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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 

赴外交換計畫報告 
 

 

基本資料 

學生資料 

姓名  李昱潔 交換校名 威斯康辛河瀑分校 

校區（若有）  
原就讀系所 新聞系 交換系所 自由選擇課程 

前往國家、城市 美國威斯康辛州 赴外學期    2019 至  2019   （請點選） 

交換資料 

出入境日期 
出境: 2019 年 05 月 24_日 
入境: 2019 年 01 月 21_日 

赴外共_126__日 

修課期間約_109__日；旅遊約＿17＿日 

交換校獎學金： 

 

  
(請點選)約___6 萬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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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最後看徵選結果或是校內

成績，校方評斷給予校內獎學金或

教育部學海飛颺。 

交通 課程 

航班抵達後，如何到達姊妹校？ 總修讀學分數 12 
學校在學生必須抵達學校前一個月會寄 mail
問學生何時抵達機場，再派人開車接送至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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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基本上滿不方便的，到哪都要開車，搭 uber
很貴又不一定能載到 River Falls。 

選修課程清單 1 Research Writing  

姊妹校住宿 2 
Academic Language and 
University Culture 

住宿約略費用 台幣六萬四左右 3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室友身份 美國人 4 Psychology 101 
每房住宿人數 2 5 Women’s Choir 

宿舍設備 
基本上該有的都有，微波爐、冰箱、衣櫃

等等 
6 

 

建議攜帶物品 
筆電、熱水壺(美國人沒有喝熱水習慣)、曬

衣架、電器多的話可以帶延長線、文具（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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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具很貴，尤其卡片） 

整體住宿約略說明 
整體環境相當乾淨且舒適，宿舍若沒有特

別選擇升級版的就會與同一層的學生共用

浴室。 

…  

交換期間生活花費 
抵達首週約＿一萬＿新台幣；平均每月約＿六、七萬＿＿新台幣；共約＿＿

30 萬＿新台幣 

  

（請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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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才交換，可以說我在 River Falls 畢業的。 

    到美國交換一直都是我的夢想，除了想要加強英語能力，更是著迷於當地的自由風氣和大家

勇敢做自己的自信神情。在大四上這年下定決心、毅然決然向目標邁進，雖然過程中經歷了許多

挫折和萌生放棄的念頭，但一切在結束這趟奇幻旅程後才發現價值連城。 

http://www.opa.shu.edu.tw/data/file/201605/1463557742cbuk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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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益和托福我都有考，老實說成績都是沒有特別出色，但是我相信只要面試時展現自己的決

心和自信，當然英文面試也不要老師一問三不知，相信大家還是有機會申請上的。而且近幾年歐

美國家沒有韓國來得競爭，上的機率也相對高一些。其實在決定要交換之前，我一直都是對自己

沒有信心，認為自己英文口說不夠好、競爭者太多所以一定會被刷下去等等，但是真正去實踐後

才發現其實沒有想像中困難，俗話說的好「當你真心渴望某件事時，全世界都會聯合起來幫助你。」

所以一定要相信自己做得到。 

開學前一周的新生訓練 

    初乍 Minneapolis 機場時那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明白寒冬的美國中北部會

很冷，卻完全沒料到這個冷沒有極限。所幸老早在台灣就買了防水防滑的雪靴和極暖厚外套，否

則在白雪靄靄、寒風刺骨中，春季班的同學們肯定熬不過冬天均溫零下 15 到 30 度的威斯康辛。

River Falls 其實就是一個大學城，沒有任何的大眾運輸工具，所以要到 Twin City 或明尼蘇達這種

比較大的城市就需要開車了。但基本上學校附近有家超市叫 Family Fresh，大家平常都是到那邊採

購生活用品。到學校的第一周（新生訓練周），師長會帶大家辦在地銀行的 debit card，如此一來

就不怕匯率問題被多收費；老師和新生大使也會帶國際生到全美最大的購物中心 Mall of America
採購，同學們可以在那邊找到各式品牌，當然還有女孩們的夢幻天堂 Sephora，如果衣物沒帶夠

可以來這邊採買。另外，開學前學校會安排國際生在這邊念的系的教授當學生的 academic 
advisor，像我的 advisor 就是新聞系教授，依據學生需求推薦系上課程，但如果要上外系的課就他

們就沒那麼了解，需要自我評估課程內容。開學後有一段加退選的時間，大家一定要考慮清楚才

不會痛苦度過說長不長的一學期。 

               

 

 

 剛到 River Falls 的時候這樣包住

自己還是很冷 
  UWRF 以畜牧業科系聞名，從學校開車約

15分鐘即有附設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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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 108 天的 spring semester 

-和台灣上課模式完全相反 

    老實說剛開學真的緊張到不行，我選了兩堂 ESL 的課程(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就是專

門開給國際生的課，分別是 Research Writing 和 Academic Language and University Culture；我也選

了三堂與當地生一同上課的課程，分別是 Psychology 101、Principles of Marketing 和 Women’s 
choir。在這裡講一下美國上課模式，不像台灣一堂三學分的課一個禮拜只上一天，一口氣三小時；

美國一堂課一個禮拜分兩至三天上，一次 50 分鐘至 1 小時 15 分鐘不等，因此學生和教授互動更

多，也幾乎每次上完課都會出作業，所以真的不像美國電影裡演的一樣輕鬆！我才 12 學分就常感

受被課業壓力追著跑的心情，何況那些雙主修又參加社團活動的美國狂人…在此由衷佩服。第二

點，美國大學教授幾乎都是在線上出作業或請學生上網做習題，因此到學校信箱收信是 daily 
routine，初期還常常因為下雪而停課，學校也都是藉由信箱提醒，所以收信很重要！回到課程部

分，一開始不太曉得心理學的實際內容，但是感覺很有趣就選了，後來才知道除了了解人類的心

理狀態，更多的是生物相關、身體結構等的專業名詞，如果沒有認真念的話絕對拿不了高分，但

也因此更具有挑戰性。ESL 則推薦可以選擇訓練口說或寫作的課程，但因為是交換生所以比其他

學生都晚選，輪到我們的時候已經沒有口說演講類的熱門課程了。不過寫作也不錯，畢竟平常跟

外國人都用英文溝通，一定會在不知不覺中訓練口說，趁這個機會繼續保持寫作手感吧！而行銷

課和合唱課我也很推薦，行銷課的教授 Stacy Vollmers 教得很好又超可愛，重點給分很甜！女子合

唱的 Amanda 也很熱衷教學，壓力大的時候唱唱歌交朋友也不錯。 

  

 

 

-交換時期最難忘的部分 

    講到離開前最不捨的就是朋友們了，因為交通不方便所以大家更常聚在一起。沒事有事國際

生會在宿舍煮飯，再邀請好友們一同享用。像我認識了韓國、日本、中國、馬來西亞、泰國、印

度、荷蘭、德國、巴西人等等，常常大家分享各自的文化和語言、用英文討論時事話題等。其實

在 UWRF 有個地方叫 Involvement Center，

我常常和朋友在這邊看書聊天，有天不小心

上了學校首頁哈哈。 

Women’s Choir 的成果發表是真的要

上台表演給觀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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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擔心交不到朋友，每個禮拜五晚上國際生都能夠前往 allnations 享用免費晚餐和認識朋友，每

逢節日也必會舉辦活動供國際生參加，像是春季班就遇上了復活節和聖派翠克節、春假等等，大

家絕對要把握機會好好體驗美國當地濃厚的過節氣氛！雖然我申請 family friendship program 沒

上，但是仍然幸運地受邀至美國朋友家，體驗了露營、BBQ、一同坐在馬路邊看夕陽、上教堂等

等，使人難以忘懷。另外，我與其他三位台灣朋友利用春假去了一趟芝加哥和紐約，除了體驗美

國大城市的壯闊，對比當地地鐵，才驚覺台灣的捷運有多乾淨舒適，沒出過國，實在感受不出台

灣的美好。 
    再來，學校也舉辦了不少活動，美國相當重視平等議題，常常舉辦女權發聲、人體彩繪宣揚

自我價值等活動，同學們也甘之如飴的參加，這和我在台灣感受到的很不一樣。在威斯康辛，大

家都是自發性參加所有活動，並且積極給予回饋。星期一到五 Involvement center 常舉辦 Bingo 
night、提供免費餅乾和馬芬、咖啡，讓學生在讀書之餘也能享受輕鬆時光。 

   

 
 
 

成長後記 

    無法說去了一趟美國對我未來多有幫助，但是若有機會，能出去走一遭往往是好的。回到台

灣，見到我的家人和朋友都說我變了，變得更加閃耀了。在美國，我學會尊重他人，自由風氣也

使我更勇於做自己，沒父母在身旁，凡事都得要自行解決。多參與校園活動，結交各國好友、體

驗美國文化，有些成長和感動無法言喻，交由各位自行體會了。 

 

美國好友 Abby 帶著我和其他三人一同到她

家與她家人共度復活節，看著夕陽的時候默默

掉淚，因為知道在美國所剩時間不多。 

 在這邊認識的台灣女生 Celine 男朋友是美國人，

常常有空就帶我們去他家，體驗美國當地文化。 

 

約莫四月底、五月天氣才變得宜人，才能看

見這麼美麗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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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節的時候大家一同在

allnations 做餅乾、進行小活動。 

學校各式活動

photo bo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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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交到的美國好友一同觀賞美國北邊特有

的校內冰上曲棍球賽。 

 在學校的冰上曲棍球場體驗溜冰。  

最感動莫過於生日的時候所有好

友一同幫我慶生，美國好友 Alanna

還幫我做蛋糕，這是我過過最完美也

最難忘的生日。 

 

印度的 holifestival 就是鼎鼎大名的

彩色趴，在這微涼的天氣，在這美麗

的校園裡辦這活動，舒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