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新大學
赴外交換計畫報告
基本資料
學生資料

姓名

交換校名

范登煒

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校區（若有）

原就讀系所

新聞學系大四

交換系所

前往國家、城市

Michigan, USA

赴外學期

Business
2019 至 2020

秋季班

交換資料

出入境日期

出境: 2019 年 08 月_16_日
入境: 2019 年 12 月_26_日

赴外共_130__日
修課期間約_110__日；旅遊約＿20＿日

無

該獎學金概述(名
交換校獎學金： 有，
稱?名額?申請手
每學期約__84,000__新台幣 續?)

教育部學海飛揚

交通

課程

航班抵達後，如何到達姊妹校？

總修讀學分數

12

姐妹校國際事務處派專車接送

必修學分數

0

簡述姊妹校周邊的大眾交通運輸

世新抵免學分數

公車（一小時一班）

選修課程清單

尚未抵免
1 Intro to Business
2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姊妹校住宿
住宿約略費用

0 (當地學校贊助)

3 Marketing Principles

室友身份

美國人、日本人、台灣人各一

4

每房住宿人數

4

5

宿舍設備

基本上配備齊全 兩層樓豪華公寓

6

建議攜帶物品

吹風機 熱水壺

7

整體住宿約略說明

擁有獨立私人房間跟兩套獨立衛浴

…

交換期間生活花費

抵達首週約＿3,000＿新台幣；平均每月約＿10,000＿新台幣；共約＿200,000
(Including Traveling)＿＿新台幣

（請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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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心得
一、本心得表格完成後不需繳交紙本，僅需將檔案轉換為 PDF（上限 1.9MB），傳送至承辦
人員信箱。
二、請自以下三種心得形式中擇一呈現即可
三、選擇第一或第二項呈現方式者，必須公開線上檔案三年以上，且需同意因而附隨之部落
格、粉絲專頁、帳號或信箱等個人資訊之公開。
四、請同時繳交非專屬授權同意書（親簽之紙本），同意主則單位基於交換生計畫或其他校
內業務所需合理使用心得內容。
形式

一、影音呈獻

規定

Youtube、個人影音社群等交換心得分享，總時長應超過 15 分鐘。

連結網址：
二、文字呈現

個人部落格，總帖數應多於 5 篇，每篇皆應多於 300 字且附圖。

連結網址：
三、文字報告

直接鍵入於下表，需達 1500 字以上，需附至少 10 張照片並說明內容。

搭上近 30 小時的飛機，在連續轉機跟等待的漫
長煎熬過後，我終於到了 Saginaw 。還記得那
天氣溫只有 15 度，一下飛機後學校的人就開車
載著我們到附近的 Walmart 採買。
＞高級豪華宿舍－獨立公寓
腹地廣大的校園，再加上處在偏遠位置的宿
舍，第一晚的宿舍生活，讓我好不習慣。但是這棟兩層樓的豪華公寓，加上四間獨立套房與兩套
獨立衛浴，還有客廳廚房一應俱全，稍稍安撫了第一天在美國生活的緊張感。但更多的緊張與焦
躁感，是來自於未來那 100 多天的語言考驗、文化衝擊、社群交流、以及偶一為發的留學生「孤
獨感」。
迎新的第一個禮拜，有當地學校的國際學生社團，來自世界
各國的學生組成的團體，帶領我們瀏覽校園，簡介各個大樓，
帶領我們做團康活動，到 Saginaw 城鎮附近的棒球場體驗汗
水淋漓跟刺激的棒球對決。這一週的迎新，是試著踏出只跟
自己朋友交流的圈子，大方落落的跟來自尼泊爾、智利、阿
拉伯等國家的朋友互動。在那一週，從銘傳大學來的其他研
究生與大學生，也成為了我們世新交換生在美國的台灣團。
＞我宿舍旁邊就是校園側門門口。
學校的生活機能其實基本上都配備齊全，學餐每天 12 小時營業，裡頭自助餐讓你吃到飽；體育館
營業到午夜 12 點，裡頭的健身設備、跑步機都相當新穎，還有室內跑道，常常讀書壓力大就泡去
圖書館讓自己汗流浹背；圖書館大樓高挑設計，藏書豐富，是我期中期末考前常常去的地方；還
得要稱讚一下學校的三餐機制。交換學生有「每週吃到飽」的 meal plan，除此之外，學生證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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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自動儲值 250 美金，讓你免費喝星巴克，吃學校
Panda Express (不過我們都自己炒飯就是了，因為這
邊的亞洲食物實在不合胃口)。
＜三餐都在學餐裡頭度過，選擇豐富且多樣化。
不僅如此，一週還會有兩次由學校發車載著國際學生
到附近的 Walmart 去採購生活所需用品。草莓跟藍莓
真的很便宜，大概介於 3~4 美之間，而且一盒常常得
分三次才吃得完。
接著來聊聊在 SVSU 的「學習生活」。學校一學期只有 16 週的課程時間，但是課程都非常緊湊。
我選的三堂課，Intro to Business, HR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Principles, 都有三次的期中考，但
也是我學習最有收穫的三堂課。在行銷課上，教授帶我們討論 Google Analytics 的應用；在商業概
論的課堂中，我們學基本財報運算、分析 IT 產業趨勢；而在人資管理的課程上，則是與教授討論
實際人資案例的 case studies，包括面試、篩選履歷等等，讓我能夠與實務經驗更接軌。大約在 10
月中的時候，還有 Business Scholl Networking Workshop. 學校規定所有商學院學生都得參加，除了
學習正規社交之外，還有跟美國當地的朋友互動。而剛好在同桌就碰到上次來台灣的 Andrew，聊
天話題可以從國際到對美國總統川普的看法辯論。在課業學習上，是學會如何去深度思考跟表達
自我。課堂上教授從不限制你該怎麼回答，要怎麼表現自己，反倒是教授更能了解學生的答案，
再從中去延伸課堂上的討論。

＞Workshop 與友人 Andrew 合影

＞與 HR 課程教授合影、指教如何撰寫履歷

若要說，在美國最開心的事情，就是真正交到知心的美國朋友了！跟我上同一堂 Marketing
Principles 的 Gwen Allen，不僅是好同學，更是最好的朋友。Gwen 甚至邀請我在感恩節五天連假
期間，到他們在密西根南部，與加拿大邊界的家鄉，一起跟他的家人們度過 Holiday Season! 最令
我期待的是，通常國際學生沒有機會真正體驗到當地的感恩節與聖誕節，那種與家庭團聚的氣氛，
但是 Gwen 提供我們這個機會，到他們家做客之外，動手烤火雞、做其他配菜。Gwen 的媽媽甚至
早在我們來之前，就先把冰箱塞的很滿，做了道地的 Lasagna, Broccoli Stuffing 等佳餚，讓我們在
11/28 當天感恩節的日子，一起與家人度過，感謝這一年家人與朋友的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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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Gwen 的媽媽還提議在週六，開車 4 個小時的時間，帶我們跨過邊界，到鄰國加拿大
去欣賞 Niagara Falls 的滂薄氣勢。這是我第二次到 Niagara Falls 欣賞，卻有不同的體會。跟著寄宿
家庭到另一端美國紐約州的 Niagara Falls City 去欣賞夜景，對比在加拿大 Ontario Country 的 Niagara
Falls，更能感受瀑布的震懾氣氛。我們坐船之外，還在夜晚看到五光四射的煙火，好不浪漫。

＞In this holiday season, we were invited to spend quality time with Gwen’s family celebrating Thanksgiving.

＞We traveled to Niagara Falls. 跟著我的世新好夥伴 Tiffany & David 一起度過歡樂的感恩節。
在密西根州的冬天，下雪的時候通常氣溫都會到零下十度。尤其今年 10 月底就迎來第一場初雪，
寒風刺骨的校園，當然少不了台灣人的聚會了。從銘傳跟世新同期過來的總共有 11 人，遇上週末
假期，我們就在校園的交誼廳裡頭玩狼人殺、煮火鍋、聊心事，在美國期間的各種酸甜苦辣。有
台灣人們的依靠，加上大家最真摯的情誼，也成為在美國最棒的戰友。甚至來離開前，銘傳的朋
友們還舉辦 Farewell Party and Pre-Christmas Party，交換禮物、大合照，跟大家好好說再見，也替
2019 秋季這一學期，劃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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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常在交誼廳講台語，因為溫洗歹丸人！#世新銘傳一家親
後記：學期結束後，我在洛杉磯跟西雅圖旅遊了兩個禮拜。比起相對於非常鄉下的 Saginaw, LA&
Seattle 就展現出城市的庸碌感。這趟旅行，帶著媽媽跑遍好萊塢、洛杉磯市中心、西雅圖的派克
市場等等，旅行到後期，也開始想念台灣，我的家鄉，於是在 12 月底，我的將近 5 個月的交換生
活，也劃下句點。期待未來，還有更多的機會，到世界各國進修，體驗文化的衝擊感。

〈旅行最終章：帶著媽媽在洛杉磯與西雅圖，
探索城市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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