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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申請交換學⽣生之動機 

談到法律體系，全世界各國各地的法律制度當然不盡相同，某些具有相同
或相近的原則、︑､制度和特徵等要素的法律制度會被歸為屬於同⼀一法律體系，⽽而
英美法系和歐陸法系⼀一般被認為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兩⼤大法律體系。︒｡德國通常
被認為是典型的⼤大陸法系國家，⽽而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亦被認為是屬於⼤大陸
法系；另⼀一⽅方⾯面，美國的法律則是屬於英美法系。︒｡ 

在台灣所有的法學院中，⼤大多數都是將本國的法律列為必修，即學⽣生只需
學習⼤大陸法系的法律，只有極少數的學校會將英美法系的法律科⽬目列為必修，
我所就讀的東吳⼤大學即為其中之⼀一。︒｡在學習過三年半的英美法科⽬目後，我對這
⽅方⾯面產⽣生很⼤大的興趣，兩種法律制度間有著很⼤大的差異，除了根本制度上的差
異，在法學思維部分亦有不同，我覺得，深⼊入了解兩種法律制度間的異同是對
於法學思考和體制發展進步極有幫助的。︒｡此外，由於我曾經在⼤大⼆二時修習全英
⽂文授課之英美侵權⾏行為法的課程，從那年的經驗裡我深深體會到⽤用第⼆二外語學
習⼀一⾨門新課程的困難與⾟辛苦，我認為，進⼊入美國課堂與美國⼤大學⽣生⼀一同⽤用全英
⽂文上課會是⼀一個更好的挑戰，也是⼀一個讓⾃自⼰己精進英⽂文能⼒力的好機會。︒｡ 

因此，當我看到學校提供前往美國的交換學⽣生計畫時，迫不及待的就決定
要申請此計畫。︒｡因為無論我在台灣如何認真學習英美法，始終無法真正體會英
美法的精髓，法律源⾃自於⼈人類的⽣生活與⽂文化，我認為，唯有親⾃自體驗過當地⽣生
活才能真正了解當地的法律，我希望⾃自⼰己能藉由這個半年的交換計畫，深⼊入體
驗美國當地的⽣生活，並且也希望能真的進⼊入美國的⼤大學課堂學習英美法及各種
相關課程，以便⾃自⼰己更充分的領會英美法的本質。︒｡因此，我申請參加這項交換
學⽣生的計畫，期許能給⾃自⼰己⼀一次擴展眼界與深⼊入學習的機會，增進⾃自我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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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修學校介紹 

⼀一、︑､學校簡介：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Oklahoma City Univeristy，縮寫為OCU）座落於美國
中西部奧克拉荷⾺馬州⾸首都—奧克拉荷⾺馬市的市中⼼心，光看中⽂文⾳音譯容易使⼈人誤
以為這是⼀一所市⽴立學校，事實上它是⼀一所四年制的私⽴立基督教⼤大學。︒｡該校創建
於1904年，迄今已有超過百年的歷史。︒｡在學校的排名上，奧克拉荷⾺馬市⼤大學是
全美知名學校之⼀一，排名上為西區第⼀一級，在2016全美最佳⼤大學排名中其排名
為西區第23名；National Review Guide曾肯認奧克拉荷⾺馬市⼤大學為全美排名第58
名之⽂文科⼤大學，National Jurist則將奧克拉荷⾺馬市⼤大學之法學院列為全美排名前
50名的法學院。︒｡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學⽣生總⼈人數約4000⼈人，跟⼀一般美國⼤大學相⽐比學⽣生⼈人數算
是⽐比較少的，師⽣生⽐比約為11:1，平均每班⼈人數約15⼈人，屬於⼩小班制教學模式；
也正因為如此，師⽣生間互動頻繁且⽼老師容易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師⽣生間感情⾮非
常融洽。︒｡ 

學校的科系則是以⽂文科為主，提供企管、︑､經濟、︑､會計、︑､教育、︑､⾳音樂、︑､舞蹈、︑､
表演藝術、︑､戲劇、︑､電影、︑､資訊、︑､⼈人⽂文、︑､法律及司法、︑､政治、︑､護理、︑､醫學、︑､⼼心理
等等各種領域之學⼠士及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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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宿舍：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規定交換⽣生⼀一定要住在校園內的宿舍裡，不能⾃自⾏行外出
租房，這⼀一點對我們來說其實很⽅方便，因為外⾯面的房東基本上不太願意跟學⽣生
簽短期的租賃契約，且若在外租房需另外⾃自⾏行負擔⽔水電費及網路費（也要⾃自⼰己
找業者簽約），所有傢俱都要⾃自⼰己買，對於只去半年⾄至⼀一年且初來乍到⽽而尚不
熟悉環境的交換學⽣生來說⾮非常⿇麻煩費事。︒｡ 

學校本⾝身提供四五間不同規格及價位的宿舍供我們⾃自由選擇，無論是哪⼀一
種宿舍內都會有最基本的配備，包括床、︑､桌椅、︑､冷暖空調、︑､⾐衣櫃、︑､洗⾐衣機（公
⽤用，免費）、︑､烘⾐衣機（公⽤用，免費），公共空間內會有電視、︑､飲⽔水機、︑､飲料零
⾷食販賣機及公⽤用電腦，有的宿舍之公共空間還會另外有撞球檯、︑､微波爐或電視
遊樂設施，衛浴的部分則視各宿舍規格不同⽽而決定是否要與他⼈人共⽤用。︒｡ 

我所居住的宿舍叫做Cokesbury Apartment，是配備有所有傢俱的公寓型宿
舍，並分為兩⼈人房及四⼈人房。︒｡我住的是兩⼈人房，因此我要與室友共⽤用客廳及廚
房，但兩⼈人各⾃自有⾃自⼰己的房間及衛浴；廚房配備有各式櫥櫃、︑､流理臺、︑､⼤大型冰
箱、︑､⽡瓦斯爐和烤箱（沒有微波爐），客廳則有簡單的⽴立燈、︑､沙發跟桌⼦子（沒有
電視）。︒｡這間宿舍是校園內唯⼀一配備有⽡瓦斯爐及烤箱、︑､可以開伙煮飯的宿舍，
其他宿舍內基本上都是禁⽌止開伙的。︒｡此外，這間宿舍的公共空間有附設⼀一個⼩小
型⼾戶外游泳池，天氣好時常常會有許多學⽣生在游泳池內戲⽔水或是在岸上慵懶地
做⽇日光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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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內飲⾷食： 

誠如前⾯面所述，由於我所⼊入住的宿舍有廚房，因此基本上我三餐都是⾃自⼰己
煮的，學校附近⾛走路約⼗十分鐘的地⽅方有美國超市跟亞洲超市，主要的⾷食材都可
以在那裡買⿑齊，⾮非常⽅方便。︒｡ 

須注意的是，若⾮非⼊入住我住的Cokesbury Apartment，其他宿舍都是嚴禁開
伙的，因此學校規定學⽣生需購買伙⾷食計畫（Meal Plan），這些Meal Plan分為
數種不同的⽅方案供學⽣生依需求⾃自⾏行購買，（例如⼀一週19餐或⼀一學期150餐），
購買這些⽅方案後就可以去學校餐廳消費了！學校餐廳是吃到飽的，提供各種不
同的⾷食物，漢堡、︑､披薩、︑､薯條、︑､沙拉吧、︑､果汁吧、︑､各式汽⽔水跟飲料、︑､湯、︑､⽔水果、︑､
甜點、︑､冰淇淋皆是固定提供的，另外有兩區則是會提供各種異國料理，有時候
是墨西哥料理，有時候是中式料理，每天都不同。︒｡ 

另外，學校裡⾯面也附設有⼀一家咖啡廳（Alvin's Cafe），提供星巴克咖啡、︑､
現烤披薩、︑､義⼤大利麵、︑､沙拉、︑､三明治、︑､⾙貝果等輕⾷食，也販售有各種果汁、︑､汽⽔水、︑､
能量飲料、︑､⽜牛奶、︑､⽔水果、︑､及種類豐富多樣的糖果、︑､洋芋⽚片等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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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內其他常⽤用設施： 

（1）書店： 
學校裡⾯面有⼀一家書店，裡⾯面販售各式各樣的⽂文具、︑､筆記本、︑､檔案夾、︑､
⽿耳機等等，也有賣很多印有學校校徽的各種⽇日⽤用品跟紀念品，像是⾐衣
服、︑､褲⼦子、︑､⾺馬克杯、︑､隨⾏行杯、︑､帽⼦子等等。︒｡這間書店也提供⼆二⼿手課本的
買賣或租借，只要上網登記後過幾天收到取貨通知後就可以直接去書
店取書了，⾮非常⽅方便！由於美國教授指定的課本有些⾮非常昂貴，有時
⼀一本課本可能就要⼀一百五⼗十美元上下，因此選擇跟書店買⼆二⼿手書或是
租⼀一個學期的課本就可以省下⼀一筆可觀的費⽤用！ 

（2）郵局： 
學校內有附設⼀一間郵局，提供各種郵件收發、︑､包裹寄送之服務，裡⾯面
賣的各種郵政品跟寄東西的費⽤用會⽐比外⾯面郵局便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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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書店內》



（3）圖書館： 
期中考、︑､期末考前以及寫Paper的時候最需要來圖書館了！學校的圖
書館裡有各式各樣的書籍，館藏豐富，第⼀一次進到圖書館看到滿櫃⼦子
英⽂文書的感覺真的很奇妙。︒｡圖書館內也有很多台公共電腦、︑､印表機、︑､
影印機供學⽣生使⽤用，影印或列印的價格都⾮非常便宜。︒｡ 

（4）健⾝身房： 
學校內有附設⼀一間健⾝身房，是完全免費的，設施也很⿑齊全。︒｡由於美國
⼈人⾮非常熱愛健⾝身，時常可以看到許多⾝身材健美的⼈人在健⾝身房內努⼒力健
⾝身！我在台灣就有健⾝身的習慣，因此在交換期間也幾乎每週都會跟朋
友⼀一起去健⾝身房報到，有時還會遇到授課的教授跟我⼀一起在裡⾯面健⾝身
跟聊天，很有趣！ 

（5）教堂： 
由於奧克拉荷⾺馬市⼤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所以學校內建有⼀一所教堂，
每週除了週⽇日的禮拜之外，平⽇日晚間有時也會有各種佈道活動，有時
也會舉辦以基督教禮拜歌曲（Worship songs）為主的演唱會或樂團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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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外》

《教堂演唱會》



（6）除此之外，學校內還有24⼩小時開放的電腦教室、︑､國際學⽣生輔導中⼼心、︑､保
健中⼼心、︑､室內泳池、︑､網球場、︑､⽥田徑場、︑､棒球場等等。︒｡ 

參、︑､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一、︑､選課概論： 

美國⼤大學的選課⽅方式與台灣的⼤大學略有不同，⽐比起台灣的⼤大學，美國⼤大學
的選課限制相對的⾃自由許多，課程種類也更加多元跟廣泛。︒｡美國的⼤大學⽣生在選
擇⾃自⼰己的主修（Major）科⽬目後，需學習主修的所有必修課（Requi red 
Courses），其他的課程則不受限制，可以⾃自由選課，亦即可以去修其他主修的
科⽬目，不像台灣的⼤大學另外修別的系所的課是需要另外申請或付費的。︒｡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美國的法律是屬於學⼠士後學位，即⼤大學部課程
（Undergraduate degree）下是沒有所謂的法律主修（law major）的，其原因是
因為美國⼈人希望法律⼈人材能夠有⾜足夠的社會經驗及不同領域的知識背景，因此
美國⼈人通常是⼤大學畢業後才進⼊入所謂的law school學習法律。︒｡ 

基本上，交換⽣生可以從所有⼤大學部課程（Undergraduate degree）中⾃自由選
擇任何有興趣的課程來修，但跟美國⽣生⼀一樣不能修法律主修的課程。︒｡除此之外，
選課⽅方⾯面也須注意歸國之後是否能抵免⾃自⼰己⼤大學系上學分的問題，此部分即是
在出國前後須⾃自⾏行跟系上負責⼈人做確認的。︒｡ 

以我⾃自⼰己為例，由於我在台灣唸的是法律系，雖然在美國交換時無法修他
們法律系的課程，但在跟交換學校之學業輔導負責⼈人討論後，最後我選擇修他
們刑事司法學/刑事犯罪法律主修（Criminal Justice Major）跟政治學主修
（Political Science Major）下的課程，因為這些主修下的課程以及其他如⼼心理
學、︑､社會學等主修下的課是他們所謂的「Pre-law課程」，也就是他們通常會建
議有志未來朝法律發展的學⽣生去修的課，同時這些課程也跟我在台灣法學院所
學有較⼤大之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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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大樓前》



⼆二、︑､課程內容與修課⼼心得： 

（1）Analysis of National Security: 
       （授課教師：Dr. Mary Warehime and Dr. Darlena Patty) 

（3 credits/ Criminal Justice Major） 
這⾨門課程主要是在學習各種關於美國國⼟土安全的知識。︒｡學期間我們從恐怖

份⼦子及恐怖攻擊談起，隨後⼀一⼀一介紹國際間數個較為著名之恐怖份⼦子集團，探
討恐怖攻擊之發⽣生因素及恐怖份⼦子之犯案動機及⼼心理狀態，並介紹美國致⼒力於
國⼟土安全防治之各⼤大機關（例如：CIA, FBI, TSA等等），以及他們對提升國⼟土
安全所制定的各個政策與預防措施，從陸海空之等邊境國⼟土安全保衛、︑､⽣生物病
毒攻擊之預防到網路情報之安全保障，無⼀一不漏。︒｡ 

跟我⼀一起修這⾨門課程的同學中，很多都年紀⽐比較⼤大且已經在相關領域從事
相關的⼯工作，有的在當警察，有的正在FBI實習，有的擔任美國中部緊急事件
處理負責⼈人，他們也時常在課堂中發表他們曾經處理過之危機案件的經驗與感
想，聽著他們講述關於911和⼀一些著名恐攻擊事件的種種，感覺真的既沈重⼜又
真實。︒｡以前總覺得這些事件離我好遙遠，是發⽣生在地球另⼀一邊的事情，所以無
法真實體會這些事件的可怕，但這次在課堂中聽完同學分享之種種回憶也看了
很多相關的紀錄⽚片，深刻體會到這些恐怖攻擊背後之仇恨糾葛以及各⼈人員所付
出之努⼒力與⼼心酸，時常使我在課堂中不禁紅了眼眶。︒｡ 

雖然每次上完這堂課我的⼼心情總是有點沈重，但我覺得這堂課讓我切⾝身體
驗到真實世界⾎血淋淋的⼀一⾯面，除了讓我對這些不⼈人道的攻擊事件能更警醒，也
提醒了我要將⼼心⽐比⼼心的去看待世界上發⽣生的種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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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上課景象》



（2）Gender, Violence, and Society:（授課教師：Dr. Charles J. Meinhart） 
（3 credits/ Criminal Justice Major） 

這⾨門課程主要是在探討性別暴⼒力及社會暴⼒力。︒｡這⾨門課的教授是⼀一名經驗與
學識都⾮非常豐富的學者，他時常在課堂上跟我們分享各種他處理過的五花⼋八⾨門
的案件，其中有些案件中所發⽣生的事真的就如同CSI犯罪現場那些影集⼀一般瘋
狂⽽而不可思議！ 

此外，這⾨門課程著重於⾃自由討論及意⾒見發表，教授通常只扮演⼀一個輔助的
⾓角⾊色；基本上，我們會先觀賞跟當週探討主題（例如：性侵害、︑､家庭暴⼒力、︑､物
化⼥女性等等）相關之數個影⽚片或演講（Youtube, TED Talk等等），接著教授會
拋出⼀一些問題來讓⼤大家討論，並會適時點出⼀一些關鍵術語及分享他的經驗。︒｡藉
由這樣互相討論並聆聽不同意⾒見的過程，⼤大家時常能互相激發出更多想法，我
⾮非常喜歡這種教授與同學間教學相⾧長之授課⽅方式。︒｡ 

（3）Special Topics in Criminal Justice: Improving Survivability in Critical 
Incidents:  
（授課教師：Dr. Darlena Patty） （3 credits/ Criminal Justice Major） 
這堂課是⼀一⾨門集中在三週密集上課且課程時數⾮非常⾧長的實作研討課。︒｡在為

期三週的課程裡，我們主要在學習各種危機處理的技巧與實際操作排練，教授
除了教導我們各種危機處理的相關知識外，每週都會請校外專業⼈人⼠士來講解他
們的專業知識跟分享相關經驗，並帶我們進⾏行實際的排練。︒｡ 

第⼀一週我們學習在⾯面對爆炸物/炸彈時之處理⽅方式，除了按部就班的學習
各種通報程序及疏散⼈人員之距離外，教授請來奧克拉荷⾺馬市的拆彈⼩小組為我們
講解他們的任務內容跟⼯工作經驗分享，他們帶領我們參觀他們的拆彈⾞車，也讓
我們試穿它們沈重的拆彈服、︑､玩他們的拆彈機器⼈人，⾮非常好玩！ 

第⼆二週學習的則是急救技術及⾯面對死亡的⼼心態調整，除了練習CPR及學習
使⽤用繃帶跟⽌止⾎血帶等基本的包紮⽌止⾎血技巧，也學習搬運病患的技巧，我也真的
實際搬動了⽐比我⾼高兩三個頭、︑､渾⾝身肌⾁肉的美國男同學，讓我⾮非常有成就感！ 

第三週我們則是學習在槍擊案中我們應如何應對，除了學習躲藏與疏散技
巧外，也學習警⽅方⼈人員搜索⼤大樓、︑､互相掩護、︑､跟犯⼈人談判之技巧，並在學校⼤大
樓中進⾏行⼀一連串的練習，包括呼吸控制、︑､步伐控制及拿槍技巧，並分為⼩小組進
⾏行團隊合作之練習，也透過各種情境劇的模擬來訓練臨場反應，⼤大家⼀一起在⼤大
樓裡拿著模擬槍跑來跑去，⾮非常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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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omparative Politics: （授課教師：Dr. Mohamed Daadaoui） 
  （3 credits/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這⾨門課程是⽐比較政治學，與第（5）點的Governance in America（美國政府
與政治學）同樣由⼀一名來⾃自摩洛哥的美國穆斯林教授所講授。︒｡在這堂課裡我學
習了各個國家簡單的歷史背景（並⾮非國家從建國⾄至今的完整歷史，⽽而係著重於
影響各國形成現今政治體系、︑､政治形態與公民意識的重要歷史事件與⼈人物之介
紹）、︑､當今之政治體系（即其政體與國體）、︑､國家政治運作和統治⽅方式（政府
部⾨門運作⽅方式及產⽣生國家元⾸首之⽅方式等等）以及各國家現在⾯面臨之挑戰。︒｡ 

教授⼀一週會講授⼀一個國家，並且他將整個學期劃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
先講授民主國家，第⼆二部分是獨裁國家及共產國家，最後⼀一個部分則是⼀一些轉
型中⽽而政治尚不穩定的國家。︒｡經由這樣的劃分，我們不但能清楚⽐比較民主國家
與獨裁國家統治⽅方式之差異，亦可發現：即使是同樣政體（民主/獨裁）的國
家間，其統治及政治運作⽅方式仍存在很多的不同。︒｡ 

此外，由於這名教授來⾃自摩洛哥，並⾮非⼟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他對於來⾃自各
個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極其尊重且⼀一視同仁，在我修課的這個學期，
班上的16名學⽣生分別來⾃自10個不同的國家，教授時常在課堂上請我們跟⼤大家介
紹⾃自⼰己國家的事情，因此我們不只是從課本上學習他國事務，亦在⽣生活中直接
體驗與聆聽同學分享的第⼀一⼿手資訊，⾮非常有趣。︒｡ 

在學期剛開始時，正值台灣總統⼤大選，教授也主動跟我討論總統⼤大選之結
果跟我的看法，從他的⾔言談中我發現他對台灣歷史跟政治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使我對他的學識淵博既吃驚⼜又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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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克拉荷⾺馬市拆彈⼩小組及拆彈機器⼈人》



（5）Governance in America:（授課教師：Dr. Mohamed Daadaoui） 
                                          （3 credits/ Political Science Major） 
這⾨門課程是美國政府與政治學。︒｡我⾮非常喜歡這⾨門課程！除了學習美國各個

政府部⾨門的架構與⼯工作職掌外，亦學習了美國之選舉投票制度、︑､美國司法系統
之發展史，還有媒體及社會利益團體（Interest Groups)之運作及他們對政治之
影響。︒｡教授花了⾮非常多的時間討論美國憲法的制定過程以及其後關於⼈人權之種
種修法，鉅細彌遺的介紹了英國⼤大憲章、︑､美國獨⽴立宣⾔言，以及之後之⼈人權法案、︑､
⼆二⼗十七個修憲案和⼀一些著名之最⾼高法院案件，除了使我對美國憲法有了⼀一定的
認識與了解外，也加深我歸國之後學習系上必修美國憲法之熱忱與渴望。︒｡ 

此外，⾮非常特別的⼀一點是，由於我去進⾏行交換的這⼀一年正值他們的美國總
統⼤大選年，交換學期間美國各州亦正如⽕火如荼的進⾏行著各政黨之總統候選⼈人黨
內提名、︑､初選及⼈人民投票，因此教授在每堂課開始前都會先針對當週各州所發
⽣生之投票結果或各總統候選⼈人之政⾒見進⾏行課堂討論，使我能深⼊入其境的體會課
本中所學，⽽而⾮非只是硬背課本中所教授之美國選舉制度。︒｡ 

由於這堂課是美國⼤大學⽣生之必修課，所以課堂上除了我之外，其他同學都
是來⾃自美國各州的學⽣生，他們也時常發表對於各個總統候選⼈人以及他們所提出
之政⾒見的想法，有時也會針對某⼀一個社會議題（例如：槍枝合法化之許可程度）
進⾏行辯論，藉由他們所發表的⾔言論，除了讓我看到他們對政治之關⼼心，也聽到
很多不同⽽而⾮非常特別的想法，⾮非常發⼈人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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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上課景象》

《課堂景象》

《學⽣生對美國總統候選⼈人川普之抗議塗鴉》



 三、︑､考試與作業： 

（1）考試： 
考試的部分依照各個⽼老師之意願⽽而有不⼀一樣的題型，通常較為基礎、︑､難度

較低、︑､或全校共同必修課程會以選擇題及名詞定義解釋為主要考試題型，難度
較⾼高之課程則通常以問答及申論題的題型為主。︒｡ 

對我跟其他交換⽣生或國際學⽣生⽽而⾔言，選擇題反⽽而是我們⽐比較不拿⼿手的，因
為往往題⽬目中或答案之選項中會有許多看不懂的單字，或是有時候我們會分辨
不出兩個選項中的語意差別，造成我們選不出正確答案的窘境，且選擇題⾮非常
⼀一翻兩瞪眼，選錯答案就拿不到分數，所以選擇題常常讓我們在考試中陷⼊入苦
戰。︒｡ 

另⼀一⽅方⾯面⽽而⾔言，問答及申論題就相對的容易很多，因為我們可以⾃自由地抒
發我們在課堂中所學，即使我們的英⽂文不如美國學⽣生好，但只要能充分表達⾃自
⼰己的想法與意⾒見，且內容與課堂所學相關並⾔言之成理，通常教授是不會吝於給
我們不錯的成績的。︒｡ 

（2）作業與報告/Paper： 
作業的部分最常⾒見的就是要寫報告（Paper）了！美國教授很重視學⽣生是

否⾃自⾏行深⼊入研究相關學術知識，通常會規定學⽣生寫報告時所呈現之內容⾄至少要
包括數本圖書資源（⾮非網路資料！），也就是強調及培養學⽣生到圖書館查詢相
關資料、︑､閱讀、︑､吸收及整合的能⼒力。︒｡此外，如同我以上在考試部分所提及，教
授不會因為我們的英⽂文能⼒力不⾜足⽽而就給我們低分，由於美國教授多重視學⽣生獨
⽴立思考的過程，他們樂於看到學⽣生能有⾃自⼰己的想法，因此只要報告內容中有合
邏輯的整合圖書資料及⾃自⼰己的想法，通常都可以獲得好成績。︒｡ 

學期⼀一開始時，對我來說，要從圖書館的茫茫書海中挑出⼗十幾本與報告主
題相關之英⽂文原⽂文書籍，然後⾃自⾏行於短時間內消化並整理出有⽤用的資料，再進
⼀一步將這些資訊與⾃自⼰己的想法做結合，最後寫成六⾄至⼗十⾴頁的報告，這樣的過程
對我來說是⼗十分⾟辛苦的，往往寫⼀一份報告就要耗費我數⼗十天的時間，但隨著時
間的過去及經驗的累積，慢慢習慣這樣的模式後，寫報告對我⽽而⾔言也逐漸不那
麼艱⾟辛了。︒｡ 

此外，學校圖書館下所屬之學習中⼼心（Learning Center）也提供Paper修改
之服務，會由數名美國學⽣生協助閱讀並修改我們所帶去的Paper，除了基本的
⽂文法更正之外，他們也會教我們書寫報告常⾒見之架構、︑､⽤用語跟連接詞，使報告
內容更為通暢易讀，讓我學到很多書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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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 

⼀一、︑､課外活動： 

（1）課外活動之部分，⾸首先要提到美國⼤大學⽣生間蔚為⾵風氣的兄弟會及姐妹會。︒｡
各個兄弟會（Fraternities）/姊妹會（Sororities）通常會有不同的會內訴求，例
如有的以幫助窮苦⼈人家為成⽴立宗旨，有的以改善社區環境為⽬目標，⼤大家可以選
擇與⾃自⼰己理念相同的會提出加⼊入申請，兄弟會/姐妹會的成員會決定是否要讓
你加⼊入。︒｡加⼊入兄弟會/姐妹會後，裡⾯面的成員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以增進⼤大
家的感情，唯須注意的是，有時候加⼊入這些兄弟會/姐妹會會酌收⼀一些費⽤用，
所以加⼊入前可能須斟酌⾃自⼰己之經濟能⼒力。︒｡ 

（2）社團：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的學⽣生⾮非常熱衷於運動社團！幾乎所有能想像得到的運

動社團都有，最熱⾨門的有棒球、︑､籃球、︑､排球、︑､美式⾜足球、︑､拳擊、︑､壘球等等，甚
⾄至還有滑⿓龍⾈舟社！其中有⼀一些社團所屬的球隊實⼒力堅強，在奧克拉荷⾺馬州算是
很強的球隊，因此參加這些球隊的隊員時常要到別的學校甚⾄至別的相鄰的州參
加⽐比賽，⽽而常常從課堂上缺席。︒｡ 

我原本想參加籃球隊或是⽥田徑隊，但由於學校有規定這些運動性球隊的隊
員須受專業正規之訓練，需耗費⼤大量⼼心神在訓練上，且有時會從課堂上缺席，
有鑒於交換⽣生⾝身份特殊，因此學校沒辦法讓我們加⼊入這些球隊，不過學校仍⾮非
常歡迎我們在球員的⾃自由練習時間加⼊入他們⼀一起運動，或是以球隊經理的⾝身分
在球員練習跟⽐比賽時在旁觀摩及提供球員幫助。︒｡後來我在課堂上認識了⽥田徑隊
⼀一位專⾨門練⾺馬拉松的⼥女⽣生，她每天都會⾃自主訓練跑⼗十哩的路程，因此我有時也
會跟她⼀一起練跑，雖然⾮非常⾟辛苦但⼤大⼤大提升了我的體能，是⼀一次很棒的經驗。︒｡ 

（3）運動賽事： 
奧克拉荷⾺馬市素來以NBA的雷霆隊聞名，雷霆隊主場座落於距離學校⼤大約

⼗十五分鐘左右⾞車程的市中⼼心，喜歡NBA的⼈人若是來這裡交換⼀一定不能錯過這個
近距離⼀一睹NBA球星跟觀賞⽐比賽的⼤大好機會！雖然我⾃自⼰己並不是雷霆隊的死忠
球迷，我也曾經在交換學期間跟朋友去看過幾次的⽐比賽，美國⼈人在觀賞⽐比賽時
總是⾮非常熱⾎血跟瘋狂，那種跟⼤大家⼀一起興奮尖叫狂歡的感覺真的很好玩！ 

另外，誠如上所述，校內的運動社團⾮非常盛⾏行，因此每週學校內經常都會
進⾏行各種運動賽事，例如：棒球、︑､籃球、︑､排球、︑､美式⾜足球等等，課餘時間我有
時也會跑去看這些⽐比賽，⼀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美式⾜足球，但從來沒看過現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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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剛好利⽤用了這次機會在這邊第⼀一次現場觀看了美式⾜足球的⽐比賽，我⾮非常
喜歡！ 

（4）藝⽂文表演： 
奧克拉荷⾺馬市⼤大學的藝術學院⾮非常有名，⾮非常多學⽣生都是主修跳舞或⾳音樂，

校園內時常可以看到許多⾼高挑纖細的舞蹈系學⽣生在路上隨性地跳起舞來，或是
有時候⾳音樂系學⽣生也會突然在餐廳唱起⼤大合唱來，⾮非常有趣！尤其是待在宿舍
時，左鄰右社總是會居住著⼀一些⾳音樂系學⽣生，三不五時就會聽到他們在⾼高歌或
是練習樂器，每次聽到這些美妙動聽的⾳音樂時我總是會深深佩服他們的才華！
有時候，我跟朋友也會接受藝術學院朋友的邀約去觀賞他們在校園內的成果發
表，有時候只是⼩小型的預演，有時候會是整齣的⾳音樂劇，無論是哪種形式都⾮非
常令⼈人折服，對我來說，他們的表演完全可以媲美職業級的表演者，總是令⼈人
歎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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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雷霆隊主場》

《⾳音樂劇表演》



（5）除此之外，學校每週都會以e-mail通知學⽣生當週即將舉辦的各式課外活動，
提供學⽣生⾃自由參加。︒｡除了上述的各種運動賽事跟藝⽂文表演外，還包括開學第⼀一
週的各式迎新活動、︑､每個⽉月⼀一次的免費電影之夜、︑､情⼈人節傳情活動、︑､中國留學
⽣生舉辦的中國新年慶祝活動、︑､市中⼼心的免費博物館參觀、︑､議會⼤大樓參訪、︑､校內
沙灘排球⽐比賽、︑､舞會、︑､國際學⽣生餐會、︑､學⽣生發起的慈善義賣、︑､免費午餐⽇日等等
各種活動，有⼀一次甚⾄至在校內舉辦了珍奇動物接觸活動，讓我們可以近距離接
觸撫摸迷你鱷⿂魚、︑､無尾熊、︑､迷你袋⿏鼠、︑､⼟土撥⿏鼠、︑､變⾊色⿓龍等各種可愛的⽣生物，⾮非
常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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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交換學⽣生事務負責⼈人及各國交換⽣生⼀一起煮各國美⾷食，為教堂準備每週⽇日的免費午餐》

《與朋友⼀一起參加學校舉辦之登⼭山露營活動》 《免費電影之夜》



⼆二、︑､⽣生活⼤大⼩小事： 

（1）飲⾷食： 
跟台灣⽐比起來，在美國吃外⾷食的價格相對昂貴許多，且外出吃飯還需要給

服務⽣生10%~20%的⼩小費，⼀一般⽽而⾔言午餐約須花費10~15元美⾦金，晚餐則是約20
元美⾦金起跳，即使我所在的奧克拉荷⾺馬州已經是美國各⼤大城市中消費指數最低
的城市之⼀一了，但若餐餐外⾷食，⼀一個⽉月下來的伙⾷食費仍然相當可觀，因此，誠
如前述，⼤大部分的時間我三餐都是⾃自⼰己在宿舍煮飯的。︒｡對我來說，我⾷食量不是
那麼⼤大，⾃自⼰己煮飯可以⾃自由控制每餐想吃的量，且可以煮⾃自⼰己想吃的中式⾷食物，
否則天天吃美式⾷食物我個⼈人是會覺得有點膩。︒｡若偶爾懶得煮飯或考試前忙於讀
書趕報告的時期，我也會跑去學⽣生餐廳吃飯，或是去學校附設咖啡廳買東西吃，
學校賣的⾷食物⽐比起外⾷食還是便宜很多！ 

此外，學校周邊的餐廳不少，以美式⾷食物及墨西哥料理為主，但仍然能找
得到不少異國料理，學校旁邊約莫⾛走路⼗十分鐘路程的地⽅方就會進⼊入亞洲區
（Asian District），這⼀一⼤大區內舉凡中國料理、︑､⽇日本料理、︑､越南菜、︑､印度菜、︑､
泰式料理、︑､韓式料理等應有盡有。︒｡ 

在距離學校約⼗十五分鐘⾞車程的市中⼼心（Downtown）餐廳選擇更為多元，
也有不少酒吧，週末夜晚學⽣生時常會到市中⼼心來吃吃飯、︑､看看電影、︑､逛逛街、︑､
喝喝酒，盡情的放鬆享樂！ 

 

（2）交通： 
美國國⼟土廣⼤大，我們交換⽣生時常開玩笑地說：「在美國沒有⾞車⼦子就像沒有

腳⼀一樣！」美國真的是⼀一個地⼤大到很不可思議的地⽅方，舉凡任何想去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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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及學校附近城鎮之景象》



餐廳、︑､購物中⼼心通常都離學校有⼀一段距離，這些地點之間彼此之間常常也都相
隔⼀一段距離，⽽而這距離說近也不算近，說遠亦不遠，開⾞車約莫需費時⼗十分鐘左
右，但⾛走路可能就要⼆二三⼗十分鐘以上，尤其若是晚上只有幾個⼥女⽣生在路上會有
點危險，因此交通對我們這些沒有⾞車⼦子的交換⽣生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交換
學⽣生負責⼈人曾建議我們搭公⾞車，因為位於學校外的街上有⼀一個公⾞車站，可以連
接很多我們想去的地點，費⽤用也不貴，但我在交換期間並沒有搭過當地的公⾞車。︒｡
⼤大部份的時間，我都是搭美國朋友的⾞車；由於美國⼤大眾運輸沒有台灣那麼發達
跟流⾏行，因其地⼤大物博之特性，開⾞車是⼀一個更為⽅方便且省時的選擇，所以⼤大多
數的美國⼈人幾乎都從⼗十幾歲時就開始開⾞車，多數的⼤大學⽣生都有⾃自⼰己的⼀一輛⾞車，
因此在我交到⼀一些美國朋友後，幾乎總是坐他們的⾞車⼦子出去，雖然久了我總會
覺得很不好意思、︑､⼀一直⿇麻煩⼈人家，但美國⼈人真的⾮非常熱情，完全不介意帶你開
⾞車到處跑。︒｡ 

另外⼀一種我們會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Uber，Uber在美國的搭乘費⽤用會⽐比美
國的計程⾞車便宜，且安全度較⾼高，司機也都會很親切地跟我們聊天，是⼀一個⾮非
常⽅方便⼜又不會花費太多錢的交通選擇喔！ 

（3）購物： 
美國對於喜歡購物的⼈人來說，就像是天堂⼀一般，除了有許多台灣⼈人喜歡但

沒有進駐台灣的品牌之外，更有各式各樣的打折店及⼆二⼿手店，價格上也⽐比台灣
代購賣得便宜許多。︒｡ 

除此之外，網路購物也⾮非常盛⾏行，每天都會固定推出各式各樣的折扣活動，
每個⽉月更會因應美國節慶⽽而舉⾏行⼤大特賣，每次我⾛走進宿舍的包裹收發室都會看
到裡⾯面堆滿像⼩小⼭山⼀一般的包裹，可⾒見其網路購物之興盛！ 

另外，美國也⾮非常流⾏行在Amazon或eBay這樣的拍賣網站買東西，雖然上
⾯面賣的東西價格便宜但品質參差不⿑齊，需要⽤用⼼心⽐比較買家評價再下標喔！尤其
需注意的是，美國⾮非常注重專利，因此每⼀一本學校指定⽤用書都⾮非常昂貴，價格
從美⾦金五⼗十元到⼀一兩百美元都有，如果想省錢的⼈人可以考慮在Amazon或eBay
上⾯面買⼆二⼿手書或散裝書，運氣好的話，有時候甚⾄至可以找到美⾦金⼗十元左右的課
本喔！ 

最後，距離學校約⼗十五分鐘⾞車程的地⽅方也有⼀一家shopping mall跟⼀一家
outlet，也是我們學⽣生們課餘時間打發時間的好去處。︒｡ 

（4）銀⾏行帳⼾戶開⼾戶開卡注意事項： 
來OCU的第⼀一週，學校的交換學⽣生事務承辦⼈人就會詢問我們是否有在美國

開⼾戶的需求，以⽅方便在國外的家⼈人匯錢來供我們使⽤用，並會統⼀一帶我們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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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一家與學校合作的銀⾏行Bank SNB開⼾戶。︒｡開⼾戶約⼀一兩週後就會收到⾦金融卡
（Debit Card），⽇日後憑這張⾦金融卡就可以在全美各地刷卡或領錢，可以避免
帶⼀一堆現⾦金在⾝身上⽽而有遺失或遭竊之虞，⾮非常⽅方便。︒｡然⽽而，由於這張卡只能在
美國國內使⽤用，回台灣後是沒辦法使⽤用的，因此交換課程結束後，欲離開奧克
拉荷⾺馬州時，必須親⾃自前往開⼾戶之銀⾏行辦理關⼾戶⼿手續，繳回⾦金融卡，並提領出
所有現⾦金或轉帳回台灣的帳⼾戶；若忘記辦理關⼾戶⼿手續，不但⽇日後回台灣沒辦法
使⽤用這張卡⽚片，每個⽉月還會被銀⾏行從帳⼾戶中扣取約美⾦金⼗十五元的帳⼾戶管理費。︒｡ 

伍、︑､交換研修⼼心得與感想 

我知道，在許多⼈人眼中，交換學⽣生不過就是利⽤用半年⾄至⼀一年的時間跑到國
外玩罷了，但對我⽽而⾔言，交換學⽣生的意義遠遠不只如此。︒｡誠如我在動機所⾔言，
在這趟交換學⽣生之⾏行的⾃自我期許中，深⼊入體驗美國當地⽣生活與專業科⽬目之學習
都是我的⽬目標。︒｡ 

在學業研修⾯面向上，我確實獲益良多；雖然因為學制不同的關係，最後並
沒有辦法真正進⼊入美國法學院學習，但在跟美國⼤大學⽣生及其他國際學⽣生⼀一起上
課、︑､學習的過程中，不但英⽂文能⼒力得以快速進步，也深深體會到他們⽂文化的多
元性與包容性，學⽣生們的國際觀、︑､獨⽴立思考且勇於表達的能⼒力，皆⾮非台灣教育
所能⽐比擬的。︒｡此外，相較於台灣教育，美國課堂上除了課本理論學習外，更注
重將理論與實務操作做結合，例如我在⼀一⾨門危機處理的實作課程中學習如何使
⽤用槍、︑､如何⽤用簡單的醫療儀器為病⼈人⽌止⾎血、︑､以及實際操作拆彈⼩小組的拆彈機器
⼈人等等，這⼀一切的經驗都⾮非我在台灣的⼤大學中能體驗到的。︒｡ 

在⽣生活學習⽅方⾯面，交換學⽣生也是⼀一次學習獨⽴立⾃自主之⼤大好機會，不只包括
⽣生活技能之培養與訓練，同時也包含⼼心智上的成⾧長與蛻變。︒｡⽣生活技能的部分，
舉凡每週⾃自主打掃宿舍，⾃自⼰己學習修燈泡、︑､通⾺馬桶，以及從⼀一開始對煮飯⼀一竅
不通，到後來對每家美國超市的⾷食物特價區及各種⾷食物價位瞭如指掌，除了⽣生
活⾃自理能⼒力的增進外，我也體會到⽗父母親平時在家裡操持家務之⾟辛苦與不易，
也更加感恩他們對我過去的照顧。︒｡⼼心智成⾧長的部分，我也是隻⾝身到外地後才了
解，⽣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可以成為⼀一場磨練，我仍記憶猶新⼀一開始⾃自⼰己到星
巴克點⼀一杯咖啡或是到郵局寄⼀一個包裹，那種聽不懂店員講話跟發現⾃自⼰己辭不
達意的緊張感，⼀一切在台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沒想到出國後都會成為⼀一場
場挑戰。︒｡出國之後才真的懂得，出⾨門在外真的只有⾃自⼰己能依靠，從⾃自⼰己⼀一個⼈人
扛著兩⼤大箱⾏行李⾶飛越太平洋並在各⼤大機場轉機，⼀一個⼈人在美國廣⼤大的⼟土地上東
奔西跑、︑､操著不熟的外語問路，⼀一個⼈人試著跟美國⼤大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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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班美國⼤大學⽣生⾯面前做報告及成果發表，或是⼀一個⼈人試著融⼊入新⽂文化、︑､試著
交朋友、︑､試著克服鄉愁的思念，⼀一路⾛走來雖然曾經緊張害怕，曾經驚慌失措，
曾經遭受打擊，但回⾸首這半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自我的成⾧長與砥礪，每⼀一
步，都⾛走得踏實堅定。︒｡ 

對我來說，交換學⽣生計畫是⼀一場美好精彩的冒險，無論在學識、︑､⽣生活技能
⽅方⾯面的進步，抑或是⾃自我思想與處事能⼒力的成熟與成⾧長，都是最珍貴的⼈人⽣生體
驗。︒｡交換學⽣生計畫給了我富⾜足充實的半年，讓我得以跳脫過去的⽣生活及思考模
式，去⾛走⼀一條不⼀一樣的路，看不⼀一樣的⼈人⽣生⾵風景。︒｡對此，我萬分感激⼀一路⾛走來
所有曾經給予我幫助及⽀支持的師⾧長、︑､家⼈人和朋友們，也深深感謝我能幸運獲得
參加交換學⽣生計畫的機會。︒｡半年很短，短得不⾜足以看遍世界的精彩⾮非凡，半年
卻也很⾧長，⾧長得⾜足以留下永難忘懷的璀璨回憶。︒｡感謝這半年的機緣，感謝這⼀一
段旅程，使我得以⼀一窺這世界的廣⼤大與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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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我的⽇日本室友》
《我與我最好的美國朋友Kalie》

《我與各國交換⽣生》 《我與OCU臺灣學⽣生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