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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送學校、系所、年級：中臺科技大學 行銷管理系 四年級 

姓名：許庭瑄 HSU,TING-HSUAN 

研修國家：美國加州聖荷西 

研修學校：矽谷大學/ Silicon Valley University 

² 前言 

  美國是個讓人著迷的國家，不管是他的文化還是人文，都是讓許多人欽羨的，

我是許庭瑄，目前就讀中臺科技大學四年級，今年 22 歲，美國是我的夢想的起

點。 

  在高中時我推徵了中臺科技大學，在面試時，面試官問我有沒有想問的問題，

我毫不猶豫地詢問了是否有交換學生的計畫，當得知系上有與美國學校的交換學

生計畫時，我就告訴自己不可以放棄這個機會。 

  在二下開始可以申請交換學生時我卻猶豫了，我真的可以去嗎？我的程度真的

有辦法在美國生活嗎？好多聲音不斷出現在我心中，我怕自己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而我的父親卻告訴我：你不去你怎麼知道你沒有辦法？你不去嘗試你怎麼了解自

己是否有這個能力？如果去了知道沒辦法，那又怎樣？至少你還年輕啊！ 

我頓時領悟了，我怎麼能輕易地放棄我從小到大的夢想？我開始投入第一輪徵選，

積極的準備備審內容、申請書以及第二輪徵選會面對的面試， 終，我獲選了國

際交換學生的機會，心裡更是期待又興奮不已。 

  世界很大，我很渺小，不應該這輩子都侷限在台灣之中，唯有勇敢的踏出去，

出去闖闖才會知道自己缺乏什麼能力，增廣見聞去提升自己的國際觀，用國際觀

去看待這個世界，抱著謙虛的心態去吸收各國不同的知識，帶著害怕卻又堅定的

心情，2015/09/01 我踏上了我的尋夢旅程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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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系師長與親友送機） 

² 研修學校簡介 

 

  美國加州矽谷大學創建於 1997 年，位於世界高科技發源地的加州矽谷中心 

聖荷西市，是美國國家教育部和美國加州教育廳認可的高等學府和全美獨立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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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中華民國教育部所認可推薦的美國大學。 

  美國加州矽谷大學是為滿足矽谷對計算機科學、計算機工程和工商管理等領域

人才與日俱增的需求而設立的。 

  這一次我們要學習的是矽谷大學的語言學習課程（ESL），在課程開始之前我

們會有一次的能力考，目的就是要讓相同程度的學生在同一班學習，不會讓學生

因為能力差距大而對英文喪失信心，學習的內容也會有所變化，但主要都是讓學

生更快進入狀況，學習到的東西發揮 大功效。課程主要是設計來幫助我們在學

業上、專業上、文化上、個人與社會可能所需的英文再加強與輔助，課程非常多

元化，包括文法結構、會話以及幫助學生融入美國的社會、文化…等為原則。矽

谷大學的英語課程也都是有政府核可的，而且教師也都擁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課程開始前會有能力分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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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課程學習（課內） 

（1）ESL： 

  我的 ESL 班導名叫 Linda，每天上課時間為早上的 9 點至下午 1 點 50，每天

有三堂課，個別分為 Listening &Speaking、Conversation and Pronunciation 

和 Reading and Writing。 

Listening &Speaking 聽力與口說： 

  這門課主要是在練習亞州學生 弱的部分，因為台灣的環境使得學生不敢說英

文，久了連聽力也會越來弱，每天上課前 Linda 總會很有朝氣地與我們打招呼，

然後詢問我們每一個人昨天放學後做了什麼活動，讓我們能用英文把自己的想法

說出來，我們也漸漸地越來越敢說英文，勇敢地去跟別人分享我們的生活。我們

有時也會分組，有時兩人一組有時三人，藉由分組我們碰到的人都不同，班上有

越南同學與大陸同學，自然而然就會增加聽力和口說的能力，並可以試著去聽他

們的口音，或許一開始會有點困難，但每天這樣練習下來我發現我不再怕說英文，

不會說時就換個單字去表達！也因為有不同國家的同學，我們藉由老師設定的主

題了解到不同國文的文化與想法，在這堂課上我學到利用詞彙去結合實際生活的

應用。 

Conversation and Pronunciation 會話與發音 

  教導我們這堂課的是 Teresa 老師，他是個非常熱情活潑且有趣的教師，老師

在這堂課會糾正我們的咬字與發音，而且老師會一個人一個人去聽我們的發音然

後加以修正，我們才發現原來我們很多以為是正確的發音，美國人是聽不懂的！

我們有時也會出遊戲問題，類似老師出一個單字，由一個同學去畫畫，組員要用

英文去猜單字或是老師教我們在數學上會使用到的英文，然後他用英文出題要我

們用聽力去算出答案。也是經過學習很多發音技巧，我慢慢修改自己咬字與發音，

讓自己能用正確的發音去表達我的意思，透過玩遊戲這堂課變得非常有趣！課程

終目的是要引導和鼓勵我們使用正確的發音與口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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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數學相關單字） 

Reading and Writing 閱讀和寫作 

  這堂課主要是加強我們的閱讀與寫作能力，尤其是寫作。老師會選擇課本上的

文章，讓我們去找出文章的重點與內容大致在表達什麼，寫作的部分，老師經常

會出與課本相關的問題，讓我們思考後寫下答案，老師也會來幫我們看我們寫的

文法與單字是否正確，如果有不對的地方，不會整句幫我們改掉而是從原本我們

寫的句子去做修正。而每一天老師也會給我們課堂作業，題目或許是用英文去解

釋英文單字，或是是很多問答題，這些都讓我不斷在加強自己的寫作能力。 

ESL 心得感想 

  短短12週的ESL課程非常充實，全英文的上課環境在一開始確實非常不適應，

但授課的老師都很有內心且有趣，讓我在短短的時間很快就熟悉且適應，時常用

聊天的方式將課程帶入，更鼓勵我們用勇敢去開口和表達自己的想法。很感謝我

們的班導 Linda 老師，他總是非常關心我們每一個人，也會細心地去觀察我們是

否了解他在說什麼，如果不懂他就會換個方式去跟我們解說。上課時我們為了想

要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不知道該怎麼說時，就會慌張地想要查單字，這時

Linda 總會微笑地告訴我們不要急，他了解我們所要表達的意思，然後用猜的方

式去猜我們所想要表達的想法，在課堂上做練習時如果我們講的沒有很好，他也

總會說很棒、講得很好！總是給我們滿滿的信心，總是鼓勵我們多講多聽，能在

這一次的旅程中遇上 Linda 真的很開心，真的也很感謝 Linda 老師對我們班的

用心與指導。 



學海飛颺	  

中臺科技大學	  
	  

（ESL 班上同學合照） 

（2） 

  除了參與語言課程(ESL)之外，我也選修一門專業課程，藉由英文學習自己的

專業領域是件非常令人興奮的事。 

  在專業課程的部分，我選擇了商業談判，因為在台灣唸的就是商業類的行銷管

理，所以我認為選修這門課不管對我的英文能力或是專業領域都會有所進步，教

授很親切沒有架子，在第一次上課他就因為我們是交換學生而特別的關心，比較

艱難的部分也會為了我們說慢一點多解釋，商業談判是個比較抽象的科目，所以

教授時常會舉出實際會發生的例子讓我們了解，也會利用下半段課堂時間出一些

實境題目讓我們分組去討論去練習談判，這是我在國外第一次上專業課程，我的

程度有時會跟不上老師講解的速度，不過卻讓我感到很有挑戰性。 

                         （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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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課程學習（課外） 
  來到美國一趟，與台灣有著 16 小時的時差，飛越了大半個地球，來美國不僅

是來增加自己語言能力，更是體驗美國風土民情的大好機會。我們時常利用課後

時間與週末假期，利用這邊的交通工具去不同的地方享樂。在美國的這段時間我

擁有許多珍貴的回憶，我不願意只被束縛在台灣，我想用自己的雙眼與雙腳來記

住這個世界，因為在美國的這段時間我有好多的感動。 

1. 食 

  民以食為天，我們來到美國還是要去熟悉與適應這裡的飲食文化，美國的生活

水準偏高，花費自然而然比台灣高出許多，這一點也是我剛來美國時非常不能適

應的事，不僅買任何東西都需要付稅，不同地區的稅率也不盡相同，無論吃哪一

種類型的餐廳也必須多拿出一些小費（10%~15%）不等。 

  在出國前聽學長姐的心得分享時就知道美國消費力高，所以為了多省些錢，在

美國的這段時間，三餐都要自理。很值得慶幸的是，學校與宿舍地理位址良好，

學校附近搭公車 10 分鐘就有華人超市與 Costco，家裡附近也有 target 超市，

所以採買食材或是生活用品其實是非常方便的。這一次的宿舍裡住了 21 個交換

學生，所以我們分為三組來分批煮飯與吃飯，早餐幾乎都是簡單的果醬吐司及牛

奶就解決，午餐部分，則會前一晚煮好再帶去學校微波，晚餐也是在家裡分組料

理完享用。 

 

 

 

 

 

 

 

 

 

（加州當地非常著名的速食） 

 

美國有很多不同類型的餐廳，像

是速食或是中式料理，最低都

6.7塊美金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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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晚事先準備好便當） 

2. 衣 

  在出發前整理行李時，就非常煩惱衣物的問題，在加州早晚會比較冷，只是到

了中午就會非常熱，加州平地不會下雪，冬天也跟台灣的濕冷相反，是屬於乾冷

的天氣。我選擇攜帶比較多的短袖以及幾件薄長袖，但到了冬天的時候，天氣比

我想像中的還要冷，這時不免要多天較厚的長袖與羽絨外套，方便的是，有自己

牌子的衣物在美國當地購買比台灣便宜許多，所以我有許多衣物都是在美國購買

的。 

  離我們住處與學校 近的購物商場就是 Great Mall，我們時常在下課時就相

約去 Great Mall 逛街，那裡看電影、採買生活用品以及添購衣物…等，非常的

方便！甚至在美國勞動節、感恩節及聖誕節前夕都是非常好的購物時機，這段期

間不同的商店都會推出非常優惠的折扣，所以這時都是我們補貨的好時機。 

 

 

 

                           

 

                          

 

因食材都是各組平分，我們

這一組 6人，每一餐平均 2
塊美金。	  

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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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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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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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住  

在美國住的地方，是由學校替我們找的，離學校有段距離。宿舍為一層樓與一間

小木屋，這一次住在一起的同學總共有 21 位，我與兩位一樣是中臺科技大學的

朋友以及一位海洋科技大學的朋友住在一間套房裡，廁所為我們四個人一起共用，

廚房部分也是大家共同一起使用，住起來其實是有點擁擠的，但也因為大家都住

在同一個屋簷下，造就了我們的好感情，大家就像個大家庭，早上時大家會互道

早安然後上課去，下課會相約一起去採買食材或是到處逛逛，晚上也會一起討論

功課以及玩遊戲，假日更會一起安排景點查詢路線出遊去，這段像家人般的感情

是我 珍貴的回憶。 

 

 

 

 

 

 

 

      （我們房間起初的擺設）                （學校安排的 724 宿舍） 

 

3. 行 

  在美國沒有車就像沒有腳一樣，點與點之間的距離都很遠，在抵達美國的隔天

我們就拿到學校已經幫我們辦好的 VTA 交通卡，有這張卡就可以搭乘所有 VTA

標誌的交通工具。 

  平時上課我們會選擇先步行 15 分鐘至輕軌，搭 10 分鐘抵達學校附近的輕軌

站，再步行約 25 分鐘就會到達學校；下課會直接搭 77 號公車到 Great Mall 轉

運站轉搭 71 公車回宿舍；平時補貨的大華超市與 Costco 只需搭公車 10 分鐘即

可到達。有時週末我們要去較遠的舊金山市區，也會利用公車與輕軌轉搭 BART

捷運，在沒有租車的時候，VTA 的交通工具其實與我們形影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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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A 輕軌）                       （BART 舊金山捷運） 

 

² Field Trip 
  在 ESL 課程時我們每兩週有一次 Field Trip，去的地方非常多元化，有公園、

酒廠、Intel 總公司、溜冰….等，也會配合美國節慶舉辦 party，例如：Halloween

變裝 party 與聖誕節交換禮物。主要都是讓我們更了解地當地的文化與休閒娛樂

活動，而每次 Field Trip 結束之後，我們都會在課堂上跟老師分享我們的感想，

而從這幾次的 Field Trip 我學到更多與美國息息相關的知識。 

Shorelin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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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weiser Beer & Jelly Belly : 

 

 

 

 

 

 

 

 

 

 

Halloween Party : 

  萬聖節就是西洋鬼節，不過美國不像台灣對鬼節這麼忌諱，反而當成一個很

有趣的節日在慶祝，每個人在這一天都會有所裝扮去參加各式各樣的派對。 

  來到美國的我們當然不能錯過這個節慶，在這一天我們特別的早起化妝以及裝

扮自己，然後才去學校，因為已經裝扮得差不多了，所以去學校的路上非常的引

人注目，到學校看到其他同學與老師的裝扮才發現這真的就是 Halloween 呢！

我們一起刻南瓜一起享受這個歡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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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總公司： 

 

 

 

 

 

 

 

 

 

 

Sharks Ice 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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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靠雙腳走天下 
San Francisco 舊金山:  

  我們目前住在san jose的聖荷西，所以我們時常利用課餘時間，搭乘BART前往
全美最有錢的城市-San Francisco舊金山，舊金山是北加州與舊金山灣區的商業與
文化發展中心，當地住有很多藝術家、作家和演員，在20世紀及21世紀初一直是
美國嘻皮文化和近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中心之一，舊金山的貧富差距非常大，

所以儘管這裡都居住有錢人，卻也最多流浪漢。 

  我分別去了舊金山市區好幾次，最著名的地標當然就是金門大橋（Golden Gate 
Bridge）、漁人碼頭（Fisherman’s Wharf）、AT&T大聯盟巨人隊主場、九曲花
街….等景點。 

 

 

 

 

 

 

 

 

 

 

因為有一路段由八

個急彎組成而聞

名，並因此有「九曲

花街」之稱。	  

漁人碼頭	  叮噹車為遊客觀

光熱門景點擊交

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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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ada加拿大 Vancouver溫哥華: 

  溫哥華市（City of Vancouver），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低陸平原地區一沿
岸城市，是全國第三大的都會區，溫哥華的自然環境深受遊客的歡迎，也是北美

繼洛杉磯和紐約後第三大製片中心，更有「北方好萊塢」之稱。 

  一直以來，我對於各國的文化特別感興趣，我最大的夢想也是能自己到世界各
處去體驗當地的風土民情，我想去開闊自己的眼界，我不想只做個井底之蛙。所

以在期中考完我們有個假期，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大好機會繼續為我的旅程增添

下一站，我們幾個朋友決定租車前往加拿大！我對加拿大的印象就是網路上那鮮

紅的楓葉，與從朋友那得知加拿大是一個富有生命與活力的國家，這讓我對加拿

大更充滿興趣想要去一探究竟他迷人的地方到底是什麼？ 

AT&T大聯盟巨人隊主場	  

金門大橋

（Golden	  Gate	  
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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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第一座蒸氣

鐘，約 15分鐘會報
時一次。	  

世界上最長吊橋：	  

卡皮拉諾吊橋公園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加拿大廣場

（Canada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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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公園 Stanley	  Park）	  

美國西雅圖Seattle 

從加拿大的回程，我們有安排去了位在美國西北區最大的城市-西雅圖。西雅圖
是個陰雨綿綿的城市，「西雅圖夜未眠」這部由湯姆漢克主演的電影就在西雅圖

拍攝，我們當然要來這個憂愁又缺不失藝術氣息的城市看看囉！ 

 

全美國最老的農貿市場-‐派克市場	   西雅圖地標-‐The	  Space	  Nee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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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語言交換 

在一次因緣際會下，透過室友的關係認識了一個外國人，他告訴我們他想要學中

文，所以我們展開了不止一次的語言交換，我們會點杯飲料就開始用英文聊天，

說學校發生教了些什麼，聊我們的旅行中所發生的趣事，也會用英文去解釋中文

單字的意思，過程中不僅訓練到了聽力與口說，才發現原來其實中文的文法真的

很難，光是二與兩要解釋給外國人了解就很困難了，但這真的是個非常有趣的經

驗。 
 

 

 

 

 

ü For free 

  在美國的這段時間，我學會了獨立，因為是新宿舍所以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鍋碗瓢盆都是大家一起出錢購買的，還好美國有個文化就是他們會把自己用不到

的東西放在庭院舉辦一個yard sale或是直接放置路邊上面寫for free，而我們宿舍
好幾張沙發與桌子都是這樣來的，比較困難的是我們必須靠自己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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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心得感想 

  在美國的時間並不常，卻足以讓我對整個世界開始有不同的看法與想法，每個

國家有不同的文化，來到美國，我發現這裡不是其他人想得如此美好，你能想像

在舊金山這個大城市也存在著比台灣更嚴重的貧富差距嗎？但是，美國卻也很多

地方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其實台灣的教育知識是非常扎實的，學生邏輯思維良

好，能把很多的知識調理好記在腦袋裡，只是美國並不一樣，他們注重在實際的

運用上，他們習慣把學到的直接運用在生活上。 

  就以這一次的ESL課程來說，老師上課他喜歡與你互動與溝通，較艱難的東西

他不會要你死背，而是用另一種方式去讓你真正了解這個他，或是利用一些小遊

戲讓你對這個課程更感興趣與了解，在美國上課我覺得自己彷彿又再一次找回學

習新事物的那股熱情！在台灣我非常不敢講英文，因為我害怕大家聽不懂而對我

投以懷疑的眼神，但在美國的這段時間很多時候，你都必須要自己去講去問，我

漸漸發現講英文不是件困難的事，只要你願意去講，美國人也都會很有耐心地去

聽你需要什麼。來到美國，我發現自己看的世界還太小，在這個世界各地都擁有

許多強勁的對手，而我們應該要有警醒與自覺，這個世界每天的都在進步，而自

己呢？還停在井底之蛙，自以為自己去過幾個國家就覺得驕傲嗎？不是，應該盡

可能去發現自己的不足，並且謙虛地去學習別人的長處，人是沒有停止學習的一

天。 

  我很慶幸自己能有這個機會來到美國，在這裡的每一天都是像夢一樣的不真實，

真的很感謝我家人的支持，沒有家人的支持我根本沒機會體驗到這樣的生活。現

在想起當初剛來到美國時，就覺得原來時間真的過得好快，一間屋子住了21個人，

一開始的不熟悉與不習慣，讓我曾經好想放棄夢想回台灣，大家開始經歷磨合期，

去瞭解每個人都從不同的地方來，一定會有不同的想法，我們開始學會包容與成

長，一起獨立起來處理生活中的大小事，從不會煮菜到現在能得心應手，回到家

一起討論報告作業，慢慢的我們培養了像家人般的情感與默契，一想到隨著課程

的結束彼此就要分道揚鑣，我就覺得很低落甚至無法適應，一群台灣學生要在美

國獨立生活，多不容易呀！但我們卻這樣互相扶持互相成長，我們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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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文化和台灣有著很大的不同，食衣住行上很多事情就足以讓我大開眼界

了，這一趟的旅程我的收益良多，除了基本的英文能力有所進步之外，更值得開

心的是我學習的方式開始有所改變，課堂之餘我們也盡量的去融入美國的文化，

我發覺美國人生活態度跟我們非常不一樣，他們工作最晚只會到六點，不像台灣

會有加班超時的情形，他們非常享受下班後的時光，他們會去與朋友同事去酒吧

聊天，或者去看球賽，他們擁有很強烈的運動文化，他們不會讓自己的下班時間

是空閑的，我在美國看到了好多形形色色的人，我很慶幸有學海飛颺這個計畫，

讓我不管是對人生還是未來都有了新的想法，這才是這趟最值得學習的，而我已

經等不及與學弟妹分享我這堂旅途的心得了！「大膽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724宿舍的室友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