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80地區
姓名

派遣社

國家

頁次

姓名

派遣社

國家

頁次

周欣悅

台北社

美國

P.3

王常安

西區社

德國

P.10

牛筱瑀

福星社

美國

P.16

張若淵

福星社

美國

P.22

趙孟彥

西北區社

瑞士

P.29

陳韋竹

西北區社

美國

P.35

余安珮

大稻埕社

德國

P.41

黃相宜

大稻埕社

美國

P.48

黃威慈

大稻埕社

法國

P.55

吳昱陞

城西社

墨西哥

P.64

周毖君

城西社

加拿大

P.70

陳

揚

金門社

瑞士

未繳交

林佑華

永和社

加拿大

P.78

張文源

中和社

加拿大

P.85

林美葆

雙和社

法國

P.91

黃郁凱

中和福美社

美國

P.98

韓昀峰

中和福美社

法國

P.104 于國桓

永和東區社

德國

P.110

陳怡如

城東社

奧地利

P.117 黃治瑄

永樂社

比利時

P.128

黃耕典

建成社

美國

P.135 陳詩婷

羅馬社

瑞典

P.141

蕭慶知

金龍社

美國

P.148 屠秀敏

府門社

美國

P.157

謝君翊

府門社

美國

P.165 阮亭澔

中區社

丹麥

P.171

盧泰宇

老松社

法國

P.178 陳慕衛

老松社

澳洲

P.184

謝易璇

新店社

德國

P.190 楊彥友

南隆社

法國

P.197

蔡宛庭

新店碧潭社

美國

P.204 楊佑權

新店碧潭社

匈牙利

未繳交

朱何恩

城南社

美國

P.211 林逸庭

城南社

奧地利

P.217

吳佳晏

金鷹社

丹麥

P.228

3500地區
姓名

派遣社

頁次

頁次

王怡文

苗栗竹南社

美國

未繳交

竹東社

芬蘭

P.234

吳語涵

新竹東區社

巴西

P.241

楊姿瑜

新竹南區社

法國

P.247

彭翊昕

新竹東北區社

美國

P.249

李美樺

新竹竹塹社

日本

P.257

孫郁舒

平鎮社

美國

P.263

馮羽婕

新竹文化社

美國

P.269

莊旻倪

平鎮中豐社

美國

未繳交

郭安哲

新竹百合社

美國

未繳交

鍾尚軒

平鎮社

德國

P.275

張慶儀

桃園百齡社

美國

P.282

彭資翔

新竹百合社

美國

未繳交

吳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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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周欣悅

住址

104 北市德惠街 168 號 4 電話

02-25872604

樓
派薦社：台北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中正高中

接待社：Bellaire R.C.

派遣國及地址：5007 Beech Sr. Bellaire. TX, 77401 USA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Mike
Livingston
John
Hawkins
Bernie
Satterwhite

職
業
房屋仲介

年 齡
是否社員
50
是

家庭成員
夫妻

接待期間
8-11 月

律師

50

否

夫妻+兒子

11-3 月

City manager

57

是

夫妻

3-7 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國中有一個學姊去日本然後跟我說的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一直都很想出國長期留學 ，想藉這一次的機換先感受一下 。不只想在語言
上有很大的進步，也希望有很特殊的文化學習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不安是一定有的，但是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期待的生活 ，你可以選擇要舒適
的當作這一年是去渡假，或是真的當作這一年是來學習 。既然決定要出國
了不安就是得克服，因為這也是這一年要學的功課之 ㄧ。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畢竟我們都還年輕，而且這一年也不是浪費，我學到也經歷到很多我覺得
我一被子都可能遇不到的事情 ，所以這一年非常的值得。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再去美國之前我就已經學了六年的英文 ，加上高一那一年在英資班也接受了很多語言上
的加強，但是學過那種語言跟每天在生活中使用是非常不一樣的 ，一些口語上的用法，
我覺得基本上只要多講就可以進步 ，可以利用注在接待家庭的 時間多跟家人聊天練習，
大部分的他們都會很樂意幫我們 ，犯一些可笑的錯誤這是無可避免的 ，但如果你不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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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不試著從這些錯誤中學習 ，語言這種東西是不會進步的 。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相信到哪一個國家都一定會有意外的收穫 ，一開始當然是會失望，但是
我還是願意用期待的心情給自己也給那個國家一次機會 ！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我覺得這樣子非常的好，因為你至少可以先有個概念哪些問題是有可能會
碰到的，我們要有遇到他們之前遇到的困難的心理準備 ，他們之前犯過的
錯誤我們也可以警惕自己 ，也可以先大概了解一下當地的情形 ，以免有一
些刻板印象的誤解，像是在美國德州人都在牛仔帽的這種想法 。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每一次大會都一直不斷提醒我們我們到國外的身分 ，也一直跟我們說他們
對我們的期待。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我在 LA 要轉機到 Dallas 的時候，因為飛機故障所以誤點了２個多小時，
所以等我飛到 LA 的時候已經晚上九點了，離最近下一班起飛到 Houston 的
飛機得要等到明天早上 7 點，所以美國航空安排我們在附近的機場飯店住一晚 。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和第三個 host parents
顧問一個處理 yep 多年的扶輪社員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第一個家是黑人與白人組成的家庭 ，所以我覺得又是一個更不同的文化之旅 ，而且家人
跟我一樣都是新搬進那個家 ，因為他們只不過在我搬進去前幾天才搬到那個新家裡 。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Bellaire City 是一個原本與 Houston 相鄰的城市，但是隨著 Houston 的擴大，Bellaire City
就隨之輩 Houston 給包圍，因為 Bellaire 在國際並不知名，所以別人問我都會說我住在
Houston。Bellaire 是一個房價普高的區域，因為學區內有很好的學校和治安 。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三個家庭都是第一次當接待家庭 ，所以大家都一開始都要適應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一開始很想念台灣菜，但其實 Houston 華人很多，所以在中國城要取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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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料理食材還算容易，因為華人不少的關係，中國餐廳也是隨處可見。不
過我只花將進一個禮拜適應飲食 ，最胖的時候也有胖到十磅 。
17. 幫忙做家事嗎？
只要看到可以做的就會隨手幫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第一個家我跟大家都很有話聊 ，但是跟 host dad 最常。第二個家比較沒有
太熟，有事會跟 host mom 說，但小孩有幫忙協調過。第三個和轟爸媽都很
有話講。但是有一些必要但是卻說不出口的話我就選選擇寫 email。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立體台灣明信片禮盒、瓷器磁鐵、精美筷子、中國結吊飾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多多少少都惠，透過寫網誌，會得到家人和朋友加油鼓勵的回應 。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顧問
第一個 host dad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跳舞、法文、進階代數 2、環境科學、英文、樂團、美國歷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法文
因為在台灣沒友太多機會學習英語以外的外語 ，雖然高一的時候有在學校
第二外語上過法文，但是因為不是正課，學生和校方並沒有很在意 。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跳舞
因為老師幾乎都沒有在教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除了上學期的英文是 ESL(English Second Language) 其餘的都是正常的課程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三個月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個家進到可以走路上學
第二和三個接待家庭每天帶我去上學 ，不一樣的是住在第二個家庭時我得
找朋友送我回家，但第三個家會來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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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前一晚家中自製隔天再帶出門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07:38am-03:19pm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一開始有語言測驗，雖然我有過但是成績並沒有很高 ，所以校方建議我一開始上一下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法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對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一個專門接待交換學生的社團 ，一個月開兩次會而已而且是利用午餐時間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但是朋友或是有些老師都很樂義幫你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不行畢業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樂團旅行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大部分都是樂團裡的朋友 ，因為橄欖球季節的時候很常留校練習 ，花很多
時間在聚一起，所以就像大家庭一樣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美國大學都是用申請的，但是台灣的有分申請以及分發兩階段 。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我自己本身是基督徒，所以到美國並沒有任何的障礙 ，只有一些價值觀的
衝擊而已。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Bellaire /southwest Houston club
扶輪社會員數：40 多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country club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星期四中午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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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年總共出席 5 次左右
我不曾為了要去例會而向學校請假 ，但只要找到放假的時候都一定會到 。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50 美金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１次演講介紹台灣景點和文化以期我在台灣的生活 ，會員非常的喜歡和滿意。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他們喜歡問我在學校的生活 ，還有跟朋友平常都去哪裡玩 ，玩什麼。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因為美國很大，所以通常交換學生的會議或是地區辦的活動 ，都要開一段
時間的車子，有一次甚至還要坐飛機。我們大家都很期待那些會議 ，因為
不但又可以交到一的朋友 ，也可以見到好久才能建一次的朋友 ，而且真的
都要把握每一次的機會，因為很多人你可能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了 ，因為美
國太大了而且我們又沒有自己的交通工具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絕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是扶輪社員的子女 ，但是因為這個計畫而聚集在一
起，大家也都是像一家人一樣互相幫忙 ，建立友誼。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無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派遣第區扶輪社的例會比較沒那麼嚴肅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１／２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2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1/2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1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６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我在出國之前已經學了很久的英文 ，但是學過那種語言和在實際生活中天天使用它 ，有
是另一回事，像是我一開始去就有辦法一對一或是或是再兩三個人的團體裡面聊 的很
開，但是要在一大群同學當中 ，要插話加入話題並不是那麼容易 ，同學們講話都非常的
快，思慮也都很隨性，就像我在台灣和我的朋友一樣 ，所以我一開始沒有把握插幾句進
入整個話題。隨著跟朋友們越來越熟，加上英語講的越來越口語越來越順 ，狀況就改變
了，而且我覺得自己也要放下恐懼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你才剛到那個環境 ，
是不會在語言上取笑你的 。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而且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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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我本來體抗力有沒有很好 ，但是那一年都沒有嚴重到非看醫生不可 。
53. 當地氣候？
跟台灣差不多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美國的 STYLE 都非常的休閒，跟我在台灣穿的感覺沒有太大的不一樣 。
在當地我有為了樂團表演買了一雙正式的黑高跟鞋 ，還有為了 PROM 買了
小禮服和高跟鞋。在國外穿著正式小禮服或是禮服的機會不少 ，但是我覺
得到國外有需要再買就可以了 ，雖然在百貨公司之類的地方 ，跟台灣賣的
價錢差不多貴，但是因為外國女生常常需要換新裝 ，所以也有很多地方是
可以找到不貴但又品質不錯的禮服。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一到當地就交給 host family，他們就把它放到銀行的保險箱裡 ，貴重的現金就請顧
問或是 host family 的人帶你去開戶，把那些錢存進去，美國開戶比台灣容易的多 ，放在
銀行也比在家安全。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滿滿的一件夾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New York City, Boston, Austin, Plano …
最喜歡跟學校樂團一起去的 Boston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跟樂團一起表演 比賽以及出遊
交換學生的交流活動
參加一個法文檢定考拿到全美國前 １０％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一開始很急著想交朋友，因為都沒有認識的人，感覺好孤單，而且美國是選課制度，所
以每一節課都有不一樣的同學 ，很難交到深交的朋友，剛去的時候又有很多心情很複雜
需要人分享，所以一開始有心情低落的時候 ，就在網路上和交換學生的朋友們聊天 ，或
是寫寫部落格，而對於在學校交朋友的事情 ，也不能太急，而且自己真的要主動，有很
多人聽到你是交換學生，都會對你蠻有興趣的。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學習到不只當地的文化，也向所有的交換學生學到了一些該國的特色與文化 。學習獨
立，雖然離家的這一年接受到很多人的幫助 ，但是我相信每個人還是成長了許多 。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其實我們去上個一整年的文化課 ，不只學習到了派遣地區的當地文化 ，和
其他世界各地來的朋友們 ，我們也學到了不少。當然希望語言有更多時間
可以使用更多時間可以練習 ，不然久沒講也會生疏。再來這一年所建立的
8

一些價值觀，是生命階段的改變，很多想法都不同了，我覺得出國這一年
看到好的都要謹記在心，看到他國有比較不理想的地方 ，也要有所警惕。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我本來就對國際貿易或是公共關係非常的有興趣 ，藉這這一年，我又拓展
了我的國際觀，我覺得我可以說是離我未來的夢想越來越近 ，至少我現在
漸漸知道＂國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到底是個韻涵哪種意義的辭彙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我７年前到過美國玩，但是在這一年之前我從來沒有去過德州 ，我有著跟很多非當地人
的刻板印象，以為你可以在德州的路上看到牛仔 ，很多人穿著靴子帶著帽子就像是電影
上看的道一樣，但是我去的時候住的是大城市 ，離市中心又不遠，所以根本沒有那種德
州＂鄉村＂的場警，我後來才知道我之前的想法有多愚蠢 ，開始收活在那裡以後，我再
也不會誤會德州了！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我們會受到比較多照顧，畢竟每個社就有點類似一個大家庭這樣 ，而且花
費也比其他留學制度遠少的多 。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有機會先在出國之前學習當地的語言
願意嘗試各種食物，就像是給自己一次機會，很難說你會不會喜歡
要盡可能融入接待家庭，常主動跟家人聊天
上課有問題下課一定要請教老師或同學 ，不要怕丟臉
要多主動交朋友主動開口說話
跟朋友出去有多一點的時間相處多一點的認識當然好 ，但請把接待家庭的
活動看第一優先
主動幫忙做家事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我希望有機會可以回美國唸大學 ，甚至以後可以留在當地工作 ，而且我最
希望可以回到德州，也就是我這一年所待的州 。我對法文很有興趣，也有
在學法文，雖然這一年沒有機會去到法國 ，未來的日子我還是希望有一次
像這樣的機會，我可以去比利時或是法國 ，讓我的法文可以學以致用而且
更上一層樓，另外我也對歐洲的文化有極大的興趣 ，再當第有機會生活一
段時間，也可以讓我在生活中上到文化課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希望扶輪社可以與更多學校合作 ，所以能有更多學生可以透過學校的管道
來申請這個計畫。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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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王常安

住址

台北市愛國西路 電

名

九號三樓之二

派薦社：台北西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明倫高中

接待社：rotary club Bielefeld

派遣國及地址：Germany

02 23821366

話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職

教授

是否社
員
50
否

公 務

47

否

音 樂
經理人

52

否

第
１

Eckard
Stephen

第
２

Elke
markmann

員

第
３

Tom
Kumerfeld

業

年 齡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爸
2008 八月 -2008
爸媽媽姐 十二月
姐
爸
2008 十 二 月
爸媽媽弟 -2009 四月
弟
爸
2009 四 月 -2009
爸媽媽姐 七月
姐弟弟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由於父親是扶輪社社員而得知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為了拓展視野及學習德文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是我自己的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繼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感覺 ,興分及期待,那個星期都睡不著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切重新來過,留級是很正當的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努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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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我覺得去到當地之後,那六次的幫助其實有限,凡事都要靠自己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每次都有參加,參加時都會友一個固定的專題演講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班機取消了,讓我等了四個小時
11.誰到機場接你？
顧問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一切都好不一樣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八千萬人,國土約為台灣十倍大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有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胖了七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跟爸爸媽媽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具有傳統台灣味的東西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會
11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優一位專門處理交換學生事務的老師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英文 數學
歷史
地理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
太簡單啦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沒有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一格星期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搭捷運(電車)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一天大約六百元台幣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八點 下午一點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是
31. 有語言科目嗎？
是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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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很多
一見如故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不是每個人都會上大學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Bielefeld
扶輪社會員數：9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Moven Pick 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三中午一點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四次
全勤出席喔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 歐元 比上面寫的多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
我說的標題就是你所不知道的台灣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政治 美麗的風景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有過兩次大型的地區活動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ROTEX 充滿活力 非常的開放 幾乎不會管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相對的來說台灣的扶輪社管的比較嚴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3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7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1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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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9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1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大家都是一家人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頭好壯壯
53. 當地氣候？
非常好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雪衣要準備 會下大雪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自行保管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70 幾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阿姆斯特丹
跟朋友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每件事都讓我回味無窮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沒有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德文溝通沒有問題

認識很多朋友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努力向上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努力向上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德國扶輪社超出期待的寬鬆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我們可以見識到不同的 家庭
而且 Rotex 會帶我們瘋狂還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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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德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別聽我的建議 自己去就知道
2 永遠保持微笑
3 努力學好當地語言 切記如果在歐洲 英文等到逼不得已再說
4 努力吃 讓自己長高
5 保暖注意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我是即將升高一的新鮮人

未來對我來說應該還有一年可以讓我思考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其實台灣的扶輪社可以多多 帶交換學生出去玩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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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牛筱瑀

住址

台北縣中和市興南路 2 段 電話 (02)2949-0302
34 巷 56 弄 4 號 1 樓

派薦社：福星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接待社：ESSEX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jam
Dan

sangeeta.

職
業
年 齡
眼 科 醫 生 ( 老 57
闆)
售 房 屋 ( 老 65
闆)

是否社員
是

醫藥師

不是

48

是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妹 妹 9 月-1 月
歌哥
2 哥哥 2 月- 4 月
哥 1 個姐姐
1 個弟弟
妹妹
5 月-7 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從媽咪的福星扶輪社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要吸收更多不同的文化和習俗
把台灣介紹出去發揚光大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的願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從一開始決定要出去當交換學生心情既期待又害怕 , 因為長這麼大從來沒有離開父母到
這麼遠的地方,還要一個人去, 什麼東西和環境都要重新適應和熟悉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沒什麼關係阿!! 因為這一年呢我可以學到比一般人更多的東西體驗和擴大視野 ,也可以
交到更多的朋友!!!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後來知道被安排去美國後 , 有去上了 7 個月的英文課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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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什麼,本來就很想去美國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不要畏懼要勇於嘗試
教我們要帶代表國家的衣服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也不記的參加過幾次例會 ,不過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去 , 被選中要去當交換學生後 ,開始就
會注意很多事情,對扶輪社的事也越來越了解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ㄧ切都還滿順利的
11.誰到機場接你？
我扶輪社的顧問和第一個家庭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環境還不錯
人很好
很舒服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很舒服很悠哉,不會像台北ㄧ樣腳步很急, 人口是 12,432,792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對,我有自己的房間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有問題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還好啦
但胖了 5 磅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我都會自己幫忙做家事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跟大家 我和每個人都會商量事情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帶了中國結 鳳梨酥
故宮買的禮品, 屏風 台灣的吊飾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17

12 生肖玉吊飾

我還好不會想家欸, 也可能是因為我個性外向比較能夠適應吧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顧問或 home 爸媽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數學、化學、英文、歷史、Fashion class、美術
Pop Culture、照相課、跳舞課

(2D) 、美術

(3D) 、健康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Fashion class => 我自己動手做了好多東西 ,例如: 衣服 睡衣 包包 手機
套 褲
子 ipod 袋……等等
美術 (2D)
美術 (3D) => 自己也做了好多立體作品,平面作品, 也被拿去展覽
照相課 => 用那種單眼相機學會很多不同的照相方式和自己洗照片出來 ,很好玩也很新
鮮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健康 => 老師教的不好也很奇怪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有些相同,例如主科 但大部分我的科目都比較輕鬆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2 個月後才慢慢適應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個家是坐 school bus
第二個家是 home 爸接送
第三個家是妹妹開車ㄧ起去 (同校)
大概都 7 點出門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帶便當,有時候買午餐, 一次至少要花 3 塊美金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40 要到 homeroom、2:29 放學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英文課
但他們不讓交換學生上 ESL class, 他們說要住在美國當地才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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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對、但有些特別的課要自己買材料

例如: fashion class, photo class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參加扶少團 25 美金、化學社
10 美金、美術社

10 美金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學校顧問阿 不過都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他們把我放在高三生
有畢業 參加畢業典禮
還拿到畢業證書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學校不承認
我還是得從高二重新讀起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校外教學, 例如去參觀博物館之類的，但沒有畢業旅行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好多好朋友 一個月後在班上和他們聊天時成為好朋友的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他們是在高二時就在考試 (SAT) 很多人高二時就已經考上了 , 也已經知道學校了, 但有
些人高三還要再考一次才能申請上理想的學校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學校的活動都要多參予，不會排斥你的宗教，對自己的宗教很忠誠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ESSEX
扶輪社會員數：18 個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在飯店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早上 7 點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幾乎每星期去，和大家相處都很好, 也很喜歡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會給我 100 美金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演講了 2 次, 用 powerpoint 介紹台灣,大家反應都很好也很熱絡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對人口天氣和節日的文化還有 101 滿感興趣的

19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大家都很有興趣的來問你問題也很親切的對你
參加交換學生和地區活動時 , 學到很多要知道的規定和交到多朋友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RYLA 教你怎麼變成領導者, 和小組的互動也很多，去地區報告跟他們說謝謝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的扶輪社比較正式,會讓你心情緊張
美國的扶輪社比較放鬆,很輕鬆的心情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2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5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2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3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2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我適應的都滿好的 除了語言學的有段時間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還滿多的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都很好,只生過一次病
53. 當地氣候？
四季分明 夏天有點熱

冬天很冷下雪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有帶衣服去,在美國也買很多，最好帶件小禮服,重要場合可以穿
帶件旗袍可以在介紹台灣時穿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和機票我是都自己保管的好好的
錢呢我就請我顧問帶我去銀行幫我開了個帳戶把錢都存進去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交換了至少也超過 100 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和我們這地區的交換學生去了費城 , 紐約 ,華盛頓 DC
和我第二個家庭去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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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地區 88 個交換學生去環美
最好玩的就是環美和紐約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不管怎樣我都很快樂 只要跟朋友在一起和家人再一起和顧 問在一起
都覺得好開心, 都很期待每一天的發生!!!!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我覺得我很幸運,這一年來都沒什麼苦事 , 就是除了要換家庭時不知道該怎麼半哭了好
久!! 不過最後還是解決了, 後來想想換家後又不是見不到面 , 心情好了很多!!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英文進步很多,家人的愛是不能取代的 友誼是永遠不變的,瞭解很多國外的制度作息,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跟 home 家不要斷,繼續連絡!! 常跟別國的交換學生用英文聊天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以後處理事情就可以自己獨立來處理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一開始就沒有想很多,也覺得應該不會很難,做好交換學生的本分, 但去了之後真的沒有
想像中的簡單,很多事情都要靠自己來完成 ,也會有遇到困難的時候 ,但都可以克服,也會找顧問
父母談談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寄宿家庭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要適應當地的飲食
2.不要買太多東西要花很多錢寄回來
3.要以開朗的個性面對任何事
4.出國前常陪家人
5.要常說謝謝和請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讀完高中後,如果可以的話, 我應該會去國外讀大學
不過現在就是好好的把我的室內設計讀好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名片請要加入台灣的國旗和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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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張若淵

名

台北縣樹林市和平街
五十五號二樓

派薦社：台北福星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百齡高中

接待社：East Salem Club

派遣國及地址：5629 Venice St. SE Salem OR USA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住址

職

業

第
１

Terry Bassett
Diane Bassett

室內設計
牙醫師

年 齡 是否社
員
56
否
58
否

第
２

Thomas Durken
Monica Durken

食品公司
家管

32
34

否
否

第
３

電
話

0921034399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我及接待
父母

08 年 8 月至 09 年 2
月

接代父母
及六個孩
子及我

09 年 2 月至
09 年 6 月

無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因為母親是扶輪社員,所以是由社友及例會中得知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要去看看不同的世界,算是體驗生活,並且加強語言及世界觀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由於以前就有出國遊學會留學的志願 ,所以這次的計畫,我非常的積極參與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算是又忙又愉悅的一段時間 ,由於是在高中二年級準備當交換學生 ,所以會比其他人還
要忙一些,逐漸加深的課業,社團的幹部,以及語言的加強,在短短的一年中,會學會自己除裡
事務及安排時間,搭上飛機那那一天驀然回首 ,會發現自己心智變成熟了,風風雨雨跌跌撞撞
得過完了一年,感覺像新生的樹一樣等著未來的灌溉茁壯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對於不能跟同窗好友們一起畢業 ,多少都會有些失落,但我覺得這一切非常的值得 ,,一
年中吸收不少難得的經驗 ,體驗不同的生活,交到許多好友,對於不能升級這件事 ,其實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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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感覺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因為我被派遣的是英語系國家 ,所以在使用語言方面有一定的基礎 ,基本上在得知派遣
國家後,會開始使用英語對話 ,並且多閱讀相關書籍 ,希望再出國前,能了解基本的語言對話
及速度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剛開始會感到失落,但是之後會想想,每一個國家都有優點 ,吸收另外一個國家的話特
色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呢?而且希望國家之後還是有機會去體驗得不是嗎 ?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會更加了接待地區的風俗民情 ,並且得到一些有用的資訊以便不時之需 ,對於要帶去的
行李也會有所拿捏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同到達的第一個禮拜之後每個禮拜都會出席例會 ,除非是有交換學生的研習會或是學
校有重大集合,才會缺席,例會給我得敢學非常溫馨 ,大家互相開玩笑,因為社員人數不多,所
以大家都互相熟識,這對於建立友誼有非常大的幫助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基本上沒有困難,但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出國 ,所以在機場常常會找不到方向 ,多虧好心
的站務人員帶領,才可以順利到達目的地
11.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地區 YEO,接待社的顧問,第一個家庭的父母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好大,跟雜誌上得好像!好漂亮喔...因為家裡只有我一個小孩 ,所以心力都會放到我身
上,他們也會耐心教導我的會話及聽力 ,是一對非常成功的接待父母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大小是台灣的四倍,人口是台灣的四分之一 ,有白人洲之稱,空氣很乾淨,簡單來說是一
處鳥語花香的怡情之地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在第一個家庭有,第二個家庭跟我 host sister 兩個人一起分享房間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很棒,沒問題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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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問題,十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會,大家都會分工合作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大部分都是跟接待家庭的媽媽 ,及與我同年的姐妹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像是玉珮的小吊飾,茶葉,茶具,他們都會非常高興,有中國風味的文物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多少都會囉,可是我想家的情況並不嚴重 ,基本上跟接待家庭的媽媽聊一聊就沒事了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顧問以及接待家庭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Marketing
、sewing、cooking、world lit、American lit、Social class、Design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我喜歡全部的科目,因為它們對我來說都很新鮮有趣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沒有,同上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的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概一個半月左右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有時候是接待家庭的爸爸載 ,有時候自己坐公車,在第二個家庭是接待家庭的妹妹在 ,
都是在二十分鐘左右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三塊美金左右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七點四十至下午兩點二十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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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英文及法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的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槍擊事件之後有跟一些心理顧問及學校顧問談過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算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幾乎是第一個禮拜就變成好友了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美國也有要考試,但是比較注重平時成績,相較之下台灣比較注重的是大 考的部分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在學校其實只要做自己 ,不怕生,就可以交到很多朋友,宗教方面寫不要太過排斥 ,順其
自然就好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EAST SALEM CLUB
扶輪社會員數：5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五中午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四次,大家相處狀況良好,很溫馨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25 美金,是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兩次,用 POWER POINT 及口述,大家都好奇的問問題,反應熱絡良好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產業及人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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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每次去參家交換學生會議時 ,地區主委們都會有很完善的活動行程以及膳食 ,當然見許
久不見的朋友們,一定會非常開心,所以這些之類的活動都是非常有趣的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5100 地區對於青少年交換計劃投注了非常 多的心力,對於各種社區服務也是 ,讓我覺
得他們真的非常的關心家園未來及社區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的扶輪社例會相較於派遣地區得來的正式 ,可能是因為美國人比較不拘束的原因 ,
也是因為我的接待設有比較多半退休的 uncle 們,所以他們有時間做許多的社區服務 ,台灣
的扶輪社因為大家都很忙 ,所以社區服務這一個部分就比較沒有這麼興盛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b.
c.
d.
e.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 個月（0.5 個月）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1 月）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1 個月）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3 月）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1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感到困當的第一個當然是語言 ,畢竟是自己不習慣的語言 ,剛開始當會有一些彆扭 ,要
克服的話當然是多聽都學多問 ,這時候當地的朋友幫助就很大 ,大部分的人都會有新的教你 ,
只要你肯問
對我來說我並沒有難以適應的問 題,因為父母在台屋的家庭教育及觀念本來就比較偏
美式,所以對於各種文化習性並不會不適應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有一群在教會認識的朋友 ,交換學生當然是非常親密的 ,因為大家都是一樣得異鄉
客,感情自然就比較親近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剛開始的前幾個月常常會生病 ,可能是水土不服的關係 ,大概三四個月後情就好轉了 ,
對於我健康最危害的應該是槍擊事件吧 ,因為中槍我住院三天多一點點
53. 當地氣候？
春天,晴時多雲偶陣雨,夏天,晴空萬里好天氣,秋天,並不溫暖宜人,開始漸漸轉涼,可是
還是有延續夏天的舒爽 ,冬天會下雪下雨,他們說是最醜的季節,可是對我來說它很唯美 ,基
本上他們的平均溫度會比台灣低很多 ,畢竟是高緯度的洲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你可以在台灣準備一些冬衣及短袖 ,當然你會在當地購買,因為你想要融入當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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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的方法就是從外表開始改變
b.準備旗袍,最好是長旗袍,這對女生很有利,很多正事場合都可以穿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旅行時,放在一個夾鏈文件袋隨身攜帶 ,在接待家庭時把夾鏈文件袋放在抽屜裡或著是
比較不容易找到的地方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沒有算過,五十個差不多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很多地方,最好玩的是迪士尼,是和交換學生一起去的 ,是地區辦的活動,經過了那次的
旅行,我們的感情增溫了許多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不勝枚舉,最多的快樂回憶都是和朋友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難的回憶啊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語言不通,會不知道要怎麼交朋友,但是就會臉皮很厚的去問,去學,會慢慢的進步,大家
也會注意到你
槍傷,花好多時間從心理及深理商恢復 ,現在還是有陰霾,保樂觀的心,看像世界光明面,
心情就會好許多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但人處事的道理,生與死的哲學,學會看開,學會積極經營自己的人生 ,學會好好把握生
命,學會對人寬容,學會忍耐,學會很多很多,…….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在生活上會好好調整以前的陋習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我不清楚…因為你不知道未來會碰到什麼人事物 ,因為學到的東西是無形的 ,並且為了
習慣,所以它會隨著想法而出來,進而與將來要做的事結合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基本上,出國前我已經做好了準備面對未知的一年 ,所以對我來說沒有超出的期待與預
期的差異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扶輪社對於交換學生到達派遣國之後的照顧比較完善 ,而且安全措施上家長也比較放心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出門不管旁邊是否有人陪同都要小心 ，對於周遭要有一定的熟悉度以及觀察 力，
在確定安全之前不要降低戒心 ，有甚麼不懂或著是不清楚的字或事一定要問
最後還是要小心人身安全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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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本來要升高三,但是我沒有回學校的打算,所以會去報名重考班,明年一月用同等
學歷去考大學,考完之後希望可以讀外文系 ,大學間也希望可以做交換學生 ,在台灣讀完大學
也許去申請國外的研究所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因為接待家庭是自願性的 ,所以在某些國家會有只有一個家庭的狀況出現 ,希望可以鼓
勵社友們多去接待交換學生 ,因為真的可以從學生們身上學習到很多,而且多換家庭也可以
讓學生們增加經驗,這方面台灣就真的做得非常好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28

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趙孟彥

住址

台北縣淡水鎮鄧公路 電話

02-26230363

三十巷三十六號
派薦社：西北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薇閣中學

接待社：am Greifensee

派遣國及地址：Swiss Zruich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Holenstein

職

業
建築師

年 齡

是否社員
否

家庭成員
5

接待期間
4 個月

50
Bohli

清潔公

50

是

6

4 個月

銀行員

50

否

4

2 個月

司
Furrer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爸爸是扶輪社友 從爸爸的扶輪社得知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經驗難得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都有 看到姐姐在瑞典留學一年很充實快樂 ，之所以選擇家換學生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其實很平常心，對我來說交換學生是我的一個選擇也是個機會 ，如果當不成交換學生我
也會期待的過著別種的生活 ，當然我很幸運的成為交換學生 ，也是我最想要的選擇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就算晚一年我也不覺得晚 對我來說不是晚一年而是多了一年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努力聽 盡量講 開心學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很幸運到了我最想要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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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面到問題就可以得心應手的去處理 也認識了更多的不同國家的朋友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3次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 一路都很順利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家庭所有的成員 我的顧問 還有一為扶輪社友 總共 8 位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瑞士是全世界第二快樂的國家 ，總人口四百萬人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每個家庭都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有 所有家庭都很好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 體重都維持的一樣健康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會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全家每一個人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有台灣文化或故事背景的禮物，重點是心意最重要
我有送 茶 唐裝 小飾品 咖哩塊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想家 可是反而要讓自己過得更快樂更充實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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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的老師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德文、英文、數學、化學、物理、歷史、地理、音樂、樂器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 很簡單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歷史 聽不懂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相同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一年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五到六個小時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到校外買 三百塊台幣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每天不一定 平均五到六個小時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 一周三小時 花費 0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沒有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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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班級的活動都有參加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好 三個月後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多交朋友 盡量參與學校生活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Am Greifensee
扶輪社會員數：5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三中午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一次 一切都很好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4500 台幣一個月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 大家對台灣的文化都很感興趣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文化 學校生活 平常生活 休閒運動…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瑞士的扶輪社福利很好 跟台灣的扶輪社一樣很注重交換學生的活動 也會定時的舉辦活
動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福利很好 很用心的再接待交換學生 幫助我們趕快適應那裏的生活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國外的扶輪社實質的服務很多
台灣的扶輪社比較多用金錢的方式來服務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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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6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5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5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3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語言 要很長的時間去適應，而且如果語言學不會所有的生活都不會適應的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認識到很多的交換學生 美國的最多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身體都一樣的健康
53. 當地氣候？
很極端 冬天很冷夏天很熱 可是也因為這樣冬天可以滑雪夏天可以去海邊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 一般的正常服裝 在台灣就準備好了
B 部用準備什麼特別的服裝 只要準備一套正式的服裝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全部都自己保管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概 60 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有和第一個家庭去義大利 ，和第二三個家庭去德國，
化環境生活卻差這麼多，體驗歐洲不同的風情

最好玩的是 短短的車程 但文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認識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學到很特別得經驗語言，多了更多的親人(寄宿家庭)
體驗各國風情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語言上的困難 說服自己快樂得接受
沒有真正的好朋友和家人 想法要自己調適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學會第三種語言，認識很多朋友，擁有很特別的經驗\
以後跟歐洲會有更多的接觸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持續學習德語、把好的文化帶回台灣、跟朋友家人保持聯絡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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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次的經驗認識了很多歐洲人 因此未來會常常接觸歐洲的是 那也會有更多的機會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本來以為歐洲的文化和我們所接促的外國文化很接近 但到了那裏才發現並不是這樣，例
如運動 飲食 休閒活動 觀念 想法 都跟我所想的有很的出入 但也因為這樣讓我更認識了歐
洲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優點 短的時間去體驗國外的生活 ，讓我們有更多的選擇，部會向遊學一樣出國後就沒
有退路了
缺點 回來台灣要重適應 要從新與正常的學校接軌 課程進度等等的問題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要隨時調整自己的心態
2 要有克服萬難的勇氣
3 好好享受出國的一年
4 遵守 4D
5 加油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未來兩年先考好一所大學 之後會開始努力和國外接促例如去家外商公司上班，在大學畢
業以前都要充實我自己的經驗和能力，也許以後畢業有機會在國外工作定居 ..對我來說這年是
我人生規畫鋪路很重要的一環 我想也是因為這一的經驗讓我有這樣的規畫 ，但是我年紀還
小，說不定過了五年後我對自己的人生規劃又有不同的見解 ，所以在我確定之前我都不會放
棄任何的機會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再出國前應該再給我們多一點家換國家的資訊 以便去選擇自己真真想要的國家 部會導
致想法落差太大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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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陳韋竹

住址

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

電話 02-23635124

294 巷 3 號 5 樓
派薦社：台北西北區

原就讀學校：復興高中

接待社：Evanston Lighthouse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伊利諾州 Evanston
有關接待家庭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姓
名
Nancy Franzon

職
業
職業婦女

Laura/Dave Urban

工程師

Jay/Maureen
Vaught

年 齡

是否社員
是
否

資訊

是

家庭成員
媽媽

接待期間
八月至十一月

爸媽
兩個姐姐一
個哥哥一個
妹妹
爸媽
一個姐姐
兩個哥哥

十一月至四月

四月至七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爸爸是扶輪社員，他告訴我的這項活動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要藉有這一年多多學習些不同的人事物 ，和讓自己獨立一些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的期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因為不確定性，所以相當的緊張會被安排到什麼國家 ，會相當期望能上自
己的第一志願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我認為沒有關係，我雖然慢了大家一年，但我擁有了大家沒有的經驗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我被派遣到美國，所以出國前我有多多閱讀英文雜誌 ，和聽一些英文對話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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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志願是加拿大，但當我知道自己被派遣到美國 (第二志願)時，我不
並沒有覺得有太大的失落 ，畢竟它還是我的志願之ㄧ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可以用他們的經驗來當作參考 ，如果到時候遇到相同狀況時 ，可以有想法
知道要如何解決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大約一個月一次，可以了解到美國和台灣的例會的差異 ，但基本的程序大
致相同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寄宿家庭的媽媽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感覺相當的不同，住的房子不同，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被派遣的地方是叫 Evanston，是在芝加哥北邊 30 分鐘的城市，那裡有扶
輪國際總部和西北大學，環境優雅、氣候稍冷。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第一和第三家庭有單獨的房間 ，第二家庭和 12 歲的妹妹一起用同一間房間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皆相處融洽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一開始比較不能適應，但後來有比較適應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會幫忙做家事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我會和 host 爸媽或 host 姐姐商量討論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台灣的茶和筷子，他們認為我有將台灣很道地的文化帶給他們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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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但我會盡量讓自己忙碌以分散注意力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可以找寄宿家庭的爸媽或年紀相當的人討論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Art、Me
t
a
lSc
u
l
p
t
u
r
e
、Al
g
e
b
r
a
2、c
u
l
i
n
a
r
ya
r
tc
l
a
s
s
、b
e
g
i
n
n
i
n
gd
a
n
c
e
、USHi
s
t
o
r
y
、
Ho
r
t
i
c
u
l
t
u
r
e
、English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Art，因為我對美術相當有興趣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US History，因為在課堂上不了解在上什麼 ，而且我的老師要我交所有的報告 ，讓我一
開始上到這堂課時很不適應 ，但後來經過大家的指導，就漸漸的跟得上了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約兩三個月後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和第三家庭會在我去上課 ，第二家庭需要自己搭公車去上學
第一堂課是八點半開始，所以通常我們會在八點時出門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在學校餐廳，一參平均要三到四塊美金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三點三十五分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我參加了羽毛球社，一週至少要花十個小時練習和比賽 ，並沒有任何花費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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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能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是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有參加班遊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進學校後兩三個月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較輕鬆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盡量完成老師交待的作業 ，學校有活動就要盡量參加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Evanston Lighthouse
扶輪社會員數：約 70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Holiday Inn Hotel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二早上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一個月會出席一次，大家都對我很好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75 元美金
是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演講，大家認為我有將台灣的文化介紹給他們 ，而且他們相當的驚訝
我的英文進步了相當的多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食物和教育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參加扶輪社例會時大家會相當的注重打招呼的禮節 ，一定會向每個人說早安
在交換學生的活動我學習到擁抱這個國際禮儀 ，每次只要大家聚在一起
時，我們都會互相擁抱，鼓勵對方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我們有幫忙面試要出去的 outbound 學生，我們也常常會有活動和他們一
起，並會和他們分享經驗，讓他們出國前有些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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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否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例會時間的不同，而且他們在演講者演講前會有一段時間是腦筋急轉彎時
間，出題給扶輪社員猜，相當有趣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一兩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兩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兩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兩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兩三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在語言方面，有時不知要如何表達，但會利用寫或肢體語言等方法去了解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良好
53. 當地氣候？
夏天大約在二十幾度，冬天有時會到零下十幾度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 和台灣相同
B 冬天時一定要有件羽毛大衣和雪靴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我都交給的 YEO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至少有 50 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波士頓，和家人一起去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和所有的交換學生一起去滑雪和 Bus Trip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有很多交換學生是從相同國家或他們是說相同語言的 ，所以都不知道他們
在說些什麼，後來我會和他們做朋友，希望他們說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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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語言、朋友和學習到要用對的態度面對問題並解決它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利用經驗去處理任何遇到的問題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因為在這一年的洗禮讓自己的個性有相當的轉變 ，或許可以因為這樣讓我
待人處事變得圓滑點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並非所有的家庭是自己期望的 ，或和寄宿家庭的想法有些落差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我認為我們有被保護，並且所有的交換學生可以聚在一起分享經驗 ，一起
解決問題，我認為這樣很好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多多嘗試不同的東西
2. 要遵守扶輪社給的所有規定
3. 如果有問題一定要問
4. 要和寄宿家庭多多溝通
5. 要學習獨立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回去台灣後就先將高中完成後 ，或許會在台灣或美國讀大學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要多多的讓 inbound 和 outbound 交換些意見和經驗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 助益，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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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余安珮

住址

台北縣深坑鄉文化街 電話 02-26629906
39 巷 45 弄 8 號 5 樓

派薦社：台北大稻埕社

原就讀學校：北一女

接待社：Schleswig Gottorf

派遣國及地址：德國/Böstens Hoi 31 24882 Schaalby
有關接待家庭

第
１

姓
名
Arne Hansen

第
２

JanPeter
Kühneman

第
３
第
４

職
業
年 齡
農 、 牧 場 主 50
人、商人

是否社員
是

銀行

48

是

Hinrich Bux

保險業者

51

否

Thomas Beck

殯葬社老闆

47

是

家庭成員
轟爸、轟
媽、一個轟
姊、兩個轟
妹
轟爸、轟
媽、一個轟
妹
轟爸、轟
媽、兩個轟
姊
轟爸、轟
媽、一個轟
哥、一個轟
弟

接待期間
8/22~10/15

10/15~1/24

1/24~4/18

4/18~6/16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媽媽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從來沒有去過歐美國家，希望在上大學決定志願科系以前 ，至少要去遠一點的國家生活 ，體
驗看看全然不同國家的生活文化 、價值觀。以及精進外文能力。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是自己的希望，但親朋好友也都很贊成此計畫 。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還好，我沒有很緊張，但是真的非常期待，總覺得很難想像自己即將到外國去住一年 ，而我
的每個志願又都是在歐洲 ，所以也有點小擔心語言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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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能不能升級，是我一開始參加此計畫前 ，最躊躇不決的一件事。因為這必須克服不能跟自己
同學、朋友們一起畢業、念大學……等的失落感。但我仍認為這是非常值得的，畢竟這樣的
經驗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有，早在還不確定會不會上我的第一志願 -德國，我就已經去上德文課了，所以在台灣已先打
了基礎。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沒有，我很幸運地能去我的第一志願作交換 。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可以先做好一些心理建設，聽到前輩們分享的例子，在國外上類似情況時，會感到比較寬心。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至少有二十次左右或以上。他們的例會在冬天絕大部分都是每星期一主題 、聽演講，接
近暑假時活潑許多、大家開始活動起來。開會也都非常準時，且大家也都很積極參與。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我一路順暢平安地抵達。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轟家的轟爸和轟媽 。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家裡好大、好像會迷路，有點緊張、疲憊、雀躍，但感覺轟爸、媽都很好相處。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人口大約三萬多人。
環境則非常優美、清靜。我們是靠海邊的小鎮，海灣非常美麗、乾淨、浪漫，小鎮結構
很簡單、人們單純、親切，空氣新鮮，很多植物、綠樹、動物。是一個人們與大自然和平相
處的好地方。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很棒!房間都很有風格、很漂亮。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沒問題，很好吃，但常常吃太飽，且感覺食物熱量都很高，也不像台灣食物有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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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化的選擇。我胖很多很多很多。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會一起除草、收碗盤、烤蛋糕、陪轟媽煮菜及採買。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最喜歡跟轟媽商量，其次是我的轟兄弟姊妹。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台灣茶葉或中國風的擺飾品 。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剛到德國的前兩個月常常想家，但會固定跟家人保時聯絡。平常就是勸自己不要放
棄，努力融入現在的生活以及學習語言，並找出屬於自已的生活樂趣 。等生活也上了正軌、
語言有沒問題後，就有倒吃甘蔗個感覺，日子越來越充實、開心。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都先找班導，再來找學校的秘書。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英文、德文、音樂、經濟、歷史、地裡、體育、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宗教/哲學、
俄文/法文、俄文/拉丁文、西班牙文/法文/俄文。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音樂課，總是可以唱唱歌、跳跳舞，課程很活潑，而且音樂方面有時比好理解懂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歷史，很無趣，課程內容裡的德文很難，而且學習方向及內容跟台灣出入頗大 。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對，大致相同。但是除了德文、英文，我沒有在上其他的外語課程 。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概要半年以上。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每個轟家不一定，第一個轟家:搭公車，15 分鐘、第二個轟家:搭轟車，20 分鐘、
第三個轟家:騎腳踏車，五至十分鐘、第四轟家:早上轟爸媽載，放學搭公車，15 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從轟家帶麵包到校，不用花錢。有時向學校餐廳購買麵包 ，約台幣六、七十。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每天早上七點五十分開始 ，有時到一點、有時到三點、有時到十一點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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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被要求，是我主動要求，他們本來沒有排課給我。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我們學校除了英文，還有拉丁文、西班牙文、俄羅斯文、希臘文、法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學校是採統一借出課本、然後期末歸還制，我那時沒有繳錢，但聽說其他同學還是有
繳一筆小小的金額給學校 。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我參加的是羽毛球社。一周兩小時，半年 20 歐元。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不算學分。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有一起去過丹麥校外教學以及去劇院看歌劇 。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我到了二月多才有交到真的要好 、親近的朋友，但不是同班的同學。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他們的升學考試只有一次，叫 Abitur。因為比較偏重從小在學校累積、培養的實力，所以即
使升上十三年級雖然考試增多 、變得較過往忙碌，卻仍是能不影響正常的生活作息或成天與
書本為伍。台灣的升學壓力就非常大 ，幾乎每天都有考不完的試和念不完的書 ，但台灣的確
是升學管道非常「多元」
。德國的大學排名不像台灣排名的這麼清楚，德國大學的素質較平均。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真的要鼓起勇氣多主動加入大家的話題和活動 ，或主動邀約朋友一起玩 ，因為大家本來就都
有自己的生活圈和朋友 ，即使會照顧外國來的朋友 ，也不會特別積極的要和你打成一片 ，所
以要多讓大家有機會認識你 、喜歡你、而想接近你。
在德國北部，大部分的人都是基督教徒 ，但不會每星期都去教堂 ，只有在大節慶，像是每年
的聖誕節都會去教堂唱唱聖歌 ，到了春天，十四歲的孩子們都會有一種類似成年禮的儀式 ，
通常都會好好慶祝一番。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Schleswig Gottorf
扶輪社會員數：約 50 個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Hotel Waldschlosschen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二，晚上六點半到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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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在我的前三個轟家時，平均每個月出席 1~2 次例會，到了第四個轟家，我每星期的例會都有
出席。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跟 Guarantee Form 規定的相同，零用錢是每個月拿 75 歐元，每個月月初會自動固定匯到我的
銀行帳戶。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我在過去十個月內，總共做過 4 次介紹台灣的演講。都是以 Powerpoint 的剪報方式呈現，且
內容以圖片為重，也順便澄清一些從生活經驗得知 ，外國人對我們的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見 ，
也由和接待家庭及同學的互動中 ，挖掘出他們感興趣的話題 ，及一些文化差異上有趣好笑的
部分。聽眾似乎都很開心的聽完演講 ，且有對台灣產生濃厚興趣 。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通常都問我們吃什麼，以及問我們學校的教育制度 、學校生活如何等等。他們也特別對中文
感興趣。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交換學生的地區活動平均二個月就會有一次 ，但不一定都是 Orietation，有時候是純粹 Rotex
辦給我們的。若是由 Rotary 主辦，則不需要繳錢。我們地區一次大約有 45 個交換學生齊聚
一堂。通常都為三天兩夜的活動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幾乎沒聽說過。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還是覺得台灣的扶輪社似乎活潑一些 ，且在對於交換學生的事也做得比較積極 、仔細、
慎重，台灣的安排通常都較為周詳 。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5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4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2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5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3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感到最困難的，還是語言上的差異性，有時當你聽不懂會覺得壓力有點大 ，因為有些人會顯
得很不耐煩，但就是需要勇敢，多聽、多講、多看。再來就是德國人較為強勢的作風、性格，
有時會令人較受傷，但這個問題只好靠多溝通或是努力適應來克服 。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從扶輪社的交換學生裡，我和一群台灣人、幾個墨西哥人、一個日本人、美國人、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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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變成好朋友!在當地，除了學校，也在我的羽毛球社認識了新朋友 。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非常健康，出乎意料之外。以前在台灣都會感冒好幾次 ，但在德國一次也沒有。
53. 當地氣候？
冬天雨多、風大、氣溫很低，海灣的部分會結冰；夏天不夠溫暖，其實不算有夏天，一樣雨
多、風大。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在台灣只有準備一些，我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當地購買的 。
準備特別的衣服，就像是中國傳統的旗袍或是準備一件正式一點的小洋裝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我都是擺在我擺在房間的抽屜哩 ，金錢存在銀行裡，貴重物品還是大多擺在房間的隱密
處。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超過至少六、七十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到拜恩省的紐倫堡的聖誕市集 !事跟我的第二個轟家一起去的，因為轟媽的家鄉剛好就
在那一帶。紐倫堡的聖誕市集在德國非常有名 ，整個舊市區都是市集的範圍 ，真的很大、很
浪漫、很漂亮，而且紐倫堡的小香腸也超級好吃 !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留學中最快樂的事就是拋開在台灣的很多負擔 ，能去體驗那種像夢境一般 、很不真實的夢幻
人生。尤其是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朋友 ，我真的非常的興奮、開心。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在德國那段時間，剛到的時候真的比較辛苦一些 ，但到後期就沒遇過什麼難題了。例如跟轟
家溝通不清楚，導致產生誤會時，會覺得很惶恐，剛開始還有嚇到哭，但是其實那只是他們
比較直的個性而已，非常就事論事，所以後來就比較不會被他們率直的個性刺傷 。而是會很
冷靜像轟家分析情況、解釋及溝通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德文真的進步非常非常多 ，以前從來沒想過自己竟還能將除了英文地其他語言也學得這麼不
錯!還有我的視野真的開闊許多，體驗、見識到了許多形形色色的人事物及文化 。尤其我更體
認了我有多敬愛我的父母親 ，我真得是一個很幸運的孩子 ，感謝家人們毫無保留的支持 。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首先會先去考取德文檢定考的證照 ，然後以後打工也會想找一個用的到德文環境的地方 ，還
有在德國學會了烤蛋糕，以後會多多自製手工的點心 !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更加懂得如何和外國人相處 。回到台灣後受到德國的影響 ，也開始想跟德國人的小孩一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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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出自我風格強烈的房間 。會重新思考親子關係在台灣和德國的差異度 ，建立我新中裡想的
親子關係。更加重視對環境的保護。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跟之前想像有點落差的是，四個轟家裡，比較親密並會長期連絡的應該就只有兩個 ，並不若
我想像中那樣跟每個轟家都會培養出深厚的感情 。且在國外的日子交通很不方便 ，假日的娛
樂也不若台灣豐富；交通很不方便，常要依賴別人接送才能出門或回家 ；德國小孩才十幾歲
就玩得很瘋，喝酒喝得太多、抽菸抽得很兇，跟我想像的不同，我覺得這樣的生活不算一種
享受。但食物方面超出我的期待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雖然每天早餐都吃一模一樣 ，卻也不
怎麼感到膩，雖然真的會胖很多，而且環境很乾淨、風景漂亮，他們比想像中得更能和大自
然融合、和平共處，居民們也都很友善。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一年是一個很棒的時間長度，剛好能體會到當地人一年四季的生活的微妙變化 ，且扶輪
社對交換學生們的安排真的非常用心 、也很關心我們，接待家庭的素質也普遍得很好 !其他留
學制度我沒有體會過，所以不知道從何比較。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到任何新環境都要表現主動 、大方，比較容易認識朋友。
2、 什麼都盡量去嘗試，不要太懶或者是會害怕。
3、 主動幫忙做家事。
4、 敞開心胸跟轟家人相處、有誤會時要好好的溝通。
5、 語言的話，除了把握機會多說多聽 ，還是建議去上語言課，才要才能一邊學到
最正確的文法，才不會聽說能力跟讀寫能力不成正比 ，語言程度才會完整。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將來想要念管理或金融系，實現自己當老闆的理想。倘若未來的工作能和德國有所往來的話 ，
一定會更有趣!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1、 建議月報告改為季報告，這樣內容真的比較好發揮 ，一個月的間隔太過短促，德國的
Outbounds 他們也都是繳交季報告即可 。
2、 還是沒有明確的規定對於錢的劃分 ，在介於扶輪社、接待家庭、交換學身本身之間，到
底哪些該由扶輪社負擔、哪些該由我或接待家庭負擔，都很不清楚，我在德國一直到快離
開了，才從第四個轟媽聽到每次參加 Orientation 的火車費應該由扶輪社、上下學的車費應
該由轟家出....等等，但都已經太遲，光是出這些費用，我每個月的零用錢就都沒有了 。

47

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50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黃相宜

名

住

台北縣中和市 29 之 2 電話

址

號3樓

2247-2864

派薦社：台北大稻程社

原就讀學校：錦和高中

接待社：5450

派遣國及地址：USA Colorado DENVER

Brush Rotary Club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職

業
律 師
Dannis and
Jan
and 護
Brandenburg
士
George
and 工程師
Teresa O'Clair
and 營
養師
工 頭
Doug and
and 老
Andrea
師
L'Heureux

年齡

是否社
員
30~40
yes

30 ～
40

no

30 ～
40

no

家庭成員
Marry
Cameron

接待期間
and

Jessica

and sahar

2008/8/12
2008/12/11

～

2008/12/11~2009/3/14
2009/3/14~2009/6/29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同學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1.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裡，對於外國的教育以及文化生活背景裡 ，有著不可抹滅的美好，長
大後更加覺得要增廣自己的見識 ，把小時候沒有把握的在再拿回來 。
2.長大又有想要當外交官的志向 ，讓我覺得高中時就應該要出去看看 ，學會獨當一面與危
機應變。
3. 我想讓全世界的人知道台灣這個地方 ，並且讓他們知道台灣有多重要 。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多數是自己的志願，但是又有很多人的鼓勵和支持 ，讓我下定決心。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以我父母不是扶輪社社員的身份加上自己只有考上錦和 ，本來就不敢多想，常常覺得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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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最大的努力就好，給自己會上的自信，不斷的精進自己的英文，同時也參加學生活動來增加
自己的辦事應變能力，明白的告訴社員我的小成就，這樣子我覺得很充實，即使沒有選上，也
會成為很好的經驗。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到國外這一年是挑戰，回來也是挑戰。 想一想是人生重要還是高中重要 ? 當然是人生，
不能升級其實是另一種特別的經驗 ，可以感受一下在學校遇到舊同學的壓力 ，之後自然也會知
道這種尷尬的場面要怎麼化解 ，或著是和新同學之間有不一樣的互動 ，這些都不是一般人會遇
到的，我相信，豐富的經驗是可以讓我更加強 。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畢竟是到美國，講的是英文，對我來說也是學校的一個科目，而我自己上網找了生活美語，
講一些比較生活話美語或著片語 ，聽英文雜字的光碟來練聽力和改變我的口音 ，盡量與交換學
生聊天，有閒時還與家父練英文。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雖說我是排到第一志願，如排到以外的話我也會欣然接受，因為那個地方一定有我值得去
看去學習去努力的。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驗，
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沒什麼用，畢竟人不一樣，不是你的方法我就可以輕鬆上手，只是覺得好玩個心理準備。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美國當地有兩個接待社，一個是我住的小鎮上的扶輪社，一個是在城市大的接待社，基本
上大的接待社活動我都一定參加 ，小的只有重要的會去，像是做簡報。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大致上沒有，只不過ㄧ有點怕自己有沒有走錯
11.誰到機場接你？
我第一個 host 家的父母與十三歲 host 妹妹。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有心要好好努力，不過時差的關係，第一個感想其實是床很舒服
隔天起來發現我的 host
家非常的荒涼………….沒有網路和電視，應該說有網路但是是撥接，有電視但是沒有第四台，
讓我很傷腦經，不過家人都很好，房間也很典雅，空曠舒適又很安靜。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人口： 4,301,261
、面積： 104,100 平方英哩、海拔： 最高－14,433 英呎
首都： 丹佛、州鳥：百靈鳥、州花：白紫色柱花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很單調，但有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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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不會，一切都適應的很快。曾經有想要住在外國鄉下的夢想 。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胖了兩公斤，但我覺得都是肌肉，因為在那邊參加了很多運動的活動 。
17. 幫忙做家事嗎？
當然會。
要把那邊當作自己的家一樣，想像 host 爸媽會希望你幫忙。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有時候和 host 爸，但是多數跟 host 媽。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自己做的中式卡片，上面有我自己寫的中英翻譯，還有那種自己打的中國結，他們都很喜
歡。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知道，有時後會，有時候不會，當我看到家人聚在一起或著是抱在一起 ，就會想起我的
家人。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找學校的扶導老師，但是先會跟但你去學校的人，大部分是 host 家人，跟他們說你喜歡哪
一個科，也可以問問他們的學校制度 。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美國政府、美國歷史、基本英文、英文 3、自習、數學、食品科學、管樂團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管樂團。意外的考上了很好的樂團 。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歷史，因為花很多時間翻譯，老師剛開始也沒有通融我 。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不一樣，自己是可以選課的。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剛開始的一個禮拜不能，之後我會去跟老師談要怎麼辦，畢竟沒辦法像其他學生，所以他
們都會另外出題目，或著是延長時間。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有人再我去學校，早上九點第一節課，下午三點半放學。 之後我去跑越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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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很便宜。
二十五塊美金可以吃兩個禮拜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九點開始，三點半結束。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西班牙文、法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會，每一科都會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學生會（班聯） 時間不定 不花費
越野 （跑步）
七小時多
不花費
高爾夫球
七小時多
100 塊美金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我很常找顧問，告訴他我的學習狀況，進而得到有效的改善。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大概不能，我問過。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即使他們承認了，我也不會接受。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很多。像去遊樂園，還有很多音樂的表演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我喜歡問他們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唸書 ，幫忙我，加上有有在隊伍裡交到一起跑步的朋友 ，
可以說開學之前，就有不錯的好朋友，之後練管樂又有很好的。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台灣競爭激烈，壓力很大，他們大部分的人上大學好像只是申請 ，和面談。
高中也不用考試。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多參加社團，會交到很多朋友，建議大膽講出自己的想法，還有要帶電子辭典，溝通上變
的很方便。
有關宗教，不想去教堂就要跟他們講，吃飯有禱告，如果是自己有宗教的話，一定要跟 host
家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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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Brush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不清楚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brush golf hut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6:oo~7:30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幾乎不會，不知道為甚麼，我都 host 家都不想去，我也不想麻煩他們。剛開始會吃早餐，
然後會一起像美國國旗致敬 ，再來說一段扶輪社的台詞 …之後報告一些事項。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百塊美金一個月，相當於三千多塊台幣，符合規定。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我演講了三次，在不同的地方，我用照片和自己拍的影片來介紹，很簡單，演講的過程中
他們也都笑了，我覺得還蠻成功的，盡量是簡短易懂，感覺像是預告片一樣，告訴他們還有更
多好玩的，只是時間不夠沒辦法全部講 ，最後在問有沒有問題，這時候就要看自己怎麼說了 。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有關城市以及文化，有些人也會問有關兩岸關係 ，飲食價錢。
還會問台灣學校跟美國學校的不同 。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關於這方面要特別提出來 ，畢竟台灣學生的英語能力偏差 ，常常很難跟其他的外籍學生比 ，比
較意外的的是你覺得英文應該不會這麼好的像阿根廷來的 ，或著從葡萄牙來的，甚至有些厄瓜
多都講的很好。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活動很多，大部分都是扶輪社出錢 ，我記得最清楚的房間都是他們安排 ，有好有壞，還有讓我
們吃很多也動很多，看看城市還有鄉下，都很多元。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活動比較不一樣，會去遊戲場和一些舞會，食物也不一樣，我想這都是文化的差別吧 。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3～5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2 個月以上）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4~5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12 個月以上）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1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不會，我遇過跟 host 加的妹妹吵架，當然是要清清楚楚跟 host 家庭講原由，我也遇過沒帶
信用卡，要從台灣寄到這邊的帳戶，因為我又不能申請，後來我爸媽把錢寄到扶輪社社員帳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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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社員給我。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其實很不想講的是我跟日本泰國的都很好 ，其他的話跟德國還有秘魯，德國的會跟我
解釋那個英文單自是什麼意思 ，還會聊到很多人生，由於我們的觀點很相近，所以聊得很來。
秘魯英文和西班牙文很強 ，變得說他很會幫我翻譯講西班牙文的人在說什麼 。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我很健康，吃得好睡得好，又有定時運動。
53. 當地氣候？
很乾，忽冷忽熱。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看當地，如果說要準備服裝的話，要買禮服，旗袍或著西式的禮服，男生則帶西裝，有時
候在當地用借的就好。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放在有鍊子的背包最保險 ，鄉放進去就要拉起來，等排隊的時候就拿出來。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不多，只有 25 個交換生，加上ㄧ些沒有帶交換的東西，所以不多。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到拉斯維加斯、迪士尼、大峽谷、漁人碼頭、中國城，還有很多地方，這些都是跟交換
學生去的，特別好玩的是中國城，去的時候我介紹了多好吃的東西給歐洲國加的交換生 ，他們
都很高興。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考上很好的樂團，還有出去表演，當我介紹我們國家時很多人都笑了 ，也有人妖我去下一
場，還有得到很多獎，我也願意嘗試吃一些怪怪的東西 ，但都很好吃。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發現老師並不會我很簡單的功課，剛開始就給我跟大家一樣的，我告訴他我沒有辦法，他
也沒管我，後來我就去跟顧問談。講英文時被同學笑，對我而言很傷。
跑步跑的很累，很想退社，但我 host 媽不讓我退
跟 host 妹吵架，但 host 媽偏袒。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這一年來收穫很多，學會了如何打高爾夫球之外，我還學會了作人要圓融，了解人在他相異國
的心情，也知道很多不同的文化，學會做事情不能拖，有很多像是，自己動手去解決，跟交朋
友，我還有學會一些做菜和甜點 。
英文當然也有進步，生活用語之類的，怪怪的單字。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要繼續把台灣推廣出去，年輕懂得年輕的心態，當然要利用這一年學到國外的文化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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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形式上，讓台灣國際化，希望可以讓外國人不可思議 。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我覺得長大後因為有外國經驗比較獨立也比較有自信 ，很想好好的工作，以後在樣才能出
去看在國外的朋友。
有先事情也可以自己做出正確的決定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我原本以為我去到的地方是城市 ，沒想到是小鄉村。
我可以好好唸書，卻沒宿到活動真多
我以為每個人音樂會很強 ，但其實還好。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扶輪社是很大的組織，我相信比起其他的的留學制度更有保障 ，同樣的，因為可以交換到
美國以外的國家，也是一大優點。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溝通力量無限大，只要去溝通事情很容易解決 。
積極參加活動還有社團。
幫忙 host 家，如入家庭像是他們其中的小孩 。
帶電子辭典。
做報告順便秀影片。
保持良好心態與正確的判斷力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這一年在國外鎮定了我對我的未來的夢想 ，我很像做外交官，或著是有關外交的工作，另
外作戰地記者和考古學家 ，不管短期是想考好在校成績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 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我覺得每一個社因應該要有個外國的姊妹社 ，這樣就變比較國際化。
要有增加攝影組幫忙攝影跟拍照上傳 。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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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黃威慈

住址 台 北 市 北 投 區 公 館 路 電

名

257 巷 5 弄 17 號 4 樓

派薦社：台北大稻埕

原就讀學校：中山女高

接待社：Longwy 扶輪社

派遣國及地址：法國

2896-2156

話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第
１

Le Leroy

第
２
第
３

Le Galié
Le Sivigny

職 業

年 齡

是否社
員
48
是

爸-獸醫
媽-診所
助理
爸-工廠
媽-會計
爸-工廠

3?

否

4?

否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4
(1 於台灣)

8-1 月

5
(1 於美國)
3

1-6 月
五月中的三個星
期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透過學校(中山女高)網站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出國當交換學生一直是我的夢想 ,
上了高中後更是積極地尋找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當時心情挺興奮的，原本想說大概會去加拿大或是瑞士 (我的前兩志願)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這是在預期中的事，所以大體保持著平常心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自從知道是要去法國後，趕緊去學法文(大概是從三.四月開始吧，暑假還上密集班)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一開始真的沒有料到會要去法國 ，個人其實非常喜歡法國，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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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回國後更是開心，覺得能去法國真的很幸運 (還會了第二外語!)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我們當時並沒有和外籍學生交流的機會，我覺得很可惜。至於其他派遣前的講習會 ，
我覺得是好的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兩~三次、讓我至少對扶輪社有基本的認識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因為是我第一次出國(外加獨自一個人)，且必須進行兩次的轉機才能到達指定機場 ，
當初真的挺緊張的，甚至還申請的”須轉機服務的證明”
幸運的是實際都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11.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第一個接待家庭,我的顧問和一個來自墨西哥的同接待社交換學生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當時非常的累，進門都是跌跌撞撞地(因為在飛機上都沒睡覺…) 第一印象就是”我的
房間好大!!!”
很高興我的第一接待家庭人都很好 ，給我不少安心
13. 接待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屬於較鄉下的市鎮，坐落於法國洛林省的北部，靠近盧森堡和比利時的交界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三個接待家庭接有自己獨立的房間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將近九公斤 ; P
17. 幫忙做家事嗎？
大部分都是一些簡單的家事 ,如:擺碗筷,整理洗碗機….(因為家中有請打掃阿姨)
到了第二個接待家庭做比較多的家事 ,像是曬衣服,吸地拖地等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大部分是跟轟媽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帶東方美人茶 我有教他們泡,他們都挺喜歡的
台灣明信片 小吊飾 中國風的東西 台灣徽章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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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偶爾，每個禮拜大概都會跟家人連絡一 ~兩次,所以也還好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在法國沒有選課的問題(因為幾乎都不能選)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法文 西班牙文(第二外語) 英文 理化 地理 歷史 生態(生物+地科)
體育 數學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英文 數學 歷史，我比較能上的課…

歷史則是因為有興趣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生態，因為完全聽不懂(且得待在老師的低氣壓下 ….)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對，此外我們有特殊的法文課 (每周兩小時)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看科目而定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公車：第一個接待家庭: 40 分鐘; 第二&第三: 約 20 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餐廳、一餐約三~四歐元(由扶輪社支付)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八點，下午四點~六點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除法文外, 我選了英文&西班牙文(後者完全沒上 = =)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扶輪社為我們準備的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法國的學校中沒有什麼社團
在社區有參加過桌球社& 舞蹈社。
另外,我在學校有創立一個自己的社團 :”台灣法國文化社”!
57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偶爾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只有特定科目才有分數….
英文,數學 & 體育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方面沒有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有很多朋友, 但都是慢慢地變熟的
也不知道何時…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法國那有”高中會考”
但相較於我們的學測,制度很不一樣
我們是分數定江山;
而他們則是作為基本條件 ,
意即即使沒有分數也是有不同的學校 (專校)可以申請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要盡力嘗試跟其他同學上課
由於語言上的關係,一定是有不少困難的
但跟著做作業&考試,其實也是種文化上的接觸與學習
都是很難得的機會~ ^^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Club de Longwy
扶輪社會員數：33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ibil 飯店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星期一的晚上\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不一定
只有當有有趣的演講活動時 ,我們才會受邀(必須)出席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75 歐元，同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有一次
於六月份的時候
反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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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大約每個月都會有一次扶輪地區的活動 可能是一日的參觀或是兩天的旅遊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當地的扶輪社人都很好 不論是地區 or 社
顧問都常關心我的學校生活及家庭生活等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參觀當地(洛林省)的大城,具有特殊意義的市鎮,觀光地區等等
大約一兩個月一次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2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3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4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4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語言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有個跟我同扶輪接待社的墨西哥女生 Paloma ; )
當地的話因有參加桌球社與舞蹈團 ,就有認識一些人(但其實沒有說很熟..)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我的健康一直都還算不錯 ,在六月前一直保持”小感冒一兩次”的紀錄
哪知在六月中旬,學校上課的最後一天,突然生病生得挺嚴重的
好像是因為喉嚨的什麼病毒感染 還好是大約一個星期後就完全痊癒 了
53. 當地氣候？
天氣乾
大約從九月十月開始天氣就開始轉涼 (台灣冬天般的味道)
一直到隔年的四五月天氣仍不確定 ,還不能將暖和衣物收起來的意思
也滿常下雨的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如果真的要帶的話, 帶台灣冬天用的羽毛衣其實就夠了
當地的人穿著服裝多採用 ”洋蔥式”,意思是最外層的外套其實並不會很厚 ,
但裡頭搭有薄毛衣外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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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帶大毛衣,因為用不到
到處都有暖氣(公車,學校….),真的要準備”易脫的”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自己保管好
都放在同一個地方, 若緊急需要時,易取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選了法國西班牙的巴士旅行
另外,我還跟扶輪社去瑞士 (白朗峰哪裡), 參加德國扶輪友社的旅遊 (一星期 全免
費!), 和第一個接待家庭去西班牙玩 , 參觀盧森堡,……等等
我很喜歡去德國的那個星期 ,因為是跟德國的交換學生一起去 ,其實在團中我是唯一
一個完全不會說德文的人 !!! 但團中的人都很親切風趣 ,我在那裏度過很棒的時光(比去巴
士旅行好玩~)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認識很多法國人與 其他交換學生
而且從他們的身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 !
此外,我在那裏也體驗了許多在台北沒有機會接觸的東西 ,(ex 農場獸醫生活)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剛開始的時候完全沒有朋友
必須從”0”開始的感覺令人印象深刻
我想最重要的還是順其自然吧 (有時我會在想,出國前聽過那麼多”過來人”的故事,其
實都只能來做參考罷了,沒有一個標準來決定你這交換年的成功與否 )
此外,有時也常感到自己的法文沒有明 顯的進步..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除了語言上的收穫外 ,我在國外還見識到了很多東西 ,最重要的想必是較深入地接觸
到法國的生活文化以及各國不同的文化 ^^
這一年也給了我更多的勇氣
交了很多的朋友…. …. : D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會繼續學習法文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未來可能考慮走國際事務 ,外交等等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法國人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浪漫 , 作風很悠閒倒是真的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扶輪社有完善的管理(照顧與監督), 也有很多的旅行, 甚至有零用錢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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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東西不要帶太多
2. 語言要先學再出國
3. 不可以愛搞自閉
4. 基本禮貌一定要有
5. 不要留下遺憾!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這個問題好像有點太難了
還在觀察與思考中… =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名片要做好一點, 我這一年度的名片上居然沒有國旗 , 連任何台灣代表性東西都沒
有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跟第一個轟家在 Chinese New Year 時, 於台灣餐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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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Paloma 回到我第二個轟家, 道別

和第三個轟家(圖中轟媽&轟爸)參觀”老東西”。圖中我正在做石刻

最後一次和我扶輪接待社 (Club de Longwy)合影. 最左邊的是我那年度 08-09 的社長,而最右邊的
則是今年度新任的社長. 中間兩位則是今年派出至美國和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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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顧問 Jean 合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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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吳昱陞

住址

北 縣 新 莊 中 正 路 19 電話

89919726

名

好 7 樓之一

派薦社：台北城西社

原就讀學校：國立三重高中

接待社：Tziulán

派遣國及地址：guererro 204 teziulan puebla mexico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Beto
Guzman

職

業

年 齡
是否社員
40
Si

家庭成員
3

接待期間
Un año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很久以前家裡有接待過交換生知道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很久以前有一個美國交換生在我家住了個月 ，我就想說太炫了，而且到國外走走體驗異國風
情好像也不錯，所以就參個了此計畫。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 期間，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有一種 期待 興奮 但又有那一點點 的小恐懼感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出國前我覺得教育制度實在太爛了 ，不過後來發現台灣教的東西教太難 ，國外教得實在
太簡單，所以說要被留級我覺得還好 ，如果直接升級我看我大概會拿最後一名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有先認識一下西班牙文的發音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還好小失落感 但是 還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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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認識朋友罷了 還有會心安一點點 實際上所碰上的突發狀況 不是幾次交流會就可以
交流完的心得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我只參加 5 次
墨西哥扶輪社都是晚上 8 點集合，但是因為大家都會遲到所以到 9 點
才到,，9 點開始又聊天聊到晚上 1 點才回家，不過通常我 11 點就和我 HOMEMOM 回家了。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海關很機車，瞧不起不會講西班牙文的，我的行李還被延遲，我留下地址 3 天後才寄到
我家給我
11.誰到機場接你？
接待家庭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講話我都聽不懂 天氣很冷 因為住在高山上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一開始覺得太難吃了，但是多吃幾天就很習慣

胖了 4KG

17. 幫忙做家事嗎？
不用家裡有傭人 和廚師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Home ma or home pa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唐服 大概就是最棒的禮物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太回 會的話就 上網找朋友聊天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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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不用選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化學、英文、數學、法律、歷史、實驗、西文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法律 因為 那堂課都是在聊天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因為我數學太強 老師有點不爽我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有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完全不用應付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5 分鐘走路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回家吃 因為這裡都是 2 點吃中餐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 7 點半到下午 1 點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 每天下午兩小時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沒有 上實驗課要戴護具有的沒得 ，還要接待家庭借我。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社團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 顧問 也只是形式上 實際上我根本沒有和他互動到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沒
No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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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只參加扶輪社旅遊 很棒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同班同學，也是有其他班的，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同班同學 。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 情況。
很輕鬆 根本都在玩 ， 其實只要作業都有交，大概就可以拿高分了，高中只要和老師
熟一點，甚至多聊天聊兩句就 pass 了，升學主要取決於 pass or no pass 和台灣差很多，pass
就升學，沒 pass 留級，要升級的難易度 一般大概一個，所以說只要不要當最後一名 ，家裡
比較有錢一點，閉著眼睛都可以上大學。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有關宗教
. 盡量帶大量的宗教資訊，可能墨西哥人書讀的不多，瘋狂宗教的程度絕對比大
甲媽祖遶境還瘋狂，我對宗教認識就好，沒有太深入的興趣與研究
有關當地扶輪社 TEZIULAN
扶輪社名：TEZIULAN
扶輪社會員數：12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某間 HOTEL 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 晚上 不定期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看狀況 我沒去過幾次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這邊零用錢不是 ROTARY 給 是我接待家庭給 ，他們把我當他小孩每個月會給我
700PESOS 之外還會每禮拜 在給我 100PESOS 差不多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會員的反應如何？
就用 POWERPOINT，用西班牙文講了一次，反應還不錯，因為我講得太好了，我用了
一大堆地方用語以及一些粗話，當地社員實在是有夠高興，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風情不同吧~
講個髒話大家都鼓掌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還好 台北 101 就 沒了 還問我是不是大陸的

哈哈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例會 就 講話 吃飯 沒了 我只去過 2 次 上台自我介紹 和一次言講 其他我都沒幹嘛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感覺就 很隨便這樣， 也不是說隨便 應該說是輕鬆，有事情他們還是會幫忙解決 ，只
是處理方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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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
墨西哥
準時
遲到’
嚴謹
輕鬆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4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6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4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5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其實有些東西一開始會不習慣 不過 習慣就好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阿 墨西哥人都很熱情所以說 去吃飯 或是 路上 很長認識一些人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開始可能是水土不服的關係很差，前 2 個月都是猛感冒 ，還昏倒了一次， 4 個月過
去之後就都很健康
53. 當地氣候？
一開始去的兩個月覺得很冷，溫度都是個位數的，最後 4 個月的時候天氣都比較好一點，
和台灣差不多吧~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正式服裝 ，除了 roatry 的西裝，最好另外準備一套黑色的西裝，我之前沒準備，沒有也沒差
最少要有襯衫褲子皮鞋，不過有會比較好!!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自己保管 放貴自理之類的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
70 幾個吧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Cancun y Acapulco 和 rotary 的 旅行 是我覺得整年當中 所有的行 都是和 rotary 去的最
棒。Cancun 是墨西哥最著名的觀光景點，我門交換生去了 13 天 12 遊，很棒很棒，風景超美。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語言障礙大概就是最困難的，一開始沒什麼朋友，在我的城市的人很多人一點英文也不
會講，所以說剛開始每次開 party 滿無聊的，不過多認真讀一下書
，3 個月左右就 ok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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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學會西班牙文 加了很多的朋友，見識到更多不一樣得東西 ，忽然覺得人生是彩色的 ，
多采多姿這樣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有機會遇到墨西哥人糾可以多幫助他 ，運用我學會的西班牙文，時常可以幫助他。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在這一年有學到很多不一樣的經驗 ，其實平時觸式都多少可以應用的到 ，像是旅行如何打包
行李或是在陌生的場合如何與人相處 ，其實這一年學到的經驗太多了。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出國前對墨西哥一片空白 ，我以為會認識很多不同國的交換學生 ，上到很多不一樣的課程，
學校設備很好，房子很大之類的，出國之後大概只有房子比較大很漂亮是真的 ，我被分到小
城市和其他交換生都不熟 ，學校舍設備濫的跟什麼一樣 ，上課都還不是在玩。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感覺上是接待家庭的差別，我朋友有人到 EF 交互換學生升到英國，他門接待家庭是那種職
業接待家庭，所以感覺上沒有 rotary 安排的好，我在墨西哥的家庭把我當他兒子養 ，假日還
會帶我出去玩。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禮物可以多帶一點，送禮物是會給對方無限的驚奇 。出國前最好可以先學語言 ，這樣到時
候學比較快可以比較快融入他國國家 。衣服不用帶太多，有些國家學校還是要穿制服
所以說，不用帶太多。最好先詢問接待家庭當地天氣 ，問 rotex 不準
自己準備感冒藥，剛去的時候水土不服，吃自己帶的感冒藥比當地的藥還有效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出國之後我發現讀書很重要，可能是太久沒讀書，不讀書就會像墨西哥人一樣什麼都不
知道，所以我希望未來可以好好讀書 ，考上一個公立的大學，之後再看看，當然有機會的話
也希望到國外在研讀，這次交換學生沒由什麼留學感覺 ，幾乎都在玩，希望有機會還是可以
出國體驗一下真正的留學 ，不過在這一次的經驗讓我知道語言的重要性 ，當文盲是相當可怕
的。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盡量把全部交換生聚集在同一個學校同一個城市 ，像我去上學根本就是無聊死了，更不
要說是台灣，如果要把交換生關在學校裡面關到下午五點 ，我看他大概快瘋了，不然請學校
給交換生另外安排行程，不然如果每天去學校旁聽放學就回來 ，也只不過是去交交朋友，不
然讓他們睡晚一點睡到自然醒 ，中午在去上學也是交朋友 ，所以說盡可能請學校配合拉 ，不
然如果只有去旁聽，根本會無聊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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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周毖君

住址

台北市三水街十四號 電

名

五樓

派薦社：台北城西社

原就讀學校：中山女高

接 待 社 ： Rotary Club

(02)23021995

話

of 派遣國及地址：台灣
台北市三水街十四號五樓

Haliburon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第
１
第
２

Traci
Hubbert
The Espie’s

第
３

David Zilstra
and Marie
Zahab

第
4

職

業

小學校長

年
齡
35

Masonry and
Insurance

45 以
上

否

45

是

47

是

當地報紙的
經理，
小學老師
The Brandon’s Administrater
小學老師

是否社
員
是

家庭成員
Traci 一人

接待期間
抵達~十一月七日

Mr. and Mrs.
十一月七日~二月一
Espie, Katelyn 日
Espie(轟妹)
他們夫妻兩人 二月一日~四月二十
六日
Mr and Mrs.
Brandon,
Connor
Brandon

二月二十六~歸國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學校網站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首先，我希望能夠透過交換學生的實際體驗增廣視野 ，學習以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以及
自己。第二，我希望能夠代表台灣，讓外國朋友認識這個美麗的國家 。第三，希望能練習
接待國家的語言，學習一技之長。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從小，媽媽就鼓勵我跟姊姊努力學習英文 ，將來出國留學，於是到了高中，我自己決
定出國當交換學生一年。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其實成為派遣候選人後，因為學校課業及社團相當忙碌 ，除了填寫表格的時間以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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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放很多心力在想到底會被派去哪個國家 。但總是會希望去的國家會是自己的其中一
個志願，只是我總是告訴自己，被排到哪個國家都不可以沮喪 ，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
家好的地方。
記得公布的當天晚上，開啟檔案的時候心裡有期待，也有點害怕，因為雖然我選了美
國，還選了兩次，但後來其實有些後悔，美國可說是相當容易去的國家 ，如果可以的話，
交換應該要去比較少人去的國家比較有挑戰性 。看到結果是加拿大時，有些鬆了一口氣的
感覺，但同時也有一點點遺憾，因為大概不可能學到一些特別的語言了 。但還是很開心，
除了是第一志願以外，感覺也比較有定下來的安心感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我認為沒什麼關係，畢竟國外的升級制度跟台灣可能差很多 ，同時如果在國外選的課
程只跟學分升級有關，不但可能無法體驗當交換學生的樂趣 ，還有可能完全聽不懂而根本
沒學到東西。另外，就算聽得懂，也可能因為過度重視課業而忽略了當交換學生應盡的職
責，包括推展自己的國家，建立良好友誼及促進文化交流等 。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由於加拿大講的是在台灣大部分人都會的英文，出國前由於我是學校負責接待外國來
賓的社團，所以「說」英文方面已經算是沒有大問題。但因為知道接待地區 7010 包含了一
部分的魁北克，因此向在比利時的朋友請教了一些自我介紹用的法文 。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我認為最有用的除了講習會，就是 Rotex 的經驗交流了。
講習會有用是因為許多人在這之前可能不了解很多扶輪交換學生的規定 ，講習會有助
於了解規定及其用意，另外我們的講習會教了很多當交換學生的禮貌 ，讓我們台灣的交換
學生在國外因為家教好，有禮貌又努力，很吃香。(個人認為)
Rotex 經驗交流有用則是因為在準備的時候 ，常常會十分不知所措，不知道底該帶什
麼衣服，禮物準備什麼外國人會喜歡等等 ，這時 Rotex 的建議就非常有用。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不知道參加了多少次，不過只要我能去我都會參加。整年下來似乎只錯過了三次的聚
會。Haliburton 的扶輪社聚會時相當輕鬆有趣 ，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帶了一根針在隨身行李裡，因此在香港機場被停下來搜行李。找到癥結以後鬆了一口
氣。
11.誰到機場接你？
輔導員(原本第二個接待家庭要來看我，但他們的女兒也是交換學生，得去趕去土耳其
的班機，所以最後沒能先見到。)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家裡的空間大得不可思議，空間擺設很漂亮。而且位在森林裡，有點擔心會被熊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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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另外，轟媽一個人住這樣大的房子，有時覺得有點可怕。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Haliburton 郡大約是台灣的十分之一大，有兩個主要小鎮 Haliburton 跟 Minden
。人口
大約有 14000
，森林面積大概佔了整個郡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另外還有很多湖泊，Ha
l
i
b
u
r
t
o
n
鎮的中間就有一個非常大的湖。Ha
l
i
b
u
r
t
o
n有店面的地方大約只有一條街而已，非常可愛的
鄉村小鎮。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一直都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幾乎沒有什麼問題。剛開始幾天都會不習慣，但住一個禮拜以後跟接待家庭的互動就
會比較熱絡。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什麼問題，有時很想念台灣菜。沒有胖。
17. 幫忙做家事嗎？
一定的。在第一跟第三個轟家都會幫忙煮飯，另外兩個則是會清理自己的房間，有時
也會煮飯給轟家的人吃。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轟爸轟媽。在第二個接待家庭時有時和轟妹 。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媽媽做的中國結吊飾，首飾等。他們很喜歡，拿到吊飾就會直接吊起來，拿到首飾也
會現場戴起來給我看。
同時我也帶了一些食物，例如醬油，滷包等可以煮菜用的東西，到接待家庭時煮台灣
菜給他們吃。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一開始無聊的時候會想，但一忙起來時就會暫時忘記，久了似乎也習慣不住在家裡的
感覺了。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原先選課前就跟第一個轟媽商量過了 (轟媽以前是高中老師 )，但真正選課時是跟
Guidance 辦公室裡的輔導員 Mr. Morrisette 商量。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上學期: 英文(Gr.11)、美術(Gr.12)、美國歷史(Gr.11)、年紀念冊製作(Gr.11)
下學期: 進階美術(Gr.12)、年紀念冊製作(Gr.11)、法文(Gr.11) 、 社會科學(G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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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美術，因為這裡的美術課給予學生相當充分的自由 ，提共的材料範圍也非常廣，讓我
們能夠非常充分的發揮。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沒有不喜歡的科目。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約一個月後就能聽懂老師上課的內容大約百分之九十 ，作業也比較跟得上。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在第一個家庭時坐校車上下學，早上八點要去最靠近的校車站等校車，放學則一打鈴
就要趕快收好東西走去搭已經停在校外的校車 ，不然會錯過。
第二個接待家庭仍然搭校車。第三個則是轟爸開車送我去，而我做校車回家，第四個
是轟媽接送。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通常我會在早上把三明治做好，配上優格跟蘋果帶去學校，有時也會帶錢一天晚上的
剩菜。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55~15:20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跟法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一開始參加了 Field Hockey 隊，一個星期練習大約八小時，一開始要繳五十元加幣。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第一學期快結束時曾去找當初選課時的 Mr. Morrisette 討論下學期的法文要不要換
掉，因為我從來沒學過法文，而第二學期的法文是十一年級的法文 。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不算。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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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參加過幾次旅行，上學期時參加了美術課的旅行去渥太華國家藝廊 ，英文課的旅行去
多倫多看馬克白。
下學期則跟法文課的班去魁北克市過了三天兩夜 。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最早的第一個月就交到了 ，最晚的下半年才成為好友 。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加拿大的高中生只要在學校表現良好 (沒有不良紀錄)，並有修到必須修到的學分，多
半要申請都能上。在台灣則必須經過學測或指考 。
加拿大升大學(university)的人跟去學院(college)的人可算是一半一半，升大學不代表絕
對比較厲害，只是個人志願問題。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要適應加拿大學校最重要的就是要主動 。加拿大人雖然友善，卻不會很積極的想來主
動認識你。尤其是像 Haliburton 這種小鎮，很多人從幼稚園就認識了，互相的交情極深遠，
他們並不很需要一個新朋友。這時候主動就很重要。他們雖然不會主動來找你，但不會排
斥你跟他們 hang out
。不要氣餒，持續不斷的跟他們互動，他們漸漸就會把你歸類為他們
的一份子了。不要一開始就鎖定一小群人，多跟不同人互動，等比較熟以後再把範圍縮小 。
如此比較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畢竟外國人的價值觀跟處事方式有很多地方跟台灣人
頗為不同，熟一點以後比較知道跟誰處得來 。
這裡的人不太會在學校談論宗教 ，不過如果有宗教的大部分都是基督教或天主教 。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otary Club of Haliburton
扶輪社會員數：36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Pinestone Resort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四晚上 6:00 到 7:30 最晚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四次左右。每個禮拜都出席，除非有事。
社員都很友善，每次我一到場都會熱情招呼。而我也每星期都會站起來報告過去一個
星期做了什麼，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事情。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50 加幣一個月。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兩次演講，一次是介紹台灣，一次是歸國前的報告，內容是告訴他們我在加拿大學到
了什麼，過得如何等。
我用在台灣做的簡報介紹台灣，來加拿大以後我也加入一些新內容，包括後來才發現
在加拿大沒有的東西。
社員都很有興趣，也問了很多問題。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他們第一個問題幾乎都是問我們講什麼語言 ，再來有些會問食物，有些會問有關學校
跟家庭的事。也有些人會問我台灣在哪裡 。少數人問我有關台灣跟大陸的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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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扶輪社例會除了有事以外我每星期都參加 。一開始通常大家都會站著聊天，接著吃飯
時間大家還是聊個不停 ，等到社長敲鈴時會議就開始了 ，先唱加拿大國歌，接著是罰錢時
間，說罰錢其實也不是，只是有一個社員專門抓這個星期哪些人上了報 ，哪些人做了什麼
好笑的事，講出來除了讓大家笑一笑 ，被抓到的人會被罰一塊加幣，也算是捐點錢。接著
就是演講。演講完是社務報告時間，最後會議結束前社長都會問我這個禮拜做了什麼事 ，
我就會站起來報告。報告完後通常會議便告一段落 。
地區裡的交換學生約每兩個月聚一次 。大部分都是做一些 c
a
mp的活動，有時也會去
參觀博物館。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 動、各種服務等印象。
我在這裡參加了扶青團(高中的 Interact Club)
，由於我這個高中是第一年有這個社團 ，
社員並不太多，但我們舉辦的募款活動(
捐錢給 CPAR)
卻幫助了長期內戰的烏干達一個村莊
買了十三隻耕牛，讓他們可以趕快從戰爭的陰影中爬起來 。
Ha
l
i
b
u
r
t
o
n扶輪社在徵選交換學生時，我的輔導員會到學校做早晨廣播，宣傳扶輪社的
交換學生計畫，然後從通常是十幾個來徵選的高中生中選出一個派遣 ，所以競爭可說是相
當相當激烈。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加拿大的扶輪社感覺比較沒有那麼正式 ，夏天時許多社員都會穿著短褲參加例會 。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0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2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0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2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3~4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一開始最不能適應的是第一個轟家裡只有轟媽的情況 。困難是還滿寂寞的，如果轟媽
不在家我就不知道要幹嘛了 。有時無聊時也會想家。後來習慣了以後就漸漸好了 ，也漸漸
懂得自己找事做。不過也養成了十點多就去睡覺的習慣 ，因為開學前實在沒什麼事好做 。
另外，加拿大青少年的思考模式跟台灣青少年的思考模式有時很不同 ，價值觀也相當
不一樣，一開始很難用他們的思考角度去想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不過慢慢的我對他們的想
法也認識以後，發現溝通也不會很困難，只是需要用他們的思考模式去想看看 ，不能一味
的用我們的價值觀去評量。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藉由扶輪社辦的兩個月一次的營隊 ，或是週末活動，我認識了 7010 地區的其他
交換學生。
年底的加拿大東岸旅行，認識了不只接待地區的交換學生，還有其他地區的交換學生
們。另外，也藉由轟家認識到許多轟爸轟媽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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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直都維持得還不錯，感冒了幾次，但都很快就好了。
53. 當地氣候？
夏天的氣溫都還好，白天從來不會太熱，晚上卻有時會降到我們冬天寒流來襲時的溫
度—7,8 度。秋天開始氣溫就愈降愈低，有時早上起床時太陽都還沒升起來，草上樹上都會
結霜。十月就會開始陸陸續續下一點雪 ，十一月之後雪就會留住，到第二年四月才會開始
融。冬天最冷有時可以冷到零下近四十度 。到了春天，開始下雨以後雪就會漸漸融掉 ，但
天氣還是很冷，大約要到六月才真正又溫暖起來 。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夏天在學校都穿輕鬆的牛仔褲，短褲，T-shirt 等衣服，女生的話，如果有一兩件 Tank
Top 還滿常會穿到。
冬天在校內也還是以牛仔褲跟 T-shirt 為主，女生也很常在無袖背心外套一件 sweater.
但在校外因為氣溫非常低 ，最好有一件夠暖的外套，而這種外套建議在加拿大當地買比較
容易買到也比較便宜，台灣很少地方會賣。另外，如果有要學滑雪或滑雪板的人 ，也會需
要雪褲跟毛帽、防水手套。多半這裡的人都會有一雙雪褲跟靴子 ，走在雪地裡用。這些都
建議在加拿大再買，接待家庭比較知道哪些廠牌比較便宜又好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跟機票平常不可帶出門，現金則要放在學校櫃子裡鎖好，除非要用否則不要拿出
來。加拿大的治安雖好，學校裡還是會有小偷的。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加拿大東岸旅行，和全安大略省的扶輪社交換學生去的 。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快樂的事情不勝枚舉，每天都有。
例如午餐時間跟同學聊天，上課，回家後跟轟爸轟媽一起吃飯，跟轟妹聊東聊西，或
跟轟弟玩這些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小事都是很快樂的 。
看著加拿大美麗的風景也是很快樂的事 。
當然，我也非常建議交換學生們可以跟在台灣的朋友們互相寫信 。收到信時的喜悅，
絕對超越電子郵件跟部落格這些現代化的通訊方式 。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有很多事當時覺得挺難受的 ，現在回想起來卻能一笑置之 。例如一開始交朋友的困
境，並不是只是英文好就能解決的 ，由於我的接待地區是個人口不多的鄉村 ，很多人從幼
稚園就認識了，彼此深厚的關係是誰都打不進去的 。對交換學生，他們友善歸友善，卻不
容易交心，所以需要不斷的努力。有時真的很沮喪，第二天也還是要繼續微笑 ，繼續找人
講話。努力不懈跟真心，我想這是讓我克服這個問題的兩大原因 。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這一年來，最大的收穫我想應該是更了解自己，更了解世界，並終於找到自己的興趣
在哪裡，以及一個短期的目標。收獲太多了，無法一語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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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在加拿大，我學到了自信，這是我在台灣一直很難找到的東西。中華文化總是教導小
孩「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觀念，雖然原意是教導我們不要太自傲 ，卻常使我們過度謙
虛，導致喪失許多機會(
例如不敢自願參加比賽)
。
這裡的小孩不同，只要小孩表現得好，大人總是不吝於讚美，就算表現得不是第一或
前三，他們還是能找出好的地方來鼓勵小孩 。這樣的成長過程讓他們對自己有能力的方面
充滿自信，有自信不代表驕傲自滿，而是讓他們更有興趣學習、欣賞，也更能把握機會。
所以活用的話，我想就是在該表現時把我的自信表現出來 ，不要畏縮。
很多交換學生前輩都告訴我，你不會體會到你學到多少，直到你回國，回歸原來的生
活模式之後。所以我想，我除了現在已經體會到的部分以外 ，一定還學了更多吧!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我想我會盡我所能的把在這裡的所見所聞傳達給更多人知道 ，達成一點文化交流的目
的。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交換學生這一年，跟期待中的非常不同。我在這一年中的成長，也許比我所期待的要
多上許多。
其實我出發前，對這一年的期待除了希望自己能夠更成熟懂事之外 ，只希望能夠建立
一些美好的異國友誼。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扶輪社交換計換普遍要求學生要更換家庭，這對交換學生的外國經驗以及適應力有很
大的幫助。但是同時這也是很殘酷的部分 ，因為像我換了四個家庭，才剛跟一個家庭建立
起更深的關係時就要搬走了 ，最後可能沒有一個家庭是感情真的很深刻的 。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要放開心胸，接受不同的意見與文化，但同時也要保有自己的價值觀，不要隨便就跟
著外國人的思想潮流走。
對人處事要外圓內方。對人要友善。
不要太緊張，只要一直保有開朗的態度及正向思考 ，船到橋頭自然直。
努力不懈，不要放棄!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回國後希望能在大學念設計相關的科系 ，將來也許回加拿大讀碩士或博士學位。不過
將來要回加拿大念書的錢得先自己賺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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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林佑華

住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 電

02-29273767

名

正路 407-1 號七樓

話

派薦社：永和社

原就讀學校：萬芳高中

接待社: sunrise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Idaho Coeurd'Alene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第
4

名

職

業

年 齡

Ladonnan
/Nigel
Beaumont
Cari/Scott
Fraser
Terri

38/42

是否社
員
是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42/43

是

62

是

3/25~4/16

Jeanne/He
rb Helstrm

62/62

否

4/16~7/14

弟
妹父母

8/12~11/15

三弟

11/15~3/25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爸爸是扶輪社的社員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剛開始是覺得好玩刺激 ,但是進入辦理手續之後才慢慢的認真看待這件交換計畫 , 才是
真的想要出去學習,開開眼見豐富更多生活經驗 .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剛開始還不敢告訴同學成為遣派候選人的事 ,一直想等到確定的時候再告訴大家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剛開始要決定要不要去的時候 ,這個是很大的憂慮,但是在美國過了半年後,一切就變得
沒那個重要了,這一年開了眼界看到過著不同的人事務 ,第三個接待家庭的媽媽 ,在高中一畢
業就結婚了,再三十幾歲的時候,才去大學讀書後還有順利完成大學學歷 ,有一個中國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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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小我一歲但是已經完成高中學歷 ,明年要去英國讀兩年的 precollege,年齡和學業在人生
中不一定要走在大家的規則裡面重要的事在自己的人生中得到的是甚麼 ,學會的是甚麼,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去美國,比較方便的事有基礎的英文能力和概念 ,所以只是在暑假時比較注意美國的時
事,和多練習基本會話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當初的第一志願是加拿大 ,被排到美國剛開始有的點失望 ,但是既然都決定了何不好好
享受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對於種個交換計畫更有概念 ,實際上的幫助還好但是在心理上安心了不少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大約 25 次,第一次參加發現每個人穿著都很輕便 ,例會時都是很輕鬆,愉快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除了緊張,一切都平安
11.誰到機場接你？
地一個接待家庭和顧問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警張但是自己暗自下決定要好好享受這一年不要浪費或著事後悔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環境非常的自然,附近有山有湖,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有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剛開始還好但是久了以後對於相同物會感到膩 ,變得比較愛吃甜食,重了十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一般四個接待家庭都是為飯前的準備和飯後的清理為主 ,在假日時視不同的接待家
庭和家人的分配,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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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以 host mom 較多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牛肉乾, 第一個接待家庭的爸爸希望我每年都寄給他們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剛開始的一個月有時候晚上會哭 ,但是之後會慢慢適應,找事情做,多和接待家庭接促
聊天,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的顧問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歷史,代數學二,舞台製作,合唱,吉他,英文,戲劇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吉他
以前就一直想學所以可以在學校選到這門可很開心
合唱
合唱的老師帶學生非常用心 ,學生都很團結,且除了學校外常常有表演
英文 老師上課幽默不死板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 本來就不喜歡數學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當地學生一定要選化學或物理但是我不用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一直到快下學期才了解英文和歷史的考試和進度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個騎腳踏車、第二校車、第三轟媽載、第四是走路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自己帶午餐 每天早是自己做完午餐才去上學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45~2:20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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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參加校隊 cross country 和網球 每天放學 2:20~5:00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學校有顧問可商量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能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到另外一個鎮校隊比賽和戲劇比賽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除了交換學生朋友以外的當地學生
絡，才使我們近一步的認識

接近暑假，到了暑假期時該使是自己主動聯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在美國上高中是完全免付費的 ,但是要高中畢業要拿到一定的學分和要做一篇論文並
發表並過了才可以畢業,大部分的人會去當地的學院 North Idaho college
一部分會離開當地到西雅圖 , 在台灣上大學變成一個比較競爭性的東西 ,但是在美國就比較
沒有這種感覺,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我去的美國地區是屬於宗教思想非常重的地方 ,尤其是基督教,但那裏也是摩門教的重
地,載我第四個接待家庭比較有衝突的是宗教問題 ,轟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 ,也要在教堂
裡教聖經,但是就算是不同的宗教,都應保持尊重的態度,飯前的禱告,個這一起做就算感謝的
對象不是耶穌,感恩的心還是可以傳達 ,禮拜天的教堂我建議還是一起去 ,可能無聊可能有思
想上衝突但卻是非常好的機會去認識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人交談 ,接待家庭很可以感受到你想
要融入他們的心意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sunries
扶輪社會員數：7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Coeurd'Alene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二早上七點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大約一個月兩次, 有時候會和大家報告一下最近在學校的活動 ,或有趣的事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五十美金 相同 但不同地區不同鎮很多都是一百美金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有準備 powerpoint,照片很重要再投影片裡放的最好是照片然後你講的作註解 ,不
要放一堆文字的敘述 ,我放了引大的重心在台灣的食物和節慶 ,我認為是最能讓別的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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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受到台灣的文化,

會員反映很好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飲食和語言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在九月的時候有第一次的交換學生會議 ,地點在一座湖旁邊的營地 ，大家住在小木屋
裡，大部份我們地區的學生都是住在加拿大 ,第一次見到其他交換學生 ,不免緊張,但在兩天一
夜的活動中，為在營火旁的談天都讓大家消除了一些來到異國的恐懼和寂寞 。 在冬天的
時我們到加拿大的Ｒｏｓｓｌａｎｄ滑雪，第二次的見面，興奮貴為熟悉，每個人分享著
自己半年的經驗，我發現大家都成為了半個美國或加拿大人了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我接待地區是包含美國和加拿大所以在我們出國前也要辦加拿大的簽證 ,載五月的時
候有環整的地區的活動 ,總共兩個禮拜,在活動的最後兩天是整個地區扶輪社的聚會所以我
們所有的交換學生要安排節目表演才藝 ,我們可以以團體會個人的方式演出 ,在兩個禮拜的
期間,有給我們一些練習的自由時間 ,每個人因為要合作表演,為了練習都變得很密切,結束的
那一天大丟不想走全部抱在一起哭成一團 。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在例會上接待地區的扶輪社例會是比較輕鬆的 ，服裝上很自由，而且是早餐例會，而
且在例會上有更多的活動 ，在所以的主題開始之前有一個叫 Ｈａｐｐｙ ｍｏｎｅｙ的活
動，有一些值得慶祝或好事發生時社員會拿出 １塊到５塊不等的美金然後和大家分享這件
事，還有在裡會之前可購買彩卷 ，在ｈａｐｐｙ ｍｏｎｅｙ之後會有人抽一張彩卷中的
人就有機會在一副普克牌中抽出黑桃 Ａ抽中了就可以獲得獎金，沒中就累積獎金，而抽到
的那張普可牌將撕毀，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1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3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3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7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大部分的狀況都很好但是唯一需要調適的是宗教的問題 ，對於不同的理念尊重他人 ，
但也希望他人能夠尊重你 ，不必要的正面衝突，都可用退一步來化解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在扶輪社的交換學生中和我最好的是住在離我兩小時車程遠的巴西女孩 Ｂｉａ
ｎｃａ。 除了交換學生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因學校來認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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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那裡空氣清新，原本在台灣嚴重的過敏靜一次都沒有發作 ，一種年除了幾次喉嚨痛，
幾乎沒有生過甚麼病
53. 當地氣候？
線天很熱但是因為是乾燥地區不會感覺悶 ，秋天和春天是我認為最完美的季節 ，氣候
宜人舒適，但春天的雨量較多，而冬天大雪覆蓋，還因為雪下太大而停了幾次課，四季分
明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一般在美國生活都很輕便 ，牛仔褲和Ｔ桖是最常的打扮，只有在舞會的時候會用到禮
服，我並沒有帶禮服到當地，因為個人身材高大，衣服在在美國當地反而如意購買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我交給接待家庭保管直到我要換家庭 。其餘的物品就放在行李箱裡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約５０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加拿大，住在一個泰國的交換學生接待家庭家裡同時有 ５個交換學生都一起去拜訪他
們，所以我們有為他們的接待家庭準備亞洲餐點和最後一天的烤肉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和接待家庭在開船到湖上共度下午 、坐沙攤上和朋友一起看煙火 、
遇見很多我真的很喜歡的朋友們 、和朋友突發奇想的跑到公園去爬樹
認識了真的很都不一樣的人 。發現有多少關心我的人、畢業派對玩到天亮、
舞會上第一次和男生跳舞時的尷尬 、參加網球校隊每天放學的練習
參加學校的音樂劇演出、好友生日時上課偷跑到他的教室大喊生日快樂
第一次英文拿到Ｂ和讀完第一本英文小說、畢業舞會前和死黨去選衣服
第一次滑雪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第一個月的想家，讓自己專心在當地的事物上，剛開始上學時的害怕和搞不清楚狀況，
和學校顧問談天，不懂就可以問，對於上課內容一竅不通跟不上速度 ，一次兩次慢慢
試，做到自己可以做的，和新的接待家庭建立關係 ，多和家人說說話看電影，
學校和當地學生互動不佳 ，常是多說話，多和不同的人說話表現出自然的自己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很重要的是接納自己，我也學會的尊重他人我也學會了管理自己但是我認為這 次讓我
學得很重要一個就是接納自己 ，接納自己就是，承認自己的缺點和一些不舒服的感受和重
視自己的決定，去面對然後適當的表達出來 ，別人不會喜歡和一個沒有意見的人或一個從
不表達出自己感覺的人，作真心的朋友，就算意見不和想法不同並不代表無法成為朋友 ，
互相的包容和了解才是建立友誼時的關鍵 ,但重視自己的意見也不表示要堅持己見 ,對於別
人的建議以需採取尊重。
在家庭上我更懂得父母親對我們的付出 ，自己也懂得付出，對家人朋友或一個需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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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付出的人。
也因為在外認識了很多的人 ，也學會如何用一個欣賞平等的態度和他人相處 ，先天性
的條件永遠不是你會喜愛上一個人的主要原因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對於學校的做人處事和對自己信心的建立 ,家庭和課業的抗壓力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開啟了我想要旅遊的慾望 ，這一年的訓練把本怕生的我推向對未知世界的好奇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在朋友關係的建立上比想像中的困難 ，交通上的困難。
其餘的在出國前時在沒有多想 ，不管道那裏都抱著一種新鮮的好奇感 。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在當地學校也有其他計畫的交換學生 ，我一直引我們的計畫為豪，在交換學生間的活
動較多，在價錢上也比其他的留學計劃便宜 ，更重要的一點是，對於當地的扶輪社讓自己
覺得不是自己一個人有很多人關心你和幫助你 ，之前有一個交換學生朋友很早就回國了 ，
因為接待家庭的不友善讓他受傷很深 ，但他們計畫的負責人卻對他的投訴不聞不問 ，更試
以掩蓋事實，對於我的交換計畫我深抱著感謝 。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不遲到、懂得感謝、重視和家庭的相處、參加學校活動、主動聊天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我想在台灣完成大學，然後再到國外的研究所，目前想走的是大傳系，電視電影類，
無疑的高中和學測將會是我很重要要一個關卡 ，我對他抱著高度的期望。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這是一個非常健全和成熟的交換計畫 ，感謝每一位為我們這些學生付出的 ｕｎｃｌｅ們。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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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張文源

住址

台北縣中和市安平 電話

(02)29489668

路 38 號 13 樓
派薦社：中和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接待社：Edmonton Glenora

派遣國及地址：加拿大

有關接待家庭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姓
名
Angela Anderson

職 業
不肯定

Mary Cameron

大概知
道
醫生

Mary-Ellen
Haggerty

年齡
女人
的年
齡是
秘密

是否社員
是
是
是

家庭成員
請把問題敘
述清楚，是
要問人數，
還是要寫清
成員名跟關
係

接待期間
9~12 月
1~3 月
4~7 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從父母親得知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拓展視野、增進語文、挑戰自我、自我成長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希望，在聽人之勸之後下定決心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沒有那種感覺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正好，對於台灣的教育制度來說，缺一年的課根本不可能銜接的上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沒有什麼特別的方式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加拿大是我的第一志願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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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大家分享的經驗都差不多 ，基本上來說還是靠自己的適應能力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這個應該是在”到達派遣國家後”吧)
每週都參加
雖然每週的演講都聽的心不在焉，可是我很喜歡例會的氣氛，每週上台講最近發生的事時
都很自在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11.誰到機場接你？
顧問她老公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畢竟是剛到陌生環境有一點緊張 ，可是一下就適應了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居住城市人口約八百萬，環境佳、空氣宜人、多綠地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是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完美融入環境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在第二個家庭有時會感覺伙食短缺 ，其他都沒問題
瘦了一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家內的打掃不需要，不過基本的餐前準備跟餐後收拾都有幫忙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論事而定，不過當然都是與接待家庭的父母商量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水墨畫、琉璃項鍊、指甲刀、鑰匙圈、鏡子、手機袋……
都很高興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有時候會有一點，不過不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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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當初是與扶輪社顧問到學校跟學校的顧問商量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數學、烹飪、物理、Sport performance、英文、生物、木工、Graphic arts、體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物理-老師好，課程雖簡單卻常激起我的想法
體育-很多從未嘗試過的運動，很有趣
木工-純粹愛動手做東西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英文-老師很有趣，可是作業量很大
烹飪-太多無意義的書面作業，同學心智程度停留在小學生
生物-太多艱澀的新單字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相同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看科目，數學物理無須複習也能輕鬆應付 ，其他術科也差不多
英文一直都有點棘手，生物應付不來所以後來換掉了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公車，均介於三十分鐘到一小時左右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帶微波食品或三明治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45~15:19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對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稍微試過幾個，不過都不持久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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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什麼?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沒有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什麼時候台灣的高中承認外國的學分啊 ?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幾個
明確時間點記不清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不清楚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這是兩個問題嗎?宗教跟學校生活有啥關係啊 ~)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Edmonton Glenora Club
扶輪社會員數：8x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Glenora Club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7:15~8:30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每週都出席
什麼叫情形如何?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50cdn，比原本資料上多出了 50 元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兩次，一次是在扶輪社例會，一次是在他們扶導籌備的社演講
Powerpoint，算是蠻喜歡的吧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什麼都問，從有沒有番茄醬到台灣與中國的關係 ，千奇百怪的問題一堆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不知所云，無從應答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不了解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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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兩次的 orientation 中有上到一些關於如何適應環境、與接待家庭相處、面對新事物
的態度之類的課程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跟台灣的不熟，無從比較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0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不確定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0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不確定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0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對我來說適應完全沒問題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一拖拉庫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百病不侵
53. 當地氣候？
夏涼冬寒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全~都是台灣買的
雪衣帶了兩件，不過根本沒有需要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自己顧
機票在網路
銀行存款簿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幾十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Yellowknife, Jasper
最棒的是在 Yellowknife 的 Caribou trip，是交換學生的旅行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不勝枚舉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第二 home 媽的煮菜功力超~~~~「棒」 克服方式:默默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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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錢幣還難用
克服方式:用大鈔
……
其實基本上沒什麼苦事，所以沒什麼好說的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英文能力進步、結交外國好友、對未來的方向有進一步的認識、自我成長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沒有所謂的活用不活用，那些東西、概念已經成為我的一部分了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更有國際觀，易於不同國籍的人相處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基本上來講跟想像的差不多 ，所以沒有超出期待也沒有與預期差異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對於其他留學制度不了解，不過我相信扶輪社的交換計畫在對於與不同國籍的人的接觸 ，
以及對於社會的體驗部分 ，絕對於遠勝於其他制度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Be first、多問、多觀察、享受生活、開放心胸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無可奉告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把月報告書、季報告書、歸國報告書的格式內容，還有明確的繳交方式改一改 。對於與
inbound 學生的交流應該要更為深入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 你的人，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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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林美葆

名

住

242 台北縣新莊市

址

中山路三段 153 號
11 樓

電

2901-5030
話

派遣社：雙和社

原就讀學校：師大附中

接待社：R.C. Annecy

派遣國及地址：法國 Annecy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第

Varlez

1
第

Federgrün

2
第

職

業

年齡

是否社
員

家庭成員

父：工程師
父：49
母：家庭主婦 母：50

否

一兄一弟

9~12 月

父：藝術家

否

一兄一姐

1~4 月

否

兩個姐姐

5~7 月

父：50

接待期間

母：大學教授 母：52
Vauthier

母：護士

母：52

3

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哪裡知道此計畫？
爸爸曾是扶輪社員。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從以前就一直想要參與這項計畫 ，想出國看看外面的世界，體驗不一樣的
生活和文化。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起初有點退縮，不太願意，但後來接受父母及學校班導的建議 。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第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很擔心不能被派遣到自己的志願國家 ，很緊張很不安，而且公佈得挺晚的，很怕會來不及
做準備（語言課程）。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每次想到回國後，就無法繼續跟以前的同學同班 ，心裡總會感到後悔。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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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去書局找文法書，因為法文的文法很複雜，也是我比較有問題的部份。
我也會用告訴自己要用法文跟所有人溝通 ，請他們不要再跟我講英文 （例
如接待家庭）。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其實這 6 次的講習會，並沒有之前去法國的 Rotex，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
們地區 6 個要去法國的交換學生互相討論解決的 。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一次。扶輪社裡的叔叔阿姨都會問候我 、鼓勵我。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11. 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接待家庭的 Home 媽。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剛開始感覺還不錯。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Annecy 是一個有山有水的小城市 ，是中心有一個有名的大湖 - Lac
d’Annecy
，四周被山圍繞。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個房間嗎？
在第三個接待家庭是與 Home 媽女兒的一個朋友共用一間房間 。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在第一個家庭與 Home 媽在溝通上出了問題，但在第二、第三則是適應的
非常良好。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完全沒有問題。粗估是胖了 4~5 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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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Home 媽。
19. 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敘述）
我的三個接待家庭都很喜歡喝茶 ，他們都對我帶去的台灣高山茶讚不絕
口！過年時（農曆新年），我也寫了春聯送給他們，讓他們「福到」、「財
到」。
20. 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在第一個家庭時想家情況很嚴重 ，因為與接待家庭的媽媽關係不好 ，當時
的心情很沮喪。不過一換家庭後，就開始不想家了。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不能選課。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法文文學、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體育、地理歷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英文，班導剛好就是英文老師，很關心我，而且讓我在課堂上很有參與感。
（但是上課內容太簡單……）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生物，老師「不敢」跟我講話，即使我會講法文，而且也「不敢」讓我做
實驗。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息相同的科目嗎 ？
是。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息的科目 ？
約四個多月。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個 Home 家：公車/20 分鐘；第二個 Home 家：公車/10 分鐘；第三個
Home 家：步行/10 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餐廳，一餐約 4 歐元。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一：10:00~16:00
；二：0
8
:
0
0
~1
7
:
0
0；三：0
8
:
0
0
~1
0
:
0
0；四：0
8
:
0
0
~1
1
:
3
0；五：
0
9
:
0
0
~1
0
:
0
0
/1
4
:
0
0
~1
8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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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只有英文，學校不讓我選其它語言的課 。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每週五 45 分鐘的 Hip-hop，一年 100 歐元。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沒有。
36. 修息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沒有安排旅行。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沒有。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台灣的學生壓力較大；而法國的學生對於升大學有較多的選擇 。
40. 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多跟同學、老師接觸（其實多少還是要靠運氣…）。
可以向當地人介紹自己的宗教信仰 ，例如佛教道教，然後可以試著了解
當地的宗教，作一些文化交流。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C. Annecy
扶輪社會員數：約 30 多人
扶輪設例會舉辦地點：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二晚上 7:00~10:30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一次，還好…。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 70 歐元，Guarantee Form 當初是寫 50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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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用投影片，大家都不吝給予掌聲和笑聲 ，演講完後很多社員都過來
稱讚我表現很好，法文講得很好。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台灣料理、台灣的地理環境等。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地區的大型活動大都很有趣 ，交換學生之間的互動很不錯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 活動、各種服務等印象。
在接待社，只參加了一次與銀行合辦的慈善募款活動 ，當天活動結束後很
有成就感。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扶輪社在台灣比較熱情、活躍，但在法國卻很消極、被動。

有關派遣國家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2 個月）
b.
c.
d.
e.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3 個月）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3 個月）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4 個月）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3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在學校都跟另一個美國的交換學生待在一起 ，因為學校的人都很冷漠…（
剛好去到一間都是「有錢人」的高中），我們試著跟同學講話，但他們都
愛理不理的……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籍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Bus trip 的時候，認識了住在里昂的日本和泰國交換學生，之後都有
保持聯絡，還透過他們認識了與他們同高中的法國人 ，甚至和一位法國女
變成很談得來的好朋友。也有透過 Home 媽，認識她朋友的小孩，很幸運
地，我們年紀相仿，相處得很融洽。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偶爾小感冒，過敏情況好轉很多。
53. 當地氣候？
去年冬天聽說是歷年來最冷的一次 ，下了很多的雪，冷到我想帶棉被出
門…夏天溫度高，但有風所以不會太熱。空氣乾燥污染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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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 從台灣帶去簡單的 T-shirt 和牛仔褲，還有要在正式場合穿的洋裝 。冬天
禦寒的羽絨衣。
b. 旗袍；跳佛朗明哥舞的舞衣。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裝在大行李箱裡，然後把大行李箱放在地窖 。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無法計算！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哪裡，和誰去的。
11 月份和 Home 家去中部城堡區。6 月份獨自南下去馬賽看朋友 ，是一趟
非常充實的旅程。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這個問題真的非常難以回答 …。這一年中快樂的事可說是數也數不清 ，應是要選擇的
話，我覺得是在第二和第三個 Ho
me家時，晚上跟 Ho
me媽一起準備晚餐。在台灣，媽
媽不常開火，我們總是出外用餐。而法國是世界上公認的美食王國 ，我很慶幸可以跟
Ho
me媽們一起準備晚餐，除了可以增進彼此間的感情，還可以順便學做幾道菜。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對我而言，我想最苦的就是想家這件事 。我是獨生女，跟家人很親近，跟
媽媽又特別要好，突然把我一個人丟在一個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讓我感到
手足無措。後來又跟第一個接待家庭出現摩擦 ，讓我很想回台灣，但是我一直告訴自
己，很快就要換家庭了，接下來還有一段路要走，我不斷地告訴自己要保持正面的想
法。結果沒想到，一換家庭後就完全不想家了 ！我覺得很神奇，不知道要如何解釋。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最明顯的收穫莫過於語言，我很高興自己又會說另一個除了英文以外的外
語。另外，我還要感謝 Bus trips，透過這兩趟旅行，讓我看到更多不一樣
國家，也改變了很多我以前對某些國家的刻板印象 。
最重要的是，我學會了「嘗試」。以前的我對於新的事物總是畏畏縮縮 ，
但是在法國的時候，我不好意思拒絕 Home 家的安排，只好嘗試，一次兩
次下來，我發現很多事情我如果不嘗試 ，將來一定會後悔！之後，只要是
我沒做過的事、沒看過的東西、沒吃過的食物，我都會很勇敢地嘗試！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我希望以後要打工的時候，可以找到一份用「法文」當工具的打工工作，
這樣我不但可以繼續精進我的法文能力 ，也可以把打工的錢存起來 ，當作
以後回法國看 Home 家的機票錢！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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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落差 。
出國前，很期待可以去法國體驗一年的高中生活 ，可以看看法國的高中生
台灣高中生有什麼差別，也很希望可以在高中交到很多的朋友 ，沒想到，
我的接待社幫我安排的高中 ，是他們認為最好的高中，但是是間「有錢人」
去的高中，學生們都很高傲，班上的同學跟我都沒有互動 。一開始我還不
太會講法文，後來我開始可以用法文跟別人溝通 ，就試著主動跟班上同學
講話，可是他們對我還是愛理不理 。最後我真的感到很失望，反而覺得在校外找朋友
比較開心。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不清楚。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一、對每件新事物都要勇敢嘗試 。
二、有問題一定要「溝通」，不要把話都藏在心裡面，這樣會產生問題。
三、不要怕用當地語言跟當地人溝通 ，不這麼做的話很難進步。
四、積極主動，不可以只是等別人來跟自己說話 。
五、要學會自己解決問題，因為父母離自己很遙遠，不能再一味的依賴他們。
66. 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回來以後該收心了，高三的時候要好好的準備學測 ，考個好大學，如果能
力許可的話，希望可以去國外讀大學或研究所 。然後也要好好存錢，以後才可以回法
國看接待家庭，還有去其他國家看看我這一年交到的異國朋友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沒有特別的意見，不過要感謝扶輪社給我這個機會 ！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此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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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黃郁凱

住

名

台北縣板橋市大 電

址

華街 26 號 9 樓

89541596

話

派薦社：中和福美社

原就讀學校：光仁中學

接待社：Jacksonville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FL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職

業

Bill Learn

紅十字會

年
齡
55

Fred Paker
Suznne Bass

機械工程師
律師

53
46

是否社
員
是
是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1

8-4 月

3

4-7 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扶輪社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是想看看國外跟台灣的差 異，以及去體驗不同的教育環境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一開始是媽媽跟我提起的 ，她不強迫我一定要，掙扎了許久才決定要去的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老實說期待遠大於不安，當時滿腦子只有，可能會離開住了幾十年的家 ，
去國外生活一年，很興奮，根本沒有想過如過沒有被選上的情況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其實這點在考慮是否要當交換學生時就已經思考過了 ，在出國前可以
跟學校談談有關這一年過後回來 ，是要重讀一年或是不用，這是可以
跟學校討論的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因為我派遣國家是美國，台灣學生從小就開始學英文了 ，所以我就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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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單字的部分跟比較弱的口語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每個國家都不一樣，我們對很多國家都有刻板印象 ，但說不定事實卻與
之大大相反呢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讓自己更明白未來這一年將要面對的是什麼情況 ，與一些客服困難的方法跟經驗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參加過不少次，記不得了，但他們會唱國歌，還有禱告，這讓我感
覺很新鮮，其實流程部分沒有差很多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有，在休士頓的大機場迷路，導致錯過飛機
11.誰到機場接你？
接待家庭、地區顧問、地區主席、接待社社員和地區 Inbound 主席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很新鮮，是一棟房子，不是公寓跟大樓，有花園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6970 地區是整個 FL 最多 Inbound 學生的地區，Downtown 大多是高樓
其他地區是以獨棟的房子居多 ，環境優美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正常，沒什麼問題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什麼問題，適應良好，沒量體重，但肯定胖了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會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全家人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指要是具有東方色彩的，他們都很興奮，例如:筷子、長袍馬褂、茶、玉、陶藝品
99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剛到時還好，過一段時間，新鮮感全沒了，就開始很想家
但當初是自己決定要來的 ，難道就這樣回家? 當然咬著牙撐過去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老師跟接待家庭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化學、數學、歷史、英文、中文、體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因為妳不需要用很多英文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歷史，妳看到課本都昏了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老實說，一直到整年結束前，只能稍稍的跟上，但沒有落後太多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校車、接待家庭，7:30 左右出門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餐聽，兩塊美金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15 第一堂課，3
:
2
0放學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無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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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什麼?)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各個學校不同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西區旅行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在中後期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大多數都會上大學，但是要看是要繼續升學還是工作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嘗試與老師跟學生多互動 ，努力加強語言能力
宗教方面，他們應該不會勉強妳，但是看看是不錯的體驗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Jacksonville
扶輪社會員數：200 人以上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The Omni Hotel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12:30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一、兩次吧，有時候沒有去，良好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七十五塊美金，相同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用簡報跟一些照片，反應….不錯?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生活環境、教育體制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地區辦了不少活動，跟其他交換學生去了不少地方 ，讓我們跟其他交換
學生有很深的感情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這裡的作法是去各所高中宣傳 ，所以每個交換學生的是”自發性”的!
!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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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沒有甚麼多大的差別，都是差不多的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2.3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5.6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3.4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6.7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2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我並不覺得美國與台灣之間的文化差異有很大 ，但是有一點最讓我
不適應的是他的交通系統 。在某些大城市可能還好，但在這裡，妳
要去任何地方，最方便得是開車，但妳需要找到人載妳一程 。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我敢說我這一年，認識的最好的朋友都是他們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良好
53. 當地氣候？
溫暖，炎熱，冬天有點冷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這邊跟台灣氣候差不多，但我大多數的衣服都是在這買的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交給接待家庭幫忙保管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太多，數不清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去西區旅行，跟一大群在美國的交換學生一起去 ，只能說，跟他們不管在哪都很好玩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很多阿，從一開始的新生訓練，學校的比賽，每一次的地區聚會，迪士尼
到最後的西區的旅行，很多很多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其中就是語言跟學校生活吧 ，只能多練習、多開口，另外大方一點去交朋友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對美國的教育體之有些瞭解 ，並認識當地高中學生的程度 ，學習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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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一起傳統、節日，一些的語言能力，並與全世界的交換學生變成
朋友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參加比賽，或是提供給以後的交換學生一些經驗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差異最大的是學校，當初以為應該跟台灣差不多 ，但她們是要跑堂的，
而且沒有固定的班級，所以一開始交朋友真的還蠻困難的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這我不清楚，我只參加過扶輪社的，但我覺得扶論社的交換計畫非常好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努力
忍耐
外向
守分
享受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如果運氣不錯，打算會去美國念大學，如果有機會，會在那邊工作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應該可以到各高中介紹交換學生這個計畫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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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韓昀峰

住址

台北新店市中央六街五號

電話 (02)22197009

派薦社：中和扶美社

原就讀學校：師大附中(升中正大學)

接待社：Agen 扶輪社

派遣國及地址：法國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職

業

年 齡

是否社員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我家親愛的老媽，在某一天突然心血來潮告知了我這計劃 。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1.之前在高中沒有選修第二外語 ，引以為憾。
2.想要見識一下地球另一端的風土民情 。
3.指考完畢，想放個大大大長假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聽過他人之勸後，成為自己的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我會到什麼地方去呢？…反正這幾個我想去的國家我一直都很難決定 ，就交給扶輪社
好了。」話畢，拋諸腦後。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沒有關係，國際觀、人文能力、溝通技巧、語言、體驗、獨立…都升級了，這區區延畢
一年有什麼關係？只是被以前同學戲謔「學弟」時，心頭略有不快罷了。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寫寫小字條貼牆壁啦、去煩轟姐啦、轟媽的「每日一課」啦…反正，只要是開口講，就
是有努力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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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哦!!法國也不錯啊!超浪漫的耶!!」改變結束。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多元的價值觀、不同的生存方式或生涯規劃的參考 。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大約十次左右。
氣氛不很拘謹、但是基本上..有些插不上話，先別說語言上的障礙，工作及政治話題就
是我很難去加入的談話內容，偏偏，他們 80%以上都在談這些東西。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荷蘭航空轉乘服務有夠好 。
11.誰到機場接你？
轟爸+轟媽+轟姐三人成行，四人回家。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哇塞！這就是法國的鎮民居所呀 ！獨棟的耶！」
「真是親切、讓人感到溫暖的一家人。」
「語言不通、心意相通！」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位於南法第 47 區的 Agen 市，雖然說是市，但我覺得它像鎮多於像個城市，人口共有三
萬餘人，落在 Lot 河和河上河(人工河)：Carone 河的交叉口，同時，也是西南兩大城 ：
「Bordeaux」、「Toulouse」的中點，特產則是醃李子。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還好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大家好，我的綽號叫萬精油。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無礙，很幸運地，八公斤詛咒並沒有在我身上發揮作用 ，我，一公斤也‧沒‧胖啊
哈哈。
17. 幫忙做家事嗎？
這是當然。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一般來說都是找轟媽，
不過在第一個轟家，我也常常找轟爸和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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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京劇臉譜開瓶器」、春聯、小手機玉飾、包裝精美卻從未見轟家用過的木筷 。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當然想家，偶爾遙望明月、舉杯(放心，可樂罷了)喃喃自語。
嗯，不過每一到兩個禮拜的一次 skype 足以令以上情況很少出現 。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第一位轟媽。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數學、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未修)、英文進階、地理、歷史、生物、體育、通論(TPE)、
經濟。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進階英文，因為除了老師和藹可親又有真材實料外，這是我唯一聽懂的字能超過 80%的課。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生物。
班上真的沒有欠老師一千萬呀 ？為什麼老師總是如此的刁鑽刻薄兼臭臉呢 ？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除了西班牙文外，是的。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數學總是時起時落，主要是看題目長不長…地歷經濟生物等等，我始終做不來呀。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在第一、三個轟家是用走路的，分別只要 15 與 5 分鐘就能到學校、而在第二個轟家卻
要搭四十分鐘的公車。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在學校內吃，有不必花一毛錢的食堂。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上學時間是依據課表決定的，從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開始分別為 ：九點、十點、九點、八
點、八點。而結束時間則為：四點、五點、正午、五點、六點(皆為午後)。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否，Agen 小鎮沒那玩意兒。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西班牙文(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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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否。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否。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個人指導就是我親愛的轟媽啦 。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有算英數體的成績。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否。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參加學校辦的敬拜活動 (學校本身是 私立、天主教高中)，到泰澤(Teze)去禱告、唱詩
等等，為期四天。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大約是在我到的兩個禮拜前後吧 。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法國的大學有很多種，非常多元，而且雖然有類似指考的大型考試，但率取時都要經過
面試的。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人人都有宗教自由，別限制於藐視他人宗教或道他人宗教長短 。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Agen
扶輪社會員數：約 30-4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鎮上一間專用會所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約三個禮拜到一個月一次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約一次。類似問題已在 9. 回答過囉。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75 歐元。
差不多，不過這數字似乎略高於平均了點 。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兩次，一次扶輪社、一次學校。用 power point 簡報介紹的，會員們展現出對台灣的極大熱情 。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人口、飲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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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扶輪社例會約十次、會議 2 次、交換學生週末 3 次、巴士旅行 2 次。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雖然說我的顧問常常拖到很後面才把東西弄好 ，不過也從未見他搞砸某事，這恐怕也是
種才能吧？一切順利。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那兒十分豪爽、這兒十分有禮。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5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8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6-7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9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1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差異倒沒那麼難適應，有顆開闊的心和好學的靈 ，就夠了。
不過我倒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適應吃生蠔啊 ，它們還活著耶、還在動耶！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怎麼可能沒有！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十個半月期間，重感冒幾天而已。
53. 當地氣候？
其實尚算宜人，冬天最低不過就負五度而已，還時常有五度十度等等不算太冷的溫度出
現，夏天雖然說會很熱，但是只要不常待在大太陽底下其實都無礙 。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服裝一般都是牛仔褲和襯衫 ，都是台灣帶過去的。
由於冬天會下點雪，所以有準備了幾件厚外套 ，僅此而已。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帶著隨身小包包放著，平時就妥善放在安全的角落 。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不如我把夾克拿來給大家數吧 ，多到不太想數，隨便估估也在 50 個以上。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和其他環歐巴士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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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滑雪、出遊、野餐、學怪怪的年輕人用語、午茶…不勝枚舉呀。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第二個轟家格外冷淡..沒關係，我出外找朋友、第一個轟家去。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每日要用還不能完全掌握的語言與他人聊天 、回答問題，甚至是友誼之手的釋放，成長
的是對話的勇氣；在無數錯誤再糾正後終於成功的表達 ，建立的是破而後立的自信 ；接受另
一套價值觀、另一種思考模式，得到的是更包容的心；用在地球另一端國家的角度重新審視
臺灣和世界的關係，收穫的是更宏觀的國際視野 。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在大學多多參與社團等，人與人互動頻繁的組織，發揮所長。
繼續進修法文也是必要的 。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這些受用一生的東西已經與我結合了 ，何來未來之說？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我期待是到個大城市裡，看看法國都市的浪漫，不過其實在鄉村體會地方幽雅也是不錯。
另外，我以為所有接待家庭的小孩都會像第一個轟家的轟哥轟姐般好相處 ，我錯了、我
過度期待了。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較為省錢、能夠在接待家庭內體會三到四個不同的家庭文化 ，只是在學校的部份略顯不
足，而且並非一定有語言學校 。
要寫歸國報告實在很麻煩。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請帶萬國插，一定要帶。
2.笑容請時時掛在臉上啊。
3.給你方便，千萬別随便。
4.沒事也要找事做，多出去走走、看看接待國的樣子。
5.請保持自身及房間內的整潔 。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繼續進修法文，這是一定要的啦！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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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住址

于國桓

永和市中正路 121 號 電話

29416389

1F
派薦社：永和東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接待社：RC OLDENBURG

派

遣

國

及

地

址

：

hochhaus

st.10

26121Oldenburg,Germany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名
Marc
Falkstein&Heike
Laubinger

職
業
家庭醫生

年 齡
46

是否社員
不

第
２

Torsten&Andrea 水上警察

47

不

第
３

Ingrid&Gehard

法官

47

不

家庭成員
兩 妹
兩兄弟(一
個交換到委
內瑞拉)
兩 姊
妹(一個交
換到墨西
哥)一弟
兩 兄
弟(一個交
換到巴西)

接待期間
8 月-1 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從父母那裡聽來的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1. 增加自己的世界觀
2. 學習如何獨自處理事情
3. 學習外語
4. 學習如何帶人處世
5. 廣交好友
6. 學習異國文化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的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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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5 月

5 月-7 月

當我得之成為派遣學生之後 ,我整個人是相當高興的,高興於這是一種全心的體驗 ,全心的開
始,或許還會帶有巨大成功的轉變 ,一切都是不可預言的 ,但這也伴隨著極大的挑戰 ,和不知的風
險,是否可在外國這聲環境克服重重困難 ,不論是語言,飲食,文化,都帶著高度的差異性,而且並不
是熟悉的人陪伴在身邊 ,必須隻身去面對,那將會是多大的心靈考驗 ,想到這裡,不經會讓人打一身
冷戰,不過要是成功了,將是巨大的榮耀在等待著以及無數的精神財富 ,總之就喜優急於一身哪 1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就算我不能升級,可是我用我這一年見識了許多在台灣見識不到的事物 ,增廣我的世界觀,也
廣交許多異國好友,並讓我定下了我自己的人生價值目標 ,所以相反的,我反而很慶幸我用這一年
做了很有意義的事情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在那之前,我有在德國在台協會學了一部分的德語 ,這證實了在當我德國時
有很大的助益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事實上,這對我來說不是很大的問題 ,不論去哪一個國家,都是一個與眾不同的經驗 ,要放下
心去體驗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驗，
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當地的物價以及如何之身面對一些重大的問題 ,當地的飲食習慣,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大概六次,只挑幾次比較重要的讓我參加 ,不過也此失去我與扶輪社之間的互動 ,趕覺滿可惜的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有,遇到飛機被取消掉
11.誰到機場接你？
Home 家的每一個人都過來接我,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每一個人都很親切的對待我 ,問我吃的習不習慣,問我在飛機上如何,有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Oldenburg 是一個位於尼得薩克森州的城市 ,在歷史上和丹麥有相當大的淵源,也是一個以
酪農為主體的城市.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在每一個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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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就像一家人一樣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食物都很好吃,但我還是瘦了 10 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我都會自己主動發問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Home 爸 home 媽,比較能得出令人滿意的結果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三個 Home 家,茉莉花茶,中國結,中國式錢包,木製中國小匾額,
像送我朋友的話也是中國結或是小巧的中國飾品 ,不然就是台灣式的胸針,他們也會很高興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大概是半年的時候,我會非常想家,恨不得立即飛回去,然後就會一直睡覺,
不然就是待在家裡,那時我是不斷找人談話或去走走才克服的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自己的 home 父母,學校的老師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政治,地理,歷史,生物,化學,物理,數學,法文(沒修),西班牙文(沒修),音樂,體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體育(比較多能跟同學有互動)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沒有稱的上不喜歡的科目 ,認為每一科都很有趣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對,除了第三外語之外(法語,西班牙文)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半年左右,也大致能做些報告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腳踏車,10 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都在家裡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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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30-13:15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因為自身的外語並不是講很好
31. 有語言科目嗎？
德文,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對,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歌唱社,兩個小時一周,零花費(學校社團)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可惜我這沒碰過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可以,只要能跟那邊課程即可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對於這點很遺憾我並不清楚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1. 萊比錫戶外教學
2. 環德之旅
3. 環歐之旅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大概是過三,四個月,等到我外語學的不錯時候可以跟他們搬交談時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都差不多,也是要經過一次大學考試,然後在依所考的成績在分發到大學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多在下課時間跟同學聊天 ,或是主動積極自己找話題聊 ,融入他們的圈子裡,而宗教的話則是
表達自己的意願不用強迫自己做不喜歡的事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C OLDENBURG
扶輪社會員數：4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18:30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不一定,討論有關文藝活動以及特殊事件 <捐款>,討論後就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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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65 歐元每一個月,和規定一樣,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用輕鬆幽默的方式,不要死板,使的會員的反應滿熱絡的,會使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中文方面的知識,如何使用筷子,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每一個月會有一次在我地區城市交換學生例會 ,然後分家長組跟交換學生組
,家長們就討論有關於自己家出的兒女 (也是交換學生),而我們則是討論在德
國的生活,文化之間的衝突.
交換學生會議則大多是 Rotex 在辦,整個尼德薩克森州的交換學生聚集在一起 ,聊天,踢足球,
或是跳舞,彼此交換在德國的生活點滴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都不錯,比較了解我們真正想要的,以及能為我們設身處地從我們觀點想事情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的扶輪社比較積極,比較起來,我在德國那邊扶輪社沒有幾次例會 ,要我
比較也很難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3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6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3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1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說時際的,我可以說是沒有適應困難,吃的好,而且也從沒生病,真要說的話就
禮儀方面,例如親臉頰等等,比較是東方人無法適應的,結股我的解決方法就
是慢慢適應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非常多,從例會上,我認識了從各國來的交換學生 ,不外乎美國,加拿大,還有更多從南美洲
來的,也有從瑞士,匈牙利,芬蘭,更有從非洲來的,我跟他們有非常多的互動 ,也順勢成為了朋友.其
他的德國朋友,則是透同學,home 弟而中認識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非常好,根本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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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當地氣候？
又乾又冷,早晚溫差大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 我的一般普通衣物都是在台灣就準備好了 ,不過像是禦寒衣物則是後來從台灣才寄來的
(那些禦寒的都是用於登山的 )
B. 必須的話就是西裝以及西裝襯衫 ,西裝褲,領帶
女生的話則是要小禮服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金錢等貴重物品我通常都隨身攜帶 ,那像是護照以及機票等我都是放在一個夾子或夾克的
內袋裡,所以到目前為止,我都沒有丟過東西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40 多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慕尼黑,跟寄宿家庭一起,有古蹟今用的感覺
海德堡,跟父親一起去,美與生活的結合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交到非常多的朋友,也跟自己的寄宿家庭打下非常好的關係 .參加許多學校
的活動,感覺比台灣更活,更有趣,也玩過了滑雪以及滑水,更幾乎是去過整
個德國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並不是交換學生生活每一天都很快樂 ,也有些時候是很無聊的,像是在德國
週末都是不開們的,就不知該做什麼,或我的每一個朋友也不是每次都剛好
空,那時我就得自己想辦法,讀一點書,或是聽聽音樂,不然就是自己跑去游泳,
這幾種方法陪我度過了最煎熬的時間 ,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交到了許多外國朋友,也因此學了不錯的德語,也自己親身體驗到異國文化
予台灣文化的不同,從中截取優缺點,什麼是優點,我應該學習的,什麼是缺點
我應該捨棄的,自此我也學習自我管理,調整自己的心態,也訂下人生的目標,
應從哪方面努力,我不用在過於迷惘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我在這一年也跟德國人一起學習 ,看見他們的教育制度是如何 ,也看到應如何學習,蒐集資料
以及活用資料,對我未來學有很大的幫助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像我曾在德國有過工作實習 ,做過醫生,小學老師,機械工,從中的酸甜苦辣,
讓我體驗深刻,知道做一件是要有恆心,更要有熱情,又學習如何與人溝通,
以及教導人的耐心. 我在德國看到他們的教育,以及學生們是如何學習,使我
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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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之前我以為德國非常人非常古板以及冷漠 ,但到達之後竟超出我的預料 ,德
國人不但不會過於古板且非常熱情 ,對人友善且風趣,而且那裡滿地綠木與
古蹟,而且保存良好,令人感到人與古蹟共存,但也有點落差,生活的不方便,買
個東西騎個車十幾分鐘,而且商店只開到 18:00,有時就必須與時間競賽,著時
感到不適應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有著健全的制度和安全的寄宿的寄宿家庭 ,我們不必為這種事擔心,以及每
個月的交換學生聚會,讓我們可從中交換彼此的心得 ,更任事續多異國朋友,
這些都是其他留學制度所沒有 ,讓我自身很慶幸可以參與此計畫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多去與在地學生交流
2. 盡量多參與社團活動
3. 把握機會
4. 多讀點外語書籍
5. 靠自身解決問題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在這一年中我曾寄宿在一個醫生家裡 ,以及曾在一個醫生家裡做實習 ,讓我
想到我以後的目標,做一名醫生,知道應從哪一方面著手以及也曾問過我 home 爸如何在德
國讀大學,以及哪間大學是以醫學著名 ,我都有大概問過,也就說到最後要好好讀書.在這一年中我
也碰到中南美洲的交換學生 ,深深了解語文之重要,回來後要學西班牙文.等到我高中畢業後,我還
要再一次回到德國去拜訪朋友以及 home 家.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盡量多舉辦一些藝文活動 ,結合台灣的傳統文化,如歌仔細,皮影戲,書法等,也盡量讓 rebound
可以與交換學生多一些的接觸 .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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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台北市北寧路 62 號
姓名

陳怡如

住址

電話

三樓之四

(02)2570-7115

派薦社：台北城東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接待社：RC Rohrbach

派遣國及地址：奧地利

4150 Rohrbach,Austria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第
４

名

職

業

社 員

Kreuzhuber

德文教師

否

Van Denn Bush

花卉買賣

是

Laher

Optic

是

Pusch

Farmer

否

家庭成員
母親,兩
姊姊
父母親
父母及三
個孩子
父母及四
個兒子

接待期間
8/6-12/2
12/3-1/22
1/23-3/14
3/15-7/3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父親是扶輪社社員，從小就常常參與扶輪社事物 ，因此也得知這項國際交換計畫 。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首先，台灣這塊土地目前在國際上(尤其是歐洲各國)鮮少人了解，因此我想若餐與這
項交換計畫，我可以貢獻一己之力讓更多人知道台灣這個地方，了解我們的風俗民情文化 。
再者，在國外獨自生活一年，不僅可以讓我增進第二外語的能力 ，更可以訓練我獨立
自主的個性。雖然一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時間 ，我也到這會是一個不簡單的試煉 ，但是我相
信我有能力可以克服難關 。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因為父親是扶輪社的資深社員 ，我很早便知道這個國際扶輪交換計劃 。也和父母親商
議好，如果順利的話，高二那年我會努力爭取交換學生的資格 。因此我想留學不僅是我對
自己的生涯規劃，也是我父母對我的期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從 2008 年十月到 2009 年五月的準備期，一連串的資料審查、面試、準備，甚至到了
派遣國家公佈後、講習結業了之後，我都還是沒有真正的感覺到自己即將要出國一年的感
覺，有的只是興奮感和輕鬆感 ，奧地利感覺還離我很遙遠。到了時序進入七八月，開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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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行李準備動身時，我才驚覺得我真的要自己出遠門了 ，目的地還是個其實我一點都不熟
悉的歐洲國家。說真的，對於奧地利，除了 The Sound of Music 以及 Mozart 這些音樂家之
外，我還知道些甚麼呢？
也曾經一度推縮過、軟弱過，也曾經跟爸媽說我不想去了，我想留在台灣平凡的過完我的
高二，放棄這次機會。但我心裡也知道，我一定得去，不只為了家人朋友們的期待更為了
我自己，這是一次我對自己的挑戰 ，自我實現的機會。一年雖說很長但也很短 ，而在這一
年之中，我將改變我自己。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在國外也有幾次後悔，想到之後大家都要上大學時我還會留在高中 ，也要重新認識新
一屆的朋友，跟小我一歲的同學們學著相處 。但我想，這一年的經驗絕對有讓我付出這些
代價的價值。這一年絕對讓我甘願留級一年 。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得知我將被派遣到奧地利之後我便請父母幫我安排德國外師的德語課 ，雖然奧地利說
的是 Austrian 也就是奧地利式德文，但學習標準德文 High German 能夠讓我打下更好的德
語基礎。因此在我出國前，我已經接受約兩個月的德文克 ，學會了基礎文法以及一些必要
的單字，這些也在我到那前幾周幫助我很多 。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其實奧地利是我的第四志願，當初只認為到歐洲去會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因此填
了英國、瑞士、德國等的國家，也沒有說特別想要去國家。排到奧地利也沒有在希望之外 ，
現在反而覺得，能夠到奧地利，我真的是很幸運呢！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出國前難免會有很多問題 ，當然也會想要多少了解以後的生活會是如何 ，我想這就是
ROTEX 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吧。藉由學長姐們分享的經驗，ppt 的示範，我們的情緒多少也
安定了一些，當然也學到了很多交換學生的規則以及任何我們之後會遇到的 困難。除此之
外，認識其他同借的派遣學生以及以前的 ROTEX 學長姐，到了國外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 ，
大家一起互相加油打氣、分享生活，’讓我知道我並不是孤獨面對挑戰的 。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詳細的數字我也記的 不是很清楚了 ，但每當社裡有比較有趣的女士會議 (Damen
Meeting)時，顧問都會詢問我有沒有興趣出席。藉由參加扶輪社例會，讓我認識了很多和藹
可親的社員們，也有更多的機會讓他們認識我的國家 。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因為我們的航行路線是從台北經過阿布達比再到維也納 ，之後在轉國內線到上奧地利
的城市 Linz，有些複雜跟冗長，加上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獨自出國 ，不太敢開口講英文。
幸好在第一段華航的班機上就已經跟空中小姐表明我們是 YEP，在阿布達比那充滿阿拉伯
文的地方轉機的時候才能夠順利 。在維也納轉國內線的時候更是因為我們都有學過簡單的
德文，時間也很充裕，才平安的到達了林茲機場 。
11.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顧問 Harding 夫婦，我的第一個接待家庭寄宿媽媽 Rosa 、兩個雙胞胎姊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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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Julia Kreuzhuber。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從機場開車到第一個接待家庭的路上 ，我看著路旁的景色慢慢從大城市變成郊區 、再
慢慢出現森林、大片大片的草原、農場、玉米田，其實那時候是緊張是擔心是不安的 。一
直想著這家會不會就是我即將要去的地方 ？我去的地方有沒有網路？這兒怎麼看起來沒有
一家商店？而最後到了一個小村莊叫 Kimmerting，眼前出現了一棟白色建築物，一點也不
像傳統的奧地利建築，很大、很亮、很有夏天的感覺，坐落在一片一片的玉米田中間 ，也
就是接下來四個月我所住的地方 。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全奧地利國土面積為 83,871 平方公里，首都以及最大城市為東部的維也納，因為不靠
海，水域面積卻只有 1.3%。總人口約為八百萬人，人口密度約一百人每平方公里 。我所居
住的上奧地利為奧地利面積第四大的省（11,980 平方公里）和人口第三多的省（1,376,797）
，
首都為 Linz。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我在第一到第四個接待家庭皆有自己單獨的房間 ，第二與第三家庭還有獨立的衛浴 。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我認為很多方面都是要慢慢接受的 ，每個家庭的習慣也都不同 ，有些家庭可能非常對
我的頻率，但也有些家庭習慣跟我們大相逕庭 ，需要做溝通。我在第一個家庭，一來是因
為才剛到沒多久，不是很能接受；二來他們家庭很多事情的習慣跟我們時在是有差 ，因此
常常得和寄宿媽媽溝通，也常常我做出一些事情讓他無法了解 ，但我們都很小心的避免爭
吵，用理性的方式溝通，也找出我們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 。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每個人都說，來交換學生是覺得不是變瘦只會變胖的 。尤其是奧地利，奧地利人嗜吃
甜食，幾乎每一個主婦都會自己烤蛋糕 、烤餅乾、烤派，又加上他們的主食大多是麵包以
及馬鈴薯。在夏天的時候，第一個家庭給我午餐的分量常常很多 (不過他們晚餐是不吃熱食
的)，但也因為常常運動游泳散步 ，體重變有稍稍下降。但到了冬天換了第二及第三家庭 ，
經過了聖誕節、新年、以及下雪時除了滑雪之外幾乎沒有運動 ，體重也就小小上升。所幸
到了第四個接待家庭，天氣慢慢回暖，自己下廚的機會也變多，體重才慢慢變回原本的數
字，一年下來，應該算是控制得不錯。
17. 幫忙做家事嗎？
我想，接待家庭能夠接待我，多照顧一個人的食衣住行，我應該要心存感激，幫忙家
事應該是我份內的工作。我會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忙 ，也都會排碗筷、幫忙下廚、照顧寄
宿弟妹、清理房間、曬衣服收衣服，視每個家庭的不同幫忙家事 ，也曾經幫忙在自家果園
裡採莓子，偶爾也要讀自主飯給大家吃 。這些不僅僅是幫忙，藉由做家事，在每個不同的
家庭都可以學到很多不同的事 。例如因為第三個家庭的小孩不是很會說標準德語 ，我也因
為照顧他們學到了很多的方言 ；第二個家庭的父親是廚師，我也在這一年從不會下廚到可
以自己做一桌台灣菜，做家事也是增進接待家庭跟我的關係的好機會呢 ！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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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在每個家庭都是和寄宿媽媽商量較多 ，畢竟奧地利的家庭現在大多還是男主外女
主內，生活上的瑣事找寄宿媽媽商量會比較方便 ，寄宿兄弟姊妹也常常是我商量小事情的
對象，他們給的意見也都很實用 ，而扶輪社的事大多就是和寄宿爸爸商量 。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給每一個接待家庭各一組 (五人用)的筷子，每個寄宿爸爸都有一條上有中文圖樣的
領帶，寄宿媽媽則有中國國畫圖樣的領巾 ，社長家庭以及顧問家庭都有一把中國扇 。另外
我還準備了約兩百個中國結以及一些吊飾 、鉛筆盒以及旗袍樣式的書籤送給交換學生 、寄
宿兄弟姊妹以及學校同學們 。也帶了 20 面社旗以及 20 個台灣胸針送給扶輪社社員。其實
每個禮物都很精美漂亮，他們都很喜歡這些充滿中國風味的小飾品 。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八月一到的時候有一個月的興奮期 ，對甚麼事情都很興奮、都感到很新奇，但大約再
九月十月的時候，新鮮感過了，就常常會不知道該做甚麼、會想家，但因為家裡的網路是
公用，也沒有辦法常常打電話回家 ，那個時候常常感覺很孤獨 。但我會盡量找書來看、找
事情作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時間一久，在學校開始交到朋友也就不會那麼容易想家了 。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開學後前兩個月我都是每堂課和班級一起上課因此不用上課 ，但兩個月後導師說我可
以選七門我喜歡的科目，成績單上將會記錄。因為已經上了兩個月的課 ，我對每個科目都
有一些基本的認識，因此心裡也大致有個底，加上我和同學朋友家人商量後 ，也很順利的
選出了七個科目。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我選擇的七個科目有：數學、物理、美術、德文、英文、英文選修以及生物。雖然說
因為上課的內容真的太多專有名詞沒有辦法真的聽懂 ，他們的作業基本上也不需要做 ，但
數學以及物理老師每堂課會印給我英文的教學講義讓我透過填空做題 目的方式複習我的物
理，生物老師也會請我作和他們現在教的單元有關的專題報告 (ex.介紹台灣的食物等等)，
美術、英文以及英選基本上我都是可以參與可以聽懂的 。自下半學年開始，學校也有幫我
安排和三年級的孩子們一起上德語課 ，藉由較簡單的課文、文法教學，我的德文也可以得
到進步。
另外還有一些我沒有選修的科目 ，像是宗教、地裡、歷史、西語、化學、心理以及體
育，我也是可以隨時參與班級上課的 。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我很喜歡英文選修，它與一班在課堂上的英文不一樣，我們是到圖書館的閱讀區上課。
一個學期老師會有兩三個大主題，涉及英國文學、時事、美術以及戲劇，一個禮拜兩節課，
第一節通常是時事閱讀討論及心得寫作，老師常節錄英國 SKY 新聞與我們分享，吸收時事
之餘更可以學到生活化的英文單字及文法 。第二節課通常是專題影片欣賞 ，我們討論過莎
士比亞及其戲劇《暴風雨》
、愛倫坡、電影《贖罪》
、英國城市 Liverpool、英式運動板球(Cricket)
及愛爾蘭。
在這堂課我了解到了在台灣很難認識到的英國 ，也應為老師曾在愛爾蘭生活 ，他教給
我們的知識很正確也很有趣 ，讓我深深的著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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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跟台灣比起來，我想我可能比較不喜歡這裡的化學物理以及生物 ，雖然課程範圍跟內
容大部分是相同的，但在奧地利他們雖然也是在實驗室上課 ，卻很少做實驗，大部分是在
課堂上聽老師講解或是看老師示範小小的實驗 ，生物更是一次實驗也沒有 。
做實驗是我上物化和生物課的一大樂趣 ，我想，若沒有辦法讓學生實際動手做 ，不僅
很難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精神 、沒有辦法時寄認識到時驗相關的器材以及方式 ，學生學習
這些科目的興趣應該也會慢慢的被消滅吧 。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對，因為學校的人力及物力較不可能讓我單獨安排其他的科目，不過我想這樣也很好，
可以增進和同學相處的機會 。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約三四個月就可以很正常的硬附英文之類的科目的吧 ，其他全德文的數理科目，也
是一直在學習，要到能夠真的完全應付，可能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吧 。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奧地利鄉村的交通真的不是很方便 ，通常都是坐公車上學，有些家庭離學校比較遠或
是路線比較複雜就必須要換車 ，這些公車都是一小時兩小時來一班 ，通常都擠滿要去上學
的學生，錯過了上課就通常就會遲到 。公車到的時間大約都是在七點左右 ，當然是每個家
庭的地點有所不同，有時候甚至還會不來或者是改變時間，跟台北的公車真的差滿多的 。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奧地利的學生吃完早餐之後通常會帶一兩片麵包加上火腿起司之類的冷食 (他們稱之
為 Jause)到學校下課時間吃，學校也會販賣一些麵包三明治之類的食品或飲料，通常在一到
三歐不等，到了放學回家後才會吃真正的午餐 。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每天都是七點 50 分第一堂課開始，禮拜一、四、五是選修的課程可能會有到三點五十
分的八節課；禮拜二和三則是到下午一點半六節課 。但課表也會視當天老師的出席狀況調
整，若老師請假則可能會有 free hour。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在我住的地區附近沒有語言學校 ，但我和學校提出是否能夠幫我安排私人的德語課的
要求之後，我便有和三年級一起上的德語課 。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除了德文是必修之外，我選擇了兩種英文科目，當地的學生還可以另外選修拉丁 、
西班牙語以及法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剛開學時我就和當地的學生一樣繳了約 18 歐元的教材費，拿到了化學、英文、地理、
心理、生物等等的課本，上課時也會視老師的要求發講義 ，通常我都會和當地的學生一樣
也得到一份。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們的學校除了少數學生有參加戲劇及排球隊之外並沒有其他的社團 ，大部分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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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沒有社團活動的，我想可能也不適合以交換學生的身分參加，所以我並沒有參加社團。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因為學校人力的問題我並沒有個人指導 ，但每一個科目的老師都對在學校的交換學生
照顧有加，只要我遇到問題，不管是求助於學校的秘書 、主任、班導、各科老師或者是顧
問，他們都會很樂意的幫我解決問題 。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就我選擇的那七個科目，我在各個學期末也是會拿到成績單以及修習的證明書 ，我在
那七堂課的出缺席也會被記錄 。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因為在奧地利學習的內容及科目跟台灣時在是相差太遠 ，加上語言不同，不一定能夠
完全吸收，直接升上高三應該會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我想回到台灣之後在重新上過一次高
二會是一個比較保險的方法 ，我想學校也不承認在國外那七個科目的學分 。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每一個年級在學期之中都會有一個旅行 ，若是老師們認為交換學生會感興趣的活
動，就會詢問我們要不要一 起去。在這一整學年中，我和五年級的學生們一起參加了運動
周，在高山上體驗各式各樣不同的攀岩 、泛舟等等的活動；我也和四年級同學一起去了維
也納周，參觀了電視台以及很多古蹟、名勝。我的年級也常常會有到 linz 的美術館、工廠、
博物館以及電影院的校外教學 ，透過學校安排的這些活動，我得到了若是自己安排就無法
得到的旅遊經驗，也學到了學校以外的很多事情呢 ！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在去學校的地一天我其實是很害怕也很緊張的 ，因為我並不是在我寄宿姐姐的班上 。
新的班級每一個人看起來都好陌生、好恐怖，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鼓起勇氣和他們講話 ，
我就會喪失這個勇氣一年，不會教到朋友，於是我從問問題開始，用英文開始跟他們交談 。
一開始他們也會覺得奇怪 ，但久了之後，大家開始問起我有關於國家的問題 ，也跟我自我
介紹，最後，一開始和我攀談的三個女生就成為我在學校裡最好的朋友 。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在他們念中學念到八年級 (17-18 歲)下學期時，就會有一個類似學測及指考的大型考試
叫做 Matural，包含筆試以及口試兩部分，為期約一個星期。和學測不同的是，Matural 是
各個學校各自舉辦而非全國統一舉辦，時間並不統一。已經通過 Matural 的學生們可以選擇
直接就業或是上大學，但奧地利的大學也是屬於申請並非統一分發 。在台灣，大多數學生
會選擇上大學，但在奧地利，直接工作就業是比較多人選擇的，Matural 也就是面試以及申
請大學的依據。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奧地利全區為天主教，基本上他們每個學期的開學日以及結業日都會到教堂 ，但平常
在年輕人的生活中，宗教站了他們生活其實算是極小部分 ，他們也會尊重我們的文化宗教
差異，並不會強迫我們跟隨他們宗教的習俗 。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C Rohrbach
扶輪社會員數：約 3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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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Aigen, Rohrbach, Haslach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二晚上七點半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一個月約出席一到兩次例會不固定 ，只要有他們認為我會感興趣的 Damen Meeting 或
是節日的聚會像是 X’man Meeting 都會邀請交換學生們參加 。當然還有我必須做的有關台
灣的 presentation 和回國前的道別我也必須參加，基本上只要不是衝到地區所辦的交換學生
聚會我都一定會去參加。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開始我的零用金一個月有 75 歐元，但大概到了冬天的時候我的零用金調整為每個月
100 歐元，接著又慢慢調高，到四五月時我每個月會有 130 歐元的零用金，對交換學生來說
是非常充裕的。但是相對的我也必須負擔每天從學校來胡以及自己旅行的公車票及火車票
錢。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我曾應心理學老師的邀在心理課堂上做了一個有關於台灣生活的報告 ，在報告之中，
我大略的介紹了台灣的地理位置 、族群、自然景觀、觀光名勝、建築型態、宗教、傳統藝
術，並讓他們了解我們的民俗節慶 、陰曆的由來，也針對了他們想要了解的台灣與中國的
問題做了歷史上的講解。而在這之後，我更設計了一個主題「A DAY IN TAIPEI」，從台
式早餐、交通、學制、學校型態制服、學生活動，到補習班、夜市以及青少年的休閒娛樂 ，
深入的介紹了同年齡層台灣的學生和奧地利學生的不同 。他們也是很有興趣，問題不斷、
驚嘆連連。
在我在接待社做的報告裡 ，我介紹了台灣的位置、簡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淵
源、海岸線(
因為奧地利並不靠海)
、國家公園、宗教、節慶(
尤其他們對我們新年的習俗頗
感興趣)
以及食物，並介紹了台北(
當然他們對 1
0
1煙火以及夜市也讚嘆不已 )
、地區扶輪社、
我的家人以及我的學校。很多的社友都稱讚我表現的很好 ，報告也很幽默很有趣，並稱讚
我德文說得很棒，這個報告也能讓他們更了解我在台灣的生活 ，讓他們也對台灣產生濃厚
的興趣。
44. 對於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在學校作報告時，他們最感興趣的莫過於學校多采多姿的社團活動 (我們學校並沒有社
團活動)、學校各式各樣的制服(在這兒每天穿便服)、上學時間和補習班(遠比這裡多)、台北
的夜生活(從 24 小時的麥當勞、書店到夜市、電影院)。
而在社裡報告時，社友們最感興趣的大概是我的家庭 、我的生活以及台灣的政治發展
和歷史。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奧地利的兩個扶輪社地區 1910 和 1920 常常會聯合舉辦交換學生的聚會 ，包括各大城
市的景點觀光、滑雪營、德文營以及環歐旅行等等 ，非常用心。從每個月大概有一次的交
換學生聚會中，我認識了其他大概一百個從世界各地不同地方來的交換學生 ，大家互相切
磋德文、分享生活經驗以及每個國家獨特的風俗文化 ，每個國家也在節日的時候唱出自己
的歌曲、跳出自己的舞蹈。能夠交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那麼多好朋友 ，我想我真的是很幸運
吧。
第一次到我的接待社例會其實是很緊張的 ，因為德文還不是很會，很怕回答出甚麼令
社友們不滿意的答案，但這種心情一下子就煙消雲散了 ，每個扶輪社社友都對我非常的親
切，也都很關心我在奧地利住的好不好 、還習不習慣，等到多參加幾次扶輪社例會之後 ，
我跟大多數的扶輪社社友都很熟稔了 ，有活動的時候他們也會時常的邀請我 ，我真的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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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我溫暖的接待社呢！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全奧地利的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包含 1910 及 1920 兩個地區)分成大洋洲加亞洲歐洲、
北美洲、南美洲三大區，共有四個地區顧問，負責帶領及規劃我們的旅行 、營隊，也負責
我們和接待家庭、接待扶輪社的各種問題 ，在聚會的時候也會和我們個別約談討論目前交
換學生的生活。我認為他們所提供的交換學生溝通管道很多也很周全 ，更常常舉辦聚會讓
我們學習新的事物，也有到全奧地利的旅遊，增進交換學生間的感情，讓我們就像一個大
家庭一般溫馨及瘋狂。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地區委員會在八月開學前就舉辦了為期兩周的語言營 ，這期間除了每天早上依照程度
分班的德文以及文化課之外，還有各國的自我介紹、才藝表演，周末時也安排我們和 ROTEX
一起去打保齡球、更帶我們到 Hallstatt 參觀有名的鹽坑。
除了語言營之外，每個月的旅行更可以讓我們學到看到很多奧地利不同的風景 。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可能是因為在台北大城市的關係 ，扶論社社員感覺比奧地利的社數量還多 ，女士會議
或是節日、女賓夕時感覺比較沒有那麼多人，活動也較少，並不像我們有那麼頻繁的抽獎 、
參訪以及旅遊活動，但還是會舉辦高爾夫球比賽以及另外的一些活動 ，此外，我的接待社
也沒有成立內輪會。但或許是因為人較少的關係 ，我和每位社友及夫人都有機會攀談 、關
係也較緊密。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3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5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4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7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5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最難適應的大概是外國人的開放以及獨立又直率吧 ，他們念書的時間遠比台灣的高中
生少很多，段考也是考前兩三天念一念就可以通過，甚至八年級即將要面臨 Matural 了也還
是常常去酒吧夜店跳舞，另外男女的性觀念也比我們早熟及開放 。對我來說這是優點也是
缺點，他們崇尚自由、讓學生有毒書之外更多元的休閒活動 ，但也因為觀念的開放以及輕
鬆，很多我的同學們年紀輕輕就必須要定時吃避孕藥以防懷孕，這大概是和台灣不太一樣 ，
讓我很難接受的吧。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因為全奧地利的交換學生時常見面 ，又都從世界各地不同來有著不同的背景 ，因此就
算大家住的地方都不是很相近 ，也可以交到很多很好很不一樣的外籍朋友 ，包含北美、墨
西哥、巴西、芬蘭、法國、日本、厄瓜多、阿根廷等等的國家，我和他們一年下來，不僅
變成好朋友，更從他們身上學到了英語及其他不同的語言文化呢 ！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可能是因為在國外的生活比較健康 ，也常常到森林、野外散步、游泳，奧地利人也喜
愛運動、喜愛爬山，我也常常和寄宿家庭去湖邊游泳 ，雖然說在那裏冬天很冷 、甜食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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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少，但運動增加了抵抗力，因此在奧地利的衣年我幾乎沒有生病 ，有的也只是小小的
感冒而已，健康狀況大致 ok。
53. 當地氣候？
奧地利夏天的氣溫大約在 20-25 度，乾燥但常有雷雨，約在十月十一月天氣漸漸轉冷
制 10-15 度，雪季大多從十一月開始持續到隔年的三四月，冬季氣溫約在-5-5 度左右，但也
常常出現零下十度之類的低溫 。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因為奧地利是沒有制服的 ，所以到學校的衣服也必須稍微準備 。冬季氣溫低，大衣以
及圍巾手套毛帽一定要準備 。若必須要去滑雪，我都和親友們借防水外 套、滑雪褲以及滑
雪鞋。奧地利的物價較貴，但因為我的冬衣不是很夠 ，因此也到當地購買了一些衣物 。
除此之外，每個學校一年都會辦一次畢業舞會 ，冬天各個地方也常常辦舞會 ，我們必
須準備長禮服。又因應一些扶輪社例會的需要 ，以及介紹台灣文化，我也帶了幾件改良式
的旗袍上衣方便在特別的場合時能夠穿著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以及機票我都是裝在袋子放在房間隱密的抽屜裡 ，我的顧問也在我一來的時候就
幫我申請了一個銀行帳號 ，每月的零用金以及電話費就直接從那裏匯款及扣款 ，因此身上
不會有太多的現金，也因為奧地利是一個智安非常良好的國家 ，所以一年下來我的貴重物
品都很平安。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從台灣帶過去的徽章因為數量不多都已經全部交換掉了 ，而我交換到的，除了各國美
國各州的徽章之外，還有髮圈、手環、別針、小玩偶等等，數量很多，數都數不清呢！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和交換學生們或是寄宿家庭 、抑或是和朋友自助旅行到過維也納 、薩爾斯堡、因斯
布魯克、格姆登、Schladming、格拉茲、捷克、德國等等的地方，幾乎算是跑遍全奧地利
南北。最好玩印象最深得一次 ，當然就是和全體奧地利交換學生一起做的環歐之旅了 ！在
這個為期快三個禮拜的旅程中 ，我們從林茲出發，到了捷克、德國、法國、比例時、尼德
蘭、安朵拉、摩納哥、西班牙以及義大利等等十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深具吸引力的地方 ，
這場環歐之旅為我和朋友們留下了最快樂最美好的回憶 。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我在留學中最快樂的事情莫過於跟寄宿家人和朋友相處了 ，我喜歡和第二個寄宿媽媽
跟兩隻可愛的臘腸狗就泡著一杯茶做在客廳閒聊消磨一個冬天的午後 ；我喜歡和雙胞胎寄
宿姊姊赤著腳到鄰居家摘果子再回來自己做成果醬 ；我喜歡陪第三個寄宿家庭 的弟弟妹妹
一起玩滑雪、玩芭比；我喜歡自己躺在家裡農場的大跳床上聽著歌看著晴空胡思亂想 ；我
喜歡幫寄宿爸爸下廚；我喜歡和朋友們坐在午後的校園裡閒聊 ，或者說，聽他們閒聊；我
喜歡自己坐火車去旅行；我喜歡在放學的小小路上唱著歌 。對我來說，在奧地利的生活是
自由且不受拘束的，在這裡的時間不像在台灣那樣緊迫 ，暫時沒有升學的壓力，在奧地利
有著最自然、最清新的的生活，這就是我留學中最快樂的事 。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獨自一個人在奧地利留學 ，雖然有顧問、有寄宿家庭、有同學及朋友，但是他們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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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我真正的家人、很熟稔的朋友，在這裡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承擔 ，遇到了困難以及麻
煩不能喊一聲就有父母幫我解決 ，有時候在學校遇到了挫折 、被白目小孩子嘲笑或是被別
人開不高興的玩笑，只能夠自己獨自承受，自己思考了之後再重新站起來 ，和同學分享也
不一定會被理解，雖然知道這是留學比經的過程 ，但還是得自己慢慢的適應 。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這一年來，在語文方面，我的英文進步了很多，以前在學校學到的都只是讀和寫 ，很
少有機會說英文聽英文，和從美國、加拿大、澳洲來的朋友們相處之後 ，為了更快速的融
入大家，我的英文也在不知不覺中變 好了，到了最後大家都稱讚我 sound like American 呢！
當然我的德文也已經從一竅不通到可以用德文和朋友正常對話了 ，這真的是等於在台灣苦
學幾年的效果呢。再者，我也變得比較大方，可以一下子就和人侃侃而談這一年的經歷 ，
不怕和陌生人開口說話、問路，感覺說起話來也比較成熟，更加強了遇到緊急事情的應變
能力，可以更沉穩、冷靜的解決問題，又因為看過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對不同的種族、語
言及文化都有更大的包容性 。第三，在生活方面我也看到了很多 ，學到了很多，不管是在
烹飪、運動、旅遊方面，經過了一年的摸索，也慢慢的可以獨自完成很多事情。最後就是，
經過了在一年在國外的生活後 ，我發現我更了解台灣、更喜歡台灣，在與外國人應對問答
當中也思考了很多關於民族與國家的議題 。從這一年當中，我真的學到了很多很多。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我在這一年學到的很多東西都是很生活化的 ，我增強了很多毒自生活的能力 ，我想這
有助於將來自己生活、工作以及求學，抗壓性也相對的增加了。而第二外語是我獨特的能
力，我想我會找機會繼續進修 ，不會放棄這個珍貴的能力 。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我想這一年的經驗絕對有助於之後再 申請大學、求學找工作的路程，而在這一年我也
學到了非常多有關於歐洲的地理 、人文、氣候，也發生了很多有趣、新奇的事情，我想這
個經驗，是說很久也分享不完的吧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其實一開始還沒有出國前我自認到國外一定會很輕鬆 、很順利得一下子就交到很多的
朋友，因此在語言周一開始都很積極的找人聊天 ，但是卻發現，我的英文根本跟不上那些
native speaker，西班牙文更是壓根就一竅不通，除了能夠耐著性子聽我緩慢又蹩腳的英文的
人之外，我沒有辦法教到外國朋友。整的 Group 一半是北美人、一半是拉丁美洲人，亞洲
人只有四個，又有兩個是從日本來的我也很難和他們溝通 ，這才發現交朋友不是我想的那
麼簡單的，因此一度很挫折。但隨著時間過去，我交到了兩三個好朋友 ，藉由跟他們談話
我提升了自己的英文能力 ，久而久之就可以和大家用英文溝通了 ，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我並不是很了解有哪些團體機構也舉辦了交換學生的活動 ，但曾聽接待家庭說過 RFS
也有類似交換學生的計畫 ，那似乎是半年制且不用一直更換寄宿家庭的 。我在這一年中換
了四個家庭，雖然有時候要一直整理行李有些麻煩 ，但我卻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能夠體驗
不同的家庭，學到更不一樣的事物。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不要害怕開口講英文，外國人都是很親切的而且誰不會說錯呢 ，要勇於開口嘗試才
會進步。
2.要勇於跟人攀談結交新朋友 ，不要被動的等人來找你，害羞不是做交換學生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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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度。
3.培養抗壓性，不要一遇到挫折就到處找人訴苦 ，即使事情不是在你的預料之中也不
要一直抱怨，所有事情都往好的一面看 ，交換學生不是輕鬆自由行 。
4.敞開心胸接受新事物，每一個國家的文化、民族性都不相同，不要一味的想到，我
在台灣是怎樣怎樣的、在台灣吃的東西是怎樣怎樣 ，愛自己的國家自己的傳統固然好 ，但
有時也要學著入境隨俗。
5.學習自我約束，脫離父母一年不代表讓自己放縱 ，這一年之中會遇到很多誘惑 ，要
學著明辨是非、控制自己。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其實目前還沒有決定好以後要就讀的方向，但經過這一年，我想我可以從是一些國際、
外交方面的工作，因為在這一年裡面，我發現台灣真的是一個好小好小 ，對歐洲人來說好
遙遠好遙遠的地方，很多人不知道台灣也在北半球 、很多人不知道台灣在日本以南大陸以
東、很多人不知道台北 101、很多人不知道台灣這個寶島蘊藏著很多美麗的事物 ，甚至很多
人不知道台灣這個地方。我希望能夠靠著一己之力來提升台灣的國際地位 ，讓大家知道台
灣、了解台灣。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我很感謝能夠參予國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 ，我真的希望這一個計畫能夠長長久久的持
續下去，讓世界各地有抱負、有理想、有憧憬的青少年們能夠體驗到不同國家的不同生活 。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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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交換學生歸國報告書 08-09
姓名:黃治瑄
住址:台北縣板橋市忠孝路 4
6號 3樓
聯絡電話:0
28
9
5
2
1
5
3
5
派遣社:
台北永樂社
接待社:Bruxelles Foret de Soignes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華江高級中學
派遣國及地址:比利時,
布魯塞爾

§接待家庭
第一個家庭 時間: 08/18/2008~01/10/2009
姓名: Chalon
職業 Host Dad: Didier Chalon 高中數學老師 Host Mom: Brigitte Chalon 生化科技
是否為社員: 否
家庭成員: 大姐 Morgane 醫學系,哥哥 Barnabe 墨西哥交換學生,妹妹 Salome, 貓 Mimi
第二個家庭 時間: 01/10/2009~04/18/2009
姓名: De Viron
職業 Host Dad: Hubert De viron 普通上班族 Host Mom: Regine De Viron 家庭主婦
是否為社員:否
家庭成員: 大姐 Helen 台大短期學生英文系,二姐 Sarah 巴西交換學生,妹妹 Joe,狗 Jack
第三個家庭 時間: 04/18/2009~07/23/2009
姓名: Van-Nuffel
職業 Host Dad: Eric Van-Nuffe 生化科技(新流感疫苗) Host Mom: Anna Van-Nuffel 教授
是否為社員:否
家庭成員: 大姐 Gosiane 戲劇研究所, 哥哥 Oliver 法律系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Q:在哪知道此計劃?
A:學校的交換學生和學校教務處公告 .
Q: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
A:是因為高中的生活不是我預期的那麼充實 ,再加上我希望我有一個實際的經驗 ,學習其他
語言也好,更希望能交到更多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 ,不要只侷限在書本上,作者看到的!
Q: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 ，或者聽他人之勸？
A:志願!家人也很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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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準備期
Q: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A: 其實在這期間一直很擔心會不能去,我ㄧ直認為不一定所有的人都可以去 ,太多關卡了,
對自己很沒有信心~連第一關面試看榜單時手抖的超嚴重 .把它當成基測放榜一樣!!可
是之後我超級期待,巴不得我可以馬上飛到那裡 ,所有的東西我都親自準備 ,了解所有的
文件規定,上網找資料,看旅遊書,甚至都想好要怎麼去旅行了呢 !
Q: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A: 這是必然的結果!魚與熊掌不的兼得,這就是我ㄧ年的代價.感覺沒什麼大不了的!
Q: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A: 我三月時就收到我接待社和所有必須的文件 !但不知道是在荷語區?法語區?甚至是德
語區?!所以等到我收到我第一個家庭的信時 ,馬上就到語言中心報到,學些基本的對話
和單字.還找了許多教材,CD,網站要一起帶去比利時.
Q: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A: 比利時是我的第一志願
Q: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A: 只有 4 次吧?! 我們這屆我記的我們沒有跟外籍交換學生交流阿 ,連環島都沒有!!= =說
實話,除了學長姐講他們的經驗時 ,獲益良多!從當中可以學習不同的方法解決問題 !其他
的時間都是重複照念”交換手冊”上寫的東西,而且時間都分開,很困擾!
Q: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A: 1 次.只是大家吃吃飯,我上台做自我介紹和謝謝而已 !現在和比利時扶輪社的例會比起
來真的很無聊和冷漠!

§到達派遣國家後
Q:
A:
Q:
A: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ㄧ切都很順利!過海關的時候也是很順利.沒有被特別的找麻煩或是刁難 !
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顧問拿這我的名字的紙和扶輪社的標誌 ,我的第一個接待家庭全部 ,除了大姐以外,
因為她當時在南美洲旅行 !

Q: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A: 大尖叫!!比我轟媽之前寄給我的照片還要美 !當時的天氣我還記得是微涼 ,進到屋子的時
候裡面的設計整個讓人很溫馨 ,我轟爸準備ㄧ份簡單可口的三明治給我 !房子裡有一股
特殊的味道~每次我只要再回到我第一個轟家我都超想念的 ,會喚起我的記憶!轟妹和轟
哥很害羞,不過他們對我超好,介紹他們朋友給我認識,裡面包括我未來學校同班的朋友 !
我轟媽準備了很多派對,ㄧ下次就要我融入整個比利時的生活 ,我也常常跟轟爸溺在一
起煮飯,他是一個天才的廚師阿~我也學了不少做蛋糕和道地比利時料理 !
Q: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A: 布魯塞爾,比利時首都. 161.38 平方公里 140,000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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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交換家庭
Q: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A:三個家庭都有獨自的房間 ,甚至有衛浴設備.
Q: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A:我的三個家庭型態落差太大 ,第一個家庭自由,思想開放,加上已經接待過四個學生,所以
我再那裡感覺就像是我家一樣 ,沒有任何的磨合或問題.第二個家庭比較封閉,每個人都
躲在他們的房間裡面,還有一隻老狗從來沒有洗澡 ,有因為我在第一個家庭待了近 6 個月,
所以很沒有辦法接受這麼巨大的轉變 !第三個家庭只有我和接待父母 ,是對固執的老夫
婦!所以我很孤單在家裡,他們也不准我出去玩或是邀朋友來家裡 !很痛苦的三個月.
Q: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A:沒有,大概 5 公斤左右吧~~
Q: 幫忙做家事嗎？
A:雖然他們都會說沒有關係 ,但是我會幫忙擺碗盤和收拾餐桌 !
Q: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A:不一定,但在比利時的家庭,他們都會把事情一起拿出來討論 ,所以跟誰講都一樣~大家最後都
會知道!但在第一個家庭我跟轟爸和轟姐比較容易討論 !
Q: 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A:旗袍,春聯,筷子!
Q: 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A:沒有想過耶~想食物倒是很多!!反倒是要回去台灣時,我怕我有對比利時的思鄉病 !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其實換家庭這件事有利有弊 ,當然你會遇到你很討厭的 ,這時換家庭對你來說就是 ㄧ大的救
贖阿~~但是當你很喜歡的時候,死都捨不得離開他們,這時就要學會如何調整心態 !
重要的是,不要拿上一個家庭的標準來衡量下一個家庭 ,上一個家庭的習慣帶到下一個 ,要懂
得變通,每個家庭都是獨特的,獨立的,其實如果過於堅持,受傷煩惱的事自己.給自己帶來一些根
本是不必要的無聊煩惱!
很多事都是很抽象的,我們每個人想的,碰到的又都不一樣,自己想通,融入家庭生活比較重
要.而在比利時,父母跟孩子之間是沒有隔閡的 !你可以大聲說你不要,你不想.可是不代表說你應
該注重的禮貌就可以沒有 ~再說出反對的意見的時候,他們同時有會依同討論出其他的方法解
決問題!所以盡量的講出你的想法,不要總是說”好” 或是”我要”.適時的提出你的想法會讓事情
變的你比較喜歡!

§有關學校生活
Q: 選課時找誰商量？
A:會有ㄧ位級導師負責整個年級的事務 ,可以找他商量!
Q: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A:法語,荷語,數學,英文,體育,生物,化學,物理,美術,歷史,地理,政治學
Q: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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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英文,美術,歷史~好接觸,老師人很好,在語言上比較沒有太大的問題 !
Q: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A:沒有耶~我還蠻喜歡學校的氣氛跟生活.
Q: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A:相同,但是除了必修的部分如法文 ,荷文…部分,大致上還是有分類,你可以選擇你喜歡上
的課程,總共有九組課程.五大類,拉丁,數學,經濟,語言,美術.不同的組別在自然科跟數學
科上的比重又都不一樣!
Q: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A:半年左右,但事實上妳都懂他們在敎什麼 ,但是問題是出在語言方面 .那個要時間的等待.
Q: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A:搭乘捷運或是電車為主要的兩種交通方式 .30~50 分鐘不等.不同的家庭,距離都不ㄧ樣.
Q: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A:可以在家準備,或是在校購買或在校的自助餐廳吃 ,校園附近的三明治店,學校有提供免
費費的湯和麵包!主要是簡單的三明治和水果 !
Q: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A:正常是早上 8:10 分第一堂課開始,4:30 結束.星期三則是半天課到 12:40 分,但會因每個
人的課程時間不同,會有ㄧ兩天比較晚上課,或是早放學!
Q: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A:我有想去,可是在比利時的扶輪社超級注重學校 .所以她們會強制我們不準翹課和準時到
校.甚至要參加小考跟段考!
Q: 有語言科目嗎？
A:在學校,法文,英文和荷語是必修的課~分別有五個小時四個小時,和四個小時!選修的
份為德文和西班牙文.因為比利時有分語言區的國家,所以如果是法文學校就是以法文授
業,但會有荷語的相關課程~他們學荷語(或法語)的年紀就相當我們從小學英文的年紀 .
Q: 學校提供教材嗎？
A:我的學校是借學生一些必要的教材 .等到學期末一起歸還,這邊沒有教科書這種東西 ,是
老師準備課程並發給學生相關的紙張 ,學生必須有ㄧ本資料夾來整理.
Q: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A:沒有,我的學校並沒有社團制度 .
Q: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A:學生在學期初可以選一位輔導老師 ,之後這位老師會幫你解決學習上的困難及發成績單 .
Q: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A:不算學分,他們試用百分比的方式評鑑學生今年度的合格率 !關於六年級畢業的問題,我
不曉得,因為我是在五年級!
Q: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A:不承認,是無效的.
Q: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A:在五年級沒有旅行或是戶外活動 .
Q: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A:超多好朋友的,ㄧ開始是會說英文或是比較大膽的 ~但是我幾乎跟我們那個年級女生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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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ㄧ片,因為會跑班和混班上課,學校的人很快就會像大家庭一樣 !
Q: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A:在比利時是”免試升學”,只要提出申請,剩下的只是選擇什麼樣的學校你想要去 ,教會學校
或是非教會,法語學校或是荷語,和你想要讀的科系.比較特別的只有醫學系讀完第一年
後要考試,不過過關率高達 97.7%,但因為有名額限制,所以過了門檻,不一定可以繼續讀
二年級.只有唯一一個科系需要先考試 ,通常大學為五年制,三年學士課程,2 年碩士課程.
但你可以只讀三年!
Q: 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A:學校生活對交換學生來講真的是 ㄧ大折磨,無聊又聽不懂,可是能交到很多朋友,學語言
很快的地方,可是說真的,這邊學校放假的次數和時間簡直是天堂阿 ~三不五時就放假!而
且課程真的不會很死很硬 ,可是真的很難真心的說去喜歡學校 ,所以希望大家至少不要厭
惡恨他就好了!大部分的學校是沒有制服制的 ,所以我認為倒是個好機會學習如何不用花
很多時間”梳妝打扮”~~
關於宗教部份,這邊並沒有很明顯,不但有很多不同的人種,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家
人也不會強迫上教堂,學校的宗教課程也可以選擇你喜歡的 ,或是選政治學!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Bruxelles Foret de Soignes
扶輪社會員數：50 多人左右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Tennis Club’s restaurant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一晚上 7 點: 社內公事討論 每個月最後一個禮拜一為晚餐聚會
Q: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A:一個月一次,總共三個交換學生參加.大部分的社員出席,交換學生的社交,有時會有設跟
其他國家的社交流,或是特殊專題的演講!
Q: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A:65 歐一個月,每月出匯入指定的戶頭.當初 Guarantee Form 上沒有寫!
Q: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A:在比利時,在交換學生回國前,必須要在社內做ㄧ次簡報,老實說沒什麼大的迴響,對他們
來說台灣真的一個很陌生的國家 ,向其他厄瓜多或是加拿大的報告反映就比較熱烈 !而且
大家很喜歡問台灣跟中國獨立的關係比較偏向政治的問題 !
Q: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A:政治,台北 101!
Q: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A:交換學生會議最主要只有兩次 ,ㄧ次在 8 月中就像歡迎會,另依次為檢討學笑,接待家庭,
和語言的考試! 地區活動為不定期舉行,比較以戶外活動為主,向泛舟,露營,等.
Q: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A:由 Rotex 帶領,不論是任何方面,我們只要努力的玩就好了 !不會被限制東限制西的.就好
玩的依次就是今年 outbound 的學生的講習會,為期三天再山上一個別莊舉行 ,我們
inbound 就要負責介紹我們的國家帶活動 ,然後跟 outbound 的一起睡覺…真的很好玩!
Q: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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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沒有阿~除了第一次講習會以外,並沒有類似這樣的課程~因為根本不需要阿?!
Q: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A:這邊的扶輪社跟台灣的比起來 ,真的思想比較開放,很容易跟他們就跟他們打成 ㄧ片.反
過來說,台灣的扶輪社實在是太過拘謹了 ,”階級”也特別明顯!而且這邊的社裡的公益活動
是大家非常踴躍參加的,也不會事後再那邊照相放到 ”豐功偉業”裡.他們會請聽學生的想
法和說詞,不會只是單方面的誤解!而且例會真的好玩太多了,我記得在台灣的第一次立
會在餐桌上講的都是生意 ,你做什麼的…,我超愛我的接待社的大家 .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4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6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6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0 個月）
Q: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A:天氣的部份吧,第一次街觸到這麼冷的冬天 ,下雪地上又結冰,風吹到臉上都冷到想哭,不
過時間久了以後就習慣啦 !也找到走在雪上的訣竅.沒什麼大問題!
Q: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A: 學校的同學是第二好的~其他同屆的外籍學生才是真正的朋友 !大家不外乎湊在一起跳
舞喝酒,尤其是在交換期間有相同的想法和經驗 ,真的很容易大家就是ㄧ家人,我和我最
好最好的朋友一起約定我們一定要 再見面!
Q: 你的健康情形呢？
A:小感冒以外,現在最嚴重的應該是食物過敏 ,痘痘發炎,臉腫的想豬頭一樣!
Q: 當地氣候？
A:晴時多雲偶陣雨!這邊的天氣三不五時就會發瘋 ,連比利時他們當地人都恨透天氣了 !
Q: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都可以,不過還是要看你去哪個國家吧 ~我當初我的哄媽很好笑的跟我說我只要帶錢 ,護
照,字典,信用卡就好啦~因為會瘋狂購物!冬天因為室內都會開有暖氣 ,所以大部分的學生
裡面穿的跟夏天一樣,無袖,不過出門時加一件禦寒大衣而已 ~建議在當地買,因為你的轟
家可以給你建議,你也不用因為這件大衣服在煩惱你的行李要怎麼塞 !
Q: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A:自行保管.不過依每個社的不同,有些會收為保管.
Q: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A:整個西裝外套吧,數不玩咧?!
Q: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A:在比利時的好處應該就是超方便去別的國家玩吧 ,當天來回都不是問題!自助旅行是最棒
的事情!
Q: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A:我跟我第一個家庭在一起的時候是最棒的時光 ,ㄧ起瘋,傷心流淚的時候有人陪,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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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聖誕節的晚餐,第一次去巴黎,好多好多的第一次,我真的很捨不的離開他們 !
Q: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A:苦事就是語言和學校吧,語言不通一開始是很痛苦的 !在學校很孤單的上課,很孤單的吃
午餐,不過這些情況除非你用最快的速度學會語言 ,和大膽的接觸同學,要不然一整年你
都有可能是自己一個人!
Q: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A:應該是學會如何控管時間和金錢的分配吧 !因為在這裡,沒有爸爸媽媽在旁邊盯你 ,一開
始過的逍遙自在,可是久了以後你就會發現你浪費的好多時間 ,做無意義的事情.錢的部
份也是,65 歐領到時會覺得自己好有錢 ,可是對於歐洲高消費來講 ,65 歐一個月可是要精
打細算的說!我認為這是我學到最大的部份 !
Q: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A:在學校裏,沒有教科書的教學方式,我學會了如何整理筆記和考試方法 .所以我想我回去
以後應該會用這一套的好方法來幫助我趕快敢上學校的課業生活 .畢竟已經一年沒唸書,
希望能用最短的時間補回來 !
Q: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A:待人處世和容忍度大增!!這題到底是什麼~不知道怎麼回答?= =
Q: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A:都跟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就重新適應 !從 0 開始,所以對我來說只要是
新的東西讓我體驗,讓我看,我就會抱著高度期待!沒有什麼難的!
Q: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A:我覺得扶輪社的制度比其他的組織向 AFS 或是 AUSYA 好太多了,不但換家庭這個方式
和許多活動,比起其他的組織方案,扶輪社這個計畫很健全!
Q: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A:注意自己居留證上的期限,在歐洲國家的你們,希望多到別的國家玩玩,善用申根簽證!
多多參予接待社的活動,真的很好玩!還會有意想不到的”贊助”.
寫日記或是網誌的方式可矣讓你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麼 !
基本的廚藝是必備的.讓自己變的跟當地人一樣 !成為你第二個家!
Q: 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A:繼續完成兩年的高中學業 ,希望能考上理想的大學和心目中適合自己的科系 !
Q: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A:講習會最好都能湊在一起吧 ,像在比利時,三天的講習會中前兩天為學生跟 學生的互動!最後
一天為家長的部份,還順便接小孩回家!我覺得這個方式不但好很多 ,大家在時間的安排上也不
會有許多的困難! 和 Rotex 能夠實質化,希望扶輪社相信大家經過一年的洗禮 ,大家能做的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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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黃耕典

住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電話

(02)27175850

303 巷 22 號 6 樓
派薦社：建成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萬芳高中

接待社：Newport News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Ken Hudge

職

業
年 齡
保 險 業 50+

是否社員
是

印刷業

是

家庭成員
Cindy(夫人)

務
Bruce Breeger

月
46

J-lin( 夫
人)

William
Keatly

接待期間
8 月到 11

搬 運 工 65

是

12 月到 3
月

Cole( 兒
子)
Jilian(女兒)
Ginny(夫人) 3 月到 7 月初

程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家中本身就是扶輪社友,姊姊前兩年也曾到加拿擔任交換學生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增廣見聞，想出國讀大學,稍微先了解國外生活情況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一開始是爸爸不斷的提,之後轉為個人動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一方面對於自我的成長與認知即將要做一次大步的跨越感到驕傲與期待 ,但同時對以早已
習慣的安逸的生活環境又無法放手 ,尤其是學校生活中所有的同學與老師早已有一定的交情 ,感
覺是有點悲喜交加.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只能說 It sucks!
雖說一年的交換期間帶給我們的是成長與學習居多 ,但對於自己的同學,一起認真的夥伴幾乎一
舉的要的要將他們放下。
在國外好不容易交到的朋友老師也在一年結束時又要分離 ,而回來的我們是是時尚感到極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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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徬徨,台灣的課業壓力,其他人眼光與輿論的壓力 (現在還是很多人認為交換學生表現應該
更好),在學校的同學們也早變成了學長姐 ,而我們要面對的又是一門新的環境 ,新的人事物,老實
說不是不可開交,而是心力交瘁!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上英文課(單純請美國籍老師對話)練習寫作(用英文寫信)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美國 在我的 list 裡面,所以這題就不回答了,我沒有經歷到這段 ==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驗，
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對於出國所需要的交際技能與熟悉環境的適應力有極大的幫助 ，簡報上有很大的收穫。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10 次以上
他們的扶論組織似乎比五在台灣所看到更劇組織性和向心力 ,同時我很欣賞他們有一種
happy dollar 的活動,付一塊美金便能和全社分享本周發生最快樂的事情 !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太大的困難,只是有點累而已,轉機轉 3 次!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 host family
、我的輔導員、接待社社長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非常的期待。驚訝,美國的生活環境與台灣非常的不同 !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山明水秀,附近全是歷史名勝，約 10 萬人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非常好,沒有問題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健康(我瘦了約 5 公斤左右)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洗碗,掃地,翻新花園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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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都非常的開放與交流
主要的重要事件向扶輪社例會時間等等是和 home 爸討論(home 爸之前是負責東岸交換
學生的主委)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高雄美濃的紙傘、給 home 媽中國事的水晶項鍊(琉璃工坊
中式的書籤(祀神的雕刻)鐵的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完全不想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選課輔導室，主要還自己的決定 though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數學(代數 2)、11 年級英文 honor、US history、吉他中階班、Show choir、
Mix choir、11th Chemistry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Show choir、充滿創意與創新，常常比賽和練習大家感情也非好 ,本身也熱愛音樂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沒有特別 課程都很順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的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1 個禮拜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走路 5 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有時在校裡餐廳吃
有時同學開車大家一起出去吃飯 (need a pass)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 點半到 2:05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英文 11 年級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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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青少年學校的扶輪機構(每校都有)
Gay and straight club(討論不同性像所免臨的問題 )
、大約 6 小時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 ,學校與扶輪社都各給我一個輔導員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可以,但是要從 9 年級開始算!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並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畢業旅行、Choir spring trip
、環美 (2 次)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非常多，剛到沒多久就開始建立人際關西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美國的升學率跟台灣有得拼 (一樣隨便考上大學)
社區大學和正是大學一堆 ,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有些大學前世界 100 名,而貪玩卻沒有如此優
良的大學去就讀!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學校主要以輕鬆隨遇而安的心境面對 ,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Newport News
扶輪社會員數：40-5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James river country club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 2 11 點到 2 點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4 次，非常和諧愉快融洽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 美金，一樣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13 次 不同場合 有向各個學校和 3 個不同的扶論社演講，很熱烈(通常)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都市人口、兩岸問題、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台灣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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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非常的熱烈也深入當地高中網羅優秀青年參加交換活動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說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當地的扶輪社讓管道更熱心也更積極參與社區深入人群中去和不是扶輪社社友的人交流 !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0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0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0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0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0 個月）
應該說我馬上就習關了,連老師都說他們不相信我不是從小在美國生長的亞洲人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
嗎？
全都非常順暢，為一的適應不良只有有些在下城的黑人會有很強的種族意識
,有時會欺負亞洲人!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 好友嗎？
有,就是各個不同國家來到美國的交換學生 (交換學生會議)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開始有變胖得情況,之後和同學一起健身(天天),變瘦也開使養身
53. 當地氣候？
涼爽宜人，夏天有些悶熱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沒有,單純很平常在台灣穿的,只有冬天必須稍微再多加件厚外套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放在小箱子內鎖起來!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不多,我當地的交換學生只有 6 個(但是我所得到的遠遠超過徽章 !)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紐約,和其他畢業生!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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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 choir 比賽，Show Choir 的練習，全地區聲音滿分地一名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種族歧視，就單純的去了解去諒解與包容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太多太多了 請閱讀我的月報告!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融入生活,習慣於生活最後變成自己在台灣生活的一 部分!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一定會又像出國讀大學等等的 ,會有極大的幫助!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好像沒有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優點:讓我們有非常美好且成長極大的一年
缺點:要延畢一年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要對自己有絕對自信
隨遇而安
固然隨遇而安但同是要有所堅持有所抵抗
多參與校內各種活動
放下在台灣的羈絆,從新開始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即將就讀兩年的高中
畢業後計畫要考美國的音樂學院
目前最校要讀的大學是 NYU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因該要那些即將出國的親黏們如何交朋友 ,如何主動開口!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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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80 地區交換學生歸國報告書
姓
名

住

陳詩婷

址

台北縣板橋市三

電話

0919610068

民路二段居仁巷

29633588

40 號 5 樓
派遣社：台北羅馬

原就讀學校：華江高中

接待社：Vittsjö Bjumnu 派遣國及地址：瑞典 Eljalt 4184 282 93 RÖKE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名

Svensson

職
業

年
齡

是否 家庭成員
社員

老師

50

否

接待期間

Eric(21)

(7 月底 2008~10 月

(母)

Anna(18 交換去澳

2008)

工人

洲)

(父)
第
２

Håkansson

老師
(母)

50

否

Emil(21),Malin(20)

(11 月 2008~2 月 2009)

Maja(18),Per(16)

植木
(父)
第
３

和第一相同

(3 月 2009~7 月底 2009)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媽媽是扶輪社秘書,所以常常聽到相關的事情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說之後就沒有這種機會了 ,而且有這種機會很難得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高一時媽媽有問過我一次 ,但那時覺得不敢去,但高二時再問我,我就有不同的想法了,變
成自己想去的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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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可以和外國人交朋友,體驗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不安:怕學不好當地的語言或融不入別人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比較捨不得應該是不能和好朋友一起讀書一起畢業 ,有點難過這樣,而且
我是高二升高三去,回去後馬上要準備考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準備好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其實有想過找瑞典語老師 ,但最後還是沒找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其實我填的志願國家都沒有太大的了解 ,只是對這些國家多一點了解而已 ,
我的是第二志願,是有一點失望,誰不想要第一志願被選上 ?但結果知道了,
就自己去增加對那個國家的知識 ,就漸漸會喜歡上接待國了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就像是打電動看祕技一樣 ,可以提早知道自己可能會遇到的事情 ,因為我去
得國家比較少人去,所以還是靠自己,但多少還是有用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我的扶輪社是一個很小的社 ,也沒有那種很正式的例會 ,很自由,很有親切

感,像是有音樂劇

或比較有趣的活動他們就會邀請我去參加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班機誤點,在過境旅館睡一晚,還好有一家人從台灣和我一起住 ,就還好,因行李沒出來,
害我等好久,下一班又差點錯過,在機場裡奔跑,還好也是有遇到一個台灣人幫助我 ,覺得自己
很幸運
11.誰到機場接你？
轟爸轟媽 第二個接待家庭的轟姊 扶輪社接待員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第一次看到那種類似陽明山上的 別墅那樣,超大又超漂亮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有點鄉下,到處都是森林,人口

有關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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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很大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我覺得我整個就像在度假 ,很享受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食物種類沒有台灣的豐富 ,所以不會有嘴饞的問題,胖了 1 公斤吧(這樣算胖嗎?)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會幫忙擺餐具,收餐具,不用洗碗,因為有洗碗機^^,定期打掃自己的房間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轟媽,她幫我好多事情,也教會我處理事情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一堆中國結小吊飾,台灣的 T 恤,筆記本,小包包,瑞典人很棒的是不管你
送什麼他們都很高興,逢年過節或有人生日我都有送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其實還好耶,我也以為我後想家想的很嚴重 ,因為我超依賴人的,但很神奇
的是,家人想我還比我多咧,只有一開始和最後快回家時有想一下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校長有問我喜歡什麼科目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瑞典語 英文 戲劇 音樂 美術 舞蹈 體育 唱歌(多美麗的科目阿)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舞蹈,因為國中時有學過 2 年,但因為要考基測的關係就停了 ,還可以再跳舞很開心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戲劇,也不是不喜歡,課程對我來說很新奇,只是要演戲會放不開(很害羞)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我的班是音樂班,不用學太多學術性的東西 ,而且我是交換學生所以每一
堂課幾乎不是和同一個班級一起上的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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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半年左右吧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大概都是坐早上 7 點多的公車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有像自助餐那種的餐廳 (不用錢)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每天都不一樣,但早上上課最早 8 點半,最晚 10 點,放學的話,最早 2 點,最晚 3 點半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去那種教移民過來小孩瑞典語的學校
31. 有語言科目嗎？
只有瑞典語和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教材都不用買,學校會借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合唱團,一個禮拜一次,有時假日去教堂唱歌,不用錢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沒有,瑞典打分數只有 IG(不合格) G(合格) VG(很好) MVG(非常好)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應該不能吧,因為算分方式不一樣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沒有旅行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一開始是我轟媽女兒的朋友們帶著我熟悉學校 ,就慢慢變成好朋友,
每一堂課也跟不同的班級 ,都有幾個朋友,在我聽的懂瑞典語的時候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瑞典沒有那摩崇尚一定要上大學這個觀念 ,很多就直接去工作了,不像台灣
大家都有一定要考上大學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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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有任何活動盡量都要參與 ,自己主動和別人說話,宗教大家也只是偶爾會
問你信什麼教而已,也沒有太大的關係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Vittsjö Bjumnu
扶輪社會員數：20 人左右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當地的一家民宿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一個禮拜一次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不一定, 扶輪社沒有說我一定每次都要去 ,很自由,很有親切感,像是有
音樂劇或比較有趣的活動他們就會邀請我去參加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 600 克朗(大約台幣 2580)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2 次,一次是在我的接待社,一次是在我第二個轟爸的扶輪社 (不是我的接待社),我把英
文全部改成瑞典語(轟爸有幫我),因為那時瑞典語不是很溜,但他們聽到我講瑞典語他
們都很高興,還覺得我很厲害^^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和大陸的關係之類的,地理位置,他們會以為台灣就是泰國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幾乎一個月和其他交換學生聚一次 .還有滑雪營,環歐旅行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有一次是把瑞典的 Inbound 和 Outbound 聚在一起,叫我們和他們說在
瑞典當交換學生的事情,不像台灣有這麼多次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剛來瑞典時扶輪社有 6 天的語言營活動,先讓大家互相認識,也對瑞典語
有些基本的了解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扶輪社常常用的比較正式 ,但瑞典的就很自由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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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4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5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5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4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沒有耶,我覺得我都很適應,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因為我們這個地區的交換學生很少 ,所以大家感情都特別好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喝牛奶會脹氣拉肚子,本來在台灣過敏很嚴重但在瑞典只有少數幾次而已
53. 當地氣候？
空氣乾冷,冬天下雪,夏天毛毛雨,也有大太陽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我以為在瑞典都穿雪衣,但只有冬天下雪時需要而已,也沒有穿到毛衣,
長袖也不需要,因為室內會有暖氣,長袖又會太熱,在當地買很多
b.不用,冬天裡面穿無袖+短袖+薄外套+較保暖的外套+圍巾,褲子裡面
加一件保暖褲,夏天的話其實也可以穿的和台灣一樣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轟媽幫我放到保險箱裡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100 多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環歐(德國 波蘭 捷克 奧地利 義大利 法國 比利時)和交換學生一起去的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和好多動物一起生活,交到不同國籍的朋友，沒有讀書的壓力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一開始有交換學生一起的活動時 ,我們亞洲人不像美語系國家的人可以
一下子就打成一片,但之後英文也越來越進步就可以和他們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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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個性變的比較樂觀大方有自信,很多事都可以自己解決,敢嘗試新事物,不會抱怨,真正
的喜歡台灣,更珍惜家人和朋友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 習到的事物？
會試著讓自己的每一天過的更有意義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以前對未來完全沒有方向 ,但現在大概有一個方向了
會用更寬的思想作決定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比想像中的更精采
以為我不可能做得到,但我竟然都自己做到了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比較有保險,安全有制度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一開始到派遣國不要太常和家人連絡 ,先適應好再說
˙想做什麼就去做
˙勇敢的和別人說話
˙不要浪費當交換學生的時間
˙保持笑臉,有禮貌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有機會的話希望還可以再回來瑞典 (或在這邊唸書)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最好要會一點點接待國的語言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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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住址
蕭慶知

台北縣永和市民樂街 電
69 巷 9 弄 6 號 5 樓

派薦社：台北金龍扶輪社

(02)29224624

話

原就讀學校：台北縣私立復興商工美術班
派遣國及地區：中華民國 3480 地區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職

業

年 齡

是 否 社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員
父：電子公 父：58 否
父 母 與 一 2008 Aug 8 –
2009 Jan 3
務人員
母：55
對兄妹
母：家庭主
婦
母：圖書管 父：46 否
父 母 與 兄 2009 Jan 3 –
2009 Jan 17
理員
母：42
弟

第
1

Robert&Eileen
TeskaFamily

第
2

Steven&Darcy
MohrFamily

第
3
第
4
第
5

Tom&Nancy
NicholsonFamily

?

是

PaulChernovski
SingleMale

?

否

第
6

LehongTran
SingleFemale

父：修車業

RakeshandJoy
LynnPopliFamily

父：稅務人 父：54 否
員
母：56
母：代課老
師
母：會計師 ？
否

父母

2009 Jan 17 –
2009 Jan 31
2009 Jan 31 –
單身
2009 Feb 18
父 母 與 姐 2009 Feb18 –
2009 Apr 8
弟

母女

2009 Apr 8 –
2009 Jul 17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父親是扶輪社社員，得知有此計畫。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要藉著交換學生計畫，了解不同國家及民族的文化 ，來開拓自己的視野，並熟悉該國
的語言。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老實說，一半一半，有著爸媽的期待，也有對自己的期許。
派遣準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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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從遞送申請表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開始，當然會擔心半年的訓練及養成教育仍不足以因應不
同文化的衝擊，而感到些許的惶恐和不安 ，但是在這種惶恐及不安中卻也隱含著另一種期
待，就在這樣的矛盾情緒中不停的翻攪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我並不會在意升級的問題，以美術教育為主的學校課程，勢必要休學一年，就當作將自己流
放到另一個國度，去學習一些不同的文化和新的事物。回國之後，雖然課業停頓了一年，但
我所擁有了的寶貴經驗，顯然更加值得。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當我知道前往美國之後，雖然和我預期的相符，但是仍然持續的加強英語的訓練，包括聘請
單獨教學的外藉教師，就是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裡，有能力快速的融入接待地區的生活中 。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會以客觀的角度去思考，就算計畫並不是合乎你的預期，但為何不去嘗試學習一些意料之
外的新事物呢？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驗，
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我希望能以主動的態度和客觀的角度去聆聽來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 、文化、區域、國家交換
學生對這個世界一切事物不同的看法 ，來培養自己寬廣的視野和深度的包容 。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一共參加了十一次的例會 ，從未缺席。剛開始參加例會時，有些不太習慣，但是在接待
社顧問 P.P.Rick 和接待父母的貼心照料下，很快的就和社友們互動良好，但最開心的還是能夠
領到每月的零用錢。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的確是遇到了一些狀況，因為這次出國是自己第一次單獨搭飛機 ，並且還要再轉機兩次，
這種經驗對我來說的確是非常難得 ，當然也有些害怕。當我到達紐約機場轉國內班機時 ，
出現航班臨時變更的問題 ，幾乎只得在機場旅館待上一晚 。所幸在爸媽和接待家庭的協助
下，自已辦理變更轉機手續，搭乘其它班機轉往非預定降落的城市 （原為米爾瓦基改為芝
加哥市），成功的和接待家庭會合，並順利到達接待家庭。
11. 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第一接待父母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我第一個接待家庭，母親是一位家庭主婦，同時以料理餐點作為嗜好 ，擅長義大利佳餚。
父親是位熱愛藝術的創作者 ，非常執著於自己的工作領域。因為他們的兩個孩子都已經成
家立業，沒有和父母同住，所以我就像是他們的小孩一樣 ，受到妥善的照顧，讓我感到非
常的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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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被派遣到美國東北部威斯康辛州的 Racine 市，在美國算是一個小市鎮，人口只有八萬
多，靠近五大湖區的密西根湖，總面積僅僅 48.4 平方公里。住宅密度低，空氣品質絕佳。冬
天時擁有漫長的雪季，嚴寒的天氣經常會出現接近零下廿度的低溫 ，有時甚至更低。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是，雖然我一共更換了六個接待家庭 ，但都有單獨的卧室。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原本我只被安排到兩個接待家庭 ，每個家庭接待將近半年，但第二個接待家庭因為受到美
國金融風暴的影響，無力接待半年，只短暫的接待了兩週，就換到別處。大多數的接待家
庭都非常不錯，但是還是有一兩個接待家庭因為生活習慣上的不同 ，造成了一些相互適應
的問題，不過到最後都能在良性的溝通下互相體諒 ，而獲得改善或是解決。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沒有發生任何問題，但因為美國速食文化的原因 ，常吃漢堡，使我胖了五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經常的幫忙接待家庭做家事 ，像是做早餐、掃地、擦桌子等，比起在自己家裡還要勤快 ，
尤其是在第一位接待家庭時，還幫忙修繕房子，包括釘釘子補強屋頂結構及粉刷牆壁等等。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凡事都和接待父母商量
19. 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許多精緻的禮物送給接待社及接待家庭 ，也帶了許多具有台灣特色和中國風味的小
飾品及各種徽章去，特別是小玉石飾品和精緻的東方餐具組 ，最令他們喜愛。我還帶了許
多具有中國及台灣傳統圖飾的賀年卡 ，在過年時分送給美國的朋友們 ，同時也用毛筆寫了
許多春聯，也讓他們感到特別新奇。
20. 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一剛開始的兩到三個月 ，的確非常想家，這是事實。我剛到美國的前一兩個月特別難熬 ，
但也常常提醒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想要完成文化傳遞及交換的任務 ，就必須先克服對家鄉
和父母過度思念所造成心理上的影響 。要不就將自己的課內外活動排得滿檔 ，讓我無暇思
鄉。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開學初期的選課，因為不了解課程的內容和上課的方式，常會請教學校的輔導老師和同學，
也會與我的接待家庭商量 ，因為他們接待過較多的交換學生 ，所以經驗豐富。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英文、美國歷史、生物學、音樂、體育、藝術和聖經學等
150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較有興趣的科目是美術課 ，因為我本身在台灣是就讀美術班 。學校提供了多樣化的美術媒
材及顏料讓我創作，在去年底特別舉辦的藝術品義賣大會中 ，我的六張畫作一共賣得八百
多美元，全數捐給學校及社區服務單位 ，因此獲得了許多贊賞和友誼 。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說實在並沒有什麼不喜歡的科目 ，每一項科目都有它的意義在。真要說的話，應該是聖經
學吧。因為在聖經文學中，常常出現英文的古字，讓我摸不著頭緒。剛開始上聖經學時，
講什麼我都聽不懂，當然會造成一些挫折和排斥。在這州中，信仰天主教與基督教的人口
數至少高達八成五以上 ，所以宗教成了他們生活中的一部份 ，有時一剛出生就得接受洗禮
的儀式，這就是一種文化的特質。上聖經課對他們來說早已習以為常 ，所以後來我也是將
英文聖經當成故事閱讀 ，其實也就沒有那麼難懂，像是在讀中文的文言文一樣 ，漸漸就習
慣了。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其實他們的教學方式並沒有那麼制式化 ，常常設計成多元教學，有時候討論有時候參觀，
相對壓力沒就那麼大。但是幾乎所有的科目每個星期都會考試 ，這和台灣非常相像，所以
在短時間裡也很自然的習慣了這種多樣的教學方式 。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早上 6:15 校車接送只有一班，非常準時一分不差，大約半個小時到達學校，但是只有一班
車，萬一錯過了校車就得請接待家長開車送我上學 。學校 7:15 開始第一堂課，下午 2:00
放學。放學的校車有兩班可供選擇 ，離開學校的時間就比較有彈性。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都在學校的餐廳吃飯，因為接待社每月零用金 125$ 包含餐費，學校餐廳很便宜，通常二
到三元美金。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 7:15 開始，下午 2:00 結束，接著就是課外活動的時間 。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英文課，就像是我們的國文一樣，因為學校大家都說英文，上課起來也不覺得太困難 。
本來第二學期想修西班牙文，但最後還是更改科目了，因為想專注在英文程度的加強，所以再
繼續修讀英文文學。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同時參加了籃球校隊 、爵士樂團、室內樂團及手搖鈴樂團。籃球從去年九月初一直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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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二月底球季結束為止一共六個月 。每天放學之後就要到社團練習 ，吃過飯稍作休息，
又從晚上 6:30 練球到 9:00，包括假日都得訓練，非常辛苦，直到球季結束為止。爵士樂和
室內樂分別是星期三、五放學後兩個小時。手搖鈴一、二、四，每次一個小時。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曾經有討論過很多學習的方案 。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是。正常來說，在台灣讀完了高一，應該進入高二就讀，但是入學時我意外的被分發到十
二年級就讀，也就是我們的高中三年級 ，並且從這所學校畢業，僅僅就讀一年就得到了一
張正式的畢業證書，這是我始料未及的。學業成績平均滿分(GPA)4.0，我拿 3.86(high Aohnr
roll-最高等級榮譽榜)，光榮的以高分畢業。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應該是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我參加了樂團巡迴演奏(band tour)、學校高中的露營野宿、學校社團(高爾夫球營)，也
與接待家庭去了佛羅里達州、加州(L.A)與加拿大(Canada)
。這些都不包括扶輪社交換學生
計畫中另外再安排的旅行 。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交了非常多的好朋友，入學後一兩個月，和同學們的互動就十分熱絡，加速了彼此的認識，
很快的就都成了好朋友。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國外的升學方式可由很多管道申請 ，因為意外的獲得畢業證書，便嘗試詢問美國大學的申
請方式及條件，知道多是以修得學分的方式及推薦函申請學校 ，除了類似智能測驗 GRE
或是 GMAT 之外，很少以學科考試來決定入學。台灣則是以考試決定入學，縱使是推甄也
要參加考試。
40. 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我覺可以一種學習及欣賞的角度去思考 ，對於不曾接觸過的新奇事物 ，也要抱持著平常心
盡力的去了解和接納。在宗教方面，和台灣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會活動型式相同 ，所以
差異度不大。不過和台灣一般的民俗和道教信仰差別就很大了 ，在這裡也很少看到有關佛
教的相關事物。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D6270 Racine West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約 30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5 Maplewood Ct. Racine, WI 53402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我每月月底參加一次 我想應該是每週一的中午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我每個月的月底出席一次例會 ，我覺得大家都很 Friend，例會情形大多是簡單的用餐和報
告，我想和爸爸的例會應該很接近 。例會中會與 Uncle 們交流及報告生活情況，同時領取
零用金。接待社之的顧問 Rotary Youth Exchange Coordinator P.P. Rick Granite 給我非常好的
生活上的協助，同時也是我在美國最好的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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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學期中每月 US$ 125 元 (零用金 75 + 餐費 50) 多過了 Guarantee Form 的規定，真的不錯。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在接待社的例會上只做過一次介紹台灣的演講 ，時間是半個小時，因為出國前已經充份的
準備過，講起來駕輕就熟。基本上他們肯定台灣是一個人文色彩非常濃厚的國家 ，非常漂
亮，很有人情味。有幾個社員提到方案說想去台灣旅行。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他們對一些經濟及政治的議題 ，還有建築的型式都非常感興趣 。在每次的聚會裡他們都會
問很多有關台灣的問題 ，像是人口、生活型態、小吃等等，我想跟我介紹台灣的內容 ，有
很大的關係。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基本上每個月底都會參加扶輪的例會 ，及交換學生的活動。例會和台灣地區扶輪社的例會
大同小異，另外也有一些聯誼的活動 。有關於地區扶輪交換學生的聚會通常是以戶外活動
為主。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 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各種服務等印象。
交換學生活動通常以戶外活動為主 ，在交換期間，我們時常也會幫忙扶輪服務一些會議議
程上的事情。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這一段時間中接待社並沒有安排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參加過一兩次爸爸社裡的例會 ，感覺上比較正式，比起美國接待社例會的方式 ，這裡就
顯得比較輕鬆一些。至於例會演講的內容，因為不了解台灣例會演講的情形，我就無從比較起。
但是單單就聯誼活動而言，常常會在社區的戶外活動場所或是社 友家的院子舉辦，這和參加爸
爸社裡活動，大多在郊外或是風景區舉辦踏青郊遊或是旅行 ，不太相同。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即刻）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2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3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5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３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一剛開始有很多的問題存在，例如說是文化及生活習慣上的差異，這一點要適應其實是一
種滿大的考驗。像是飲食文化就沒有那樣的豐富 ，相對的單調許多。還有，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也和我們不太一樣，美國人很直接，不高興的事情馬上就表達出來，但是過了就好，
隔天就好們沒事了一樣 。我的經驗是，只要抱著接納的心胸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差異 ，千萬
不能用抱著輕視的眼光或是心態 ，所有事情應該就可以迎刃而解 。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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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不同的扶輪接待社中，有許多來自不同地區及不同國家的交換學生，我們的互動也
非常頻繁，同樣都是來到美國的交換學生，懂得身在異國的心情，所以也特別的惺惺相惜。
我們常常以文化交換活動的參與做為經驗分享和討論的話題 ，因此建立了許多友誼，這是
除了學校生活之外，最大的一群同儕互動。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我覺得運氣不錯，除了幾次好像有一點感冒的感覺之外 ，一整年都沒有生病。但是就在幾
個月前的新型流感從美墨邊界傳染開來的時候 ，我也正在加州旅行，那時真的有些擔心，
萬一要提前返國，就不是我所樂見的。
53. 當地氣候？
威斯康辛州位於美加邊界的五大湖區，緯度較高，冬天平均溫度在攝氏零下 20 度左右，而
且雪季將近四個月，晝短夜長，早上快九點多才天亮，下午三四點就天黑了。反過來，在
夏季就變成晝長夜短，凌晨三四點就天亮，晚上到了九點才天黑，很有趣。夏天氣溫就和
亞熱帶差不多，但是乾燥了一些，對於這樣的氣候環境，一剛開始還真的有些不適應 。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穿著方面出國前都做好充份的準備 ，正式的社團集會活動，必須穿戴扶輪夾克或是訂製的
西裝。其它的交換學生集會或是活動 ，通常穿著一般便服即可。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我的護照及機票都交給顧問保管。金錢方面有兩大類：緊急備用金 US$
4
0
0交給顧問保管，
每月的零用金也都存放在銀行裡，除非有大筆的支出，隨身只帶著少許的現金零用 。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除了出國前扶輪社 YEP 委員會交給我們的徽章之外，我自己也準備了很多台灣及地區的徽
章，至少交換了近廿多個國家的五十幾枚徽章 。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藉由這次交換學生計畫到過許多州 ，例如說與學校去明尼蘇達州，與第一個接待家庭去
了佛羅里達州。和第六個接待家庭去了加州，還有加拿大的多倫多市及蒙特婁市 。我印象
最為深刻的是佛羅里達州的黃金海灘 ，沙灘真的是像金沙一樣的美麗 ，這樣形容一點多不
為過，並且非常乾淨。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最快樂的記憶還是發生在學校裡 ，因為將近一年的朝夕相處，培養出深厚的友誼，和老師
的互動也很良好，師長們對我的照顧真的是無微不至 ，除了接待社的顧問之外，就要算學
校的師長對我的協助最多 。在學校裡的美術課和社團活動 ，讓我最開心，有時過他們西方
的節日，也會受邀到朋友家烤肉，打美式足球等等，也都非常有趣。就是遇到扶輪社的重
要活動，必須短暫的請假，都會有些不捨。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因為接待家庭的變動，後半年不停的搬家，有些流離失索的感覺，還好都有接待社的協助，
將不方便的感覺降到最低 ，不過想到是因為美國金融風暴的關係 ，也就不再介意。另外，
最怕假日遇到找不到同學的情形 ，就必需自行安排活動，因為美國交通很不方便，自己想
到處跑跑都很難。如果真的哪都去不成時，就只好待在家裡閱讀看電視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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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除了體驗到不同的文化 、開拓了我的視野、結交了各國的朋友之外，我也養成了獨立自主
的能力，生活起居雖然有許多人的幫助，但都得自己去 Handle。不過，我覺得最大的收獲
還是將英語生活化，在生活當中，不論是學校課業、休閒活動、文學欣賞、觀看電視，都
成為自然的應對，並且深植在心。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我將延續語文能力上的進步，繼續接觸或是營造這樣的環境，並且廣泛的運用到生活當中。
同時也會和接待社、接待家庭及就讀學校的師長同學保持聯絡 ，並且將這一次難得的成長
及學習機會，詳實的整理及記錄，讓它成為我面對未來最大的資產 。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我覺得能夠親身參與交換學生計 畫是一個非常難得而且寶貴的經驗 ，一方面也可以開拓國
際視野、增強外語和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 。以我目前美術及音樂方面的專長學習而言 ，未
來要想走上世界舞台，這些都是必備的條件。我會將這些經驗充份的和家人與朋友分享 ，
並且用以影響和帶動他們 ，讓它變成結合群體的力量 ，共同發揮更大的效益。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我一開始就沒有抱著太大的預期心理 ，所以也沒有所謂的預期落差，我們並不是參加旅行
團出國玩，一切的人事都有變數，要以平常心面對，避免因為得失過大讓情緒暴起暴落 ，
就像是面對原本的生活一般，只是環境移地。最好以輕鬆愉悅的心情接觸所有的人事物 ，
如此一來也就不會太過緊張了 。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我覺得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安全保障是最大的差異，其他留學制度除非有自己的親戚
照顧，否則不論是短期交換、長期交換或是遊學、留學，都隱藏著一些危機。除了自身的
安全需要注意之外，初期身心的調適，也都需要協助，我想這一點女生要特別的注意 。所
幸有接待社的協助，讓我覺得無須擔心安全的問題 。另外，許多的福利是一般留學計畫無
法做到的。例如說零用金、及更大規模的旅行及交流集會等等。至於缺點嘛..，或許有人認
為參加扶輪社交換學生計畫 ，必須遵守一定的規範，寄宿在接待家庭中，多少也受到一些
約束，不比其他的留學制度來得自由 。但是我還是覺得，以一個高中生而言，這樣的規範
和約束是有必要的。縱使如此，比起在台灣，這一年當中我認為我依然擁有很寬廣的空間 ，
享有很高的自由度。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出國前一定要作好準備，尤其是心理建設，語言能力更要加強，它可以幫助我們快速
的融入當地的生活中，就像是樹根，要深入土壤吸收就快，不但穩固，也長得更高。
2) 出發前不要存有任何預期心理 ，一切隨緣，將所有的待遇都想做是上天最好的安排 ，
欣然接受。
3) 剛到接待家庭時，一定要先問好所有有關家庭的訊息 ，和接待家庭及父母特別的要
求，就像是手冊中所提到一樣 。
4) 清楚的跟學校談好要參與的課程及課外活動 ，既然決定了就不要退出。所有在學校發
生的事情，都要主動的與 Home 爸 Home 媽反應，好事分享，不如意的事也要想辦法
解決。
5) 主動積極是一切成功的要素，我能..我要..我會..我去..我做..我願意..要常掛在口中，慢
慢就會建立信心。在國外太過含蓄就會失 去機會，太過謙虛別人會認為你什麼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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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誠意溝通就能趨吉避凶化險為夷 。
6) 我們在國外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接待社的顧問 ，要和他保持緊密的連繫，他才是我們最
大的保障，這一點非常重要，一定要牢記在心。
66. 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我將來想要從事有關於藝術行銷上的工作 ，凡是和美學有關的事業我都非常有興趣 ，因為
「美」是很抽象的東西，一定要透過專業才能夠正確的傳達 。父親從事景觀設計，叔叔是
一位攝影藝術家，都是和美學高度相關的事業 ，所以我相信未來我也會從事和美學有關的
事業，或是成為一位藝術工作者 。因為經過這一年中的磨練與學習，開啟了我對於國際化
的認識，也深深的了解到未來是全球化的市場 ，感謝扶輪社給了我這次的機會 ，相信我能
更進一步達到目標。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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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屠秀敏

住址

大 安 區 金 山 南 路 電話

名

二段 159 巷 8 號 1 樓

派薦社：府門社

原就讀學校：萬芳高中

接待社：North Lake George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2357-0663

749 Trout Lake Rd, Bolton Landing, NY,

U.S.A.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名

職

業

年 齡 是否社
員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2008.8.24-2009.07.04

Penny Barlaw

社工

53

否

Gail
Barlaw,
Kimberly
Wright

第
２
第
３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學校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增廣見聞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雖然不安,但確定派遣地時,期待會大大的掩蓋過不安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學習到不同的東西,大多都是台灣學校課堂上不會學到的東西 ,所以升級與否並不會影響想
當交換學生的決心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157

由於是派遣到美國,對於英語已有一定的基礎,所以並沒有特別在做準備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排到了第一志願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驗，
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對未來的一年抱有很大的期待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沒有特別記次數,體驗了不同國家扶輪社舉辦的例會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11.誰到機場接你？
接待家庭成員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小鎮生活會跟台北的都市生活差很多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小鎮,不清楚人口數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順利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正常(瘦了約七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的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看事情而定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中國風的物品都很受歡迎 ,而我另外還有手工作一些折紙或卡片之類的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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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課表是跟同學的課表一樣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美術、攝影、電腦、合唱、體育(一三五)輔導(二四)
、數學、英文、經濟學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不會因為語言而有太大的隔閡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英文、程度有差距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的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有老師跟同學的幫助很快就上手了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早上 HOST MOM 會開車送我跟接待家庭的妹妹去學校 ,放學坐校車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有餐廳(2.75 美金)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八點零六分到下午兩點四十八分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學校社團、每個社團時間不一、花費為零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常找老師做個人指導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所有科目都及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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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會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登山社十天九夜、畢業旅行五天四夜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不知不覺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升學率差不多、學費差很多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多參與學校活動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NORTH LAKE GEORGE
扶輪社會員數：不清楚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YMCA 營地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二上午八點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不一定
互動良好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六十五塊美金、是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觀光局 DVD，反應熱烈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小吃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很能帶動氣氛，不會覺得枯燥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很熱情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特別介紹，因為地區很大，每個交換學生住的地方環境都不大一樣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美國扶輪社女性較多，不須穿著正式，感覺較輕鬆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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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2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2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3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1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都還能適應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切正常
53. 當地氣候？
乾冷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都有
沒有特別準備甚麼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自己保管
機票與大部分的金錢放銀行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美西
華盛頓
學校同學
都很好玩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所有社團活動及學校生活
接待家庭的互動
交換學生間的互動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報告很多，努力尋求幫助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各個學科都有不同的收穫
社團也學到很多
國際觀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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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欣賞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對生活的態度就是個很大的轉變
開始覺得,不管甚麼事都該試試看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不需要特別說結合
因為已經是我的一部分
做甚麼都是息息相關的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當然有超出期待跟與期待有落差的部分
沒有換接待家庭就是兩者的心情都有包含
沒有變換生活
卻也不需一直搬遷或重新適應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制度較完善
不會像一般留學中心把學生送出去之後就不聞不問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做好該做的
有問題就尋求幫助
要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
多參與活動
保持愉快的心情樂觀的心態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高三念好書 考上理想的大學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無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畢業典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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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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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團體照)

(搭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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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住址

謝君翊

台 北 縣 中 和 市 連 勝 街 電話 22424618
138 號 二樓

派薦社：台北府門

原就讀學校：錦河高中

接待社：Utica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紐約州 Utica
有關接待家庭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姓
名
Ouimette

職
建築

Huggins

人 力 仲 介 公 45
司
麻 醉 師 和 X 50
光解析公司

Silfer

業

年 齡
45

是否社員
NO

家庭成員
5

接待期間
8-11 月

NO

4

11-4 月

NO

4

4—6 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學校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增廣見聞.與文化差異
學習語言.有國際觀.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有機會見識異國是絕對令人期待的 。不安只會在自己單獨隻身國外時產生的 ，而緊張的情緒
則多來自於初期上台報告 ；基本上都只是小挑戰也漸克服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常與家人朋友同學聊天、查字典.看電視、聽音樂、上網……自然就練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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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換個心情總是好的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能增加派遣後面對各種問題考驗的信心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平均一個月也有一、兩次；有時候只是例會上旁聽，有時候是做報告.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因多次轉機較麻煩.須注意登機門的改變.
11.誰到機場接你？
三個輔導顧問和第一個接待家庭成員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很親切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小城鎮地區。多農、牧地，但是交通尚可；社區小，但是人情重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YES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NO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OK.體重沒增加
17. 幫忙做家事嗎？
NO.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接待家庭的爸媽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通常都是些小而巧的裝飾物件或是具有文化的物品
如扇子.印台.玉石.晚宴包.吊飾.手鍊.項鍊.手繯.零錢包.筷子.等..
每個家庭都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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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NO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選課老師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攝像、歷史、體育、心理、社會學、英文、政治、經濟、數學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體育；運動項目特別繁多，可以嘗試以前沒機會玩過的運動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從來都沒有擅長過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自由度更高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三個月基本熟析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早上七點半左右有校巴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每天五塊錢到校外自由挑選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八點五十至三點十五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NO
31. 有語言科目嗎？
YES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YES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NO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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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YES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有學分不知道學校是否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YES.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YES,and always.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I DON’T KNOW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Always open your mind for everything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Utica
扶輪社會員數：百人以內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高爾夫球場上的俱樂部建築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五的中午時間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大概平均達到兩次，常常只是出席問候而已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75 塊美金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有三、四次；使用生動的投影片和說話技巧總是能夠搏得讚賞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政治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永遠都熱鬧非凡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不論是怎麼樣的服務，其實都很好上手；但是凡事都要盡心盡力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NO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與當地扶輪社對我都很照顧 .尤其是府門社施社長的勉勵使我很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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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1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1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1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1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1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頂多輪替接待家庭時要多溝通方能了解對方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YES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GOOD
53. 當地氣候？
只是冬天下雪時特別冷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許多衣服都是台灣帶去的
正式場合時則穿西裝襯衫打領帶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特殊護照夾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50 以上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比較長途的便是由扶輪社負責的七月份的環美巴士旅行 ；處處樂趣無窮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出遊、社交、與家庭互動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NO 勇於接受.就不覺苦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語言、人際、見識、回憶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繼續奮發向上.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努力不懈
169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比預期中的好太多了，不論是環境還是生活週遭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DON’T KNOW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入境隨俗
多多參予
樂於嘗試
隨機應變
多加記錄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以努力來證明對自己的負責與期待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可多辦研習會.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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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名:阮亭澔
派遣社:台北中區社
派遣國家:丹麥
1. 在哪裡知道此計劃?
當初會知道扶輪社青少年計畫主要是 ,爸媽是扶輪社的一員,爸爸看到有這個活動跟我說的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
其實會想出國當交換學生,主要也是因為希望藉由這個機會跟很多國家的交
換學生一起相處,從相處的過程中學習各國的文化 。
3. 志願留學是你的自己的希望 ,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的希望
4
當時是又期待又緊張,自己一個人飛到一個國度 ,是你完全陌生,一個人都不認識的國家,但是又很
期待,這一年到底會發生什麼好玩的事 ,會學什麼在台灣學不到的寶貴東西 ,但是在怎嚜緊張跟期
待都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 ,打理好自己的心情,了解身為交換學生該進的義務和職責 ,這就是當初
在要出國前,我告訴我自己的話。
5.
當初參加扶輪社交換計畫其實就知道不能升級這件事情 ,剛開始確實有一點點不捨,很想跟自己
的同班同學一起升級,但我自己也很了解到,出國當交換學生和其他國家學生在一起 ,能學到的東
西絕對遠超於在學校課本上 ,參考書的知識,再加上扶輪社交換計畫系統很完整 ,能學到的東西一
定物超所值,一輩子受用無窮。
6.
我想要學好一個語言可以用很多種方式 ,在丹麥時,為了學好賣文,我盡量都用丹麥文和我的技術
家庭溝通,多看丹麥電視和丹麥文的書 ,有不懂的地方就問,我還記得我在丹麥時,時常會去圖書館
借幼稚小朋友在看的童話故事書來增進自己的丹麥文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不錯,很有用的方法。
7.
這個問題好像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因為我選的第一個國家就是丹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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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對我很有幫助,因為在國外如果發生同樣的情況 ,我不會手忙腳亂,而且看到很多學長學姊成功的
例子,所以也更能激發我向他們學習的目標與動力 。
‵9.每個禮拜例會,我幾乎都會到
10.
沒有
11.
我的第一個第二個接待家庭 ,還有社長跟一些社員。
12.
我的第一個接待家庭真的很不錯 ,我也真的很慶興她們是我的第一個家庭 ,我的第一個家庭除了
有 Home 爸 Home 媽外還有一個 Home 姐和一個 Home 哥,我之所以會說我很幸運是因為 ,我剛到
丹麥時什麼都不懂,好險,他們都英文還不錯,可以跟我溝通,再加上 Home 姐也當過交換學生,所以
也知道交換學生的心情跟會碰到的狀況 ,所以我在丹麥剛開始,其實是硬的蠻快的。
13.
講到我住在丹麥的環境,我又不得不說,我是一個幸運小孩。我得城市位在距離哥本哈根有三個小
時的小鎮,我們城市最有名的就是樂高 ,所以我們的城市又叫樂高城,現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樂高 ,
其實都是我的小鎮出產的 ,還有我的小鎮除了有樂高工廠外還有樂高主題樂園 ,裡面一半的遊樂
設施都是用樂高做的,想當特別相當有趣,另外我的小鎮還有歐洲第四大的水上樂園跟但麥第二
大的國際機場都在我的城市 ,乍聽之下好像我的城市很大 ,事實上並沒有,我的小鎮只有助 6000 人,
可是我的小鎮的人大一感情都很好 ,是個相當不錯且溫馨的小鎮 。
14.
有
15.
房間一切都 ok
16.
沒有問題,都沒有碰,只有變壯^^
17.
會,每天吃完飯,有時我會主動幫他們洗碗或擦桌子 ,放學回家我會幫他們吸地。
18.
我和我的技術家庭,感情一向都很好,我們每天幾乎都會花 45 分鐘討論事情或分享今天發生什麼
好玩的是,所以其實在家庭裡我都會跟每個人講話和商量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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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我還記得當時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當時把要送他們的禮物都放在行李箱裡 ,沒想到我在整
理行李廂的時候,我的 Home 姐走進房間,更巧的時,他看到我要送她的禮物(當時她不知道那是我
要送她的禮物),她說,這支手錶好漂亮喔,你在哪裡買的,我當時只是傻笑,心裡有點緊張,哈哈!! 過
30 分鐘後,我們大家一起用午餐,享受玩豐盛的午餐後,我把禮物送給大家,我送我的 Home 姐一支
手錶,Home 哥意見衣服,Home 爸我送他兵馬俑，而 Home 媽則是一件台灣做旗袍,大家拿到禮物
都好高興,後來 Home 姐收到的時候一直笑,她問我說,我剛剛會不會把擬稿的很尷尬 ,我說:對呀!!
全家人就開始大笑 哈哈哈!!!
20.
其實當時去的時候還好,我花很多跟家庭認識,聊天,交朋友,跟任是丹麥。
21.
顧問和學校校長一起
22.
丹麥文,英文,經濟,社會,化學,地理,德文,宗教,體育。
23.
英文: 對我來說,我可以聽的懂,再加上他們教學很特別,很有系統,很有效率,進步的很快。
24.
聽不懂,很 Boring。
25.
對,只有他們的德文課我不用上 。
26.
8 個月
27.
早上 6:30 起床,騎腳踏車到公車站牌,搭 7:05 的車約 40 分鐘的車程到學校。
28.
隔天晚上就要在家裡自己作好麵包 ,早上帶去學校。
29.
8:00 開始,1:30 放學有時 3:00 放壆
30.
每個禮拜一,三,從 2:00 到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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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
32.
有
33.
沒有
34.
有, 沒有
35.
對,可以
36.
不行
37.
有, 我有參加我們學校的畢業旅行 ,我們全班搭船到倫敦玩,總共七天,這七天讓我看到很多東西,
重點是也讓我留下一段很美好的回憶 。
38.
有,從上學第一天他們來接待我 ,之後我們都有互動,保持聊好的關西和互動,有一些是在派對有些
是在自己成是認識的
39.
丹麥的高中其實就跟台灣大學一樣 ,很 Free,可是我覺得丹麥學校跟台灣最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 ,
丹麥老師很在意學生的想法 ,往往考試成績好的學生不宜一定會很比發言好的學生來的高 ,上課
的時候老師總會丟好幾個問題給坐在下面的學生 ,坐在台下的學生也都很踴躍的發言 ,很勇於講
出自己的想法,儘管想法不是很好,那為什麼他們有這些勇氣而台灣的學生沒有呢??? 我想這些
跟從小家庭和學校灌輸的觀念有很大的關西 ,當然我想跟他們丹麥的文化也有很大的關西 ,還記
得有一天晚上我在跟我 Home 媽討論台灣跟丹麥教育制度的不一樣時 ,我就問她,丹麥學生為什
麼都這麼敢講,他們都不會怕說自己的想法不好 ,怕被別人笑嘛?? 我 Home 媽當時只告訴我一件
事,他說: 世界上只有不好的問題,沒有不好的答案,我聽到他講的這句話猛點頭 ,我 Home 媽說,丹
麥就是這樣,他們不會 care 他們的答案好不好,因為這是他認為的,這是她的想法,這樣看下來台灣
的學生就比較沒有這種想法 ,就一點可惜,而台灣教育制度則比較偏重於同學的考試成績 ,雖然這
幾年台灣教育制度好像有改善一點 ,但我們仍須向國外教育體系學習 ,而我覺得不是只有教育部
要改,而是整個家庭給小朋友的觀念也要些許的改進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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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剛開始進去學校要融入他們的生活本來就不容易 .都需要花時間去適應融入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在於 ,身為交換學生的我們要主動去找大家互動 ,千萬不要等大家來找你,
我相信只要有這中心泰,都可以很快的交到朋友,很快的適應學校的生活。
41.
社名:Billund Rotary Club
人數:30 人
地點:小飯店裡
時間:每週星期二,晚上 5:30~8:00
41.
3~4 次, 良好
42.
4500 元(丹麥幣 750 克朗)
43.
2 次,我主要還是以 Powerpoint 的方式呈現,大家都很仔細的聽我說,發言也都相當踴躍
44.
他們對我們的飲食習慣,過年,還有台北 101 都相當有興趣。
47.
有,大概就是跟大家在敘述丹麥人的生活情況 ,很多事情他們都是怎麼想的 , 一次
48.在丹麥的扶輪社我個人認為 ,沒有像台灣扶輪社一樣精彩跟充實 ,在丹麥他們社長交接沒有像
台灣一樣辦的盛大,地區沒有半任何活動,我的扶輪社也沒有任何活動,不是說這樣就不好,只是覺
得他們沒有像台灣扶輪社一樣用心 ,有沒有用心其實從很多地方就可以看的出來 ,就從出席例會
來說,大家出席都是穿 Polo 衫不然就是 T-shirt 家脫鞋,而台灣則都是穿西裝,皮鞋擦的亮亮的,從這
邊就可以看的出來台灣的扶輪社花比較多心思在上面 。
49.
A:6
B:6
C:6
D:6
E:4.
51.
有很多很多,而且我人員不差,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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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良好,被他們養的很健康
53.
很冷,冬天要穿兩件外套,夏天也要隨身帶外套,早晚溫差也很大。
54.
我還是以舒適好穿為主,當地購買衣服比較少,因為當地物價很高,我倒是覺得可以準備一兩套正
式一點的衣服,因為在國外,有時候家庭會帶我們去一些比較正式的場合 ,如果穿的不夠得體,自己
尷尬,搞不好 Home 爸 Home 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正式的衣服可以帶幾件 。
55.
放在我的行李箱把它收好 。
56.
我好像有 60 幾個
57.
德國漢堡,當時和幾個再我程式很好的同學一起開車到德國漢堡去玩 ,我們當時到當地去吃他們
的特大漢堡,還有在那邊拍了很多很不錯的照片 。
58.
和交換學生一起出去玩,坐下來聊天,分享各國文化或心得。
59.
還記得剛到學校上課的時候誰都不認識 ,語言不通,課程又都聽不懂,再加上我們班的同學也不會
主動來跟我 social,聊天,所以變成說在學校便的很孤單 ,最後是我開始主動跟他們有互動 ,一起約
他們出去玩,大家才開始熟的。
60.
一年下來的收穫當然是數不清 ,但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在自信方面 ,以前做很多事情總是沒有自信 ,
現在做起事來反而自信心變的很強 ,也變的更有想法,很多事情可以開始跟父母親一起討論 ,人生
變的很有目標。
61.
其實我覺得很難苗素如何活用 ,我想還是平常生活中,展現自信,多發表些自己的想法,碰到外國人
可以多跟他們聊天 social。
62.
跟上述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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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之前沒有想到環歐行會這麼精采 ,去了很多很棒的國家還有很多以前只能在課本參考書看到的
建築物,這趟環歐型真的超出我的想像 ,留下很多很美好的記憶,
預期差異的方面,之前想說丹麥冬天搞不好可以跟家庭或朋友一起去滑雪 ,結果很可惜的事,大家
都在忙,沒有時間。
64.
我真的真的不能不說,扶輪社交換學生計畫真的很棒 ,比其他留學團體好太多,怎麼說呢!!!從每個
交換學生都有 3.4 個接待家庭,就可以看的出,扶輪社交換計畫很有系統 ,如果一個交換學生只有
一個接待家庭,很難聊姐跟體會整個丹麥的文化 ,因為每個家庭都會帶給你不同的感覺 ,像我的 3
個接待家庭都很不一樣,我所學到跟體會到的東西也不一樣 ,而我也真的覺的扶輪社交換出獄的
交換學生跟其他留學團體的學生也很不一樣 ,扶輪社都交換學生比其他來的更有自信 ,也比較會
跟人互動聊天 social,如果同樣是交換學生站出去 ,扶輪社的交換學生一定很優秀 。
65.
1.當交換學生一定不要害羞,很多事情都要主動跟積極一點 。
2.這一年一定要好好的玩跟看 ,玩越多學到的東西越多,回憶也越美好。
3.在國外碰到困難和難題不要慌 ,要冷靜的去處理他。
4.多花意些時間去了解跟體會當地的文化和習俗 。
5.多花一些時間和自己的接待家庭聊天 ,你會花縣擬的收穫會無窮。
66.
經過這一年,我對我未來的夢想和計劃越來越清楚 ,也越來越知道要怎麼走,這一兩年想先把大學
考好,還有托福,唸完大學後,想去瑞士念他們當地的飯店管理以上是我現在對未來的夢想 。
67.
我覺得一切都很好。

177

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盧泰宇

住址

名

台 北 市 松 山 區 八 德 電話

02-87876382

路 4 段 245 巷 56 弄 12 號
2樓

派薦社：台北老松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接待社：Rotary club de Cahors

派遣國及地址：法國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第4
第5

名
Michel/Annie
AUBRY
Chirstine
THENEGAL
Bernard/Sylvie
VAYLEUX
Hervé
/Valerie
BRICOUT
José/Florense
SOBRECASES

職
業
不詳/家管

年 齡

是否社員
否

家庭成員
夫妻一女

律師

是

寡婦

血液分析師 /
藥劑師
警察/警察

否

夫妻

否

設計師/家管

否

夫妻一子
一女
夫妻二子

接待期間
8/27~10/11
10/12~10/25
3/28~5/1
10/26~12/31
1/1~3/27
5/1~7/7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父親為扶輪社員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學習外國語言、文化、風俗、民情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得知此計畫後的自己的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 遣地這段期間，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原則上是期待並無所謂的不安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可以習得她人所學不到的文化不失為更佳的收穫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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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跟說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沒發生故不清楚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驗，
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與接待家庭的相處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3 次—第 1 次為介紹，第 3 次為歸國前報告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
11.誰到機場接你？
地區主委與其妻、第一 home 家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十分純樸、美麗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2 萬人左右的小城，山明水秀空氣清新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尚可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在第四 home 家晚餐量不足，瘦了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會 但不多 法國的家庭主婦不一定假手他人處理家務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Home 媽為主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茶葉(視家庭)、掛飾(含中文字者優)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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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Home 媽決定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法文、英文、數學、生物、歷地、體育、經濟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英文，因為較為得心應手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法文，老師人有點偏執，再者當地學生也不太喜歡她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相同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除法文英文外，其餘都是到 3
、4月時才能略懂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走路 or 開車(10~20mins 單程)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餐廳(3 歐 60)
、外食(
3歐 6~7歐 5
)
、與 h
o
me家一起吃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原則上 7:55~16:00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當地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法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否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否(否)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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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詳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與扶輪社的旅行、巴士旅、與 home 家出遊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一兩個月後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台灣考學測、指考
當地要先通過畢業考後以在學成績申請並視情形參加考試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要廣言善行，神愛世人…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otary Club de Cahors
扶輪社會員數：30 左右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某飯店一樓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三晚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共三次—第 1 次為介紹交換學生，第 2 次為旁聽，第 3 次為年度報告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50 歐 為規定值的下限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1 次 投影片 反應熱烈…?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歷史、歷史、歷史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參加 3 次例會與數次地區學生集會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十分關心學生、所作所為基本上是以學生為出發點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無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相仿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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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3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7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3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7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2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學習、重複、努力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次大病、一次感冒
53. 當地氣候？
溫帶地中海型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台灣購置、無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放在行李箱內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許多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環歐旅、法西旅，全法扶輪社主辦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與朋友間的相處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與家庭溝通不良時，努力破冰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精進了人與人之間處事待人的技巧
學習語言、接納並認同文化間的差異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凡無形的經驗都將隨生活而發揮 ，無法具體形容之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同上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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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前毫無期待，因此所見所聞皆為全新體認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不熟悉其他留學制度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對本國歷史的了解
2.與他人的相處
3.遇事的態度
4.臨機應變的能力
5.外向熱情的參予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也許念商、也許修法文前往法國工作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致家長:
由於無法完全控制各個家庭的身分背景
故讓學生去體驗截然不同的生活是必需的
無須去擔心小孩會在某家吃苦
當成是一次經驗的學習
也許這會帶給他新的人生觀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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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陳慕衛

住址

台北市南京東路 5 段 電話

(02)2745-7766

200 號 9 樓
派薦社：老松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松山高中

接待社：Matilda Ba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澳洲伯斯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Wang-Yi

Richard
Noonan
Peter Durant

職

業
教師
醫生

商人

年 齡
是否社員
51
否
56

否

61

是

家庭成員
父母,
弟弟
父
,
母 ,3 位 兄
弟,2 位姐妹
父母

接待期間
7/19~11/29
11/30~3/08

3/08~7/11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父親的接待社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要充實見聞,學習語言以及培養自信跟訓練獨立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參半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沒什麼不安,整個就很期待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不太可能,課業太簡單,更況出國後也不太容易全心去讀書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背單字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沒排到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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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做好心理建設
9. 到接待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N 次,每次都去,剛開始有點小緊張,後來逐漸適應,最後還有做每星期 2~3 分鐘的演說
到達接待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11.誰到機場接你？
地區 yep 委員會主委,接待社社長,顧問,弟一個寄宿家庭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很好奇,有點緊張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空氣清新,地廣人稀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接受情況還好,不過接待家庭部分成員不能接受我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瘦了 10 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爸媽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玉,爸媽自己的生意範圍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沒什麼問題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轟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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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戲劇、健教、法律、英文、中文、自習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自習、輕鬆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法律、無聊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摁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看哪科,遲則 4 月,快的話剛上就 ok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7:30 左右出門,搭公車轉火車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沒花,自己在家包三明治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9 點~3 點半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沒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知道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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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剛到一個月內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那裡輕鬆多了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可以意會不可言傳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Matilda Ba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4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Matilda Bay restaurant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週三早上 7:30~8:30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4~5 次,情況很好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50,不知道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反應熱烈,有些人有到過台灣會附和這樣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觀光景點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都很有趣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印象都很好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派遣社教關注交換學生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b.
c.
d.
e.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 月（ 0 個月）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 個月）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0 個月）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2 個月）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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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人生地不熟….多交些朋友就沒事了~~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很好,沒感冒
53. 當地氣候？
乾燥舒爽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東夏季各 5 件衣服 3 件庫子外加一星期份量之內褲襪子
準備一般西裝,唐裝他們不給我穿到正式場合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放在交換學生之西裝外套中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30 個左右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Safari,南北都很好玩,和其他交換學生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去旅行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被噹,換家庭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自信增加,.學習獨立,語言能力進步,對事情看法多樣化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將時間安排好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不知道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沒落差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寄宿家庭有扶輪社員,隊交換學生較為關心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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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情態度別太強硬
有問題要馬上反應
多參加各式活動
不要害羞
多運動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考大學,出社會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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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謝易璇

住址

北縣新店市寶強路 23 號 13 電話

(02)
2910-9416

樓
派薦社：新店社

原就讀學校：師大附中

接待社：Berlin Brandenburg Airport

派遣國及地址： Adolph – Menzel – Ring 27, 15738
Zeuthen , Brandenburg, , Germany
有關接待家庭

第
１

姓
名
父: Olaf Bertholdt
母
:
Bertholdt

第
２
第
３

職
業
年 齡
父: 軟體設計 父: 42
師
Sylke
母: 43
母: 幼稚園老
師

是否社員
否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父、母、一 8/25 ~ 7/12
兄、一姐
( 08~09 在
墨西哥交
換)、一妹、
兩弟

無
無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由於爸爸是扶輪社員，且兩個姐姐之前都曾當過交換學生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我希望能夠多看看這個世界 ，開闊自己的視野，且我對外國文化很有興趣 。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的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 派遣地這段期間，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其實我的心中並沒有不安，只有滿滿的期待。在還未收到接待家庭寄來的信件之前，我每天
晚上都會自行想像自己的接待家庭會長什麼樣子 ，自己在外國一年的生活是否會跟姊姊他們
類似。不過出國前還是會小小的擔心一下在國外學校是否能適應的問題 ，也會捨不得在台灣
的家人跟朋友。但是我的期待還是大於我的不安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我並不認為不能升級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只不過是比別人晚一年上 。而這一年寶貴的
190

交換經驗卻是在學校無法體驗到的 。所以我認為我這一年休學來參加交換非常值得 。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我有請我的轟媽幫我找給外國人上的德語班 ，除此之外我也試著用德文跟我的接待家庭及
學校同學講話。而我也會去買德文的教科書來自己練習 。在德國的上半年，由於我的德文不
太好，所以上課都是自己在讀德文 。不過下半年後，我跟著其他同學一起考試 、寫作業、專
心聽課。雖然很辛苦，但是我覺得自己的德文不僅僅進步 ，學科方面也學到不少。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沒有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可以將學長姐的經驗當作參考 ，也能讓自己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並降低出國前的不安感。
而遇到類似問題時，也比較知道如何解決。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我參加過 六次。 感覺十分制式化，與台灣的扶輪社不同。而每次例會也不是全部社
員會到。很少有輕鬆愉快的氛圍，有點像在公司開會的感覺 。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11.誰到機場接你？
爸爸、媽媽及兩的\個弟弟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是個小孩很多且很溫馨的家庭 。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Zeuthen 是個離柏林很近，但是卻十分的大自然，有森林可以散步也有湖可以划船的一個小
鎮。總共有約 10500 戶住戶。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轟弟妹人都很好，很好相處。轟媽轟爸也都非常親切，而且他們也對亞洲文化有興趣 ，
所以並沒有任何問題。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差不多五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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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幫忙放碗盤、照顧弟弟、曬衣服、煮飯、帶狗狗去散步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跟家裡每個人都會講話，但是商量事情多半會找轟媽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帶台灣畫家幾米的拼圖球、蝴蝶的別針、介紹台灣的 dvd、陶笛、筷子。
基本上，拼圖球小朋友會很喜歡。筷子的話大家都愛。而由於我轟哥有在玩音樂 ，所以他收
到陶笛還蠻高興的。附有台灣味的擺飾也蠻受歡迎 。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剛去的幾個月，當然會想家。但是漸漸跟接待家庭熟了以後 ，就不再想家了。
因為自從我把我的接待家庭當作自己的家人後 ，便不再想家了。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不能選課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英文、德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體育、音樂、美術、宗教與道德、歷史
地理、經濟及工作、政治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美術、物理及化學。因為在德國他讓學生動手做的會比較多 。美術一學期要繳很多作品 ，
而且因為我喜歡美術所以我畫得很快樂 。物理及化學老師則會讓學生自己做實驗 ，或是老師
親自做給你看。許多在台灣教科書上的實驗 ，老師都一一做給你看。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政治、宗教與道德。因為討論的話題對我來說還蠻無聊 ，因為我不信基督教。而政治老師
幾乎都沒在上課，因為老師人太好，同學太吵。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數學、物理、美術、音樂及英文一開始就沒問題，半年後我的其他科目才漸漸上軌道 。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騎腳踏車約十五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回到家裡吃，沒有花錢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45，放學時間不定但大部分是下午兩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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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沒有特別，只有跟學校上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提供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下半年開始算，三年級生我不確定能否在當地學校畢業。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參加學校的班遊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差不多三個月後。我很幸運，因為我跟我的鄰居同班，所以他非常照顧我，後來我
們也變成朋友了。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他們上到十年級後，會讓學生選擇就業或是繼續讀十一年級 。同時也有個大考，分數不
夠的便無法升上十一年級 。而讀到十三年級後，他們便會有一個跟我們一樣的聯考 。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其實基本上在學校並不會遇到什麼宗教不合的問題 ，因為在德國很多人都是不信教的 。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Berlin Brandenburg Airport
扶輪社會員數：差不多 20 幾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Schoenefeld Hotel Holiday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星期一晚上七點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我這一年差不多總共出席五次 ，情形都只是開會然後吃飯聊天 。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八十歐、相同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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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與另一個交換學生演講還歐旅行的事 ，而我一直都沒有機會介紹台灣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他們很少問我台灣的事，頂多問我們跟大陸的關係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交換學生會議及地區活動都是很好玩的事 ，我不僅可以認識到德國人也可以認識到來自
世界各地的交換學生。而環歐旅行更是所有地區活動中最好玩的事 。藉著這個活動，我不僅
看了很多東西，也比較認識其他的交換學生了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以每次的 orientation 及 環歐為例，扶輪社會將他們要講的事情交代完畢後 ，就讓我們有很
多的自由時間，去參觀那次聚會的地點。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的扶輪社對交換學生比較熱情 ，會安排很多有關台灣文化及中文的課程 。德國的扶
輪社就較沒有這方面的安排 。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2-3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5-6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2-3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5-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0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其實我並沒有什麼適應不良的問題 ，硬要說的話，可能便是晚餐只有麵包的這件事吧 。
不過，過幾天就適應了。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除了幾次小感冒，大致上都不嚴重。在德國，有感冒是稀鬆平常的事
53. 當地氣候？
夏天非常涼爽，有時會很熱，但機會不多。冬天則是非常冷。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長袖的衣服要多帶，我幾乎都從台灣帶冬天及春秋的衣服 ，夏季的衣服在德國購買。
大衣及雪衣最好要帶，還有雪鞋。不過雪鞋可以到當地再購買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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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通通放在一個夾鏈袋裡 ，並放在我房間的櫃子中。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很多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最好玩的旅行當然是扶輪社辦的環歐 。不過在秋假時，我的接待家庭有帶我去東德的薩克
森省玩，那裡也是個不錯的地方。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事實上，當習慣那邊的生活後，一切的事情都很快樂。包括在學校與同學相處 、回到家與
弟弟妹妹玩也都是很快樂的事 。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在外國留學，難免會因為亞洲臉孔而被人說東說西的 。這一開始對我來說是件很難過的
事。不過後來與轟爸媽談過後 ，就看比較開，也不再去在意那些事情了 。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這一年在德國，不管是實質上還是精神上都收穫很多 。不僅僅到了國外看到很多不同的歷
史古蹟，也體驗到異國的文化。感覺上自己的包容力變得比較好了 。也比較敢嘗試不同的東
西。也感覺自己成熟許多。畢竟在國外並沒有人可以給自己依賴 。凡事都必須靠自己。原本
不太會煮飯的我到了國外後 ，已經可以料理自己的午餐 ；原本不太會帶小孩的我，碰到我那
只有兩歲的小轟弟，一切的「不會」都要變成「會的」了。在這一年中，我也把握機會去參
觀了柏林很多的博物館。因此也見識到了許多台灣沒有的東西。這一年在德國，我收穫滿滿。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回國後，我想要繼續我的德文學習。並將\這年的經驗整理成冊，好好保存。等到那天需要
時，再拿出來分享。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能夠講德文，在未來算是比別人多了一點優勢 。所以我必須繼續加強我的德文 ，而這一年
的經驗也讓我體會到許多別人沒有體會到的東西 ，而我也比較會跟德國人相 處了。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本來以為會非常難適應，也擔心在學校會被同學排擠 。不過幸好大家人都很親切 ，遇到難
過到哭的事情很少。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扶輪社會幫我們安排許許多多的聚會及旅行，來認識歐洲及德國這個國家，我覺得非常好。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盡量多嘗試新的事物，有人邀你出去玩，就都盡量出去。
2. 在學校主動找人攀談，或主動約朋友出去玩。
3. 逢年過節出了收禮以外，也要回禮。
4. 在家要主動幫忙做家事，多跟家人互動。
5. 不要太常與其他交換學生出去 ，試著與當地人多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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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對於將來的規劃及夢想，我現在還未有一個具體的概念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未來
能夠在國外升學。再回到台灣，為自己的國家盡一份心力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我認為可以多安排 outbound 及 inbound 的學生聚會。並讓 outbound 學生多多認識
inbound 的學生。這樣他們不僅可以吸收我們這些 rebound 的建議，也可以聽聽 inbound 的意
見。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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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楊彥友

住址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電話

(02)
2533-8433

15-1 號 11 樓
派薦社：台北南隆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麗山高中

接待社：Landerneau R.C.

派遣國及地址 ：22 Eric Tabarly St. Pencran 29800 ,
France
有關接待家庭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姓
名
Gerard
BONTEMPS
Andrea
CONGAR

職
軍人

業

保險業務

年 齡
49 歲

是否社員
否

51 歲

否

家庭成員
夫妻
兒子
夫妻
女兒

接待期間
9 月到 12 月&4
月到 6 月
1 月到 3 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我姊姊也參加過此計畫過 ，因而得知。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充實自己、多體驗學習不同國家的東西 、使自己更獨立、讓更多人認識台灣。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原本就有打算想出國，在聽到家人的ㄧ些意見下，更堅定地要參加此交換計畫 。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其實在之前期間蠻辛苦的，為了成為交換學生，花了不少時間跟心血在裡面，當然期望
得到自己想要的。
其實等待過程沒有想太多 ，看被分到哪就去吧!這也沒說”保證”可以去哪?反正不管到
哪，就(保持快樂的心情)盡交換學生的責任去完成吧 !
我算是蠻幸運的，最後被分到我的第一志願 : 法國。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升級= =? 不太懂這問題?)
如果是指回國被留級的話，我認為這一年也不是浪費，我學到也經歷到很多且遇到我一
輩子都可能遇不到的事情 ，所以這一年非常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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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相信去”非”英語系國家的學生都能深刻體會到這點 ，語言這問題一開始當然非常非常的
辛苦!!!
所以在知道你的接待國時，就盡早去學習該國的語言，讓自己提早進入狀況，到了那之
後，更要主動、積極地跟當地人互動，這樣就能很快融入他們了 !沒事時也一定要自我學習相
關方面的東西。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是沒有啦! 但是如果真的被分到希望以外的國家 ，多多少少會有些沮喪，但是分了就
分了，還是必須去，不能因為被分到希望之外的國家而就隨便應付 ，這樣對自己絕對沒好處!
所以可以換個角度想想、去發掘這國家的美，就比較可以接受，搞不好一年後還會對那
依依不捨呢!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其實每樣都有用，尤其 ROTEX 學長姐們的意見，非常的實用!
像跟當地人的ㄧ些互動時所要注意的細節等等 ，都不錯!
但畢竟那些還是別人的東西 ，自己碰到的不一定會跟他們一樣 ，所以就聽聽各個意見，
出發前整理一下，好面對接下來(未知?!)的一年。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這 9 個多月下來，大概 6 次吧! 其實我那沒有很要求每次都到，比較彈性。在例會期間，
大都可以跟長輩們聊的開 ，人都很親切，沒有拘束感~~他們還蠻搞笑的。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大致上沒有，到達巴黎機場時，有地區委員來接我、幫我轉機，所以還好。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接待家庭的爸媽跟接待社的社長 、顧問及幾位 uncles.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好親切喔~~~雖然語言一開始不通，但可以感受到那股熱誠。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派到法國做西北部的半島 ，鄉下~~都是田野，我是住在一個河邊的小鎮上 ，人口喔…..
應該才萬人出頭吧! (甚至遠不及…)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還好，就語言問題最大，相處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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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啥問題，雖然較簡單。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阿~~~但是他們都說不用不用(汗)。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跟接待家庭的爸爸媽媽，有時跟姊姊(第二家庭時)。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就是充滿東方色彩的東西 ，且最好是可愛一點的~~~實用的也不錯!!!
其實不管送甚麼，他們會很高興，主要是”心意”要傳達到最重要。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到中間當然會想家，但就跟接待家庭聊聊、出去走走，就比較可以舒緩。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找接待家庭爸媽，如果有同校的兄弟姊妹更好 ，可以直接請教他們。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法文、美術、英文、數學(&特別數學)、生物、經濟學、歷史、討論、體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體育，就可以動阿! 玩阿!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生物，因為好難~~~都聽不懂。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差不多，但法文是跟六年級小朋友上 ，有些第二外語，我沒有修。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其實只有(一開始就可以)數學可以應付，其他的都一直身處在困難中 (汗)。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因為離學校較遠，所以是有人接送。早上 8 點上課，需要 15~20 分鐘通車。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都在家吃吃’麵包、可麗餅配牛奶之類的，很簡單。(價錢沒算)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這裡沒這東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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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語言科目嗎？
法文(國文) 、英文、都是必修。還有第二外語：德語、西語，但我沒有被強制要修。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學校沒社團。在外面有參加地區的網球社團，一週一次一小時而已，花費喔….忘了(汗)。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教練。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我有確實修到的，他們當然會給。要看歸國後的學校認不認可 。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還不知。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第二個月時。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都不容易，他們高三也拼很兇!!!也有考試。但是他們也參考高中成績。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沒啥宗教衝突問題，主要是其他文化價值觀的不同 、衝擊。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 Le club de Landerneau.
扶輪社會員數：40 幾位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Landerneau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四晚上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一次吧!
就是去那跟社長、顧問等等社員例行性的報告一下近況 ，聚個餐、聊聊天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 80 歐元。有符合。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其實沒有過。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在哪?是個甚麼樣的國家?是不是獨立的?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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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的。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平常就是在鎮上聚餐、例會啊!
大概每一兩個月，地區就有一次聚會~~~每次都要搭 TGV(高速鐵路)去，雖然路程遠，
但是每次聚會都跟其他交換學生打成一片 ，感情很好!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絕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是扶輪社員的子女 ，但是因為這個計畫而聚集在一
起，大家也都是像一家人一樣互相幫忙 ，建立友誼。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無。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派遣地區扶輪社的例會比較沒那麼嚴肅 ，跟長輩的互動比較輕鬆自在，我想可能是文化
環境的不同吧!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3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5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3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7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6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主要是語言障礙吧!畢竟法文真的跟我們熟悉的英文很不一樣，去之前也上了幾個月，到
了當地不怎麼容易跟當地學生打成一片 ，也很難了解他們在想甚麼 ，有時候就蠻難過的，幸
好都可以跟接待家庭一起分享 、討論，度過些難關。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阿，認識一堆同樣是扶輪社的交換學生 。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大致上還不錯，但常常旅行結束就感冒。
53. 當地氣候？
比台灣涼很多，但在法國算是氣候較為溫和的地方 ，常常在下雨，一年下來不過下過兩
次雪、冰雹到是常下，總之就是濕濕冷冷的。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 其實在台灣買就好，出發前先了解當地氣候狀況 ，帶適當的衣物去就可以了 。
B: 我建議是帶一套叫正式的服裝 ，如: 西裝、小禮服之類的。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用一個小袋子裝起來，平時放在行李箱或較為安全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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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沒去數，很多吧。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跟其他交換學生去環歐 ，有到西班牙、德國、義大利、奧地利、摩納哥跟瑞士。
奧地利很讚! 風景漂亮且當地人都很親切 ~~(英文可以通!)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跟同學課後出去走走、打打撞球、聊聊天。
跟接待家庭共度聖誕假期跟跨年 !
並且在兩次旅遊中(環歐、西班牙)，跟許多新認識的交換學生一起玩 !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語言問題是最大的，就要自己不斷地加強啊! 多讀、多唸，最重要的是”主動”地開口，
開口跟他們講話，不管甚麼主題都好，就是去講!這樣就可以進步很快!
無法融入他們當地學生，其實這問題……到最後才比較有進展，可能是我個人太內向害
羞了，加上語言問題，常常無法了解他們在講甚麼 ，或是平常在玩甚麼。這問題說實在的，
有沒有克服，我自己也不清楚。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當地語言方面是有蠻大的展獲，學到一般台灣人不會接觸到的特殊語言 ，也成為個人的
一種工具。
個性變得更開朗且大方，不像以前那樣畏畏縮縮的了 !
因為遇到ㄧ些一人在異國才有機會處理的事，所以在個人獨立處理事情及態度上，也變
得比較成熟穩重；也體驗到不少稀奇的經驗 。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法文喔…..大概用不太到吧! 但是會繼續自習、當當學校二外助教。
利用前一年獨自一人在國外處理事情的態度來面對接下來的一切挑戰 。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如果以後有機會再到國外，我想這一年的經驗就很珍貴，因為已經有經驗，所以就可以
拿這些東西來面對接下來的挑戰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原本想說 3 個月就可以完全弄懂當地語言且融入 當地，可以交到好多好多朋友。並且可
以在當地學校變得很受歡迎 !跟接待家庭相處能夠好到不行 !
但是呢!我花了 6 個多月，也就是雙倍的時間才漸漸的把語言弄懂，且始終還是很難融入
他們(尤其年輕人)，雖然朋友也蠻多的，但是感覺上有點冷淡，這些跟我預期的有蠻大的落
差……
不過跟接待家庭到是相處的很好 ~~~~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我們會受到比較多照顧，畢竟每個社就有點類似一個大家庭這樣 ，而且花
費也比其他留學制度遠少的多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有機會先在出國之前學習當地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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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嘗試各種食物，就像是給自己一次機會，很難說你會不會喜歡
要盡可能融入接待家庭，常主動跟家人聊天
上課有問題下課一定要請教老師或同學 ，不要怕丟臉
要多主動交朋友主動開口說話
跟朋友出去有多一點的時間相處多一點的認識當然好 ，但請把接待家庭的
活動看第一優先
主動幫忙做家事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我將來會到國外唸書，因為我是去法國交換一年，所以應該是會到英法雙的加拿大 ，希
望這年的歷練可以幫助我未來的路走得更順 。我本身是想讀設計類的東西，相信到西方國家
去深造、看看走走，豐富自己，希望夠再回到法國唸相關科系的學校 ，然後有成之後，想回
到台灣盡一份心力!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希望扶輪社可以與更多學校合作 ，所以能有更多學生可以透過學校的管道
來申請這個計畫。
期望我們的扶輪社能像國外那樣 ，讓來到我麼這邊的交換學生能夠充分感受 、融入到當
地家的感覺，在例會或活動時跟社員 uncles 們沒有甚麼界線，就像在跟朋友玩一樣得輕鬆自
在~~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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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蔡宛庭

住址

台北縣板橋市懷 電

(02)8258-5679

名

的接 174 巷 1-9 號 7F

話

派薦社：新店碧潭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大同高中

接 待 社 ： Twin Cities Sunrise 派遣國及地址：台灣省台北縣板橋市 174 巷 1-9
號 7F

Rotary Club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職

業

年 齡

第
１

Tom and
Allison
McCawly

爸–管理
媽–音樂

30 幾歲

第
２

Phillip and
Missy
Megli

爸-工程師
媽-退休

第
３

Marcy
Lawrence and
Ken Duncan

爸-商
媽-老師、
商、公務人
員……等

爸-約 40
歲
媽-37 歲
爸-42 幾
歲
媽-49 歲

是否 家庭成
接待期間
社員 員
是
1 個 host
2008 年 8 月姊和 3 個
10 月
host 妹
否
2 個 host 2008 年 11 月-2009 年 2 月
妹
否

1 個 host
姊和 1 個
host 哥

2009 年 3 月7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我爸爸是扶輪社員，所以知道這項計畫。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增長自己的見識並改進自己的英文能力 。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的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很擔心自己不會被分到想去的國家 ，但又破不期待想知道自己會被派遣到哪裡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在國外留學這一年我原本應該是高二 ，但是因為怕大學考不好，所以原本就打算回國
後繼續從高二開始念，所以沒有太大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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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因為我是被派遣到美國，所以並沒有在特別加強英文 。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很幸運被分配到我的第一選擇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聽 rotex 們的意見，會比較知道自己該準備什麼，對自己將要去的國家開始有些基本的
認識。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去我的扶輪社例會 ，社長跟我說每次例會都要報告我的生活近
況，講一些我想跟他們分享的事 !一開始英文還不太好，又不太知道該講什麼，所以常常很
尷尬，但是經過這一年的練習 ，我已經可以和社員們自在的談話 ，並和他們分享生活上遇
到的一些有趣的事，還可以常常讓大家哈哈大笑呢 !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但是在出關時因為我忘記我的 J-1 表格訂在護照後面，所以還被帶到一間等候室 ，
幫我處理的工作人員聽到我是從台灣來的後 ，對我的態度就變很差，感覺很不舒服!
11.誰到機場接你？
YEO、host 媽和 host 姊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真正美國人講英文的腔調其實和台灣人不一樣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聽不太懂他們跟我
講的話，不過他們人很好，都會放慢跟我講話的速度 ，還會很有耐心的跟我解釋所有我不
懂的事，讓剛到不同國家得我覺得安心許多 !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的接待地區 Sterling 是一個小鎮，到處都是玉米田，到哪裡都要開車，所以對不能開
車的我來說其實很不方便 !人口數大約是一萬五千人 ，不常下雨，天氣很多變!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在第 2 個 host 家的時候有 2 個月因為房間在整修，所以是和 host 妹一起睡，不過
之後還是有自己的房間。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在第一個 host 家的時候因為我的 host 家人都很忙，沒有太多時間和我交談，而我自己
也因為害羞而不知道該怎個主動找他們聊天 ，總覺得沒有共同話題，所以除了需要他幫忙
以外我幾乎沒有什麼和他們交談 ，到最後除了吃飯時間以外都我都只好待在自己房間 !我的
YEO 知道後就幫我提早一個月換到第二個 host 家，而我的第二個 host 家是個很熱情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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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大家都一直主動找我講話 ，也因為他們一開是沒有電視也沒有網路 ，所以回到家能做
的事就是和他們不停的講話 ，所以我在這個家庭因英文整個進步很多 ，也變得很敢主動跟
大家交談!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只是他們很多油炸食物，我胖了大概 3、4 公斤吧!
17. 幫忙做家事嗎？
就算 host 家沒有要求，我也會盡量主動幫忙!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商量事情大部分都和 host 媽，不過我也常常問 host 爸和 host 姊妹的意見，如果是聊天
的話其實我和大家都可以聊 !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陶瓷的對獅、筷子、玉飾和紀念套幣，這些禮物他們都很喜歡，特別是玉飾和
筷子!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事實上我沒有想家的困擾 。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的顧問、host 家人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上學期 – 數學
下學期 – 數學
自然
裁縫
美國歷史
美國歷史
英文
英文
體育
高等化學
音樂鑑賞&歷史
烹飪
烹飪
美術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裁縫 – 可以自己動手做出像是商店賣的可愛玩偶 ，很新奇也很有成就感!
烹飪 – 可以品嘗各種不同國家的食物 !
美國歷史 – 讓我更了解美國也讓我的英文進步很多 !
高等化學 – 有很多從沒見過的好玩實驗和活動 !
美術 – 老師教的超棒，沒想過自己也能做出這麼漂亮逼真的美術作品 !
英文 – 雖然很難而且讓我吃了很多苦 ，但我也因此讀了不少英文書籍 !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自然 – 他們教的東西我國中就學過了 ，而且老師很混!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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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約兩個月。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 host – host 姊開車，約 10 分鐘；第二 host – host 妹開車，約 15 分鐘
第三 host – host 媽開車，約 2 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午餐是免費的，到三月的時候學校說不能再提供免費午餐 ，但還是由我的
外幫我支付的!

接待社另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 8 點-下午 3 點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只有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網球隊 – 每天練 2 個小時；音樂劇 – 每天練 3 個小時；足球隊 – 每天練 2 個半小時
我們學校交換學生可以免費參加社團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我有在學校畢業!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因為我回台灣後是要重讀一年 ，所以這部分不太清楚!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為期兩個星期的美西旅行和 host 家帶我去的一些不同洲的旅行 !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除了同校的交換學生以外大部分的好友來自足球隊 !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想在美國升大學比在台灣難很多 ，因為他們不只要跟美國人競爭 ，還要跟來自世界各
地的菁英競爭!而且因為美國大學學費很貴 ，所以大部分的人會選擇先念社會大學 !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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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要多參加運動或社團，因為那會是大部份朋友的來源 !如果不了解的地方也要主
動詢問老師，通常他們都會給予很大的幫助並不會太過嚴苛 !學校方面除非你念的是天主教
學校，否則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Twin Cities Sunrise Rotary
扶輪社會員數：44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醫院的會議室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四早上 7:00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4 次，每次例會都要口頭分享我的生活經驗 !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75 塊美金(不包含餐費和交通費)
是。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有一次半個小時介紹台灣的演講 ，我給他們看了地區發給我們的介紹台灣的影片 ，然
後用放照片 ppt 的方式口頭報告! 大家都很專心聽而且對台灣的文化很有興趣呢 !! =)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最多人問起的是我們是不是真的會吃狗 !其他就會問一些天氣、文化之類的，還有學校
制度、喝酒、開車的年齡也是很多人常問的 !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扶輪社例會其實和台灣差不多，不過他們還有講笑話、抽獎、捐錢之類的活動!而地區
的交換學生會議大多也是聚辦不同的活動讓我們參與 ，像是南瓜雕刻、滑雪之類的，只有
一兩次比較嚴肅的會議是有關 outbound 的!不過大部分的時間我們並不需要太嚴肅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我們每個月有一次交換學生的活動 ，從 9 月開始有在密西根湖坐帆船 、萬聖節南瓜雕
刻、玉米田迷宮、保齡球、聖誕節遊行、滑雪、參觀博物館、溜直排輪、領袖營還有披薩
派對等等的活動。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的環境認識課嗎？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大致上其實差不多，只是我的接待社每次都會有不同的人來介紹或報告宣傳公
益，進而推動各種不同的活動 ，這點感覺比較不同!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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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我沒有真的無法適應的東西 ，食物當然和台灣不一樣，不過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他們
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方式及學校方面 !外國人普遍較開放，學校學風也比較自由，所以每節下
課在走廊上到處都可以見到情侶接吻 ，這點真的跟台灣很不一樣 !還有他們很重視眼神的接
觸，就算不認識他們也會看著對方的眼睛招呼 !一開始我真的覺得很奇怪，不過久而久之就
習慣了!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地區每個月會舉辦一次交換學生的活動 ，所以我們地區的 inbound 感情都很好!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我幾乎沒什麼生病，只有一次重感冒發燒，大部分時間身體都沒什麼大礙 !
53. 當地氣候？
伊利諾州天氣很多變，今年甚至到四月還下雪，不過這裡不常下雨，天氣
又特別乾燥，如果不常擦乳液，皮膚很容易裂開!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建議帶少數自己的衣物，其他的到當地再買就可以 !我住的地方到處都有暖氣，所以即
使在冬天，我們還是會穿短袖或是薄的長上衣 ，只有出門時會加上外套 ，在市內用不到毛
衣、衛生衣等等的禦寒衣物!不過每個地方不一樣，所以還是建議大部分的衣服可以到當地
再買!而大部分的女生會帶一件旗袍 ，在重要的國際交換學生聚會中可以穿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我是自己保管的，不過聽說大部分的人會託 YEO 保管的!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約 60 幾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的第三 host 家帶我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旅行!不過我最喜歡的還是扶輪社舉辦的為
期兩個星期的美西旅行!是所有 central state 的交換學生分成四組去的!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我喜歡我在學校參加的音樂劇演出 、足球隊和扶輪社辦的交換學生美西旅行 !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一開始覺得很難交到朋友 ，因為我住的地方是一個小鎮 ，他們都是從小一起長大 ，所
以都有固定的朋友，很難融入他們，不過後來我參加了學校的足球隊以後就好很多 ，因為
我發現其實他們的朋友群 ，除了每個人固定的朋友之外 ，主要是來自學校的運動社團 !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我覺得自己更深入的了解美國文化，這些東西是從書本上體驗不出來的 !還有我所認識
得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朋友 !讓我這一年學到的不只是美國文化 ，還有好多好多世界各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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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感覺自己真的成長了不少 !!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多看原文書，保持自己的語言程度在水準之上 ，持續增廣自己的見聞、知識，並且多
和他人分享這一年學到的不同觀念與經驗 !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這一年的交換生涯拓展了我們的國際觀 ，也讓我們認識來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將來
在工作上或是生活上對自己都有很大的改變及幫助 !我們也可以運用對交換國家文化的了
解，效法他們好的地方，並改變自己原本不好的，讓生活變得更好!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原本以為學校同學都會很興奮想認識我們 ，問我們很多問題之類的 ，不過因為我們學
校每年都有很多交換學生 ，所以大家感覺都已經麻痺，見怪不怪了!讓我一開始覺得有點失
落!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有很多交換學生的活動 ，而且大家都很關心我們!!因為我有朋友在別的交換計畫 ，所
以我更了解扶輪社對我們交換學生付出的用心 !她發生問題的時候問題都很難找到可以幫助
她的人，不像我們常常接受大家的關心、照顧!!還有我覺得我們換接待家庭的制度很好 ，因
為其他交換計畫幾乎都是必須住在同一個接待家庭一整年 ，如果不是遇到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不能換，所以就算他們和接待家庭不和也得忍受一年 !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常常主動發問，對認識新朋友有很大的幫助 !
-要勇於嘗試任何東西!
-不要帶太多衣服!
-在學校要多參加測團運動之類的活動 !
-常和接待家庭及學校朋友聊天 ，才能讓語言進步得更快!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我想在大學選修有關經濟或是外文的科系 ，將來想找一份可以到世界各地旅行的工
作，像是公司的外交等等!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我覺得扶輪社應該多讓 outbound、rebound 和 inbound 接觸，這樣對要出國的 outbound
會很有幫助!!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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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朱何恩

住址

愛國西路 15 號九樓

電話

派薦社：城南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中正高中

接待社：phoenix 100

派遣國及地址：US AZ phoenix

(02)23115679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Belinda

職

業

年 齡
是否社員
47
No

家庭成員
4

接待期間
4.5 個月

Lori

55

yes

2

1.5 個月

David

52

Yes

no

2 個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爸爸是扶輪社社員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一開始不是很想參加而且很反對 ，但最後被爸爸說服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爸爸的建議加鼓勵加強迫 ，現在很感激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自己之所以會選擇美國是因為我有個美國夢 ,很想到美國讀大學.再加上自己的阿姨住在康乃
狄克州,本以為自己可以很幸運的被分配到那邊在阿姨的幫忙加上自己的努力應該可以實現我
的目標.但卻被分到西南部的亞利桑那州 ,當時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心情真的非常複雜 .不僅跟
自己預測的地點差了十萬八千里 ,將要住一整年的地方還是身在沙漠當中的鳳凰城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在學校都一直在嘗試著語言的進步也得到不錯的回報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當然就是適應然後 enjoy that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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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非常實用到那邊遇到相似的問題都照著 6 次講習會所交的,所以都沒問題了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三次應為我們社是個大社所以不能常去 !!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家庭的 host mom and host grandma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好熱喔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Downtown Phoenix ，是美國第五大城市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在四個家庭都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有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吃的都還不錯
胖了 1 KG
17. 幫忙做家事嗎？
當然有阿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每一個家庭成員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扇子,中國錢包玉飾之類的小禮品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完全不會耶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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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顧問及 host mom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Japanese
、English、PE、Pre calculus、US history、physics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Pre calculus 因為老師既風趣又很會教書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Physics 因為老師一點都不會教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當然有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概 3 個禮拜就 ok 了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8 am 到學校 3 pm 回家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在學校午餐大概都花 5~6 塊美金
平常出去吃都差不多 10~15 塊美金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 點～下午 3 點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及日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免費教材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參加 Adventure and interact club
Cost me no money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不能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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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扶輪社友辦一些旅行道大峽谷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當然太多了,大概 1 個禮拜吧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美國比較少人上大學,但他們有很完善的獎學金制度.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我沒有碰到任何這樣的問題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phoenix 100
扶輪社會員數：300 多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在歷史博物館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午餐時間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一次都還不錯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 美金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4 次演講機會徹底讓大家了解台灣 ,印象深刻的是有人問我說如果他們要旅到台灣可不可
以借住我家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很多都是有關台北 101,有些時候他們會問我們的教育制度的問題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有幾次的會議都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我們有去學校做過演講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這個扶輪社比一般的都大很 多,男女都可以參加.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5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1.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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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1.5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2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其實真的很簡單,入境隨俗.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這是當然的,我們地區一共有 23 個交換學生,跟每個人的感情都非常非常好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切都沒問題
53. 當地氣候？
熱得要命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其實行前沒什麼準備,到當地買都非常非常便宜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不要戴在身上最好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Tons and tons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加州,拉斯維加斯,夏威夷,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跟交換學生具在一起的時光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第一個禮拜的孤獨,有很多朋友的幫助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經驗成長!! 獨立自主!! 深交道很好的朋友,來自世界各地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一年經驗的累積對處理事情的態度積極很多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一開始並不認同,但最後真的很喜歡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換寄宿家庭是個非常棒的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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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多多跟家人們互動
2. 在學校三家社團或球隊之類的
3. 常常去扶輪社的例會
4. 多多配合家庭的活動
5. 一定要參加環美
6.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很希望能赴美讀大學也把這個當作目標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多多開放讓更多人可以參加 ,還有寄宿家庭應該多多飾選.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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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林逸庭

住址

名
派薦社：台北城南社

台北縣板橋市三 電
民路二段 153 巷 3 弄
話
11 號 1 樓
原就讀學校：北市大安高工

(02)29621993

接待社 ： Voecklabruck Rotary 派遣國及地址：Traunsteinstrasse 13 4810 Gmunden Austria
Club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名

Frauscher
Michael(爸爸)

職

業

工程
師

年 齡

是否社
員
48
否

家庭成員
爸
爸,媽媽,
哥哥.弟
弟,妹妹

接待期間
2008.8.5-2009.7.3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經由他人的介紹，並慢慢認識到扶輪社這個大組織 。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對外面廣大的世界抱持著一些憧憬 ，充滿著新鮮感，想親身去認識、了解，若只是
停留在刻板印象中，好像是把自己反鎖在台灣這個空間裡 ，而這種機會是非常珍貴的 。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一方面是爸爸的支持，一方面是自己也想嘗試看看 。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我記得當時是滿幸運的 ，因為在面試的篩選過程中，我認為準備的不夠充分，跌跌
撞撞的，感覺就是快被我搞砸了 ，當我看見派遣學生候選人的名單上出現我的名字 ，我
是真的又驚又喜，但事實上卻也無法開心的太早 ，在公佈國家那段期間，有時後一直在
想會被安排到哪些國家，有時候腦袋又天馬行空的想像著國外的美妙生活 ，我不斷告訴
自己沒問題，我能克服所有難關。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對我來說，這方面我倒是不會很在意 ，在心理準備上是幾乎沒問題，因為學校是技
職走向，少了一年就是足足差了一大截 ，如果讓我讀原來班級，我想課業上的負擔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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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能力照單全收；我的觀點是，一年的國外生活和一年的台灣的教育課程相較下 ，可
說是各有優缺點，但我會想要選擇在任何的一個國家好好待上一整年 ，那真的是會體驗
到很多不同東西，如果我在台灣一年之中就是好好讀書，和同學一樣考試、升級、畢業，
學到的就好像只有在知識上的增加 ，不過能學到書本上以外的東西 ，或是親身經歷課本
裡死死的文字介紹，我覺得在學校的升級不是絕對的重要 。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出國前，我承認我在該國語言方面沒有下功夫 ，大概為期一個月左右的鬆散的德文
課程，當時我疏失掉這部分；出國後，毫無疑問的出現接踵而至的大大小小的問題 ，我
現在是真的很後悔當初怎麼沒有先打點底子 ，這是非常可惜的部分。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一聽到我爸爸帶著有點興沖沖又有點忐忑的告訴 我，我被排去奧地利時，當下突然
腦袋一片空白，出國前我實在是有點焦慮 ，我記得我多多少少就是帶著這份焦慮感飛去
奧地利，心情上的改變應該也談不上來吧 ，對陌生的國家產生的不確定感 ，但是經過一
年之後感觀完全是相反的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還算我的運氣呢 。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對自己是受益良多，有些資訊是非常不容易獲得 ，但是直接從學長、姐們的經驗分享
中，可以更加的了解所有國外的大小事物，環境訓練也能讓我們能面對陌生的環境 、突發的狀況
做出迅速的反應，讓我在出國期間不至於手足無措 。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因為寄宿家庭不是扶輪社的成員 ，而是獅子會，參加的次數有點模糊了，但每次的
例會都收穫很多，每位社員們都對我很好。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幸好沒有碰上阻礙和困難 ，一切都還算是順利抵達。
11.誰到機場接你？
寄宿家庭全家都在出口等我 ，才一出大門口，寄宿家庭就馬上前來找我 。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剛到寄宿家庭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們家的經濟狀況滿好的 ，還是奧地利有名
的造船企業，每個人對我都很好，我也很喜歡他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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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說到我住的環境不得不讚嘆 ，完全就是理想中的夢幻住宅區 ，家後面有山、前面有
清澈的大湖泊，好山好水，人口好像不到兩千，每戶人家的庭院都頗大的 ，比起都市緩
慢許多的生活步調，生活在那是真的非常愜意 。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還有個自己的淋浴間和廁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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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剛開始當然是非常的難以習慣寄宿家庭的 生活方式，前幾個月還不怎麼敢講話，不
會講德文就算了，英文也不是說很好，問題當然是難以計數的多 ，都是一步步慢慢的克
服。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起初對於晚餐只有兩個麵包夾起司或肉片 ，非常的不習慣，感覺就是怎麼吃就是不
會飽，但吃習慣之後，反倒覺得非常好吃，奧地利式的料理也都非常好吃 ，舉凡菜餚、
甜點、起司、飲料、巧克力、.
.
.
.
.
.
，大概胖了三公斤左右。

17. 幫忙做家事嗎？
我有問過我的寄宿媽媽很多次 ，看能不能幫忙做家事，每次詢問都說不用，但是我
「必須」例行性的每天幫家裡的狗帶 出去散步，算是我唯一的工作。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最常和寄宿爸爸聊天，雖然他很忙，但總是能講很多很有意思的話題 ，和寄宿奶奶
也同樣聊了很多，就如同在和同年齡層的好朋友那般聊天 、商量，之間的感情非常的要
好。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記得春聯和一些中國風的吊飾最受歡迎 ，他們都會很好奇是做什麼用途 ，或是象
徵性的意義，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當所謂的新鮮感退去後，一連串的思鄉病接踵而至，那時候每天心情都非常的低落，
很想快點回家，我和一位長期住在奧地利的台灣人作聯繫 ，慢慢的比較好一點，還常常
用網路電話和在台灣的家人聊天，把發生的大小事都傾吐出來，思鄉的感覺才漸漸和緩 ，
另外轉移注意力也是個很好的方法 ，像是出去從事戶外活動、交些好朋友，再不然就是
在網路上看些自己喜歡的台灣的電視節目 ，比較不會感到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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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課表和台灣的一樣，課程幾乎都是排定的，有些選修的科目，他們說可以不用參與，
但我還是都跟著上課。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德文、英文、拉丁文、數學、宗教、生物、物理、歷史、地理、體育、音樂、美術、
西班牙文、溝通與演講(僅上學期)……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英文：老師上課都用英文講，然後每次討論的主題都很廣泛且深入，不僅
學
到英文，在討論當中，用腦筋思考，聽同學在發表個人意見時，也可以了解
他們的價值觀，我在英文課學到很多，原來他們的英文課是用這種方式在教
學的，而且英文老師很博學多聞 ，好像怎麼問就是知道英文是怎麼講 。
數學：這是我在學校唯一還能聽得懂的課程，我喜歡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老 師很有趣，
常常弄得全班狂笑，老師人也非常非常的好，很可惜他要退休了。
德文：同樣是我們的宗教老師，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的超大嗓門 ，對我也很好。
體育：雖然體育課常常會搞不清楚狀況要做什麼 ，但每次的體育課都很有趣 、很歡
樂，最經典的就是他帶我們做暖身運動時 ，總是要做一些很爆笑又無厘頭的
動作。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基本上根本沒有這回事。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可以說是完全相同。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到最後幾個月，上課比較聽得懂後，發現他們上課其實滿有 趣的，但是還是無法寫
他們的考試，唯獨數學這科，因為內容在台灣有學過，還能勉勉強強寫了兩次的數學大
考，一次拿到中等的成績、一次是拿到最差，但其他科目真的是寫不出來 。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早上六點半多起床，吃完早餐後，走向家附近的巴士站牌等巴士 ，大概不到十五分
鐘能到學校，下午一點二十五在校門口同樣搭巴士回家 ，只有星期二是整天課，下午四
點二十五能到家。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中午大概一點四十回到家後 ，寄宿媽媽會準備中餐給我 ，並不用花到錢。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第一節課都是在早上八點十分開始 ，按照課表的課程邊排，星期一和星期三是六節
課，下午一點二十五分下課；星期四和星期五是五節課 ，中午十二點半放學；星期三，
如同上一題，有九節課，四點多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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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並沒有，我常常都和同學在一起活動 ，因為班上有三個同學都住家附近 ，我覺得多
講進步比較快，文法方面也常常請教同學 。
31. 有語言科目嗎？
沒有，只有扶輪社安排的兩個禮拜的語言課程 。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德文教材都沒有，學校看待我們就像是普通的學生而已 ，上學、放學。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的學校似乎沒有社團，看個人意願，可以留在學校打打球。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個人指導是沒有，顧問也常常看不到人影。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因為還無法修習科目，考試寫不出來沒有成績，所以學分完全沒有。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並無修習到學分。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我有和班上同學一同參加他們的戶外教學 ，全班坐巴士去義大利北邊一個禮拜 ，那
次真的很好玩，印象也非常深刻。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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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開學第二天開始，我就認識了我們班幾個男生，他們主動來找我講話，雖然我很
害羞不敢講話，他們還是會講很多好笑的事情 ，因為都住在我家附近，受到他們的照顧
很多，我們感情是無法置信的好 。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他們也是要考過聯考才能上大學，他們的考試的難度也很高，但因為沒有補習文化，
每個人都很認真在讀書，至於考的內容不是非常清楚 。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學校生活方面，盡量展現出好學的態度，讓學校的老師們知道我們是真的很想融入
上課的課程，並且想在考試中拿到好成績 ；奧地利是天主教國家，不過在宗教方面，在
我寄宿家庭來講，他們覺得不要做壞事就好 ，寄宿奶奶跟我說過，重要的不是你信哪種
宗教，而是要保持著一顆善良的心 ，幫助別人，替社會出份力量。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
扶輪社會員數：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因為寄宿家庭並不是扶輪社社員 ，我沒有參加扶輪社的例會，我倒是常常參加獅子
社所舉辦得活動，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固定 75 歐元，幾乎差不多都是這個金額上下 。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有在學校演講過一次，我配合著自己又重新整理過一次的 PowerPoint 介紹給全班
聽，主要是介紹台灣的地理概況和些基本東西 ，講完後，他們反而都是在問我在學校的
生活情形，我也有講給寄宿爺爺、寄宿奶奶看，他們覺得台灣的自然風景很漂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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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最普通的問題就是，奧地利好不好玩、你會講德文嗎，對於下雪的相關事情還滿有
興趣的，像是滑雪、溫度，在食物方面也是常常被問到 。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每次扶輪社舉辦得各種大小活動都很精彩 ，每個人玩得都很盡興，我覺得他們的地
區在辦活動很有一套，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他們的扶輪社辦各種活動都很積極 ，也很照顧我們這些交換學生 ，感覺很棒。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舉辦。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他們比較沒有像台灣的扶輪社舉辦這麼多和學長 、姊的交流，或是委員們要我們注
意、了解什麼，奧地利的主委就把事情處理好 ，其他事情只要不超過規矩 ，會給我們很
多自由、空間，主委們信任我們，我們也不會想要打破這個平衡 ，反而這樣，我們會非
常有自制力。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三至四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四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四至五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 幾個（ 五至六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三至四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起初感到最困難的就是 ，他們一直說我是中國人，適應的期間我也一直強調我是從
台灣來的，讓他們明白這件事對我的重要性 ，往後的日子他們也會注意到這部分 ，我覺
得溝通很重要。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很多，當我的德文比較能流利一點的講出時 ，自然就想要認識很多人，發現他們
其實是非常友善的，而且我一看就知道是國外來的 ，所以又有興趣想要認識我 。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健康方面我會特別留意 ，除了不要太暴飲暴食，我也常常和朋友去運動，爬山或是
騎腳踏車。
53. 當地氣候？
奧地利是冬天很冷、夏天很熱，四季分明，在十一月底時開始會下雪 ，一直到隔年
三月多才會溫暖些，而夏天熱的時候也會到攝氏三十多度 ，不過不會很潮濕，是算很舒
適宜人的。

224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 服裝都是在台灣就買齊了，出國前和媽媽很早就在準備冬天的保暖衣物，我想在服
裝上是準備非常足夠的，甚至是有很多毛線衣、毛線褲都多了很多沒拆封過 ，回國前還
把多出來的冬天衣物都送給當地的朋友 。
b. 說是特別服說的話，應該算是準被西裝，襯衫、西裝褲、皮鞋，在當地使用率還算
滿高的，不過忘了帶一些傳統服飾很可惜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和機票都集中放在櫃子的固定一處 ，也沒搬過家，都一直收得很好，至於錢，
金額較大的鈔票也都固定在另一處 ，我常常會注意錢的擺放位置 ，並且集中整理。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徽章實在是不計其數，一些小禮物也是收到了很多，當然我也都把徽章送得差不多
要沒了。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和幾個交換學生搭火車前去慕尼黑玩 ，雖然時間不長，但是很有趣，我們自己看地
圖找景點，再搭地鐵前往，BMW 博物館讓我印象好深刻，英式花園、超大的體育館，這
整年，還有去過很多地方玩，列舉都舉不完。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我想最快樂的就是，我能交到這麼多的好朋友 ，在這一年所幫助過我，或是有個非
常愉快的一段時間，可以一起瘋、一起玩、一起開懷大笑、一起耍幼稚、一起難過、一
起生氣，我最重要的三個朋友，陪我渡過這年，我真的很感謝他們，好像就是永遠的最
好的玩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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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剛開始語言問題毫無疑問就是最苦的 ，有時候被誤會，再怎麼講也解釋不上來的時
候，心裡又不是對方所想的意思 ，那實在很痛苦，但循序漸進的經過一段時間 ，發現能
掌握一點技巧，打開心胸不怕丟臉的亂講 ，到後來能順利的和別人聊天 ，心態也是需要
一直作調整。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收穫確確實實的很多，自信心提高，比較開朗些，對事情的另種看法，也成熟了更
多，視野更開闊，作事情更積極、更獨立，我想這些在書本上都學不到的 ，不過這些東
西都是何其重要，有些事情好像沒有經過一年在國外的生活也永遠不會去注意到的 。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我想把我在奧地利的種種 ，都傳達給將要去奧地利的人知道 ，並且大力介紹奧地利
這個漂亮的國家給台灣，盡我所能把我看到在國外的事物的資訊，提供給每位需要的人，
畢竟多數人再怎麼連想，頂多就是一個在中歐的音樂之都 ，但其實奧地利有更多值得人
去認識的國家。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除了經驗的分享，說不定可以繼續鑽研歐洲的文化、歷史人文，我也對這方面很有
興趣。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似乎就是一些刻板印象左右了我的期待 ，能夠得到外國的資訊就是報章 、電影、媒
體，但人親自到了奧地利後才發現 ，原來這個世界是這麼的大 ，他們的思考方式、價值
觀就是完全和東方人不同 ，不管是多會想像，就是絕對不可能符合自己的預期 ，我想，
這也是交換生的最重要的意義 。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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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的交換計畫比較能讓我信任，在很多方面也都很完整，至於缺點實在想不到。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不用覺得不好意思，有時候要適當表示自己情緒
2. 接受更多不同的新東西
3. 好好把臺灣介紹給外國人
4. 不要省錢得過分
5. 常保持理智
66.請敘述你/
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首先我希望能進一步加強我的德文 ，我希望德文能和我以後的工作有關係 ，等我賺
到的錢足夠我能出國，我想用那段時間去奧地利找我的朋友 ，如果我的德文更好了，我
可以和我的摯友們聊更多大小事情 ，我也想再當一次交換學生 ，我也想環遊世界，我也
想認識很多朋友，我的人生可以非常精彩，非常值得回味再三。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我希望學長、學姊們能出國前、出國期間主動和交換學生密切聯繫 ，尤其是去同個
國家的學長姊，對一個剛要出國的交換學生來講 ，會滿茫然的，這只是我的個人意見，
其他我覺得都很完美。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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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吳佳晏

住址

台 北 市 大同 區 迪 電

25560088

名

化街 1 段 91 號 3 樓

話

派薦社：金應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薇閣高級中學

接待社：København
vesterport club

派遣國及地址：丹麥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職

業

上班族

年 齡

是否社
員
不是

45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5

大約半年

5

半年

To
x
v
ær
d
Weniter

旅館業

45

是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媽媽是扶輪社友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認識不同國家的文化 學習語言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想要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盡量和寄宿家庭和朋友用丹麥文溝通 ，也會是著閱讀當地語言的書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如願到想要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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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
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Rotax 的經驗分享 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可以先有心理準備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幾乎每次都有參加。覺得不是很有趣,因為都聽不懂!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接待家庭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很舒服! 他們很熱情接待我! 讓我一點都不覺得緊張陌生 !!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很乾淨也很漂亮, 但是那裡的氣候不是很好,常常下雨 風大也很冷! 丹麥人口不多。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一切都良好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胖很多 10kg
17. 幫忙做家事嗎？
Yes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全家有 商量事情大部分跟轟媽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一些名信片 和在故宮買的小飾品
他悶很喜歡龍頭開瓶器 還有超愛台灣鳳梨酥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還好 因為有網路視訊電話很方便 經常可以看到家人 所以適應的很好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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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選課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丹麥文學、數學、自然科學、英文、音樂、拉丁文學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在班上數學很好…因為都是我已經在台灣學過的了 ! 所以只有數學課是我交別
人不是別人教我 :P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丹麥文。因為對這個語言都還陌生 還在學習,所以當他們丹麥文課時我根本不懂 !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恩! 只有語言課我不需要參加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概 6 個月 但是也不是全部都行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腳踏車或火車，時間不一定, 通常是 8 點到下午 3 點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自己從家裡帶午餐 外面買很貴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一堂課 90 分鐘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 三個月多的語言學校。PS.有丹麥文通過證書喔
31. 有語言科目嗎？
沒有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不能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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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班級旅遊, rotary 的活動, 和寄宿家庭去法國和義大利滑雪 , 還歐…etc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再一開始我進學校時就很幫 助我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主動與人交談 交朋友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København vesterport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50~6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飯店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中午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大約 3 次! 都還好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0 丹麥克朗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會員的反應如何？
1次 回國前做的 power point 報告。得到很多掌聲 大家都想到台灣來玩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美食 景點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例會比較輕鬆 沒有台灣扶輪社開會時的一些程序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2~3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6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6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8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3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都沒什麼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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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有很多交換學生的好友。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都良好
53. 當地氣候？
較冷!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在當地買得蠻多的
特別服裝正式一點的 1,2 套就好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轟媽幫我收著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數不清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去還歐 和在丹麥的交換學生一起! 最喜歡的是捷克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和朋友一起去旅行，用丹麥文完整的跟別人對話 ，和寄宿家庭開車去玩
學校的超讚 party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學校對我學會丹麥文的期望很高 ,所以要很努力學!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認識不同文化,學習接納和包容! 交到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還有學習到第 3 語言, 最
重要是自己覺得長大很多 ,因為凡事都要自己來! 變獨立了:)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跟寄宿家庭最好都用當地語言溝通 ,因為那是學習不同語言最好的方法 。
2. 出國時不要帶太多,因為你在那裡一定多少也會買 ,後來就會帶不回來!行李超重罰超
貴的。
3. 有事情都可以和顧問講,他們通常都會盡力幫你。
4. 學校方面 你要自己主動交朋友! 不能等人家來理你,因為他們只會對你好奇最多 2
個禮拜,再來就不會主動找你了, 所以自己要當主動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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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到世界各地去學習更多不能事物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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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50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吳 陽

住址 新 竹 縣 橫 山 鄉 新 興 電

名

街 67 巷 41 號

派薦社：竹東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竹北高中

接待社：Lahti 扶輪社

派遣國及地址：芬蘭

035934919

話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Toukonen
Valitalo
Linkola
Rajala

職

業

牧師&校長

年
是否
齡
社員
40-50
否

小 提 琴家 &教 堂 40-50
工作者
40-50
商人

否
是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轟爸媽
1男3女
轟爸媽
1男2女
轟爸媽
6男

8-11
11-2
2-7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扶輪社員的父親提起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要學習體驗新文化的衝擊與特別 ，並且從中交朋友與更加認識自己 ，進
而分享自己的收穫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幾乎都是充滿期待與開心 ，除了越接近出去的日子心情就會越不安一些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一開始心理會有一些矛盾 ，但後來會覺得出去的一年收獲會大於待在台灣
的一年後，就覺得很值得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有先去找尋一些相關網站學習並加強自己的英文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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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到第一志願,所以很開心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面對挫折的心情和學習、待人的方式、文化與生活的適應等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約為二十多次，社員多為老人，除了可以稍微練習語言之外 ，其實還挺無聊的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一切都很順利
11.誰到機場接你？
扶輪社員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些許疲累，但很期待新生活的開始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約為十萬人的都市，是個乾淨又可愛的地方，加上地理位置距離其他城市又不會太遠 ，
挺好的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每個家庭都有獨自的房間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一切都沒有太大問題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一開始不太能接受吃沙拉和當地用餐時間
沒胖(因為他們吃的比台灣健康 )
17. 幫忙做家事嗎？
都有幫忙做家事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轟爸轟媽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故宮掛畫和翠玉白菜裝飾 ，很多小小的掛飾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想家問題 ，除了冬天的黑讓我偶爾會想念台灣 。其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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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力放到生活裡就還好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一開始學校有 Rotex 幫忙，後來自己選就行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芬蘭文,英文,數學,美術,音樂,體育,歷史,公民社會,地理
哲學,心理學,西班牙語等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英文,美術,體育,西班牙語-因為比較不無聊，而且有學到東西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沒有特別不喜歡的科目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修習的科目都是當地學生的選擇之一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視科目而定,基本上除了英文比較沒有這麼難
其他科目都非常難應付,因為以芬蘭語授課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公車約 10-15 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有免費午餐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視選的課決定，每人每天都不一樣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但校外有語言課程(扶輪社會負擔課程費用)
31. 有語言科目嗎？
學校有芬蘭文,瑞典文,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晚上)，除了英文以外
基本上都用芬蘭語授課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沒有,課本要自己在書局買,不過扶輪社會負擔費用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學校沒有社團，校外有參加一段時間的羽球社 ，每天都有練習時間約 2 小時，費用為
30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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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扶輪社有顧問，很多事情都有找他商量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不清楚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會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不會有校外旅行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後來幾個月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他們也有所謂升大學考，不過，考試科目由他們要唸的科系決定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盡量選些自己覺得有意義也有興趣的科目
大部分人為基督教，但很少上教堂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Lahti 扶輪社
扶輪社會員數：約 70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SOGOS 飯店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五中午 12-13 點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約 1~2 次，先吃午餐，午餐過後約半小時的例會時間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60 歐元,大致相同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約 3~4 次，照片與文字以 PPT 呈現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各種問題都問，譬如台灣是個國家嗎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有地區兩天一夜營隊、4 月的地區年會等，簡單又不失隆重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豐富的一週訓練課程值得我們學習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不過第一個禮拜所有交換學生在一個地方有營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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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扶輪社成員平均年齡比芬蘭扶輪社來的低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3-6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至少 1 年）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約 2~3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1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較不容易融入當地學生群 ，需要時間。冬天的黑暗讓人不能適應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有幾次感冒
53. 當地氣候？
冬天很冷，夏天舒適宜人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適合當地氣候的服裝，可於台灣準備，也可在當地購買
不用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交給轟家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一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與其他交換學生環歐與俄 羅斯旅遊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冬天運動，在小木屋生活，過節，和交換學生出去玩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冬天很暗，讓人沮喪，聽音樂或找些事情讓自己開心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主動並更有想法，對於金錢的更有概念，隨時保持好心情接待新事物等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在生活中確實落實，並和其他人分享。至於語言部份就只能自己多練習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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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偶爾和當地家庭朋友們多連絡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在大學推甄方面希望會有幫助 ，另外國際視野就比許多人寬了許多 ，處理
一件事情的角度也會比較不同 ，如果未來工作能幫助到就會更好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一開始一切都是新鮮驚奇的 ，可能連一個很普通的糖果都會覺得特別好吃
，但當新鮮的事物不再這麼吸引人時 ，一切就必須要去適應。或許最好的
方法就是出去前以平常心吧 ，不要抱著太大的期待，因為期待越大有可能
失望就會越大。還有不要什麼都跟台灣比 ，因為是沒有辦法做比較的 ，這
樣只會讓自己不開心罷了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 的優缺點。
扶輪社有旅行而且比較有安全上的保障 ，並且有零用錢和顧問的協助 ，整
體上來說比其他好很多完善許多 。扶輪社要換家庭但其他不用 ，這方面有
好有壞，如果遇到一個很棒的家庭 ，你也要換，適應好的環境又要改變了 。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主動去迎接新人事物
隨時保持樂觀心情
適度的容忍能力
禮貌是讓別人喜歡你的一個重要元素
多玩多學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完成學業並向自己喜歡的工作努力 ，如果能夠再出國留學會更棒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如果交換計畫能夠沒有留級對學生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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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吳語涵

住址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 電話

03-6564500

三路 75~2 號
派薦社：新竹東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義民高中

接待社：

派遣國及地址：台灣, 新竹縣竹北市縣政十三路 75~2
號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marcelo

職

業
年 齡
是否社員
49
房屋仲
是

家庭成員
4人

接待期間
3 個月

介
tuca

餐飲業

45

是

5人

3 個月

mauricio

餐飲業

51

是

4人

3 個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爸爸是扶輪社社員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去擴展視野,讓自己成長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希望要去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期待又害怕,將要去一個新的地方,
很期待,
但只有自己一人,
家人都不在身邊,
語言不通,
會不知
如何是好,
身邊又沒人能依靠,
只能靠自己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表面上好像犧牲了一年的時間 ,但實際上在這一年所得到的東西更多 ,在這一年所學到的
東西平常可能要花更多時間去學習才能學到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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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會害怕,都會用英語去溝通,後來去聽大家說話,多跟大家聊天,去記住那一些單字,
其實只要肯說,算不是很正確,他們也會盡量去理解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雖然沒有去到自己希望的國家 ,但是想想也許是一個全新的體驗 ,也許是因禍得福,若不是
因為這樣,或許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去,所以想一想還不錯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對於要去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這些經驗其實很有用 ,吸取別人的經驗,到國外時到那時
不會不知如何是好,知道要如何應對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25 次左右,去到那認識了更多的朋友,了解那邊扶輪社忠旨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在路上有其他交換學生作伴 ,可以互相照應
11.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第一家庭和顧問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第一家庭,home 爸是開房屋仲介的,很愛笑的一個人,是下一屆的社長,home 是室內
設計師,他的小女兒也很可愛 ,不怕生,雖然語言不通,但是很喜歡來找我 玩,我的家庭對
我很好,幫我去適應那裏的環境,也很關心我,把我當成他們的女兒一樣,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住的是一個叫 mogi 的小城市,在聖保羅市的郊區,雖然沒有聖保羅是那麼方便 ,
但是該有的都有,而且比較街靜大自然,人口比較少,治安比聖保羅市好,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一開始有點適應不良,一陣子後就習慣了,而且我周圍的人都會幫我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剛到時不太習慣,覺得口味太重,但到了後來還漫喜歡的,不過沒有胖
17. 幫忙做家事嗎？
那邊都有請人幫忙,不過如果有需要時會主動去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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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都是跟 home 媽商量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帶了筷子.扇子等具有中國風的東西的和例如鑰使圈之類的小東西 '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其實蠻想家的,畢竟只有自己一人在外,蠻害怕的,但是周圍的人都回陪伴我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那裡不用選課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葡文,物理,生物,數學,英文,化學,歷史,地理,體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那邊教的比台灣慢,覺得很簡單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歷史,跟台灣完全不一樣,不太好理解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一開始只有英文,數學
7 個月差不多都聽得懂葡文時才能應付其他的科目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家庭送我去,7 點半開始上課 12 點半下課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回 home 家吃,有時出去吃花費一餐大概 160 左右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 月初上到 12 月中放暑假,2 初開學上到 6 月底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但之後覺得不需要,所以沒去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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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因為那的課本是依本用 3 年,所以跟同學一起看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那裡沒社團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但有商量過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沒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那裡沒辦旅行,但是再校內時常舉辦活動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其實他們對我的很好奇,都會主動過來跟我說話,久了大家就熟了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跟台灣差不多,很好升學,不過就看是公立還是私立的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多跟別人打招呼和說話,其實他們都很好奇,只是有時不敢開口,這個時候要自己主動去跟
他們說話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associacao de rotariamos de mogu das cruzes
扶輪社會員數：40 人左右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扶輪社辦公室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四晚上 8 點~10 點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1~2 次
了解台灣扶輪社與外國的差別 ,也交到了更多朋友,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50 元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沒有演講,但是聊天時都會問,對於台灣很好奇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環境,食物之類的或巴西跟台灣的比較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扶輪社例會讓我了解了扶輪社的精神 交換學生會議讓我交到了更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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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規劃的蠻好的,但是因為巴西地大,交換學生多,所以沒辦法照顧到每一個人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有,剛去時有一次,交換學生一起去 hotel 住 3 天 2 夜,他們做簡報,介紹巴西的環境,扶輪社
之類的東西,順便讓交換學生交流一下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非常重視交換學生,國外雖然也很重視,但台灣比較關心這件事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2~3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7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5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2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那裡的習慣,巴西跟台灣不一樣,那裡的人都很熱情,有時會被嚇到,但是慢慢的去融入和學
習那的習慣,其實沒有不能克服的事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透過扶輪社的旅行有交到別國的朋友 ,透過接待家庭的小孩認識了其他朋友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除了小感冒外沒有太大的問題
53. 當地氣候？
跟台灣相似,並無太大差異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A 從台灣帶去,也有在那購買,不過那物價較台灣高,建議從台灣多帶一些去,
(B 因外國較多 PARTY,要準備禮服,或正式一點的衣服
巴西人喜歡去海邊,要多帶幾套泳裝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自己統一收在一個地方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70~80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家庭都有帶我去過很多地方 ,也會和朋友一起去,最特別的應該是里約,跟第三家庭去的,不
過可惜是當天來回,
245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最快樂的事是認識了許多朋友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學習語言應該是最難克服的 ,全部要從零開始,不過其時只要去多聽多說就學的很快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出去的這一年讓我的視野更加廣闊 ,體會到了更多事情,變的比較會想,認識了許多朋友,也
讓我成長了不少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希望能去幫助其他來台灣的交換學生適應環境 ,就像我在國外家幫助我一樣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這一次出去讓我變的更獨立 ,更了解要如何去處理事情 ,也讓我幹道亙廣闊的世界 ,相信這
對我的未來很有幫助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我要出國時一直認為巴西是一個非常落後的國家 ,但去到那後發現其實那裏的生活其實
蠻不錯的,而且蠻優閒的,人也的很熱情,是個很好的國家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灣地方比較小,可以顧慮到每一個交換學生 ,但外國一個地區就有 30~40 人沒搬法像台灣
這樣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A 有問題要發表出來(B 多跟人群接觸(C 不要怕多說話(D 要主動幫忙 (E 多參加各項活動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希望將來還有機會回到巴西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請各國學生出來介紹自己的國家是一個很好的計畫 ,可以讓還沒出國的學生多了一個管
道去準備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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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9 年度 Outbound 學生歸國報告書
姓名:楊姿瑜
年度:2008-09
派遣地區:3500 新竹南區社
接待地區:1710 法國里昂東社
驕傲,浪漫,慵懶,時尚,巴黎等等….那是一開始我對法國的基本印象 .剛到法國的心情現在還
非常記得.期待每個人,事,物….緊張每個細節我有沒有做錯 ,有沒有不禮貌.每一個第一次總是要
自己很認真很清楚的記得 ,所以好像都忘了時差的感覺 …那樣的新鮮感讓我的眼神一直盯著外
頭看,看這不一樣的地方
這一年的一路上,碰到許多已有很多工作經驗的大人們 ,他們先是驚訝,覺得這麼小的年紀到
法國來是要學什麼,能學到什麼東西回去.是阿,我們年紀這麼小到底是能學到什麼實質有用的東
西回去然後對我們學校或 ,工作有什麼幫助?而且大部分的我們都只是還在念書求學的階段 .一開
始,我也一直在想,再擔心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在台灣就好好想過自己想追求的是什麼 ,來這的一
年,就可以好好的學習,達到目標….而不是像現在一樣一直迷惘 .中間,看著在台灣的同學們為了
即將面臨的考大學努力念書 ,有時很懷疑,他們大家是為了考試而唸書 ?還是為了自己的興趣,為
了想達到的目地唸書?也許這也是文化的差異,在這裡,我的同學們利用星期三的下午來做自己喜
歡做的事情,學喜歡的東西.而不是像在台灣的許多學生埋頭被媽媽逼去補習班 ....我在想,大家都
一定會有夢想,只希望不要像被加鎖綁住就好了 .
也許是真的到了法國,我才真正的了解法國.才想到為什麼當初沒有好好考慮國家的選擇 ,聽
到其他國家的交換學生們過的無憂無慮快樂的日子好羨慕 .但到最後,才慢慢發現.國家的不一樣,
對我們這一年來說可能沒有很大的不一樣 ,一樣的文化差異,一樣的學校爭吵,一樣的接待家庭問
題.大部分的我們都遇到很相像的問題 ,也許也是我們放大的問題.不一樣的大概就是我們自己 ,我
慢慢的發現,自己真的可以改變很多環境的影響 .說法國人的小氣很讓人受不了 ,但那也是因為他
們很懂的節省,環保,愛護地球.許許多多的問題,文化差異,好像都只是會變成一總觀念與態度而
已.最大的不同還是自己吧.
在法國有時候的迷惘,緊張自己學不到什麼,現在發現那好像都只是總過程 ,沒有後悔一開始
為什麼沒有考慮清楚選這個國家 ,沒有後悔為什麼會有迷惘的時候 ,因為這都是學習的過程吧 ,慢
慢來也沒有什麼不好.因為一開始我們都是沒有經驗的小孩子 .現在在法國,在國外,經歷了許多,
學到了很多面對不一樣事情得態度 ,也許也找到了下一個階段的目標 ,跟一開始的我們不同了吧.
最後也是要謝謝扶輪社與許多關心我們的人 ,給我們機會到國外好好學習體驗不一樣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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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昂的隆河旁.

跟接待家庭到蔚藍海岸度假三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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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50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彭翊昕

住

新竹市新香街 390 號

址

電
話

03-5203551

派薦社：新竹東北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接待社：Dallas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Dallas Oregon, USA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職

業

Kelly&Heidi
脊椎按摩
Chapman
醫生
Karen Moyahan
皆律師
& Doug Marshall
Lane&Francine
皆律師
Shetterly

年 齡 是否社
員
36
是

家庭成員

47

否

三個小孩
皆比我小
一個女兒

51

是

一個女兒

接待期間
九月初 一月底
一月初三月底
三月底六月中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藉由父親得知, 因為他是扶輪社社友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因為當時的高中英文實在很差，讓我有一度放棄英文，所以出國是為了想要
求證英文到底有沒有這麼難，也說不定可以提升對英文的興趣 。二來是因為想要
充實個人的國際觀，除了想知道台灣在西方國家給人的印象外 ，更想讓國外知道
台灣是多麼熱情與進步的國家 。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完全是自己的希望，想為自己的人生增加更多的回憶 。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當時在填選國家時，我全部都填英語系的國家，不安交織倒是沒有，因為即
使沒有到我想要的國家，那也應該會是個很不一樣的交換之旅 ；總之，我還是到
了我的第一志願國：美國！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一開始報名時，我曾經猶豫了這問題，但是經過認真思考後，這樣一年在台
灣盲目得摸索，不如放手讓自己闖一闖，在這樣的比較過後，一年真的根本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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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因為出國後的自己一定比在台灣跟同年紀的人成長更多 ， 而且有多少人
可以有這樣難能可貴的機會 ，跟著感覺走就沒錯了！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我去的是美國，老實說，我真的沒有在做什麼準備，只是把平常學校考的單
字背熟，因為以後應該會用到，到了當地後在習慣都還不遲 ，最重要的是，一定
要一直保持學習的心。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這我就不知道了！因為美國最棒啦～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
區的各種經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老實說，當時都覺得他們都在唬我們，去了之後才發現，他們說的都是真的！
但是去的國家不同，遇到的人事物也會不同 ， 不過基本禮儀和禮貌一定要學 ，
實在太受用了；至於每一次的講習會更是訓練自己社會互動的好機會 ，每一件事
都要好好的把握當下，受惠無窮！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本身父親就是社友，而本社的例會也都很鼓勵寶眷參加，從小到大參加過幾
次應該很難計算吧！不過那一年是出席的特別勤沒錯 ，因為自己是社裡第一個被
推派的第一個交換學生，當然要多多表現給自己社，這樣才能讓他們多有有更多
的信心。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在飛機上填寫入境資料時，是隔壁的阿姨幫我的，當時才發現自己英文好差
阿！整個飛行是抱著一顆冒險和緊張的心，所以那時飛１１個小時的時候，一點
累的感覺都沒有。
11.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顧問、一位社友、接待地區國家主委和第一個家庭的媽媽還有他的三個
小孩。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原來長這樣喔！＂其實第一個家蠻令我失望的，環境是還ｏｋ，衛生就有
點讓我不能接受。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的鎮真的還蠻小的，大概只有一萬四千人，不過也因為地小所以認識的很
快，整個鎮很乾淨，也有大型超市，對我來說還不錯！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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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但是第一個家庭的房間讓我真的有點想哭，很像是臨時搭建的；第二個
跟第三個家庭就讓我開心很多 。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剛開始針的很不喜歡第一個家庭，因為他們沒有無線網路，洗澡的廁所更是
髒到不行，轟弟妹也真的讓我很不喜歡；但是到了第二個跟第三個後就完全沒有
不良，反而一個比一個好！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前四個月時，我都沒有刻意挑食（本身就不挑食），但是等我換第二個家庭
時，我發現我整整胖了１０公斤，後來是打網球跟瑜珈課再加上節食才讓我慢慢
瘦下來，不過目前離原本的體重還有一點距 離。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第一個家庭有幫忙洗碗，第二個是完全不讓我做，第三個是我跟轟妹輪
流洗；房間當然都自己來，但是很特別的是我的第三家庭有幫我洗衣服 ，而且還
折好給我，所以我跟他們感覺也比較親 ！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基本上都是跟轟媽！因為我感覺我跟媽媽比較談的來，他們也都會給我很多
很好的意見。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很多中國結的吊飾，最特別的是中國服旗袍的紅酒套，因為他們也蠻
愛喝紅酒的，最特別的是我帶了陶器的茶具組 ，他們也真的都很喜歡，不過缺點
就是太重了！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剛開始的前三個月會想家，再加上第一個家庭讓我不是很滿意，所以我都把
所用心思投入在英文上，盡量避開去看家庭的缺點 ，最常的就是和轟媽聊天。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顧問和轟媽，還是以自己能夠接受的課 ，不須拿自己跟當地學生比 。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上學期：英文、歷史、合唱、生物、電腦、數學、烹飪
下學期：英文、歷史、合唱、製陶、瑜珈、數學、烹飪
英文和歷史是當地學校對交換學生規定必修的課 。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合唱跟烹飪是我比較喜歡的 ，沒有壓力！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251

電腦！這門課整個就是選錯，超級討厭！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沒有，不過當地學校給我高三，所以我可以選任何我想要的課，沒有限制！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概一整個上學期吧！我上學期還蠻混的，但是下學期就很讓真的在做作業
跟考試，大致上還ＯＫ。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個跟第二個家是搭校車，第三個家庭是我轟妹在我上下學；大概不到十
分鐘就可以到學校，我都七點多才起床。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上學期都是吃學校的，一餐 2.15 美金，後來就自己帶三明治了。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上課時間很短，從早上八點到兩點十分，最晚放學也只到三點二十五分而已。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耶。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但是他們的英文課不像台灣的都在教單字跟看課文 ，他們教的很活，
都是閱讀小說跟看電影的那種 ，那時課程還有教要如何演講跟要如何寫演講 稿，
雖然有時候會聽不懂，不過大致上還沒問題。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每一本書都厚的跟字典一樣 ，超重！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有參加合唱團，就是按照平常的上課時間，一個學期大概 15 美金；還有
參加春季運動網球，為期兩個半月，都是放學後練習，費用是 115 美金，我第二
個轟媽幫我付的！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個人指導是沒有，不過學校都有專門給交換學生的顧問，任何問題都可以去
找他商量，他人超好！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所有的科目都有算學分，三年級也可以在那畢業，但是畢業證書跟其他當地
畢業生是不同版本。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參加高三的畢業泛舟旅行 ，很好玩；還有參加合唱團的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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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我在學校真正的好朋友是在教會認識的，其他大概就是每一堂的哈拉朋友 ，
不過至少在上每一堂課時都不會無聊 ，他們其實都會想主動認識 ，很友善的。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那邊的升大學制度是看學校的成績跟 ＳＡＴ（美國升大學考試），所以不會
有像台灣這樣競爭的感覺，而且大學是私立的最棒，資源最多！他們也難想像亞
洲學生竟然可以在學校上完課後再去補習班 ，總之，我覺得美國小孩很幸福！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抱持著學習跟尊重的態度 ！第一個家庭是摩門教，當初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而心裡覺得很反感，但是跟他們一起去做禮拜和上課 ，就會發現其實只是不同吧
了；不過，切記，真的有困難一定要表達出來 ，不用免強自己！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Dallas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50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City Hall 大樓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二的午餐時間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四次！應該說，我每一次的例會都要出席，他們都會請我上台做些簡短的演
講，說說最近發生了些什麼趣事，遇到好笑的地方他們也都會和我開玩笑 ，生日
和離別時，他們也都會為我做些特別的事 ，所以我跟扶輪社的感情很好 ！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１００美金，差不多摟！還夠用。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會員的反應如何？
我有兩次，且都是用簡報的方式，第一次是介紹台灣，第二次是離別前告別
的報告，在介紹台灣時，我還蠻緊張的，不過他們的反應讓還蠻高興的 ，一直稱
讚台灣很漂亮，也給了我很多的意見；第二次就很簡單，因為算是我的最後一次
例會，所以我反而沒有這麼緊張 ，社友都很好，從來都沒有刁難過我！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都會先從家庭和學校問起，再來會問家鄉城市的大小，特別感興趣的是會問
我們從什麼時候開始學習英文 。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地區活動很多，像一開始的講習會，中間還有迪士尼之旅、滑雪、亞洲晚餐…
等，和最後一次的講習會，其實每一次和交換學生聚在一起就很覺很自在 ，因為
大家都有共通點，沒有秘密，甚至比學校同學來的好，真的就像一個大家庭一樣。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在那我有參加下一屆 outbound 的講習會，那時我就被派為台灣代表跟他們
介紹台灣，我跟另一個 rebound 的男生一直推銷台灣，那種感覺真的很有趣，才
發現當時的自己對自己國家的歸屬感是那麼的濃厚 ，當聽到有人想要來時，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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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不是一般旅行可以比較的 ，因為發揚台灣才是我們來交換的真正目的 。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
與次數。
不算有吧！講習會除了講些規矩跟上課外 ，也有帶我們到處玩，環境認識其
實不多，大致上還是跟家庭一起出遊時慢慢熟悉的 。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大致來說是大同小異！我的接待社他們是邊吃飯邊開會，開會時間以一個小
時為限，他們也有演講者，演講時間也都以二十到三十分鐘 ，有時還蠻無聊的。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３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５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４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５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４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
嗎？
感到困難是的跟第一個家庭的生活，還蠻不喜歡我轟爸，因為他決定事情時
都猶豫不決或不發一語，又因我轟媽沒有工作，所以很多事都是我轟爸做決定 ，
簡單一點說就是我第一個家有很嚴重的 大男人主義，讓我很不喜歡，所以我就做
我自己，想做什麼就跟他們講，還有也是因為那個家沒有網路 ，帶給我極大的不
便，讓我不是很適應！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啊！我跟派遣設下一個 outbound 感情就很好，還有一個是地區的女生，
他是從德國來的，我們感情也很好！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季節交替時有感冒幾次，不過大致上都沒什麼問題 ！
53. 當地氣候？
日夜溫差很大，冬天的早上真的冷到一個極點，不過好處是夏雪就回停課 ，
算是有好有壞吧；春秋時就還不錯，夏天雖然溫度蠻高的，但是都不會覺得很熱。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平常就是 t 恤和牛仔褲，而且美國的 shopping mall 什麼東西都有，感覺當時
帶太多衣服去了，所以之後的大多時間都是穿在美國買的居多 ！特別的服裝有兩
套吧，一套是正式點的洋裝，一套是傳統的罩衫，我覺得這樣就夠了，因為美國
有很多更好看而且適合派對的衣服 ，有需要那裡再買就可以了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跟機票是地區收走！但是我有把它們都 copy 一份，以防萬一。金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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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我都放在家裡，上課通常都不需要花什麼錢 ！其實家裡是最安全的，切記就
是要收好。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將近１００個吧！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第三個家庭有帶我去西雅圖跟芝加哥玩 ，那個時候其實都是在享受進入到不
同城市的感覺，印象很深刻！最好玩的是加州迪士尼吧，是跟地區交換學生一起
去的，每一個人都向家人一樣，玩起來的感覺就很沒有拘束，還有迪士尼真的太
美好了！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應該是和朋友混在一起時，其實最棒的感覺就是和美國朋友說英文，做很多
很白痴的事，有時候都會覺得，為什麼沒有生長在美國，還有阿，當在學校的日
子待久了，自然而然就會認識很多人，有時候下課走在走廊上會跟超過十個人打
招呼，那真的事件很過癮的事情 ！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那時還有一個女生也是交換學生從泰國來的，大家每次都會把我們兩個叫錯
名字，因為他們都覺得我跟她長很像 ，所以之後我就刻意在很多地方跟她打扮的
不一樣，因為我不想要讓別人一直混淆我們兩個 ；還有一個就是被誤會作弊，是
電腦課的時候，所以後來我就覺得很難過、很生氣，就跟我轟媽說，結果他就在
家長會時去跟老師談了一下，不過後來我也就漸漸不怎麼在意那堂課了 ，這方法
是有點差，但是至少我有表達出我心裡的想法 ！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成長很多！變的獨立，更會想事情，有時候都會覺得自己是不是太堅強了一
點，整個態度上也會因為那一年所有的體驗變的很有原則 ，雖然只有短短的一
年，但是所學的好像是在待在台灣五年才能學到的感覺 ；現在的我，思想與目標
都變的跟以前不同，是更加的遠大，但不是盲目。這一年雖然過的有點辛苦 ，不
過一切都值得！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要做，就要做到最完美！這一年期間學到最多的就是態度，對於做事情的態
度，自從出國後，凡事都靠自己，也漸漸學到，每一件事都要做到最完美 ，才算
是完成，未來不管在課業或出社會 ，我也會持續保持這個態度 ，繼續學習！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將來的話，我應該會除了鼓勵大家多多爭取機會出國看看之外 ，更會利用已
經學會的一些英文用語技巧再深入學習 ，未來找工作時也可以成為技能之一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其實落差沒有很大，因為在出國之前我就已經先跟之前到我那個地區的學姊
請教過了，家庭方面是讓我比較驚訝，因為有一個比一個好的感覺，我想也應該
是我慢慢融入當地生活的感覺 ；有一點比較意外的是，剛開始都覺得前三個月沒
有問題，但是有時候那種思念家人的悸動還是會讓人受不了 ，還有預言的學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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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超乎我想像的快，整年下來的學習真的獲益良多 ！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有當地的接待社顧問，可以直接反映問題。有更換接待家庭，可以體驗到更
多不一樣的家庭生活。每個月都有零用金。充分的講習和行前準備，當地接待的
講習和環境介紹。其實我個人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一直以來齁抱持支持的態
度，更感謝有這個組織，只有兩個字獻給這個團體 ＂完美＂！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
上的建議。
１要大方的表現自己，爭取介紹自己的機會２扶輪社的５Ｄ一定要記住！３
不時要寫英文信回來台灣給自己的派遣社 ４雖然人是在國外，但錢也不是無止境
的花，要花在刀口上５要記得謝謝這一年所有幫助過你的人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我將來的規畫是想走商業企業，利用這一年所學的英文，然後再深入進修，
也因為本身就比較喜歡交朋友，所以社會交際對我來說是有趣的事情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希望Ｄ３５００可以做屬於自己地區的徽章，大致上來說，我們地區已經做
的很不錯了，只要保持，還有ＲＯＴＥＸ要繼續支持，那一切都會很完美了！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
喲！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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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50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李美樺

住址

新竹市中山路 344 巷 電話

03-5282901

28 弄 22 號
派薦社：新竹竹塹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新竹女中

接待社：宇都宮東扶輪社

派遣國及地址：日本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大野
北村英夫
小林

職

業
老師

年 齡
48

建築商

50
45

是否社員
否

家庭成員
2人

接待期間
兩個月

否

4人

三個月

是

4人

三個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自己社裡的計畫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讓別的國家的人更加了解台灣和扶輪社 ,學習對方的語言及生活方式,
和別的國家的高中生建立友誼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自己的期望,和家人的建議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再出國前曾經想過,會有完美的一年,會學好多東西,會好自由,以為自己的日文已經可以
應付得了很多事了,所以期待和快樂一直都大於不安和焦躁的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我覺得不能,在國外學的東西和國內的並不一樣 ,不能相提並論,
每個人上的年級也不禁相同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接待家庭並不會說英文,所以我一直都是以日文來溝通 ,和同學說話時,
遇到不懂的時候,我會叫他們寫下來,盡量以日文溝通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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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運的,我去了我想去的國家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對自己所做的心理準備,有很大的幫助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前幾個月是每個月一次 ,但是到了最後,關係變得很好,他們要求我每週自己騎腳踏車去 ,
跟接待社有著良好的關係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
11.誰到機場接你？
社有一人和第三接待家庭爸爸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人很少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是很鄉下的縣,但是我算是住在都市,乾淨,人口五十多萬的縣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只有第二接待家庭沒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第一接待家庭出了些問題 ,讓我一度非常想回家,但是我很幸運擁有一個很溫暖的第二家庭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在台灣很挑食,但是到國外不得不吃,所以胖了
17. 幫忙做家事嗎？
洗碗,收衣摺衣、打掃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媽媽或姊妹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茶或具有中華風味的東西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想家,不去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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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老師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每天的留學生特別日語之外
還有普通的生物,日本史,英文,古典,現代文,美術,倫禮,經濟,體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英文,簡單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古典,完全聽不懂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相同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半年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腳踏車,三十分鐘左右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愛心便當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30~400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無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日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一週八小時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無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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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沖繩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充分了解彼此後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相差不多,但日本的專科學校很多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尊重很重要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宇都宮東扶輪社
扶輪社會員數：101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NEW ITAYA HOTEL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二中午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4 次,大家都認識我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00 日幣一個月，相同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他們認為台灣充滿著活力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食文化,和中國不一樣的地方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每月有一次,非常的好玩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很嚴格,有效率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無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接待社只有男性,非常老的社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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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6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3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8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民族性,但是沒甚麼是無法適應的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健康
53. 當地氣候？
冬天比台灣冷得多,會下雪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有些在當地購買
準備件旗袍或傳統服裝是個很好的選擇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社友，機票:自己保管，金錢:當地銀行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個,不只是跟交換學生,社友或接待家庭的也有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迪士尼,接待家庭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被日本人當成是日本人的時候
在學校的生活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很多事很苦,要記住忍耐和溝通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交到很多好朋友,讓許多人產生想來台灣的衝動 ,會說日文,與當地扶輪社建立起良好關係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帶動周遭的台灣同學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成有更有國際化的人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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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事無法順心,也有非常多的事不是他們理所當然該為自己做的 ,抱持著一顆感恩的
心,會讓交換的一年更快樂和成功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有保障,不用擔心，但是規則有些不夠人性化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出門萬事小心，敞開心胸，滿臉笑容,活潑開朗，遵守規則，有顆感恩的心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想要再去國外看看,也想回日本去拜訪朋友和接待家庭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慎選接待家庭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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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50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孫郁舒

住址

中壢市振興里五鄰上石頭

電話 (03)459-8842

12~15 號
派薦社：桃園平鎮社

原就讀學校：國立中壢高職商業職業學校

接待社：Salinas Steinbeck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Jenkins

職
業
股票員

年 齡
39

是否社員
是

家庭成員
3

接待期間
July-Nov.

Wilcox

保險業

54

是

2

Nov.-Mar.

Edmunds

學 校 行 政 人 約 40
員

是

3

Mar.-July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爸爸是扶輪社的成員。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學習他國的語言及文化的不同 ，增加自己的所見所聞。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一部份是自己希望，一部份是他人建議，但最後我認為能出國是正確的選擇 。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雖然一開始的準備期間非常的緊張 ，但是這一年下來，就會覺得所有一切的努力都是很
值得的。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如果說不能升級是出國當交換學生的代價 ，那我認為是非常的值得的 。
以一年換取其他人學不到的經驗是很棒的 。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與接待家庭及顧問通信。多背單字、閱讀該國語言書籍以及看 該國電影。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不清楚。但不管如何，能爭取到交換學生的資格就該感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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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可以將別人的經驗放到自己身上 ，對自己遇到問題時的幫助很大 。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每個禮拜都會去。和其他扶輪社員交談的挺愉快的 ，很喜歡每一次會議的時候 。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是，搭的飛機誤點，因為去的過程中遇到太平洋上某座火山爆發 ，原本以為足夠的轉機
時間變成非常的急迫，但是後來有機場人員幫助 ，才僥倖搭上最後一班飛機 。
11.誰到機場接你？
社長及第一接待家庭。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害怕、緊張，但同時，也會很興奮。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約十四萬人。天氣偏冷，有很多墨西哥人。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一開始與接待家庭溝通比較困難 ，後來時間久了，也就越來越好。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問題，胖了很多。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幫忙將洗好的碗盤放回櫃子 ，假日時幫忙清家裡。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接待父母。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台灣高山茶葉及玉製飾品 。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還好，因為在之前的講習中及家中父母都有討論過思鄉病的問題 ，於是事先有自我心理
建設，所以很快可以克服及適應這件事 。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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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顧問。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英文、美國歷史、幾何學、領導課程、零售販賣、體育、吉他。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英文，因為可以看很多的英文書 。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零售販賣，因為大多數的時間老師都在忙 。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的。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差不多一到三個月。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家庭：走路，約二十分鐘。第二家庭：接待父親開車，約十五分鐘。
第三家庭：走路，約五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有時從家裡帶午餐，有時在學校買（約三元）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八點開始，下午兩點四十五結束。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只有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是的。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田徑，禮拜一到禮拜五放學後三點到五點 ，低於五十元。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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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沒有。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沒有參加學校的旅行，因為我的顧問已經有計畫要帶我到同一個地點旅行 。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的，在學期開始有交到一些，後來也交了不少的朋友。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於派遣國，他們只要在高中時期中，修完他們該有的學分就可以升上大學 ；在台灣，我
們需要準備大學聯考。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有問題要盡量問，試著在當下解決，以免造成以後衍生出來的困擾，藉此機會加強自己
的語言及溝通能力，切記！不要害羞。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Salinas Steinbeck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約六十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Steinbeck Center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禮拜三早上七點半到八點半 。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每個禮拜都會去，除非遇到考試才缺席。例會因為社員們都很風趣 ，所以很有趣。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百二十五元，相同。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利用 PowerPoint 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普遍不錯。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他們很好奇為什麼我們都很喜歡在拍照時比耶 。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感覺他們對交換學生挺看重的 ，每一次的計畫活動都很豐富 ，和其他交換學生玩的很開心。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欸。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兩者對我都很重要。
台灣的扶輪社開會時挺嚴肅的 ，在派遣地區開會時，挺風趣的。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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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三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三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三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三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五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感到最困難的是把自己的感受說出來，但隨著時間久了，變大膽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欸。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也有在當地人舉辦的活動中 ，認識其他人，都有在網路上保持聯絡。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很不錯，胖了不少。
53. 當地氣候？
對我來說偏冷。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在台灣買的衣服，但有些是在當地買。
有為了畢業舞會買了比較正式的裙子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護照、機票等貴重物品交給顧問保管 。金錢則自己分裝在不同的錢包保管 。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個（有從哈薩克、玻利維亞、土耳其、智利……）。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去很多地方。最喜歡的是和其他交換學生一起飛去夏威夷玩 。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最快樂的事情，是每一次和其他人在一起時，會想要把握每一次在一起的時間，就這樣
想，就會很快樂。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苦事就是要離開前，一年的時間會產生很多感情 ，離開時很不捨得。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變主動、變胖、變樂觀了。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還不清楚。
但至少發生事情時，會比較知道該怎麼樣自行解決 ，而且會比較有辦法、主見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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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在國外認識的朋友，每個人有著不同的想法，在他們身上學到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超出期待。
那裡的人對我很好，每次當我有問題時，他們都很熱心幫我解決，並且告訴我若下次有
相似事情發生時，該怎麼解決。
例：因為學校課表的關係，需要一把吉他，我把這件事和社裡的人說了之後 ，有人義不
容辭的和我說他會幫我想辦法 。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因為我不清楚其他留學制度 ，所以我沒辦法說出優缺點 。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一、有問題一定要問。
二、若接受別人的幫助，事後一定要道謝（或寫道謝卡），若別人有困難時，要想辦法
做些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幫助別人 。
三、因為對某些外國人來說，他的一生中可能就只看過你這一位台灣人 ，所以自己的一
舉一動都要很小心。
四、很多外國人對東方一些文化很感興趣 ，要想辦法充實自己，若遇到問題，就能當下
給予解答。
五、若與接待家庭有不和的話，要先和顧問討論，並且想辦法找出問題點在哪，然後盡
可能與接待家庭溝通解決問題 。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會想要在學習其他語言。
等考上大學之後，有打算參加短期計畫，到其他國家學習。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可以提早讓即將出國的交換學生與國外來的交換學生有些互動 ，不僅可以事先學習一些
該國的語言，還可以了解說自己將來可能會遇到的情況 。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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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48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馮羽婕

住址

新竹縣新埔鎮文山里盛都

電話

(H)035887815
(C)0928119691

名

巷 12 弄 30 號

派薦社：新竹文化

原就讀學校：大華技術學院

接待社：Tcoma8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Sackmann

職
護士

業

年 齡
不知

是否社員
否

家庭成員
父母及一
姐

接待期間
8/20~12/13

Adams

動物管理員
自己開公司

不知

是

父母

6/1~我回來
12/13~3/13

Talyer

無

不知

是

母

3/13~6/1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父親為扶輪社員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想要增進見識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是自己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期待又怕受傷害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沒關係,因為我覺得這段期間我可以學習到亙多 .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英文,有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還是再希望的前三個國家 ,所以還 OK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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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跟了解這次交換的目的以及收穫 ,也同時了解亙多不同國家的事務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每兩周參加一次,次數太多以忘記總共參加幾次 .當時只覺得他們的社怎麼這麼多人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家庭以及社裡顧問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終於到美國了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是一個跟犁頭山很像的地方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胖了五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跟寄宿家庭中的父母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法藍瓷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會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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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數學、英文、跳舞、網頁設計、玻璃切割與設計、閱讀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玻璃切割與設計，有趣好玩,在台灣沒有上過這樣子的課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因為老師很死腦筋,用很繁雜的方法解很簡單的題目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相同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約兩個月以後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撘校車,早上 7:00 到校下午 2:05 放學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從家中帶三明治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跟台灣差不多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網球社,每天下課後兩小時,無花費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無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沒算學分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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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一開學認識的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那邊比較拼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如接待家庭有宗教信仰,要試著去了解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Tacoma 8
扶輪社會員數：400 ~50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不知道ㄟ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四中五到下物大約一點半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每兩周出席力會一次,都很好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月一百,有相同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一次,不過並沒介紹台灣文化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我們都宗教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每次力會都有言獎人以及主題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當地的扶輪社真的為我們做了很多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那邊社比較大,平均年齡也較長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1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2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2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3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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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次都沒生病
53. 當地氣候？
比台灣冷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很重衣物在當地買較方便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請寄宿家庭或是接待社辦公室代為保管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不知道,太多了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加州,和其他接待地區的學生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都很快樂,因為我很好滿足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課本看不懂,回家複習,狂翻字典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語言變好了,學習到很多不同的名俗風情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跟所有人分享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跟所有人分享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比我預期的好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沒有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要多多學習當地語言
不懂時就要問
學業要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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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量了解當地文化
如有問題要找顧問討論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把書讀完,盡量可以的話多考一些執照 .多學一些技能,因為既能對我來說因該是越多越好 .
人有一技之長比甚麼都沒有來的好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希望扶輪社這提供一些地方方便除國學生學習語言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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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50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鍾尚軒

住址

桃園縣中壢市銘傳街 14 號 電話 03-4679911

派薦社： 平鎮社

原就讀學校： 治平高中

接待社： Giessen

派遣國及地址：Germany
有關接待家庭

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名
Hein
Weber
Kenntemich

職
業
年 齡
衛 星 公 司 老 48
闆
42
園丁

是否社員
是

家庭成員
4 個小孩

接待期間
4 個月

否

3 個小孩

1 個半月

律 師 事 務 所 40
老闆

是

3 個小孩

1 個半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爸爸是扶輪社社員，所以知道青少年交換計畫 。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姐姐在 06 -07 到美國去做交換 ， 回來之後跟我做了他的交換經驗 ，所以我也決定要
去試一試 , 體驗外國人的生活方式 , 和不同的文化 。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當然是自己的希望，選擇國家時父母有給意見參考 。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在剛開始是非常的期待 ， 是因為我可以自己決定我自己在國外的一切
但一方面也擔心我自己語文能力不夠 ，和別人溝通會出現語言問題 ,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我知道在台灣的課業很重 , 但我很相信這一年的交換會有更多的學習經驗 , 值得用
一年的時間去交換 , 去親身體驗外國的學習方式 。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德國 大家都知道道德文很難學 ， 所以我在學校課程結束，7 月 1 日每天
從中壢搭車到台北上德語課，上了 1 個月，8 月 7 日我就搭飛機到德國了
短短的一個月，學了基本發音 , 和基礎的幾句會話 , 雖然在台灣有學一個月的經驗 ,
但其實在德國也聽不太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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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很幸運我排到我的第一志願想要去的德國， 如果沒有排到自己想要去的國家 , 其實也沒
關係 ,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 , 所以不管去哪個國家 , 我相信都會很棒的 。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在 6 次的講習中 Rotex , 和我們說明了許多國外和台灣不同的生活方式 , 尤其是在西餐
的那一堂課 , 是很重要的 , 因為如果不了解西餐餐具的使用先後次序和餐桌禮儀 , 在
用餐時會不知所措 。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總共參加過 4 次例會 , 因為我的德國扶輪社例會都是在星期一下午 1 點 , 我在學
校還有課所以無法每次都參加 , 德國扶輪社在例會時每次都有一位主講人演講 , 雖然演講
很無趣 , 但可以學到很多新知識 。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11.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接待社交換主委和我的第 2 接待家庭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第一感想是德國人好高 ! 接待家庭的房子很漂亮 , 接待家庭成員很多 , 個個都很友
善 , 讓我很安心 。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住在一個中型城市叫 Giessen , 人口約有 74,000 人 ,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 ,
在這有很古老的教堂和劇院 , 和綠色植物包圍的街道 。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四個接待家庭都有幫我準備個人的房間 。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接待家庭很親切 , 和四個接待家庭都沒有出現問題 , 所以一直相處的很好 。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一切都很好 , 雖然在德國早晚只有吃麵包 , 但我還是有胖了 5 公斤 。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 , 幫忙洗碗 , 吸地 , 打掃廁所 , 搬柴 , 燒柴 , 涼衣服 。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我和接待家庭因為都很合得來 , 所以都會和大家一起聊天 ， 一起商量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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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扇子` 陶瓷杯` 台北 101 的模型 ` 中國結 ` 手機吊飾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 , 我會找朋友去打個球 , 或著看看電視讓自己高興 , 讓自己的心情穩定下來 。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不能選課 , 已經有固定的課程 。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德文 ` 英文 ` 物理 ` 化學 ` 生物 ` 公民 ` 社會 ` 體育 ` 數學 。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 , 因為老師很好 , 很在乎我學習的如何 。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公民 , 因為老師都不理我 , 對我好像是視而不見。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是的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大概是 6 個月之後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搭乘公車 , 因為方便 .

通常需要 15 到 45 分鐘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午餐都在家裡吃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上學是從 7 : 30 到 12: 55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 德文和英文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 因為我的學校沒有社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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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不算學分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 校外活動很多 , 例如 : 去法蘭克福博物館欣賞畫作 , 和我的班級同學老師做火
車到 Gottigen 去旅行 ,是去法蘭克福的聖誕街 , 還有去划船。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 剛開始時我並沒有什麼好友 , 6 個月之後我的德文越來越流利 , 大家就跟我成了好
朋友, 。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在德國的學生比較會思考 , 德國學測的題目也比較需要思考 , 而國中高中他們是一直
閱讀文章 , 所以他們寫作很強 , 基礎能力也很好 。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在學校要和其他的學生多聊天 , 不要把自己關起來 , 因為德國學生是很害羞的 , 如果
你不試著去跟他們說話 , 他們也不敢跟你說話 。而有關宗教是看自己的意願 , 如果不
願意是沒有關係的 。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Giessen
扶輪社會員數：47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1 點 到 2 點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接待扶輪社沒有要求我每個月必須參加例會 , 而德國扶輪社是每次例會都有演講 ,
所以比較有趣 , 而從這些演講你可以學到很多新的知識 。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零用金 75 歐元 , 有符合規定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鄉的街容 ，會員的反應如何？
有 2 次演講 , 大家對台灣的學校很驚訝, 因為德國的學校沒有上這麼晚 , 也沒有天天考試。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對於台灣和中國的關係 , 還有台灣人吃不吃狗肉 , 大部分人最感興趣的是有關台北
101 為甚麼這麼高不會倒 。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有些時候的地區活動很無聊 , 因為我們只是坐在那裡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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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時候還蠻有趣的 ,

因為我們可以和一些新的交換學生認識還有可以和德國的 Outbound 學習德文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到德國當交換學生還滿不錯的 , 德國的扶輪社會盡量的幫交換學生支付校外教學費
用 , 只要有任何可以學習的機會 , 德國扶輪社都會幫我們爭取 。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台灣的扶輪社都是順著交換學生做他們喜歡做的 , 而德國是要你跟著她們的計畫走 ,
所以德國的扶輪社是比較強硬一些 , 因為他們希望去德國交換的學生一定要學到很多 , 所
以他們一定都先安排好 。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4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 6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 4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3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我是個適應力強的人 , 因為我曾經到過紐西蘭去遊學 , 所以大概了解在國外讀書的情
形和會碰到的問題 。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 我認識很多跟我一樣是愛打籃球的好朋友 , 雖然語文不通但大家還是可以做好朋友 。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直都不錯, 只有冬天太冷 , 生病比較多 。
53. 當地氣候？
我覺得很舒服 , 因為台灣夏天的溫度真的太高了 , 德國則是界於 20 ~ 28 度之間 ,
德國在冬天時真的很冷 , 而今年剛好是 17 年以來最冷的一年 , 到了 -19 度 。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穿比較可以保暖的衣物 , 因為早晚溫差變化會比較大 。 冬天的外套﹐打籃球的衣服
和西裝我是在當地買 。準備一套有中國風的中國衣服帶去會很受歡迎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一直把他放在自己的重要資料夾中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約 150 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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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接待家庭到 Berlin , Koln 和 Marburg 玩
第二接待家庭到 Watzlar 玩
第三接待家庭到 Grunberg 打籃球和旅行
第四接待家庭到 馬場去騎馬 和到 Bonne 看看城市
和學校到 Gottigen 看歷史博物館
到 Kassel 去博物館
到 frankfurt 看博物館
到 Darmstadt 旅行
到 wiessmar 旅行
和交換主委到 Bayern 旅行
和扶輪社到 Berlin 旅行
到 Euro 旅行
到 Wasserkuppe 旅行和訓練德文
最好玩的我認為是環歐旅行 , 是和地區一起去的 , 在旅行時去了很多國家 , 這讓我大
開眼界 。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我覺得我在德國最快樂的並不是在旅行 , 而是在最後一天和大家辦 party , 我知道這通
常不是快樂的一天 , 但對我而言大家聽到我要回台灣時 , 大家是說不出的難過 , 這讓
我感到很欣慰 , 因為我知道我成功了 , 我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了 。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苦事就是有人認為我是從中國來的 , 還有我的德文說的不流利沒人理我 , 所以我每天
回家把德文單字本和德文文法看 1 小時 , 不了解的地方請教 home 媽 。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我成長了不少 , 更成熟了 , 更懂得努力 , 並了解我生命中真正需要的不是只有打球和
玩樂 。 在德國時我學到了勤奮和努力 。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德國的強勝 , 讓我想要積極的去學習新知識 , 增強自己的實力 。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在這一年中有許多的愉快和不愉快 , 使我會思考更多元 , 對自己未來也更有目標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我覺得剛開始不要想的太好 , 這樣到時後就不會太失望 , 我剛開始認為我是一個外國
人 , 大家一定會喜歡我 , 每天一定會有很多朋友在身邊 , 但是等我到了德國之後 , 一切都
不一樣 , 剛開始是有一些人很好奇想要認識我 , 但是之後大家都認識我以後 , 新鮮感沒有
了 , 我的德語又說的不好 , 無法溝通 , 所以沒有甚麼朋友 , 心情沮喪 , 一直到 4 個月後 ,
我的德語說的比較流利了 , 才有轉變 。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扶輪社是一種非常好的交換 , 因為我們一定會受到保護 , 而接待家庭也是不賴的 ,
其他的留學制度比較沒有保障 。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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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多去聊天
多去講當地的語言 , 不要怕錯
多看電視
多去扶輪社例會
遇到困難要求助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我想在出國之前的我是沒有夢想的 , 但現在我想先把高中好好的讀完 , 考上理想的大
學 , 之後再做規劃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這個青少年交換計畫是很棒的
我很謝謝扶輪社給我這個機會 , 無限的感激 , 讓我成長了許多 , 開闊了我的視野 。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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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第 350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姓 名

張慶儀

住址

桃園市龍安街 6 號 11 電話

03-3706370

樓之ㄧ
派薦社：桃園百齡社

原就讀學校：桃園縣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接待社：Quebec

派遣國及地址：加拿大魁北克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職

業

年 齡

是否社員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第
１
第
２
第
３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父親詢問是否有意願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希望可以學習到國際知識及開拓視野 、胸襟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是我自己所希望
派遣準備期
4. 成為派遣學生候選人後到排定派遣地這段期間 ，期待與不安交織，請敘述感想。
在出國前，總是會擔心生活上是否適應 ？語言是否可以與他人溝通？人際關係、學校生
活、與家人相處…等等的問題，但真正到了加拿大，其實必想像中的還要簡單許多，我認為，
不必想太多。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我覺得是無法升級的，因為畢竟台灣的學校所學的東西在難易度及範圍上都比國外的課
程複雜上許多，若皆勝吉，可能會影響到將來的大學學測 。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除了學校所給予的基本課程之外 ，在家中仍然繼續學習跟生活有關的表達方式 。
除了要用心之外還是要繼續用心 。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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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船到橋頭自然直，學習另一種語言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
8. 到派遣前約有 6 次環境訓練與外籍學生、ROTEX 的交流會等，可聽到留學地區的各種經
驗，什麼樣對自己有用？
更能夠適應國外的生活，在遇到問題時反應能更快 。
9. 到派遣地區，共參加幾次扶輪社的例會，請敘述參加時的感想。
總共參予 4 次，對對方的例會活動仍然是不太熟悉 。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11.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家庭的 home 爸也是 inpound 學生的負責人。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
我真的已經來到了國外，必須開始好好加油了。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魁北克在加拿大的東部，天氣寒冷，人口大約 7 百萬人。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有出現問題。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瘦了 10 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會主動幫忙做家事。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
與家長居多。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所有的禮物是去故國博物院購買，home 爸送陶磁做的保溫杯，home 媽送絲巾，home
姐送小零錢包。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會想家，因為經常與家人透過網路講電話 。
提供以後留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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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學校生活
21. 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沒有讓我選課，他們已經幫我決定好了。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
法文、英文、數學、經濟、商學、歷史、傳教、電腦、體育、道德。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法文，因為可以學習新的事物。
體育，可以運動到戶外活動。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因為台灣已經上過了。
英文，很無趣。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
相同。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
約 3~5 個月。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公車及校車。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從家裡帶。
外食大約 7 元加幣。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 9:10~下午 4:00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有。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有。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參加社團。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個人的法語老師。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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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算學分，所以不能畢業。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因為我並沒有申請。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如紐約、多倫多與渥太華。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2 名交換學生是剛到魁北克的時候 ，其他別班的朋友則是大約 4 個月後。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
台灣的學生總是拚命的念書 ，而加國的學生則是認為習得一技之長較為重要 。
40.給以後留學生有關學校生活的建議 ，有關宗教，請敘述其思想
我的接待家庭並無信教。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Quebec
扶輪社會員數：不知道明確人數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魁北克城堡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週二早上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一年出席 4 次，社長及重要幹部上台報告一些事情 。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 元加幣，應該是相同。
43. 有幾次演講，用什麼方法介紹台灣文化與家 鄉的街容，會員的反應如何？
2 次，一次英文一次法文，社員的反應非常熱烈並好奇的提問 。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文化、生活習慣、飲食。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
與交環學生的活動多半是一同出遊露營 ，或者是與下一年的交換學生交流 。
46. 請敘述對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各種服務等印象。
當地對交換學生的活動設計的相當活潑 。
47. 扶輪社有舉辦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的環境認識課嗎 ？有的話，請敘述內容與次數。
沒有。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
相較於台灣的扶輪社，在魁北克的扶輪社例會大多數是在早上 ，已吃早餐為主，而台灣
則是晚餐，或許是國外的扶輪社比較簡潔 ，而台灣的扶輪社則是比較隆重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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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49.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2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3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4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6 個月）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8 個月）
50. 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有無論如何都無法適應的嗎 ？
有的時候國外的朋友與台灣的小孩會談論的話題不同 ，像是我覺得有趣的是他們卻不認
為，而他們感興趣的事我卻覺得沒什麼 。
51. 除了學校，你有從扶輪社的外藉交換學生或當地認識到好友嗎 ？
有，有結交到各個國家的交換學生 。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非常良好。
53. 當地氣候？
乾燥寒冷。
54.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有從台灣帶一些禦寒的大衣，但是到了當地卻發現不過暖，所以又另外在當地買了一些
特別的服裝，項勢必夜晚會咬用的禮服也是在當地買的 。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
全都由我自己保管。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10~20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到紐約、多倫多及渥太華旅行，與交換學生們。\
特別好玩的應該是在多倫多的 CN 塔。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與烹有參加加拿大的國慶日 ，並且住在他家狂歡。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語言上的隔閡，剛開始常常無法表達自己想說的話 。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一年來不只多學了一種語言 ，還開闊了心胸及視野，在待人處事上也成熟了許多 。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
會繼續自己自修法文，並且在將來活用到工作上或學業上 。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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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業與事業上多一種語言能力就是贏別人一點 。
63. 留學期待與實際體驗，有何落差，請敘述超出期待或與預期差異 。
出國留學並不像自己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不是只是出國去玩而已，我必須要很認真的面
對每一件事物，學會獨立。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
我想再去做第二次的交換，但卻無法府何 18 歲以下的年齡門檻。
65. 今後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留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
1. 敞開心胸，嘗試新事物。
2. 作任何事之前先多想一想 。
3. 勿與同母語的朋友溺在一起 。
4. 面帶微笑。
5. 主動示好。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
首先，完成高中學業，考上自己理想科系的大學 ，再來從事自己的理想職業 。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
感謝您的合作，請記得寫感謝函給交換期間曾經幫助過你的人 ，別忘記了喲！
希望本交換計劃對於你有所助益 ，進而邁向一個成功的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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