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524  

Shih Hsin University 

 
 
 

世新大學 

赴外交換計畫報告 
 

 

基本資料 

學生資料 

姓名  邱柏華 交換校名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River Falls 

校區（若有）  

原就讀系所 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交換系所 新聞系 

前往國家、城市 美國 赴外學期    2019 至  2019   （請點選） 

交換資料 

出入境日期 
出境: 2019 年 01 月 20_日 

入境: 2019 年 05 月_23_日 

赴外共_120__日 

修課期間約_80__日；旅遊約＿12＿日 

交換校獎學金： 
 

  
(請點選)約__79200__新台幣 

該獎學金概述(名

稱?名額?申請手

續?) 

   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 

交通 課程 

航班抵達後，如何到達姊妹校？ 總修讀學分數 12 

學校接駁 必修學分數 12 

簡述姊妹校周邊的大眾交通運輸 世新抵免學分數 2 

無 選修課程清單 1 ESL 312-Research Writing 

姊妹校住宿 2 ESL 342-Grammar 

住宿約略費用 $2203 3 ENGL 140-Academic Language 

室友身份 本地學生 4 JOUR 315-Race,Class&News 

每房住宿人數 2 5 MUS 110- Women's Chorus 

宿舍設備 暖氣、書桌、衣櫃、枕頭棉被、檯燈 6  

建議攜帶物品 吹風機、乳液 7  

整體住宿約略說明 $2203 …  

交換期間生活花費 

抵達首週約＿10000 新台幣；帄均每月約＿18000＿＿新台幣；共約 

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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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自以下四種心得形式中擇一呈現即可 

三、選擇第一、第二或第三項呈現方式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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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 

一、影音呈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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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呈現 Ig、Flickr 等圖片為主、文字為輔之交換紀錄，總照片數應多於 25 張。 

連結網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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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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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美國生活-從行前到回國: 

(1) 衣物: 威斯康辛州一月的氣溫大約在 0~-20 度，偶爾積雪很深，學校也常常有同學因為路面結

冰而滑倒送醫。建議買保暖防風的外套、防滑防水的中筒雪靴、手套(非針織)、毛帽、圍巾。

我帶了七套保暖的衣服，大多都是帽、毛衣跟發熱衣，另外還帶了短袖。宿舍裡面其實很溫

暖，每間房間的暖氣強度不同(中央控制)，帄常在宿舍穿短袖其實沒有問題。到了學校以後，

才發現活動非常多，Career fair、聚餐或是 Throw back dance 的時候會用到正式的服裝，建議

帶小洋裝、西裝，有台灣特色的服裝也很不錯! 

(2)文件、簽證: 

文件 費用 

DS 2019(美國學校的核准入學文

件) 

NT.1600(運費) 

美簽 NT.4960 運費 NT.220 

美簽大頭照 NT.400 

財力證明 NT.30(一份) 

SEVIS I-901(美國國土保護費) NT.5567 

國際學生證(非必要) NT.400 

http://www.opa.shu.edu.tw/data/file/201605/1463557742cbuk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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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機票: 學校公布錄取名單後，建議盡快訂票，有人相伴為佳。直接訂來回票，票價會較低；分

開訂來回票，較有自由性。愈早訂價格愈低，週三及週四訂價格也會較低。如果決定要睡機場須

有心理準備，要顧行李之外，在躺椅上也沒有辦法安心入睡。 

(4)出國用品：個人建議一定要帶吹風機、熱水壺、乳液、藥品。宿舍及學校飲水機沒有熱水！室

內因暖氣強，空氣乾燥，需要自備乳液和唇膏。 

分類 細項 

必備 護照、現金、美簽、信用卡、機票、台幣 

衣物 保暖衣物、短袖、雪靴、浴室拖（正式服裝、派對服裝、傳統服飾） 

藥品 感冒藥、暈機藥、個人藥品 

3C 手機、充電器、耳機、行動電源、筆電 (美國不需轉接頭) 

其他 行李秤重帶、乳液、水壺、化妝鏡、餐具、盥洗用具 

 

學雜費: 我的學雜費一共$5360.51，大約等於台幣 166100，其實數目不小，要好好感謝爸媽~ 

Segregated fee  $798.51 

課程費(看自己選的課需不需額外費用) $110 (ESL 312,342 MUS 110 ) 

International student fee $150 

Mandatory Intl Stdnt LinenChrg $60 

Intl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844 

住宿總額 $2203 

14 weekly meal $1195 

 

 

 

下雪的校園 零下三十度的美國穿搭 傍晚的威斯康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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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威斯康辛大學的餐食計畫，交換學生有兩種可以選：一週 14 餐、一週 19 餐。 

        

 

我選的是 14 餐的計畫，基本上是中午晚上去學餐吃，早餐自己準備。學校的餐廳有自助餐、潛

艇堡、漢堡、亞洲料理等店，總共六個選擇。14 餐的計畫包含$65 的 dinning dollor，這筆錢可以

在學校的 C Store(小超商)買任何想要東西；還有 5 餐 guest meal，一次可以免費帶一位朋友進學

餐吃飯。如果某一餐沒有去學餐吃也沒關係，也可以在其他時間拿到 C Store 跟店員你要 transfer，

就可以用那餐的錢換成其他零食飲料。 

                               

 

住:交換學生基本上分布在學校的四棟宿舍裡面，Stratton、Prucha、May、Johnson，這四棟宿舍

在同一個區域。我住的 Stratton Hall 是健康宿舍，也就是不能喝酒、抽菸、吸毒的宿舍。宿舍提

供微波爐、冰箱(雖然放室外還比較冰)、檯燈、衣櫃，學校也已經準備好床單、床墊、枕頭、枕

頭套、棉被、浴巾和毛巾，但是沒有衣架!宿舍的暖氣固定在書桌旁邊，不是那麼舒適。淋浴間和

洗手間各有三間，通常浴室的蓮蓬頭都是固定的(如圖一右)，只有少數是跟台灣一樣的移動式蓮

蓬頭。另外還有廚房、讀書室、會議室、洗衣間(包括洗衣機及烘乾機)，都是共用的。 

課程：UWRF 的課程後面都有數字代碼，100 為最簡單，300 相對比較難，最低學分至少要修到

12。我的課程最早從早上九點半開始，最晚下午四點結束，從禮拜一上課到禮拜四，總共修 12

學分。聽起來好像很悠閒，但美國的 12 學分簡直像台灣的 36 學分，很多章節要自習，每堂課結

束後必有作業，每堂課幾乎都有課堂小考，或是回家後要線上考試，每天都在趕作業的截止日。 

ESL 312-Research Writing：研究寫作，我的老師是 Alex。這堂課類似小論文，要不斷查詢並引用資

料，甚至是親自訪問，一篇研究報告的字數是 1000 上下，個人認為修這門課吸收頗多，但是也

(圖二)室友很有設計感的床 (圖一)Stratton Hall的淋浴間 

學校餐廳-自助餐 學校附近的餐廳-Mainstreeter 在學餐與大家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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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花時間，推薦喜歡寫作和閱讀文獻的同學可以選這門課。 

ESL 342-Grammar：這門課我的老師也是 Alex。原本以為會有美國十分艱深的文法，結果非常簡單，

如果有認真上高中英文課，基本上絕對會覺得很無聊，建議英文程度不錯的你們不要修這門課。    

ENGL 140-Academic Language & American Culture：這門課的老師是 Diane，課程內容是讓學生在一

學期之內參加 5 個學校的活動(Falcon 5)、介紹學校教職職位、教導學生不要剽竊、網路詐騙、要

求同學採訪在地生、寫美國履歷、美國以及台灣選課制度對照報告……等等與美國文化和校園有關

的作業。這門課的作業量有點大，而且大部分的內容只適用長期要留在美國的學生(例如獎學金申

請)，推薦要留在美國超過一學期的同學選修。 

JOUR 315- Race, Class & News：我的老師叫做 Sandy，老師很照顧學生，也很顧及學生的想法與意

見。這堂課是分組進行的，包含了大量的討論與申論題考試。課程內容是有關於美國種族、階級，

因為與新聞有關，所以也包含了些許的政治與歷史。每個禮拜組員會輪流不一樣的職位，包含領

導者、重點紀錄、評論者與紀錄者，每堂課之前要交該職位的作業，並在上課討論課本中老師指

定的單元。讓我驚訝的是，老師不會教你怎麼唸書，也就是課堂中沒有老師授課的時間，只有與

組員討論和進行考試，所有單元都要自己讀。 

旅程及購物: 1-5 月出去交換的學生，在美國會有春假，時間是三月底到四月初，大概是九天。帄

時在學校附近沒有什麼地方能夠消費跟逛街，但是可以利用春假或是學期結束以後旅遊。美國簽

證 J1 最多只能在學期結束後留在美國 30 天，超過時間會被驅逐出境。 

交通: UWRF 附近沒有任何大眾運輸工具。想要去其他地方的話，一般是租車(要有國際駕照)、搭

計程車，或是請有車的朋友載。  

      美國的熱氣球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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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1. 要不要打疫苗? 

可以自己決定!威斯康辛沒有硬性規定學生要打疫苗，除非你的國家有一些嚴重傳染疾病，才

會規定要打疫苗。考慮到打疫苗可以產生的副作用與其他後果，我到美國以後是沒有打疫苗

的。 

2. 女性生理用品要不要帶? 

不管是衛生棉還是棉條，美國都有賣。但是學校提供的衛生棉沒有翅膀，如果擔心在美國買

不到自己習慣的牌子，可以帶生理用品到美國。 

3. 什麼時候可以知道課表? 

基本上要到當地學校的 Orientation Week(開學的前一個禮拜)學校才會讓同學看有什麼課可以

選，交換學生的選課時間是在當地學生選完以後，所以很多課都已經沒有空位了。但是學校

會派與自己科系相關的指導老師來與交換學生討論，也會一一解說每堂課的教學模式與目

標，讓學生能夠選到適合自己的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