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換學生心得報告 
 

    美國，不只是一個旅遊勝地，更是一個很多人都嚮往唸書的國家；一年之前，我從未想

過在未來的一年之後的我今天坐在電腦前面用文字記錄我的交換學生之心得經驗分享。這個

故事到現在的我還是難以置信，很瘋狂、刺激、也很有趣，更重要的是，我學到了很多經

驗、看了這個不一樣的世界，就讓你們慢慢地聽我把故事說完...... 

 

    一年前某天的晚上，我的指導教授找上了我跟我提了一下有個交換學生的機會到美國念

書一年，當下的我有點吃驚，也有點不敢相信，心裡更充滿了問號：憑我也能到美國念書？

在跟父母和教授的討論下我決定接受這個未知的挑戰，到美國體驗不一樣的生活，我從來沒

想過也有到美國念書的一天，而且這將不是夢，那種心情是無法用簡單的文字描述的。經過

一學期的申請準備，也得到學校和教育部的學海飛颺獎學金補助，即將化這個不可能為可

能，最重要的是我深信這一年不只英文會有大大的進步，去看看世界後的身心靈層面會更加

成熟，視野也會不一樣。2014 年 8 月 13 日，我和其他兩位華梵的學生一同赴美到 Idaho 州

的 Lewis-Clark State College 為期一年的交換學生學習之旅。 

 

    帶著兩箱滿滿的行李搭乘長榮航空直飛西雅圖國際機場，再轉阿拉斯加航空到 Lewiston

機場，最後由寄宿家庭到機場接我回到寄宿家庭。在轉機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到行李轉運盤

拿取我們的行李並將行李放置國內線的行李轉運盤。抵達 Lewiston 機場後，我就面臨了這

趟美國行的第一個問題，那就是我的其中一箱行李尚未送達，此時我的心情非常的緊張再加

上從來沒遇過，所以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我的寄宿家庭協助我跟航務人員詢問解決辦

法，我也試著用自己破破的英文向航務人員描述我的行李大小形狀以及航空公司的賠償方法

等等，隔兩天我就收到航務人員的行李送達通知，也就這樣順利的解決第一個問題。 

 

    我的寄宿家庭有爸爸、媽媽、5 歲大兒子和 2 歲小兒子，還有一位日本室友，他們分別

叫 Josh, Tiffany, Jacob, Nathan 和 Ken。我們家位於學校附近，走路不用 5 分鐘，也是我們 3

位同學裡最近的，所以都是走路上下課。平日 Josh 和 Tiffany 都要上班，因此我得自己解決

早餐和中餐，不過他們說家裡看到的食物都是可以拿來吃或是自己煮來吃，到了晚餐則是

Tiffany 會回家煮晚餐，假日他們會去賣場補貨，也會買一些我跟 Ken 比較喜歡的食物或零

食回來大家一起分享，這是有關吃的部分。談到我的房間，房間的空間雖然並不大，但可說

是應有盡有，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椅子、檯燈、衣櫃和衣櫥，還有我跟我室友共用的浴

室，住起來真的很舒服，而且保有自己私人的空間，我跟我的室友的房間都位於地下室，因

此冬暖夏涼，但剛到美國生活的我則覺得有些冷，也跟寄宿家庭多要了一些毯子，他們也很

關心我適應的情況。在美國不像台灣要晾衣服之類的，因為他們幾乎每個家庭都有洗衣機跟

烘衣機，我們家也不例外；而且有一台洗碗機，大部分的碗跟盤子都交給洗碗機解決，這些

就是跟台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也因此替美國人省了很多家事。 

 

    開學前約一個星期我們三個同學已經到美國那邊先適應生活的環境以及調整自己到最佳

狀態好準備開學。因為還不用上課，寄宿家庭他們也要上班，在家的只剩我一個人，我們也

不想都關在家裡，因為在家甚麼事都不能做很無聊，所以想出去認識認識 Lewiston，就此開

啟了我們維持 1 星期的"用腳看 Lewiston"的旅行。Lewiston 說大其實不大，說多小其實也不

小，但卻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小鎮，Lewiston 的四周都是山脈，就地形來說挺像台北的，比較

出名的是北方的地形，有著落差不小的陡坡，在這裡的居民都稱它為" Lewiston Hill "，離這

裡最近的城鎮是 Clarkston，是在 Lewiston 的左方，也是位於 Washington State 州內，過個橋

就到了；而離這裡最近的大城市則是北方約 2 個小時車程的 Spokane，那裏甚麼都有，如果

想買蘋果的商品或是逛大百貨公司或者逛比較大間的亞洲超市的話，必須開車或是坐巴士到



Spokane 才行。說到 Lewiston，是以前的 Idaho 首都，有一條 Main Street，和一條非常多速

食店和商場的 21 街，這兩條可說是主要道路呢；餐廳電影院賣場幾乎都在 21 街上面，因為

Lewiston 的地形是上上下下的斜坡組成，平坦的道路可說是少之又少阿，走路到餐廳約

30~40 分鐘左右，如果要看電影或逛街則要 60 分鐘左右。談到 LCSC，也就是我去交換的學

校，學校其實真的不大，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約有 11 個系所，人數也差不多 2000 多人，最

重要的是，這在 Lewiston 的人都很好，也很親民，跟其他美國大城市比，這點我非常確定

也感觸非常深。 

 

    第一個學期開始，我們念的是語言學校的銜接大學課程，課程難度偏學術性，也因為這

樣所以課業比較重、比較無聊，相對的要求也比較高一些；課程內容包含聽說讀寫，細分成

文法、書本閱讀、單字詞彙、大學寫作、報告技巧、筆記技巧、查資料技巧、美國文學和大

學要領。上課的模式和方法也跟台灣相差很多，班上的人數並不多，不單單只有老師上課本

講義的東西，也會有課堂上的互動，更會主動關心每個人的狀況，例如同學之間的討論之後

馬上向其他同學分享或者是一堂課中老師丟一個主題出來並和全班的人一起討論，分享自己

的意見及看法，甚至改進或更好的辦法，重點就是課堂上老師想要的是同學們的想法和看

法。當然學期的一開始非常不習慣這樣的上課模式，雖然上課的時間並沒有說很長，中間也

有下課休息的時間，上課的期間分秒都非常的專注在老師身上，畢竟我的英文那時候還沒有

很好，所以很專心的聽老師在教受一些甚麼內容、想要傳達甚麼重點給我們，還有就是重點

的部分，如何讓我們從中學到我們應該學的，例如做筆記的技巧，聽課中那些部分是該寫下

來當筆記的或是聽課中如何簡單又快速的寫成自己看得懂的內容，好讓自己課後可以輕鬆地

複習；也有的是查資料的課程，如何在茫茫千萬筆資料中抓取自己需要的內容；還有就是在

短短的課堂過程中學到如何撰寫一篇不錯的文章技巧，所以每堂課都是相當的緊湊、相當充

實，每分每秒都非常重要，所以連課堂上睡覺的想法都沒有時間，更有別於台灣的授課模式

的是幾乎每位同學在這裡只要有不懂的地方就會立馬舉手發問，或者有疑惑的地方也會舉手

把自己的意見跟想法跟老師做個比較或討論，老師也會非常有耐心地回答學生們所提出的問

題，相輔相成這就是美國的教育模式，真的一開始有點不太習慣，而且英文不太流利，舉手

怕自己無法表達完整我的想法，也怕耽誤到老師授課的進度，但漸漸的我發現，這些都只是

我的藉口，出國就是要練習講英文練習表達自己的想法，習慣後，我也變得比較敢開口了。

再來就是作業的部分，幾乎每天都有作業，作業的部分大概就是課堂學到的東西回家練習，

但是會有很多的作文要寫、要準備報告上台分享之類的，偶爾還會來個即興演講，而這些的

困難處就在於全部要用英文，一開始很有挑戰性，慢慢的英文有進步後就好一些了，所以平

日的晚上就是做這些作業，某些假日則日準備作文和報告，聽起來玩的時間可真少呢，因為

我們是去學英文的。 

 

    在第一學期裡，International Program Office 有舉辦了大大小小的活動讓我們參加，例如

歡迎派對、萬聖節、聖誕節派對等等，在這之中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Multicultural Week，這

是一個每年 9 月多會辦的活動，活動維持一星期，這星期我們也不用上課，除了大學課以

外。在這一個禮拜裡以國家為單位，每天都有不同的活動好以介紹自己的國家給其他人認

識，我們三個華梵學生再加上幾個台灣學生，一起準備一些海報、ppt 和台灣食物，活動前

熬夜把海報畫出來，每天研究台灣食譜，我們做茶葉蛋和蔥油餅，從試做到成品花了將近一

個禮拜，幾乎每天都做蔥油餅來吃，自己揉麵團、自己切蔥、自己煎來試吃，每一道功夫都

是我們自己完成的，每天熬煮茶葉蛋，盡可能地調出台灣的味道，花時間德把茶葉香滷進茶

葉蛋裡，我們也請寄宿家庭幫我們試吃味道，食材還得跑去 Spokane 的亞洲超市買材料呢，

最後的成果非常接近台灣的味道，幾乎每個吃過的人都說讚，這也是我們這些外行人用汗水

和辛勞換來的結果。在這一個禮拜的最後一天則是舉辦了足球賽，對於我來說只是參加好玩

的，因為我從來沒踢過足球，只去體會一下跟大家一起踢足球的樂趣。之後的萬聖節，我們



三個都有參加志工，去幫忙佈置萬聖節，還有去種南瓜的農場自己抱一顆超大南瓜回家，萬

聖節當天我則是和我的寄宿家庭一起過，和我們寄宿家庭的小孩一起挖南瓜還真有趣呢。感

恩節我也選擇和我的寄宿家庭一起吃美國道地的火雞大餐，雖然不是像電視上那樣有一整隻

火雞擺在桌上，但已經切碎成一小塊一小塊的，這樣比較好大家一起分著吃。年底的聖誕

節，學校有舉辦聖誕節派對，也有製作薑餅屋，最好玩的是當天早上跟著我的寄宿家庭一起

吃聖誕節早餐，然後看著我們家的小朋友拆開他們的每一個禮物，連我也收到聖誕老公公給

我的禮物呢，這種全家一起拆禮物的歡樂氣氛真的很不賴，就這樣第一學期過完了。 

 

    平常的假日不是很無聊就是趕作文或者是報告，在其中的一個禮拜我跟另一個華梵的同

學突發奇想，就想說周末很無聊乾脆騎腳踏車去位於北方的一個城鎮 Moscow，距離大概是

來回約 100km，當我們要跟我的寄宿家庭借腳踏車時，並跟他們說明我們的挑戰，他們都不

敢相信我們竟然會想這麼做，別看只有 100km 的路程，中間可是要爬上最具挑戰性的

Lewsiton Hill，Lewiston Hill 可是有將近 1000m 高，連開車都得踩足了馬力才有辦法戰勝

它，開車從 Lewiston 到 Moscow 要將近 40 分鐘，這樣的高難度挑戰對於我們這些完全沒練

過腳踏車的超級新手來說可說是比登天還難，但寄宿家庭還是把越野車借給了我們，也提醒

我們要注意安全，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打電話給他們。就憑著一股衝勁，隔天早上 6 點就起床

挑戰騎到 Moscow，做足了隨時會爆胎的行前準備，帶足了水和一件薄外套，當天的天氣晴

朗適合騎腳踏車，不過有點熱就是了，就這樣朝著未知和不知道能不能騎到的目的地的想法

踏上了我們的旅程。早上約 8 點多，我們即將開始一步一步的踩踏著腳踏車往山頂邁進，每

一步的踩踏說來沉重，每一個沉重都跟終點更縮短了一點，汗水也從頭頂、身體跑出來湊熱

鬧，很快的整件衣服已經濕透，回頭看我們才剛爬上斜坡沒多久，如此不可能的挑戰，每踩

一步就告訴自己:「你更接近終點了，不要放棄，你可以做到的。」那種雀躍是我的心第一

次感受到，雖然很辛苦，但是很享受，享受著不可能、每一滴汗水、每一聲嘶吼，靠著我們

的"堅持" "毅力" "不放棄" 精神，我們花了 3 個多小時爬上了山頂，再花 1 個多小時到中間

的小鎮吃午餐，那時候已經 1 點多了。補充完體力，繼續朝著我們的目標前進，沿路上的四

周都是農地或荒野，道路只有一條，卻看不見盡頭，拖著疲憊的身軀和已經耗盡的體力，每

一步都是痛苦加折磨，唯一驅使我們向前進的只剩"意志力"，當看見前方不遠處有城鎮的時

候我們又興奮又大叫，9 個小時我們終於抵達目的地 Moscow。抵達後就趕緊打電話給寄宿

家庭報平安，他們非常的不敢相信並讚我們的成功，還詢問我們需不需要救援，我只告訴他

們我要騎回去。趁著天未黑，趕緊踏上我們的腳踏車往回家的路上邁進，晚上 9 點多，天色

已經完全變黑，陪伴著我們騎車的只剩下車前的小燈和天上的星星，還有一個皎潔的月光引

領著我們繼續前進，當我們騎在山頂的荒野時，我們卻停下了腳步，為的不是別的原因，而

是這自然的天文館，每一顆星星都盡全力的綻放出它的光芒，不被任何一朵雲朵遮住，感覺

就像沒有雲在天空一樣，真的是美極了，不管是往前往後往左往右都是星星，就像是被猩猩

包圍住的感覺，我們也在群星中找出北極星和大熊星座，甚至停留了好幾十分鐘，欣賞和享

受這眼前的美好，也忘卻了一整天了辛苦，根本沒想到我們已經騎了快 100 公里，剩下幾十

公里就到家了，就在快要下山的時候，看見了晚上的 Lewiston，我們的眼淚就快掉下來了，

這種感動真的真的無法用文字形容，真的親自體會過才真的明白原來我也能做到，就在晚上

的快 12 點，我們回到了家裡，經歷了 13 小時的瘋狂，心裡只有一種感覺，那就是我們真的

瘋了，瘋狂到了極致，誰也沒有想到，連我自己也是，我竟然做到了。隔天，感覺我的腳已

經和身體分家了，幾乎不能走路，但是，這一切值得，而且我覺得我成長了。 

 

    又有一個假日，我的室友 Ken 找我一起去報名公路腳踏車競賽，分成 80km 和 160km

的，我是新手而且騎越野車所以參加 80km 競賽。賽道是這樣的，爬上南方的山頂再下山，

讓著 Lewiston 和右邊的一個城鎮，再回到 Lewiston，那天也是抱著挑戰的心情就這樣和一

堆專業的自行車好手一起較量，比賽當天的天氣偏涼，但還是有點熱，在早上 8 點準時開



賽，一開始的平坦路段還可以跟著領導集團，但一到了爬坡路段就一個一個的被後方的超

車，可能是因為他們都騎公路自行車的關係，輕而易舉地把我甩在後頭，我騎的是越野車，

是一種爬坡較困難的車種，但是我沒有因此放棄，雖然從那時候到點的那一刻，我從來沒有

超車過半個人，只有一直被超車，一開始就知道我不可能有甚麼好成績，所以設定了另一個

目標，那就是騎完 80km 並且不休息。我自己知道這根本不可能，這個挑戰根本沒辦法達

成，但是還是抱著那個不可能，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沿路上沒太多時間欣賞風景，因為體力

早已耗盡，只專心地踩踏著腳踏車，一心一意的想把他騎完，就像電視上的自行車比賽，能

夠完整騎完的人已經很厲害了，靠著意志力和沿路超過我的車手對我的精神喊話，我也相信

自己一定可以的，爬上的陡峭的山頂，騎著那不可能，挑戰著自己的極限，歷時 5 個多小

時，80km 的賽道沒有停下來休息，我達成了自己的另一項成就，完賽後感覺我的腳早已經

不是我的了，抵達終點的那一刻，"我好像真的很厲害"這句話從心底浮了上來，對自己變得

更有自信，也因此成長了不少。隔天，連起床都很困難更別說走路了，但回想起來這兩次的

瘋狂事跡，成功的挑戰 2 次的不可能，沿路許多人的大力相挺，真的感覺超棒的，自己的收

穫可真不少，因為自己親自體驗過了嘛，也期待著下次的挑戰到來。 

 

    學期中間我們有放一個禮拜的假，我們三個一起到西雅圖玩，看了飛行博物館、吃了很

多海鮮、嚐了有名的巧達濃湯、逛了派克市場、走進了第一家星巴克、震撼了一場高分貝的

美式足球比賽和晃了華盛頓大學。寒假則是到舊金山找媽媽的朋友，也體驗了一場 NBA 的

球賽，開學前還有回台灣一個禮拜。到現場看了美國人為之瘋狂的 NFL 和 NBA 比賽後，球

迷為自己喜歡的球隊所加油的熱情和氣氛，真的很令人感動，美國人熱衷的的程度真的跟台

灣差好多，那種感動是身為喜歡運動的人的我也會跟著吼叫跟著瘋狂。 

 

    第二學期很快地就開始了，跟上學期差不多的課程，也選了一門大學課程:動力學，因

為可以抵華梵大學的學分。這門課的教授對我們都很好，很關心我的學習狀態，很多新學的

專有名詞，比較難適應的是單位的問題，英式單位跟美式單位在轉換上令我有點困擾，不過

在教授的指導下我也學會了。在課程中，我們有合作一個計劃，就是幫一戶人家蓋一個殘障

斜坡，這個活動是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從設計到實際的建築，都是由我們親自動手做，很刺

激也很好玩，每一個動作對我來說都是非常新鮮、新奇的，每一樣我都得學習，對我來說真

的很值得，殘障斜坡是由木頭建造起來的，當我們完工時的那種喜悅和成就感真的很特別，

因為我也是整個活動的一份子。 

 

    休閒之餘，我跟另一個華梵同學一起去參加報社的訪問，主題是 Chinese New Year，那

次的經驗真的超級特別，是我們兩個的第一次，而且是 Lewiston 的報社，整個過程都超緊

張跟興奮，內容就是訪問我們有關過年的一些習俗活動跟我們怎麼過年，因為報社要發表一

篇有關過年的報導。兩個禮拜後，我們真的在報紙上看到我們耶，整個感覺就超酷超興奮

的，有一種我們為台灣爭光的感覺，讓這邊的人更加認識台灣。 

 

    時間真的過超快，一轉眼學期又結束了，我也利用最後的幾個禮拜在 Lewiston 跟寄宿

家庭過最後的幾天，也花了一星期的時間到迪士尼世界，體會華特迪士尼的偉大，迪士尼世

界分成 6 個主題樂園，有 31 間飯店，地方大到每個地方都要搭公車才到的了，還有一個獨

自的市中心，樂園裡的每一個表演、演火秀和遊行都充滿了感動，原來這就是吸引了全世界

的遊客的原因。旅遊結束後，收完心就回到溫暖的台灣了，代表著我著一年的交換學生學習

之旅完完全全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感謝在我這一年不管是幫助過我的教授或老師，以及陪伴我度過這年的好同學們，

還有不嫌棄我的寄宿家庭，讓我才能有機會到美國當交換生一年，讓我順利且平安的完成這

一年的旅程，要感謝的人太多太多，在這旅程走得很充實很踏實，還要感謝爸媽在背後的大



力相挺，最後也要感謝我自己，願意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並一一克服、嘗試新鮮物、接受新

文化等等，現在的我，我敢說英文的能力一定有進步，思想層面也更加多元，心靈的境界也 

成長了不少，在面對以後更有挑戰性的問題，我一定也可以接受它並挑戰它。



 
我跟寄宿家庭的全家福還有室友 

 
我們班的同學與教授 



 
和日本人一起做章魚燒 

 
到 SEAHAWKS 主場看球賽 



 
聖誕節自己作的薑餅屋 



 
和組員一起訪問大學的教授 



 
過年台灣人聚餐 

 
金州勇士的主場 



 
與報社記者的合影 

 
我跟另一位台灣人一起被登上報紙 



 
參加美國 Lewiston 啤酒節 



 
去滑雪的照片 



 
波特蘭拓荒者的球場 



 
紐約百老匯 



 
自由女神像 



 
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與教授和同學們一起建造的殘障斜坡 



 
與好友一起當園藝志工 



 
到迪士尼世界遊玩 



 
結業時砸老師派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