旦決定住所之後，要向當地居民請教周遭環境，並應主動向校
方索閱相關安全資訊、手冊、緊急連絡電話號碼。此舉除可防患
未然外，並有助於生活早日正常化。
以下內容為教育部之駐外單位及本校處理留學生事務的經驗，提
供海外留遊學安全守則供各位參考。
（一）異域留學
1. 留學生到國外大學院校註冊後，應立即向課業指導教
授（Academic advisor） 及 外 籍 學 生 顧 問 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Scholars）報到，以便列入課業與
環境適應輔導，及緊急事故協助名單。
2. 進入國外大學後，務必儘速向就讀學校之中華民國或臺
灣同學會報到，以便迅速獲得生活適應之協助。我全球
之同學會均會與我國駐外館處保持聯繫，可適時提供各
項必要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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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留遊學期間，離開留學國，赴他國參加國際性會議或旅
遊前，請先至國際學生辦公室詢問有關留學生出入境之
最新規定。離境期間所有規定文件及護照請隨身攜帶；
在未備齊文件前切勿離開，絕不可心存僥倖，以免觸法
而遭遣返臺灣，並於移民局留下不良記錄，影響日後辦
理簽證事宜。
4. 錢財勿露白；勿將在臺灣出手闊綽的生活經驗帶到國外
去，以免令歹徒起覬覦之念。出門在外，應體認學業第
一、謙虛務實、入境問俗為要，以確保人身安全。
5. 課餘之暇，儘量參加學校舉辦之課外活動，藉以同時提
升自己的外語能力與文化學習內涵，並廣結國際善緣。
6. 隨 時 注 意 自 己 的 安 全。 遇 有 緊 急 事 故 時， 立 刻
向 指 導 教 授、 外 籍 學 生 顧 問、 同 學 會 及 我 國 駐
外 館 處 聯 繫（ 可 上 網 至 中 華 民 國 駐 外 單 位 聯
合 網 站【http://www.taiwanembassy.org/dept.
asp?mp=2&codemeta=locationIDE】 查 詢， 或 可 電 外 交
部二十四小時服務之急難電話查得：（03）398–2629
或（03）383–4849）。
7. 留學生在海外，無論在學期間或假期中，務必投保醫療
健康保險。大部分國外大學規定，未投保健康保險者，
不得註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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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家安全
1. 在家
（1）勿隨便開門。若為陌生人或自稱修理電話 ... 等，即
便有約在先，都應要求來者提出識別證（ID），確
認無誤後方可開門。
（2）若遇推銷員，可婉拒。
（3）勿因來者為女性而減少戒心。.
（4）若有外人至屋內修理東西，最好有朋友陪伴，或告
知鄰居、房東。
（5）外出、夜間就寢前，應檢視瓦斯開關、所有門窗是
否上鎖。
（6）遇可疑人物、車子或情況，應通知警方，切勿好奇
介入。
（7）若遺失鑰匙，應儘快通知亦有該副鑰匙的人，並視
情況請房東重新配換新鎖。
（8）重要證件宜留影本，證件號碼、信用卡號碼都應另
外記錄下來。一般信用卡公司都有處理遺失卡片的
部門，最好將電話號碼抄寫下來，若不慎遺失，應
立刻以電話掛失。
（9）養成隨身帶鑰匙、出門即鎖門的習慣，即使散步、
倒垃圾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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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外出旅遊前
（1）通知郵差暫停送信及報紙，或請朋友、鄰居代為處
理。
（2）請鄰居代為巡視房屋內外、守望相助。
（3）使用定時器操縱屋內的電燈、音樂，布置出有人在
家的樣子，減少宵小闖空門的機會。
（三）行車安全
1. 乘坐地下鐵
（1）出門前即預先記好路線及轉車地點，並隨身攜帶地
圖。切記！此地圖乃急需之用，各地鐵站及車廂內
均有地圖張掛，因此，非不得已，勿於車廂及街道
上張開地圖研究。
（2）於非尖峰時間搭乘時，可於「非尖峰時間候車區
off hour waiting area」等候。
（3）候車時勿太靠近邊緣，紐約地鐵曾有多次乘客被心
理不正常者推落月臺的不幸事件，所以要注意。
（4）勿乘坐空車廂，中段車廂通常有隨車警察最安全。
非尖峰時間搭車，找有列車長的車廂乘坐。
（5）車廂出入口旁的位子較易被歹徒下手搶劫。
（6）儘量不要太早或太晚搭乘地下鐵。如不得已，可考
慮搭計程車，並記下計程車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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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車廂內應避免與他人眼光接觸，以免被認為懷有
惡意（如歧視 ... 等）而惹禍上身。
2. 在地鐵站內迷路
（1）若搭錯線，可在車廂內查看貼於車廂內的地圖。
（2）時因調度問題或其他因素，會改變行車路線或停開，
車上會廣播告知乘客，若仍不清楚，可詢問列車長。
3. 乘坐公車
（1）於照明充足的地方等車為宜。若該公車站燈光不足
或無其他乘客，應儘量靠近商家或燈光充足的地方
候車。
（2）上車後，發覺可疑人物，應通知司機。
（3）若車內乘客稀少，以坐離司機較近位子為宜。
（4）若遇車內有人騷擾，立即告知司機或下車。
4. 自行駕車
（1）開車時務必隨時繫上安全帶。這是安全措施，也是
法律規定。
（2）開車前，注意看是否有人隱藏在車內。一上車，要
養成馬上鎖車門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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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停車前先觀察周遭環境，勿把車子停在幽暗、人跡
稀少的地方。
（4）如果在路上遇到汽車輪胎洩氣，把車開到較熱鬧的
地方再停留，準備換備胎。
（5）如果發覺有人跟蹤，將車子開到警察局、消防隊或
加油站。
（6）物品無論貴重與否，一律勿置於車內，以免引起歹
徒覬覦而打破車窗行竊。
（7）勿接受陌生人搭便車，勿理會陌生人召喚下車，且
車上須準備防禦武器。
（8）加油最好至熟悉、安全的加油站。
（9）最好將車停在有管理員的停車場，若需留下鑰匙，
只需交予能發動引擎的單一鑰匙即可。
（10）平時須注意車輛的保養。
（11）高速行駛時須注意維持方向盤的穩定，若遇爆胎，
須先鎮定、穩住方向盤，再慢慢輕踩煞車；切忌立
刻緊踩煞車及猛打方向盤，以免導致車輛翻覆。
（12）每次計畫旅行之前，應徹底檢查汽車全部機件及輪
胎，汽油也要充足，且事先研究清楚目的地的方向
情況（如：夏季到高溫地區旅遊，必須注意輪胎的
胎壓減少情形，以免因天熱而驟然爆胎）及行車路
線。
（13）萬一遇公路警察攔下查問，切勿離開座位；不可與
警察在言行上衝突，以免犯法律上的大忌。若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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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開罰單（Citation），可依法另至法院申訴。
（14）在雪地上駕駛，須更加小心，其技巧與方法和一般
情況不同。

（4）如果到大城市觀光，相機、攝影機最好放在背包裡，
不要一邊走，一邊查看地圖。
2. 夜間行走時

5. 租車
（1）開車前須先檢查車輛的各種狀況，若有問題，立刻
要求租車公司更換車輛。
（2）租車時以具有人身及車輛保險為宜。
（四）行路安全
初到異地，應及早熟悉經常需要出入的場所及其周圍環境，
並避免涉及不安全地區。若初次前往某地，應事先了解或
向朋友請教該地狀況為宜。
1. 日間行走時
（1）走路要有自信。即使迷路，亦應力求鎮靜，勿將慌
張不安寫在臉上。
（2）以帶少許現金為佳，雖然一些緊急電話不需費用，
但可備銅板以應不時之需，用電話向友人求救。
（3）證件則要放在內裏口袋等較不易引人注意的地方。
現金最好分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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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同伴同行為最佳，走行人多及照明充足的街道，
避免走陰暗的巷道。
（2）走路時要走在人行道中間，朝與汽車相反方向走。
若有人駕車搭訕，可朝與其駕車相反方向迅速離
開。
（3）提防陌生人問路，並與他們保持距離。
（4）遇陌生人搭訕，可不加理會，偽裝聽不懂當地語文，
從容走開，但以不惹惱對方為原則。
3. 在夜間回到住所
（1）應在到達住所之前備妥鑰匙，於最短時間內進屋，
並隨時注意是否有人跟蹤、或藏匿在住處附近死
角。
（2）若有可疑現象，切勿進屋，通知警方。
（五）大樓安全
大樓樓梯間通常較為僻靜，儘量使用電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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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獨自在辦公室時
（1）應於入內後鎖好大門，並檢視屋內是否有人。並應
告知大樓警衛所處樓層、辦公室號碼及電話號碼。
（2）若需外出，即使在短時間內返回，也應鎖門。
2. 電梯
（1）進入電梯前若發覺乘客可疑，則勿進入。
（2）女性若單獨搭乘電梯，應靠近控制板。
（3）若遇可疑人物在電梯內，立即離開。
3. 洗手間
（1）使用前不妨先巡視一遍。於陌生場所時尤應做到此
點。
（2）宜結伴同行，或請男士在門外等候。
（六）逛街購物安全
1. 隨時注意周圍是否有可疑人士跟蹤或注意你。
2. 錢財勿露白。男士應將小鈔及大鈔分開放在兩個口袋
裏。
3. 信用卡在使用完後要記得收回，且勿同時攜帶所有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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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出門。
4. 提防扒手，尤其在電梯裏、旋轉門間。歹徒通常二人一
組，其中 一人試圖引你分心，另一人則趁亂下手。竊
賊以女性居多，作案 目標則以男性占大多數。
5. 與街頭小販交易時要小心，並提防在街上主動為你服務
的人。
6. 手提箱、皮包不離身。
（七）火災
1. 預防之道
（1）勿堆積易燃物品。勿堵住逃生出口，窗戶亦應保持
容易開關的程度。
（2）要事先了解住所附近的逃生路線、樓梯、出口等，
並確定沒有被用來堆放物品。
（3）要求房東裝設油煙警報器。
（4）檢查家中電器用品的電線有無斷裂等現象。
（5）爐臺、炒鍋及油煙排氣口應防油垢。
（6）避免使用蠟燭。
（7）廚房應備有滅火器，並了解使用方法。
（8）將消防隊、警察局電話號碼貼在靠近家中電話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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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遇到火警時
（1）觸動警報以便驚醒所有住戶，並立刻報警。
（2）由最近的逃生出口儘速離開。
（3）拉動街上防火警報箱，靜候消防人員。
（4）萬一出口被火或煙堵住時，留在房內並把門關緊。
確定走廊的門關緊後才可打開房內窗戶讓新鮮空氣
流通，並待在靠窗的地方等待救援。
（八）其他
1. 參觀大型露天演出、遊行等活動時，最好能成群結伴，
以減低被下手的機會。
2. 打公共電話時，應小心隨身物品。
3. 自動提款機分室外與室內兩種。但並不表示在室內提款
較在室外安全。應避免在夜間提款，若發覺有異，切勿
進入並儘速離去。
4. 隨身攜帶緊急電話號碼。
5. 應隨身帶有小額現金，遇歹徒搶劫、勒索，即把金錢交
出，勿做抵抗，以免被歹徒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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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連絡通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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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海外緊急聯絡通訊處
日本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台北駐福岡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pan
福岡市中央區櫻坂 3-12-42
東京都港區白金台五丁目二十番二號
館址：
20-2, Shirokanedai 5-chome Minato-Ku,
Tokyo 108-0071, Japan

館址 :
12-42,Sakurazaka, 3-chome,
Chuoku, Fukuoka 810-0024,Japan
電話：81-92-7342810 〜 12 （總機）

電話：(002-81-3) 3280-7811

傳真：81-92-734-2819

傳真：(002-81-3) 3280-7934

網址 : http://www.roc-taiwan.org/JP/FUK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JP

處長：戎義俊 (Rong, Yee-jung)

代表：沈斯淳 (Ssu-Tsun Shen)

電子郵件：teco.fkk@gmail.com

電子郵件：vipass@mofa.gov.tw

緊急電話：81-90-1922-9740，81-90-3192-8273

緊急電話 ( 日本境內直撥 )：080-6557-8796; 080-6552-4764

81-90-4341-7787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30

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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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駐日經濟文化辦事處札幌分處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區北四条西四丁目一番地 伊藤大樓五樓

550-0001 大阪市西區土佐堀 1-4-8 日榮 Building 4F

館址 :

館址 :

5F,Ito Bldg,1 Kita 4-jo Nishi 4-chome Chuo-ku,

Nichiei Building., 4th Fl., 4-8,

Sapporo Hokkaido 060-0004,Japan

Tosabori 1-Chome, Nishi-Ku, Osaka 550-0001 ,Japan

電話：81-11-222-2930

電話：06-6443-8481 ～ 7

傳真：81-11-222-9908

傳真：06-6443-8577

網址 : http://www.roc-taiwan.org/JP/OKD

網址 : http://www.roc-taiwan.org/JP/OSA

處長：陳桎宏 (Chen, Jyh-Hong)

處長：蔡明曜 (Peter M. Y. Tsai)

電子郵件：spk@mofa.gov.tw

電子郵件：teco-osa@juno.ocn.ne.jp

緊急電話：81-80-1460-2568

緊急電話：090-8794-4568 ﹑ 090-2706-8277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受理領務申請案件時間：

服務時間：上午 9 時至 12 時、下午 1 時至 5 時 00 分

週一至週五 09:00 ～ 12:00 13:0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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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駐韓國台北代表部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

Taipei Mission in Korea
横浜市中区日本大通り６０番地

朝日生命ビル２階

館址 :
2F., Asahiseimei Yokohama Bldg.,
NO.60 Nihonohdori, Naka-ku, Yokohama 231-0021, Japan
電話：（002-81-45）641-7736~8

110-730 韓國首爾市鍾路區世宗大路 149 號光化門大廈 6 樓
館址：
6th Fl., Gwanghwamun Bldg., 149,
Sejong-daero, Jongno-gu, Seoul 110-730, Korea

傳真 :（002-81-45）641-6870

電話：(002-82-2) 399-2780

網址 : http://www.roc-taiwan.org/JP/YOK

傳真：(002-82-2) 399-2779

處長 : 粘信士 (Nien, Shin-shyh)

網址：http://www.roc-taiwan.org/KR

電子郵件 : yok@mofa.gov.tw

代表：梁英斌 (Liang, Benjamin Y.P.)

緊急電話：（002-81-90）-4746-6409,4967-8663

電子郵件：kor@mofa.gov.tw

※ 緊急電話僅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緊

緊急電話 ( 韓國境內直撥 )：010-90802761

急情況等 )；查詢護照、簽證等事項，請於上班時間撥 045-641-

專線電話：(82-2) 3992767~68

7736-8 查詢。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00(12:00-13:00 午休時間 )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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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海外緊急聯絡通訊處
俄羅斯聯邦
駐俄羅斯代表處
( 台北莫斯科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駐莫斯科代表處 )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Moscow for the Taipei-Moscow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rdination Commission
館址：
24/2 Tverskaya St., Korpus 1, Gate 4, 4th FL.
Moscow 125009 Russian Federation
電話：(002-7-495) 956-3786~90
傳真：(002-7-495) 956-3625
信箱號碼：rus@mofa.gov.tw
代表：陳俊賢 (Chen, Chun-shen)
電子郵件：rus@mofa.gov.tw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RU
緊急電話：(002-7-916) 837-6058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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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海外緊急聯絡通訊處
奧地利

捷克

駐奧地利代表處 ( 駐奧地利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

駐捷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Vienna, Austria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館址：Wagramer Strasse 19/11, A-1220, Vienna, Austria

館址：Evropska 2590/33C,160 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電話：(002-43-1)2124720

電話：(002-420)-23332-0606

傳真：(002-43-1)2124703

傳真：(002-420)-23332-6906

代表：陳連軍 (Chen, Lien-gene)

代表：薛美瑜 (Hsueh, Mei-yu)

電子郵件：information@taipei.at

電子郵件：tecoprag@gmail.com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AT

網址 :http://www.taiwanembassy.org/CZ

急難救助電話：(002-43）664-3450455

緊急電話：(002-420)-603-166-707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 駐地時間 ) 09:00-17:00，( 台灣時間 ) 15:00-23:0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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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法國

駐英國代表處 ( 駐英國台北代表處 )

駐法國臺北代表處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K.

Bureau de Representation de Taipei en France

館址：

館址：78, rue de l' Universit e 75007 Paris, France

50 Grosvenor Gardens London

電話：(002-33-1) 4439-8830

SW1W 0EB United Kingdom

傳真：(002-33-1) 4439-8871

電話：(002-44) 20-7881-2650

代表：呂慶龍 (Michel Ching-long Lu)

傳真：(002-44) 20-7730-3139

電子郵件：taiwan.brtf@gmail.com

代表：劉志攻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FR

電子郵件：tro@taiwan-tro.uk.net

緊急電話：0680074994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UK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

緊急電話：002-44-7768-938-765

危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

事項，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危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
事項，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30，13:30-17:3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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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波蘭

駐德國台北代表處

駐波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h Vertretung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Warsaw

館址：Markgrafenstr. 35 , 10117, Berlin, Germany

館址：30th Floor, Ul. Emilii Plater 53, 00-113 Warsaw, Poland

電話：(002-49-30)203610

電話：(002-48-22)213-0060

傳真：(002-49-30)203611-01

傳真：(002-48-22)213-0070

代表：陳華玉 (Angens Hwa-Yue Chen)

代表：江國強 (Jack K. C. Chiang)

電子郵件：deu@mofa.gov.tw

電子郵件：biuro@taiwan.net.pl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DE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PL

緊急電話：(002-49) 171-389-8257；(002-49) 171-389-8467

緊急電話：0668-027-574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3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 駐地 )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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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

西班牙

駐芬蘭代表處 ( 駐芬蘭台北代表處 )

駐西班牙代表處 ( 駐西班牙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Finland

Oficina Economica y Cultural de Taipei, Espana

館址：

館址：

World Trade Center-Helsinki Aleksanterinkatu 17,

Calle Rosario Pino 14-16, Piso 18 Dcha.

00100, Helsinki Finland

28020 Madrid, Espana

信箱號碼：

信箱號碼：Apartado 36016,28080 Madrid, Spain

World Trade Center, P. O. Box 800,

電話：(002-34-91)571-8426

FIN-00101 Helsinki, Finland

傳真：(002-34-91)570-9285

電話：(002-358-9) 6829-3800

代表：侯清山 (Javier Ching-shan Hou)

傳真：(002-358-9) 6829-3806

電子郵件：esp@mofa.gov.tw

代表：林錦蓮 (Lin, Ching-lien)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ES

電子郵件：info@taipeioffice.fi

緊急電話：(002-34) 639-384-883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FI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電話：(002-358)40-5455-429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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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
駐瑞典代表處 ( 駐瑞典台北代表團 )

Taipei Mission in Sweden
館址：

Wenner-Gren Center, 18tr Sveavagen 166 ,
S-11346 Stockholm Sweden
電話：(002-46-8)-7288513
傳真：(002-46-8)-315748
代表：李澄然
電子郵件：taipei.mission@tmis.se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SE
緊急電話：(002-46-70)-6755089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
危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
事項，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3: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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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海外緊急聯絡通訊處
加拿大

美國

駐加拿大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anada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館址：

館址：

45 O'Connor Street, Suite 1960, Ottawa,

4201 Wisconsin Avenue, N.W.,

ON KIP 1A4 Canada

Washington, D.C. 20016, U.S.A.

電話：(002-1-613) 231-5080

電話：002-1-202-895-1800 (20Lines)

傳真：(002-1-613) 231-7112

傳真：002-1-202-363-0999

代表：劉志攻 (Liu, Chih-Kung)

代表：沈呂巡 (Shen, Lyushun)

電子郵件：teco@on.aibn.com

電子郵件：usa@mofa.gov.tw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CA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US

緊急電話：(002-1-613) 7626090

緊急電話：002-1-202-895-1885; 202-669-0180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美國境內直撥：1-202-669-0180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中午不休息 )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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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駐邁阿密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San Francisco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Miami

館址：

館址：

555 Montgomery Street, Suite 501,

2333 Ponce de Leon Blvd., Suite 610 Coral Gables,

San Francisco, CA 94111, USA

FL 33134 U.S.A.

電話：002-1-415-362-7680

電話：(002-1-305)443-8917

傳真：002-1-415-362-5382

傳真：(002-1-305)442-6054

處長：傅正綱 (Bruce Fuh)

處長：王贊禹 (Philip T. Y. Wang)

電子郵件：tecosf@sbcglobal.net

電子郵件：tecomia@bellsouth.net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US/SFO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US/MIA

緊急電話：002-1-415-265-1351

緊急電話：(002-1-786)253-7333

美國境內直撥：1-415-265-1351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0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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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檀香山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Honolulu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Los Angeles

地址：2746 Pali Highway, Honolulu, HI 96817 U.S.A.

地址：

電話：808-595-6347

3731 Wilshire Boulevard, Suite 700 Map Los Angeles,

傳真：808-595-3161

CA 90010 U.S.A.

處長：朱為正 (Chu, Vei-cheng)

電話： (002-1) 213-389-1215

電子郵件：tecohnl@gmail.com

傳真： (002-1) 213-389-1676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US/HNL

處長：夏季昌

急難救助專線：808-351-8818

電子郵件：info@tecola.org

( 國人在夏威夷州倘遭美國執法人員逮捕或拘留，請向美方要求通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US/LAX

知本處以保障權利 )

◎本處急難救助電話 : 手機 (1-213)9233591 美國境內直撥 ;1-2139233591 ( 於 213 區碼內請撥 923-3591) ◎非上班時間外交部設有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00-12:00，13:00-17:00

總值日官，負責接聽總機電話：(02)2348- 2999，處理緊急事件。
◎外交部自 97 年 7 月 14 日起，增設緊急服務手機：0912-581001，由 總值日官接聽處理。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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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芝加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Chicago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Boston

地址：

地址：99 Summer St., Suite 801 Boston, MA 02110, U.S.A.

Two Prudential Plaza 57th Floor, 180 North Stetson Avenue,
Chicago, IL. 60601

電話：領務查詢電話 :(002-1)617-259-1350
洽公電話 :(002-1) 617-737-2050

電話：(002-1) 312-616-0100

傳真：(002-1) 617-737-1684

傳真：(002-1) 312-616-1486

處長：洪慧珠（Anne Hung）

處長：葛葆萱 (Ger, Bau-shuan)

信箱 : teco@tecoboston.org

電子郵件：tecochicago@yahoo.com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US/BOS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US/CHI

◎急難救助：中華民國國內請撥 0800-085-095。

◎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 (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桃園國際

國外請撥本處緊急聯絡電話：(1-617)650-9252；或旅外國人急難

機場辦事處 )：011( 美國國碼 )-800-0885-0885. ( 台灣上班時間為

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 011-800-0885-0885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 時半至下午 5 時 ) 急難救助專線專供如車禍、
搶劫、有關生命安危等緊急情況求助之用，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2:30，13:30-17:30

撥打手機 1-312-636-4758 美國境內直撥：1-312-636-4758 芝加哥
市直撥：636-4758；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
室電話 1-312-616-0100 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芝加哥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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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

阿根廷

駐尼加拉瓜大使館

駐阿根廷代表處 ( 駐阿根廷台北商務文化辦事處 )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Nicaragua
Oficina Comercial Y Cultural de TaipeiCasilla de correo No. 96,1401
館址：
De la Optica Matamoros Sucursal Carretera a Masaya
2c abajo 1/2c al lago, Planes de Altamira Lotes #19 y 20,
Managua, Nicaragua

Capital Federal, Argentina
館址：
Av. de Mayo 654, Piso 4, 1084AAO Capital Federal, Argentina
電話：002-54-11-5218-2600

信箱號碼：Apartado Postal 4653, Managua 5, Nicaragua

傳真：002-54-11-5218-2625

電話：(002-505)22771333~4

代表：黃聯昇 (Huang, Lien-Sheng)

傳真：(002-505)22674025

Email：taiwanarg@gmail.com

大使：莊哲銘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AR

電子郵件：nic@mofa.gov.tw

緊急電話：002-54-9-11-5616-2947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NI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電話：(002-505)8886-0602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8:30-12:30，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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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海外緊急聯絡通訊處
澳洲
駐澳大利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Australia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Sydney, Australia

館址：

館址：

(1) Unit 8, Tourism House 40 Blackall Street Barton,
Canberra ACT 2600, Australia
(2) 53 Blackall Street, Barton ACT 2600( 文化組 , 新聞組 , 科技組 )
電話：

Suite 1902, Level 19 MLC Centre, King St. Sydney,
NSW2000, Australia
電話：002-61-2-92233233
傳真：002-61-2-92230086

(1)(002-61-2) 61202000

處長：沈正宗

(2) 02-61201000 ( 文化組 , 新聞組 , 科技組 )

電子郵件：tecosydney@gmail.com

傳真：(002-61-2) 6273-3228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AU/SYD

代表：李大維

緊急電話：002-61-418415572

電子郵件：teco@teco.org.au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AU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緊急電話：(002-61) 418-284-531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
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事項，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 駐地 ) 09:00-17:00

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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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駐紐西蘭代表處 ( 駐紐西蘭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New Zealand
館址：
Level 21, 105 The Terrace, Wellington 6011, New Zealand
信箱號碼：
P. O. Box 10-250, The Terrace ,Wellington, New Zealand
電話：(002-64-4) 473-6474
傳真：(002-64-4) 4472 2430
代表：吳建國
電子郵件：tecowlg@taipei.org.nz
網址 : http://www.taiwanembassy.org/NZ
緊急電話：我國境內請撥 (002-64)-274-495300
紐國境內請直撥 0274-495300
※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 (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
危緊急情況等 )，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護照、簽證等
事項，請於上班時間以辦公室電話查詢。
服務時間： 週一 ~ 五：09：00~12：30、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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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在國外倘遇急難事件，未能與駐外館處取得聯繫時，請直
接或由國內親友與外交部「旅外國人急難救助聯繫中心」聯絡，
電 話 為 (03)398-2629， (03)393-2628，(03)383-4849， 二 十 四
小時均有專人接聽服務。另外，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設有「旅外國
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電話 800-0885-0885( 諧音”您幫幫
我、您幫幫我”)，您可利用下列撥話方，直接與外交部「旅外國
人急難救助聯繫中心」聯絡：

日本

先撥 001 再撥 010-800-0885-0885
或撥 0033-010-800-0885-0885

澳洲

先撥 0011 再撥 800-0885-0885

以色列

先撥 014 再撥 800-0885-0885

美國 / 加拿大

先撥 011 再撥 800-0885-0885

南韓 / 香港 / 新加坡 / 泰國

先撥 001 再撥 800-0885-0885

英國 / 法國 / 德國 / 瑞士
馬來西亞 / 澳門 / 瑞典
義大利 / 比利時 / 荷蘭
阿根廷 / 紐西蘭 / 菲律賓

先撥 00 再撥 800-0885-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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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各相關單位聯絡電話
系所別 / 系主任

電話 / 傳真

系所 E-mail/ 系主任 E-mail

中文系
殷善培

TEL:(02)26215656 Ext. 3090
FAX:(02)26209930

tacx@oa.tku.edu.tw
yinsp@mail.tku.edu.tw

歷史系
林呈蓉

TEL:(02)26215656 Ext. 2327
FAX:(02)26253324

tahx@oa.tku.edu.tw
099340@mail.tku.edu.tw

資圖系
王美玉

TEL:(02)26215656 Ext. 2814
FAX:(02)26209931

tabx@oa.tku.edu.tw
140890@mail.tku.edu.tw

大傳系
紀慧君

TEL:(02)26215656 Ext. 2305
FAX:(02)26209925

tamx@oa.tku.edu.tw
weitsy@mail.tku.edu.tw

數學系
溫啟仲

TEL:(02)26215656 Ext. 3135
FAX:(02) 26209916

math@math.tku.edu.tw
wchan@mail.tku.edu.tw

建築系
黃瑞茂

TEL:(02)26215656 Ext. 2578
FAX:(02)26235579

teax@oa.tku.edu.tw
094152@mail.tku.edu.tw

水環系
張麗秋

TEL:(02)26215656 Ext. 3269
FAX:(02)26209747

tewx@oa.tku.edu.tw
changlc@mail.tku.edu.tw

化材系
董崇民

TEL:(02)26215656 Ext. 3519
FAX:(02) 26209887

tedx@oa.tku.edu.tw
gglin168@yahoo.com.tw

電機系
陳巽璋

TEL:(02)26215656 Ext. 2615
FAX:(02)26209814

text@oa.tku.edu.tw
wtlee @mail.tku.edu.tw

國企系
蔡政言

TEL:(02)26215656 Ext. 2087
FAX:(02)26209730

tbfx@oa.tku.edu.tw
tsaijy@mail.tku.edu.tw

財金系
李命志

TEL:(02)26215656 Ext. 2592
FAX:(02)26214755

tbbx@oa.tku.edu.tw
mlee@mail.tku.edu.tw

產經系
林俊宏

TEL:(02)26215656 Ext. 2566
FAX:(02)26209731

tlex@oa.tku.edu.tw
chlin@mai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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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各相關單位聯絡電話
系所別 / 系主任

電話 / 傳真

系所 E-mail/ 系主任 E-mail

會計系
張寶光

TEL:(02)26215656 Ext. 2718
FAX:(02)26209738

tlax@oa.tku.edu.tw
baog@mail.tku.edu.tw

保險系
繆震宇

TEL:(02)26215656 Ext. 3515
FAX:(02)26209729

tbix@oa.tku.edu.tw
cymiao@mail.tku.edu.tw

經濟系
鄭東光

TEL:(02)26215656 Ext. 2856
FAX:(02)26209654

tbyx@oa.tku.edu.tw
ctk@mail.tku.edu.tw

企管系
吳坤山

TEL:(02)26215656 Ext. 3374
FAX:(02)26209742

tmb@oa.tku.edu.tw
kunshan@mail.tku.edu.tw

英文系
蔡振興

TEL:(02)26215656 Ext. 2306
FAX:(02)26211254

tflx@oa.tku.edu.tw
rnchtsai@mail.tku.edu.tw

西語系
林盛彬

TEL:(02)26215656 Ext. 3227
FAX:(02)26209902

tfsx@oa.tku.edu.tw
sblin@mail.tku.edu.tw

法文系
鄭安群

TEL:(02)26215656 Ext. 3241
FAX:(02)26209913

tffx@oa.tku.edu.tw
110676@mail.tku.edu.tw

德文系
鍾英彥

TEL:(02)26215656 Ext. 3236
FAX:(02)26209906

tfgx@oa.tku.edu.tw
yychung@mail.tku.edu.tw

日文系
馬耀輝

TEL:(02)26215656 Ext. 3187
FAX:(02)26209915

tfjx@oa.tku.edu.tw
mayouki@mail.tku.edu.tw

俄文系
蘇淑燕

TEL:(02)26215656 Ext. 2792
FAX:(02)26209907

tfux@oa.tku.edu.tw
112556@mail.tku.edu.tw

歐研所
陳麗娟

TEL:(02)26215656 Ext. 2960
FAX:(02)26209901

tiex@oa.tku.edu.tw
q7139@mail.tku.edu.tw

亞洲所
任耀庭

TEL:(02)26215656 Ext. 3079
FAX:(02)26209904

tijx@oa.tku.edu.tw
068204@mai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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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各相關單位聯絡電話
系所別 / 系主任

電話 / 傳真

系所 E-mail/ 系主任 E-mail

美研所
陳小雀

TEL:(02)26215656 Ext. 2707
FAX:(02)26209903

tiax@oa.tku.edu.tw
lucychen@mail.tku.edu.tw

戰略所
翁明賢

TEL:(02)26215656 Ext. 2176
FAX:(02) 26297894

titx@oa.tku.edu.tw
wongmh@mail.tku.edu.tw

大陸所
張五岳

TEL:(02)26215656 Ext. 2791
FAX:(02)26209905

ticx@oa.tku.edu.tw
wu-yen@mail.tku.edu.tw

資創系
武士戎

TEL:(03)9873088 Ext. 7121
FAX:(03)9873077

tpix@oa.tku.edu.tw
wushihjung@mail.tku.edu.tw

觀光系
葉劍木

TEL:(03)9873088 Ext. 7032
FAX:(03)9873077

tptx@oa.tku.edu.tw
138434@mail.tku.edu.tw

語言系
黃雅倩

TEL:(03)9873088 Ext. 7139
FAX:(03)9873077

tpcx@oa.tku.edu.tw
yachien@mail.tku.edu.tw

政經系
包正豪

TEL:(03)9873088 Ext. 7030
FAX:(03)9873077

tpex@oa.tku.edu.tw
107106@mail.tku.edu.tw

國際處

TEL:(02)26296579
FAX:(02)26296582

au@oa.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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