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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呂博源，今年 21 歲，就讀中台科技大學行銷管

理系四年級。我是一個來自鄉下小孩，我還記得第一年

當我來到台中時，發現這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樣，有太多

的事物讓我感到興奮，所以我開始嚮往踏出台灣，我想

要看得更多，學習到更多，於是當我得知系上有學海飛

颺計畫時，我積極爭取。 

 

但是英文不好的我，害怕沒辦法爭取到，於是利用

了閒暇的時間，到補習班補習英文，為了就是讓自己到

更多的地方學習更多不一樣的事物。  

 

然而申請日期慢慢的逼近，而我的英文程度卻還是

比同年紀的同學落後，但為了讓自己爭取到這個機會，

我無時無刻的把面試內容用英文唸給隔壁同學聽，我同

學聽到我的英文，也開始為我擔憂，可想而知我的英文

真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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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的到了面試當天，再進路面試場時，我告訴自

己『一定要成功』，進到面試場，老師們讓我開始自我介

紹，介紹完老師對著我說『呂博源，你英文真的進步好

多，我覺得你用盡生命在講英文，你到美國一定能得到

你想要的』，我想是我的熱情和努力感動的現場的老師，

就這樣我成功的拿到學海飛颺的名額。  

 

對我來說，這五個月的美國生活，大大改變了我的

想法和眼光。當我走出舊金山機場的時候，那時天色已

晚，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嚮往的美國，我現在就踏

在這塊土地上，我滿懷期待的、充滿期盼的，開始了五

個月的美國生活。 

 舊金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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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學校簡介 

 

矽谷大學（Silicon Valley Univ

ersity ，簡稱：SVU），位於 美國加 

利福尼亞州聖何塞，是一所非營利私立之  美國高等教育機

構。是美國國家教育部和  美國加州教育廳  認可的高等學府

和全美獨立院校大學  甄選委員會會員，也是台  灣教育部所

認可推薦的美國大學。 

 

不僅僅是高科技專業課程吸引，還有語言學習學程（ ES

L）是設計幫助學生學業上、專業上、文化商業上、個人以

及社會的連接橋梁，畢竟在美國所使用最頻繁的語言正是英

語，並透過聽、說、讀、寫、會話與發音等課程，加強文法

結構、單字量、口語發音等發展學生潛能。本系所英文課程

皆為政府許可認可推薦的教學資格，且附有豐富經驗的教師

群組成，並擔任課程設計  及教學工作。 

 

 

 



5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ESL 

班級依程度分為  400、300、200 班，分數越高能力越好，

我的 ESL 班導名叫  Naz，來自於阿富汗，負責我們每天三

堂課，個別分為  Listening &Speaking、Conversation and

 Pronunciation 和 Reading and Writing。Naz 授課的方

式很有趣，她上課喜歡用聊天的方式，將課程帶入，也藉此

鼓勵我們要勇敢的開口和表達自己的意見。  

 

上 ESL 令我震驚的事， Naz 每次上課總是給我們很多課

本裡沒有的東西，帶我們了解各地文化和習俗，所以每次聊

天的內容也不同，讓單字用量也更廣，日積月累自己的單字

量也慢慢的增廣了，有時上課為了發表意見，要邊查單字邊

向老師表達，可是說的不是很好，當自己懊惱時， Naz 總會

對著我們微笑說聲「沒關係」，讓我們慢慢表達我們想要講

的，然後用我們聽得懂的方式再次表達給我們，在課堂上做

練習時如果我們講的沒有很好，她也總會說很棒、講得很好！

總是給我們滿滿的信心，能在這一次的旅程中遇上 Naz 真的



6 

 

很開心，真的也很感謝 Naz 老師對我們班的用心與指導。  

班上聚餐 

 

萬聖節 

除了上課之外，外國也是很注重節慶的，剛好我們去到

美國遇到的第一個節慶就是萬聖節，萬聖節前就會看到很多

鄰居開始布置家裡，到了十月三十一日這天，成千上萬的兒

童打扮得千奇百怪地去敲鄰居的門，並在人家開門時大喊：

『不請客就搗蛋！ (Trick or Treat)』，當然來美國一定要

體驗一下，於是老師就提議萬聖節那天我們全部都扮成了鬼，

帶一顆南瓜到學校雕刻南瓜，要讓我們感受國外萬聖節，為

了完整的體驗一次萬聖節，我們決定不卸妝，走會家裡體驗

當天晚上的萬聖節，到了晚上我們像外國小孩一樣到鄰居家

敲門，過一下有人來開門，我們就說著 Trick or Treat，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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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鄰居看到我們的扮裝還被我們嚇到，這是一個特別的體

驗。 

班上扮裝    300班導師 

我們雕刻的南瓜   

美國工人與我們 

 

除了課堂上的萬聖節，我們和 Naz 也一起去參加戶外的

鬼屋，美國的鬼屋除了人，連場景都很逼真 (在台灣不會有

如此盛大 )，因為這個鬼屋規模比較大所以一張門票要 20$

美金，裡面包含兩個鬼屋的門票，當天來探訪鬼屋的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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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山人海，我們光排一個鬼屋就將近一小時，不過排隊時不

會覺得無趣，因為在鬼屋外有很多工作人員可以拍照，而且

他們三不五時也會跑過來嚇你，我覺得這是在台灣看不到的。

終於輪到我們了，進去前有一個解說員跟我們說著 :「裡面

的工作人員只會嚇你，不會觸碰你，請我們不要觸碰或是毆

打工作人員。」，當我們踏進去門口時，就能感覺一股陰森

森的氣息，迎接而來的是一條黑漆漆的路，不知道鬼會從什

麼地方出來，於是我們一行人就照著指示前進，途中讓我印

象深刻的是我們走到一個門，可是卻打不開，但前面一隻鬼，

後面一隻鬼追著我們，想跑都跑不掉，拼命敲著前面的門，

使勁的想要打開，結果那只是一個裝飾品，因為真正的門被

藏在右側，真的有夠心機的，接著我們就到了出口了。  

場景入口 鬼屋入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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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 

專業課程 

專業課程我選修的是 Business Communication，授課老

師是我的班導師 Naz，她在教導專業課程時的態度，跟 ESL

對我們的態度完全不同，專業課的她是一個非常嚴肅必且專

業的，讓我們不得不繃緊神經來專心上課，不過她對我們亞

洲學生的英文程度很諒解也不會放得太鬆，該要求的還是會

要求，每次上課都會要求每一小組上台報告，讓我非常緊張，

有時候忘記怎麼說時，都會偷偷看一下小抄，但老師很體諒

我們，演講完 Naz 都會對著我們說 :Good job!，讓我感到非

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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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感恩節 

感恩節是美國和加拿大的全國節日，為感謝清教徒的上

帝賜予一年度豐收的祝福。今年感恩節， Naz 邀請我們到他

們家一起過，這天我們租了一台車，因為隔天是黑色星期五

我們要去購物。Naz 家在清靜幽美的山上，剛到她家時看到

門口貼著中文字 :「歡迎朋友到來」，讓我們覺得非常親切，

進門時 Naz 的媽媽在門口招待我們，我們用 Naz 教我們阿富

汗語問候了 Naz 媽，隨後我們就走進客廳問候 Naz 的其他家

人，剛到 Naz 家的時候還是下午，晚餐是 5 點開始，於是我

們就拿出我們親手做的台灣味的珍珠奶茶請大家喝 (到別人

家不免俗帶點東西 )，一開始還害怕 Naz 的家人會不喜歡，

幸好他們都很捧場，後來大家就在客廳聊天，吃個餅乾配著

我們帶來的珍珠奶茶，等待晚餐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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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親手做的珍珠奶茶 

      

很快的時間來到了五點，我們跟著 Naz 到廚房準備吃我

們的晚餐，到廚房的時候我嚇了一下，因為桌上放了兩隻烤

好的大火雞、剛用好的馬鈴薯泥和一些小麵包，我以為這種

場景只有電影裡面才看的到，不過卻活生生地出現在我面前，

接著 Naz 媽開始把火雞肉分給大家，我們就拿著桌上的大盤

子過去接 Naz 媽切好的火雞肉，淋上特製的醬子，加上一下

馬鈴薯泥，便到桌上享受著這頓美味的晚餐。  

            美味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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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 

期中考後，有一個 11 天的假期，我和其他八個同學決定

租車到舊金山玩，第一站我們先來到位於美國加州舊金山海

港區藝術宮，在藝術宮外圍有一個人造湖，湖裡有一些鴨子，

所以會看到很多家長帶著小孩來這邊散散步，因為時間的關

係我們只在外圍拍照，就往下個景點開去了。  

藝術宮 

第二站我們前往金門大橋，藝術宮再往

海邊的方向走 , 就可以遠眺舊金山最著名

的地標-金門大橋。這座橋體全長 2.7公里, 

為全世界的第三長的懸索橋。 

 

 

第三站漁人碼頭，來到這邊我們先前往開往阿爾卡特拉

斯島(Alcatraz)別名「惡魔島」的船前進，惡魔島曾是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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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最強的監獄，這個監獄，專門接收各地監獄裡的惡劣犯人，

不過因為成本太高，後來改成國家公園。監獄中有中文錄音

導覽，對於我們這些學生來說，是一件級棒的事情，這個導

覽錄製得非常動人，把在這邊發生的每個故事，依照順序依

依的解說著。 

惡魔島 

接著惡魔島結束後，我們返回漁人碼頭，吃著當地著名

的巧達麵包湯，吃飽後前往後邊的海獅看台區，這邊的海獅

成群的躺在甲板上曬日光浴，說真的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麼

多 海 獅 聚 再 一 起 ， 看 起 來 有 點 噁 心 。

39 碼頭，海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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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維加斯 

舊金山結束，接著我們到拉斯維加斯玩 5 天 4 夜，從 Sa

n Jose 開到 Las Vegas，足足開了 8 個小時，一，到 Las V

egas 時已經接近晚上，所以我們選擇直接到餐廳吃晚餐，我

們選擇了當地一家有名的自助吧，吃飽後我們直接去朝聖太

陽馬戲團。我們選擇了太陽馬戲團的 KA 秀， 這齣戲雖然沒

有一句台詞 , 全都是演員說著一種奇怪的語言 , 但是他們

全身充滿戲劇張力的表演就足以告訴觀眾這整個故事 ,讓我

們經歷了一場非常棒的視覺跟聽覺的饗宴 !!!。 

 

 

 

KA 太陽馬戲團 

我 們 前 往 南

大峽谷，比起西大峽谷玻璃橋，我們對南大峽谷的風景更有

興趣，途中經過加州胡佛水壩，我們聽下來拍照，接走就繼

續開晚南大峽谷，開了將近 4 小時的路程，終於到達了南大

峽谷，不過南大峽谷的風景，真的沒有讓我們失望，這個由

科羅拉多和耗費萬年切割出來的大峽谷，來到這邊我們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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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冒著生命危險站在懸崖邊，為了拍出一張美照。  

胡佛水壩 

大峽谷 

 

環球影城 

這次趁著誇年前，來到了洛杉磯的環球影城，目前環球

影城分別坐落在洛杉磯、奧蘭多、大阪、新加坡，如果要說

的最大差異，就是洛杉磯有 studio tour，Studio Tour 大

概花費一個小時的時間，絕對值得來觀看這個到現在還在使

用的電影製片廠，我記得有一個畫面讓我忘不了，就是墜毀

的波音 747，現場看到有夠震撼，因為這台波音 747 正是阿



16 

 

湯哥拍的世界大戰中的飛機。今年的我們很幸運，因為洛杉

磯環球影城，在今年 4 月開幕了哈利波特村、7 月開幕了陰

屍路，一次讓我們遇到兩個新開幕的遊樂設施，真的是太幸

運了，不過當天人真的多到爆炸，我們排一個設施都要 30

分鐘起跳，看到旁邊的快速通關，只能用著羨慕的眼神看著

他們走過去。除了遊樂設施之外，環球影城的水世界是必看

的一場秀，這場秀的劇情和場景和水世界那部電影是一樣的，

演員們真的厲害的有點誇張，爬上爬下跳進水裡火裡，還有

水上摩托車飛車特技，超精彩的一場秀。 

環 球 影 城   哈

利波特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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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與建議 

謝謝教育部讓我有機會，在這說常不常，說短不短的四

個月中，體驗不同的文化 !!來到美國，我發現這裡跟自己想

像的不一樣，出國前有人跟我說美國治安很不好，美國歧視

亞洲人，美國怎樣怎樣… .，但來到這邊，我發現美國人比

想像中的友善，比想像中的熱情，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舊

金山找路的時候，有一位美國老奶奶看到我們拿著手機再找

路，就主動走過來問我們需要幫忙嗎 ?，頓時讓我覺得美國

並不是別人口中說的那樣。這裡的人們，享受著生活，享受

著自己的假日，享受著下班的時光，享受著與家人在一起的

時光，他們擁有很強烈的運動文化，有空閒時間就去健身房

運動，他們對自己國家的事情也強烈關注著。我很慶幸這次

有機會來到美國當交換學生，在這邊認識到來自台灣不同地

方的學生，即使我們才生活四個月，但是我們卻像家人一樣，

每天一起生活，一起煮飯，一起出去玩，很高興在這邊遇到

你們，也再次謝謝教育部給我這樣的機會，讓我體驗如此特

別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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