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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 地區

姓名 派遣社 國家 頁次 姓名 派遣社 國家 頁次

龔柔宇 台北群英社 美國 P.4 李思霖 金門社 美國 P.85

陳鈺鈴 台北文山社 美國 P.12 林書秀 金門社 美國 P.91

谷林 台北文山社 法國 未交 黃俊嘉 永和社 美國 P.98

楊昊軒 台北永福社 美國 未交 莊君瑋 永和社 美國 P.103

張瀚中 台北永福社 美國 P.18 梁容瑄 中和東區社 法國 P.108

張若懷 台北福星社 美國 P.23 陳為熒 中和東區社 美國 P.114

劉乃華 台北福星社 丹麥 未交 江友芳 雙和社 德國 P.120

吳東翰 台北蓬萊社 美國 未交 林欣樺 永和東區社 芬蘭 P.128

巫宗勳 台北雙連社 德國 P.29 于雅軒 永和東區社 法國 P.133

劉建韋 台北雙連社 加拿大 P.36 陳宜平 永和東區社 匈牙利 P.139

蔡奇恩
台北大稻埕

社
法國 P.42 黃詩雅 中和圓通社 法國 P.144

林悅群
台北大稻埕

社
法國 P.50 林旻蓉 中和圓通社 德國 未交

陳品含
台北大龍峒

社
美國 P.58 陳映慈 台北大安社 法國 P.150

李幸潔 台北信義社 美國 未交 王奕又 台北城東社 美國 P.156

陳懷音 台北西門社 美國
規格不

符
廖彥翔 台北建成社 德國 P.162

劉乃銘 台北城西社 法國 P.65 吳常榮 台北景福社 美國 P.169

林芷安 台北城西社 美國 P.71 陳怡頻 台北羅馬社 瑞士 P.175

李榕軒 金門社 美國 P.76 黃齡嬅 台北羅馬社 德國 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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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派遣社 國家 頁次 姓名 派遣社 國家 頁次

郭思妤 台北艋舺社 加拿大 P.188

楊舒婷 台北雙園社 捷克 P.194

黃昱彰 台北府門社 墨西哥
檔案無

法開啟

阮庭筠 台北中區社 巴西 P.201

陳詩涵 台北老松社 加拿大 P.206

陳思妤 台北南隆社 加拿大 P.211

駱思妤 新店碧潭社 日本 P.218

徐琬瑄 新店碧潭社 丹麥 P.224

劉 歡 台北城中社 日本 P.232

楊育杰 台北城南社 美國 P.239

顏若安 台北北海社 美國 P.245

彭海葳 台北北海社 美國 P.251

韓欣伃 台北百合社 美國 未交

林妤倩 台北百合社 美國 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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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地區

姓名 派遣社 頁次 頁次

曾怡臻 桃園百齡社 美國 P.258

吳宜家 桃園西區社 美國 P.263

羅詩婷 大園社 美國 P.270

簡含諭 中壢中興社 比利時 未交

余孟純 新竹東北區社 加拿大 P.276

馮佑翔 新竹文化社 德國 P.282

林嘉言 新竹竹塹社 荷蘭 P.287

徐麗婷 三義社 德國 P.294

英雅淳 苗栗山城社 澳洲 P.298

王柏文 竹南社 美國 P.304

楊沁柔 桃園西區社 法國 未交

王彥婷 中壢中興社 美國 P.309

黎冠葳 苗栗社 美國 P.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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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龔柔宇 住址
台北縣林口鄉

中山路 559 號 8 樓
電話

26010149

0918491638

派薦地區&社：台北群英 原就讀學校：金陵女中

接待社：6270 / Whitewater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wisconsin /

409E cravat st whitewater WI53190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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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verse＇s 農業機器銷

售/高中老

師

60/63 是 Ken 30

Amber 31

Carissa32

九月-十一月

第２ Letellier＇s 生物學家/

大學老師

43/45 否 Jimmy 16

Kathryn 17

十二月-二月

第３ McKenzie＇s 工程師/

家庭主婦

43/45 否 Sean 16

Angela 18

Quinne 20

三月-六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老實說當初就想去英語系的國家，最後我是上了美國，在暑假期間是有多背些英文單字，然

後增加自己的單字量，想說英文學了那麼久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當初填聽說填英語系國

家，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機率會上，所以實在就沒有想那麼多了，但是如果我真的沒上了英語

系的國家，我大概會轉換心態，想說不能去英語系的國家也還是 ok 的，因為去每個不同的

國家，學習到的當然也就不相同了!例如不能去美國學英文，那派遣到了西班牙就去學西班

牙文，認識西班牙文化，有何不好?深為一個外交大使，身為一個親善大使，可以代表台灣

大到別的國家去介紹台灣是多麼榮譽的事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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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自己的心理作準備，會比較有心理建設一點，當初要出門前也是很慌張的，不知道會發生

什麼事情?也不知道會有什麼文化衝擊之類的?因為完全沒有經驗的我們，也會不知道要從何

開始準備，幸好有扶輪社叔叔和阿姨們準備的演講和 Rotex 的經驗分享，幫助很大喔!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我坐飛機呢?要轉兩次飛機，其實我還蠻緊張的，第一次一個人坐飛機耶!而且我覺得我的英

文能力不是很好，但是我真的很幸運，第一次轉機的時候，就遇到了和我同一班飛機的台灣

夫婦，我就跟隨著他們去了我的 Gate，而且入美國關的時候，要填表格!他們都幫助我完成

了，整個是好感謝，因為我整個傻傻的，拿到了表格完全就好慌張，實在是很謝謝他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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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轉機的時候，我前一班飛機坐在我旁邊的人，是個要去美國工作的台灣人，所以我又跟

著他，很順利的入了美國的關，其實剛開始很緊張，但是遇到了這些台灣人，把我的緊張害

怕都趕走了，也發現台灣人實在好有人情味!而且幫助過我的台灣夫婦和台灣叔叔都留下了

名片給我，說到了美國有問題可以打電話給他們，只能說台灣人怎麼那麼讚!

4.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第一個接待家庭囉!老實說當時我在飛機上還在想，要是沒有人來接我的話，我是不要

打給我的接待家庭、扶輪社還是顧問呢?然後還是在想那我到底應該要說些什麼，好險是我

多慮了，一下飛機的時候，看到了之前在信箱看到很熟悉照片的身影，還有看到轟爸手上拿

著一個牌子寫 Kung, Jo-Yu.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你知道嗎?24 小時在飛機場度過實在是很痛苦，而且 13 個小時的飛機這樣坐下來也是很累，

睡眠不足而且飛機上的冷氣又好強，搞的我實在很累。但是看到接待家庭的那一刻，真的是

有一種在荒島住了好幾年，然後被人發現的感覺，或是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迷了路看到了

熟識的人的感覺，只能說整個就是，阿門感謝我到了美國的家。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美國 wisonsin 州，是位於美國北部的一個州，而我在的小鎮 whitwater 小鎮，人口差不多

2萬多人，算是個中小型城鎮，離大城市 Milwaukee 大概車程 45 分鐘，距離 wiconsin state

capital Madison 約一個小時的車程，距離大城市 Chicago 約兩個小時的車程。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我第一個接待家庭已及第三個接待家庭都有自己的房間，但是第二個接待家庭必須與 home

妹共用房間，老實說也蠻開心可以和 home 妹共用房間的，獨生女的我可以享受擁有姊妹的

感覺真的很好，所以我認為擁有自己的房間或共用房間，都擁有不一樣的經驗、體驗，我都

很喜歡呢。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剛開始的時候，因為一切都是新奇的，對於每件事情都很很好奇囉!當然每樣食物都去嘗試，

其實美國食物在台灣就已經有品嘗過了!只是真正的美國食物是放更多油、更大份。然後我

的轟家們其實早餐都可以自己選擇，主要選擇都是是土司、牛奶、果汁或者麥片州之類的，

老實說吃不到豆漿油條是有點小難過這樣，然後午餐就是學校午餐了，如果我不想吃學校午

餐，也是可以自己準備三明治帶去學校，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拉!然後晚餐轟家們會準

備，而且都很好吃呢!這一年我試著很努力控制我的體重，像是放學後參加運動阿，可是還

是食量變大，實在是很難不變胖，所以我胖了五公斤阿!真的是好難過。

9.幫忙做家事嗎？

在第一個轟家的時候，不知道是還在適應還是自己笨笨的，完全沒有做家事，但是到了第二

個轟家和第三個轟家的時候，因為轟家裡面都有和我年齡相仿的小孩，所以轟爸轟媽如果不

讓我做家事的話，實在是會對他們自己的小孩不公平吧?所以做的家事就是洗碗、吸地、還

有時候會幫忙準備晚餐，其實那是因為某堂課需要自己做餐點的關係吧!然後我的衣服在三

個轟家都一樣，我都是自己洗的。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老實說在哪個轟家，就跟哪個轟家的商量事情摟，像是我在第一個轟家要去一個扶輪社的旅

行以及問什麼時候我會換接待家庭，我都是直接問我的第一個接待家庭，然後第二個和第三

個接待家庭也是一樣，他們都會主動問我在學校生活好不好阿!所以都會跟轟爸轟媽講一些

話，我和第三個接待家庭的轟弟感情也很好，我都一起跟他去上學，然後他都會糾正我的英

文阿，或著告訴我好多事情，所以跟轟弟感情也是很好的。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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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了許多中國味的小吊飾、很傳統的紙燈籠、中國風味的酒瓶套、中國風味的衛生紙盒套

子、春聯、原子筆上面有過年的鞭炮。他們都很喜歡喔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我剛到達那邊的第一個禮拜，整個就是極度的想家，應該說是因為生病感冒再加上很陌生的

環境，所以就哭阿，還有整個人就很不想去上學，但是一個禮拜過後，開始認識了美國人，

遇見了其他的交換學生，整個人就開始好轉，印象中，從那之後就不怎麼想家了，因為每個

月至少兩三次有跟父母通話也讓我不會這麼想家吧!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當初選課的時候是和轟媽一起去學校的，去學校之前轟媽也是有問過我說我喜歡什麼科目?

有稍微和我討論一下，到了學校學校老師也和我們一起討論，我喜歡的課程阿，我想選的課

程之類的，大致上都還不錯。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我所有的課程是，美國歷史、會計、study hall、Develping Child、煮飯課程、代數、寫

作課程、演講、生物、合唱團、體育。我最喜歡科目是合唱團，我覺得音樂和美術，是一總

國際共通的語言，你不要多說什麼，或釋做解釋，唱出來就會懂，而且在這裡的合唱團學習

到的是真的如何唱歌、換氣，而不是像台灣的音樂課，叫你在課堂上隨便唱唱就結束了，I

really enjoy being that class.老實說不怎麼喜歡美國歷史，當然首先是學校說交換學生

都應該要有這門課，還有我不怎麼喜歡我課堂的老師，說真的他實在是有點混。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因為課程是自己選擇的，所以大家的課程都不太一樣，我還是和當地的學生一起上課。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剛開始的時候，我的轟家就十分的幫助我在課業上的一切，所以其實一切都很順利的，但是

剛開始的兩三個月，實在是因為語言的關係，課堂上的聽講和寫作業是比較困難一點，但是

大概五個月後一切就很簡單了。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在第一個轟家的時候，上學是轟爸載我去學校，大概 5 分鐘車程吧!然後是走路回家就差

不多 15 分鐘。我到第二個轟家的時候，每天上學就是轟媽送我和轟弟轟妹一起去，車程大

概 10 分鐘，放學的時候也是轟媽來載我們回家。我在第三個轟家的時候，已經是春天了，

所以天氣蠻溫暖的，所以我都和轟弟一起騎腳踏車上學，大概 15 分鐘就可以到學校了吧!

但是如果下雨的話，轟弟就會開車載我一起去上學。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其實三個轟家都差不多，大多我都是學校吃午餐，每餐是兩塊美金吧!如果有時我不想吃學

校午餐的話，我會自己打包三明治和水果餅乾之類的當午餐。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七點四十五是第一堂課開始，所以第一次鐘響是 7點四十一分，然後放學時間是三點五分。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耶!反正每天都在上英文課囉!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NO….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秋天放學之後有參加游泳隊，每天練習從三點半到六點，到了春天之後有參加壘球隊，每天

練習從三點半到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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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囉!所以要從讀一次。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我們有 senior trip，是去我們這州首都一天，其實算是校外教學!但也可以說是畢業旅

行,因為是專門辦給高三的活動。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阿!老實說到了 12 月左右吧!我和她原本是在同一堂英文課，可是上學期結束後，我就沒

有和她一樣的課了!然後我們有音樂劇，我和她都是在 stage crew 幫忙，所以慢慢的感情就

變的超好，到了我快回家以後，她送了我好多禮物，當然她還有幫我打包行李。還有轟弟和

我也是好朋友，什麼時候開始呢?當然就是搬到他們家之後囉!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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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剛去的時候，只聽說美國是要選課，然後就沒在想那麼多了!沒想到說，選課的話還要

知道自己想選什麼課程，因為我在選課那天整個很不知道怎麼回事，所以我覺得，去學校之

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想學什麼課程?當然這是去美國的學校囉!還有阿!一定要多多加入社

團，或是體育隊之類的，多認識人才會多交到朋友，當然在課堂上也是會交到朋友，只是上

課的時候又不太能講話，所以多多參與社團很有幫助喔!

當然如果有轟家也小孩在高中的話，也是可以幫助你認識他們的朋友，也會成為你的朋友

了。我第一個轟家和第三個轟家都是基督教，而我第二個轟家是天主教，他們幾乎每個禮拜

天早上都會去上教堂，然後吃晚餐前都會一起禱告，我第一個轟家每個禮拜天都會跟轟爸轟

媽叫教堂，到了第二個轟家也是，因為我沒有宗教信仰，所以我對每個宗教就是表示尊重以

及試著去了解不同的宗教，我覺得每個禮拜去教堂不會很讓我不適應，到了第三個轟家的時

候呢!我也是幾乎每個禮拜天和他們一起去教堂，但是只有第三個轟媽跟我說過，你不需要

跟我們一起去教堂，因為她不希望我因為要去教堂然後很不舒服，然後我會覺得我一定要去

這樣，雖然我沒有很在意是不是一定要教堂，但是她那樣跟我說以後，讓我感覺哇好貼心，

很懂交換學生心情。

所以其實三個轟家都差不多，我對於宗教的態度都是一樣的。當然不是每個家庭，都會接納

說你不跟我每天上教堂，這樣很不好，面對宗教的問題，首先當然是要和他們溝通你的看法

和想法，是不是得每個禮拜和他們一起上教堂?我覺得這點是很可以商量的，但是晚餐前的

禱告就是試著去接納看看?因為我覺得禱告並不是只代表基督教，禱告對我來說好像是在跟

神講話，只是你是和哪個神講話而已，我認識另外一個德國的交換學生阿!她曾經問我過說

你相信基督教嗎?我就說摁就這樣嘛!然後他就說她不怎麼相信宗教這種事情，但是有一天我

去她家吃晚餐，他也是會很虔誠的作晚餐前的禱告，畢竟在別人家，就是家裡的一份子，不

用把自己想的多特別，或是把自己當客人一樣，接待家庭就是你在國外另外一個家不是嗎?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Whitewater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3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Country golf club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二中午 12 點到 1點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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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

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大概七次左右吧!第一次去還蠻緊張的，但是還好第一個轟爸是扶輪社社員，所以是和他一

起去的就沒有那麼可怕了，而且在美國扶輪社例會又和台灣扶輪社的例會差好多，從食物阿

到儀式阿，到演講到討論的事物之類的，實在是很有趣!尤其是地區例會當然是一百倍好玩

多了，畢竟可以見到其他交換學生又是和自己同年齡的，實在是很開心，而且我們幾乎每個

月都會有一次聚會，而我們聚在一起，大多就是玩在一起拉!一起去看音樂劇、博物館、農

場…好多地方，每次都讓人好難忘。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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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塊美金/每個月。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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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年我在學校演講一次，以及跟地區出去玩的時候，我們有到養老院演講，簡短的介紹自

己的國家過。在學校演講的時候，我要講台灣的學校和美國的學校有什麼不一樣，說到我們

六點下課，然後一直在讀書，他們都很驚訝，覺得我們很誇張，怎麼上學上那麼久。然後我

去養老院介紹台灣的時候，我就穿著我帶去的財神爺衣服，都很引起他們的喜歡喔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台灣長什麼樣子?和美國有什麼不一樣?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嗎?台灣吃什麼?台灣有這個有

那個嗎?…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我接待扶輪社的時間大概是一個小時，會先吃飯然後再社長報告，還有每次例會的時候會有

扶輪社的社友準備問題，然後問其他社友，如果答不出來呢!就要捐錢給扶輪社囉!我看到這

個捐錢辦法的時候實在很有意思。第一次交換學生聚會的時候，是三天兩夜雖然都是在講解

規則，但是第一遇到這麼多還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學生，真的是十分的興奮，再來下個月後

又有萬聖節的兩天一夜活動，幾乎是每個月我們都會聚在一起，我們最後的活動是地區年

會，地區年會真的很好玩，因為除了遇到我們這需 inbound 外還有今年 outbound 要出去的，

雖然是沒有要去台灣的阿!但是能認識他們真好，會回想我當初出門時的心情。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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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當地的扶輪社沒有深刻的了解，而且我的扶輪社只有我一個交換學生，但是我知道我

們地區 6270 有做的服務，還記得當初地區有帶著我們 17 位交換學生，去養老院裡陪老人家，

我們去那介紹我們自己，有人用 power point 介紹，還有穿傳統服飾介紹，感覺那是我們

就像台灣狗醫生一樣，陪伴著那些一直待在養老院裡面的老人，感到小小的我們也能對社會

盡一份心力。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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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耶。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在美國扶輪社吃完飯後才敲鐘，敲完鐘會先禱告朗讀 pledge of allegiance 才開始進行開

始社長報告，接下就是今天演講人的演講，演講結束以後，會宣讀四大宣言，敲鐘畢會。台

灣的扶輪社呢!在吃飯前會敲鐘，等吃完飯後，會有司儀說開始唱扶輪之歌和群英歌，唱完

歌後才是社長才始報告，再來才是主講人演講，敲鐘畢會。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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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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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從食物上，每天吃白米飯的到每天是漢堡、薯條或者義大利麵，早餐從豆漿、油條、奶茶、

火腿蛋三明治到 Cermeal 或 oatmeal，老實說沒想那麼多，不知不覺就吃了一年，但是實在

就是很空虛，缺少了台灣小吃，缺少了飲料店，說真的吃實在是沒有什麼大問題，因為不管

吃什麼到最後都會在你胃裡消化，所以吃什麼不都一樣嗎?我是這麼認為拉!。還有外國人的

思想阿!他們說要就是要，說想就是想，說不要就是不要，說不想就是不想，不像我們亞洲

人，例如你到別人家裡座客，主人要你說要不要喝杯飲料?但是有時候亞洲人會想，這樣會

不好意思、這樣好麻煩主人，所以會說不要，可是明明就很想要喝杯飲料。或著有時候想的

要死要幹麻，卻會說不要，那時候我轟弟聽到這個的時候，還說開玩笑的說，我說 No 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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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是不是 Yes。沒有什麼文化的差異，只有不同，等你知道哪裡不同，自然而而然的跟著做，

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囉!畢竟我們都是人嘛!我們都是一樣的。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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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阿，和我們那區的 inbound 感情就十分的好，尤其實有個女生是泰國來的，我們感情

特別好，還有扶輪社會舉辦交換學生旅行!會認識其他更多的交換學生，感覺大家聚在一起，

就像家人一樣，就像好朋友一樣。學校呢!也有認識好朋友，其中有個女生 Claire 我們上學

期有同一堂英文課，所以到了下學期，假日就常常聚在一起，當然還有我的轟弟，每天和轟

第一起上下學，而且我們會一起聊天，轟弟也會教導我很多事情呢!當然有交到很多好朋友

囉。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除了一到那邊就生病了以外，之中還有些小感冒，但是有我從台灣帶的伏冒熱飲!還有些感

冒藥，吃了以後那些小感冒都很迅速康復的。

39.當地氣候？

氣候差異真的很大，冬天的時候可以到零下 40 度，夏天的時候可以到 25 度的高溫，但是我

喜歡國外的天氣，他們氣候差異大，但是天氣差異不會像台灣一樣，昨天還 20 度，可是今

天就只剩下 5度了，真是超容易感冒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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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牛仔褲加上 T-shirt 就好囉!或著女生比較喜歡打扮，多些洋裝阿、裙子阿!也是可以的喔!

然後要看你去的地區氣候冷不冷，記住就算再冷，也不能只帶雪衣去之類的，因為那裡的夏

天還是會讓你想穿短褲或短袖的，還有阿!冬天的時候我有在那買雙雪靴，因為在台灣根本

買不到，基本上衣服帶基本的就夠了，去那兒逛街再買衣服吧!哈哈
話說有些女生會準備旗袍，介紹台灣的時候可以穿或著是正式場合，話說我有帶財神爺的衣

服過去，介紹台灣，大大的受到喜愛喔!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金錢盡量就存放在銀行裡面，護照、機票、提款卡這些東西，不是放在身上保管，就是找個

安全的櫃子擺放著吧!我的護照和機票就找我房間一個固定的櫃子放好，如果一直想要把他

放好或是藏在安全的地方，到了最後你需要的時候會忘了放在哪那更糟糕，找個櫃子就放著

不要再更改了!轟家不會有人要偷你的護照的!除非你家遭小偷，說真的那就真的很不幸運

了!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概 60 幾個吧!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Chicago 和接待家庭一起去的，好玩的當然是看大城市，看不一樣的建築，好棒呢!

Florida state 和扶輪社交換學生去的，迪士尼真的個經典!!!!!!愛死了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英文要學好，把以前國中和高中背的單子再找回來，會對自己有幫助，去英文以外的

國家，就要先去學習對方的語言，不要到了那邊才開始學習，這樣會錯失很多機會呢!

2.保持微笑吧!我朋友和我轟弟他們都說，我常保持微笑，會讓人覺得很有親切感喔!

3.主動，主動去跟學校的同學交朋友，主動去跟交換學生講話，主動去跟接待家庭聊天，

因為被動的下場，會到很晚才交到好朋友或著知心的朋友，還有對待接待家庭也是阿!

別人把你當家裡的一份子，那你也要變成家裡的一份子才對阿!不要以為自己是交換

學生，就很偉大的樣子。

4.才藝，會吹吹陶笛阿!吹某種樂器阿!很會畫畫、做手工、會唱歌或者是很會演戲，如

果你擅長於某項東西的話，或引起別人的注意，會更容易交到朋友或者是認識更多人

喔!記得我之前摺紙星星給我朋友們，他們都覺得很有趣，都很想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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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多參與活動，多去參與扶輪社的活動，或者是學校的社團活動，多去接觸人，人都

到了國外還都著宅男、宅女，那是不是太可惜了?如果要當那在台灣當就好啦!不要浪

費爸媽的血汗錢，跑到國外躲在房間打電腦阿!!!!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

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

於 A4 紙張。

還記得我轟弟在畢業典禮的畢業生致詞，他說到，他曾經在大陸住過四年，和一個中國小男

孩聊過天，他說那個中國小男孩告訴他，我是黃種人而你是白人，然後我轟弟卻大大的反駁，

他說人種的顏色代表什麼，我們都是一樣的阿!不因為你是中國人而我是美國人，我們就不

可以交朋友，我的顧問也曾經說過，這項交換計畫告訴了我們，即使我們來自不同的文化，

我們都想要住在健康的地球上、呼吸著新鮮的空氣、和我們喜歡的家人在一起、擁有一群可

以分享自己喜怒哀樂的朋友們、而且沒有人想要戰爭，遇見了這麼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交換學

生，原本以為德國人都會向希特勒一樣凶狠，但是我遇到的德國女生和我一樣喜歡逛街、喜

歡旅遊，我認識的德國男生也是個幽默風趣的人，原本以為泰國人都是人妖，但是遇到泰國

人以後，發現了我們好多相似的地方，我們擁有一樣的黑頭髮，而且他還知道台灣的明星-

楊丞琳、飛輪海阿!，還有也知道日本的偶像和韓國的偶像，例如 super junior 阿!或是之

前當紅的韓版流星花園，根本所有的刻板觀念都有了 360 度的大轉變，在交換學生當中，因

為沒有人討厭誰，我們都一樣，我們都是好朋友，謝謝交換學生們告訴我，歧視種族是多麼

愚笨的事情，因為遇了你們，讓我懂得即使我們在不一樣的地方，我們還是一樣的。

住在美國，說真的感覺電影的一切都浮現在眼上，例如:歌舞青春這部電影阿!當我在美國看

到真的有 locker、有 lunch room 還有上課需要跑堂，以及放學後的體育活動，真的覺得實

在是太酷了!在美國學校那麼早放學，完全沒有壓力，感覺就像是回到了小學一樣。然而當

接觸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和教育體系，自然而然的你就會去比較，你就會想彼此的優缺點，

不同的教育教育出來的後代也會不一樣了!國外的教育是想教導他們，表達自己的想法、獨

立思考、創造力，他們要的答案不會只是像台灣答案卷上的 ABCD，但是台灣的教育也沒有

什麼不好，學習如何重點整理、邏輯思考以及推理能力也沒什麼不對，只是相較於美國教育，

感覺台灣小還是在死讀書讀死書，但是我又發覺到另外一件事情，即使教育體系這麼不同，

但是發覺被學習和閱讀都很重要，當然老人家常常說過，腦袋不用也是會變笨變得不靈光

的，如果不常常使用也是會變笨的。時間再少不能忘了讀書、錢再少不能忘了買書、家裡再

小也不能忘了藏書，現代我們青少年阿!不再上網打電話消耗時間，都忘了閱讀才是人生一

大享受，偷偷發現我的轟弟轟妹們都很喜歡閱讀，難怪他們都很聰明。

感覺在這一年前，都在盲從，笨笨的上了國中，傻傻的考上了高中，呆呆的過完了高一，都

沒有發現，我已經不再是小孩子了。沒有發現到，高中畢業後，上了大學，人生就是自己的

了，我已經要成年了!要十八歲了!沒有人在在幫你決定，這是你自己的事情了!在小時候，

都會覺得那些高中生、大學生，他們年齡好大喔!他們好厲害喔!但是轉眼間，我就變的跟他

們一樣了，但是我還是沒變，每天笨笨的去上學，乖乖的寫功課，很不甘願的唸書，我完全

不知道我在幹麻，我為什麼要唸書?整天唸書也很累人耶!，但是現在我不這麼認為了，這是

為了自己，這是為了自己的人生，這是為了你自己的未來鋪路，你走路跌倒會有好幾次，但

是考上好大學只有一次機會，會什麼不努力看看?去拼看看呢?會考上好學校的是我們，要考

上好學校的是我們，而不是爸媽用血汗錢把我們丟到補習班混日子的，更不是讀書是為了你

爸媽了，一年會想很多，會重新檢討自己，會重新規劃自己的人生，簡單來說小鳥翅膀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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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習如何飛翔了。

到了國外才發現台灣的好，到了家外才發現家裡的溫暖，到了不一樣的世界才發現自己以前

有多幸福。每次和朋友聊天阿!他們不時就會問到台灣在哪阿?台灣吃什麼阿?台灣有這個有

那麼嗎?曾經被問到最特別的就是，台灣是吃三餐嗎?早餐、中餐、晚餐這樣，想到就覺得很

有趣!當然問台灣在哪裡是一定會問的問題，我朋友有一次就很認真的說，台灣不是在中國

的中間嗎?還有之前再和朋友聊天的時候，就聊到了松鼠，他們問我在台灣有沒有松鼠，我

當時還很努力想了一下，可是實在是因為看見松鼠出現在台灣樹上跑跳的機率太低了，所以

我想就說了，有松鼠阿!應該關在動物園裡吧!結果我朋友們就開始瘋狂的大笑，說為什麼我

們要把松鼠關在動物園裡，想到那一個場景也是真的讓我會心一笑。雖然有時候會很難過，

很多人不知道台灣在哪裡，或者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等之類的，所以其實有時候很開心

我到了個小鎮，讓大家知道了台灣，認識了台灣，我也問過我轟弟，要是我沒來住過你家，

你是不是不會知道台灣?他說是的，這是我突然發現我的存在感好偉大呢!而且我回來以後

阿!還有我一個好朋友說明年暑假要來拜訪我耶!整個就是超興奮的，我可是要帶他去逛夜

市、逛五分埔、東區北車西門商圈，告訴他台灣衣服都很便宜，都是一百塊一百塊在賣的，

還有當然要去品嘗道地的中國菜囉!帶他去淡水、八里，海邊囉!!!還有吃海鮮，Wisconsin

洲那時再是沒有什麼海鮮，到了台灣就一定要去故宮、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館、蔣公紀念

館阿，好多好多地方!讓他們認識台灣的美，認識我們愛的台灣是一定要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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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陳鈺鈴 住址

台北縣蘆洲市永安南

路 1段 1巷 1弄 29-5

號 9F

電話

(02)8981-0866

派薦地區&社：3480 台北文山社 原就讀學校：私立格致中學

接待社：Chicago 和 Manteno 派遣國及地址：IL,美國

6653N. 5000W Rd. Bourbonnais, IL 6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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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 Gil

Garcia

教授 55 是     2 3 個月

第２ John

Barth

(父)

Diane

Knoll

Barth

(母)

Highway maintainer/

Cosmetologist/esthetician

美容師/美學家

54

/

52

否     9 8 個月

第３ 無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美國是我的第一選項的派遣國家,而我也很幸運的被排到希望自己能去的國家.

至於該國的語言是英文,我會多聽英文廣播.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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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聽到 rotex 的經驗...其實我覺得會讓自己先知道之後大概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就是可以先有

一些心理準備….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我很順利的到達機場

4.誰到機場接你？

Julia Mullikin- District Chair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很緊張…而且我也很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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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第一個接待家庭是在芝加哥…住在公寓裡….跟第二個家庭的環境就很不相同,

第二個家庭其實處在滿偏僻的地方…外面也都很黑….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在第一個家庭時我有自己的房間,到第二個家庭時我和我 home 姐一間房間.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其實很快的就習慣了…因為最不想要的事情發生了,我胖了大概 7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來到國外後做的家事真的比我在台灣的時候還要多很多,像是會洗衣服,幫忙洗碗,也有幫忙搬木

頭等等之類的,如果 home 家需要幫忙,我會主動的去做.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我的第二個家庭,家裡每個人都很好相處,講話時其實是和所有成員,但是我如果要商量事情的話

我會和我的 home 姐討論第一.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五份茶葉和一包樣式很漂亮的筷子.

我覺得茶葉很討喜…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說不想家是騙人的…..因為在我剛出國的第 1 個月,對我來說真的是很難熬,因為平常父母都會幫

我處理事務,且又是第一次一個人出國,所以會特別難過….但是其實時間一久了…對於所有事情

也就會漸漸的習慣….或是我會告訴自己,再過幾個月我就會習慣了.爸媽要我一個人出國體驗,就

是要我學會獨立…我自己心裡會有很多想法來鼓勵自己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跟我的 home 媽一起到學校跟主任討論.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我被放在美國的二年級.且我的班級都是 freshman 或是 sophomore 的..

我有數學 1,地球科學 ,美術 ,英文 9,freshman experience,ESL(English is my second

language)…. 我最喜歡的科目是數學1,因為是被放在數學1所以內容都很簡單,我也很喜歡ESL,

因為我可以問老師我想要問的英文問題…我最不喜歡的科目是地球科學,因為有很多專有名詞我

都會看不懂….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的…但是由於我是被放在 sophomore 所以我是在班上裡年紀最大的….但是內容都一樣.



14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老師跟班上的同學都會幫忙,所以不會很困難.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在第一所學校時,我是自己乘坐公車再坐火車.

第二所學校早上 7:15 就會和 home 姐妹們一起坐 school bus 去學校…然後下午 3:05 再坐

school bus 回家.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午餐我都很少花錢,其實午餐吃的都很簡單,有時候我只會帶一顆橘子,或是自己做三明

治….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第一堂課在 8:15 ; 3:05 放學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在學校有語言科目,沒有什麼特別的教材,費用是學校提供的…沒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因為我如果有問題我都會在學校問我的 ESL 老師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參加社團, 之前有想要參加 band 但是我會的樂器 band 沒有,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因為是辦休學 1年,所以出國這一年的任何成績都沒有算在內.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沒有舉辦旅行. 但是如果有戶外活動我有參與.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因為是交換學生的身份,所以學校裡很多人都知道我. 因為我和我 Home 姐再同一間學校,所以我

跟他的朋友也都很好,所以很快的就成為好友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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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宗教學校的話,學校在開始上課前都有一段 pledge.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Manteno (第二個接待社)

扶輪社會員數：40 以上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高爾夫球場內的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一中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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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每個月至少有一次….和扶輪社友們一起吃午餐,之後會和大家分享這個月我做了什麼事情,

每位社友們人都很好而且都會問我問題…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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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零用金有$75, 跟 Guarantee Form 是一樣的.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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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在例會中用power point介紹台灣….我的扶輪社員說我跟一開始的時候說話的樣子..

進步很多…. 大家都很開心聽到台灣的文化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對我們食物,天氣,和廟的建築物感到有興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參加交換學生地區活動,真的很有趣,因為我們認識了彼此,去過了很多不同地方,和有很多 3

天 2夜的活動等等….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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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人都很友善且也很負責任.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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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如果跟台灣比較起來的話,我覺得很不相同…台灣的例會氣氛和內容都會比較嚴肅,

而外國的派遣地區都是會有很多活動,3 天 2 夜或是等等的活動…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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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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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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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對我來說這一年來最困難的是語言,因為我總覺得自己能力很差…我會跟我 home 姐聊天,我

home 姐就會鼓勵我,所以我就會改善很多我的想法.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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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次扶輪社有活動時都會特別開心,因為每次都可以見到好多不同國家的朋友,我們

就像是大家庭一樣.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其實都很 ok.但在冬天時會感冒.

39.當地氣候？

對我來說美國很冷…像是他們的春天我覺得就像台灣的秋冬天….但是夏天也幾乎每天是炎

炎夏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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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幾乎都是穿我自己從台灣帶來的衣服,但是每次出去逛街時也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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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覺得是看個人的想法. 但我認為準備冬天要穿的大外套會比較好

b.我有準備一件小禮服,像是晚會穿的.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我會放在一個小袋子裡面然後放在自己的抽屜裡並且壓在衣服下,至於護照我的扶輪社有幫

我保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概 130 個徽章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春假時有和 home 家去佛羅里達,第一次去了迪士尼!

及每一次與交換學生有的活動也都很好玩.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對自己要有自信.

控制自己的飲食.因為我不知不覺中就增重了.

多和 host family 互動.

要幫忙家裡做家事.

電腦時間不要太久.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這一年剛開始真的覺得很難熬，但是時間一久了很多事情其實都會慢慢的習慣，而且也會越

來越喜歡，收穫真的有很多，對我來說改善語言能力是其次，最重要及最有意義的就是看到和體

驗到新的人事物，認識了好多不同國家的人，去過了好多一生當中都還沒有去過的地方、看過的

景物。

感到很高興的是，越來越多人知道哪裡是台灣，因為台灣真的是很小很小，有好多人甚至連

台灣都沒有聽過，至於如何介紹台灣，除了有用 power point 介紹之外，從別人對我發問的問題

中解答出他們的疑問應該也算是一種介紹。 當了這一年的交換學生，如果硬要講負面的事情我

覺得應該是有些美國人都認為自己是對的就是有一種自己是在最頂端的那種感覺。（負面的事情我

覺得其實不多。）

這一年真的有太多瘋狂和太好玩的事情發生，像是參加了 prom，在台灣根本沒有機會參加這

種大型的 party，且 prom 當天還要打扮的跟新娘一樣，有趣的是，prom 之前每位女生都會很精心

準備自己的禮服，（不管禮服的價錢多昂貴，女生們都會願意去買，這我真的覺得很誇張），和開

始去邀約自己的男伴，而當天就會像是跑場一樣到各個朋友家拍團體照。這個經驗真的讓我感到

很好玩也好特別。

還有在 spring break 的時候，home 家開著超大型的休旅車，從伊利諾州開車到佛羅里達玩

了一個禮拜，車程至少有２０個小時，我和３個 home 姐妹在車上玩的很開心，除了去了迪士尼。

（迪士尼真的好漂亮而且好大，晚上的煙火真的是好美麗。）還去了 Universal Studios 也是個

很大的遊樂園，在裡面看到了哈利波特的建築物，好漂亮而且好逼真。以及和每一次的地區扶輪

社有活動時真得都會特別開心，像是有很多的議會，或是有很多的３天２夜，因為可以認識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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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且都是來自不同的國家然後聚在一起，我們每次聚在一起時都會有很好玩的事情發生，且每一

次的見面都讓我們對之間的感情更堅固，而每次時間一到要離開的時候，大家都會給對方一個緊

緊的擁抱。最讓我感動的就是每次時間到有人要回國時，我們都會很難過，一起掉眼淚很捨不得

的離開彼此，多希望可以在聚在一起一次，和一起約定好幾年後我們要在約出來見面或是答應對

方幾年後我們要到各自的國家去拜訪對方然後告訴彼此：keep in touch 和 Facebook 或可以繼續

在 Skype 聊天。這份大家庭的友誼真的是不會消失的，因為有了這一年當交換生的機會，讓我們

就像是跟世界牽在一起一樣

還有一個最酷的經驗是我 home 姐帶我去看 Blue Man Group 的表演。這一天我們的座位是在

前３排，我 home 姐其實早就看過了這一個表演，但是他都沒有跟我說是什麼樣的演出，只跟我說

是個很驚人的表演，然後 I＇ll see!!!!! 很酷的事情發生了，我在演出時我被 Blue Man 們拉了

上台，並且跟他們一起演出，還有拿到一張特別的合照。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和他們在台上一起表

演了秀。真的是好酷喔

時間真的是越過越快，距離要回國的日子不到一個禮拜，我的 home 家真的好有心，在之前幫

我和我 home 姐辦了一個 surprise party（我 home 姐今年也會當交換生到奧地利），我也不會忘

記，當天晚上我和我 home 姐在 home 爸媽、姐妹面前，我們兩個一起打開朋友們給送的卡片及禮

物，然後我告訴我 home 姐，我好不敢相信我剩下幾個禮拜就要回家了，心理的感覺很奇怪，然後

我和我 home 姐就抱在一起哭，我們也給我們的爸媽一個大擁抱且說謝謝為我們準備的這些。

這一年一開始雖然遇到的挫折有很多，在第一個接待家庭時過的比較孤單，但是也同時學會

了獨立，一直到換了第二個家庭，真的是改變了我很多，我很開心我在第二個接待家庭待到了最

後，他們對我真的就像是自己的女兒一樣，我真的很幸運我有這個機會當了交換學生，因為我認

識了一輩子的朋友，也認識了好多不同國家的人，也有了一輩子的第二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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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張瀚中 住址
台北市中山區明

水路 575 號 7 樓
電話

0225323797

派薦地區&社：3480 永福社 原就讀學校：大直國中

接待社：Buffalo Grove 接待國及地址：美國 Buffalo Grov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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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ppenhaver XX 有

四個人

耶

不是 爸 媽

兩個兄弟

聖誕節以

前

第２ McGonagle XX 同

上

不是 爸 媽

兩個兄弟

聖誕節到

復活節以前

第３ Balko XX 五

個人

不是 爸 媽

三個兄弟

復活節到

回家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一直以來就有學英文，到那邊之後雖然很難但還是可以慢慢溝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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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有用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家庭還有負責交換學生的扶輪社員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很酷

6.接待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離芝加哥四十分鐘車程

有關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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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前面兩個家庭有 第三個家庭跟 home 弟同一個房間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食物不太好吃不太健康，但因為前三個月怕沒吃完他們會生氣 胖了五六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會，我會問我應該做什麼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Home 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送給他們一些筷子和中國樣式的杯子他們都很開心，還有有中文字的衣服。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太會。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第一個家庭有幫我，因為我的英文還不太好，後來就跟學校的人直接商量了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數學、美國歷史、美國文學、資訊、ESL、體育、生物、樂團、美術。最喜歡樂團，因為很

輕鬆，而且跟大家一起演奏的感覺很不錯。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的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三四個月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爸媽接送(跟孩子一起)

7:10~15:00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五元美金，在學校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10~15:00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在學校學英文跟美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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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除了家庭跟同學以外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 interact 跟 math team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去東岸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久了就是好朋友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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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所有活動，近可能變開放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otary of Buffalo Grove

扶輪社會員數：不知道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附近的 pizza 店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四中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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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

例會？情形如何？

很多次，他們每次都很歡迎也喜歡跟我講話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零用錢一百美金，他們多給我付 25 美金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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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powerpoint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他們對很多都很有興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有很多活動，有時候還會去其他學校在那邊當一天的交換學生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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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錯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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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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扶輪社方面的話沒什麼差別，大家都很好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3.4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1年也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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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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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食物，沒辦法克服，你還是得吃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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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活動還有 host family 的朋友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除了食物很不健康之外還好

39.當地氣候？

比台灣涼，冬天下雪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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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買，冬天我們他們借超厚外套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扶輪社收走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超級多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去東岸，一大票交換學生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開放一點

參加所有活動

家庭成員有什麼活動也去玩一下

學校要找一些社團參加

有問題就要問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

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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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年，我參加了很多活動，認識了一大堆人，即使我在 facebook 上面不加不熟的人當

好友，我已經有了將近 200 個人，都是那種很常見面的朋友。

一開始到那個地方會很興奮，什麼跟台灣不一樣的小事我都會注意到，然後就會比，看到

底是台灣還是美國好。像我住的 Buffalo Grove 完全沒有公車，大家都自己開車，然後也因為

什麼東西都很遠，沒有車的話什麼地方都不能去。光去離我家最近的圖書館我就要走個一小時才

能到。這是台灣做很好的地方。在停車場，每個地方的停車場離店家最近的停車格都是殘障車位，

這對他們這種重視人權的國家來講是很必須的。

在那邊的生活與台灣真的很有差異，在學校，學生們的時間不像台灣學生一樣，天天讀書

然後去補習。美國學生時間的運用對我來說是比較理想的，他們學校三點放學，放學之後也有很

多社團活動到五點，回家之後寫一些功課，剩下時間都可以很自由運用。台灣學生上課上到五點，

之後被家長(或自己選擇)去補習到九點或十點，回家之後讀書讀到子夜，睡眠明顯的不充足，而

我也不認為台灣學生讀那麼多書真的有讓學生變聰明，或是在職場上有幫助，美國學生學東西，

普遍都知道在社會上有什麼幫助，或是他們不學對他們沒幫助的東西。加上美國高中讓學生自己

選課，除了一些必修課程以外，剩下都是自己興趣或自己想要加強的地方。

有一點我覺得很奇怪，不知道有沒有其他交換學生察覺到過，他們美國人的客廳都不喜歡

裝很亮的燈，就兩盞檯燈放在角落，他們看電視好像都很喜歡暗暗的看。我住在芝加哥的郊區，

晚上走在路上我也覺得很很暗，但也有可能是因為我住在台北，所以路燈很多，在那邊晚上他們

也都不敢走路或騎腳踏車出門，因為非常的暗，爸媽都很堅持要自己開車載我出去或回來

到這邊我也學習了體諒跟包容，有許許多多跟台灣文化不同的人都生活在美國，在加上活

潑的交換學生們，即使有時候我覺得我被冒犯了我也會忍住不傷和氣，而且我也開始知道，其實

人們有時候做一些奇怪的事可能是因為有一些我們看不到的原因，在加上各個人的成長背景不

同，原因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會了解。也因為我這樣子的改變，我也更容易受到感動。當我用英文

看「魔戒」的時候，我突然發現電影之中各個角色的不同觀點，在加上那些情感隨著電影轉換，

雖然我認為電影的作者把所有人的情感想的太單純，大家要不就都是很好很高貴，不然就是用盡

手段殘害別人。當最後佛羅多和山姆把任務完成的時候，在一堆岩漿之中，回想夏爾(他們的家

鄉)，我可以感受到他們內心的不捨和滿足，讓我在這一幕有種想哭的感覺。如果不是當過交換

學生的話，我不覺得我能夠體驗到這種感覺，能的話也要花上更多歲月，當交換學生讓人更成熟

也更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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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張若懷 住址
台北縣樹林市和平街

55 號 2 樓
電話

(02)8686-1252

派薦地區&社：台北福星扶輪熱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麗山高中

接待社：Danville sunrise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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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退 休 醫 生

(外科)

63 是 夫妻 (三

女都大了

不在家)

First week 寒

假(前)

第２ Mac 車子 (幫忙

賽車那種)

50 是 夫妻 兒子

孫女

第一學期 寒假

(後) 第二學期

(後)暑假

第３ John 藝術(漆牆)

很美的那種

52 否 夫妻 兒子

女兒

第二學期(前)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英文 全世界的人都在學英文 大家都在努力

我想去澳洲…知道我要去美國之後就想~只能長大以後在自己去澳洲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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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會吃西餐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我們都自己一個人去…還滿緊張的，差點迷路，算是有驚無險吧

p.s.我問過接待地區的同學，他們都把要去同一個國家的統一同一時間出發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轟媽和他媽媽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這就是美國阿~!! 好寬喔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被派遣的小鎮danville位在芝加哥附近，they say it＇s a pretty good size town

環境我覺得滿危險的我第二個轟家的轟姐幾年前死於槍傷，而且聽說我是近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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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社第一個接待的交換學生，大家都是第一次…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都有自己的房間

第一個是女生用過的 再來粉紅色的 再來是轟哥結婚了借給我的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都很好吃 只是很想台灣的食物

沒量過

9.幫忙做家事嗎？

第一個轟家會強制做家事(我本來就會幫忙)

第二第三我有幫忙 他們也都很高興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轟媽 全家 全家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在鶯歌陶瓷買的 一對小龍 一對小獅 和一顆幸運符

中國味的手機吊飾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還好 想到回家還要拼兩年高中可是又可以吃雞排 這種彆扭的心情 讓想回去跟不

想回去好像都不是那麼重要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院長和院長秘書 老爸 老姐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兩學期不一樣 英文 西文 幾何學 現代歷史學 體育 體育(進階) 生物 自習 中文

我喜歡現代歷史，西文和生物 因為老師人很好 我不喜歡英文和中文 因為老師爛都

不管 或是都跟同學一起吵同學拿我開玩笑也不管，中文課則是太簡單，他們強制我要去

選以為能讓我產生優越感，其實這樣做同學會怕我，到了下學期我把他換到改成生物課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被降一級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都還可以但是生物怎麼搞就是搞不定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接送 接送 搭校車

5min 5min 30min(校車繞來繞去)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為了省錢 我問他們可不可以幫我做午餐然後帶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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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家說不行你要學習美國高中生的生活 吃甚麼喝甚麼也都要去嘗試 他還要我

自己出錢買午餐一餐要吃得好$3薯條+主食(每天不一樣)$1.5水或飲料 第二第三都是幫

我做三明治還有買餅乾點心洋芋片水果罐裝飲料，我算過一個月下來省超過 20 塊美金，

還更健康。不過有時候沒東西了還是會給我錢去買午餐!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15

2:45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跟當地人一起上過英文必修 中文被逼 西班牙文選修(都是選課的一環)

沒被問過語文學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我找過顧問商量

我的個人指導就是顧問我們去市立圖書館修英文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足球社(第二個家兒子很厲害)

加入校隊玩了一個秋天 每天下午 3小時 花費轟家出的我不知道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我在台灣的學校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Im a junior… dxxx 跟扶輪社去了很多地方 我的接待地區今年只有接待 11 個人

但是我們常常利用周末在伊利諾州走透透。 我也有去環美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整個足球隊

何時…忘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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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學校很多人都是在 Chicago 被踢出來然後被送到這，然後也很多黑人，我不

是種族歧視，但是說話大聲粗魯做很多事無禮，有理說不清，我遇到的都是黑人比較多，

不過當他們認定你為朋友的時候你在學校就比較不會被欺負了。然後 我這個學校的老師

也都不太管學生，一心只想著薪水，如果你也進了這種學校一定要告訴你的顧問，他們

會幫你想辦法。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danville sunrise

扶輪社會員數：很多人 more than 2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餐廳樓上的會議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Monday morning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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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很多次 很輕鬆 大家都很好

去過一次 也很輕鬆，7/8 還會有一次很多地區聯合為期七天交換學生的年會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 美金一個月

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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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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 四個不同的社 ppt

他們都很高興，也更想認識台灣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高鐵 夜市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例會每星期固定地點

交換學生會議，每次地點不一 地區每兩個月會有活動 可以跟大家出去玩(都是禮拜

五下課出發禮拜天中午回來)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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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沒有強壯的 rotex 所有的事情都是幾位叔叔阿姨負責

他們都盡力為我們做到最好!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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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很像 都不大 可是人都很好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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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同學很喜歡拿＂chinese＂開玩笑 第一個轟爸自以為是退休醫生了不起 一直要我

做一個他心目中的他。

同學愛開玩笑就開玩笑回去太過分就叫他閉嘴 告訴我的 YEO 開會(我 轟爸 YEO)再

不行就換家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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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跟地區的大家都是好朋友

跟我弟的朋友也都是朋友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生過兩次病 排不起來 發不出聲的那種

39.當地氣候？

可以熱到 37 度 C 可以等到下雪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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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都穿台灣帶的 除了大外套防雪

學校舞會買比較正式的衣服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給轟爸鎖在保險箱裡

存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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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不多

地區年會會更多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感恩節 密西根 轟家

黑人教會 我住的鎮 YEO

環美 (西岸) 扶輪社交換學生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遇到爛學校也不要放棄 爛學校還是會有好同學

2.遇到不好的轟家也不要放棄 其實不是不好事不能適應 扶輪社的接待家庭沒有人

會故意去傷害你

3.不能因為你姐姐被槍打到你轟姐被槍打死學校同學又惡劣就退縮 不然你這年就

白費了

4.不要只是一直忍忍忍 該爆發的時候就給她爆發出來 讓你身邊的人知道

5.不可以因為累了絕望不想去交朋友而放棄一群值得你去深交，去 pay your heart

的朋友(這是我去環美時學到的，因為我真的被濫學校 跟我住的那個小鎮 搞得很累很累

只希望能夠安安靜靜平平安安的過完然後回國，但是扶輪社的交換學生來自世界各地他

家真的都很棒很棒很棒!!!! )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這一年真的發生了很多事，我從以前那個甚麼事都要別人幫忙的弟弟，長大到可以

自己處理事情了，雖然做事還是很不成熟，讓大家一直幫我擦屁股，像是…月報告都沒

有交阿等等的。但是我也做了一些值得大家驕傲的事喔!! 去年，一群來自台灣的校長來

到我在的高中，整個旅程都是我招呼他們的喔!! 我也在學校集會時，有自己專屬的時間

介紹台灣給同學跟老師認識，也在不同的扶輪社中介紹台灣。可是這些都不是最讓我印

象深刻的事。最讓我難忘的，是每次我們地區出遊時，用完餐之後大家都把東西亂丟就

想走人，只有我跟一位 uncle 默默流下來清哩，會議前的準備，排椅子桌子，會議後的

散會，我都習慣主動去幫忙…就算我這年被爛同學嚇到，被爛老師擺一道，被轟爸看不

起，都沒有關係，我只要感受到 uncle 的肯定，第二個轟家的溫暖，還有其他關心我的

人對我的支持，這一年話不多的我也還是用自己的方法過完這一年了。我也不知道我有

甚麼樣的收穫，在還沒回台灣之前看的到的收穫應該只有體重吧…哈哈哈! 心裡想法上

的收穫，等回台灣之後慢慢的才會看出不同吧!

對人生的規畫的影響，我更堅持更明白更想要去做我原本就想做的事了，我長大以

後要在國家公園工作，現在更清楚知道要怎麼做了，因為我身在台灣不能用我轟姐在美

國的方法:從高中畢業後就直接進入國家公園實習。我要好好的再拼兩年高中，我想拼成

大生科館，真的被我拼到之後，學期間我會打工存錢，到放暑假了，把錢拿去買機票先

飛回美國，找我轟姐，找網站，我去國外的國家公園打工，之後大學讀完了再說吧…想

不到那麼後面了。

如何介紹台灣給外國人? 之前在台灣的六次講習會都交大家了…

難忘的經驗!!感恩節去田納西州親戚的家!! 好野人房子在山中湖邊。環每一鹿玩下

來從芝加哥殺到舊金山最喜歡迪士尼還有 Grand Canyon 跟 森林公園和森林公園的解說



28

員，最後最難忘的是一年下來同甘共苦的轟弟: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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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巫 宗 勳 住址
桃園縣蘆竹鄉中正路

308號16樓之1
電話

03-312 6858

派薦地區&社：3480地區/台北雙連扶輪

社

原就讀學校：辭修高中

接待社：Bensheim-Heppenheim 派遣國及地址：德國，Bensheim-Heppenh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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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Prewitz 老 師 35 否 父、母、

兒子、女兒

五個半月

第２ Mrs.Finn 老 師 45 否 父、母 五個月

第３ 無

派遣準備期

1.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

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有去重慶南路的“歐美亞補習班＂上過2-3期的課程，並買德文課本來看，

不懂的字也使用翻譯機查閱.

調整自己的心態去樂觀接受與努力學習。排到任何國家都有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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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的經驗 - 對他們所犯下的錯誤引以為戒。好的經驗 - 學起來，且發揚光大。

語言與微笑，加上主動積極融入當地文化應該是對自己最有用。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完全沒有 (因為爸爸有整理一份十分完整的應注意事項，且出國前又詳加解說教導)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接待家庭全部家人(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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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整個Home家的成員都很和藹可親，但要求相當嚴格。

但到後來我發現他們幾乎都以英文跟我對話，故我的德文進步較慢。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地理環境：鄉村氣息很濃、風景優美、山川雄偉、街道乾淨。人口：大約3萬人。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一開始很能接受，後來發現與原本想像有很大差異，因為文化與思考模式不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一開始不太適應起司與冰冷的麵包，不過後來可適應。比之前瘦2-3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清理自己房間、洗滌及晾衣物。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第一個接待家庭是 Home爸。第二個接待家庭是 Home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台灣茶葉、台灣傳統香包、玉飾品、台灣徽章、台灣的套幣組合、

各種顏色原子筆、泡麵。基本上他們都很喜歡，但是最愛的是泡麵。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當然。會看 powerpoint 裡的家人照片及用視訊與家人通話。

且讓自己多與 Home家相處，以解思鄉之苦。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校長與老師。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

原因……。

德文/數學/英文/音樂/生物/公民/物理/化學/地理/歷史/美術/體育…等，個人最喜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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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因為我對數學方面非常有興趣。比較不喜歡11年級的德文，因為有詩詞歌賦，相當的難懂。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不盡相同。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個人認為有些科目1-2月後，但到第二學期才比較能應付修習的各科目。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個接待家庭是 : 以腳踏車代替歩行，約5分鐘。

第二個接待家庭是 : 搭校車，需要30分鐘左右。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通常與Home家共同享用。如在外午餐，約 8-10 歐元。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 7 點 45 分上課，下午 2 點或 3 點放學。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教材也有語言課程。是自費。有被要求提早一個月(8/2)到德國上德語課程(費用自行

負擔)。我自己另有自費去上西班牙課程。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曾找顧問協助溝通、解決問題。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一周約3小時，約30歐元。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國內學校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與當地同學一起去滑雪與游泳，及與各國交換學生去環歐旅行。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在二個月左右，我與數位學生成為好友。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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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德國學校念書，務必先修基礎德文，且須自備一本字典。要常常到圖書館看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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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料。各國均有其宗教和思想，德國的基督教較多。我想其思想應該也是勸人為善，

多幫助別人。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Bensheim-Heppenheim

扶輪社會員數：約 20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Hotel-Filex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三下午 6 點 30 分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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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

次例會？情形如何？

共參加過10次扶輪社的例會，由於每次都是In-outbound 的聚會，不會導致我們無聊。

每次的例會都會有主題，例如 : 演講比賽、口試、介紹自己及台灣、學習心得報告…等

之類的，並非單純的吃飯聊天。

到地區參加過5次聚會，地區每次活動或節慶會邀請我們參加，要介紹自己及台灣，並於

當地瀏覽一番。

28.零用金有多少？和Guarantee Form規定相同嗎？

75歐元。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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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文簡單描述台灣的地理、氣候以及風俗，再搭配英文版的 Powerpoint

詳加介紹台灣風俗、民情、文化及風景。反應相當熱烈。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幾乎都問台灣這麼小，有什麼值得吸引人來探討的地方。對台灣的生活形態蠻感興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大多數以學生互相交流為主，地區活動的部分是對當地的文化特色做些介紹。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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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扶輪社舉辦的青少年交換活動包括參加扶輪社例會、語言課程(德文)、滑雪課程、

國際標準舞課程、環歐之旅…等。服務部分有對弱勢族群的照顧(老人、貧窮)、

捐血、地球環保清潔日…等。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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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次。每一次都會請地方人士或居住在當地的Rotex做適度的介紹，有時候

也會做一些問卷調查。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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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扶輪社對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做了細膩的出國前訓練與教導，對於學生有很大

的幫助。而派遣地區的扶輪社並無此行前訓練，學生出國後在學習與溝通上比較不易融

入學校及 Home 家。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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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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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感到困難的是無法用德語溝通，而且上課都聽不懂。但多請教老師、同學、朋友，

並主動以德文交談，加上認真學習，慢慢就適應了!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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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數位。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普通。偶有腸胃病與感冒。

39.當地氣候？

冬天很長而且非常寒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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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在台灣就準備好，到冬天則需要在當地購買防寒外套，另滑雪時必須自己具

備防寒滑雪衣物。

b. 個人認為需要準備一套西裝與領帶以備不時之需。由於每個學校結業式都有舞會，

必須穿著正式服裝。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寄放在Home爸、媽處，自備一份影本。

機票自己保管 (須放在行李箱內不容易遺失或忘記的地方)。

金錢存放在銀行，零用錢自己保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約180個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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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到過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義大利、瑞士、瑞典、摩納哥、匈牙利、捷克..等。

特別好玩是摩納哥。和全體交換學生一起去的。

44.返國成為ROTEX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需要辦理一張國際學生證，在當地圖書館或有些地方用得到。

2) 學習語言時，不要怕說錯話，別人怕你不說話，而不是怕你說錯話。

3) 護照需要影印一份影本，隨身攜帶。

4) 金錢要保管好。

5) 需要跟Home家要一支聯絡電話。

6) 積極、主動，並多微笑。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

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A4

紙張。

如下頁。

巫 宗 勳 (David Wu)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活動，它提供扶輪社友的子女一個很好的學習經

驗。

扶輪社長輩們的經驗與愛心教導，使我們建立優質的人際關係與彼此學習和分享的機會，進而培

養國際友誼。

在國外做一位青少年交換大使，我學會了一種「積極正面的處事態度」，凡事用正面去思考、

了解、面對、討論，沒有什麼事情是無法解決的。例如:在一個語言不通的環境之下，如何用當地

語言和人對話、溝通﹖不要因為自己的語言能力不足就不敢講話，人家怕的是你不講話，而不是

怕你講錯話。凡事不能逃避，要主動正面應對。

德國人處事態度果斷明確，且對學生要求都很高! 我只好努力認真、充實自我，以符合基本

的要求。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裡讀書、適應不同的生活習慣、與接待家庭相處並融入、如何在

異鄉結識新朋友；還要自己打理自己，並面對學校及課業的壓力(與當地高中生上一樣的課程)…

等等，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但我也逐步克服各項困難，而且會堅強的往前走 !

很多德國人會多國語言；重視休閒；環境保護也做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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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我規劃自己:

1) 定下心來念書，完成學業，讓父母、師長以我為榮!

2) 要把英文、德語及西班牙語學好，培養世界觀。

3) 有機會要回到德國念大學或研究所，學會嚴謹、明確的處事方法。

4) 把溝通、演講技巧及國標舞練好，以便能奠定良好人際關係。

最後，“人脈是終生受用的財富＂，對我未來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而「誠信」是最重要的；

謙虛、認真是我最基本的；勤奮可以彌補不足。過去種種叛逆的行徑，讓我有檢討、提升自己的

機會，相信我的未來是美好的、是充滿希望的。

感謝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 ! 讓我有機會參與、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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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劉建韋 住址
台北市士林區德興西

路 111 巷 5 號 4 樓
電話

(02)2832=0463

派薦地區&社：D3480/台北雙連 原就讀學校：明德國中

接待社：Castlegar Sunrise 2000 派遣國及地址：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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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

Denisoff &

Vera

Maloff

修繕

小學老師

60

55

否 轟爸轟媽 8/18~11/21

第２ David & Kay

Jones

退休大學教

授及退休小

學老師

73

72

轟媽是 轟爸轟媽 11/21~2/11

第３

第 4

Bob &

Sherry

Tolman

Steve &

Margaret

Sutherland

工廠主管

社工

高壓電塔設

計及施工

特殊學生教

育者

56

55

55

53

否

否

轟爸轟媽

轟爸轟媽

2/11~5/2

5/2~7/3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

變心情？

因為加拿大的主要語言是英文，加上就已經有在上英文的課程，所以並無其他的加強。

加拿大原本就是我的第一志願國家，所以當然很高興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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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桌禮儀對我來說有不少的幫助，國外與台灣在用餐時的方式頗不相同，所以極為食用。

還有和 ROTEX 的交流下，了解到很多真實的經驗，讓我們更親處將來會面對的挑戰極困難

會是什麼。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從台灣到日本成田再到溫哥華機場接者轉成國內班機飛到小鎮裡，基本上是沒有遇到困難

的是，只不過在溫哥華機場辦裡居留手續時的人員不是很友善。

4.誰到機場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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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接待家庭的轟爸轟媽，第二個轟媽，顧問，YEO 及 YEP 副主委夫婦。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因為他們是住在小鎮外頗為偏僻的山裡，對於剛從大城市離開的我十載有極大的不適應。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這個小鎮叫做 Castlegar，是在 BC 省的邊界，離美國非常近。四面環山，有一條河流從

鎮中間留過。人口約 8000，是個非常迷你的小鎮。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是的，在每個接待家庭裡都有自己的一間房間，因為家裡也沒有其他小孩可以分享房間的。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第一個接待家庭是吃素的，所以前三個月幾乎沒有吃葷食。接下來的三個接待家庭就比較

沒有飲食上的問題了。

9.幫忙做家事嗎？

幾乎沒有……有的話最多也是把盤子放到洗碗機裡而已。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在這裡大部分都是在晚餐的時候把有問題的事情提出一起討論，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家一起

討論的。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每個接待家庭都是帶一份茶具及茶葉，算是一份非常代表台灣的禮物，所以接受度相當高。

接著在每個接待家庭有人生日時都是送一把中國風的扇子，他們都覺得很特別。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前一個月當然都很想家，而且在第一個接待家庭的時候許多方面都很不方便，一開始就連

網路都沒有的使用，所以這樣的情況就比較長，不過就是盡量找事做，就不會有太多時間

去想家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選課時基本上沒有特別找人商量過，只是看自己喜歡就上什麼課，在第一周時還可以自由

的換課，選到自己喜歡的課就好了。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上學期:英文(10)，法文(8)，烹飪(11)，美術(11)

下學期:戲劇(11)，數學(11)，商業(12)，美術(12)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的，在這裡都和當地的學生上一樣的課，並無被要求去上類似語言學校的類似課程。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說實在這裡的任何課程都非常簡單，只要英文單字大部分看得懂基本上就沒什問題，而且



38

這一年中，我從來沒有回家作業這個東西，由此可見這裡的學習風氣是非常……容易的。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在第一個接待家庭的時候因為轟媽是小學老師，小學就在中學對面而已，所以早上轟媽都

會順便一起在我去學校，而下午放學之後是需要搭校車，不過因為第一個接待家庭住的比

較遠，所以大概要搭一個半小時的校車，下車之後再走大該半個小時的路程回家。

之後在其他接待家庭就都是搭校車上下學，住的也都離巴士站很近，所以之後就沒界太大

的問題。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午餐都是要自己帶去學校的，如果沒帶就需要自己花錢買學校的速食，這裡不像某些地區

還有資助午餐費，而接待家庭只需要負責買食材給你，你需要自己準備，不像台灣規定接

待家庭要負責交換學生的午餐。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的第一堂課是從 8:38 開始，下午 2:38 放學。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上學期時有上英文課及法文課，英文課是這裡規定交換瘸升至少要有一學期有上英文課，

而法文課是我自己想要選修的。所有學校的相關費用交換學生一律免費，所以……這點還

算不錯!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學校共有兩個顧問，在選課時需要去找顧問，跟他們說你想上的課。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學校裡面比較沒什麼特別的社團，所以就沒有參加了。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應該是不行，不過還是有跟加拿大的學生申請成績證明，說不定以後申請大學會有幫助也

說不定。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沒有，學校這一整年都沒有辦旅遊。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基本上就是其他的交換學生，不只扶輪社的交換學生，也有透過其他機構來的交換學生，

這一年整個中學裡大概就有超過十個交換學生，所以大部分都是和他們在一起，不過當地

的學生還是有幾個比較要好的，只是比較少。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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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方面的話，一開始一定要很積極跟當地學生主動交流因為他們大部分還是對歐肘去的

交換接受度比較高，所以叫要靠自己努力了。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Castlegar Sunrise 2000

扶輪社會員數：4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Sandman Hotel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6:45 a.m.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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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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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當大一個月參加兩到三次勵灰，不過因為實在太早了，有時候爬不起來就沒去了，

這裡的例會跟台灣的很不一樣，大家得穿得很休閒，幾乎都是穿拖鞋就來了，整個例會裡

有穿西裝的大概就只有社長了。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有 75 加幣，不過說實在 75 塊沒有辦法做什麼，學校大概一個月會有一次活動，不

過都是要自費的，所以大概大部份的零用錢都交給學校去了= =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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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是在剛剛到加拿大的時後向大家自我介紹，接這一次就是在過年的時候用 power

point 演講，反應很熱烈，大部分人都是覺得台北這麼大的城市生活一定很方便吧!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大部分都是問台灣人口和台北人口，集還灣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在九月的時候有了第一次交換學生的講習會，不過那時候還不是大家都已經到了，所以接

著在十一月的時候有一次只針對加拿大區域三天的小旅遊。再來一次就是到二月有一個三

天的滑雪之旅。而最後一次就是五月巡有一個兩個禮拜的地區旅遊，最後三天就是地區年

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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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跟台灣很不一樣，因為地區範圍很大所以要舉辦活動很誤容易，因此就不像在台北

的交換學生每周都有活動。不過 D5080 已經比某些在美國的地區辦得好了。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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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那幾次旅遊。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在台灣的扶輪社大家都穿得很正式去參加例會，但是在這裡就是……舒服就好!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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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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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最一開始是在低一個接待家庭的吃的問題，因為他們是吃素，所以要適應真的蠻困難的，

在來還是吃的方面，因為這裡大部分都是帶個三明治或一點水果去回校當午餐，跟在台灣

非常的不一樣，在台灣我們都想說吃正餐就一定要吃熱的，不過在這裡變成說有得吃就好

了。不過後來我還是就自己煮東西帶去學校微波加熱比較習慣。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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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在這個地區公有 29 個交換學生，大家都像是親兄弟姊妹一樣，感情都很好，接著

在鎮上的中學裡也有一些透握其他機構來的交換學生，也都是很好的朋友，不過在六月的

時候我有去參加另外一個地區的旅遊，所以在那個旅遊上又多認識了將近五十個交換學

生，這樣就認識快一百個世界各地的學生了!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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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每個月都會感冒一次，不過因為自己有帶一些要來這裡，所以問題不是很大，不過在

六月參加其他地區的旅遊時就感冒了，這次已經趕卯了大概快一個月還沒好，一直到離開

加拿大都還在感冒生病。

39.當地氣候？

在這個笑鎮夏天最熱可以到 40 度，不過晚上都還蠻涼爽的，大概都是在二十幾度左右。

不過在冬天時最冷也可以到零下 15 度，冬天都是雪白的一片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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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去學校就是穿 T-shirt 牛仔褲，有些是從台灣帶去的，不過大部分都是在這裡買的。

有準備一見中國風的外套，在演講的時候有派上用場。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就是我自己保管而已，而金錢的話就都是放在銀行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不全部都是交換來的，有些是自己買的，不過整建外套上大概有塊將近三百個徽章吧!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旅行除了地區的四次旅遊外，六月就是有參加其他地區所舉辦的美國西岸旅遊，是個為期

兩個禮拜的巴士旅遊。還有一次較特別的事在我抵達這裡的第二天接待家庭就帶我去 BC

省北邊的一個城市叫 PRINCE GEORGE 找他們的女兒，在他們家住個大概兩個禮拜，不國從

我們這個小鎮開車到那個城市大概要十五個小時，所以來回就是三十個小時，真的是非常

的遠。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要主動積極，因為外國人並不像台灣學生都較含蓄，所以必須要主動向別人推銷自己，

這樣才會容易交到朋友。

2.要與接待家庭有良好的溝通，因為在國外除了上學的時間大部分都是待在家裡面，所以

必須要和接待家庭有良好的相處模式，如果和接待家庭處的不好，這樣的情況下彼此

都會覺得不舒服。

3.要有能夠照顧自己生活起居的能力，在國外學校午餐大部分都是要自己準備帶去學校，

所以至少要能夠打裡好自己的午餐，還有衣服也最好能夠自己洗，這樣才不會又給接

待家庭增添一份家務事。

4.要好好把握與在同地區其他交換學生的相處時間，畢竟這世界這麼大，能夠在這一年這

個時間這個地方遇到這群和你有著相同目標的不同國家的人也是種很奇妙的緣分，記

得把握好每一次的聚會，才能夠留下美好的回憶。

5.要好好學習中文，現在中文是種非常熱門的語言，有許多的外國人都自費來學習中文，

由此可見中文的熱門程度，所以學好自己的語言，未來在國際上更為自己增添一份競

爭力。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交換學生，在當今的社會聽來不是間很困難的事，但是能夠完成一年的交換學生計畫確

是不容易。為了造就一個交換學生，可是動用了許許多多的人力，許許多多的資源才能夠

實現的。

一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怎麼說都是個美好的人生經驗。從去年剛宣布派遣國

後就滿懷期待的想要知道那個小鎮的一切，可是無論 Google、Wikipedia 都查不到確切的

資料，此時的我莫名的緊張了起來，究竟是個怎麼樣的地方?就連最方便的網路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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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該怎麼辦呢?只好等到那裏再慢慢的自己探索了。

初到 Castlegar 這個小鎮，一個大小不及一間航空公司的貴賓室的機場，在機場見到了

從未見過面的兩個接待家庭、顧問、副主委及 YEO。就這樣懵懵懂懂得搭著接待家庭的車

前往我的＂新家＂。我的第一個新家庭是個吃素的家庭，讓我不得不成為一個素食者。

還真得是＂三月不知肉味＂的特殊經驗呢!

在這一年中我學會了一項對我來說非常特別的運動-滑雪，對從未真正滑過雪的我來說

可是一大挑戰阿，還記得第一次進入滑雪場時，心裡有種莫名的緊張感，結果當天不管怎

麼練就是頻頻跌倒，聯我轟媽看了都覺得:天阿，他今天冬天要學會滑雪很難了喔!!後來

轟媽不惜砸重金請教練一對一教學，我可終於學會了點基礎技能，而到現在我已經可以從

山頂上都不跌倒直接滑到山下了呢!

到 Castlegar 這個人口連一個里都不到的小鎮交換雖然是什麼都不方便、什麼都不習

慣，但是我也因此學到了許多我以前從未想過的事，學會了烹飪，為了要帶午餐去學校，

每天鑽研想著今天要煮什麼呢?學了法文這堂課，原本一心想要去法國交換學法文的，但

卻因為到了加拿大才有機會選修法文。原本在台灣連看雪的機會都沒有，卻因為到了加拿

大而學會了滑雪，而且還是我們地區裡算最厲害的一個呢!

這樣一年的交換，我很慶幸我沒有交換到溫哥華那種大地方，如果是那樣我就沒有機會

可以把英文學好，就沒有機會體驗小鄉村的生活。剛到這個小鎮時不斷的抱怨說這是什麼

奇怪的地方阿，但是現在想想可是種非常特殊的經驗呢，而且說不定這是我這一輩子唯一

可以到這種國外小鄉村生活的機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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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蔡奇恩 住址
桃園市中正路 1331 號

五樓
電話

03-3580422

派薦地區&社：1680 法國 原就讀學校：北投區復興高中

接待社：Strasbourg de l＇Est 派遣國及地址：法國 Strasbo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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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all 父:工程師 約 50 否 單親家庭

兩子

九月至十二月

第２ Sire,Richter 母:建築師

父:建築師

約 50 是 雙親家庭

三子

一月至四月

第３ Cytrynowicz 父:攝影師

母:校長

約 50 否 雙親家庭

一子一女

五月至六月中

第４ Robold 母:家主婦

父:商

約 50 否 雙親家庭

一子一女

六月中至七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法國是我的第一志願.有去補習班上了三個月的課,也有找 rotex 練習及詢問哪些是必

要知道的東西.至少有會念一到十,abc 和基本時態用法.並且在出國前特別加強英語部分,

畢竟到了國要是要用第二外語去學第三外語.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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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開始會發生的事情跟rotex之前發生的事情大同小異.這樣讓自己比較有心理準

備,也可以增加自信心,並且在事情發生時比較不會慌張.譬如說想家,與加待家庭的溝

通……等.

並且聽到 rotex 的各種特別經驗對於在派遣國家非常有用.試著模仿好的地方,吸收經

驗改善不好的地方,也可以知道一些增添生活樂趣的小撇步.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我已在兩個月前主動聯絡接待家庭,由於接待家庭不是扶輪家庭.所以他們以為是扶輪

社安排接機,當我到達巴黎機場準備轉機到自己的城市的時候.被通知要搭火車自己前往,在

時差與疲累的狀況下非常驚險,不過最後是順利抵達.

4.誰到機場接你？

接待家庭的爸爸到火車站接我,記得穿上扶輪制服,以便接待家庭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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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家裡很乾淨,只有爸爸自己居住,生活沒有太多的歡樂,但是是處於一種優閒的狀態.當

時的自己覺得很像美夢成真.到了自己最想去的法國.房間也很寬敞.交通也很方便.和轟爸

相處良好,我自己想要試試騎腳踏車上學.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D.3480 Alsace 亞爾薩斯地區 約 1734 145 人, 位於法國東北部,德國南邊.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我在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房間,房間都是寬敞舒適的!隱私方面很 OK,但是在第三個家

庭,門是壞的,所以門會一直處於十公分開啟的狀態,在睡覺時和換衣服時我覺得蠻不自在

的,可是還是可以在接受範圍,也有詢問轟家可不可以解決,但最後他們沒有修理門縫的問

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很清淡,胖了一公斤. 唯一不習慣是晚餐很晚吃,常常吃到很晚(最晚甚至到半夜

都還沒結束).

9.幫忙做家事嗎？

我會主動幫忙收拾碗盤,擺餐桌,整理房間,洗廁所,但是唯一不太能接受的是第三個轟

家要求我溜狗,因為我沒有養過狗,家裡一天要遛四次,大部分他們都讓我去遛,下大雨的時

候也要去遛狗.對於沒有養過狗的交換學生可能是一種負擔,尤其是怕狗的同學們.我是對著

自己說,自己有用過的地方就有義務要清理,還原狀態.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在第一個家庭是跟爸爸,因為是單親家庭,常常在晚餐時聊很多台灣的事還有他也會教

我法文,第二個轟家是跟媽媽比較常聊,他也很懂年輕人的思想,是一個很酷的媽媽,第三個

轟家待的時間沒有很長,所以都是在晚餐時跟大家一起聊天,第四個轟家是跟媽媽聊很多,我

們彼此關西很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給每一個家庭台灣造型的書籤,上面是中國水墨畫,還有旗袍造型的換洗毛巾,給小

朋友我準備了彩虹筆,給家庭成員一雙精美包裝的筷子或是中國風的小錢包,以及在機場拿

的觀光資料,和社旗.最後爸爸有寄茶葉給我,我也有送給轟家.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想家只有一開始有想,在自己第一次生病的時候,最後解決的方法,是把自己想像成一

位法國人,自己就是住在這邊,盡量不要去想台灣的一切,去發現法國的美好和當地人友善的

個性,慢慢讓自己成為一個法國人,收起相機,不要把自己當成一個觀光客在看待.非必要是

不會拿出相機拍來拍去,用心去生活,詮釋法國人這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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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由於我被派遣到當地的國際學校,雖然選課時很困難,不過其實課表已經有老師排好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我有法文,英文,數學,理化物理,自然科學,戲劇.

法文我很喜歡,而且也很努力的學習,老師很嚴格,我也很喜歡她的教法

英文還可以沒有很討厭,只是很討厭他們的考試,他們把我分配到普通的英文班,所以

考試都是在考上課一模一樣的句子,一定要全部複製.

數學還可以,因為是唯一一個科目不太需要用到法文的.

理化物理跟自然科學雖然在國際學校,可是也是用法文在上,很吃力.

戲劇是我唯一自己選的科目,內容屬於玩遊戲的方式上課.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完全一模一樣,學校沒有太多正統的法國人,很多混血兒以及外國人,大家的語言能力

都很好,幾乎每個人都具備四種語言以上,我的班是給不會講法文的人去上的,但是只是程度

不同,其他科目都是以正常速度與進度上課,第二外語課也是用第二外語上.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一開始就可以應付,沒有太大的問題,只是在比較名詞上的東西很吃力,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只有第二個家庭要搭公車再轉捷運,其他都是搭捷運上課,或是騎腳踏車.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有時去吃外食,有時去學校合作的餐廳,平均一餐五歐至七歐.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一到四我都是十點上課,五六是在八點上課

星期三和星期六是半天,其他幾乎是在四五點下課.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我是在國際學校,我的法文課是專為不會講法文的外國人打造的,從abc開始,一年過後

學校把所有文法幾乎都教完了.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應該是不會,因為課程的是高一的課程,我已經念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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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我有參加法國地區舉辦的西班牙旅行,環歐旅行,我自己也有計畫了一個巴黎的旅行,

根接待家庭也有去過德國跟巴黎,以及附近的小鎮參觀.我們學校有跟台灣永春高中做短期

兩個禮拜的交換,我有跟他們一起去參觀附近的小鎮.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交到很多知心好友,第一天就有自己跟一個學生講話,我們到最後還是很好,在班上的

同學我們本來不能交談,因為沒有共同的語言,所以一年過後,當大家可以交談的時候,回想

到過去真的很令人懷念,時間過得很快.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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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老話一句.自己要主動,但是要小心的是,如果前往的不是英語系國家,一開始可以

用英文,但是過一段時間後,要記得調回當地語言,以免會有一整年都講英文的窘境.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Strasbourg Ouest  , Strasbourg East

扶輪社會員數：約 45 , 約 2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飯店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周二中午午餐 ,用邀請函的方式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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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

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其實我在一年當中有換過接待社,因為原本接待我的社 Strasbourg Ouest,不能接待我

了,而且他們例會的時間是我的上課時間,我只有參加過一次,印象沒有很好,因為在我的顧

問介紹我後,全部人是安靜的,後來我坐在一個女士的旁邊,我試著用法文聊天,他就回我說

你可以說英文. 我中間被換社的是我不知道,因為地區沒有跟我講,而第二個社 Strasbourg

East,邀請我去吃了一次午餐,我是到會場才發現是不一樣的社,而 east 的社長也跟我解釋

情況.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六十歐.只有前面第一個月沒有遲到,其餘每個月都遲到,而我的顧問也在接待

我的途中消失了,我也傳了簡訊也打了電話,請接待家庭聯絡他,他也是沒有回,連地區主委

都沒有辦法,我幾乎都是三四個月一次給兩百多歐元,到最後一次直接給我四個月的.合規定

是相同的.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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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機會演講,因為我沒有受到聚會的邀請,因為地區對於我的接待社的問題也很困

擾,所以他們也是在幫我處理這些事情.再加上我沒有顧問,所以地區主委是我的顧問.但是

我最後一次去 east 社時.有請我介紹自我介紹,但是只有用口頭,沒有用 ppt.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他們對台灣的學校制度比較有興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交換學生聚會和地區活動其實在我們地區也沒有很多,大概一個月半一次,我們參加過

兩次的全地區聚會.一次是在剛到的時候.一次是在結束的時候,約五六次的交換學生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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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住在 rotex 的家度過周末.討論在接待家庭的事情或是有各種問題,交換學生聚會都會

有 rotex 幫忙協助.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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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地區的活動沒有很多,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在前幾天決定,其實在換到第二個教庭

的時候.是在前一天被通知我被換到另一個家庭,而不是要去我本來要去的家庭,本來要去的

家庭離學校只有五分鐘,而前一天被通知要被換到郊區的地方,其實我不是在意住家問題,而

是因為覺得有點缺乏規劃,而在地區的接待家庭,幾乎都是因為家裡的兒女出國,而＂義務＂

接待你,其實並不知道怎麼接待交換學生,而且也常常遇到接待家庭不想接待交換學生的事

情,而在別無選擇的狀況下被迫自己找家庭(發生在其他交換學生身上),而我有接待社的問

題,很奇怪的是.我一整年幾乎沒有顧問,當我到達法國兩個月後,顧問才好不容易聯絡上,而

只有見面一兩次,也沒有很關心我,而且還忽略我的電話跟簡訊,使我覺得很困擾,再加上參

加接待社例會的感覺沒有很好,當我換到第二個接待社,我也沒有被通知,也是到達會場才知

道,也是到達會場社長跟我解釋才了解狀況,第二個接待社人都很好,也比較願意跟交換學生

聊天.因為我有跟接待家庭發生一些問題,當我沒有顧問的時候我只能自己解決,好險地區主

委有及時幫我,雖然說結果並沒有想像中的好,不過還是很謝謝地區這一年接待我,讓我度過

那麼充實的一年.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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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次,一次是參觀 Strasbourg 地區的市中心,第二次是去巴黎的凡爾賽宮參觀.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在台灣的接待社很願意跟交換學生互動,而且也很積極的邀請交換學生參加例會,必且

在必要時提供協助,接待家庭方面也很早就計劃好,非必要是不會有變動的,在我法國地區,

接待家庭不是跟接待社有關,而且只要是城市內的家庭,符合條件都可以變成接待家庭.地區

活動沒有很多.和交換學生見面的次數其實不多.可是台灣的地區安排很多活動.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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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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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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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心理調適,外國人認為好的東西或是對我們好的東西,我們不一定

認為是最好的辦法,或是跟外國朋友聊天時的話題不太一樣,或是生活習慣不相同,譬如他們

都是白天洗澡……等,如果不太會影響自己的身理的話,我認回不仿可以調適成他們的生活

方式,把自己的體驗生活做到最標準,但是如果真的自己感覺得不舒服,一定要記得講出來,

或是跟轟家討論,但是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困難,到了外國,就是看看自己會遇到什麼挑

戰,只要學會解決,就是經驗贏家!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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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藉由朋友介紹或是參加聚會認識到年輕朋友.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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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很 OK,只有一開始不習慣飲食.而稍有拉肚子的現象.

39.當地氣候？

當地氣候乾爽.但是有時太乾,需要乳液類的東西保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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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時穿普通便服,球鞋.扶輪聚會時穿著襯衫,西裝褲及皮鞋,沒有特別隆重的打扮,

但是也不會穿的太隨性.

最需要準備的服裝應該是中國服飾,參加派對或是聚會都很受歡迎!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等資料我都用一個L夾保管收好,金錢盡量不要放在家裡,隨身的現金也不用太多,

最好是自己有一個提款銀行,因為我曾經在第三個轟家掉過錢,為了避免不步要的誤會,能不

要把錢放在家裡就不要,因為我當時當天領,當天藏起來的,但還是不見了.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參加交換學生活動和巴士之旅時和其他交換學生交換,有些是在旅遊時買的.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義大利威尼斯最令我印象深刻,真的很美,是全法國地區的巴士之旅.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一定在出發前再三確認是否有人前往接機,若要自己搭車,也要搞清楚怎麼抵

達,當地是否有人可以協助轉機或是搭火車,不要緊張慌張,記得在隨身行李中

準備國際電話卡,或是自己台灣手機帶著,等到安全抵達派遣國家後再傳 EMAIL

跟家人說暫停手機.

2. 不要讓自己太有生活壓力,試著讓自己＂體驗生活＂,把自己想像成當地人,把

相機收起來,沒必要時不用隨手帶著,自己在家附近晃晃走走,感受派遣國家的

氣氛.

3. 沒有語言是不努力就會的.就算常常聽常常用,還是要自己多多增加單字,或是

自己可以詢問接待家庭,朋友怎麼講,在餐桌上試著都用當地語言聊天,不用怕

講錯,有時候講錯一點,經過糾正印象會更深刻,有時也會鬧出一些小笑話,用餐

氣氛會很開心.多多講就會更會.

4. 可以試著自己安排一些旅行,因為帶交換學生出去玩並不是接待家庭的義務,但

也不要空渡假期,會很浪費時間,但是要記住要配合接待家庭的時間,能自己來

回就自己來回,如果是自己辦的旅行最好是不要麻煩轟家.

5. 任何事情都要有詳細計畫,我常常在出去前都會自己把所有事情都計畫好寫在

紙上.幾點幾分的火車,幾點到,對方家人的電話,手機……等.跟對方關西是什

麼,把寫好的計畫表拿給轟家,在詢問可行嗎,如果不行也選擇不勉強,凡事先過

問轟家在答應朋友的邀約.

6. 錢盡量不要放太多或是放在家裡,不要以為真的放在家就會很安全,因為我有一

次當天領錢,也把錢藏好放在書櫃上,但是回家還是不見了,萬一錢真的不見,先

確定想清楚,找清楚後,再去詢問轟家協助,口氣記得要緩和,以免不必要的麻

煩.

7. 自己的權益就自己去要求,我們沒有必要凡是摸摸鼻子就算了,不管是零用錢,

或是顧問……等,派遣國家的學生正在別的國家享受權益,每一位交換學生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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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權益.但是切記不能濫用權益.

8. 在轟家時,要記得凡是主動問,盡量不要麻煩轟家,主動幫忙做家事.記得詢問家

裡就寢時間,就寢時間一到就放低聲量,以不打擾原本家庭生活為主,並試著融

入家裡的氣氛和習慣.

9. 事前功課準備越多就會收穫越多,不管事觀光景點,或是生活習慣,餐桌禮

儀……等

10. 在學校要主動講話,不要太常用英文講話,遇朋友邀約,若轟家同意,就盡量出

席,好好看看並融入當地生活,使用當地＂生活用語＂,而不是字典用語.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

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

於 A4 紙張。

這一年對我影響很大.因為他讓我從一個任性無知的井底之蛙,變成了懂事的小大人,

雖然還是有很多挑戰等待著我,但是這一年讓我真的了解對自己最重要的事是什麼,目前最

需要的是什麼,不再天馬行空的幻想,而是讓自己往真正人生的目標努力邁進,這一年的我真

的想了很多,也努力的為自己的目標設下了計畫,目前的我正在規劃著自己未來的大學之路,

不再盲目的只是空談夢想,而沒有去實踐他,我設下了計劃.

這一年看到的人事物,看到很多人生故事,看到從其他國家來的朋友們,懷抱著自己的

夢想.

在學校,從對這個語言陌生到不行,到現在可以聽得懂並侃侃而談,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事,我在國際學校,被分到的班是全部人都不會講法語的班,大家一開始不能交談,因為沒有

任何共同的語言,到學期末我跟班上朋友講起這件事,一切真的很美妙的很幸福的,學校一開

始也是讓我很頭痛,但是學期末後我才知道自己到的事一個全法國曾經在 2007 年高中排行

榜中第四名的優秀學校,並且遇到了許多具有 7~8 種語言的同學朋友們,讓我自己更設下了

目標,想要好好的增進語言能力,或許國際學校真的不是一個好的選擇,但是我覺得我並沒有

白費這一年,因為我覺得很快樂.

我從來沒有機會去觀察一個離婚的爸爸的單居生活,我了解到他的孤單,但是卻對生活

永不放棄的熱誠,他把自己活得很快樂很有自信,我試著融入他的單身退休生活,並且最難忘

的是在聖誕大餐時,他載我去轟媽家吃飯,自己幫我按了門鈴就默默的離開,感覺讓我很深

刻,不知如何形容,感覺真的世界的人事物太多變化.第二個轟家是在一個很有才華的女建築

設計師家,媽媽人很好,但是在他背後也有不為人知的故事,我看到的是他要一個人扛起幾乎

所有家人的開銷,但是他每天笑笑的,每天跟我聊天,我感覺他很像我的親媽媽,他只告訴我,

一切就是等待著轉捩點,一切都會有安排,叫我不要太擔心,我常常跟他提起上大學不知道要

讀什麼的問題,他總是熱心回答我,讓我感到很溫暖,讓我覺得事情其實不需要太強求,而是

有時候真的要聽聽上天的安排,或許並不是每件事都是那樣得來容易,但是當自己累的時候

就要記得休息,在重新努力出發,這位媽媽離過婚,小孩又跟繼父不合,但他總是笑笑的,他永

遠微笑的臉已烙印在我心上.第三個轟家讓我學的最多,他也是我整個法國交換學生之旅中

最印象深刻的家,他們讓我知道很多事,叫我凡事要多面想.爸爸是個心理學家,但是轉行便

攝影師,媽媽是個嚴格的校長.第四個轟家也是我的暑假開始,第四個轟家是一個 rotex 家.

我們在第一個禮拜就認識了,我們也很好.他們對我很好,我也常常跟轟媽聊天,我很喜歡第

四個家的轟媽,因為他也總是笑笑的看著我,總是叫我不要擔心問題,總是教我怎麼解決,我

很喜歡跟他聊天,因為他不是一個死腦筋的媽媽,家裡在鄉下,我沒有後悔,因為這是我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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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夢想,我希望我自己的交換生活是在鄉下,這邊生活很好,因為天氣很好的時候大家就到

院子野餐.這個家的媽媽當時也幫我解決的我跟第三個轟家的問題.我到現在一直抱懷著感

恩的心,真的覺得自己福報很多.能夠遇到他們!

現在的我一直懷抱著感恩的心,謝謝扶輪社讓我有機會參加這個交換之旅,也謝謝我

的父母在我後悔參加的時候逼我上飛機,在我心情低落生病的時候給我加油打氣,還有在外

的 outbounds!大家互相加油打氣真的很有用,一起討論在這邊遇到的酸甜苦辣,也謝謝這些

法國的朋友們讓我成長很多,我看到的很多台灣人的優點和不足.大家都說我們很有禮貌,我

的轟弟問我為什麼要把謝謝掛在嘴巴旁邊?我讓他們知道我們懷抱著感恩熱情的心,或許我

們比較害羞,但是對於感恩.報恩我們是不吝嗇的!我也感謝我自己走完了這一年,或許大家

體驗到的事都大同小異,但是當你是真正體會的時候,你不再說風涼話或是一些客套的安慰

話,我們會去認真思考到底問題在哪?到底該怎麼解決?不再用逃避或是裝不知道來回答一切

的問題.

最後還是在感恩所有我在這一年遇到的人,給了我很快了充滿著回憶的法國生活,但

是著甜美的夢也告了一個段落,接下來的我們是要繼續的往自己的目標邁進!但也是要時常

往回看,看看自己那麼的優秀度過了這一年,這一年沒有父母牽著我們走,是我們跟著扶輪的

腳步,一步一步的完成,學到了最寶貴的經驗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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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林悅群 住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六十八號八樓
電話

0223567456

派薦地區&社：台北大稻埕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中山女高

接待社：Bethune-Brunehaut 派遣國及地址：法國

700 av Du Pont des Dames 62400 Bethun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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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OUARI

Abderazag/Francoises

高中老師/

小學老師

49/47 否 兩個轟哥

一個轟弟

一個轟妹

8/26~11/27

第２ COCQ

G/ Nelly

工程師/

稅務員

46/48 否 兩個轟弟

一個轟妹

11/28~3/6

第３ RIMETZ

Frederic/Laurance

醫生/

藥劑師

45/43 是 一個轟弟

兩個轟妹

一個轟姊

3/7~7/17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有參加學校的法文課，一個禮拜約兩小時學了一年左右。雖然真正學到的還是在法國生活後但

那年也幫助我有個基礎。

法國算是我的第一志願(吧? 哈哈)，感謝老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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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來說最大的幫助就是別人的經驗。很多 ROTEX 都會在你出國前告訴你很多他們的心得，讓你

少犯不少錯或節省很多時間，或是讓你提早了解派遣國的風俗民情，也會對以後的適應很有幫助。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一切順利。不過後來因為我看不太懂指示牌所以差點找不到行李和出口，幸好最後還是成

功了。

4.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第一個轟家，我地區的 YEO 和我的顧問，以及跟我同接待社的交換學生 MOMOKO(日本人)。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一開始我還滿緊張的，怕不知道要說什麼，但吃晚餐時轟媽不停的用英文問我問題讓我覺得很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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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很友善，他還幫我問清楚了九月開學的事情，讓我對未來少了很多擔心。晚餐前他們簡單帶我

參觀一下房子，他們家雖然不是豪宅可是非常舒服，但每個人都笑咪咪的，讓我很期待住在他們

家。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第一第二轟家住在 ESTAIRES，是個法國北部典型的小鎮。很多人都在鎮上的工廠上班，很多小

孩都在鎮上的學校上課，非常的單純而且很友善的一個地方，人口大約只有兩千人。

第三轟家我般去了 BETHUNE，他離 ESTAIRES 大約三十公里，算是個城市了。BETHUNE 裡有兩所大

學和數個國高中，人口大約?人，這裡的人就各式各樣什麼職業都有了，也離我學校比較近。也因

為這個城市有火車站，之後我開始很密集的旅遊。休閒活動也比較多，和之前的生活有很大的區

別。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我在三個轟家都是自己單獨一個房間，他們人都很友善盡全力的幫助我和接待我，所以沒有接受

上的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食物沒有問題但是他們吃飯的時間一開始我非常不適應，法國人一天要吃四餐，第三餐約五六點

吃，他們會吃點甜的小東西和熱巧克力。晚餐八點才吃，夏天甚至九點。這對我來說真的很困難。

因為以前在台灣都六點或五點半就直接吃飯了，他們卻只吃一兩塊小餅乾接著等到八點。有時候

有客人來家裡吃飯他們甚至十點才開始吃。我剛到法國時六點左右實在太餓了所以一直狂吃零

食，之後八點他們又常常煮大餐所以我也恭敬不如從命的吃光光，(而吃完直接去睡覺!)法國北部

很愛用奶油煮菜也很愛吃起司，加上學校不用考試沒什麼壓力，吃喝玩樂這一年下來我大概胖了

八到十公斤，從台灣帶來的衣服通通穿不下了。

9.幫忙做家事嗎？

我的轟家都會請人來打掃家裡，在法國洗碗機也非常普及，所以我都幫忙準備晚餐或是擺餐桌擦

桌子之類的簡單事情。自己的衣服都自己洗，然後房間盡量保持整齊。其實這樣就差不多了，很

少有什麼額外的家事要做。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部分都是找轟爸轟媽，第三個轟家我也會找轟姊討論。我覺得他們都很願意花時間在交換學生

身上，只要你不怕表達自己的想法不怕問問題。不過有時候也會溝通不良，那也只好鼻子摸一摸

認了，畢竟你是住在他們家，很多事情還是得尊重他們。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三個接待家庭都帶了故宮的畫去，不大但有錶框起來然後上面有點書法的那種。學校的同學我

有在地下街買一個十塊錢的中國風小吊飾。學校的老師也可以送這種簡單的小東西，雖然不是大

禮物可是他們都會覺得很酷。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很多人說三個月會開始想家，我大概第一個禮拜後就開始想了吧。因為語言不通讓我好像都跟每

個人隔離了一樣。很想去聽懂他們在講什麼，常常好像有聽懂一兩個字了但其實沒有，一開始的

挫折感很深。不過因為我轟家人很好，一到假日就拉我去外面走走，平常也幫我安排了音樂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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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運動課等很多活動，在學校我又幸運的跟同接待社的日本人 momoko 同班所以非常有話聊。活動

多又有交到好朋友，自然而然就不會那麼想家了。其實只要多去接觸他們的文化多跟他們聊天，

就會融入並成為他們的一份子。一開始也許語言不通，就多多保持笑容吧，微笑到哪都是受歡迎

的。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在法國沒辦法課課，但我在學校或是其它地方有什麼問題都會找轟爸轟媽商量，我的顧問人也

非常好，常常幫助我很多。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我在法國是念高一，因為我一開始不會講法文。我在學校的科目有: 法文、英文、數學、物理化

學、生物、歷史地理、體育、戲劇。我最喜歡英文和法文課，英文課是因為老師用全英文教課，

一開始是唯一讓我有點信心的科目。而且英文老師人非常好，每個禮拜一次用英文教我法文的時

態及動詞變化等一些比較文法的東西，對我法文幫助很多。法文課指的是法文老師特別幫我上的

課，也是一週一次，上課內容主要是會話。所以這堂課說穿了就是在聊天，我每次都想辦法用新

學的句子或單字和老師分享這週發生了什麼事，老師會不時的糾正我的文法和發音，有時候也會

跟我一起討論。我真的很開心能在學校碰到這兩個老師。最不喜歡的課應該是生物，一方面我對

生物興趣不大，二方面生物老師常常強迫我要回答問題或是發表自己對無性生殖的看法之類的。

(有時候我根本連問題是什麼都聽不懂)

讓我覺得每次上生物課都很像在受刑，幸好後來透過跟校長反映老師的態度好多了。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大部分都相同，除了我不用學西班牙文和德文以外，每堂課都是跟他們一起上的。我們高中可以

額外選音樂、美術或戲劇，而我選的是戲劇。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大概五個月後才開始能回答老師的問題、並大至聽懂授課內容。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以前在第一第二轟家(ESTAIRES)時我每天都只能搭公車去學校。一天只有一班公車去是早上七

點的，也只有一班回來是下午五點。有時候我早上十一點才有課但七點半就得到學校，或是中午

就沒課了但得等到五點才有公車，那段時間又是冬天所以很辛苦，每天六點就要起來。換到第三

轟家後因為跟學校是同一個城市(BETHUNE)，早上轟爸可以載我去上學(開車五分鐘)，下午我可以

自己走路回家，路程大約十五分鐘，方便很多。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我午餐是吃學校餐廳，我們高中是用一張儲值卡來扣錢。一餐 3.5 歐，差不多是 140 台幣，錢都

是我第一轟家幫我付的，我如果偶爾想自己吃外面的餐廳或是三明治就要自己付錢。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一個禮拜上三天半的課，星期三不上課。

星期一: 八點開始五點下課

星期二: 八點開始十二點下課

星期四: 九點開始五點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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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九點開始五點下課

但因為我是公立高中，所以老師請假的話我們那堂課就可以回家或是出校門，總之每天都不一定。

星期三下午我有扶輪社安排的法文課，是一個社員的太太教我們的。範圍從會話文法到單字還有

讀小說都有，一個禮拜一次每次兩小時。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我學法文的課一周有三次，兩次是跟學校老師趁固定空堂時上課，一次是社友的太太教。教材都

是老師提供的，有些是正規的文法書，有些是輕鬆的小故事，有時候我自己也會帶自己的日記或

文章去給老師改。費用都是免費的。這年我並沒有去上語言學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我的個人指導除了社友太太他自願教我外，學校的老師都是我自己去爭取的。我上課時都是只有

跟我同班的另個交換學生日本人一起，所以是一對二的指導，我們那段時間進步很快。我剛到法

國時發現扶輪社沒有安排任何的語言課(社友太太是十月才開始上課)，原本我想自己去找語言學

校學法文，但因為過於昂貴加上扶輪社不支付費用，所以後來就自己拜託學校老師。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法國高中不像台灣有很多社團活動，學校正規的大概只有體育校隊。但我有參加城市的音樂學校，

一週兩次每次兩小時，轟家負擔費用所以我也不清楚花費多少，但音樂學校是市立的所以不會太

貴。我每個禮拜還跟轟媽去跳有氧，一週一次有老師教費用也是轟家出的。比較像是社區的活動，

常會看到很多鄰居(尤其是媽媽小姐們)一起來跳。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學校並不承認，我回去要從高二開始念。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我念的是高一這年沒有什麼全班性的旅行，但我們有時候會全年級一起去看電影或是戲劇表演、

音樂會等。多半都是租輛巴士在上課時間全班一起去。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我們高中有四五個交換學生，有些不是扶輪社的交換學生但碰到都會聊一聊。我學校裡跟同班的

日本人最熟，除了他以外我也交到四五個好朋友。平常午餐都一起吃。法國人比較害羞，如果你

不會講法文就更困難。所以都是一段時間後(兩三個月)才開始慢慢交到朋友，但他們都很友善。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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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的法國北部大部分的人都是信仰天主教。像我第三個轟家就是虔誠的天主教，雖然我不信教

但他們也不會在意或強迫我上教堂。這裡宗教很自由。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Bethune-Brunehaut

扶輪社會員數：2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Bethune 的一個城堡裡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四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平均兩個月三次晚餐，有晚餐的話會到十一二

點。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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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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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扶輪社是北部非常老的社，成立二十六年了接待過很多交換學生。我每個禮拜都要參加他們

的例會，每次社長會留五分鐘給我用簡單的法文報告這週發生什麼事。每個社員都非常友善，這

年我跟著他們去了英國玩也去了阿爾卑斯山滑雪，還有很多的戶外活動、參觀等，我非常開心自

己能被他們接待。我的地區是法國第二大區，大約有四十二個交換學生。我們每個月會辦一次例

會，有時候我們要煮自己國家的菜、有時候我們要賣一些小東西來募款(為了三月的巴黎行)。通

常都在週末有聚會，星期六下午到星期天下午。我們也會穿差很多活動，像我們玩過集體雷射槍

和溜冰刀，也騎過越野摩托車和去海邊等等，有時候也會安排參觀古蹟的活動。我們地區的學生

來自十七個不同的國家，但我們就像一個大家庭，每次聚會都留下很棒的回憶。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我零用錢一個月是五十歐元，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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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學校有兩次演講，扶輪社一次。第一次在學校是九月剛到法國沒多久，我是用英文介紹。之

後的兩次都是用法文。我準備了 powerpoint 還有自己在 youtube 上蒐集的一些介紹台灣的影片，

穿插著一些自己從台灣帶來的東西介紹。像我有帶毛筆和墨汁去，所以有一次我介紹完台灣的投

影片後就教大家寫書法。有次我也帶了父母寄來的泡芙和餅乾給他們吃吃看。他們反映都很熱烈，

也提出了很多問題。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學校同學對台灣的食物和學校生活比較感興趣，他們也會問台灣的音樂或流行。扶輪社比較常問

的是台灣和大陸的關係，也會問我們的產業、文化之類的問題。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請見 27。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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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扶輪社很熱情，每個社員和配偶都叫得出我的名字，常常問我過得怎麼樣學校好不好。

有什麼活動都邀請交換學生跟著參加，總之我很喜歡這個社。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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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地區有兩次辦多地區聯合例會，一次是去諾曼第，一次是去巴黎。去諾曼第時是三天兩夜，

我們參觀了聖米歇爾山還有一些博物館，光著腳在海裡健走了兩三個小時，那是我第一次在例會

碰到其它的台灣人，所以聊了很久。巴黎的那次是四天三夜，有參觀香提城堡和凡爾賽宮，也有

去塞納河遊船。每次例會都碰到很多不同的交換學生，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我覺得台灣的派遣地區對交換學生真的超級好!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和旅行，也有安排好的語言課。

法國的地區雖然有例會但語言部分要自己想辦法學。我記得第一次地區例會是九月十二號，他們

全程講法文，宣布事情也是、交待活動也是。一開始真的很挫折根本完全聽不懂，也不知道接下

來要幹嘛。相較之下台灣的地區親切多，不會要求學生一到台灣就要聽得懂中文。扶輪社的話我

覺得差不多，不過法國的扶輪社每個都不一樣。也有接待社的社員連交換學生的名字都不知道的

那種，也有從來沒邀請交換學生參加例會或是常常忘了發零用錢。顧問也是，有些人的顧問很忙

所以不會主動關心，反正就是看個人造化和運氣。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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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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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五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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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法國跟台灣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環境，不管是食物氣後還是文化，甚至於法國人的習慣和價值觀都

不同於台灣。我一開始非常不能適應，像法國人對陌生人很冷漠，對公共環境的維護漠不關心，

對吃非常講就一頓飯可以吃四五個小時，永遠都不趕時間遲到個一兩個小時也沒問題。我如果可

以克服的就盡量克服，如果不能克服的就多忍耐時間久了就習慣了。我覺得你可以去適應它的文

化，但你還是可以當台灣人。所以有些東西如果我們真的不能接受也沒關係，做自己就好了。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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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日本來的 momoko 最熟，因為我們很幸運同班又同接待社。大部分的交換學生都很友善很好聊

天，大家例會時都會聚在一起互相抱怨爆料。當地的朋友主要是鄰居和音樂學校的人，我在

ESTAIRES 時連市長都認識了 XD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九月初我從樓梯上摔下來扭到腳，之後有幾次小感冒但一切都還好。腳大概十一月就好的差不多

了，幸好在台灣有買保險所以看醫生不用錢。

39.當地氣候？

我住的地方是法國最北部，而我去的這年剛好碰到法國近幾年來最冷的冬天，雖然最冷只有零下

八度，但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這裡冬天都會下很深的雪，非常乾冷。夏天大概六月中到八月底，

最熱也有到三十度，但比較乾所以不太會流汗。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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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冬天的衣服當地都買得到，不過在台灣我就有帶一件大羽絨衣，因為有時候住的地方很鄉下

沒辦法馬上買到。

在法國穿的跟台灣差不多，沒有特別的衣服。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我護照跟機票是自己保管，平常都放在房間的一個包包。

因為我沒有帶信用卡也沒有提款卡，所以我是帶一整年的現金來法國，因為金額很大所以我請我

轟家幫我在銀行開戶，自己身上也有留一點，真的有需要再去提錢。換轟家後再把錢領出來請下

個轟家幫忙存。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我也不清楚，徽章的重量大概是外套的兩倍吧哈哈。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因為在歐洲不用簽證就可以去所有歐盟的國家，我這年除了還歐外也跟轟家去了比利時和法國城

堡區，和台灣的交換學生去荷蘭、比利時、德國和瑞士。自己也有和 MOMOKO 去波爾多玩，和扶輪

社滑雪時則是去阿爾卑斯山住。我家人來法國找我時我們有去英國、南法和義大利。我覺得最特

別的是和我家人一起的旅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真的自己扛起所有的責任，從三月底開始規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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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真的成行，我收穫很多。因為是自己規劃的行程，所以去了我一直很想去的倫敦和愛丁堡，

也因為自己簡直成了導遊，看路認路處理突發狀況也成了我的工作。過程中並不容易，每天都有

意外發生，常常搞錯車站或是火車班次被取消，我們在劍橋時還碰到炸彈客，所以得跟全部的旅

客一起關在車站裡。也因為經驗不足訂到了幾家很爛的旅館或是很爛的餐廳，幸好這趟旅行終究

還是圓滿落幕了。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不要急著交到朋友或融入他們，有耐心保持笑容，很容易就會交到朋友。

真的有問題或困難要勇敢提出來和轟家或扶輪社討論，他們才能幫你。

勇敢的練習當地的語言，別因為自己發音不好而不敢說，說越多才會越進步。

想家時就跟變胖一樣勇敢承認吧，之後才有辦法克服並好轉。

建議不是去英語系國家的交換學生出發前就要學當地的語言，不然請上帝多多保佑你。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其實一開始我跟大多數的人一樣想去美國，原因很簡單，我不會說法文而且英文比較有用。

不過後來被我老媽半騙半強迫的情況下來到了歐洲。歐洲真的是很不一樣的地方，全新的語言、

陌生的環境，無時無刻的考驗我們這些從小學英文、從小接受美式文化的亞洲人。可是如果再讓

我選一次，我還是會來這裡。歐洲就像一個大國家，每個城市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不論是哪裡

都會讓你有不同的體驗。

我住的地方是法國北部北加萊省，一個連法國人都瞧不起的地方。法國甚至有部電影在幽默

的反應這裡根本是一片大荒原。剛開始確定去法國時我還以為會去里昂、巴黎之類的城市，直到

我收到我的轟家住址-ESTAIRES-我甚至 google 不到任何墳墓以外的圖片的城市，我才明白完全不

是這麼一回事。這裡是所謂的北法，冬天非常嚴寒極少陽光，有著他們特殊的口音和飲食，因為

接近比利時所以很愛喝啤酒和吃薯條。沒有任何一家旅行社會安排來這觀光，任何法國人聽到我

住北法的表情都是天阿那裡什麼都沒有!哈哈的確是，從第一次搭上轟家的車我就覺得完了，這是

什麼鄉下地方，沒有火車站超市要走路半小時，每天只有一班公車去學校!的確，這裡偏僻至極，

有時候待在家一整天都不會有一輛車經過，白天非常安靜沒有什麼人，晚上我們也不會隨便出去。

也許是因為一開始對法國抱著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了吧，我起初住的很不習慣。幸好我在這碰到

了最好的兩個轟家、最好的朋友和最好的顧問。我第一晚到家後就見識到我顧問的厲害，學校參

觀時間都安排好了，隔天馬上去註冊然後跟著所有法國人九月一起開學。我顧問英文很好，但常

常穿插法文，很多事情他常常搞混，可是談起重要事情和所以的 programe 規劃他可是一等一，都

清清楚楚的記在腦袋裡。

我學校生活也跟我想像的很不一樣，因為念的是高一班上同學都比我小，而且大家也不如我

想像的熱情，甚至連班導都不知道我是交換學生以為我是華裔法國人。一開始真的很難，一整天

一句話都聽不懂，幫忙的同學也不多。他們每堂課都會換教室有時候老師還會缺席沒來，很多時

後我都在學校繞來繞去找不到教室或老師。法國人很少會講英文，碰到外國人也會高傲的講法文。

班上同學都還滿害羞的，有些人一直到下學期才開始跟我說話，但大部分的人都很友善。老師都

還滿包容我們是外國人，也很少刁難要我們寫功課。所以隔了幾個月開始聽得懂後這裡的生活簡

直像天堂阿，因為是公立高中所以完全沒有任何規定，老師請假我們就可以回家，罷課我們也可

以跟著一起，午餐可以出校門，還有常常全班一起去看電影……等等很多在台灣從來沒有的經驗。

這年真的過的很棒，認識了很多不同的好朋友，做了很多台灣從來不曾做過的事情，改變了

很多也獨立了不少。最棒的是，因為是在歐洲這年我至少去了十幾個國家和數十個大城市，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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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北部沒有觀光景點，可是我也靠著自己的力量去了蔚藍海岸、普羅旺斯和波爾多，巴黎我甚

至比台北還熟呢!最開心的應該是我家人來找我的時候，那真是貨真價實的自助旅行，完全自己決

定下一個景點和所有的行程，用努力和時間去看遍我想看的風景，對喜歡旅行的我來說這年真的

過的很多彩多姿，學到了太多課本上沒有的。

可惜阿這些悠閒自由的日子要結束了，很快我就得回去面對這年的空白造成的結果。也許會

很難適應台灣的體制和價值觀，也許會很捨不得很想念這裡，可是我不後悔我當交換學生。因為

我用了這年的時間看到了另一個世界，知道了原來傳統的鄉村是這麼美，見識到了自負高傲又愛

國的法國人，也體會了以前從來沒有過的生活。我雖然暫停了一年，卻讓我更確定以後的方向，

這些比無數個一百分都要有價值多了。我想最最要感謝的是我爸媽和扶輪社吧，謝謝你們讓我有

這個機會到法國，尤其是爸媽你們真的辛苦了，謝謝你們放手讓我自由的在法國長大，你們需要

的勇氣絕對不比我少。

最後，感謝我在法國碰到的每個人，你們都讓我這年變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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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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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陳品含 住址 北市萬華區 電話 0910854036

派薦地區&社：大龍峒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基隆女中

接待社：Mountain Empire 派遣國及地址：Patagonia, Ariz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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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orah

Fain

construction 60 是 母 9個月

第２ Jody

Walker

House keeper 59 是 母 1個月

第３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多讀英文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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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知道 Rotex 在做什麼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Home 媽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有點可怕因為家裡只有他一個人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全小鎮 1000 人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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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自的房間跟廁所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無問題胖了 4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有常常幫忙做家事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Home 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中國方的吊飾,茶,壁畫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會非常想家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Home 媽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喜歡美術課,因為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喜歡數學課,因為上課大家很多互動很有趣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3~4 個月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走路 10 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有時帶便當有時買午餐平均一天 US$2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上課 8:15 下課 15:15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英文課有教材,並沒有特別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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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是 home 媽指導我一切的一切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參加過很多次家庭旅行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兩個知心朋友是在出過後的 3個月後交到的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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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特別探論宗教,有些人對自己的教派很敏感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Mountain Empire

扶輪社會員數：38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地區中心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AM.7:3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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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我每星期都去參加扶輪社例會,當天可以享受美味的早餐也可以聽大人說話訓練聽力

我參加 2次地區例會,當天很多人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零用金並沒有每個月給但是自己也沒有用那麼多所以也沒差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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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次演講,會員反影相當熱烈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文化 人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參加扶輪社例會每位扶輪社員都對我很好,會互相問候

其他交換學生都說自己國家的語言相當相當的不友善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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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賣洗車募款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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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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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扶輪社較正式,禮儀穿著等…而美國的扶輪社較輕鬆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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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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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學校,慢慢交朋友等到熟了後就比較不會如此陌生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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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感冒一次 常常肚子痛

39.當地氣候？

沙漠氣候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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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衣服都當地買或是台灣父母再寄

旗袍,參加宴會用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可以交感 home 媽或是自己妥善保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個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西班牙,跟 home 和他的全家族的人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心胸要開 笑容要多 主動開口 和善代人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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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如人們常說的＂光陰似箭＂,總覺得上一秒我才剛在機場跟家人,朋友們道別,但是沒想到

再過兩個月就要回台灣了!還記得去年八月底剛到美國有點不習慣,生活環境從繁忙的大都市變遷

成沒有高樓林立卻只有 1000 多人口的小鎮,街道上少了氣鳴聲,少了紅綠燈,少了移動快速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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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多了寧靜悠閒的風吹聲.Patagonia Arizona,不說沒有人會知道,其實它人口雖小,卻是一個國

際知名的賞鳥國度,每到了春天來自南北美洲與加拿大的各式鳥類都會停佇在 Patagonia,因此這

裡常聚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賞鳥人士.在台北街頭,人們最常看到的就是飢餓的野貓野狗流浪在

街頭巷尾尋覓食物的景象,但是我在這裡最常看到的就是狼狗追著的野兔跑,禿鷹虎視眈眈的盯著

草地上小野貓的生態環境.每天早早放學漫步回家,看著風吹草動,聽著蟲鳴鳥叫,到家後幫忙撿雞

蛋,澆花,在這裡的生活雖然少了忙碌卻多了真正的＂悠閒＂.

(圖為小鎮的街道) (圖為 home 媽會生蛋的寵物)

雖然是到了這個人口約 1000 多人的小鎮,鎮裡商店,餐廳總數不超過 10 家,沒有電影院,沒有

shopping mall,沒有便利的大眾運輸工具,唯一的便利超商走路來回一趟也要花上個40分鐘,但是

這一年的交換計畫一點也不失敗,很多人都很好奇的問我＂為什麼美國這麼大,你卻要選擇這個什

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的小鎮呢?＂但是仔細想想,說不定這一年待在這個小鎮學到的東西會比待

在大都市學到的還要多很多呢!會讓我愛上這個小鎮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點是因為這是一個迷你

鎮,因此走到哪裏都會撞見認識的人,而就算不認識我們也會互相打招呼.就是這一點＂友善＂,讓

我覺得Patagonia充滿熱情的活力.但也因為小鎮太小,全校的高中生加起來不超過80位,而這80

位學生一半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一半是有血緣關係的兄弟姊妹或親戚,因此讓我一到這裡

就遇到了交朋友的困難,但是我並沒有這麼輕易就投降,我將這個困難當作是交換計畫中的第一個

挑戰,幾個月過後,語言能力漸漸進步,也越來越懂得身旁朋友的對話內容,因此學校生活漸入佳境,

朋友也漸漸變多.克服這個困難的過程雖然艱辛,但只要一克服就會發現其實自己成長了很多,懂

得如何敞開心胸接納大家,懂得如何鼓起勇氣跟不同的人做朋友.然而我知道我在美國這一年的成

績一分也不算,但是我從來沒有忽視或怠惰過它,到目前為止我的成績都一直保持在一定的水準,

還記得有一次因為我的好成績而被登上小鎮的報章雜誌,連 home 媽都以我為榮呢!

(圖為小鎮裡其中的五家商店) (圖為傳說中的迷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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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從登上飛機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未來這一年將會改變很多,然而我並沒有害怕逃避過,也許會

緊張,但是我幾乎都用期待的心情去面對每一次的挑戰,然而並不是每一次都能迎刃而解,但也因

為如此才讓我跟接待家庭的感情變得更好.在這裡我遇到的任何問題,任何情緒想發洩,不管是喜

怒哀樂,接待家庭都會成為我第一個傾吐的對象.在美國的這一年我只有一個接待家庭,因為小鎮

太小,home 媽也很努力的幫我尋找第二個接待家庭,卻一直找不到另一個合適的.因此這一年我都

待在她身邊!雖然這個家庭家裡只有兩個人的但是情況也不是大家想像中的安靜冷漠又無趣,就因

為在這裡才讓我學的更多,看的更多,感觸的更深!也因為我每一星期都會參加扶輪社例會的關係,

讓我跟每一位扶輪社員之間的關係更密切,所以 home 媽和不同的扶輪社員常常帶我去不同的地方

旅行,讓我看到這片土地上更多不同的風情人文,更多不同的城市面貌,也讓我的視野更寬闊,同時

也讓我明瞭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真正意義.而經過這些旅程後也讓我頓時發現原來這世界還

有好多新奇有趣的事情等著我慢慢去挖掘呢!除此之外,home 媽也是即將上任社長,她替我安排參

加了很多不同扶輪社的例會,讓我有機會到不同的扶輪社演講,與不同的人介紹台灣,分享台灣,愛

上台灣.也因為這個原因,home 媽告訴我二年後會有很多扶輪社員要跟她一起來台灣參加我的畢

業典禮,順便環台一圈呢!

(圖為我在 Nogales 扶輪社演講) (圖為我跟 Home 媽)

八個月過後的我,現在想起當初填寫交換學生申請書時是多麼千萬般的不願意,不想離開自己熱

衷的社團,不想離開身旁的知心朋友,不想離開照顧我的家人,不想離開生活周遭的所有重心與支

柱,要不是父母當下在身旁完全的支持與鼓勵,當初徹底抗拒當交換學生的我到現在可能還在台灣

跟著普通學生上下學,而不是被派遣到美國當交換學生親善大使,四處闖蕩,發現世界有多大!同時

這趟旅程也讓我學會感恩與珍惜,當一個人獨立生活時,才真正體悟到失去家人的徬徨,那些茶來

伸手飯來張口的日子已不在,現在的我,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學會想辦法自己解決,盡量不要麻煩別

人.在漸漸遠離那層隱形保護膜的那瞬間,我學會了珍惜.而寄人籬下的同時也發現身旁所有人對

我的付出是多麼的得來不易.以前大家對我的好,我都視為理所當然,毫無感覺,但是到了美國後才

發現以前所擁有的一切都不在了.然而美國的扶輪社與接待家庭也沒有視我為客人般的冷冷處理,

而是視我為自己小孩般細膩的關心,教導與照顧.這讓我深深的感受到接待家庭,扶輪社友對我付

出一切的可貴.現在的我更懂得感恩,因為我知道任何人對我付出的任何事情不再是理所當然!然

而也因為被派遣到鄉村,生活上不再那麼忙碌,自己也多了更多沉澱心情整理思緒的時間,在享受

這段暇意鄉村風光的同時,更想清楚了自己未來的目標,對未來有更清楚的方向,知道自己想要什

麼,該怎麼努力!雖然知道離開美國的時間將要來臨,但同時我也知道回到台灣後會是一個新的開

始,另一個嶄新的旅程,等著我邁向目標好好努力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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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真的想要謝謝扶輪社給我這個機會讓我到美國當交換學生,除了學習外更體驗了當地的美國

文化,也謝謝各位 Uncle & Aunty 當我在美國時給我的支持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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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劉乃銘 住址
台北市市民大道二段六十七巷十

五號二樓
電話

02

25643886

派薦地區&社：台北城西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南港高中

接待社：Annemasse Genevois 派遣國及地址：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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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gitte

and Stephane

Decaesteker

教 職

員

轟 爸 媽 不

清楚，轟哥19and

22

否 兩個轟哥，

轟爸媽

難

第

２

Veronique

and Emmanuel

Mosse

教 職

員

轟爸 50，轟

媽不知道，轟弟

13 轟妹剛滿 16

否 轟爸媽，轟

弟轟妹(比我小一

兩歲)

很有家的

感覺，我和轟

弟妹感情很好

第

３

Antoinette

and Pascal

Savatier

照 顧

別人(身理

和心理)

轟爸 50，轟

媽 56，轟哥 18，

轟姐 20 and 22

否 轟爸媽，轟

哥和兩個轟姐（比

我大三四歲）

很有青少

年的感覺，轟

哥姐全當過交

換學生，個性

都非常開朗，

教 我 很 多 法

文，我和轟媽

感情很好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剛好被派遣到第一志願的國家:法國,得知後就立刻報了法文班連續兩個月一直到出國每天

都至少三個小時的法文課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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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rotex 相處還蠻有用的,每個人都因為出國而有所改變,跟他們相處就可以直接學到很多東

西.六次的訓練對我來說最有用的就是用英文上台報告,出國後有非常多的機會上台說話 而且當然

不是用中文!因為在台灣就又訓練過 所以出國後才能真正表現的比較好!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一直到上飛機前 都沒遇到什麼大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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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誰到機場接你？

顧問和轟媽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一股新鮮感,充滿期待,很開心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們的地區很多很多從南美洲墨西個來的,還有很多美國加拿大的,剛開始都是ㄧ區說英文和

一區說西班牙文的,而我當然就隨便穿梭,後來大家都熟了 法文也比較好了 在一起時都說法文比

說英文多!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一間房間是給我的 房間算蠻大的 我很喜歡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我什麼都吃也都沒生病 胖了五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大不分都是幫忙洗碗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部分都是和轟媽比較多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烏龍茶,扇子,髮詹,小吊飾 第二個家庭的轟妹事長頭髮 我給他髮詹時他很高興,三個家庭都

有喝茶的習慣 但他們不太習慣我們的茶 只是偶爾會喝喝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想家其實還好 因為之前就是在住宿學校 所以蠻習慣的，只是有時候還是會覺得空空的，我想

家時都有跟接待家庭說 我覺得蠻有用的 因為他們就會來抱抱我 跟我說話 讓我覺得有點家的感

覺！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去之前課都已經被接待家庭選好了 所以沒有選課問題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每一科都蠻喜歡的，數學當然我成績都很高，史地最難但到後面也能懂一點 考試也能回答點

問題



67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對，只是我沒有西班牙文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大概五個月後 法文課和史地課就見見聽的懂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個家走路十五分鐘

第二個轟家要做巴士十五分鐘 回家時因為要轉車 至少要一個小時才會到家

第三轟家坐公車二十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餐廳一餐 4.22 歐元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一般是七點五十到下午四點零五

有時候九點才開始 下午三點結束

星期三都是半天課而已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出國前就又跟顧問要求我可能需要特別的法文課，剛好第一個轟媽知道一個可能專門給外國人

上的法文課 裡面大部部分都是小孩 但課程很活潑 我也學到不少東西！費用好像是學校附的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轟家的人都會幫忙指導，用 msn 或 facebook 跟同學聊天時 他們也都會告訴我哪裡錯了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跟第二個轟媽一起去畫畫課 因為是ㄧ個朋友開的 所以我們都沒付錢 就是去隨便畫畫自己

想畫的 也沒有真正的課程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只參加扶輪社的環歐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交到非常好的朋友,在學校的第一個星期我們就認識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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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部分 如果對方跟自己不同宗教，自己又無法接受他們的信仰，那跟著他們一起去教堂之

類的就當作是參觀體驗一下就好

學校部分當然如果有交到很好的朋友很好，要不然有問題也可以問老師，中午吃飯時可以跟不

同人一起吃 多認識其他人也不錯！

有關當地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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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名：Annemasse Genevois

扶輪社會員數：大概十幾個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不清楚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星期一晚上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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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社裡的例會大概三四次，第一次教是自我介紹 非常緊張！後來又參加時 社裡的人都說我有好

很多了 開朗很多 法文也比較好了

地區例會有六七次，都是跟其他交換學生一起，幾乎每次都有自我介紹，最後一次是跟今天法

國的 outbound 簡短的說這一年的感想，他們說我法文算是不錯了，還認識了三個要去台灣的學生！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七十歐 應該和 guarantee form 上的一樣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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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是義賣會賣自己國家的東西，我們準備了很多過年用的春聯吊飾，用這些東西順便也介

紹台灣，他們都很喜歡這些東西 那一次義賣會我們這一攤賣的最好 賺了一百多歐元！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一般以台灣和中國的關西居多,他們不會問太多艱深的問題 畢竟沒人真的了解台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有幾次我們去只是上台自我介紹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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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辦的其實也不錯，也都有 inbound、outbound、rotex 互相交流的機會，大致上我覺得都

還蠻舒適的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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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好的就是還有文化課給外國學生，因為有些很傳統的東西是不會常常在生活中出現的像太

極拳這種活動連我都沒碰過他們就有這機會體會！

而我們這裡就是比就開放點，每次有要過夜的活動，晚上時 uncle anti 都會找到場地讓我們

辦 party，當然是沒有酒精 但就是大家跳舞聊天到十二點或一點，這也不錯我覺得。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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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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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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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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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什麼適應的問題，就是很多人看到亞洲人都會有很奇怪的反應，要不就是脫褲子 不然就

是嘲笑我們眼睛小 或是來跟我說日語 還有人看到我就說＂壽司＂ 他們真是有病我覺得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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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多 但認識了一先從台灣回來的和今年要去台灣的法國學生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直很健康 偶而感冒但都會自然好

39.當地氣候？

夏天大概二十五度 今天冬天的雪特別多 特別厚 氣溫是零下兩三度吧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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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有冬天的在這裡買 其他的就自己帶來的 不然就是逛街時買的

特別服裝就一件旗袍 介紹台灣時可以穿(我過年時也有穿)，另外 一件小禮服      party 或

正式場合也可以穿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錢都在銀行裡 我也沒啥貴重的東西 機票還在電腦裡還沒印出來呢!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真的要數有幾個嗎? 總之就試一件衣服的量吧 有一些是我自己買的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在瑞士滑雪時和第二次去巴黎時讓我印象最深刻,是和第二個轟家去的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有事情跟轟家討論是最好的 把他們當家人一樣

2 如果轟家有小孩，就常常跟他們相處

3 常常寫日記，不論什麼都是寶貴的經驗

4 多笑

5 不要什麼事都抱太多期待 因為他們過的也就試一般的生活 不會為了你而改變太多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都回來一個星期了，才突然發現＂我真的在台灣了＂回國前我在機場沒有哭很久，那感覺很奇

怪 對我來說好像只是出去一下 馬上又會回來了，只是沒想到，一回台灣，下一次在回去法國不知

道要等幾年…。剛回來的第一個星期，我連時差都不想調，只覺得沒必要調回來，總在半夜一兩點

還在吃泡麵，看著手錶說＂快八點了，該吃晚餐了!＂買東西都會把價錢換成歐元＂才五歐而以耶！

也太便宜了吧！＂直到在我的手錶仍然是法國時間，不知道為什麼，我好像也受到了很嚴重的反文

化衝擊！

說說這一年在法國，嚴格說 我也不是個非常乖的交換學生，在那裡有時候都會有失望的感覺，

因為自己總會把事情想像得很好！這一年對我來說很重要 但是我現在還不覺得它改變了我未來的

人生規劃，我以後想做的一直都沒變，我也一直不覺得自己有變，只是有時候會突然覺的我和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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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同學朋友，好像再也不會像一前一樣好了，會突然覺得，跟他們說話，好累！有時候覺得，

心理一陣孤單 不知道為什麼 不太想認識別人。

這一年可以說真得很精彩，雖然前半年我都沒有真得很快樂 從來沒有真的打從內心的想要笑

都只是ㄧ些膚淺的微笑，但後來換家庭之後 就開朗很多很多 想說的話想做的事 ，後來發現自己

改變最多的就是對男女感情的看法好像變得比較隨便 還有比較能和別人說話 不怕問問題……

現在想起來 我在那裡交到一個非常好的朋友，我覺得自己算很幸運，大部分的交換學生都是

跟轟家比較好 當然我跟轟家感情也很好 幾乎就像自己家人一樣！太多太多難忘的經驗，太多的衝

動和興奮，太多眼淚和孤單，太多不捨…我不知道 好像回來後什麼都不知道了 只是心理有種強烈

的感覺 有時候就是很懷念，這一年的種種好像變成我所有的回憶 每次一想事情 就是想到這一年

裡發生的每一件小事 我看到的每一個表情 我收到的每一個感動 我感受的的每一個驚喜、害怕…

有時候都會有莫名感傷，說起來好像我回國後就過得很不好，其實也沒有，因為自己心理開朗多了，

又沒有語言問題，要認識別人照理講容易多了 但交到朋友 卻變難了！

對於外國人 要怎麼介紹台灣，當然會先說明台灣和中國之間的關西，接著才會從飲食 文化開

始，因為一般來說我們飲食習慣和一般的文化都和中國差不多 如果沒有說清楚別人就會覺得我們

跟是中國，很多來台灣的交換學生也都會吳毅中學到台語，我覺得這很有趣，所以台語影該也是我

會向外國人介紹的一部分吧!!

最後，我只能說 這一年對我好像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事一種淺移默化，好像我有一部份也變成

法國人了！最不後悔的就是 我在那裡每一件事都嘗試過，吃了一堆奇怪的東西 問了一堆奇怪的問

題，就是這樣讓自己充實的，和別人相處也都非常好 我一些比較好的朋友還偷偷幫我辦了一個離

別派對當作驚喜，太多事可以回憶了！只能說要好好把握不然真的就浪費掉了！

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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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林芷安 住址
5533 w.delaware

Visalia california
電話

559-804-0718

派薦地區&社：3480 地區 城西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竹圍國中

接 待 社 ： Visalia county center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台灣 台北縣淡水鎮中正東路 2段

81 號 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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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Loverin

老師 45 是 5 8 月~ 12

月

第２ Sharon

Sheltzer

建築師 55 是 4 12月~3月

第３ May

Stevens

家管 46 是 4 3 月~7 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因為派遣國家是美國所以除了學校的英文之外有看一點英文書,美國是我的第 4 個

志願雖然一開始有點難過但是後來聽說我要去加州就很開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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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聽了 Rotex 分享了她們很多的經驗我覺得那個很有用!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遇到甚麼困難..

4.誰到機場接你？

我所有 3 個家庭的 Hostfamily 還有我的顧問跟 district officer for RYES 還有

一個比我早到個交換學生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到了第一個接待家庭因為有一個跟我年紀跟個性很像的hostsis 所有我在她們家裡

我覺得很輕鬆自在然後她們也對我很好而且我 hostmom,dad 都是老師所以她們都很有耐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住的地方是visalia 是位於在加州的正中間,這裡有種很多果樹還有養很多牛 這

裡的人口大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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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每個接待家庭都有一間房間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我只有不太喜歡吃漢堡但是還是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吃到漢堡 大約胖了 4.5 公斤(10

磅)

9.幫忙做家事嗎？

在家裡會幫忙洗碗跟洗衣服但是因為每個家庭都有 1個 housekeeper 所以其他的事

情都比較沒有做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在接待家庭大部分是剛 hostmom 講話因為我大部分都跟 hostmom 比較親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一些中國飾品然後我覺得如果知道衣服尺寸的話可以帶旗袍給 hostmom 或

hostsis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有時候會但是很少因為這裡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我們常常在一起,而且如果會想家的

時候跟她們講講話就沒事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一開始選課的時候是跟我第一個 hostmom 商量因為他是學校老師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世界歷史/舞蹈/ASB(學生會)/英文/戲劇/數學 我最喜歡的科目是舞蹈因為我從小

就有跳舞而且我很喜歡跳舞 我最不喜歡的是世界歷史因為很無聊而且台灣都教過了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大部分有,只有一科沒有就是生物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大約一個月到一個半月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跟第三個接待家庭會載我去上學,第二個接待家庭我要走路去因為只隔一條街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有時候會在學校裡面吃但是大部分是跟同學到外面的速食餐廳吃,每天的午餐大約

花 5塊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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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24 上課 3:00 結束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語言科目只有英文,上課有需要看課外書但是是在圖書館借的,沒有去語言學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但是春天的時候有參加學校的游泳隊(不用付費)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學校不承認,所以我回去要重讀 1年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友參加一個扶輪社參加的旅遊叫 Wstern safari trip 我們去了 San Francisco LA

San Diego Las Vagas Grand canyanne Yosemite 全程有 2個禮拜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大部分是 1,2 個月多之後等英文比較好的時候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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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的學校生活其實還滿輕鬆的只要上課的時候認真聽還有做作業成績就會還不

錯,然後我建議多參加課後活動,像我就有參加學校的戲劇表演跟音樂劇表演所以舊交道

很多不在同一班上課的朋友.關於宗教的話因為美國最主要的宗教是基督教所以很多家

庭每個禮拜都會去教堂然後你可以參加教堂裡的youth group 就會認識到很多不同的人,

但是如果你真的信別的宗教他們也不會強迫你每個禮拜去教堂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Vsalia county center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10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Lamp Liter Inn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禮拜 2 12:00 到 1:3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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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我每個禮拜都有去她們的扶輪社例會,我發現她們的例會跟這裡的比起來比較輕鬆,

大部分的人不會特別盛裝打扮去參加還有我的接待社的人都很幽默,所以我每個禮拜都

很期待去例會.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我有 150 的零用錢跟 guarantee form 的一樣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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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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次演講第一次是介紹台灣跟我自己,第二次是講這一年的經過,我講到台灣的時

候她們都會很好奇然後會問很多的問題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她們對於台灣跟大陸的關係還滿有興趣的還有台灣的地理位置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大約每隔幾個月就會有一次交換學生的會議,她們會帶我們出去玩中間的時候我了

解一下我們在美國的生活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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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這裡的交換計畫只有長期的沒有短期的而且 rotex 是最近幾年才有的而且這裡

交換學生的人數很少一個地區只有十幾個但是每個都可以很照顧的道而且所有人都變成

好朋友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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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有5到6次她們每次都是去旅遊兩三天的旅行然後有時候我們會去玩有時候

她們會講一些我們這個階段會碰到甚麼事 如果碰到了該怎麼處理之類的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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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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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我到那裏最難適應的其實是食物,因為以前在家裡媽媽都會煮飯,但是在那裏吃得都

是速食所以比較不習慣,但是到後來吃久了就習慣了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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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交到很多其他交換學生的好朋友然後還有因為我參加了學校的戲劇詪音樂劇的

關係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基本上都還滿健康的只有生過一次比較嚴重的病友一些發燒其他就只有一些些的皮

膚過敏跟鼻子過敏

39.當地氣候？

夏天的時候很熱但是很乾燥 冬天的時候大概會 10 度以下而且常常下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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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只要穿台正常的服裝就好了只是冬天的時候會比較冷,可能會需要一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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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的外套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機票根護照是放在銀行裡面保管,然後前的部分她們有幫我設一個帳戶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個,至少有 5,6 十個以上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有到很多很多地方旅遊,我最喜歡的地方是迪士尼樂園,帶我們去的人是一格扶輪

社員然後另一個地方是 Las vagas 我會去那裏是因為一個旅遊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開放接受所有的文化 不要害羞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我覺得我這一年改變了很多儘管有很多好的有一些壞的,好的是我變得比較外向 懂

的待人處事的道理還有變得比較成熟但壞的是因為有一些朋友的影響我現在變得幾乎每

次出門都要化妝還有每天一定要喝可樂,飲食變得不健康了。

如果說要把台灣介紹給外國人的話我會說:「住在這裡的人都很善良有很友善但是就

是有點害羞內向,就像我一樣,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認識他了,他就會給你溫暖這種溫暖是

很多其他地方有的,而且如果你很喜歡中國菜的話這裡絕對會讓你＂口目一新＂」

在美國我有很多難忘的經驗像是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玩阿還有跟朋友一起很多美好的

回憶但是我覺得最難忘的還是當你跟你最好的朋友說再見的時候你卻不知道你甚麼時候

才會再見到他,這種感覺是我以前從來沒有的,心中的那種難過跟心酸是很難跟別人解釋

的但是我還是相信我們會成為一輩子的朋友雖然有可能失去聯絡但是你永遠不會忘記他

我覺得那種感覺是很難的得

我真的還很不確定我未來的路會是甚麼因為我畢竟還有 3年的高中生活但是我覺得

我的高中生活會跟別人的很不一樣,因為我覺得我會比我同年紀的人成熟很多而且會跟

別人不一樣,有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因為這樣可能就會改變我未來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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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李榕軒 住址 金門縣金寧鄉頂埔

下 3號

電

話

0928700325

派薦社：金門社 原就讀學校：金門高中

接待社：Salem Sunrise 派遣國及地址：USA. 3445 Torrey pines dr. S Salem OR.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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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Kenoyer

醫生 48 否 Joe

Ruth

Kelly

四個月

第

２

Rick

Pfau

牙醫 45 否 Rick

Patti

Jasmine

Gracie

三個月

第

３

Rod

Ashford

工程師 50 否 Rod

Joyce

Blake

三個月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媽媽從扶輪社的朋友那邊得知消息,知道我有出國意願,就參加面試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我從小就嚮往體驗不同的國風,總覺得出國去會給自己個成長的機會,也可以開開視野,

非常感謝扶輪社給我的這個機會,因為它讓我學到很多!因為喜歡英文,從小就開始學習,但始

終只在課本之中,無法有練習機會,深知如不多加強聽力及口說,在課本所學的一切,也只不過

是知識,無法融會貫通,出國是我加強語言能力非常好的機會,這也是我未何要出國的重要原

因!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留學,是我自己的意思,父母從來沒有給過我任何壓力,只是隨我的意思,媽媽也是知道我

想出國才會跟我說福輪的交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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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派遣學生,剛開始覺得很興奮,但不安也隨之到來,不安的理由在於對自己的能力缺

乏信心,以及對未來的未知,不知道自己將到哪裡,遇到甚麼人,又會有甚麼挑戰,但在扶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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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訓練我們之後,又加上跟歸國學長姐的相處,讓我安心許多,那份心情非常複雜,期待居

多吧!在得知要去美國之後,雖然不是第一志願,但還是無比的期待!在知道自己的第一接待家

庭後,馬上傳了一封信給他們,在等待回信的那段期間其實心裡最難熬,我的情況比較特殊,到

我要上飛機的那一刻,都還沒有接到接待家庭的回覆,後來到了那邊才知道,原來我的接待家

庭臨時換人了,所以才一直沒接到回信!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我的學校不能把國外的學分轉換,所以我要再讀一年高三,對於這一點,我覺得在廿一年

也不是壞事,畢竟出國一年間把一些基本的課章忘了,所以如果要直接接下去念,一方面怕銜

接不上,一方面也怕跟機會不夠堅強,很多人聽到我還要再從念一年,都會說:這樣你不是浪費

一年嗎!我不以為意,因為出國的是我們,我覺得值得,在國外一年,我學的比任何我在國內的

讀書生涯還要多,我覺得這一年也真的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淚點,就短期而言,我是吃虧要再多

讀一年沒錯,但以長期來看,這一年帶給我未來的影響,其實是很大很大的!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請了英文老師加強自己的口說能力,也閱讀了很多英文的報章,雖然過程很辛苦,也一直

懷疑自己做不做得到,但這些事前的準備,也幫了我不少!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雖然排到的不是我的第一志願,但我心情並沒有受到影響,想出國的心情仍然高昂,我總

想,會有這樣的安排一定有他的道理,就順著它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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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非常有用,讓我對這整個交換計畫更了解,也比較安心,聽了學長姐的分享,更迫不及

待的想出國,也想創造自己的回憶,也讓我更積極的準備自己!在這些訓練中,也認識了很多

人,我覺得派遣前的訓練課程讓我非常受用,也絕對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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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參加了很多次的派遣社例會,在還沒參加社裡例會時,其實對自己的社半知不解,參加

立會後才了解,原來扶輪社是一個非常有系統的社團,職位分工也很細,讓我對扶輪社友不同

的了解,也受到很多社員的鼓勵與支持,我很欣慰!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在轉機過程中並沒有甚麼大問題,只是需要到處問人,在領行李去轉機口時,因為行裡實

在太重,一度無法放上推車,還好有別人的幫忙!

11.誰到機場接你？

在機場接我的是我的地區顧問跟第一接待家庭的媽媽與妹妹,他們做了一張海報歡迎我,

我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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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因為到的時候是半夜兩點,所以就直接回房睡了,剛到的時候覺得一切都非常陌生,但家

人都對我非常親切,第二天就馬上帶我熟悉環境,因此,我感到這裏像家一向溫暖,雖然剛開始

無法適應他們的生活模式,一方面是因為時差,另一方面是因為跟它們都不熟,但後來慢慢的

融入他們的生活後,非常喜歡!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是奧勒岡州第二大的城市,人口很多,但居住分散,一年四季只有兩個月不下雨,所以我在

那邊的日子幾乎都是雨天,下的是毛毛雨,所以不用帶傘,氣溫很低,尤其在冬天的時候,地面

上的水都結冰了,這一點讓我吃了不少苦,我沒有見過這個城市的夏天,我想就算是夏天,也比

不上台灣的夏天吧!有很多高大的樹木,我的接待家庭的周遭都被樹圍繞著,平時就能看到一

大堆野生動物,開車去市中心也只要 20 分鐘,如果要到洲裡最大的城市波特蘭也只要 1 小時!

空氣非常好,房子也都設計得很有味道!

有關接待家庭

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都有自己的房間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雖然會有一些文化隔閡,但熟了之後都相處的非常好!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第一個月,因為吃不習慣,都一直拉肚子,但後來慢慢適應,對那邊的食物也非常喜愛,我

胖了六公斤…….

17. 幫忙做家事嗎？

當然有幫忙做家事,幫忙分攤家裡的工作是必要的,這也能夠幫助自己融入接待家庭!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跟接待家庭的媽媽最好,每次遇到困難都會先跟轟媽商量,也常常會跟轟媽聊天,接待家

庭的妹妹對於我們國家的文化非常感興趣,所以也常常有話聊!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美濃紙傘,上面有中國水墨畫與國字,他們很高興也覺得很有趣,也送了他們筷子,

他們對於物品上面有中國字的都非常喜愛,他們覺得中國字本身就是一種藝術!也送了上面刺

有一對獅子的抱枕,我轟媽非常喜歡!我帶了幾個小布袋戲的玩偶,送給接待家庭的兄弟姐妹,

它們都愛不釋手!普通的禮物,我帶了一些比較有中國風的吊飾!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應該說非常想家,想家的時候我會很傷心,尤其剛開始的適應期,遇到挫折時更想家,我會

看看家人的照片,寫 mail 給他們,或是跟它們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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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了學校的顧問,也問了接待社,問他們對我選課有沒有要求,或著是希望我選甚麼課之

類的,我的社員要求我選美國歷史,我也選了!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英文

幾何學

公共演說

攝影學

3D 立體美術

體育課

美國歷史

日語課

自習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很喜歡公共演說,因為這樣可以訓練我的口說能力,同時因為要寫演講稿,所以寫作能力

也變好了,在另外一方面,訓練了我在公共場合說話,讓我更有在大眾面前演講的勇氣!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不喜歡美國歷史,因為課文深奧難懂,常常有很多不懂的單字,又遷籍到美國的歷史,如果

半路才接下去讀,接不上又很無趣!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大部分都休相同的科目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一個半月,剛開始對於那裡的教育體制不了解,老師的教導方式不適合我,因為英語不是

我的母語,提高了學科對我的困難度,但在經過與老師溝通後,學習也比較順暢!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上下學都是由家長接送,偶爾會搭公車,從家裡開車 15 分鐘會到學校!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午餐我都自己帶,為了節省花費,在學校平均吃一餐要 150 台幣吧!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我的學校上課時間從早上 8:00 到下午 2:30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語跟日語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提供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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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參加跳舞的社團, 一週 2個小時, 花費大概 10 塊美金!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指導老師是學校老師,但大部分是學生自治!我有告知顧問我要參加社團,他也很支持!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我有拿到異業證書,但學分並不能轉換!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學校並不承認,還是要修這裡的學分!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日語課有戶外教學,我們去了當地有名的日本花園,也去了日語大學,與其他日本大學生

互動!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交到好友,開學後三週才慢慢熟的,剛開始交友並不容易,但熟了之後,學校生活也變有

趣了!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美國的國中生有一部份上大學,但也有很多高中讀完就沒有繼續升學了,跟台灣大家都要

上大學的心態不同,他們知道自己的目標,也會努力的達成!因為沒有考他們的升學考試,所以

不了解難度在哪裡,但想考上好大學,是很難的,他們也長重學分制,只要你把學分修夠,高中

可以提早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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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交友方面,剛開始可能會很困難,那是因為它們都認識彼此很久了,圈子比較不容易

打進,但是只要敢跟他們接觸,久而久之大家都會變成好朋友的,就算有些人不想理你,也不用

覺得傷心或沒信心,因為交朋友本來就是這樣,有人喜歡你也自然有人討厭你,朋友有幾個就

好,不需要特意去變成群眾的焦點,當然要多多認識新朋友,但不要忘記要保持謙虛,最重要的

是要時常露出微笑!

宗教方面就順其自然,也不需要去反抗或排斥,其實宗教也是他們國家名俗的一部分,跟

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息息相關,我是建議可以多去了解,以包容的心看待!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Salem Sunrise

扶輪社會員數：3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早餐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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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禮拜三!我每次都去,只有缺席兩次,因為生病,我很喜歡我的接待社,大家都很親切,

也很喜歡聽我說話,更喜歡了解我的一切,每次力慧都會有五分鐘讓我報告這一週發生的事!

我非常非常感謝他們,也敬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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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零用錢是 105 美金,當初我的 guarantee form 並沒有標明零用錢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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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次演講,第一次是在年中,第二次則是在我要回來之前,我用了 powerpoint 介紹台

灣,裡面內容不外乎關於台灣的文化與風土名情,國際發展與定位!會有都覺得很有趣,也認為

台灣是個很先進的國家,對台灣也有進一步的了解!第二次他們覺得我英文進步很多!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對於台灣,他們都會問我台灣是不是屬於大陸的一部分,也會問我台灣人對大陸人的感覺

是甚麼,也常常問我台灣是講中文嗎,或是關於中國食物這方面的事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交換學生會議令我印象深刻,我認識了很多交換學生,在我遇到挫折時,都是這些朋友說

了解我,在這十個月,我們有很多會議,扶輪社的主委們都很用心的計畫每一次行程,也讓我們

學到很多,地區的活動也是,不但讓我們可以更認識彼此,也學習到了很多做人處事的原則,跟

扶輪的大家在一起真的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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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去過小學對他們演講,也有很多課程,交我們怎麼作好交換學生,以及告訴我們解

決生活的種種問題,我們去過海岸旅遊,在那裡,一邊玩卻也去了很有意義的景點,例如美國原

住民博物館,我們一起參加大遊行,穿著扶輪交換學生外套,拿著自己國家的國旗,走了2公里,

我們有各國點心餐會,教即將到自己國家的派遣學生們做各國的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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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認識課,大概有三次吧,去了海邊,山上,也去了市中心!我的的行程是到各地有名的

景點,然後聽關於當地的故事,加上委員的解說,讓我們能夠了解每個地方的歷史!在山上我們

去滑雪,委員們請了教練班我們上課!

在海邊,我們去看了礁石,也騎了腳踏車,體會當地的感覺,非常印象深刻!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的扶輪社很嚴謹相較於接待地區的扶輪社,接帶地區的扶輪社雖然非常的嚴格,但也

給予我們很多的信任,相信我們可以自律,但是只要被發現違反了規定,處罰也絕對不留情面,

犯了錯就要認錯,要說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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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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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月,覺得溝通很困難,他們的幽默我總是覺得是嘲笑,但是後來才發現,其實他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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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我很好,跟轟家的人也沒有話題因為語言不通,後來,英文慢慢變好之後,對於日常生活中

也就沒有什麼大問題了,在學校剛開始並沒有朋友,也覺得很挫折,在經過幾次努力之後,終於

交到不少好朋友!在後半年,喜歡上了在那邊的生活,問題也不再成為我的困擾,因為了解要如

何溝通讓我在那邊過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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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扶輪地區 5100 認識了來自各國的好友,也在當地因為接待家庭的關係交了很多朋

友,現在都還有跟他們連絡!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第一個月因為食物的不適應,幾乎每天都拉肚子,也瘦了 2 公斤,過了一個月之後就適應

了,我的身體狀況在哪裡大致良好,雖然周遭的人只要一生病,我就會被傳染,因為抵抗力變的

非常弱,我在想應該是因為氣候的問題吧!

53. 當地氣候？

一年四季除了夏季都在下雨,冬天非常的冷,有幾天是在下雪,地上的水都會結冰,家裡的

水管也因為天氣太冷而結冰爆裂,可是那邊的春天非常漂亮,因為雨下的很多的關係,所以樹

木也相對的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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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穿洋裝吧!在那邊也買了很多衣服,在台灣也準備了很多衣服,像是旗袍之類了,也準備

了 2套小禮服,因為在那邊都會參加舞會所以我是建議在這邊先把禮服準備好!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跟機票在我一到的時候顧問就幫我收好了,緊急備用金也由接待家庭幫我保管好!貴

重物品平常放在家裡就很安全!護照我是到要出國前幾天才拿到的,所以沒有怕丟的憂慮!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給了 150 個徽章,從別人那換來的大概有 70 個!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們去了佛羅里達的迪士尼,跟地區的交換學生一起去的,非常的好玩! 也跟接待家庭去

了西雅圖!西雅圖是一個很美的城市,我非常喜歡!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留學中有很多快樂的回憶,跟家庭第一次過聖誕節,還有跟家庭第一次做南瓜燈,第一次

未了萬聖節裝扮,跟接待社社友一起出去吃午餐,跟地區的交換學生去滑雪,去迪士尼,教導將

派遣出國的學生中文,跟我最好的朋友們一起去畢業舞會!第一次左上小型直升機環繞我住的

城市一圈!這一年,快樂的是太多了,就算只是假日在接待家庭裡,也覺得很幸福很快樂!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因為看不懂題目,功課交不出來,我的接待家庭很有耐心的教我,幫我改錯的地方,因為天

氣太冷,手指都裂了,後來擦了乳液!因為太喜歡第一個接待家庭,而有點抗拒患家庭,第一個

禮拜我真的很不喜歡第二個家庭,也一心只想著第一個家庭,但我告訴自己,這是給我的一個

挑戰,既然扶輪社有這樣的安排,一定自然有他的道理,之後也就慢慢接受了!在學校交有到處

碰壁,只好一試再試,最後交到好友!很想家,只好打電話回家,有時候會自己偷偷的哭,但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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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堅強!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這一年對我的影響真的很大,我肯定了自己的能力,也學到了如何獨立,在不同的文化中

要如何與他人相處,要以寬容的心接受不同的文化,並以同理心對待他人,其實每一個人都有

自己的特質,只要相信自己並且勇敢發揮,相信每個人都人找到屬於自己的天地,無論在哪裡,

跟別人交朋友是重要的,要真心對他人好,別人自然也會喜歡你,文化本身沒有對錯,只是不

同,這世界上,有太多不同的文化,或許有些跟我們的觀念大相違背,但這不代表他國就是野

蠻,只是文化不同,民風各異霸了!在自己有能力幫助他人時,覺對不要袖手旁觀,在自己遇到

困難時,也不要一心的想找他人幫你解決,先自己想想該如何解決,但遇到真的不是自己能力

所及的問題時,尋求幫助也不要覺得丟臉!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一年所學到的,已經是我個體的一部分,就像是言行舉止,我想我只會做自己,而把學到的

東西都發揮出來,如此而已!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我正要就讀高三,我想這樣的經驗將對我申請大學有幫助,並且在國外所學到的演說技

術,也會是我將來有用的能力!也想加入rotex將經驗分享給將會出國的交換學生們,希望未扶

輪社也盡一點心意,以表我的感謝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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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前總把留學想像的很斐好,像是去渡假,但是實際去了才知道,其實留學試再接受一

項又一項的挑戰,失去父母在身邊幫忙擋事,凡事都要自己來,在人身地不熟的地方,很多要求

講不出口,又隨時怕自己做的不符合別人對自己的期待!這樣的心情,其實是一般人很難了解

的!現實總不像想像中的美好,但卻也是一個成長的機會!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扶輪社的交換計畫有非常完整的系統,也逐步的讓一個孩子從中學習而成長,也提供了安

全的居住環境,以及良好的教育,所計畫的會議,也讓從各國的交換學生能深入認識!旅遊的安

排也很精心!而當一個扶輪交換學生所可以學到與認識到的人比其他交換計畫大上好幾倍,而

這些新朋友也比較容易互相連絡因為扶輪的計畫!唯一的缺點是備審資料麻煩,行前準備費時

間,但這一切都是值得的,為了讓自己的遊學達到最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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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同理心對待他人,不要因為自己是交換學生就覺得特別,要讓別人感覺妳很好親近!

不要為了迎合他人的期盼或要求,就做出自己不喜歡的事,只要在考慮到他人的感受之

下,勇敢的做自己就行了!

要時常保持笑容!不要因為一些小事就懷疑自己的能力而感到沒信心!

總會遇到想家的時候,想家的時候就看看家人的照片,跟它們通通電話,不要呆在悲傷的

情緒太久,要好好珍惜現在與接待家庭的時光!

遇到交友問題,雖然會覺得沮喪,但也要提起勇氣再試一次,因為只有不斷的努力,才會交

到朋友!

遇到自己不喜歡的人,即使很不喜歡,也沒有必要對人發脾氣,凡事都要以委婉的方式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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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我想當一位主播!短程的規劃是讀完高三,考上一所好學校,選修有關於這方面的學科,大

學畢業後想出國遊學,順便探望曾經在這一年中幫助我的人!遠程計畫,我希望能當上國內新

聞台的主播,並解加入扶輪社,讓更多人知道青少年交換學生計畫!也希望自己能為扶輪作點

事!

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在見過很多來自不同計畫的交換學生後,覺得扶輪的計畫是裡面最好也最完善的!

謝謝扶輪社給的機會,我無比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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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李思霖 住址 電話

派薦地區&社：金門社 原就讀學校：金門高中

接待社：East Jefferson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華盛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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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hanie

McCleary

學校幹事 45 否 4 一年

第２

第３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

情？

當時我看了很多外文電影，聽外文音樂,收音機!!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只能接受，因

為沒有辦法改變事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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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學習到懷在國外，當語言不同時，如何交朋友，如何改變自己的心情!!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

4.誰到機場接你？

轟媽,轟妹,轟弟和烘妹的一個好朋友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好鄉下!!!不過很酷，因為家外面可以直接看到海，有很漂亮的風景!!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這裡可以說是很鄉下,但是卻是是鄉下中的鄉中心,有一家超級市場,銀行,加油站和幾家

感覺沒人會進去的老舊商店!!

有關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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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自己一個人的房間!! 我基本上是轟家說的事都 okey，而他們也很接受不同的文化差

異!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剛開始<前一兩個禮拜> 我不喜歡這裡的食外，因為轟媽在工作，所以午餐都是轟妹用為

波盧加熱!!<很想念熱食> 這裡的食物很多都很鹹，不然就是很甜<種口味!!>

9.幫忙做家事嗎？

有!! 即使轟家沒有要求，我很是會幫忙整理,洗碗,和轟媽一起下廚<贏得轟媽的心!! 哈哈>

但後來發現...其實除了台灣,日本 其他家換學生幾乎都不做家事的!!!!!!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當然是會和轟家的每個人講話啊! 有事的會,第一個會找轟媽商量!!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轟家的,可以送紅酒外面的包裝<像是紅酒的中國風衣服>

同學的話,中國風的吊飾,飾品,筷子<只要中國風的他們都喜歡> 但他們真的決的筷子很

酷<要有中國風的筷套或圖案>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想家的會只能忍難!! 盡量不要自己一個人待在房間,一個人的時候會越想越多!! 可以

想說 既然都出來了,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了,所以其早回去很丟臉!!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自己!! 不過可以問同學一些關於一些課,到底是在做什麼事情!!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會計,AP 英文<換成英文 10>,法文,歷史,數學 3,合唱, <第一學期>

會計,電影閱讀學習<看老電影,寫心得>,法文,CWP,數學 3,影片製作<第二學期>

會計,電影閱讀學習,法文,領導人課程,數學 3,園藝<第三學期>

喜歡電影閱讀學習,因為老師人很好,他把我當一般學生看到,但很多時候還是特別解釋

給我聽!!<他說他以前也是交換學生,他兩個女兒也是,所以他能了解我的心情>

不喜歡歷史課,因為很難,而且老師第一節課講了歧視的話,雖然可能他自己並不知道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算相同吧!!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兩個月左右後,慢慢增加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轟媽在學校工作<幹事之的>

7:40~2:20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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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爸每天做三明治讓我帶到學校<他幫轟弟做時,順便幫做>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九月八號開學

六月十八號結束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我有英文課和法文課,教材是學校課本<向學校借,學期末歸還>,平常學校課堂上要教材

費,自己繳!! 沒有被要橋要去上語言學校<就算有,這裡附近也肥有語言學校!! 哈哈>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參加籃球隊<第一學期>壘球隊<第二學期> 當 menager

網球<第二學期> palyer  50 美金<但因為我要結束之後才加入,所以他們沒跟我收錢>

放學後每天訓練 2個多小時

我還參加服少社和國際社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 學校要我休學一年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沒又畢業旅行 但球隊比賽時都會去一些別的學校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幾個是剛開學,因為我們有很多一樣的課程,所以他們都知道我不懂,都會告訴我 我應

該要做什麼,然後開始聊天!!

然後加入社田知的可以交到很多朋友,認識很多人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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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生回要主動,自己主動跟別人交談!! 這樣才交到朋友!! 大方一點,其實瘋一點才能

交到比較多朋友!! 其實在學校,沒有很多人聊天會聊到宗教!!<這話題很無聊吧>也沒有宗

教歧視!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East Jefferson

扶輪社會員數：67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P.O.Box 654, Port Hadlock, WA 98339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四 11:30~1:3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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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

次例會？情形如何？

幾乎每次例會我都參加,因為地點在我學校旁邊,只要過一條馬路!!

我每次都會幫忙拿 happy box 因為他們說 我有很好的笑容, 每次看到我,我都在笑!!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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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 powerpoint 和我帶來的 dvd 他們跟我說 台灣真的很漂亮!! 而且他們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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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演講!! 有一些人一些私事沒有到例會,還問我可不可以給他資料!!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飲食,與人相處<像是會不會擁抱>, 學校,休閒活動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大家都很勇於發言,發問的人不會被惡言相向,所有問題都會被回答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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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旅行 夏季旅行 加拿大會議 地區年會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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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次

第一次是剛到國外的時候,第二次是大概半年的時候

講有關於這裡的地區範圍,4D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國外的扶輪社比較屬於自願性,國內的比較像是會比較,別人怎樣,你就要怎樣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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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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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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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其實雖然說國外和台灣有很大的差異,但其實我沒有什麼適應上的困難,因為每一件是我

的覺得很新鮮,很不一樣!!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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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扶輪社和學校只有我一個交和學生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很健康 一年來都沒有生過什麼病

39.當地氣候？

剛來時覺得像秋天 氣候宜人<但他們說熱>

冬天很冷 忍風刺骨 但風沒有很大 所以雖然溫度比台灣低 但感覺差不多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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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在這裡買就好了,雖然有時候台灣比較便宜,但其實有時候風格不一樣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家裡的衣櫥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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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約也有個 100 的以上吧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加州<迪士尼,好萊屋> 和地區交換學生

加拿大 BC<維多利亞島> 地區交換學生

奧勒岡州 轟家

美國東岸<紐約,巴士頓…> 到美國的換學生自由參加

華盛頓州東邊, Idaho, Montan 地區交換生 7 人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不要害羞,要主動

2 如果不知道要跟同學朋友聊什麼話題,剛開始可以仔細聽朋友們之間的話題,慢慢就會

知道了!

3 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要問!! 如果你不問,沒人會主動跟你說!!

4 我覺得禮服其實來這裡再請轟家帶你去買就好了,因為台灣流行的樣是有時候會跟國

外有一點不一樣!!

5 可以帶一些小吊飾或小禮物,送同學朋友 還可以順便交朋友, 他們很喜歡

6 多加入社團 因為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

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在到國外之前,我覺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國外的最好,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長洋媚外。

剛來到這裡的時候，大人們都感覺很友善，但因為英文還不是很好，而且跟大家還不是

很熟，所以交談都屬於是比較像是噓寒問暖。在學校剛開始沒有人知道我是交換學生，但知道

的人都會好奇的問我問題，當時不外乎我的很多回的都是算是順著別人想要的答案回答<現在

感覺好沒主見喔>因為我不想給別人添麻煩，或著是讓人家覺得很難搞。

在台灣的學校，如果學校裡有一個交換學生，一定是大家都會很想、主動的是自己去攀

關係或著是交談，但是在這裡不是，在這裡你要自己先主動去跟同學講話，自己想話題先跟他

們講，總而言之就是要主動，不然的話是幾乎沒有人會認識你或跟你講話!!<後來我跟朋友們

聊天,他們說因為他們不在意，他們已經有很多朋友了，不差你一個!!>

還有，我覺得這裡的學生被太寵了,他們的家長去他們的幾乎每一場比賽<學校校隊比賽

時>，幫他們辦派對，買車，但小孩們還是每天抱怨著家長。因為美國現在很強大，而他們的

小孩們也知道，他們覺得自己是最好的，所以他們其實沒有什麼國際觀<我還有聽過一個墨西

哥的交換學生跟美國學生爭論墨西哥在哪，而那個美國學生說在歐洲的某個地方!!!!!>在台灣

的學校裡，我們總有一些彈性的課程，所以老師有時候會讓我們看一些要愛護弟妹，孝順,或

著是一些很窮的人沒有東西吃的照片會影片，但這裡沒有，所以很多學生從小就養成會拿食物

亂丟或著是很浪費的習慣!!! 到了這裡之後，才學得很多事情還是台灣好!!

在這裡很好的是，他們都會跟陌生人聊天，像是排隊的時候，或著是跟店員哈啦,噓寒問

暖之類的!!

在來這裡之前，我一直對未來感覺很渺茫也很盲目，但是有一天，有一個人跟我聊天的

時候，突然跟我說他覺得我很會交朋友，很會跟別人交談，覺得我可以找這類的工作，我的頭

腦就突然好像通了一般，知道我想要的是什麼!!而我想要的是像是外交官之類的工作!!或著是

在有很多人想學中文，所以我可以到布別的國家交中文!!



90

在來到這裡以前雖然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在思考的時候，心中還是只會出現台

灣，頂多加個中國大陸<因為大陸正慢慢學起>，但在在想事情的時候，在我心中出現的不只是

小小的台灣或著亞洲，而是大張的世界地圖，這才是真正的了解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而

不在是一隻小小的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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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林書秀

Vvian
住址 金門縣金城鎮珠浦西路 100 巷 2 號 3 樓 電話

082-327558

0911700452

派薦地區&社：3480 金門社 原就讀學校：金門縣金門高中

接待社：Bolivar-Zoar 派遣國及地區：USA D6650

有關接待家庭

姓 名 職 業 年 齡 是否社員 家庭成員 接待期間

１ Ronald & Stacy

Radabaugh

Engineer

Nurse＇s

aid

父 45

母 42

是 5 人 父.母.

一姊.二妹

2009.08.-2009.07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

情？

會有點失望，但是分到美國至少語言還能溝通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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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吸引我當交換學生的就是學長姐在學校分享他們的交換心得

印象最深的是日月潭旅行時的分組討論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在芝加哥機場飛機延誤

4.誰到機場接你？

轟家 (全家)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很奇妙，不知道自己怎麼到這裡的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位於俄亥俄州的東北部偏中部

約 1.3 平分公里 約 900 人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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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5 公斤左右

9.幫忙做家事嗎？

有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最常和轟姐聊天

商量事情通常是轟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貢糖、筷子、金門鸕鶿吊飾、國家公園的書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多少有一點，但學校活動和老師同學的友善降低了思鄉，而且接待家庭接近鄉下，大家都

很有人情味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轟媽 和 學校顧問

到達轟家的隔天去學校，那時已經是開學的前一週，當時不知道學校有哪些科目，也沒有

時間慢慢考慮，所以大部分的科目都是學校顧問排的。開學一週左右有和轟爸討論換課表，第

二週時，顧問有幫我換課程(數學和英文)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體育

化學

烹飪

英文

20 世紀歷史

亞洲非洲社會學

微積分

樂團

還 OK

還 OK

喜歡

喜歡

不喜歡

還 OK

喜歡

喜歡

有很多不一樣的活動

大多是以前學過的，但學了很多英文單字

學了很多不一樣的烹飪方式

老師上課很有趣、也幫助我很多、看了很多英文書

一直看影片

蠻簡單的、做筆記，比較有學到東西

班上只有 4個學生，上課很活潑很好玩

行進樂很不一樣、很好玩。樂團參加室內樂比賽得到＂

特優＂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大致相同

自由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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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一個月左右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校車 約 10-15 分鐘 下雪約 15-25 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午餐 一餐約 2.25 美金

也可以自己帶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30am-2:40pm

或 9:30am-2:40pm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只有英文

學校提供教材 (有些要自己買 但接待社付的學費包刮大部分的教材)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無

學校有顧問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 樂團

Marching Band  8 小時左右 七八十美金(行進樂制服)

Concert Band  5 小時左右 無費用 (室內樂團服是向學校借的)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否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 樂團： Atwood Festival(慶典之類的) & Kent State University(州立大學)

學校 體育課： 打保齡球

扶輪社：紐約 & West Coast Tour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不知不覺中

一開是大多是和樂團同一部的同學聊天，兩三週後有和其他同學聊天。特別是微積分的同

學，班上只有我和其他 3 個女生，她們都是轟姐的朋友。一開始寫筆記來不及她們都會幫我。

後來常常一起討論功課。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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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多參加學校的活動、社團、運動校隊

2. 多參與課堂活動、有問題要問(舉手發問、下課後、free time 或 Studyhall 可以去

問老師裸其他同學)

3. 主動和同學打招呼、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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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漢字典或電子辭典

宗教 1. 和轟家一起去教堂

2. 參加 youth group

3. 如果事先知道轟家的宗教，可以帶中英對照的聖經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Bolivar-Zoar

扶輪社會員數：22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Zoar Schoolhouse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二 早上 7:0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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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

例會？情形如何？

一次 和 一些野餐、聖誕晚會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75 美金 與 GF 上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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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扶輪社演講。地區年會有一些 Uncle 會問我有關台灣的問題。或是學校的老師、同

學、教會的朋友。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台灣和大陸的關係 政治 教育 食物 語言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地區幾乎每個都有交換學生的 overnighter，每次的地方不同、活動不同，各式各樣的活

動，游泳、保齡球、溜冰、籃球、排球、舞會、表演、cornhole、足球…等等。

扶少地區年會：分享團內一年的成果、分享接下來一年的目標、交換主委介紹交換學生計

畫、T-shirt 交換…等等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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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計劃：Outbound 和 Inbound 有很多的互動

服務：學校扶少團為世界各地的地震募款，去 camp buckeye 露營並且做社區服務，社團集

合時 每個人都有機會分享自己的想法並一起執行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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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環境認識課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我的接待社很小而且是個蠻新的社，做的活動不多。接待社不只有定期的例會，有時候還

有一些野餐、晚餐的活動。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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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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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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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沒有特別困難的事。在接待家庭，很少跟同學一起出去玩，有時候聊天的時候會不知道她

們在聊什麼，但不只我很少出去，轟姐和轟妹也是，所以常常和轟姐聊天。一年只去過同學家 4

次，兩次是在暑假，回家之前，所以轟家讓我去和同學聊聊天，最後一天，有 4 個同學來找我，

那也是第一次。克服：用 Facebook 和簡訊與同學聊天、和轟姐轟妹聊天。

有時候轟妹心情不好會說我是多餘的，因為如果我不在，她就可以找男朋友或同學一起和

轟家出去，但是她們只是開玩笑的，而且我和轟姐感情很好。最齁一天，轟妹和我同學聊天的

時候還說，接待我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經驗。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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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地區的 Inbounds、09-10 10-11Outbounds、Inbounds 的轟妹、旅遊時其它地區的

Inbounds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有腳受傷和過敏之類的..其它都很好

39.當地氣候？

春天 天氣很好 但有時候涼涼的

夏天 熱但風很涼

秋天 白天很 OK 但晚上有點冷

冬天 下雪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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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在台灣買 但當地有買一些學校的 T-shirt

b. 有帶旗袍 和洋裝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自行保管

金錢存銀行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交換的只有 50 個左右

還有一些旅行的紀念品、學校社團徽章、學校 acdamic 勳章...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紐約 交換學生 雖然只有一天但去了很多地方，是個很不一樣得經驗

美西 交換學生 去超多地方，雖然只有兩個星期，但大家的感情都變得很好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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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社團活動、校隊、志工服務、音樂劇演出…等等。

2. 如學校學分不會承認，選一些特別不一樣的課。例如：英文外的語言課、有些學校有一

些很不一樣的科目，攝影、舞蹈、吉他、搖滾樂歷史、音樂創作、yearbook 製作…等等。

3. 多和轟家、同學聊天。多和其他人聊天可以比較快融入，多了解大家平常做的事、休閒

活動、去看學校的橄欖球賽、籃球賽…各類運動比賽，每個學校學生注意的運動要目都不同。

4. 和轟家一起看電視、電影，有幫助語言的學習和融入家庭。

5. 多和其他不同國家的交換學生聊天，建立好友誼，遇到問題能互相幫助。

6. 訂機位時要注意轉機時間，不太過短。國際機場及國內機場轉機不同，國際機場會需要

比較長的時間，有時候很容易找到但有時候又會找不到。國內機場同航空公司轉機不須太長時

間，但如果是在大機場還是會需要一段時間找登機門。

7. 少用電腦，多和同學、轟家出去走走，不管是教會、運動比賽、逛街還是坐在院子裡聊

天，都是很好的經驗。例如：轟妹打壘球，我常常和轟家一起去轟妹的壘球練習及比賽。大轟

妹是啦啦隊，有時候她會找我去看她在後院練習順便提醒她要喊的口號。轟姐是合唱團的，她

每一次音樂會我都有去，還有一次是音樂劇表演。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

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

張。

這一年的交換的收穫很多，在學校裡也學了很多東西，課程雖然比較簡單，但也學到了許

多英文單字。

比較台灣和美國的教育和升學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大大的影響我對高中畢業後的目標。

有機會會很想回來讀大學，但美國高中生和台灣高中生畢業的情況大大不同，美國高中畢業時

有很多不同的獎學金，幫助他們升學，有些不太注重學業的成績，是因為運動方面的表現很好

而得到全額的獎學金。

印象最深的就是學校的樂團，大家的感情都很好，行進樂、室內樂、爵士樂，每個星期都

很期待星期五的橄欖球賽，不管是主場還是客場，都很好玩，客場時，搭校車去其它學校，大

家在車上聊天、玩遊戲、有人會叫我教他中文、給他們聽中文歌。中場表演結束後，大家後一

起去買東西、回來聊天。

六月的旅行也很難忘，雖然只有短短的兩個星期，大家的感情都變的很好，兩個星期的旅

行，去了很多地方，舊金山、洛杉磯、拉斯維加斯、雷諾…。

I had a great time in the year. Everyone was so nice to me. They all became my friends,

we had fun together. I just got back in Taiwan yesterday, but I miss than already. It

was really weird when I got here, I didn＇t want to speak Chinese. English has got into

me so much. I love this year. It＇s the best year of my life so far.

I think everyone enjoyed having me as well. I would tell me they want to keep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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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ant to lock me in the closet so I would stay there. It has been so awesome in

the year. I became really close with some of the friends.

Exchange program is a really good thing for the youth. It can change a person a

lot. Tt made me change a lot as well, it made me think more.

Thank you for giving the chance to go to the US and learned so much over there,

Rotary.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meeting the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tudying

in a different school system. Though that made me want to stay there to finish my high

sxhool. That＇s not hap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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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黃俊嘉

住址
台北縣中和市 369 巷 156

弄 31 號 4 樓
電話

(02)-2247-0896

派薦地區&社:永和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松山工農高級職業學校

接待社：Monroeville club 派遣國及地址：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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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Peter 老 師 /

政府人員

52/53 否 一姐姐 6個月

第２ Anita/Roger 醫 生 /

搬家公司

48/50 否 兩哥哥，兩

妹妹

2個月半

第３ Eve /Bob 幼教老

師/護士

52/50 否 一哥，一弟

兩姊姊

2個月半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其實當我知道時，我就自己想辦法練習英文，我知道我的英文本來就不是很好，所以我有努

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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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幫助其實還好，一切都有可能發生所以一定要知道誰是可以在第一時間幫你，這

樣你就可以順利的進入狀況，我個人其實很容易進入環境，加上不挑食，一切都很順利。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YEP inbound chair

 Cindy 第一個家庭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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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她女兒就讀大學住在外面，家裡只有我一個小孩，一切都很棒。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匹斯堡的環境優美，沒什麼天災，市區人口約 33 萬人，都會區約 240 萬人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只有第二個家庭，的房間是我接待哥哥的，每次他回來都要去睡地下室，我很不好意思。其

它接待家庭都沒什麼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瘦了 2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每天吃完飯都有幫忙做家務事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和接待父母親講話最多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茶葉，烏龍茶都是台灣的名產，他們都很喜歡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其實我還好，但有時候會想家時就跟同學聊聊她們都會安慰我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第一個接待媽媽幫忙，兩人討論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法文、英文、AP 微積分、美術、管樂、JAZZ、生物。我最喜歡美術和音樂課很輕鬆可以交

到好朋友，最不喜歡生物課，專有名詞太長了很難記熟。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的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我因為有很多朋友幫我所以我很快就上軌道了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搭校車 時間是 AM 6:50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吃學校$2.1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AM 7:10 to PM 2:15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耶，都是在學校學或同學指導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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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籃球隊一周大約 4小時，不用花費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沒有因為我剛好要升大學所以沒有計算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我經常和顧問、家庭或我的好朋友們出去玩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去的第三天就交到好朋友一直到現在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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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要入境隨俗，不要太堅持自己的原則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Monroeville club

扶輪社會員數：12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Edgewood country club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PM 12:00~PM 2:1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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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

例會？情形如何？

一年總共只有參加 4次，其實很好玩，因為大家都很好奇我們的國家，我自我介紹時很精彩，

大家都鼓掌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是$75 元，規定都是一樣的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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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次都是用 powerpoint 大家都笑得合不容嘴，都覺得台灣很棒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大陸和台灣是用同一種語言嗎?這真的很難解釋清楚，他們覺得台灣比較文明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我們有去華盛頓參加交換學生會議，及扶輪社列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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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人在我們這地區只有 10 人其實真的不多。但扶輪服務做得很好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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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在聖誕節帶我們走一圈 downtown 走得腳很酸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零用金給的比較多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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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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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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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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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Language

多和同學聊天。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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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喜歡我我很受歡迎，我們學校很大幾乎高年級生沒人不知道我是誰。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正常

39.當地氣候？

幾乎和台灣一樣但冬天會下雪有點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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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台灣準備好，但我是高年級所以需要西裝、皮鞋、領帶、燕尾服、等等就需要當地買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機票我都自行保管，緊急零用金是主委保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約 50 枚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去華盛頓、南卡、紐約(Big apple)，我覺得紐約最好玩，很多景點可以玩，我喜歡中央公

園和中國城，紐約我是和第三接待家庭去的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常跟顧問溝通

多幫接待家庭做家事

新事物多去嘗試

微笑很重要

對人要友善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

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A4紙張。

我懂得如何交朋友，而不是交一堆沒有幫助的損友，我在這裡了解到很多事情，如何自主，

如何排解壓力，如何接受別人，如何表達自己的意見，如何感受別人的心情，如何在人群中凸顯

自己，但凸顯自己不是自誇，而是多做事少說話。我很感激父母親給我的未來帶來希望，我也很

感謝扶輪社給我這個機會。我在這裡認識很多好朋友，雖然都是以女生居多但我超級感謝她們，

沒有她們我真的還不知道我自己還會繼續迷茫多久，有了她們我懂了，交朋友是無比重要，好朋

友終生受用，壞朋友會害你一生，不要因為了要連絡感情，而搞得讓自己很難做人，我在這懂得

選擇，不是說交一堆就好，要一位知心好友比登天還難，當你找到一位知心絕對不要放手，回想

起以前的我，做人太好到處幫別人而耽誤自己，現在我想通，千萬不要讓朋友耽誤到你，朋友只

是你的幫手，不值得你去浪費時間，年輕還是懵懂小孩，一直不懂自己在做什麼，等你的心智慢

慢成熟後你會知道父母的指導都是在幫你，只是自己無法接受而已，現在的我還是會因為情緒而

和父母吵架但我敢說，現在的我懂的道歉和接受，我的母親是一位嚴格的慈母，雖然我常常無法

接受她的意見，但是在這一年我自己反覆思考，我發現我的母親是對的，我很愛她，雖然我的想

法不被採用但我還是知道一切是為了未來的前途而選擇，我只好努力，我希望我可以在我自己的

規劃中走出一片天讓我的家人，以我為傲。

我在美國的好朋友們都是女生，所以我覺得跟女生待久了我的 EQ 有點變高了，這是我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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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報導的但不知道準不準，但我知道她們讓我感覺到我從未有的溫馨，經常邀請我去家裡晚餐或

參加萬聖節，我超愛她們尤其是她們的父母們對我照顧有加，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說才好，但當

我要離開時，真的我快要哭了，我強忍著淚水離開，我超級想她們的，我有說我會回去看她們，

她們真的就像我的家人，我希望我們的友誼是無限，我愛她們 Bethany Ashely lizzy Bridgett

and 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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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莊君瑋 住址
台北縣永和市民權路

82 號 13 樓
電話

(02)8668-9037

派薦社：台北永和社 原就讀學校：東山高中

接待社：Winter Garden & Ocoee 派遣國及地址： Florida,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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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Campbell

retirement

home

business

41 是 Husband &

2 kids

6 months

第２ Dallas

DeFee

no 56 是 無 3 months

第３ Marilea

North

Work in

 Disney

47 是 Husband &

4 kids

2 months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我很幸運我排到我想要的國家，再去美國之前我有接待一個美國的交換學生，常常

找他練習英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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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經驗都很值得學習、參考，可是很多事還是要親自體驗才會知道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My first host family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他們很親切，可是我很緊張，都不知道要說什麼

只是跟他們說我會幫忙做所有家事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Florida 人口有一千八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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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獨自的房間，還蠻不錯的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還蠻習慣的，常常吃培根、沙拉或漢堡之類的

胖了兩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有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多是 host mother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Host mother 收到茶很高興

Host father 還蠻喜歡我送的海苔

Host brother & sister 喜歡我給的糖果和國旗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想家人，不過假日偶爾視訊一下，就沒問題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自己找課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我最喜歡體育課，見識到國外人驚人的運動能力，而且又很輕鬆

不喜歡美國歷史，單字不簡單而且要花很多時間去記美國的事件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除了英文，其他都大致一樣[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大約 4個月左右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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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公車

6:40am

2:15pm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大都從家裡帶，偶而會在學校買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15AM~2:05PM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學校提供 ESOL class 給像我們這種外學生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只會承認英文的部分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沒有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第一見面就覺得對方很有趣

很快地就是好朋友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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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問別人問題，很多人都會很樂意幫忙，對自己也很有幫助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winter garden

扶輪社會員數：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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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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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美元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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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機會演講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大都誤認為泰國，不過知道的人都很希望我幫他們寫中文名字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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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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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參加過一次，主要是教導如何程如何成為領導人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的美食比較多，吃的準備比較好

不過我沒看到當地社員喝酒喝得爛醉

大概是因為每個人都是開車來的吧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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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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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附近都沒有商店，想去還要請別人開車

跟大家做好朋友這樣別人都喜歡在你去玩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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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的朋友最多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直都很健康

39.當地氣候？

很熱，基本上跟台灣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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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爾會下一些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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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天氣台灣很像，所以我也沒特別買什麼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顧問幫忙保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不知道耶，希望有每個國家的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跟全佛羅里達的交換學生去過 Disney world, Sea Camp & West Coast of America

每個都是令人難忘的旅行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不要太緊張，放輕鬆，大家都很注重你，所以你緊張大家都會跟著緊張

2.一開始亂講講不好沒關西，對以後幫助很大

3.不要討厭任何人，跟每個人做朋友表示善意

4.盡量不要違反規定，好處沒那麼多

5.享受這一年吧!你會覺得人生很美好喔!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另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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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梁容瑄 住址
臺北縣新莊市自

立街 174 巷 2 弄 2 號
電話

89927878

派薦地區&社：D3480 中和東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金陵女中國中部

接待社：Pau Bearn 派遣國及地址：法國 19 rue du Baron Jacobi

64230 lescar ,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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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an-Luc

Abert

商業金融 45 是 老婆

一男一女

9個月

第２ Jean

Daudignon

律師 45 是 老婆

兩女

一個月

(五~六)

第３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因為有基測，所以在出國前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學法文，所以我剛去法國時只會幾

句打招呼，之後就只能靠在那邊努力學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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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ex 的經驗，都沒在我身上發生過，我想分享經驗只是當作參考，其實每個

人所經歷的都不太一樣，剛開始我深信 Rotex 所敘述的法國，但其實親身經歷後才知道

完全不一樣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因為我媽幫我辦機場的專人協助轉機，因為我是被分配到法國的最南部，只

有我一個人在那裡，沒人跟我一起轉機，加上我又只有 15 歲，所以都有人在一旁陪我

4.誰到機場接你？

接待家庭還有社長,顧問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他們人都很好，很像我真正的家人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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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是有一些問題，因為那原本是哄妹的房間，然後他還有一些東西放在那裡，所

以都會在我不在時進去翻，我是不太喜歡這種感覺，我是覺得我在時他進來沒關係，但

這還好，他每次翻完都不會放回原位，所以每次我回家時都會看到房間被翻的亂亂的，

老實說真的會很火大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問題，胖了快10公斤吧!已經到法國了不用care身材啦!!法國料理很難吃到的哩!

9.幫忙做家事嗎？

有，但是他們都很客氣，每次都不要我幫忙，有時甚至還會很嚴肅的叫我不用幫，

感覺很像是我會越幫越忙一樣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轟媽，我覺得在接待家庭中跟我感情最好的是轟媽，因為轟爸常在家，所以習慣什

麼事都問轟媽了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唐裝還不錯，還有中國式小包包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剛開始去完全不會想家，但是到後來跟轟家一起出去時，看到轟妹勾著轟媽的手逛

街，就會突然想起我媽，但其實我不會真的很想家，沒有嚴重到需要做什麼克服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沒選課

我去之前轟媽已經幫我選好了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歷史、地理、法文、英文、數學、體育、西班牙文、生物、理化

我做喜歡數學，因為我們班是文組，所以大家數學都不太行，所以我常常是班上的第一

名!! 最不喜歡西班牙文，我個人是很喜歡西班牙文，但是課堂我就不太喜歡了，因為大

家都已經學了 8年的西班牙文，我完全聽不懂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剛開始是一樣的，但是因為那時我還不會法文，所以上課對我來說很難，所以老師

們就討論要幫我多加個人法文課，還有跟另外依個班一起上英文課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7個月後巴!因為真的太難了，對我這個沒有法文基礎的人來說，是到最後法文還 OK

才開始進入狀況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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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家庭會開車載我去，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吃學校餐廳，都是扶輪社在開學前已經先付過了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星期一早上 8:30~下午 4:30 ，星期二早上 10:30~下午 5:30(中間 12:30~4:30 都沒

課) 星期三早上9:30~12:30 ，星期四早上10:30~下午3:30，星期五早上9:00~下午2:30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學校有排法文跟老師ㄧ對一教學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之前有參加健身房，不固定時間，一個月 60 歐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知道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環西班牙還有環歐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我會開始說法文時才變成好友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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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是天主教，大家都很崇拜聖母瑪利亞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Pau B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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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二晚上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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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只參加過 5 次吧，因為我接待家庭的哥哥也當交換學生去澳洲，出國前也有參加扶

輪社例會，轟爸知道很無聊(因為不能帶小孩和老婆)，而且全部都是ㄚ公級的，所以我

轟爸每次都不根我說就自己去了，他說他知道我去會很無聊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65 歐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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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次在社長交接的集會上(沒用 power point)，其實我法國這裡的扶輪社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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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的差很多，其實介紹台灣還是我自己提出來的，原本他們跟我說沒時間給我介紹，加

上又沒有投影機，但卻再社長交接的前一天叫我要演講，當時真的還蠻火大的，但是我

還是去演講了，大家都一直笑(因為都是ㄚ公阿嬤級的，所以他們會覺得我用的單字很可

愛!) P.S 我講法文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都會問我們吃不吃狗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次地區活動，都在地區裡的不同城市，有爬山的有去海邊的….

跟交換學生都處的不錯，所以都很開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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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時我扶輪社有到一間店去服務，我們去幫客人包裝聖誕禮物，是一個很好的

回憶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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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的比法國的用心多了!!!!!!!(發自內心)

應該是說比我的扶輪社負責任很多很多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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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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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可能是飲食吧，它們有時水果會跟肉一起吃(把水果用成鹹的)，剛開始覺得很奇怪

也覺得很噁心，但是吃久後就習慣拉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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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都很好

39.當地氣候？

今年比較奇怪，特別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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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有準備也有在那裡買，其實出國前都覺得會有舞會，所以就要買小禮服那些的，

但是其實法國沒有那種穿小禮服的舞會，只有像夜店那種很 high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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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我沒有特意保管欸，就放在抽屜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多到數不清 lol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有環歐，和交換學生(地區辦的)，我最喜歡義大利!!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法國吃飯很快

2.法國人不浪漫

3.衣錠要想辦法去巴黎，不要像我一樣後悔

4.有時覺得法國人很討厭是正常的

5.很多人不知道台灣，不過沒關係，介紹給他們就好了，可能有時他們會酸你是亞

洲人或者酸你來自無名的國家，你只要當他們沒常識就好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我很開心我比同年級的人多了一年的外國經驗，我相信經過這一年，我的思想、處

理方式。。。也都成熟了許多，而且也有法國的家庭，這是我最大的收穫，我真的好愛

好愛我法國的家庭，我有兩個家庭，第一接待家庭我住了９個月，所以就真的跟我真正

的家庭一樣！然後我會講法文了，但我想我以後不會專研法文，我還是會繼續去補法文，

但是我未來的工作不會是專研法文的，我只希望我多學的這個語言，只是我未來的一個

工具而已，我不會只往法文這一路，我不想要以後只有法文這個專長而已，所以多學法

文也是很值得的！很多人都會問我＂台灣吃狗嗎？＂我都會說＂對啊！很好吃！！＂這

時大家就會開始尖叫說我們噁心，但後來我就會說＂我亂講的拉！吃狗的是中國，而我

們台灣超愛狗的怎麼可能吃呢！＂而很多人介紹我都說我是中國人，我都會馬上說＂我

是台灣人＂，我記得剛開始，我第一個轟爸以為台灣日本泰國是在一起的，也有人認為

台灣是中國裡的一個城市，真的會讓我很無言，但是我還是說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島，剛

開始我很介意大家都不認識台灣，不過後來我覺得，步認識台灣沒關係，因為這就是我

這次交換的重要工作＂介紹台灣＂，就是要我介紹才要讓大家知道台灣是一塊多麼美麗

的寶島，而我很多朋友都說來亞洲旅行的話，一定會先到台灣找我（不過要等他們錢存

夠），我最難忘的是再學校的最後一天，全班為了我哭，也有幾個交換學生到我的城市找

我（因為我是住在法國最南邊，所以我都是自己一個人，而不常跟交換學生有交流），真

的跟那些交換學生過了很開心的假日，而在我要回來的那天，有１０幾個同學來幫我送

機，我很感動，而那天我要進登機門時，跟大家擁抱，也跟轟媽抱著大哭，那是我第一

次跟轟媽擁抱但也是最難忘的一次，我們兩個抱著大哭好久，跟轟阿罵也是，我很開心

可以到這個家庭，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像轟爸媽出去都會說自己多了一個台灣女兒，

我真的真的覺得很慶幸，我超級愛他們！！

我回國的這個禮拜，接待家庭也一直跟我聯絡（一個禮拜大約一直找我三、四次），

一直要我跟他們保持聯絡還有寄生活照那些給他們，像我哥哥四年前也有去美國當交換

學生，但她陷在好像跟他三個接待家庭也沒在聯絡了，所以我真的很開心我的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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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關心我，剛開始我覺得很後悔選法國，第一、我覺得美國人比法國人熱情友善，第

二、我覺得英文比法文重要，第三、我覺得我很不幸運，因為我只有一個接待家庭，加

上又是被分配到法國最南端，甚至連巴黎也沒逛過。但是沒想到我現在真的一點都不後

悔！我有一個最棒的接待家庭、最棒的城市、最棒的朋友們！我非常開心能有這次的交

換計畫，我也從中體驗過很多很酷的事情！！！ｖｉｖｅ 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 ！！

法國萬歲！！！！！我愛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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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陳為熒 Kimberly 住址
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

2段 25 號 7F
電話

27077901

派薦地區&社：D6380 中和東區扶輪社 原 就 讀 學 校 ： Chatham-Kent Secondary

School(CKSS)

接待社：Chatham-Sunrise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 CANADA,ON,CHATHAM

Host 1:48,Christina Place,Chatham,ON,N7L 5K4

Host 2:136 Valley Road,Chatham,ON,N7L 5L4

Host 3:7160 Grand River Line,Chatham,ON,N7M

5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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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da&Doug

Goldsmith

花店老闆&

警察

50 以

上 有

孫子

yes 2( 兒子女

兒住外面)

8/21-11/20

2/5-3/11

第２ Jackie&Denis

Bray

銀行人員&

瓦斯抄表員

50 以

上 有

孫子

yes 2( 兒子女

兒住外面)

11/21-2/4

3/12-3/31

第３ Wendy&Keith

Hindmarsh

醫生&廚師 50 左

右

yes 4(4 隻貓 1

隻狗)

4/1-7/16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多背英文單字

-有總比沒有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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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心理準備以後會遇到哪種環境,也可以參考他們的經驗,出國後比較知道要怎麼做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還好,第一次自己坐飛機,也不知道要如何轉機,但幸好有個台灣人也是到東京轉機,所以

她跟我說要怎麼做,但整架飛機在等我一個人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家庭的轟媽跟轟姐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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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好大的房子 and 終於到加拿大了,好累…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一個小鎮,很多樹,好大的房子,人都很 nice,好漂亮…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我自己一間,沒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剛開始有拉肚子,胖了 12 磅

9.幫忙做家事嗎？

-有,常常

-但轟家都沒要求我要做…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第一轟家是轟媽

-第二轟家是轟爸媽

-第三轟家是轟爸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茶壺和筷子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會,但會想台灣的食物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選的轟媽給我建議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上學期-數學 地理 體育 電腦

下學期-數學 會計 法文 西班牙文

我喜歡數學 地理 體育 電腦 法文 西班牙文

因為數學很簡單寫完題目後還可以去教同學這樣比較容易交到朋友,而且還可以練英文

因為地理上的大部分是基礎國中時就過了所以可以練英文(轟媽說英文課會太難所以叫我選

這類學英文)

因為體育不用整天坐在教室所以很容易交到朋友而且也可以嘗試不同的運動

因為電腦需要分組做作業而且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因為法文老師很 nice,而且也可以學第三種語言

因為西班牙文老師是社員所以可以問他一些他當年做交換學生的事情,而且又可以認識許多

說西班牙文的國家

我不喜歡會計

因為會計老師講話超快,又有許多專有名詞,而且也很難,所以不太喜歡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差不多,有些科目太難會跟低一年級的學生一起,有些太簡單就會跟高一年級的學生一起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1 星期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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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轟家-顧問開車送我上學,走 30 分鐘回家

-第二轟家-走路 15 分鐘上下學

-第三轟家-坐校車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帶三明治,水果,果汁(整年都吃一樣的,因為方便…)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00am-2:20pm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常跟顧問出去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因為體育太爛考試過不了進不去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知道,應該不會吧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eastern trip and western trip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大約一個月後吧就成為很好的朋友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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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參加社團吧

-宗教的話如果允許就盡量跟他們一起去教堂或啥的,盡量參予他們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Chatham-Sunrise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4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某家餐廳(自助餐那種)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二早上 7:30-9:0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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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

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扶輪社例會我是轟爸媽去我就去,一開始是每星期會去但第三個轟家不常去

-他們都在討論要如何賺錢或其他活動,也會跟大家分享上星期快樂的事,也有一些小遊戲,

每次例會都有人來演講

-我們地區不是每個月都有例會但我每次都有去參加,除了 RYLA

-每次大家都玩的很開心而且每個人的英文都一直在進步,而且我也學了一些不同國的語言,

反正就是很完美啦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加幣 125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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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pt(放照片在一一作介紹),問了很多問題,很多都關於我們的學校.家庭.食物.歷

史…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學校,家庭,食物,歷史,和大陸的關係,和泰國的差別,交通…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例會是在每個星期二早上,每次都會有人來演講,討論接下來的活動,也會玩些小遊戲,還有

那個先給錢再跟大家分享上星期令你開心的事…… 而會議呢,我們不一定每個月都有一次,

但每次和其他交換學生在一起時,都玩的很開心,我還發現大家的英文都進步好多,也變得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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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見面時不一樣…… 每次的會議,地區都讓我們玩的很開心,但每次都要睡地板…雖然大部

分的人都熬夜聊天,但地板真得太硬了啦!!!

反正整個就是很好玩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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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多有一次聚會,這是我們第一次聚會,我們互相交換名片和徽章,社員在旁邊處理我們的

資料,過了這次聚會我將會跟大家越來越熟.

十月底十一月初,是萬聖節 party,我們打扮後去要糖果,還有做南瓜燈籠…

十二月多,是聖誕節 party,我們去溜冰,玉米田(迷宮),還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一月多,我們有 curling party,這是我第一次去 curling 和溜冰,curling 滿無聊的但溜冰不

錯玩

四月底五月初,我們有 District Conference,我們要上台在很多在我們地區社理的社員前演

講,說些在這發生的趣事,自己改變的地方,派遣社和接待社不同的地方,派遣國和接待國的

差別,學到的東西……還有其他好玩的遊戲

五月,我們有跟日本來的交換學生團(成人)吃飯,但沒有很多交換學生去,因為不在假日,而

且是在加拿大辦的。在五月還有辦 RYLA 但我沒去……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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ㄟ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對我來說兩邊交換學生的人數差很多,而且我是美加地區的,所以每次聚在一起都是一次美

國一次加拿大,這樣可以到更多不同的地方…在台灣我的派遣社一年會有幾次爐邊會或啥的

讓大家聚在一起吃飯但我的接待社就沒有,但我的接待社有比較多的活動,像是要賺社費我

們是去賣 BINGO,每個社員都會輪到所以我會跟不同的人去那邊幫忙,就比較容易認識大家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01 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01 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01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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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我適應超好的,從沒homesick過,但感到困難的是英文,因為在台灣都只學聽.寫.讀,所以一

開始講得不好,但幾天後就好多了,有時單字看不懂就東問轟家少用翻譯機因為太常用翻譯

機的話英文是不會進步的,所以要多問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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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地區只有 11 人,所以大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在學校,也交到很多,也有從轟家那邊認

識的朋友,我現在還有跟他們聯絡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剛到時常拉肚子,感冒 2次,回來前也常拉肚子

39.當地氣候？

-冬天對我來說很冷(可能剛到還沒習慣),有下雪,不常下雨,但今年夏天超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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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恤+牛仔褲,有在當地買其他衣服(裙子.外套…)

-我覺得其實不用準備特別服裝,因為我根本沒用到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他們要我自己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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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跟自己地區的,eastern trip and western trip)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去過多倫多,尼加瓜瀑布,渥太華,密西根…都跟轟家去的

-我跟三轟家去多倫多看 blue-jay 的球賽(其實我們沒去很多地方,但跟他們一起去,再無聊

的地方也會變得很有趣),我還跟他們去密西根的 cabin,我們去游泳,爬山,坐小火車,開車在

路上找鹿或其他小動物……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帶個翻譯機,在前一兩個月用,第三個月後就不要用,這樣可以學比較多東西

-放學後或假日,如果轟家沒活動,多跟同學出去

-多參加社團

-在開車時,多跟轟家聊天或問問題

-不要整天待在房間不出來

-自動自發的幫忙做家事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

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

於 A4 紙張。

去加拿大前我本來是討厭英文的,但回來後就超愛英文的還想要把英文學得更好…

想想我剛到的第一天時,我是英文加中文口頭禪的過了一天,因為台灣的英文是著重在聽,讀

跟寫。過了大約一個星期吧,我就可以講完整的句子了只是很多單字都不會,所以我那時很依

賴翻譯機,而外國人也覺的翻譯機很酷!!但後來翻譯機被我摔爛了,而我也是從那時開始,英

文進步神速,因為之前太依賴翻譯機了所以很多單字都沒認真的在記他的解釋。

在這交換學生的一年裡我變得比較不內向,上台講話比較不緊張,英文變好,變得比較會打

扮,交到更多朋友,有了更多的家庭.家人,認識更多社員,學的各種語言……,但最重要的是,

我不怕狗了!!!收獲.改變一大堆,數也數不清。

經過這一年的交換生涯,讓我更想到外國讀書,學習更多東西,尤其是英文,以前我非常的討

厭英文,現在想起來就很好笑…之前我的志願都填歐洲國家,好險都沒考上而被分到美加地

區,因為這樣讓我愛上了英文,雖然不能說是一級棒,但我現在卻比以前更敢講了,而且也變

了很多,連以前國中的老師都說我改變超大的。

在那邊,大家都對台灣的歷史,節日,家庭,食物,法律(像幾歲後可以幹嘛)和學校很有興趣,

同學們都覺得為啥台灣上課的時間要那麼長,還要去補習班,都沒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和

和家人在一起培養感情…,因為在加拿大,很早就放學了,放學後他們不是去打工就是

hanging out,再不然就是和家人在一起,所以他們跟家人的感情超級好的。

我轟家有帶我去密西根的Loon Lake,到他們的cabin過周末,超讚的說,剛到那邊我們很辛苦

的打掃,超多灰塵跟蜘蛛網的。晚餐後因為沒電視所以我們在玩 UNO,玩到很晚才去睡覺。第

二天我們去湖邊游泳,不錯玩但因為我不是很會游所以沒真的下水。在 cabin 沒有很多熱水,

所以我們全家人三天都沒洗澡洗頭,對我來說很痛苦,但對我兩個可愛的轟弟來說簡直是輕

而易舉,因為他們都超過一個禮拜沒洗澡了而每次洗澡都要轟爸媽三催四請的,洗一次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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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五分鐘…,我們還有去爬山,但要回家時轟爸找不到路,所以又要走更多路了…到cabin時,

大家都累壞了。最後一天我們還去坐小火車,看一些＂假＂的小動物,還不錯。轟爸還帶我們

全家開車去找小動物,在路上我看到好幾隻鹿,松鼠跟臭鼬,很好玩,還有一次在開車的途中

有隻鹿從旁邊衝出來害轟爸差點撞到。

還有還有,有次學校的P.A.DAY我去幫轟爸工作(轟爸是廚師),哇賽,真的是超累的,不僅是前

要把需要的東西搬進會場,還要在家準備好食物再開車載去工作的地方,全弄好後還要再旁

邊介紹這道菜是啥是啥,等他們吃完後還要收盤子和刀叉,又要清理會場,回家後還要洗碗洗

餐具……一大堆事要忙,而且還站了至少六小時

要回國前一星期,我和朋友,老師,顧問和前幾個轟家約出去吃飯,結果每次都去同一家,可能

因為大家都喜歡那家餐廳吧,我從星期一到四,每次出去吃飯都去 Rice and Noodle,那是一家

泰國菜,事很好事但每天吃就有點太…了。星期五,是我要離開的日子,轟爸跟轟弟帶我去機

場,雖然很難過但我都沒哭,還很開心得跟他們親親說掰掰,轟媽還打電話告訴我說,不管幾

年後,這個家永遠歡迎你,我聽了真的是好感動ㄟ,這是我唯一一個轟家讓我有家的感覺,還

讓我覺得我真的是她們得一份子,真得很開心我可去加拿大做交換學生,還住在他們家,謝謝

所有的扶輪社和社員,讓我有了這麼一個美好的一年,I＇ll never forge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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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江友芳 住址
台北縣新店市華

城二路二巷 8弄 1號
電話

02-2216-1246

派薦地區&社：雙和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新店高中

接待社：RC Rosenheim & Rosenheim

Innstadt

派遣國及地址：德國

Ganghoferstr.20.83059.Kolbermoor.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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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ller 太陽能電子

業

54 否 H 爸媽姐 2009/08~2009/12

第２ Tomschiczek 魚店 47 否 H 爸媽姐妹

弟

2009/12~2010/04

第３ Roppelt 地板磁磚 45 否 H 爸媽姐妹 2010/04~2010/07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在公佈國家以後，我就上網搜尋關於德文的學習機構，剛好在德國文化中心有從三月底

開始的初級德文班，所以就從三月底上到大約八月初、將近五個月的德文，本來的第一二志

願是丹麥和澳洲，但是在公佈國家之後覺得其實德國感覺比這兩個國家好，學習了德文和德

國的文化也覺得越來越期待到德國去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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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這樣的活動很好，可以更加了解自己要去的國家，也可以了解其他國家不同的

文化，也可從中取得些不同的態度和想法，ROTEX 也會分享些國外趣事。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很順利地出關了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 H家，H爸 H媽 H姐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天啊!?我真的要住在這裡嗎!?好大好漂亮阿!H 媽有自己的藝術工作室，屋頂上都是太陽

能板，離 H家不遠處飄來陣陣農田味，不時還有牛在叫，一望無際的草原，這就是巴伐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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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D1840，德國上巴伐利亞地區，邦首都為慕尼黑，我住在慕尼黑和薩爾茲堡(奧地利)中

間的 Rosenheim，巴伐利亞邦為德國最美麗的邦，更以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二世的三座夢

幻城堡聞名，吸引不少來自全世界的遊客，巴伐利亞的南方就是奧地利，越往南方就越多山，

Rosenheim 是個小城，但也算是上巴伐利亞的交通樞紐之一，人口大概為 248.819(包含

Rosenheim 市)，除了較靠近城市的地方外，其他地區都以農牧業為主，即是一望無際的草原

與動物，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沒問題，基本上都是吃麵包，胖了大概六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有，掃地、拖地、擺放餐桌、收放洗碗機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部分都是跟 H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扇子，酒瓶衣，茶，杯墊，明信片，燈籠，束口袋，小吊飾，掛飾……等

他們還滿喜歡酒瓶衣和扇子的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一開始並沒有，因為覺得一切都很新奇，但是到了大概 5~6 個月，就會覺得有點想家，

越快到離開的時候，就越想快點回到原來在台灣的生活，之後想想來德國的目的和長久以來

的準備，就會變的想要更成功!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讀十年級並沒有選課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德文、英文、拉丁文、數學、化學、物理、生物、經濟、歷史、地理、政治、哲學、音

樂、美術、體育

喜歡:美術，因為不太需要複雜的語言溝通認知能力

不喜歡:拉丁文，因為同學們大概都有四年的拉丁文基礎，而我都聽不懂

地理，有時真的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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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大概 5~6 個月之後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 H家時:騎腳踏車，大約 20 分鐘

第二 H家時:搭火車，大概 10 分鐘，再從火車站徒步至學校總計大約二十幾分鐘

第三 H家時:搭公車，大約 20 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第一 H家時:回家跟 H媽 H姐一起吃

第二 H家時:回魚店吃

第三 H家時: 有時吃學校餐廳最便宜大概 2.5 歐，換算台幣約為 100

有時吃麵包，看情況而定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從 08:45~12:35，只有星期一是從 08:45~15:45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在德國有所謂的社區大學，裡面有提供給外國人上的德語課程，教材我自費，但是

課程費用是由我的接待社提供，是我自己想要去上的，因為德文需要多一些時間練習和習慣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社區大學的德文老師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我參加管絃樂和弦樂團，管絃樂一個半小時，弦樂一小時

不用花費，因為我的學校是音樂學校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一起去參觀 Rosenheim

和管絃樂團一起為了春天音樂會而外出集訓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應該算有，一開始要到班級去的時候就遇到一位同學，教務主任之後就讓她帶我去班

上，之後就常常跟她們一團，有時會跟我解釋些我不懂的地方，也邀我一起去慕尼黑逛街，

我也和她們是同個管弦樂團，再婐離開學校的最後一天，還做了個全班+老師簽名的本子、烤

了蛋糕跟全班一起吃……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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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不懂沒關係，也不用太沮喪，表現出「即使看不懂黑板到底在寫什麼，但是我還

是真的很努力的想去了解!!」的學習意願，有不懂就可以問，相信大家都會很樂意幫助你，

大家都喜歡認真的學生，不會怕搶了別人的鋒頭，建議多多參加社團或課外活動，說不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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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認識些其他的同學。

宗教，在巴伐利亞地區大部分的人都是信奉天主教，也因為如此，所以巴伐利亞有關天

主教的假期比德國的其他邦多，但就我來看，並沒有每個禮拜日都去教堂的那麼謹慎，大概

都是在重大節日，如聖誕節、復活節……之類的，才會到教堂去做特別禮拜，在學校有科目

有分成「天主教」「基督教」「哲學」，而我是被編到哲學，我本身並沒有特別信仰，常常他們

都會問我信仰什麼，宗教對他們來講算是生活中滿重要的一部分。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C Rosenheim/ Rosenheim Innstadt

扶輪社會員數：各 35 左右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Wirtshaus zum Johann Auer/Landgasthof  Happinger Hof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五下午/星期一晚上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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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

次例會？情形如何？

三次，滿緊張的，因為有兩次都是站在講臺前，眾目睽睽之下，用德文自我介紹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80 歐, Guarantee Form 上寫德國的零用機大約為 50~75 歐之間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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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 Rosenheim 社，一次在 Rosenheim Innstadt 社，不過是自我介紹，或著

是講在德國的生活經驗，跟台灣有什麼文化差異之類的。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都問在台灣是吃哪些食物、是不是都用筷子吃飯，為什麼筷子夾的米食、說哪種語言、

在台灣的氣候如何……之類的。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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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坐在餐廳裡，有時有投影幕，一開始由社長說些開場詞，介紹來賓，

之後開始那天節目內容，通常都是場演講，講完之後可由社員對演講內容自由發問

交換學生:地區大概每一個月都會有個週末團聚，會在不同的城市舉行，大概都是要搭

火車才能到的地方，幾乎每次坐都是坐一小時以上，在十一月時有一星期的「柏林首都之旅」

由三位 ROTEX 帶我們到柏林和波茨坦遊歷，聖誕週末時有個德文考試，考試成績會交由地區

公布給各接待社，三月中到四月初有三星期的「環德」，從慕尼黑出發，東南、中部、北部、

西部、西南部……之後再回到慕尼黑，五月底是地區年會，今年剛好是在 Rosenheim 舉行，

六月底就是我們 Inbound 最後一次的聚會了……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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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印象

我的接待社沒如臺灣的扶輪社那麼活躍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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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九次

每次的聚會都有個主題

九月:歡迎週末(不過那時我人正跟 H家度假而沒去)

十月:小屋週末:大家在新環境一個月，有什麼問題可以大家一起討論解決，也可以和其



124

他 Inbound 多多認識

十一月:柏林首都之旅:一星期的柏林+波茨坦之旅，柏林為德國的首都，更為歷史文化

城市，經歷二戰後的同盟軍的佔領與分裂，更因冷戰而出現了「柏林圍牆」，到底該如何面對

過去，面對過錯……

波茨坦:普魯士的腓特列大帝蓋的眾宮殿

十二月:聖誕週末:遊歷聖誕市集，德文考試

一月:滑雪週末

二月:Inbound & Outbound 聚會，地區的 Outbound 知道了派遣國家，可以跟 Inbound

談話多了解派遣國家的情況

三月中:環德

五月:地區年會: Inbound & Outbound 要上台表演，Outbound 要表演有關即將派遣出國

的小短劇，Inbound 要有關國家文化特色的表演

六月:再見周末: Inbound & Outbound 的最後一次見面，Inbound 們頒發結業證書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在台灣的扶輪社，因為通常接待家庭就是扶輪社社員，所以有些事情或著是同意書之類

的會幫交換學生弄得好好的，不過在這裡，通常接待家庭都不是扶輪社社員，所以很多事情

都要自己或著是接待家庭去弄，有的時候接待家庭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時常要自己去找顧

問商量。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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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我是在 D1840 唯一的台灣人，在 Rosenheim 也只有我一個交換學生，在學校也是，在

Rosenheim 很少亞洲面孔，所以有時在路上走別人都會看來看去，覺得稀奇，有時還會低頭

竊竊私語，不過久了就適應了，在地區 YEP 聚會時，大都是來自美洲國家地區的 Inbound，

一開始他們都一直在講他們的母語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英文，根本插不上話，感覺毫無容

身之地，漸漸的大家有了些德文基礎後，就會開始用德文聊起天，而我也就比較能和他們講

話聊天了……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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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有個日本女生，我們式唯二的東亞組，一開始我們只能用德英混雜溝通，之後

就都用德文溝通，其他的 YEP 從南美洲或美國來的，常常都是用自己的母語跟別人溝通聊天，

我們都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所以常常一起行動。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大致來講還好

除了從地區辦的柏林之旅(十一月)回到 Rosenheim 的隔天，開始嚴重高燒不退，之後去

了醫院被檢驗出是 H1N1 新型流感，導致整個十一月都無法去上課

39.當地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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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炎熱。正中午時可高溫將近至 40℃，但夜晚溫差滿大的，大概可以降到只有十幾度，

大概十二月初時開始下雪，大概到了三月初才停雪，五月及六月為常連續降雨期，幾乎每天

都下著綿綿細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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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穿平常的便服，在台灣就準備好了，不過有些冬衣是在這裡買的

b. 我準備了旗袍，想說可能出席扶輪社例會時穿一下之類的，不過之後旗袍成為我的

正式服裝(聽音樂會用，他們說旗袍很漂亮) ，還有地區年會時表演小提琴時穿的

c. 建議可以帶件正式服裝，聽音樂會或出席重要場合使用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放在貼身包包裡

平常沒用到就放在家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

數不清了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巴伐利亞是觀光大國、而且開車一小時就到奧地利了。

和地區的 Inbound 一起去的三星期的環德，第一次有這樣的長期旅行，雖然很累，但是

這是難得可貴的經驗!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對於派遣國家，語言可先打好基礎，但一開始大都以英文為溝通方式

對於派遣國家，文化上與台灣必定會有差異，所以先搜集些資料了解

對於台灣，要把台灣的基本地理資料熟記，首都台北的人口、面積大概多少

對於台灣，了解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差異，並練習著解釋

對於接待生活，一開始不要害怕說錯，試著練習或著偶爾用英文，相信大家都會很樂意

幫助

對於派遣地區，要先練好能「獨自」表演出「台灣特色」的才藝，地區年會時在眾目睽

睽之下、 再加上搞不好根本沒有伴一起表演，面對龐大的壓力，必須多加熟練。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

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年復一年的，從準備面試，到知道派遣國家的興奮，到一次次的講習會，領到 YEP 夾克，

知道地區，連絡接待家庭，到上機的前一分鐘，回憶起來，一切都是那麼不可思議。

在出國前，對德國有無限的幻想，我就住在首府慕尼黑和奧地利薩爾茲堡中間的

Rosenheim，光是地理位置聽起來就很酷，還有不知道從哪裡聽來，對德國的整體印象就是「整

潔」「秩序」、「紀律」，聽說交通工具都會照時刻表的「幾點幾分」準時到達，真的會有那麼

神奇的國家嗎!?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一探究竟。

巴伐利亞，是德國最大也最特別的邦，基本上文化較偏近奧地利和瑞士的鄉村氣息，

所以較德國的其他地區來的保守，也較安全。每次在觀光簡介上看到的，都是人們穿著巴伐

利亞傳統服飾、喝著一公升啤酒、吃著白香腸或紐節麵包、配上傳統銅管樂……但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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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不是每個巴伐利亞人都過著如「慕尼黑啤酒節」般的糜爛生活。

不久後就是「文化衝擊」部分，確切地說應是「對德國印象大幻滅」! 到了學校廁所

前，一開門，嚇到嘴巴開了好久都關不起來，雖說是很乾淨沒錯，但是門上、牆壁上，全都

是塗鴉，亂畫、偷寫別人壞話的都有，跟日本女生討論之後，她說她在德國的學校廁所也是

這樣，跟德國本地人講，他們聽到後的反應都是笑個沒停，說著：「這的確是德國學校的一大

問題呢……!」也許是因為在德國的學生都不用自己打掃學校吧!

每次去 Inbound 聚會時都必須要搭一小時以上的火車，而都是需要轉車(因為我住的

地方比較偏遠，都要在慕尼黑物轉車)，德國的火車系統非常方便，能自動配好轉車時間與月

台，如果一切都如印象中的「完美準時」的話，每次大概都能平平安安地到達目的地，可惜

天不從人願、地不從人心，剛好每次我搭的火車都會誤點，最長還遇過誤點 20 分鐘，必定會

錯過轉的下一班車，幸好那時我早已明瞭，不要再相信「這裡是交通工具都會準時到達的神

奇國度」，所以提前找了前一小時的班車……

大家都知道，德國以「環保」聞名全球，這點我是絕對贊成，他們的環保是做的很徹

底的，不過最奇怪的是，關於他們的抽菸習慣，不管到哪裡、什麼時候，都是正大光明地拿

菸出來抽，明明大大標示著「禁止抽菸」，但他們還是照抽……

當然這一年並不是只有對德國印象大幻滅之類的，我的學校是音樂學校，我也被編到

了音樂班(因為那時 H媽跟老師講我會小提琴) ，德國對於音樂可是一點都不簡單，也讓我在

音樂課時完全聽不懂老師在講些什麼，全都是專業知識級的樂理，與一般大眾對於音樂課「唱

唱跳跳無語言障礙」的印象大不相同，音樂老師剛好是交響樂團的指揮，所已我就加了交響

樂團，學校每年都會辦「春季音樂會」，大家都會為了這場音樂會而努力，在音樂會前還集訓

了一個星期，從早到晚就只有「練琴」「吃飯」「休息」而已呢!!

通常德國人見到我，第一句會說：「你是從中國來的嗎?」，Inbound 見到我，會說：

「你是從哪裡來的呢?」我的回答都會是：「我是從台灣來的」，他們的回答，大概一致都是：

「台灣是什麼地方?」「台灣在哪裡?」「有台灣這個國家嗎?」，每次我都要很耐心地解釋，不

然就是講出那課本中唸過很多次的歷史，想著想著，讓大家多認識台灣，這美麗的島嶼，就

是我們的責任不是嗎!?

難以想像的，這一年在德國，在巴伐利亞，這全德國在美的邦，原本大家是分散在

世界各地，一個個毫無交集的的點，因為扶輪社的交換學生的計畫，而在這裡相聚，一起體

驗生活，一起分享文化，緣分使我們更能瞭解世界，學到的不僅僅只是坐在書桌前的，而是

對自己有一番新的審視，原來自己以前覺得再正常不過的事，對其他國家的人來說，卻是難

以置信的，例如在台灣的學校生活，他們難以想像整天還要趴桌睡覺還有晚間補習班的生活，

當然也有別的國家覺得在正常不過的事，而我覺得難以置信的。離別擁抱特別沉重，互道再

見說的，再也不是「等下次聚會」了，可能是你的國家，可能是我的國家，可能是其他國家，

或著是無緣再相見，但相信我們都不會忘記，2009~2010 年，我們都曾是扶輪社的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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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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女生、日本女生、我) D1840 再見周末的表演



128

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林欣樺 住址

北市內湖區民群

東路六段 296 巷 42 號

4 樓

電話

0939512966

派薦地區&社：3480 永和東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永春高中

接待社：pohjas helsinki 派遣國及地址：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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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kka

Jaana

不是 轟弟 八月~一月初

第２ Jukka

Minna

不是 轟姐

轟妹轟弟

一月初到六月

底

第３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我一開始在台灣的時候其實並沒有＇學習＇芬蘭語,只有買一個光碟然後聽而已.

我那時候有選芬蘭,所以其實也還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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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還好,但是我到芬蘭機場時跟大家是不同航廈,所以那時候沒有看到扶輪社員,但是

後來有找到.

4.誰到機場接你？

一個扶輪社的人(因為我們有一個交換學生的 Camp)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他們人都很好.他們常常覺得我是小孩子所以都一直常常擔心我,但是我跟他們相處

得很融洽.感覺真的像是一家人.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是到芬蘭的首都赫爾辛基.芬蘭全國只有五百萬人.所以其實在首都的人口也沒有

很多.芬蘭當然就是很多湖,然後樹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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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第一個家庭有,然後跟他們沒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家庭沒有,轟妹同一個房間然後我的床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沙發床,然後其實問

題一大堆.(我後面有寫),我在整個房間的空間就只有一張床還有一個小小的衣櫃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第一個家庭很好.

第二個家庭的時候,他們一個禮拜大概有三次是吃薯條,或是有時候他們根本不煮

飯,然後他們就跟我說因為他們上班很累.然後我是不准用他們的廚房

9.幫忙做家事嗎？

會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第一個家庭的轟爸媽都會

第二個家庭,一開始是跟轟媽但是他完全不聽我講話.他覺得怎樣就是怎一根本沒

有＇商量＇的餘地.所以後來半年我都會直接找顧問商量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茶,鳳梨酥還有一些東西…大致上他們是很喜歡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其實也還好,沒有真的有想家的時候,除了那時候跟我二轟家發生問題.可是我後來

常常跟我顧問去喝咖啡所以也還好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顧問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數學,化學.生物,物理.地理,歷史,西班牙語,神學,健康學.音樂,體育,美術,跳舞,

戲劇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對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好像只有英文可以應付還有其他不用太常用到芬蘭語的科目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公車再換地鐵,20 到 40 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有免費的午餐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是自由選課所以每天都不一樣.但是第一堂課是 8:10 開始然後 4:15 是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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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學校通常都可以選修五種語言,都是學校付費.

我有去上芬蘭語課(在外面找的)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因為芬蘭學校都沒有社團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我沒有拿學分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一次去瑞典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大概要過四五個月之後吧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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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還好,像我兩個家庭都有信教,我有時候也會跟他們去,但是其實我去的

時候也只是想要多認識新朋友.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Pohjos helsinke club

扶輪社會員數：20 人左右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一家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星期一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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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我去大概五次而已吧,我的扶輪社根本不會想到我,豆是我要自己問可不可以去.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摁,60 歐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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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用口頭敘述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生活習慣上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我大概去過扶輪社例會六次

再來就是有一次有一個交換學生的 camp 還有地區年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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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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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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芬蘭的扶輪社根本就不會主動找午餐加任何活動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個月）兩個月

b. 日常生活能相當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個月）五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個月）三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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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月）三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天氣很冷,

因為這年的冬天特別冷,零下 20 度.就只能多穿點衣服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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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不錯

39.當地氣候？

很冷大概零下 20 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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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吧,只要保暖的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放在一個櫃子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個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瑞典,俄羅斯,拉普蘭,丹麥,德國,比利時,荷蘭,法國,摩納哥,奧地利,義大利,

(大部分都是交換學生的旅遊)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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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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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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不太敢相信這一年真的就已經結束了…

剛開始的時候真的是覺得什麼事都很困難,剛到芬蘭的第一個禮拜是一個 camp,認識了全部

在芬蘭的交換學生,但是說實在的,那時候的我英文真的不是很好,所以都不太敢跟別人講話,但是

至少知道了也認識了他們.

在赫爾辛基的第一天,就已經徹底的喜歡上了我第一個轟家,他們人真的是很好很好,可能是

因為其實他們年紀也比較大的關係,他們常常很擔心我,他們常常說因為我只有 16 歲.但是我真的

很喜歡他們因為我在他們家的時候,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而且我覺得那時候跟我轟媽的相處方式

就很像是朋友.真的就像是一個＇家＇.然後之後到了第二個轟家,我整個就是很不喜歡他們,我那

時候必須要跟我轟妹睡一個房間,然後在房間裡我的空間就只有一個小小的沙發床然後還有一個

小小的衣櫃.然後反正我轟姐也常常跟我轟媽說我怎樣,然後我轟媽就會來罵我(就像是我轟家說

我拿他的梳子,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們家梳子放哪裡),反正一大堆事情,我轟媽就覺得他講什麼就

是對的,他說什麼就是什麼,完全沒有討論地方的地方.然後還會常常沒事打電話給我顧問亂講話

打到連我顧問都會問我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我有曾經很努力的嘗試著融入他們,但是他們完完全

全就是把我排除在外.然後之後我有一直試著換家庭但是我顧問就跟我說一句＇我找不到＇然後

就打發我了.所以大概在四月的時候吧,我有曾經差一點想要先回台灣.但是後來好險我覺得留在

那邊,因為雖然我的轟家還是一樣爛,但是我真的有一些很好朋友!

我覺得經過了一年讓我覺得最開心的事情應該是讓我覺得,我教到了一群真的很要好的朋友,

不是只有交換學生而已,還有一些我學校的朋友,最讓我感動的是:在五要回國的時候他們有來機

場送機然後還送了我一件衣服上面有他們的照片!雖然跟芬蘭人交朋友真的花了我很長很長的時

間!因為他們真的是很難熟,但是至少到最後他們也有把我當成他們的一部份!

這一年我覺得我學到最多的東西應該是人跟人之間的相處吧.畢竟我覺得我遇到的人很多個

性都不太一樣,舉例來說就像是我第二個轟家,真的是很難做到要跟他們和平相處然後對待.還有

這次的冬天也實在是太冷了!冬天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也因為這次大樣的雪,讓我

嘗試到了很多我不會在台灣做的東西,像是滑雪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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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于雅軒 住址
台北縣永和市中

正路 121 號 1F
電話

派薦地區&社：永和東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

接待社： 派遣國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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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LEBERT 管理顧

問公司

NO 爸 爸

媽媽,兩個

女兒(一個

交換到台

灣)

八月底到

一月初

第２ VIGNES 環境資

源管理

NO 爸 爸

媽媽,一女

兒一兒子

一月初到四月

初

第３ DONIKIAN 公司主

管

NO 爸 爸

媽媽,一女

兒兩個兒

子

四月初到

七月初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去私人補習班學語言,閱讀相關書籍;自我安慰,反正最起碼有國家要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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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接待家庭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哇,有錢人(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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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里昂,法國第二大城市,市區約四十萬人口,大里昂則約一百萬人,被 RHONE 跟 SAONE 兩條

河貫穿,與巴黎關係密切(TGV 每半小時就有一班車前往巴黎/南下里昂),RHONE-ALPS 首府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有(秘密和禁忌最大的差別,就是前者被人知道只能毀恨告訴了不該告訴的人,後者則是

死都不碰,對人絕口不提:體重目前是我的禁忌,等我瘦下來再說)

9.幫忙做家事嗎？

是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媽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中華特色的土產,如茶葉,**玉質小吊飾(便宜又好用,通用任何場合),書法相關產品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有時會,忍忍就過了,不然就找人聊天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沒得選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物理化學,生物科技,歷史地理,體育,經濟,數學,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約一學期(法國為三個月一學期)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坐校車,早上七點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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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自助餐聽(接待家庭支出)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每天不同,但因為我是高一,所以課業負擔輕

值得高興的是,法國假期很多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西班牙文,英文,法文;學校;沒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但沒什麼成效)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一週一到兩小時,免費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NO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多少有,當我法文講的好後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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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學生來講,外國的學校生活多半是放假,沒什麼課業壓力,課程不難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LYON NORD

扶輪社會員數：不知道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PARC TETE D＇OR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四晚上;星期五中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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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

次例會？情形如何？

超過十次;大部分都是退休老人,感覺很輕鬆,對我的 PREDENTATION 還滿意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55歐(但有一次他們給我一張兩個月的支票,總共105歐,我很想裝傻騙自己,但實

在是…小氣,那五歐去哪了社長大人阿?)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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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機會介紹台灣,我曾經＇要求＇過,但他們興趣不大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兩岸政治,最常問的是＇＇台灣到底算不算中國的一部分?＇＇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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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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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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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比較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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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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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找人聊天,或暴食,法國的糕點麵包加咖啡,恩,堪稱一絕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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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有感冒過幾次,不過都算好

39.當地氣候？

乾,日夜溫差大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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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台灣買也有在法國買;沒,頂多旗袍吧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自己妥善保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幾十個吧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PARIS,PROVENCE,AVIGNON,ARLES,NICE 等等 ;亞維農的教皇皇宮,和我媽媽,當她來法國

探訪我時,我安排了南法的旅程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永遠保持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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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心思平靜再想事

3. 勇於嚐試和突破

4. 決不放棄

5. 做自己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

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一年是個不長不短的時間單位,要說語言上的學習,除非是去英語系國家,不然很難有什

麼很大的突破,不過就另一方面來看,我學習到高中和課本裡不會教的事.

父母的缺席和語言上的困境,曾經讓我惶恐,我有過幾次旅行,但並未離家一年之久過,何

況是一個離家幾千公里的城市,那裡是與東方反差極大的歐美文化,而且不會再有人包容我的

過錯,不論無心或有意.當對方以對成年人士的態度來待我時,我曾經想抗議,想說我只是一個

不滿十八歲的高中生,但當所有人都對你抱有期待,而你的自尊也不容許失敗時,我開始努力

把自己的能力提高,增加耐心,並像能幫助我的人請求指導.

隨著經驗的累積,建立人際網,我的法語也有了起色,於是原本度日如年,轉變成時光飛

逝,我盡可能的充實自己,看電影上劇院進博物館,並開始追高中課程.我絕對忘不了,當化學

老師收回我填滿答案的考卷時,那眼睛裡面的驚訝.(總共二十題,我答對 18 題,不過因為我查

字典而晚交,所以不予計分,不過得到化學老師高度的讚美,也讓我有了播種收穫的感覺)

我一天平均喝兩三大杯咖啡,吃黑巧克,並天天盼望放假.有天我又在抱怨假期的短少和

沉重的課業壓力,有位法國女生(她今年要交換來台灣)對我評價:逐漸法國化.我曾經令我第

一個接待家庭驚豔:每天早上五點起床讀法文,至於爲什麼是曾經,是因為從此不再存在,換到

第二個接待家庭後,他們對我的印象是,早上七點若我還不在餐桌前享用我的早餐,就是睡過

頭了,在他們家的三個月,我準時出門的次數兩隻手就數的出來,更不用說睡過頭的次數了.

我很感謝我第一個接待家庭的爸媽,知識淵博的爸爸和精明有序的媽媽,他們陪我渡過最

初四個月的時間,原本只會講英語的我,到最後不敢講英語了,因為講出來的帶有法國腔,很難

聽.然後搬到臨近鄉下的地帶,我的第二個接待家庭的家離市中心頗有一段距離,而他們城鎮

中的市中心只有一家郵局,一家麵包店,一家藥局,一天不到十班公車,僅此而已.他們的職業

和興趣都使我體驗到另一種家庭的生活方式.再接下來的三個月內,我看了三場戲劇,一場佛

朗明哥的舞蹈,體驗瑞士的嘉年華,阿爾薩斯鄉間的藍天白雲讓我留戀(我第二個接待家庭的

媽媽生在阿爾薩斯,爸爸是巴黎人).

我在嚐試溶入異國文化中時,也發覺出自己國家的優點,台灣人的熱情和高效率, 對照之

下,我們可以說法國人如此的熱愛閒適和假期,可以說是懶散.

我一直很頭痛一個政治和地理問題,像我第二個家庭的媽媽,她之前未認識我時,連台灣

在哪裡都不知道(應該說,她不知道有台灣這個國家),或向我第三個家庭的爸爸,很喜歡問我

台灣的國際立場,曾經有一次對我直言犀利的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從其他國際組織的表

態上就可以知道了,我很氣,也很無力,只能把自己做到最好,盡力留下好印象,讓他們了解台

灣學生的素質.

回首再去看之前的回憶,曾經的痛苦和迷惘模糊了,只記得曾經笑的有那麼開心,見識到

台灣沒有的物件而如此興奇,又或是對於自我的進步興喜.

我感謝扶輪社的資助,感謝教導過我的人,現在我所擁有的,背後的幫助是如此必要而溫

暖.我為我過去交換的這一年高興,而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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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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陳宜平 住址
北市仁愛路四段125號

2 樓
電話

(02)2585 3047

派薦地區&社：永和東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北市仁愛國中

接待社：

Satoraljaulhely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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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zi Csaba 煙廠公司老

闆

49 是 爸爸 8~11

第２ Marsachalko

Istvan

保險公

司

43 否 爸爸 11~2

第３ Monok

Nandol

餐廳 民宿

老闆

56 否 爸爸 2~5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匈牙利是我的第一志願,匈牙利語在台灣學不到,但有查看相關書籍,自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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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不同的經歷,對將來出國會發生的事,比較有心理準備,當發生時,也較會處理.

到達接待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接待家庭(爸爸媽媽+妹妹)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他們人很親切

6.接待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小鎮,安靜乾淨,人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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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獨立的房間

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剛開始在飲食上有問題,蔬菜並不多,食物大多上偏油炸

胖了五六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幫忙收碗盤,切菜,洗碗,打掃整理自己的房間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接待家庭的父母親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玉製的吊飾項鍊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想家,打電話會台灣,或者和接待家庭出去走走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匈牙利沒有選課的問題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喜歡:匈牙利語課(與老師及其他三位交換學生互動良好) 美術課(自由創作 以及學習

到許多歐洲建築的知識)

不喜歡(沒有不喜歡的科目 其他都還 ok)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因為有語言上的障礙,因此能應付的科目:英文 美術 體育 數學

到後期學會基本溝通後 並不會有太大的改善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走路或家長接送

10~20 分鐘左右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在學校餐廳吃 OR 回家和家人一起吃 (不用花錢)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30~1:00 OR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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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不需去語言學校. 相關教材費用學校圖書館提供,或家庭 扶輪社付費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學校會安排老師及課程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參加社團

但有自費學習鋼琴,一周約 1小時不現時使用學校鋼琴練琴,半年 6000 佛林.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無)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班遊.也常和接待家庭去滑雪以及出遊.扶輪社也辦許多郊遊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一兩個禮拜內 在班上交到了當地的朋友 以及交換學生的朋友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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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在特別節慶與接待家庭去教堂,是學習當地文化以及與接待家庭建立關係的一種方法

學校:有問題一定要尋求老師的協助,並且多多了解是否有課後活動,如有意願學習額外的課

程,也可以詢問老師.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Satoraljaulhely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20 餘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週一晚上 6:0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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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接待地區總共參加多

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每週一都惠參加當地扶輪社例會,剛開始的兩三個月,交換學生會感到無聊,但交換學

生之間會小聊…後期則會加入扶輪社例會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三千台幣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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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區演講)

反應良好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語言,台北 101,宗教信仰…等 較有興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到達當地的第二個力敗開始參加扶輪社例會

第一個月內有所有交換學生會議

一年當中有許多扶輪社以及地區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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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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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社鄉噹的關心這個活動 也就由旅遊 活動 讓交換學生們對當地的文化有更深層

的了解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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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鎮裡的功更設施認識活動 一次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匈牙利的扶輪社,常常關心交換學生們,定的規定明確,並且會建立扶輪社與交換學生

之間的信任.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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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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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進諒與接待家庭溝通 讓他們多廖解自己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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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都很健康

39.當地氣候？

冬天較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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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衣般的衣服,開學典禮跟重要節慶需要穿較正式的衣服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放在自己房間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三四十個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義大利滑雪,和四個接待家庭,以及另外三個交換學生依同去的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盡力的去學習當地語言 再藉由語言與他們溝通界以了解當地文化

2. 哆與接待家庭溝通

3. 多參加接待家庭,扶輪社,交換學生,學校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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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於說當地的語言

5. 多嘗試與自己國家不同的事物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

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

於 A4 紙張。

國外的教育以及思想都和我們不一樣,因此,與當地同輩朋友聊天時,可以感覺的到他

們對未來的期望,以及對自己的自信,我想,這是我們台灣學生應該學習的,因為我們往往只

顧著讀書而忘了追求我們所想要的未來,對自己也很沒信心. 在匈牙利時,我有四個接待家

庭,這四個接待家庭的生活形式都不同.讓我學習到,與人之間的相處,以及更佳懂得在短期

內適應不同的環境. 在學校以及地區有座台灣 ppt 加以介紹台灣地理位置,傳統節慶,特產,

高科技產品…等. 最難忘的經驗,應該可以說這一整年都是最難忘的經驗,從生活,溝通,相

處互相信任.家人,同學,yep 交換學生…到了匈牙利之後,我彷彿多了另依個家,有家人,有

朋友,有許多人在身邊關心著你,走到不同的地方,都有著不一樣的溫暖.只要有用心付出,別

人也會真誠的對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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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黃詩雅 住址
台北市仁愛路四

段 105 巷七號 12 樓
電話

2776-0798

派薦地區&社：3480 中和圓通社 原就讀學校：仁愛國中

接待社：NANCY STANISLAS 派遣國及地址：法國 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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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rent

Begle

銷售人員 42 否 轟爸轟媽

轟姐兩轟

弟

9-12

第２ Olivie 航空公司 48 否 轟爸轟媽

兩轟姊一

轟哥

12-3

第３ Patieck 醫生 43 否 轟爸轟媽

一轟哥兩

轟妹

3-6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1-知道派遣國家是法國後就去上了法文班

2-法國是我的第一選擇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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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認識更多不同國家的朋友還有了解更多各國不同的文化，和當地的 rotex 聊天

也可以知道他們對每個國家不同的看法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在台北桃園機場時拿不到最後一段巴黎飛往盧森堡的登機證，當下很緊張因為第一

次經驗不知道說到盧森堡的登機證要在巴黎時才得拿

4.誰到機場接你？

顧問和第一接待家庭爸爸 姐姐 弟弟 還有地區主委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因為之前都有用 e-mail 和他們聯絡所以對他們不陌生，尤其我轟姊是在我前一屆到

芬蘭的交換學生所以我的第一家庭很懂得我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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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Nancy 是一個很文藝的都市，他們的廣場是被列入世界遺，在 nancy 有一間很有名

的大學(法律系)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在我的三個家庭中我都是自己一個人睡一間房間，他們都幫我安排得很好所以並沒

有不能接受的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一開始到的時候甚麼都不想吃，後來就越來越習慣，也因為法國的食物熱量比較高

所以大概胖了 5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會在吃飯後幫忙收餐具，會自己打掃自己房間如果接待家庭熙要幫忙吸地板會主動

過去幫忙，如果有客人來的時候會幫轟媽做一些小蛋糕餅乾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多數是和轟媽講事情和商量，但是基本上我和接待家庭的家人都會講話和聊天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中國樣子的小包包(衛生紙套 小化妝包…)他們都很喜歡，還有一些很精緻的

小項鍊在台灣賣很便宜，他們覺得日系的東西很可愛也很精緻很喜歡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前三個月的時候很想家，但是看到日記本上我出國前我的朋友們為我寫上的那些打

氣的話我就會想要繼續努力下去，我也會和我的轟姐還有轟媽講他們都會安慰我給我一

些意見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法國的課大部分都是學校安排好的，所以我們要選的課只有第二外語的部分，事顧

問和我討論後選出來的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法文 歷史 地理 生物 理化 體育 中文 英文 數學

最喜歡的科目是法文課因為我可以在課堂上自己念一些簡單的書學法文

醉不喜歡的科目是英文，因為這科是唯一一個科目我需要跟著大家考試的但是他們

法國人學的是英式的英文所以很多單字對我來說我都沒有看過，還有老師常常講一講英

文跑到法文去，一開始聽不懂法文時都搞不清楚到底老師用法文的時候有沒有交代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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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有沒有說要考試哪一天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完全相同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我到學期結束都還不能和他們一起上法文課因為真的聽不懂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在

第一轟家：先做一台巴士從小鎮到 nancy 再坐 nancy 理的公車到學校（６：５０出

門 ７：５５到學校）

第二轟家：換三趟（第一台到電車總站 第二台＝電車坐到ｎａｎｃｙ 第三台：

從 nancy 坐到學校 ６：５０出門 ８：００到學校）

第三轟家：直接走十五分鐘的路到學校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在學校的學生餐廳吃飯，是我的法國扶輪社付錢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上課從 8:20 開始 最晚到 17:50

但是因為我的課並不是每天都是八點開始六點結束，所以其實還好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我有去上另外的法文班，教材是老師每次上課之前影印，學費是扶輪社出錢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是另一個芬蘭交換學生先找到那個老師的，我有問過顧問候顧問跟我去看才決定要

去的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社團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還是要從高一讀起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法國很少戶外旅行但是友和他們去另一個小鎮參觀一個下午的展覽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其實學校的人都很友善，但是他們和我熟的時間需要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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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接受不同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nancy stanislas

扶輪社會員數：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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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stanislas 廣場的五星級飯店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星期二中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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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我每個星期都要去參加他們的例會，每次都會有不同的人來社裡演講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 80 歐元，和一開始寫的一樣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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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扶輪社社友到哄家吃飯的時候我就會拿出我是先做好的飯文版介紹台灣的剪報給

他們慢慢看他們看了也會有問題會問我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對台灣他們喜歡問我們和中國的事情還有首都有多少人和台灣長寬多少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我們例會是每個星期二中午，但是一個月裡的第二個星期例會在晚上，八點開始，

通常如果例會在晚上我不會去參加因為他們都會吃到很晚但是我隔天要上課所以我不會

去，和交換學生地區集會是一個月一次，但是有很多次都是一起度過一個假日或是一起

在外面過夜，這樣十個月下來我們剛好去完了我們地區的一些城市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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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很喜歡交換學生們但是有的時候他們會很怕我們不喜歡去上課，但是基本上

每次的活動他們都安排得很盡心盡力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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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派去的交換學生大多都是來自扶輪社家庭，但是法國的交換學生都是扶輪社在

學校裡找有意願的人參加，台灣的扶輪社比較平民化一點，法國的扶輪社社友都很有很

有經濟能力那種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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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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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法國人的民族性，非常的冷漠又很高傲，大家也幾乎都不說英文，一開始去的時候

衝擊很大之後就慢慢習慣找到和他們的相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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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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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地區交換學生們的感情都很好很好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兩次小感冒

39.當地氣候？

很乾燥 夏天太陽很大很熱 秋天一直下雨刮風 冬天很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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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洋蔥式穿法 在台灣就帶過去

B:沒有特別準備甚麼服裝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放在一個固定皮夾，收好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沒有數不過大家都還蠻積極交換的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環歐之旅和全部交換學生，還有扶論社社友帶我去奧地利滑雪一星期，要回台灣

之前和陳映慈取得扶輪社同意後一起去瑞典

最喜歡瑞典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多多去和人講話

2.每一件事情都試試看

3.行李不用帶太多因為到當地一定會去逛街

4.不該做的事情就不要輕易嚐試 後果不堪設想

5.努力適應一切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交換學生的這十個月中，真的需要自己一個人面對很多事情，獨當一面的勇氣增加

了，看了很多不同的人，對於怎麼圓滑處理事情的能力也增加了，但是也因為在法國甚

麼事情都可以自己決定回到台灣後很不習慣，做甚麼都需要和爸媽討論，也因為台灣人

很喜歡顧慮很多裡數很多的原因，做很多事情都需要考慮太多有的時候我覺得很累，在

法國看到很多年輕人一成年後就搬離家裡半工半讀自己生活，讓我也很想這樣，但是對

於台灣的父母來說，不太喜歡放手，總是覺得住家裡很好又省錢，小孩要在自己的是線

範圍內才安心等…在法國生活了十個月很多想法都變了，回到台灣卻和大家想得不一樣

的時候就覺得心情很複雜很徬徨很煩，突然會想要和其他交換學生談談，原本和我在同

一個地區的那些交換學生不知道有沒有和我一樣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們都是很善良的交

換學生，雖然我們地區的交換學生並沒有特別少但是每個人的感情都很好，大家的心事

都會說說來一起討論，也會一起聊天談心，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總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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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次交換學生聚會結束的時候大家都好難過，還記得第一次大家一起在交換學生集會時

去滑雪，那是好多人的第一次滑雪，但是扶輪社因為沒有安排好會滑不會滑的交換學生

都被趕到山頂上，但著陡峭的斜坡也不知道要怎麼辦，也不能一直站在山頂上擋路所以

只好硬著頭皮往下滑，每一個人都摔得很慘但是都笑得好開心，每個人的姿勢都好醜好

好笑，還有一次在 bus trip 的時後，原本計畫晚上要去湖邊散步，大家好不容易集合了

走過去才發現那只是一塊田上面鋪了錫箔紙，大家就靈機一動直接隨手撿了樹枝辦了個

營火，大家在那裡談心講講自己對於我們這十個月相遇的感想，大家講一講都哭了，這

十個月有太多太多好的記憶和值得回憶的事情，現在只希望我可以很適應台灣的制度在

台灣和法國之間找到最好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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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陳映慈 住址
台北市內湖區江

南街 71 巷 101 號 5 樓
電話

02-27986879

派薦地區&社：D3480 大安社 原就讀學校：內湖高中

接待社：merr-chambly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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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le

Darcy
秘書 39 否

home 姊(去

墨西哥)和

一個 home

弟

8/25~01/03

第２

Beatrice

Melleir

Philippe

Melleir

秘書

退休

48

55
否

兩個 home

姊(大的班

出去住小

的再摸西

哥當交換

學生)

01/03~05/25

第３

Florence

Legras

Patrick

Legras

資訊員

機師

48

59
是

兩個 home

哥
05/25~07/01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去師大上法文課 上網查相關資訊，和去過法國的 Rotex 聊天

我的第一志願是德國，但是想到去法國可以看到巴黎鐵塔、香榭大道、羅浮宮…一個很有人

文藝術氣息的地方就很興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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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出發前的心情有平撫的作用，也可以知道更多關於未來可能會遇到的問體，然後可以怎麼

處應付…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找到出口

4.誰到機場接你？

地區 yeo & rotex&社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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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家庭的 home 媽、home 弟、home 阿嬤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和想像重的法國房子不一樣 不過人很親切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是在巴黎地區 不過住在旁邊的小鎮 Chambly，大約有 2000 人。

相較於台北是一個非常鄉下寧靜的地方。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自己一間房間 很舒服明亮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法國以美食聞名…，食物太好吃了，所以胖了十幾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主要都是吃飯時間和 home 家一起煮飯順便學學法國菜 還有準備餐具及飯後收拾

衣服自己洗晾燙收 打掃自己的房間倒垃圾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Home 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故宮的筷子和筷枕

中國風格的吊飾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剛開始都過的非常快樂 大概到了三個月的時候發現法文不如想像中的簡單和旁界的

壓力開始挫折還有一些法國與台灣的差異就開始有點想台灣

有打電話回家和爸媽說當下的心情 哥哥也和我分享了一些當時他在美國的情形

也會和 home 家說自己的感受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和 home 家討論自己的興趣和教擅長的科目

也有去學校和主任老師討論

同學也有幫忙選分組的事情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我在這裡是上高二的經濟組有法文 西班牙文 英文 生物 化學 公民 歷史 體育

TPE 地理 數學

我喜歡西班牙文 會發現很多單字其實和法文很相似就很有成就感

數學我也很有興趣以前在台灣數學不是強項但是到了法國數學是一經學過的東西加上

用數字就可以溝通比起其他科目簡單很多

體育是最累人的科目加上冬天我們還在戶外上課…

原本很期待英文課但實際上課後和想像差異很大…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大多數我多聽不懂

只有數學英文體育英文我一同上課然後 TPE 和另外意味交換學生一起參與

法文課老師會給我們簡單的小書練習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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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數學英文體育一開始就可以進入狀況

其他科目將近五六個月後才可以大概了解他們上課內容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早上走路或 HOME 家載我到公車站七點半撘校車

放學也是撘校車再走路回家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我們學校午餐是一學期繳一次費用 都是由扶輪社出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八點半開始上課 結束時間因日子而定

最少一天可能只有一小時的課最多整天一直到下午五點半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一開始學校有請一位老師幫忙但之後他調職就結束了大慨也只有一個月而已

扶輪社沒有額外再安排語言課程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和接待家庭討論過 也有詢問地區內其他交換學生但家都沒有額外的課程

顧問也沒特別說明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法國學校沒有社團

我每個禮拜有趣上一小時的吉他課 是由接待家庭付費

扶輪社贊助 200 歐元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會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和學校去英國威爾斯一個星期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大家知道我們不會說法文都不太感和我們說話

大概到一個月後會開始熟識 兩三個月後會有比較固定和想處比較多的朋友群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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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校不能帶有宗教信仰的飾品

大多數的人也都不信教 有宗教信仰多是天主教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MERU-CHAMBL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33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BELLE-EGLIDE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星期四晚上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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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

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社裡的例會參與不多多半是有特殊活動像是有專題報告或是才藝表演才會邀請我們參

與

專題報告多是深入介紹聽不太懂 才藝表演有參與演出所有社員也都一起投入參加很

有互動感

地區每個月有一次集合 巴黎有兩個地區所以大多數都是多地區集合

有一起五六個地區到諾曼地參觀還有在巴黎參觀和才藝表演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我一個月有 60 歐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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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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地區一次在社裡報告 都是用以 POWER POINT 呈現

大家以掌聲回應還有 GIVE ME 5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台灣的天氣和食物

還有我們的語言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社裡的例會參與不多多半是有特殊活動像是有專題報告或是才藝表才會邀請我們參與

專題報告多是深入介紹聽不太懂 才藝表演我有參與演出所有社員也都一起投入參加

很有互動感很搞笑

地區每個月有一次集合 巴黎有兩個地區所以大多數都是多地區集合

有一起五六個地區到諾曼地參觀還有在巴黎參觀和才藝表演

其實很像觀光團 我們還有上電視哈哈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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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類似跳蚤市場的活動是由我們的扶輪社舉辦共有兩次 我和另外一位交換學生

負責作可麗餅賺了很多也吃了很多

之後有和扶輪社一起去西班牙巴塞隆納旅行由社裡付費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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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去諾曼地和巴黎還有法國的主題樂園叫做 PARC ASTERIX

諾曼地去住了兩天一夜還見到很久不見的台灣人我們走了了可能不只13公里的路還是

在 3,4 度的低溫裡朔海 去巴黎就很像大型的觀光團到那些觀光客會去的地方

然後有一天晚上是才藝 SHOW

最後 PARC ASTERIX 算是告別旅行 我們地區還特別贊助我們 10 午餐費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我們地區比起台灣算比較鬆 喝酒抽煙都不會太多限制

但相較於其他法國的地區我們算是嚴格 要出地區旅遊都要經過台灣家長簽名接待家

庭簽名還有去玩的時候接待我的家庭簽名 而且全部都是親筆簽名再寄回到法國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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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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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交通和飲食差異很大

沒有捷運和公車的只能靠火車或 HOME 家載

食物不是不好吃 是太好吃吃太多 還有吃太久一餐最久可以吃上 8小時…

習慣就好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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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上有一個一樣扶輪社交換的厄瓜多人

還有地區和多地區的時候認識很多人

拉丁美洲的很友善 加拿大人也都很親切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有生過幾次病吧 有一次是因為去諾曼地朔海回來生病有點嚴重有特別去看醫生

還有在 PARC ASTERIX 玩下超大的雨 回去也生病 還有扭傷腳踝

39.當地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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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是很冷的一年 下了很多次雪

夏天還是一樣熱 但是比起台灣的是熱 舒服超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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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帶太多來在法國也買太多所以丟很多也帶很多

通常例會不要太隨便就 OK 不需要太刻意

學校舞會會比較特殊 另外就是一些特別的 PARTY 因人而異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都是自己保管只有一開始的保險金交給社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 全部的 PINS 都沒了還不夠很多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環歐去了五個國家

之後和扶輪社去西班牙 和學校去英國

去荷蘭順道去比利時找其他交換學生

最棒的是和另外一個台灣人去瑞典 有永晝還去人家的 SUMMER HOUSE

很有退休生活的感覺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先學過法文再到法國

要克制飲食

不要只待在房間自己玩吃飯才出去把別人家當飯店

法國人是害羞卻又自傲的民族要努裡力去了解

出國之前不要有憧憬或是偏見 到當地才能真正接納學習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

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

於 A4 紙張。

來到法國之前一心只想著會去巴黎巴黎 結果是住在巴黎… 的旁邊… 不過其實那才

是更直得的，台北和巴黎有過多相似的地方，然而台北和我的小鎮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城

市＂，一個只有 2000 兩千人，只有房子和草地的地方他們也稱為＂城市＂。說實在習慣了

台北的捷運和公車，現在要去哪裡都不是很方便，只能搭火車或是請接待家庭接送，不過呢

有火車站就是萬幸了，我第三個家沒有火車站就算了，連一間麵包店都沒有(麵包店對他們

來說是每天必備)… 在這些＂特殊＂環境住久了其實很悠閒，有時候在巴黎看到塞車的人

群、刺耳的喇叭聲、吵雜的人群聲…還是什麼都沒有的小鎮好

其實原本的第一志願是到德國，但是到了法國以後覺得這才是該來的國家，幸好到的是

法國，我才能去擠巴黎的地鐵，才能去排羅福宮的票，才能見識到香榭大道的人潮，才能看

到與想像中不一樣的巴黎鐵塔，才能吃到所謂人人稱羨的法國料理，才能說很傷喉嚨的法

文，才能了解法國人的自傲與自負… 自傲於對法國的一切而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自負於英

文落於人後而不懂自己的優勢。 法國呢，真的是一個很棒的國家；法國人呢，是一群…有

點高傲但還是很 NICE 的民族 哈哈 法國人做事的態度又是一回事了，好比說他們很以罷工

為…傲? 法國火車罷工法國老師罷工法國學生罷工…因為薪水不夠因為工作時間太長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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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不夠引人入勝，這些牽強的理由卻似乎又合理，我聽過最扯的罷工理由是火車駕駛

覺得自己一個人開火車太寂寞… 呃…學校算是在這已的生活重心之一吧 以前我一直以為

第一天大家會很熱情的招呼聊天又很照顧我們 可是真實卻是他們的害羞或是莫視…

聽很多人說我學校的所在地是法國北部最危險的地區之一，之前還有新聞說火車經過驗

票員無原無故被圍毆…說真的我們學校很…瘋狂，有一陣子很＂熱衷＂於罷課，在 fcebook

和簡訊相約，隔天八點校門集體大呼小叫還＂作曲＂抗議，校長主任氣到躲回辦公室，走在

入口川堂還要小心被雞蛋還有橘子皮砸到，化學課做瓦斯煙霧彈全校集體撤出學校，拿打火

機燒掉佈告欄，警察來維護秩序反而更亢奮，最誇張的是還在室內丟小鞭炮，結果我同學還

被打到一隻耳多導致聽力受損…想想台灣的我們真的很乖巧阿!=)這一年吃的很飽睡的很

好，數一數我也到了 10 幾個國家旅行，這一年可以堪稱是我目前為止人生中最充實的一年，

但卻不見得會是最快樂的一年，做過很多瘋狂的事也交到了很多朋友，可是現在回過頭來，

回台灣的事實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很大的打擊，習慣了一年的自主自由和懶散，一覺到近中午

的自然醒、沒有段考的享受、走在街上路過的巴黎鐵塔，這些習慣恐怕不想改也不行…

最近都在說快要回去了，想到學校就很頭大阿…不過其實要再次重反書本們的＂懷抱＂感覺

比較沒這麼壓力大其實有時候也後小小想念抄筆記的感覺真的畢竟在這裡很..隨性

要說我從交換日子中得來的收穫或是改變，感覺也說不上來，很多是要等著真正回到台

灣才回知道吧!過來的這些日子，有家人朋友其他人的陪伴，但真實卻只有自己一個人，即

使回國了，很多事情急著說急著分享，不是真的每個人能了解能體會，不過能確定的是一直

以來都有著家人們的支持和關心，他們是最最值得表揚和感謝的了! 要出國的我們需要的是

一種勇氣，要放開孩子的父母何嘗也不是一種很大的勇氣?所以很謝謝老爸老媽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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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王奕又 住址
台北縣中和市中和路

296 號 16 樓
電話 02-29259606

派薦地區&社：台北城東社 原就讀學校：成功高中

接待社：Reno Rotary 派遣國及地址：Reno,NV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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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

Montella
醫生 55 否 四個小孩

   2009-08

   2009-12

第２ Daniel

Hasfuther
醫生 41 否 四個小孩

   2009-12

   2010-07

第３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當初很幸運的被排到美國，也就是我的第一志願。出國前本身在學校就有接觸到英文多

年，不過為了到美國能有更流利的口語能力和適應當地語言的聽力，我特別挑了多部美

國電影來當作練習，一方面訓練自己的英文，另一方面也能對美國文化有深入的了解。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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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地區在派遣前幫我們辦的講習會與所偶的訓練非常的有幫助也很有意義，出國前

心裡建設十分的重要，地區所辦的講習會為我們設下了通往國外的橋樑和基礎，尤其是

文化衝突的那一堂課，不管是到哪個國家都一定會有適應或是想家的問題，當一個人在

陌生環境時，該如何處理和面對挑戰，這些都是許多交換學生會遇到的難題。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前往美國的途中都非常的順利，最後也準時抵達美國境內的機場和我的地區碰面。

4.誰到機場接你？

抵達美國時，我的顧問與第一個機帶家庭到機場來接我，他們都非常熱情和親切，為我

的交換生涯打下強心劑。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接觸到我的第一個接待家庭時，因為是完完全全和台灣不一樣的環境與生活，心裡難免

會有所不安與緊張，但我的接待家庭人非常的好，不斷的在旁協助我適應新環境，也帶

我到處增廣見聞，心裡充滿了無數的感謝，也對我的交換生涯越來越有自信。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雷諾位於美國西岸的內華達州，屬於沙漠地區的城市，人口約有兩百多萬，氣候是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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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熱乾燥的沙漠型氣候，這裡唯一個交通就是自家車，房子分布很廣所以到哪裡都需要

開車，雷諾最著名的就是酒店賭場。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我在這邊很幸運的都有單獨一間房間，所有問題幾乎都能接受和適應，也從未與接待家

庭有任何的爭執或不和，在這邊生活的很開心。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我在美國並沒有任何飲食上的問題，雖然多多少少會想念台灣的食物，但這邊吃得很健

康也幾乎沒有生過病，飲食上都很能適應，接待家庭也常帶我去吃我喜歡的中國料理和

日本料理。

9.幫忙做家事嗎？

平常在家裡都會幫我轟媽做家事，像是洗碗或是掃地，有時候也會跟我轟爸一起整理車

庫和家裡的庭院，印象最深刻是冬天的時候，大家還一起到外面鏟雪，是一項非常特別

的體驗呢。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因為轟爸平常工作的關係比較忙碌，所以在這邊很多事情我都與轟媽一起商量討論，轟

媽對我非常親切，也很熱意的幫助我許多事，讓我在這邊生活沒有很大的壓力。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許多中國風的小禮物來，像是中國風的筷子和小吊飾，他們都很喜歡，尤其是中

國結吊飾最令他們感興趣，因為他們都沒有接觸過亞洲方面的文化。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剛開始到美國覺得好多東西都很新鮮，但跟家人分開這麼久的時間，漸漸的也開始有想

家的感覺了，不過我並沒有因此氣餒，透過視訊電話和家人保持聯絡，互相聊天打氣並

且和他們分享在這邊的點點滴滴，家人的鼓勵是我最大的動力來源。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在到美國之前，我就已經和我接待地區的顧問商量了學校選課的事情，所以一切都很順

利，他給了我很多建議，所以我在學校不但有自己喜歡的課，另外也有很多有趣的課能

體驗到美國當地特別的教育文化，真的學習到不少也成長很多。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美國歷史：因為美國歷史東西非常的多，所以需要花很多工夫與時間去學習。

美國文學：我喜歡的科目，不但可以學習到有關美國的文化，課程也十分有趣。

數學，美術，體育，音樂歷史，公共演講課。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在當地學校我跟其他當地學生一樣，一起修同樣的課，並沒有因為我是交換學生而有差

別待遇，但是老師們人都很好，常常在旁協助我，讓我更容易適應學校生活。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大概是兩三個月後，語言能力比較好也比較能適應當地環境的時候，對學校課業也沒什

麼問題或是很大的困難了。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平常都是由接待家庭開車接送上下學，上課時間為八點，放學時間則是下午三點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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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午餐都是由學校熱心提供，每天都有不一樣的菜色，所以我並不需要自己付費。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學校一堂課是四十五分。學期是 2009-0827 到 2010-0609。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我在這邊除了英文以外，並沒有多學期他語言科目。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學校課業方面都很能適應，老師同學也都會給予協助，所以並沒有個人指導或是家教之

類的。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在學校是參加航空社，一周兩小時並不需要花費，這個社團十分有趣，主要是接觸和

飛機與航展有關的資訊，不但有模擬駕駛飛機的體驗，我們還自己親手做了一台火箭呢。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我在美國高二這邊修習的學分回台灣後學校並不承認，所以在台灣我必須要從高二開始

讀起也就是比別人晚一年。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我參加過一次學校旅行到加州海邊一個禮拜，當時算是戶外體驗，大家備好裝備之後，

划著獨木舟到太平洋的一個島嶼上，過著完完全全的原始生活，自己搭帳篷、生火、煮

東西等等，是一個十分珍貴的體驗，學習到如何自力更生也讓自己更家的獨立成熟。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我在學校有交到很多非常要好的好朋友，因為剛到學校時，很多東西都十分的陌生，但

是同學都很熱心的協助我，我也時常向他們介紹台灣的文化，因此大家漸漸的成為了非

常要好的朋友，平常一起看電影出去玩等等。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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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到新學生就要大方去認識新朋友和適應新環境，越快融入當地生活對自己的交換

生活越有幫助，勇於承是各種新事物新挑戰讓自己更加成長。至於宗教，每個宗教都會

有不同的規矩或是特點，不需要去做任何批評，而是要學會去尊重。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ENO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12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Harrah＇s Hotel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星期一下午一點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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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每個月都會到接待社參加一次例會，這邊的扶輪社友人都非常的親切，常常微笑且充滿

熱情的和我打招呼，我也主動和他們介紹台灣與分享在美國的生活。接待社的例會每次

都會請不同的來賓來為我們做演講，每次的主題都十分有趣，讓我學習到了很多在學校

學不到的東西與知識。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的零用金是 140 美金，其中 30 拿來繳我在美國的手機費，和 Guarantee Form 規

定的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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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邊總共有三次演講，我都用 PowerPoint 簡報的方式來介紹台灣文化，因為圖文並

茂的方式更讓人加深印象，我把台灣著名的特色文化與自己家人在台灣生活的照片秀給

大家看，加上自己口述的親生經歷，在簡報的同時，大家都十分專注，也對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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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化嘆為觀止，簡報後，還有許多人私底下來問我許多問題，大家對台灣十分感興

趣，也對我的演講讚賞有佳。

30.對於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很多人都對台灣這一個小小的島嶼卻能創出大大的奇蹟感到訝異，除了 3C 代工揚名國內

外，尤其是在台灣食物這方面，很多道地的傳統小吃是他們沒見過的，台灣最高樓台北

101 也讓許多外國人印象深刻。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我參加過地區一年一次的大型例會，大約有八百名扶輪社友在場，甚至還有國際扶輪社

長的演講致詞，他讓我對扶輪社更加的認識，也期許在未來能向他看齊，對國際扶輪有

所貢獻。美國的接待地區為我們交換學生辦了不少活動，向是迎新、萬聖節晚會、聖誕

晚會和四天三夜滑雪之旅等等，不但讓我們彼此更加認識，也一起度過了一年的美好時

光，大家感情就像自己親兄妹一樣好。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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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0 地區在交換學生這方面舉辦得十分成功，不但有講習會之類的活動，有時還會帶我

們到當地的食物銀行幫忙分配和包裝食物，並且發送到各地，我覺得這真的是一項非常

有意義且價值非凡的公共服務，將扶輪社的精神發揚光大。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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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到美國的第一個月，地區的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就有舉行認識課，為我們做好心理建設，

讓我們更加了解美國當地的生活，並且教導我們面對問題或困難時該如何解決的方式，

講習會總共辦了三次，委員們各個都很熱心，還會主動關心我們的交換生活。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我覺得我非常的幸運，因為我的派遣地區和接待地區的扶輪社都十分的用心，對每個交

換學生都不吝嗇的付出，辦了許多講習會和有趣的活動給我們，讓我們更加成長，也讓

我們有個一年多采多姿的交換生活，我心裡充滿了無限的感激，謝謝你們。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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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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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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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其實我在美國這邊適應上都沒什麼問題，唯一不一樣的就是雷諾沒有向台北一樣那麼方

便的交通運輸工具，所以到任何地方都必須要開車，對無法開車的我來說十分的不方便，

但是轟媽人很好，不管我有什麼需求他都會盡量協助我，不會讓我感到有所困難。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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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交到了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交換學生好友，因為同樣身為交換學生，大家都有一樣的

感受與經歷，反而讓我們感情更加的深厚，不管是在什麼樣的場合，只要是我們交換學

生聚在一起，每分每秒都充滿著歡樂與歡笑，在美國這一年我們是最真摯的戰友，在未

來我們是一輩子的好友。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我在美國的健康情況十分的良好，幾乎沒有生過病和任何感冒。

39.當地氣候？

雷諾是屬於炎熱乾燥型的沙漠氣候，日夜溫差大，除了冬天會下雪外，其他日子都是出

大太陽，所以如果長期曝曬在陽光下卻沒抹防曬的話，非常容易曬傷。

40.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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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我在美國大部分的服裝都是從台灣帶來的，我建議可以準備一些中國風的服飾，或是一

些代表台灣的衣服，像我有帶幾件踢恤上面印有台灣字樣與台灣地圖，可以很簡單的透

過衣服上的東西來向大家介紹台灣。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我的護照和機票等貴重物品統一交給我的顧問保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在這一年裡，我總共交換了交近一百五十個徽章，超過五十個國家。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讓我最難以忘懷的就是由扶輪社專門辦給交換學生的旅行，我們一起到了美國東岸的華

盛頓、費城、紐約和波士頓等等總共兩個禮拜的時間，不但到了許多有名的景點，還認

識了更多的交換學生，大家一起生活一起旅遊，旅程裡充滿了歡樂，尤其是當我們到達

紐約的時候，大家都為之瘋狂，真正體驗到了紐約迷人的魅力。這短短兩個禮拜是我參

與過最棒的旅行，也是最甜蜜的回憶。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到新的環境難免會有所緊張和陌生感，但不要害怕，拋開拘束勇敢去闖。

2.勇於嘗試新事物，不管結果如何，都一定會有所收穫。

3.到國外之後任何事都要自己來，學習讓自己更加獨立與成長。

4.遇到問題或困難不要畏懼，對自己有自信，靜下心來想辦法把問題解決。

5.對接待家庭與扶輪社心存感激，多參與他們的活動或是給予協助。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成為交換學生是我一生最難忘的體驗，真的很感謝扶輪社給了我這個寶貴的經驗，

讓我有機會學習與成長許多。在不同的國度有著迥然不同的文化和習俗，背負著親善大

使的重任，不僅要了解當地的生活方式，也要讓大家認識到台灣獨一無二的文化特色。

一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離開家鄉，自己一個人在美國獨自面對挑戰

與自我成長，也結交了許多新朋友，尤其是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學生，真的很喜歡跟交

換學生一起相處的時光，同樣是處在他鄉，同樣的革命情感，一起分享彼此的經驗與生

活，最後帶著成就與滿滿的經驗回國。

除此之外，在美國體驗到了很多的新事物，有些甚至是以前想多沒想過的，像是學

校在學期中有個校外旅行，真的讓我大開眼界，也是我這輩子做過最熱血的事，那就是

真正體驗到原始人的野外生活。和同學一起前往位在加州西岸的海灣進行一星期的獨木

舟之旅，沒有任何電子產品的干擾，真正的與大自然為伍，我們在太平洋划行了將近兩

個半小時到達一個無人島，自己動手整理裝備、搭帳篷、生火、煮飯，在這次的旅行中，

學到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來，不能依賴別人，也更深入了解了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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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外生活，這是我人生中最不可思議的一項體驗。因為台灣屬於熱帶氣候，所以冬天

幾乎不會下雪，但是在美國卻是相反，而我終於嘗試到了滑雪，第一次滑雪感覺很特別，

其實並沒有想像的簡單，但熟能生巧，我也漸漸體會到了滑雪的精華，這也是我最想念

美國的東西之一。另外，我和 Reno 地區的交換學生參加了一年一度的扶輪募款餐會，這

不僅僅是個餐敘，更代表著國際扶輪為世界付出力量的象徵，經過各個扶輪社友的演講

和報告，讓我了解到了扶輪多年來努力的精神，而身為扶輪社的一份子，只要是一點點

的付出，最後都會是最大的力量。

我真的誠心推薦扶輪社的青少年交換計畫，它並不是普通的交換學生計畫，而是一

項能改變你人生的重大里程碑，身為扶輪交換學生，在世界各地扶輪社的鼓勵與協助之

下，最後得到的收穫是豐盛的，也能讓自己更獨立，更有國際觀。在這裡我也要謝謝每

個為交換學生計畫付出心力的委員們，謝謝你們對地區的付出，讓我們受到更好的照顧，

更完整的訓練，因為你們無私的奉獻，我才有今天的成長。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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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廖彥翔 住址
中壢是五光三街

62 巷 8 號五樓
電話

03-4023991

派薦地區&社：台北建成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楊梅高級中學

接待社：Stolzenau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德國 mindener str. 58

D-31600 Uchte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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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ke

Blume

教堂職

員

40 否 五位 五個月

第２ Marlies

Dammeier

公職但

搞不太清楚

45 否 四位 三個月

第３ Ulrich

Nobbe

TOYOTA

氣車行老闆

57 是 六位 三個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因為選擇的國家都是德語系, 所以在派遣前半年就已經開始在學德文, 只是效果不怎

麼良好。

排到第一志願的國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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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聽了這麼多真正幫助到我得很少,每個人碰到的問題都不一樣, 主要是出國前要

把介紹台灣的一個小報告做好, 接待扶輪社或是學校會要求同學做

不是英語系國家還會要求用另外語言做 (我是被要求用德文做)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是, 記得帶硬幣, 有些機場推車會要用到硬幣才可使用, 當初我大包小包結果遇到沒

辦法用推車的情況有點困擾了一下。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 HOME 家爸媽,姊,弟,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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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我到德國了! 很興奮,但後來發現德國很多人不會英文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

沒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問題

呆了一年體重一直在 50~54 跳動

9.幫忙做家事嗎？

是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跟每個人都會溝通商量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很多禮物, 到最後還差點送不玩

我是帶很台灣特色的禮物

客家秀花包 , 零錢包, 台灣鑰匙圈, 客家手提包, 平安符, 木製龍蝦

客家芒草編鍋墊

PS. 我全家是客家人

國外人很常會包禮物, 盡量帶很有台灣本土特色的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沒有怎麼想家, 到是媽媽很想我, 一直寄信, 把信箱快塞爆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沒選課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我比較喜歡英文還有數學, 因為人在德國, 只有這兩個科目熟悉,

德國分成三種學校 高級學校 , 職業學校, 低級學校

基本上交換學生都會到高級學校去, 那邊普遍學生英文都比台灣高中生好。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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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物理化學呆了一年都沒辦法,國外化學符號稱呼都不同

英文剛來就適應了, 德文呆了一年一樣沒辦法,上課內容太深奧

地理歷史公民, 要看情況, 有些在台灣學過東西就可以勉強聽得懂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搭學校專車

50 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早餐包多一點, 撐到兩點回到家在吃午餐

如果有要到下午就要自己買 (我都是直接買麵包, 但很少這種情況)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15~13:30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 有, 看扶輪社會不會幫學生付費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 時間不一定

免費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知道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學校辦的活動

班遊到柏林

校遊到英國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很快就成朋友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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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活潑點,敢講話, 宗教不曉得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 Stolzenau

扶輪社會員數：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 在 Stolzenau 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 每個禮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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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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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

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參加幾次已經忘記了, 常去, 去那裏認是很多人很好的 uncle 人很好

例會大約 12 次左右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75 歐元每個月

應該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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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次吧, 會員會問些問題

我們在回答就好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他們常問的是, “你們會吃狗,馬嘛?＂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每次例會的地方都不同, 活動會是介紹當地文化或是辦 Party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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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清楚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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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差不多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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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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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個月）重來都沒

有文化衝擊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我沒碰到神麼適應上面的困難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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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地方的好朋友, 因為學了四年日文 , 每次都會被日本女生

纏著講話,他德文英文呆了一年還是不是很好。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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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當地氣候？

長期陰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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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如台灣相同, 可以用郵寄冬季衣服

要準備一套正式服裝, 例會有時候會用到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我是放在行李箱,沒發生過任何事情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差不多一百個, 可能會再增加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參加歐遊, 比利時, 荷蘭, 匈牙利, 捷克, 法國, 義大利, 梵諦岡

另外校遊到英國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英文非常重要, 一定要好好學好英文

2. 跟 HOME 家要良好溝通

3. 有時間去參加學校社團,可以認識很多朋友

4. 如果不是到英語系國家, 少講英文, 多練當地語言

5. 要帶一點台灣食物, 嘴饞的時候可以吃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

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

於 A4 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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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篇心得分別用了好多天來寫。

在寫開頭的時候心情很低落, 因為好友巴西女 Nathalia 這天要回國, 已經參加了兩位朋友的歡

送會,

想當初剛來德國的時候, 認識的第一位交換學生就是 Nathalia, 因為跟我同一個社。

我們交換了好多好多的感想, 這一年來都相互扶持,一起上德文班, 在學校碰到的困難, 還有

HOME 家的問題, 在互相加油中渡過。

八月中開學了, 意外的第一天就很多人跑來找我聊天, 對我蠻有興趣的, 很快就和同學混熟了。

只不過課堂中都聽不懂就是了, 也這樣發呆了好幾科一年。

然後, 秋天了, 紅橙黃佈滿了整個大地, 在台灣沒見過的景象一一入眼。

天氣開始轉冷了, 也開始去上德文班了。

這短短的五個禮拜, 卻是我ㄧ年交換之中過的最快樂的時段之一。在這裡認識了佑果, 來自日本

的女交換學生, 不過他是 ICX 交換組織的。

我想我幫助他蠻多的, 他剛來這裡一個月碰到我是第一個可以跟他用日語溝通的, 課堂上也是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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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請教我問題, 當然啦, 這麼好的練習日文機會我得好好把握, 距離最後一次上日文課已經四

個多月, 真的忘了好多東西。

也是在這短短五個禮拜, 我摸熟了德文的文法,也背了很多單字, 在這之前老是在用英文溝通,

德國人的英文又沒有我想像中的好, 在第一個 HOME 家, 只有 HOME 媽比較會講英文, 常常也是兩

邊都摸不著頭緒, 一直誤會意思。

之後就一直在用德文溝通了, 講到一年後, 跟巴西女在一起感慨英文都忘了一大堆。

冬天, 飄起雪花的時候, 我跳了! 我真的好興奮! 人生第一次看到下雪, 真的好美, 好美。

一片白皚皚, 德國 2009 年的冬天不同以往, 在北部已經好幾年都只是飄飄雪花

有時候甚至沒下雪, 卻下了大雪, 最深一米深。

在雪地裡跑來跑去,然後寫名字在蓋個手印證明我經過某某路, 後來常常發生這種事情。

不過這時候我才發現.. 原來已經過去半年了, 好快! 真的好快。

在德國參加了十多次的 Rotexweekend, 由 Rotex 舉辦的。 在這些聚會,認識了好多朋友, 也將會

是一生的朋友, 去了漢堡, 漢諾威, 還有許多城市,

可惜的是,沒碰到半個 Rotex 曾去過台灣, 或是會講中文的, 我到還好, 英文畢竟學了 12 年, 另

外一位台中ㄧ中的台灣交換學生就吃不消了, 一直找我翻譯,。

他跟我說, 這一年呆在這不精通的語言的國家, 老是被人欺負, 等個十年二十年後, 換我來欺負

你們!! 我們地區也有個日本女生, 也因為我會講日文,每次都黏著我.. 我快被她搞到抓狂!

冬天下雪一直到四月才熔化, 這時間就是來德國這一年的高潮了, “環歐旅行＂ 23 天, 是我永

遠也無法忘懷的記憶, 這 23 天裡, 46 位交換學生一起度過, 我們一起照相, 一起玩鬧, 吃 23 天

裡每天都會吃的午餐 sandwich bar, 一起注意在每個著名城市裡的小偷,然後晚上在跟著 Rotex

一起去 Disco。

ㄧ年這麼快就過了, 何況這短短的 23 天。

冬去春來, 春天, 看到了一望無際的花海, 為了做油用的花朵, 整片鮮黃,

不過這陣子我鼻子過敏就特別嚴重了,

被巴西女說我一天至少要砍掉四棵樹才夠我擤。

六月底我參加了學校辦的團隊到英國去玩一個禮拜,這一禮拜我玩得很高興,卻也很辛苦, 因為花

粉正的關係, 一天我擤了至少八包衛生紙,鼻子都破了。

歐洲幾乎都給我逛過了,

剩下西班牙葡萄牙, 等以後我在找朋友一起去, 有 Nathalia 幫我翻譯葡萄牙文,還有一堆墨西哥

朋友幫我翻譯西班牙文, 哈哈!!

這天看了無名網誌的低估功能發現我上一次是去年 7/4 號寫的, 這一年一直都沒在用, 上面寫

著＂ 唉~ 時間好快, 不想出國 “

這天打的變成＂唉~時間過的真的好快, 我不想回國了＂。我真的非常的感激父母和扶輪社給我

這個機會當交換學生, 這一年, 將會是這一生中, 最精彩的片段之ㄧ, 交到了將成為永遠不離棄

的朋友。甚至已經約好明年會去日本跟ㄧ些朋友聚會, 將來也一定會到巴西去看朋友, 當然也會

去美國啦! 也和在德國的朋友約好, 將來要帶台灣的啤酒去給她嘗嘗, 喝到不醉不歸。

20 號要回國了, 這天看到已經被我收的空空的房間, 好感慨, 眼淚都留了下來,

ㄧ年, 好快。

這一年, 沒白過。 倒是中文給我忘了一堆東西, 客家話也太久沒講有點生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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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在這一年期間常常被問到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還有台灣會不會吃狗肉或貓肉或馬肉。

不過都良好解答了, 台灣是個獨立國家, 還有以上幾種肉類不吃。

倒是我準備了很多的明信片, 上面有台灣許多風景圖, 我好朋有爸爸又是導遊, 有自己做得網站,

裡面很多她到處跑的照片, 另外有到觀光局拿了很多有關台灣的資料還有介紹 CD 以及海報(免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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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吳常榮 住址

台北縣三重市

仁義街 211 巷 30 號

1F

電話

0229859033

派薦地區&社：景福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國立三重高中

接待社：Oneonta Club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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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 Gracy

Wanda Gracy

Zachary Gracy

Ryan Gracy

學校主任

護士的秘書

學生

學生

49

50

20

18

否

否

否

否

爸爸

媽媽

哥哥

哥哥

8/29-12/23

第２ Andrew

Earle-Richardson

Giulia

Earle-Richardson

Patsie

Earle-Richardson

Aaron

Earle-Richardson

醫生

學生

學生

15

13

否

否

否

否

爸爸

媽媽

妹妹

弟弟

12/ 29-4/25

第３ Howard Reed

Jill Reed

Hunter Reed

老師

老師

學生 15

否

否

否

爸爸

媽媽

妹妹

4/25-7/1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英文，有有時間聽英文廣播，練習聽力

被排到的國家是第一志願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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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之前要向米老鼠一樣，多聽多看，才會減少做錯事的機率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錯過到達目的機場的班機

之後換機票和打電話通知要在機場接我的人然後等下一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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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誰到機場接你？

地區的青少年交換主委 Ed Forman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家裡的環境很好

有大大的空間

有後院 有車庫

轟家很歡迎我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派遣地區在美國的妞約州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單獨的房間，房間都不錯，沒有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問題 大概胖了 3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在第一轟家時有幫忙用吸塵器吸地板

在第二轟家時有時幫忙洗碗 冬天時幫忙顧暖爐 清理暖爐

在第三轟家時有時幫忙切西瓜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幾乎都先跟轟媽商量 然後就跟轟爸商量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中國結的飾品還有扇子 他們很喜歡扇子

同時送兩樣東西時感覺他們比較喜歡扇子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 找(家)事做或聽歌發呆或找人玩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一位是扶輪社員的老師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喜歡的:數學(三角函數):可以複習之前所學過的數學

英文(只有半學期);可以增強英文的運用能力

物理:在課堂上可以看老師做實驗給我們看

物裡的實驗課:我們可以自己做實驗

烹飪:當我們完成實驗(煮東西)後就可以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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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有時有特別的運動可以做(射箭)

畫畫:我喜歡美術的東西

不喜歡的:(社會科的)經濟:不喜歡背一堆東西

政治:上學期開始上，那時的英文能力還應付不來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有些相同如:英文、物理、物理實驗、體育、經濟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兩個月左右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在第一家庭時轟哥載我上學 7點左右出門

放學是轟媽載的

在第二階待家庭時前幾個禮拜坐校車 校車 6:40 左右出門

回家也坐校車

後來轟爸或轟媽載 7:10 左右出門

放學轟爸或轟媽會載

在第三轟加轟媽載 7:20 左右出門

放學轟爸會載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在第一家庭時轟媽會在早上做午餐

然後自己帶到學校

在第二接待家庭時在學校買

學校的午餐 1.8 元美金

在第三接待家庭時就自己做午餐帶到學校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38 開始第一堂課

2:20 放學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只有半學期的英文課

沒有被要求上語言學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參加學校的運動隊，每天大概 2個小時多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參加扶輪社的旅行到紐約市(New York City)和奧巴尼(Albany,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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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環美

學校的旅行是到遊樂園玩一天

跟第一轟家的旅行是去看尼加拉瓜瀑布還有到他們祖父母家

跟第二接待家庭的旅行是到華盛頓特區過聖誕節和跨年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好朋友是最後幾個月有的

參加運動隊認識的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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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生活很自由

沒有制服

有時有的課堂作業沒做完可以用自修課的時間去做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Oneonta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105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Oneonta Elk＇s Club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星期四中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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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大概 10 到 12 次

我記得有一次他們有為我準備蛋糕，因為例會前幾天是我的生日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 60 美金

聖誕節有多給 40 元美金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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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演講

說到有關地理位置時有用到 google earth 的圖片

他們很喜歡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沒有問題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參加例會的話都會先用午餐然後有唱美國國歌唱和扶輪的歌曲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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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每個月我們 Inbond 學生們會聚在一起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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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次 個別到不同的學校上一天的課

可以知道不一樣的美國學校生活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每次例會時都會先用餐，在台灣的話，用完餐後會到會議室開會，大家都穿很正式 的

西裝襯衫，在美國這的話用完後就直接開會，衣服不一定是很正式的西裝襯衫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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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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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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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有時候會聽不懂別人的幽默，問別人自己聽不懂的東西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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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是在這 Inbond 的學生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沒生病過

只是有時鼻子不舒服

39.當地氣候？

夏季宜人，不會太熱

冬天有雪，可以玩雪

但春天和秋天天氣不太穩定 天氣放晴幾天突然會降霜或下雪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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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穿便服，衣服大多在美國買

不需準備特殊的衣服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會請接待家庭幫忙代為保管重要證件

金錢的話請接待家聽的轟爸或轟媽當臨時的銀行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約 25 個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跟第一接待家庭去看尼加拉瓜瀑布

還有跟第二接待家庭去華盛頓特區，有進入會議院參觀

還有看到白宮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出國前可以辦一張信用卡隨身帶著，當急需錢時可以用到

2.若需要較多的錢可以請爸媽寄匯票，就可以省下轉帳的龐大費用，雖需要較長的時間兌換

3.帶自己的筆電會比較方便打報告(中文的報告)

4.出國前買張國際預付電話卡，有急事要打電話時就比較方便

5.有些電子周邊商品在台灣買比較便宜(相機的記憶卡)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我到的國家是美國，我以前沒到該國過，關於該國的認知都是從媒體得到的，有時是從新聞，

有時是從電影，我覺得我很幸運，因為我有機會可以真正的體會到該國的生活，認識更多有關該

國的事、物。

我記得剛到達辛辛那提機場時我記錯最後一班班機的時間，當時蠻緊張的，一個人，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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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的，想辦法讓自己冷靜，因為這是我的第一次經驗坐國際線的飛機，還是一個人，完全不知

道要怎麼解決，之後就問人怎麼辦，我一開始想說要再買一張機票，還好我很幸運因為我到櫃檯

時，櫃台的女士有問我為啥要買機票，之後就換了張機票就好了，只是要等下一班飛機，當事情

解決了，我就趕快打電話跟國家連絡人說，我錯過了班機，請他幫我通知要接機的人，東西辦妥

了後就覺得蠻高興的，原來坐飛機像坐公車或坐火車，錯過了就等下一班，只是要等的時間較長。

當我到目的機場時才打電話跟家裡的人報平安和我錯過了一班飛機的事，因為事先說的話只會讓

他們緊張，對事情不會有幫助。

記得剛到第一家庭時，覺得是記憶大考驗的開始，因為對我來說外國人的樣子都很像，轟哥

在第一個晚上時介紹是個朋友給我認識，我都記不起他們的名字，到學校時也是，都忘了誰是誰，

誰的名字是什麼？走在走廊上時覺得蠻緊張的，不知道會不會有人突然跟我打招呼，叫我的名字，

結果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美國的高中生活很不一樣，每天都是便服日，沒有人會抓服裝，更不會有人因此被記過，也

沒有記過的事，課是可以選的，每個人可以選自己想要的課，但是要注意要有足夠的學分才能畢

業，我很喜歡選課的制度，課表比較有彈性的空間，假如對某一方面的課程有天賦的話，可以選

比較進階的課。中午的時間沒有午休的時間，對我還說不是好事，因為我習慣有午睡時間，我記

得從國中時開始有午睡的習慣，每當到下午時我都會覺得很想睡覺。我很喜歡這的放學時間，大

概 2:20 放學，很早放學。

這裡學校有社團或是運動隊可以參加練習時間是在放學後，每天都有練習，每項運動都是一

個季節的，所以季節一過就沒有了，然後可以參加其他的運動隊或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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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陳怡頻 住址

台北縣板橋市三

民路二段居仁巷 40 號

五樓

電話

0229633588

派薦地區&社：3480 地區，羅馬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海山縣立高級中學

接待社：Rheinfelden-Fricktal 派 遣 國 及 地 址 ： 瑞 士 ,Maienweg4,4310

Rheinfelden,Schwe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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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cher 已退休 60 否 爸,媽 9月~10月

第２ Roniger 服務業 50 否 爸,媽,妹 10月~3月

第３ Steinegger 服務業 55 是 爸,媽,姐,

哥

3月~7 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

情？

沒有特別做努力,有請在我家住的瑞士交換學生教我一些皮毛。

只要不是非常不想去的國家,就不會不開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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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輪交換學生回來時的歸國報告最有用，跟 ROTEX 聊也滿有用的。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到香港轉機沒有任何困難，不過一到瑞士機場不知道到底要往哪裡走，之後是看字旁邊的

圖案去拿行李，不知道哪裡是出關的地方則是問服務人員。

4.誰到機場接你？

顧問夫婦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我先是在顧問家住了一個禮拜，很溫暖、很親切。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1980 瑞士是德語區

瑞士人口大概 7.8 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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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每個家庭都是自己的房間，在顧問家前前後後住了大約一個月，房間在地下室，除了潮濕、

很多飛行動物之外沒有任何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我非常能適應食物，胖了大概 4.5kg。

9.幫忙做家事嗎？

會，像是幫忙煮菜或是擦乾盤子。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部分是跟 home 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扇子、古典筷子、小吊飾、有中文字的東西。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還可以，沒甚麼反應。

反正不管怎麼想日子都在過，不如出門跟家人、朋友玩。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顧問都幫我選好了，我進的是繪畫科班。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科目：德文、英文、法文、數學、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生物、體育、美術、音樂。

喜歡的：英文、數學、美術、音樂。

不喜歡的：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生物、體育。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我沒有參與考試，功課只有做英文、數學、美術。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公車、火車，半小時。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去學校附設餐廳，大約台幣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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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點 55 開始，每天的課有不一樣時段結束。有時候半天，有時候到 3 點，有時候到 5 點。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都是老師自己挑要教甚麼，接待扶輪社提供。有去上語言學校，不過是自願的。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跟學校朋友去血拼算戶外活動嗎?

也有去過公園野餐。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慢慢成為好友。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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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沒有歧視，但多少會對自己國家有偏見，請慢慢的向他們介紹自己的國家。

不要太強調、推廣自己的宗教，最好都說沒有信教。

交朋友跟在台灣不一樣，絕不是從早黏到晚的才是好朋友，也不要只跟 2.3 個人成為朋

友，請跟全班甚至別班的同學交朋友。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heinfelden-Fricktal

扶輪社會員數：67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Engel Hotel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二中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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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

例會？情形如何？

扶輪社：5~6 次，大家都非常和善。

派遣地區：4~5 次，開始跟結束各一次，之後陸陸續續有很多地區活動。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扶輪社 150 法郎，每個禮拜 home 家會給 50 法郎當做學校午餐錢。

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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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point 和影片。驚訝，開心。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講甚麼語言、跟大陸之間的問題、地理位置、飲食、家裡成員、這個字寫成中文怎麼寫。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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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先吃飯，之後會請新加入的成員做介紹，再來就是這個禮拜有甚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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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會議：提醒大家哪些規定、遇到困難找誰幫助、語言課程。

地區活動：幾乎每 2個月 ROTEX 就會辦周末計畫，去某一個名勝玩兩天一夜。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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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扶輪社的活動是到法國歐盟的總部參觀，我覺得很特別。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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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比較沒那麼緊張，在這裡記住他人的名子是禮貌，所以在這方面比較吃力，不過微笑

就大部分沒問題了，大家都很友善。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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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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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瑞士人大部分都是早上洗澡，要晚上洗澡的話可以跟 home 家溝通，不過有時候大家出門

弄太晚，不能洗澡的情況也是有的。

學校上課方面聽不懂，一開始會很無聊。久了之後，學校會變成是交朋友的地方。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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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home 家人的朋友。或是 AFS 的交換學生。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生病過一兩次，大部分很健康。

39.當地氣候？

今年很冷，從 9月一直冷到 6月還沒變成好天氣。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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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台灣差不多，在當地購買比較貴不過可以更多樣選擇。

厚冬衣，滑雪的東西看個人，厚圍巾跟手套，會下雪所以很重要。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放在家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60 多個。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法國歐盟總部

跟扶輪社。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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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要認為是出來玩的，或是認為可以休息玩樂一整年，記得自己的所作所為都代表台灣。

2.遇到 home 家人的不公平或是挫折，不要自暴自棄，也絕不能跟 home 家吵架，盡可能配

合他們。

3.常常學校朋友出去玩，保持開闊的心胸。

4.在自己的需求和別人的期望之間做最好的取捨。不要事事迎合別人，也不要把自己搞的

很不開心。

5.與其待在家裡寫優秀的報告，不如多跟 home 家人聊天或跟朋友出門。(不過報告也是要

寫的！)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

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

張。

我在這裡學到了好多，其中的每天每時每分都在思考怎麼樣讓大家感受到台灣的孩子，讓

他們喜歡我們，也同時讓我明白家人有多重要，就算接待家庭待我再好，也還是沒有一刻放鬆，

這一年我沒有一天睡到自然醒，會覺得大家這麼早起，我怎麼可能睡多晚。這些想法會在日子

過去之間慢慢產生，每一分都思考到 home 家人，讓他們知道台灣，也不知不覺會以台灣為榮，

不知不覺會在街上和其他交換學生大唱國歌，在以前的我看來是非常可笑的事，如今都變成驕

傲。

在學校方面一開始好多挫折。記得第一天一開始在學校，到處問用英文問走來走去的同學

我的教室和班級在哪，卻沒有人理我，之後找到老師，找到教室之後真的很想哭。日子久了，

跟班上同學越來越好，常常一起出去玩，在最後上學的這一天，我給了他們全班所有人一包禮

物，每個人的都是我在想著他們不同個性而挑選的，他們很開心，我就更開心，他們也偷偷準

備了禮物給我，每個人都畫了、寫了滿滿一張八開圖畫紙給我的話和照片，我收到 21 張圖畫紙

真的非常感動，也很喜歡大家一直以來都這麼幫我，不管如何，我知道這絕對是值得的。

在未來我也還會再回來這裡找他們，對於人生規畫雖然還不清楚，不過我以後一但決定了

就會很認真的去做，以前不覺得台灣有甚麼好，這一年之後，覺得有家真好 XD，出生在方便的

台灣真好。

現在也很明白跟瑞士比起來，台灣的優勢在哪裡，怎麼吸引他們也比較清楚。方便程度和

料理是他們絕對無法比的，中文更是魅力，休閒娛樂也是很棒的優勢！

我的 home 家每個情況都不一樣，我第一個 home 家是個上海媽媽，他教我非常多東西在一

開始的時候，讓我適應和一開始學習德文她幫我最多，即使只有一個月，我對她真是非常感激，

之後雖然搬到不同家庭，和上海媽媽也一直都在聯絡，每次他都會煮中式的菜給我吃。第二個

home 家住了差不多有半年，home 妹很可愛，我很喜歡他們家人，每天遇到甚麼事情或聽到甚麼

消息都會迫不及待的跟他們說，我是他們的第一個交換學生，因為經驗不足他們沒有考慮太多，

有時候他們會期望很大讓我有點為難，但是我喜歡他們，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明年 home 妹

要去澳洲做交換，很希望可以幫她一點甚麼。

第三個 home 家對我來說真是挑戰，真的生活非常緊繃，home 哥、home 姐和我共用一個洗

手間，常常膽戰心驚怕會占用到時間，洗澡的時候也有ㄧ些規定，雖然需要規定不過每天都讓

我很緊張，生怕甚麼事情忘了做，home 媽對我如自己的孩子，所以滿嚴格的，通常她都會幫我

決定所有事情，在選擇方面我不用太擔心，但是也常常喘不過氣，為了不想讓他們失望而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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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常常發生的事，他們都希望成為我最好的家庭，我很感激他們，雖然有時很辛苦，但

很愛他們。

感謝扶輪社讓我可以出來看看世界，成長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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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黃齡嬅 住址
台北縣板橋市忠孝路 46

號三樓
電話

02-89521535

派薦地區&社：3480 台北羅馬社 原就讀學校：縣立永平高中

接待社：Münster Club (明斯特社) 派遣國及地址：Münster, Germany D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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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lers 教師 55,54,14 否 父母+弟弟

(姐姐在台

灣)

08.2009-11.2009

第 2 Reibstein 商人、秘書 53,52,19 否 父母+哥哥

(姐姐在墨

西哥交換)

11.2009-03.2010

第 3 Rath 教師、醫生 52,51 否 父母

(哥哥在墨

西哥交換、

姐姐在多明

尼加共和國

交換)

03.2010-07.2010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因為大部份填的幾乎都是德語系國家，所以在未知國家以前就已經參予了學校的第二外語課

程。到了高一下學期之後，就開始去德國文化中心上德文密集班，從最基礎的 a1 開始上起，

大概上了兩期就準備出國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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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喜歡的部份是大家分享在交換地區的趣事，以及接待家庭的一些反應。有經驗的學長

姐說的趣事，有些好笑有些很糗，我會默默的記下來，以便日後提醒自己。接待家庭喜歡怎

樣的禮物，對怎樣的亞洲菜餚有興趣，或是喜歡怎樣的態度…畢竟歐美國家的觀念跟亞洲差

的太多，依照學長姐的描述，可以想像出一個模糊的輪廓。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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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家庭+顧問。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很溫馨。因為姐姐要去高雄交換，所以幫忙她解決問題，回答家裡對台灣、高雄的好奇，

然後在這樣頻繁的問答中慢慢的拼湊德文句子，更幸運的是，第一家庭的 H 爸剛好是當地大

學的語言老師，他有一群從台北東吳大學來的學生，所以每天都有隨時隨地的德文課。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德國 1870 地區，概括整個北萊茵－威斯法倫州(邦)，主要城市有杜塞道夫、多特蒙德、

杜意思堡等魯爾工業區大城。我住的明斯特市位於魯爾工業區上面，沒有工業區的烏煙瘴氣，

這裡是難得清幽的大學城，人口約 27 萬人，大學生的比率高，是北萊茵邦的文化中心。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都是單獨一間房間。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很適應，不過降了七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有。除了自己洗衣服是必要的以外，每次餐後收盤子到洗碗機、擦桌子、還有擦乾 H 爸

媽洗好的鍋具等，偶爾幫忙澆花，在第二家庭的時候，每個禮拜兩三天要去溜狗。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第一家庭主要是 H 爸，因為他是大學老師，在家的時間比當小學老師的 H 媽多；第二家

庭只能跟 H 媽，因為 H 爸在法蘭克福工作，每個禮拜只回來兩天，偶爾也會跟 H 哥討論，她

是 ROTEX，不過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準備畢業考和找工作；第三家庭都可以，因為父母的工作

時間都很固定，每天晚上都會一起看電視。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準備中英對照的中國菜食譜非常受歡迎，不過要帶起來會很重，我是請家裡另外寄來

的，我還有另外請我媽媽作了羊毛氈的中國風鍋墊。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還好。想家的話就開 GOOGLE EARTH，不過整體來講還好，因為一切都太新奇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第一家庭的姐姐+高年級總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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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英文，英式英文雖然有點難懂，可是對於當初還不會講德文的我們來說，是一堂很容易

就可以跟同學交談的課；數學，雖然是用德文上的高一數學，不過數字滿好懂得；物理，幾

乎都是全程示範的，是很有趣的課；藝術，每個禮拜就只有畫畫；政治，一直在討論政黨，

即使到學期末還是聽不太懂；音樂，除了理論，每個禮拜都有實作課程；化學，幾乎每堂課

都要作實驗，是台灣完全沒有的經驗!!!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11 年級開始，就可以自由選修，不過還是有参予到大部份能力所及的科目。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比較需要德文聽力理解的大概需要到三四個月，畢竟老師的演說中還是有一些專有名

詞，不過理科就還好，有沒有德文都差不多。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在第一家庭的時候，是走路或騎腳特車上學；第二家庭的時候要轉兩趟車；第三家庭的

時候做校車。除了禮拜四要六點起來以外，其他天的課都在九點才開始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都回家吃。不過在第二家庭的時候，因為家裡住的太遠，所以跟另外一個交換學生去我

的第三家庭吃中餐。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最早 7:40，最晚 14:00 最晚。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在當地的類似社會教育機構上德語課程，德國的新移民很多，所以有很豐富的語言課程。

我上兩種語言課程，一種是給青少年移民的課程，免費的，一整年的課程；第二種是給普通

社會移民上的，後者要付費，我上了三期，最初一期是接待社出錢，接下來都是自費。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必須重讀高二。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沒有。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一些些 H姊以前在學校的朋友，他們很照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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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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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信教的習慣。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Münster Club

扶輪社會員數：9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2 Löwe Club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禮拜一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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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

次例會？情形如何？

三次．社裡的氣氛很輕鬆，對交換學生也很友善，第三次去參加的時候是做關於台灣的

簡報，雖然很緊張，可是社員都很和善。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 歐。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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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十幾分鐘的德文簡報，本來報告完以為就要下台了，不過沒想到社員還有提

出不少的問題，或許對台灣的興趣比對墨西哥高多了。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他們感覺最特殊的是學校生活，因為整天制還有睡午覺都對他們來說很驚奇，還有台灣

很多城市的人口密度之高，也讓他們覺得難以想像。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扶輪例會是顧問通知我們才去，故只有三次，第一次見面、第二次聖誕家庭聚餐，第三

次台灣簡報。

每個月扣除十月的環德、三四月的環歐，都有 rotex 為交換學生舉辦的周末，在不同的

城市，除了讓交換學生彼此認識、見面以外，每次都有活動以及城市導覽。

五月的時候有 1870 地區的地區會議，交換學生有義務要參加，帶自己的文化食物介紹，

以及讓其他的扶輪社員認識交換計畫。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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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比較深的是 ROTEX 和環歐、環德團隊。在 1870 地區，交換委員會其實介入的不多，

只有在有人喝醉醉得很誇張，以及其他違反 4D 的狀況的時候才會出現。Inbounds 比較是被

rotex 照顧的，那裡的 rotex 組織很嚴謹，辦的活動也很有經驗，除了每個月帶我們出去玩，

就連環歐、環德都是由資深 rotex 帶我們出去玩的，rotex 甚至必須要照顧到明年要出國的

outbounds，不過沒有像 inbounds 這麼多。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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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我對台灣扶輪社認識不深，在台灣參加過的例會，跟在德國參加過的例會也很相似，不

過德國的例會之前不用唱歌，大概是唯一的不同吧?!



185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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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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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如果感到疑惑，我都會跟另外一個墨西哥籍的交換學生討論，通

常我們的結果都是「德國人真奇怪」，然後久之就習慣了。可能那時候比較困難的是從第一家

庭換到第二家庭去的時候，因為第二家庭是有名的機車，所以常常跟另外一個交換學生一起

想說要怎樣才能避開不定時炸彈。在異地，或許有個可以一起傾聽的朋友真的很不錯。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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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同社的墨西哥女生，以及一些在語言課認識的其他組織的交換學生。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良好。

39.當地氣候？

涼爽，冬天會到零下二十幾。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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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重的冬衣到當地才買。參加例會的正式服裝也有準備，我還有另外準備要參加音樂會

的正式服裝，如襯衫、學生裙、西裝褲等。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搭飛機的時候以腰包隨身帶在身上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90 多個。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環德旅行、環歐旅行以及每個月的 rotex 周末，家庭方面只有第二家庭在聖誕假期之間

去奧地利的聖誕滑雪假。其中我特別喜歡和交換學生一起的環歐以及環德大旅，十月秋假的

環德旅行，帶我們走遍德國各大城，徹徹底底的體驗德國文化，看完一圈德國，我們更愛台

灣；在復活節假期的環歐大旅，則帶我們走過歐洲的各大城，歐洲和德國本來就密不可分的，

讓我們在到達德國後七個月，在更深入的了解歐洲以及德國之間的歷史，繞完一圈歐洲以後，

我們更愛了德國。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盡量的放開自己，或許一開始有些困難，但是實際上沉默會讓家庭很煩惱，也交不到

朋友。

2. 努力嘗試，很多新的事物值得我們去看，如果不喜歡就算了，不過多常是可以發現很

多好玩的新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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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參予家庭的晚間活動，通常普通家庭在晚餐後都會出門去散步、待在客廳看電視，

甚至於跟著家裡姐妹一起做功課等等，多參予可以讓他們不會把妳當做交換學生，而是家裡

的一份子。

4. 在學校方面，當然首要還是多參予多講話，不過如果同學們仍然很冷淡的話，就盡量

不要放棄嘗試，微笑以待。

5. 日常生活方面就盡量去試新的東西，我花費很多時間在探索我住的城市，在大街小巷

之間常常會發現許多有趣的商店與景象，德國人有時候會出乎意料的友善，常常會跟外國人

主動攀談與幫忙，在過程之中可以增進德文會話，也學到很多關於德國的文化。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

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從準備申請書、面試、講習會、英文演講到最後知道城市地區，連絡家庭、顧問，出國…

當我再次站在台灣的土地上回想起，這一切仍然太快太不可思議。

在宣布派遣國之前，我不曾有任何特殊的期待，地區給的五個國家的機會選項，我在深

思熟慮之後填下了五個非常感興趣的歐洲國家，我沒有一定要去哪個國家，因為我明白，無

論如何，被派遣到的那個國家肯定會是最適合我的，也一定值得我去探索。

對於德國，一般人的印象一定只有『冷漠』、『守規矩』、『準時』等等，不外乎就是一些

死板板的印象，文化方面，不可不提及的當然是他豐富的音樂史，工業方面更不用說了，Made

In Germany 更是享譽國際的品質保證。在出國前我對於德國的印象亦是如此，『死板+音樂大

國+工業大國』，我想著，是怎樣國家可以發展出如此蓬勃的音樂歷史? 是怎樣的國家可以讓

他們的工業有著世界第一的稱譽? 然後又是怎樣的國家可以承受二戰帶來的那些沉痛?!

於是，零九年八月，我帶著滿滿的好奇，飛往德國。

我的城市 Münster 明斯特，位於北萊茵－西伐利亞(威斯法倫)邦，在 2010 年歐洲文化首

都－魯爾工業區－的上方，向西臨近荷蘭 Enschede，向北的大城有奧斯拿不呂克以及漢諾威

等等。明斯特是一個大學城，整個城市散發著濃濃的書香味，人口主要以大學生為主，充滿

了青春有活力的氣息。德文的 Münster 是大教堂的意思，明斯特到處充滿了大大小小的教堂，

城市圍繞著最大的教堂，街道幅射狀的從教堂向外延伸，綠蔭鬱鬱腳踏車道連結著各個景點

環繞著整座城市…這樣美麗的城市，更是在 2004 年的時候，拿下了『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

的榮譽。

剛到德國的時候，一切都是那麼新奇，公車站牌是電子式的，每班公車絕對準時到，街

上永遠是一片乾淨，到處有慢跑的人們，路邊的分類垃圾桶…。我很幸運，H姐是要去高雄交

換的 OUTBOUND，我總是拿著從觀光局拿來的文宣和明信片興奮的跟她說台灣的美麗，我的第

一家庭的 H爸更是一位語言老師!在明斯特大學教外國人德語，更幸運的是，明斯特大學和台

北的東吳大學是友校，在 H爸的介紹下，我認識了很多台灣大學生，暫解了不能說中文的不

舒服。現在想起來，我似乎沒有任何的「文化衝擊」的現象，我把每件事都當作是第一次看

到，盡量不用事先設定的印象去解釋，這樣讓我視野看得更開，「接受、體會、驚艷」，示我

剛到德國每天都在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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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交換學生們，我從語言課以及學校認識不少外國人，有些人是新移民，有些人是交

換學生，更有些人是混血兒等等，唯一相同的是，我們都曾經在德國以外的地方住過，在言

談之間，常常會不約而同的提到「在台灣，我們會這麼做…」、「可是在智利，我們會…」「在

墨西哥我們也是…」，大家用破破德文，努力的去交流在祖國或是交換國的文化，我努力的讓

他們了解，台灣是一海島，而非泰國；我們主要講中文，而非台灣話(Taiwanese)；我們不是

中國，我們是獨立的國家…，我把握每次在語言課介紹自己國家的機會，給同學們看明信片、

看簡報，甚至是做中國菜我都很願意。在每次的 ROTEX 或是扶輪社聚會，我們台灣人盡量的

樂於參予，玩得很瘋，我不想讓他們覺得「喔又是亞洲人」「無聊的亞洲人」，我不喜歡所謂

的 Oh Asien!我盡量的讓他們知道，多次的強調，我們是台灣人，那位是日本人，這位是泰國

人…當然努力是有成果的，在語言課中，我交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只有我稍有缺課，

她們都會問起，那個台灣小女生呢?!最讓我感到興奮的是，在環歐大旅中，我們的領隊和 rotex

跟我們台灣人說，妳們是四年來，我們遇過最好的亞洲交換學生!!!在每次出去玩，亞洲人都

是最不用擔心的一群，永遠準時，永遠規矩。

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學生，以難以解釋的緣份，將原本沒有交集的平行線硬生生的拉到

了德國 1870 地區，大家就像是一個個異國的形象，我們從她們的身上學到該國的縮影，然後

融和在我的世界觀裡。我從和人的應對進退之中，學習社交技巧，學習看人，學習處理人際

問題。我從和家庭的互動中，學習真正的德國人的生活，真正的習慣，真正的價值觀…我的

價值觀，經過這一年不斷被各種異國文化沖刷，早已蛻變成另外一種全新的樣貌，讓我用全

新的視野，全新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我在一零年七月，帶著滿滿的收穫回到了台灣，經過一年，我早已以半個德國人自居，

雖然馬上就要回到正常台灣高中生的生活，但是我相信，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在這一年，我曾

經到德國當了一年的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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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郭思妤
住

址

台北市內湖區

金湖路 363 巷 3 號
電話

26342771

派薦地區&社：艋舺 原就讀學校：內湖高中

接待社：Drayton Valley 派遣國及地址：加拿大亞伯達 Drayton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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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b

Kelly

Bob

有自己的

hardware

店

約

40 幾歲

是 Dianne

Kelly

2009.8.29-2009.12.12

第

２

Mardi

Dency

銀行

經理

約

四十歲

是 Mickeal

Ashley

2009.12.12-2010.2.24

第

３

Ray

Labossiere

旅館

老闆

約

四十歲

是 Frances

Labossiere

2010.2.24-2010.4.28/

2010.5.27-2010.7.1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

情？

加拿大用的語言是英語，學校有學，從小有在有外籍老師的補習班上過課，所以沒有臨時

做太多額外的努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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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我最有幫助的是去年跟我去同一個地區的 rebound 的網誌，不知道是甚麼原因我連

歸國報告都沒見到他，但是他的網誌把每一次的旅行都打得很齊全，在線上也有跟他請教過一

些問題，讓我獲益良多，畢竟即使是同一個國家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民情。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只是很緊張而已，因為第一次自己做長程的飛機，幾乎沒甚麼睡，但基本上都很順利。

4.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顧問，其實我一直到機場才知道他的長相，但是相談甚歡。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派遣的地區有點複雜也是個大地區，從上半部的 Alberta 到隔壁的 BC 跟 sasketchewn 還

有北邊的西北地區，一個十分大的地區，我的接待社所在的 Alberta 的人口約 345 萬人，是個

能源省，福利很好因為產石油，稅也因此比其他省少很多，地很大所以基本上只要出了小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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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市就是農場，地廣人稀大部份人都有自己的房子，若是住在鎮外那後院幾乎都大的很可觀，

華人相較於其他省是少很多，因為大陸行氣候使得冬天會很冷。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我總共有四個接待家庭，基本上幾乎都沒有接受上的問題，都是一人一間房一間廁所甚至

是自己一層樓。最多也只到要與轟妹共用廁所。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只是每餐的熱量都多很多就是了，特別是外食的時候，健康一

點的就份量大，要不然就是非常的不健康，因為有在運動所以約胖了三到五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大部分時候是幫忙擦乾碗盤，在某個轟家有空也會幫忙洗碗，打掃自己使用的廁所，幫忙

回收，洗自己的衣服，基本上如果我沒再忙都會出去幫忙做晚餐，偶而他們在忙的時候也可以

做做菜給他們吃。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部分會跟轟爸比較合得來，沒有太多事情需要商量所以其實也還好。基本上家庭裡的每

個成員我都會盡可能的去跟他們聊天。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有帶扇子，功夫球，眼鏡袋，零錢包，筆給接待家庭，都還滿受歡迎的。還有帶些手工

的皮小零錢包給朋友或是拜訪別人家的禮物，這也很有用。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我的症狀比較不一樣，不是想著要回去，只是一直不滿現狀覺得很寂寞，特別是聖誕節到

農曆新年那段期間，撞牆撞到第四五個月的時候真的很沮喪，有時候會打給媽媽哭訴，但是總

是可以在事後堅強起來，那段時間講電話都可以講很久(頻率不高)。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顧問及校長，但我建議還是找學校同學問比較準，我因此選了很難的課負荷不大了，一開

始沒有人知道你的英文程度，況且上課的英文跟對話是截然不同的。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鑑識科學、聲光影像、英文、體育、樂團、數學、社會、戲劇。

我喜歡的有聲光影像、數學及戲劇，我們學校有非常好的硬體設備，選聲光影像這堂課的

學生都可以使用到 Mac 還有非常專業的攝影機及收音 bone，自己拍三至五分鐘的短片，充分的

展現出學生的創意，也讓我們學到如何使用這些專業的器具(有特地請專人教學)；數學是因為

本來就是我擅長的科目，因此也學到了很多專有名詞；戲劇非常有趣，剛開始我極度的討厭，

因為每節課都要上台即興表演，那時候的我英文很不好，會聽不懂同學的笑話也會無法反應讓

我很挫折，但到後來聽得懂也更喜歡表演，還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因為會一直分組討論及演出)，

這反倒成了我最喜愛的一堂課，其中還有一次大型的表演，我邀請了好多扶輪社員來看都大受

好評，才發現自己玩來也很愛演。

我不喜歡的科目只有社會，由於當初選錯課的原因，我選到了比較難的社會，大家對於畢

業考的準備也較為嚴格，相對之下我可以發揮的空間就很小，在加上這個科目的考試不外乎就

是閱讀測驗和短文寫作(短文是指最少以 12 號字體兩三頁)，就算我能理解我的閱讀能力還有寫

作能力也不夠強，最後結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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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都是相同的科目，只是我沒有學分的問題，因此可以選擇較多有趣的課程。加上很多科目

是高二高三一起上的，所以我也認識了很多高二的學生。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上學期比較困難的科目有英文和鑑識科學，一開始聽得懂但很吃力，大概五成懂吧，大約

兩三個月後比較可以應付，但英文就是老師講的我都聽得懂但是閱讀文學還是不行，需要花很

長的時間在家自行努力才可。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個轟家轟爸轟媽會輪流載我上下學，約十分鐘可到達學校。第二個轟家必須走路上學，

單程約半小時。但三個轟家也是走路，約十五分鐘。我還有在另一個轟家但只待一個月，在那

我搭校車去上學。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第一個轟家會幫我每天準備好早餐，但其餘的都是我自己做，冰箱裡的材料自選，但是如

果沒帶的話就自行負責，餓肚子不然就是去學校合作社自己花錢買午餐吃。(每餐約加幣三到五

元)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八點二十九分第一節課開始，三點二十六分下課，禮拜五兩點十三分就下課了。下學期有

空堂所以九點四十二分第二堂課才要到學校。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有跟當地學生一起研讀英文，算是文學教材，學校圖書館可以借閱，英文老師也有提供我

一些較簡易的書來閱讀，沒有被要求上語言學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個人指導，但辦公室小姐都認識我，所以有是直接去其實就可以了。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有參加籃球社，一周兩次練習，每次兩小時，不包括球賽，球賽會到各地打，所以常常

因為這樣晚回家或是提早離開學校，有付過一次一百元加幣去打循環賽，但其他的比賽都不用

錢，建練在著我們到處跑。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我在台灣高中以畢業，所以沒有這類的問題。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參與體育課的滑雪之旅，滑一天的雪，也是我第一次嘗試，有教練教學還跟朋友去十分

有趣。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我在開學第二天就交到朋友了，party 會邀我去，午餐會一起吃，有時候還會一起 hang out，

但還不到交心就是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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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生活就是要主動一點，因為如果你害羞別人也害羞的話絕對不會有人成功交到朋友，

這一年你就是 Rock Star，享受被注意的感覺吧!

宗教也是一種文化思想，只是有時候不限國籍，聽一聽不要想太多，要學會尊重別人的思

想，並不需要為了宗教而與人起爭執，畢竟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勸人向善的不是嗎?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Drayton Valley

扶輪社會員數：約 40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飯店會議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四午餐時間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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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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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情形如何？

若沒遇到旅行，基本上我每次都會到場，我非常喜歡我的接待社的氛圍，大家就像家人一

家會擁抱會聊天也有好多的支持，每周有時間我都會報告我一周做過的事還有我的想法，因為

如此我現在一點也不害怕舞台，他們還給了我在地區年會上演講的機會，真的很感謝他們。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有 125 快加幣，與規定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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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的演講有兩次，我使用的是 PPT，加上了很多我之前自己拍的照片，最讓我感動的是

已有扶輪社員計畫來台了!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基本上他們對台灣都不大了解，所以很多事情都會亂問，反而沒有一定的問題。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扶輪社例會比較像是討論些即將要辦的活動，我的扶輪社很常辦公益性的活動，所以我也

有很多機會跟他們互動幫忙。交換學生自己的地區旅行非常棒，有個旅行大家一起做車到北緯

六十三度去蓋雪屋看北極光，還有另一個旅行大家一起去划獨木舟，因為不是跨國家的地區反

而可以體驗真正加拿大人的生活。地區活動大部分都還有很多扶輪社員，去了不少社的例會，

大家也都會分散與當地社員聊天，名片好好發其實幫助很大。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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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較多講習會，在加拿大我的地區辦的講習會只有一場，叫做 spring orintation，集

合了 outbound inbound 還有 rebound，總共有三天，家長與小孩也分開，讓小孩學習主動參與，

在 inbound 的旅行中也很多服務的機會，帶我們去些公益團體看看也順便幫忙做事一舉兩得。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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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的扶輪社比較偏重企業經營，人脈關係，公益在例會當中似乎不是第一位。但在我的

接待社中，工作反而不大重要，或許是因為大部分社員都已過了人生當中衝刺事業的階段吧，

例會時間幾乎都是在討論活動內容等事項。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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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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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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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其實差異對我的影響不大，最大的反而是交朋友的問題，在團體裡卻又無法發聲讓人了解

覺得很失落，這也需要時間吧，我對同年齡的人是應能力就比較慢一點，但久了就習慣了也自

在多了。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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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顧問是烏拉圭人，因為他我認識到他的朋友還有他的弟弟妹妹，其中一個轟媽是菲律

賓人，我也因為他認識了好多菲律賓人，還有扶輪社員當中還有斯里蘭卡人跟墨西哥人，加拿

大是一個有著很多民族的國家，我也因此認識了好多不同國籍的人。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大病沒生過，但小病不斷，回家前還扭傷了腳踝。

39.當地氣候？

-40~30(攝氏)，可以很冷但不會很熱，幾乎不會下雨除了夏天，因為離洛磯山脈很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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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氣的變化非常大，冬天很長，約六個月，夏天最熱可以到三十度，但也只有在七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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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服裝在台灣都有準備好，有買了一件羽絨雪衣，但到當地購買了雪靴因為每天都

要走路上學。

至少一件傳統服飾、還有一些在正式場合穿的洋裝套裝高跟鞋/西裝皮鞋，如果有餘力的話

再帶一件畢業要穿的禮服吧。因為要合身不大好借。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有種包包是可以穿在衣服底下的，放那裏即可。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與交換學生交換的還有收集到的少說也有一兩百個吧。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去溫哥華，跟轟媽還有轟妹去的，去 calagry，扶輪社員帶我去的，常常去城市 edmonton，

只要有地區旅行一般都會有後續行程。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保持樂觀:因為一切改變的都非常快，有可能隔天所有事情都好轉了。

保持微笑:或許你語言不通，但是微笑卻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主動幫忙:或許你嘴不甜，但你一定做的到幫忙，畢竟大家都沒有義務要對你好，對你好要

懂得感恩。

少用電腦:很多人出國無聊就一直在網路上混時間，但其實這些時間拿來跟接待家庭的成員

多做些互動，會對你自己更好。

BE FIRST:主動嘗試，不要害怕失敗，因為就算失敗你也試過了，總比那些一次都沒有嘗試

過的人好吧。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

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

張。

經過了這一年，我覺得我最大的改變是我學會靜下心來了，以前的我很浮躁，念書定不下

心，每天想的事也很單純，但經過這一年，很多時間要與自己獨處，自己一個人跟無聲的世界，

時間多了就會開始亂想，但也不全然都是亂想，會開始自我反省檢討，我哪裡做對哪裡做錯，

還有比較文化的差異，有很多時間可以跟轟爸轟媽聊天，討論想法，更能表達自己，也更懂得

與無聲相處。

以前對自己的人生似乎都想得好完美，想做甚麼目標都很明確，但經過這一年之後，一切

都變得好不確定，因為人生就是這麼的無常，前一秒鐘對的喜歡的，下一秒鐘可能就討厭了，

因為換個角度看又不一樣了，之前給自己設定的好多個目標也變得可有可無，這一年，我發現

了很多自己以前不引以為榮的潛力，例如說演戲唱歌或是演講，或許我的人生沒有必要走著這

麼確定無憂的路，或許曲折也可以很精彩，但並不是因為這樣就對人生毫無規畫，只是計畫裡

總有變化。朝著目標走是一定的，只是最高宗旨變成了＂Enjoy myself!＂

我介紹台灣會根據這個人的個性來介紹，風景(有山又有水)人(熱情)食物(美味又平價)，

很少人對這三項都沒有興趣的，偶爾會遇到有人跟台灣有些關聯，這就聊得很開心了，事後遞

出我的名片，說著"Welcome to Taiwan" 還表示如果來台灣一定要找我接待，這絕對是真心誠

意的不是客套話，如果有人說家是心之所向，那我有兩個家，台灣和加拿大。

特殊的經驗很多，最特殊的我會說是地區旅行，第一次的秋季講習會讓我遇到了來自世界

各國的交換學生，一見如故，有著聊不完的話題還有像家人一般的情感，那種感覺是我一輩子

都忘不掉的，大家一起寫信回家，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離別，因為知道下一次見面大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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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開很久的車了。然後大家都很期待的 yellowknife 之旅，到這個北緯 63 度的城市 winter

camping，大家都以為我們瘋了，但真的是我一輩子都忘不掉的回憶，大家一起蓋雪屋，每個人

都穿到腫得跟雪人一樣圓，一起躺在雪地裡看星星看極光，不用說話，那種感動卻不是輕易就

可以抹煞掉的，snowshoeing 一起走到坡上看極光，零下四十度好冷但也好值得回憶，大家好幾

天不能洗澡，最後看到水就衝上去的瘋狂景象，做狗拉的雪橇廳主人講故事，一起睡體育館、

一起打球、一起打雪戰、單程二十幾個小時的車程但我們辦到了，沒有遇到任何危險的結束了，

好累但好精采。Spring Orintation 遇到 rebound 跟明年的 outbound，大家混在一起，有人問

我說這太不可思議了，怎麼可能沒有一個人被遺忘，我說"當你在學校遇到過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會知道有朋友是一件多麼珍貴的事情，沒有人會想要被遺忘，那就先不要遺忘誰吧＂大家都

這樣做不是很好嗎? 教給 outbound 的不只是該遵守的規範，還有面對人生的態度，這是我覺得

最寶貴也是最值得傳授的一件事了。地區年會在我的小鎮辦，我等於是主辦社的一份子，所以

交換學生也是我在帶領，很開心，因為我最喜歡的人們在我最喜歡的小鎮上，而且我還可以幫

我的轟爸轟媽(當時的地區總監)好多忙也更了解扶輪社，我說＂這是我參與過最棒的地區年會

了＂，好吃好玩又有重點。或許我參與過得不夠多，但這絕對是我最愛的一個。之後有個大旅

行 canoe trip，划船野外露營共十天，也就是說七天不能洗澡，七天看不到廁所看不到床，水

是很珍貴的東西，這趟旅行我曬得好黑，雖然其中有兩天一直在下雨，划船的途中還有下冰雹，

划的手也很痠，但是跟交換學生之間的感情變更好了，大家互助，一起洗碗一起吃飯一起不能

洗澡，還有一起享受野外桑拿，一起翻船也很酷，雖然到最後我腳扭傷了，但這趟旅程真的很

棒，我覺得我是一個強壯的加拿大人了

這趟長達一年的旅程讓我學會很多東西，學會放棄學會得到，也學會了尊重差異，學會不

要灰心學會為他人著想，當了一年的大人，沒有人再把我當小孩子看，沒有人會幫我付錢收拾

善後，一切都是要自己來，看別人臉色說話，好多的好多，沒有一項是學校裡老師有教的，我

放棄了一年學業來會卻這一輩子都難以磨滅的回憶，你問我值不值得? 我會說，再讓我選一百

次我也要當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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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楊舒婷 住址
台北市中山區大直街 15-1

號 11F
電話

02-25338433

派薦社：台北雙園社 原就讀學校：北安國中

接待社：České Budějovice 派遣國及地址：捷克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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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líček
∕

Havlíčkov
á

父 :土木工

程師

父 :51

母:49

否 哥哥 與弟

弟

29/08/2009~

22/01/2010

第２ Syllaba∕

Syllabová

父 :工程師

母:醫生

皆 為

44

是 弟弟 22/01/2010~

21/03/2010

第３ Kočer∕
Kočerová

皆為律師 父 :45

母:44

是 哥哥 21/03/2010~

06/07/2010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姐姐與哥哥皆由學校推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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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外籍學生討論以及先前了解當地的文化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接待家庭的媽媽與弟弟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真的是住在一個很小很小的村子裡，打開窗戶就是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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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捷克共和國 1000 萬人口，首都為布拉格，而有 100 萬人住在布拉格，捷克全境平均在海

拔 300 公尺左右，許多森林與河流，捷克人熱愛大自然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是，沒有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吃得太好了!胖了快 8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有，每天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第一個家庭則是與接待家庭的爸媽跟弟弟，有事情會和弟弟商量，因為同班且只有弟弟

在家和會講英文

第二個家庭則是每個晚上都會和媽媽聊天，有事情時會和爸爸講，而且爸爸為扶輪社員

單三個家庭則是吃晚餐時都會和爸爸聊天，有事情時會跟爸爸或媽媽講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扇子，絲綢，台灣國旗的杯子，茶葉跟台灣花種的杯墊。他們最喜歡的是杯墊與茶葉，

因為他們喜歡喝茶，杯墊的話是因為他們喜歡喝啤酒，可以墊在下面很方便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沒有特別想家，到是很想吃黑糖冰跟芋圓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負責老師給我幾個班的課表，叫我自己排，排完再給他看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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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捷克文，英文，歷史，公民，德文，地理

我喜歡德文跟英文地理課，因為我很喜歡德國所以學起來特別起勁，而且德文老師非常

好也非常用心。，而由英文授課的地理課則是讓我最能理解老師上課內容的一堂課

不是很喜歡英文，因為英文課的老師總是讓我有種被忽視的感覺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但因為德文課我是從初級開始修，所以是在其他班修課，還有英文我有加修所以也

有到其他班上課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英文是一開始就可以接軌，而德文課是到中期開始聽得懂捷克文以後才慢慢了解老師解

釋的內容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個家庭因為住的比較偏遠所以，每天走路 20~25 分鐘到公車站，在做 20 分鐘(沒有

下雪的話)的公車到城裡，再走 5分鐘到學校，所以每天 7點半以前要出門

第二個家庭是在城哩，所以每天走 10 分鐘到公車站，再搭公車 10 分鐘到學校

第三個家庭是住在城的中心位置，所以只要走路 10 分鐘就到學校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餐廳。剛到學校時，接待家庭的媽媽就有帶我到學校辦午餐卡，而每次刷卡就直接

從他們的帳戶裡扣錢。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9點開始，最晚 13:30 結束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英文，捷克文，德文

大部分的課本是跟學校借舊的，但德文與捷克文的課本是自己買的

學校有請一位老師教鎮裡所有的扶輪社交換學生捷克文，一周兩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學校有一位負責交換學生的老師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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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只有參加扶輪社舉辦的活動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在英文班有交到一個女生的好朋友，雖然他英文不太好，但是他很熱心。大概是從半年

以後才慢慢變好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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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選一些對自己比較有用的科目，例如語言類的科目，因為選一些有趣的科目才不會覺

得上課無聊。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 eské Bud jovice

扶輪社會員數：3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Malý Pivovar Hotel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星期三晚上 7:00~8:3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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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每個星期都參加。社長會先講一些話，如有社員生日的話，會在這個時候慶祝，然後每

一次的主演講者會開始講他所準備的內容，最後社長會謝謝當天的演講者並且體醒大家

下次的演講主題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300 克朗，相當於台幣 1900 元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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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以及書本介紹不單一只是台灣和台北，我還介紹了我學校的生活

與家人，這部分也是他們最感興趣的。因為我是第一個台灣人，所以他們都感到很新奇，

而且捷克人非常喜歡台灣人。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上課的方式與時數與科目，他們最感到無法想像也感到很新奇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一年下來有兩次捷克與斯洛伐克交換學生一起的會議，而最後一次是地區年會。和捷克

交換學生的為每一個月都會有一次為期 3天的扶輪社旅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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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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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ex 非常熱心，會主動跟 Inbounds 聊天，之後也會持續聯絡如果有需要幫忙的

地方，而且常常旅行再徵能幫忙的 Rotex 時，很多人都被排到候補。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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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旅行都會在一些有名的鎮，除了開會以外，其他時間幾乎都是在鎮裡參觀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這裡的社員以及交換學生委員都對交換學生非常了解和關心還有熱情，不管是對

Inbounds 還是 Outbounds 都一樣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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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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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語言，因為剛開始實在聽不懂他們在講甚麼東西，所以變的不太講話，相對的練習的機

會也變少，但到最後慢慢的能了解以後，就能加入他們的話題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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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換學生裡跟墨西哥人還有兩到三的美國人很好，而在捷克的交換學生跟住同一個鎮

的和今年下半年要去台灣的幾的捷克人很好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沒有生過大病，只有一次喉嚨痛聲音沙啞，還有幾次小小的生病。但到快結束了，感覺

好像有點蛀牙，有點害怕。在新年的時候因為點蠟燭時不慎頭髮碰到火所以燒到額頭，

但後來去醫院看後，持續抹藥和保護，現在已經沒事了。

39.當地氣候？

8.9 月跟台灣差不多，但是是乾熱。到了 10 月後開始變涼，有些地方 11 月後開始下雪，

大概到 12 月時全捷克會第一次積雪，

大概過聖誕節以後全國就會積很多雪，在 1月~2 月時會是下最多雪的時候，4月開始大

概雪就融得差不多了。

但山區還依舊下著雪，滑雪期是在 5月結束。5月和 6月為雨季，而暑假就和台灣一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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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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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乎沒有買甚麼衣服，因為一些從台灣帶，一些媽媽寄到捷克。但到是有買幾件禮服，

因為這裡的宴會太多了，總不能就兩件一直換著穿。

捷克在 1~2 月時，每個社都會舉行舞會或宴會，還有地區年會，所以需要準備多一些不

同款式的禮服(例如長禮服、短禮服、宴會服......等等)。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自己保管，但在環歐時，護照統一收齊，由隨行的交換委員保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總共只有美國，巴西，墨西哥，加拿大，捷克和澳洲的徽章，大概有 20 個左右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跟第二個家庭到奧地利滑雪，但本人實在不太擅長於滑雪，所以只有到山頂欣賞風景。

還有通過申請後到瑞士找另外一個交換學生，去了許多有名的城市。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多和當地的學生聊天與出去玩，學習語言與文化比較快

2.常和接待家庭裡的人聊天

3.你必須遵守以及尊重所有的條約，但偶爾有些事情要有點彈性

4.勇於嘗試所有的事情

5.珍惜在國外所碰到的所有人事物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經過了這一年的歷練，我變得比以往都堅強，對事情的容忍與接受度提高了很多。在這

一年碰到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慢慢的我能敞開心胸面對這個事實。雖然以前的我在

台灣算是個一直都活潑的人，但到國外後，我學會了如何在重要的場合裡能事實的表現

得活潑或嚴肅。也因為這一年，認識了很多來自南美洲國家的人，因為了解他們的文化

與性格，現在我很輕易的就能和他們打成一片。我相信在未來這個地球村的世界裡，這

種能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打成一片的個性是相當重要且受用的!

再向國外友人介紹台灣時，會講一些對他們來說很新奇且無法想像的事，也講一些在生

活中一些台灣的驕傲，例如 ASUS 電腦是台灣的品牌，很多人都在用卻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並且跟他們解釋台灣的歷史!讓他們更了解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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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忘的經驗就是最後一次地區年會，每個人都打扮得非常正式，男生穿西裝打領帶，

女生則是穿禮服。因為是最後一次的旅行，所以大家都很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時間。而

且在準備地區年會上的表演時，捷克所有交換學生裡那種團結在一起的感覺，真的令我

很感動!我們一起彩排，表演，想點子。不會有人不參加或獨自一個人在旁邊，大家就像

是個大家庭一樣!最後的表演真的令我很難忘，終於，在歡呼聲中畫下了句點。時間真的

過得很快，總感覺我們才剛見面就要分開了，殊不知時間已悄悄過了一年。或許有的朋

友一輩子再也不會見面，但我知道這些朋友會是一輩子的回憶!雖然當時來到捷克並不是

第一志願，但現在我只能說:如果回到當時真的去了德國當交換學生，我也很難 100%的篤

定我會比現在好或比現在差。永遠不知道哪一條路是好還是壞，也無法知道如果當時選

了另外一條路的結果會是如何。只是勇敢的走下去，不要有遺憾、珍惜現在擁有的一切!

我很感謝所有的交換學生、Rotex、扶輪社和三個接待家庭帶給我一個美好且難忘的一年。

如果要說這一年收穫了多少，我的答案是:.......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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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阮庭筠 住址
新店市禾豐 2路

30 號
電話

2216-2598

派薦地區&社：3480 中區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明倫高中

接待社：SAO PEDRO 派遣國及地址：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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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UL 眼科醫生 48 是 4 2009

7~11

第２ OCTAVIANO 工程師 57 否 4 2010

1~4

第３ MARCO 內科醫生 50 是 4 2010

5~6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台北沒有學葡萄牙文的地方

多認識該國文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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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寄宿家庭的相處

各國文化的差異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三 home 家家庭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對任何事都抱著熱情

不懂的地方一直問問題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約 35.000 民人口

許多高山綠樹,瀑布與農場,無高樓大廈,僅只有房子

有關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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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

Home 家要求我自己打掃與整理房間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一切正常

一年胖 4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有

洗碗,打掃自己房間,偶爾煮飯,飯前擺餐具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多是 home 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小台灣國旗,台灣郵票,身體乳液,中國式手機吊飾,泡麵,酸梅,芒果乾,茶杯墊,小石獅子

他們最喜歡台灣郵票跟酸梅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多旅行

與許多朋友出門玩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Home 媽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葡萄牙文,英文,數學,歷史,地裡,化學,物理,生物,文學

喜歡生物課,因為老師很關心我

不喜歡歷史課,因為聽不懂很無聊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半年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步行或 home 家開車接送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在家用餐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 7點到中午 12 點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葡萄牙文跟英文課,有教材

家庭提供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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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語言學校課程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無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素描課

一週三小時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否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巴西東北大旅

亞馬遜之旅

聖保羅海灘之旅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剛開始上學的第一個禮拜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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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著積極與熱心的心情學習

盡量與幽默的方式處事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SAO PEDRO

扶輪社會員數：2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ACSP 會議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一晚上 8點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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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每週一必會參與例會

大多討論每月愛心關懷事宜與地區活動事宜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約台幣$2250

不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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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演講

用 POWERPOINT 介紹台灣,用圖片承述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對台灣飲食,學校生活,人際相處模式,宗教比較感興趣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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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討論每月愛心關懷事宜與地區活動事宜

交換學生會議:曾舉辦萬國博覽會,足球欣賞,美術館與教堂參觀等

地區活動:六月份曾舉辦年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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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周詳完整,ROTEX 熱心參與幫忙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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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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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相似

扶輪社社員積極參與各項巿倫活動,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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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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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與寄宿家庭的相處,有時文化根作法上有差異.例如:回家時間,就寢時間,飲食

適當溝通,從中取得平衡點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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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交換學生,大學生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良

39.當地氣候？

乾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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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者都有

需準備較正式的洋裝禮服,以參加各項大型活動.例如:婚禮,畢業典禮,舞會等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機票由顧問保管

金錢等貴重物品放在自己房間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數不清

來自世界各地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巴西東北大旅(與交換學生)

亞馬遜之旅(與交換學生)

聖保羅海灘之旅(與第 2home 家)

最喜歡亞馬遜之旅:抓小鱷魚,與海豚游泳,做小獨木舟穿梭在熱帶雨林區,感覺很特別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a.對任何事抱予熱心的態度

b.積極參與活動

c.常開口說話,問問題

d.分享個人經驗,與人多談話溝通

c.觀察週遭事物

d.照片記錄生活,隨時拍下生活點滴

e.懂得貼心對待寄宿家庭成員,講話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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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必參與接待扶輪社每次的活動

g.最好有寫日記的習慣

h.最好能從國外學些一技之長或興趣

i.不要與家人通太多電話或視訊

j.出國前要對台灣有基本的了解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當初決定當交換學生,純粹是因為想學第二外語,並且藉由一個月的國外交換學生計畫,體驗外

國不同的文化,開闊自己的視野!

而這一年的交換生活真的如預期的經歷了這些,在國外學習的過程中,對於任何事,我也抱予著

正面和積極的態度,凡是有問題就問,有挑戰就嘗試,而大家對於我這位來自異國的交換學生,也相

當熱情的歡迎我,包容我,因此這年真的算是很幸運的體驗了巴西熱情的交換學生生活!

我覺得經歷了這麼多的體驗,我個人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可能是因為我出國時的年齡,就比別人

大很多,再加上從小,我的家庭,我的父母親給予我的教育方式很健全,因此這一年的交換學生計畫,

並沒有讓我因為出國體驗不同的文化與生活,而改變我的性格或人生方向的全部,但是也因為出國

當交換學生,我才真正了解到,我真的很幸福!我應該要懂得惜福!

我想很少人在像我這樣的年紀,體會到什麼是知足,所謂幸福的人生,怎麼去定義它.而再經歷

過這一年的交換學生生活,我又為什麼會了解到這些?在巴西當交換學生,我有3個接待家庭,而每個

接待家庭的生活模式差異都非常大,因此每當我換一個寄宿家庭,也就像我重新了另一個人生,得重

新熟悉新的環境.

第一個轟家是日本家庭,家庭的相處文化很講究規矩,凡是對任何人事物都要求禮儀,大家族的

團聚時間比任何事都來的重要,對他們來說,真正的幸福人生,是家族團聚的美好時光!再與他們相

處的四個月當中,我極少有機會可以與朋友碰面遊玩.剛開始真的很不習慣,人生缺少了朋友的陪

伴,多沒意思?但當我把抱怨的一面轉換成接納,長期相處後,我不但積極參予了每一次的家庭聚會,

也體會到親人之間相處的那份溫暖與照顧,是旁人無法無怨無悔的付出的!

我的第二家庭是道地的巴西人!他們不但有非常熱情的性格,溫暖的笑容與開朗的胸襟.與他們

相處的時光,是我在巴西最難忘的回憶!因為轟媽是家庭主婦,所以有非常多的時間與我相處,敎我

不少葡萄牙文的對話,帶我體驗巴西文化的熱情,品嚐不少巴西的道地美食,他對家庭的付出遠大於

我以往的想像,真的把我當自己的女兒看待,照顧我,兩個轟妹與我的年齡很相近,帶我認識了他們

的朋友生活圈,也很積極的讓我融入他們的生活.因此再第二轟家,生活變的很多采,體驗了好多的

生活與文化,豐富了交換學生的生活!對他們來說,幸福不外乎就是享受生活!

雖然與第三轟家相處的時間短暫,但是也有許多珍貴的回憶!三轟家的生活極為知性,他們喜歡

再假日去一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館及動物園,藉此從中讓我體驗巴西的風情,文化.他們能夠體會交換

學生的心聲,也極為寬容我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例如:旅行,學才藝等等.這短短的一年交換學生生

活,讓我體驗到了三種不同的家庭,旅行,學校生活,巴西當地節慶文化,飲食等等,真的事職為票價

的一年!

藉此我要感謝 3480 地區,台北中區扶輪社及爸媽,還有一路關心我的朋友們,這些力量讓我再

這一年努力的學習,沒有大家的關愛,或許就沒有現在的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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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陳詩涵 住址

北縣永和市國光

路 12 巷 11 弄 1 號 3

樓之 1

電話

(02)3233-8198

派薦地區&社：D3480 台北老松社 原就讀學校：北市中山女高

接待社：Campbell River Daybreak

Club

派遣國及地區：加拿大 D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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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

Peters

Marsha

Lloyd

公務員 53

56

V 哥哥 Ben

姊姊 Julia

9 月~12 月

第２ Ian

Roberts

Lori

Walton

鮭魚公司

健康輔導師

38

43

V 姊 Sydney

妹 Taylor

1 月~3 月

第３ Dave

Hannah

Coral

Hannah

船行

禮品服務業

X 姊

Michelle

4 月~7 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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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語言方面,只有學校英語課及空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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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該如何面對問題,聽著各種經驗,面對事情能想到更完美的解決方法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在東京轉機到溫哥華,機場指示都有中文,不會迷路…只是加拿大學生入境辦

得久了點

4.誰到機場接你？

社長,顧問,YEO,和一些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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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抵達後,前五天住 YEO 家,有時候很對不起他們,因為我說的他們聽不懂,他們說的我

聽不懂…xDDD

第一個家庭讓我覺得很親切,因為在出國前,莫拉克颱風時,轟姊在 facebook 問我家

裡怎麼樣,這和 mail 交換一些資料是不一樣的感覺~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Campbell River 人口 30000 面積 143 平方公里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三個家庭都有自己房間

和第三個家庭有些相處上的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暴飲暴食算不算問題??胖了…8~9 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通常是餐後幫忙收拾.放進洗碗機,洗好後會幫忙歸位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通常是轟媽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茶具給接待家庭,小吊飾、小荷包給朋友,中國風的年曆當聖誕禮物……等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想家阿~就哭唄…哭累了就好了…XDD 多和朋友出去也好~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顧問、轟爸媽、家人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上學期:ESL(English second language)、數位影像、兒童心理學、食物

下學期:數學 12、communication12、英文 10、戲劇

喜歡的科目:數學 12 因為比台灣簡單,有些有學過,成績挺高的…

不喜歡的科目:英文 10 枯燥乏味,班上沒有認識的人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的,除了 E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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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依科目而定,英文 10 不盡然能應付,依每天課程內容程度看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上學是家庭送我去學校,約 5分鐘;放學坐校車再走路,約半小時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家庭準備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35~14:45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語言科目:ESL、communication12、英文 10

教材為老師自行準備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學校有學生顧問,選課、換課時會找他商量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Interact(扶青團) 一周一天午餐時間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扶輪社的旅行 加州五天 露營 14 天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恩…幾乎都是國際學生,在 ESL 課程認識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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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 River Daybreak

扶輪社會員數：6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Royal Coachman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二早上 7點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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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幾乎每周參加例會都有參加,演講有時很無聊,早上會想睡覺,不過例會的氣氛很歡

樂、社員都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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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 100 加幣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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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ppt,多為台灣有代表性的地方的照片,另外還有一些地理氣候的介紹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飲食、與中國的關係、人口環境等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例會過程很歡樂,社員都很幽默的參與其中;交換學生訓練有兩次,一次為 9 月初,和

2 月中,其實基本上是介紹規則,注意事項和一些程序,另外都是讓學生能聚在一起,然後

大家一起出去玩;地區年會是大家最後一次聚在一起,但也就只有一個晚上和地區社員共

餐、認識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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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學生們都很好、很親切,可是首先要遵守各項規則,不能有任何越矩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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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次,第一次是介紹規則,第二次基本上是去玩的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接待社例會前都會唱國歌唷~結束前還有小抽獎,每周 20 加幣,有時候中獎的人都直

接把獎金給交換學生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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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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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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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洗碗,大部分用洗碗機,但有時候用手洗,在學校食物課也用手洗,他們泡泡都不沖乾

淨…實在有點可怕,所以我還是照自己的方法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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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交換學生,還有我去外面學踢踏舞認識的同學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旅行完後很容易感冒,因為玩得太累…

39.當地氣候？

夏天很涼爽,冬天很冷,但今年只下 2場雪

40.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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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大部分是台灣帶去的衣服,這樣基本上是可以應付氣候的,冬衣的配件比較有可能在

當地購買;特別服裝也就有時候參加一些宴會,正式一點的衣服就可以了,中國服比較有

特色,但我只有帶上衣,沒有整件旗袍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自行保管,有護照、機票影本備份在顧問的保險櫃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還挺多的…七、八十個有吧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加州迪士尼和年終露營,都是和地區學生一起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要放得開,不要以和東方人相處的含蓄拿去認識外國人

要多笑,就算不是真的想笑,就算人家說的話根本不好笑

要敢說,其實基本上還是可以知道你在說些什麼,所以不用怕

要多問,什麼都可以問,可以多認識點東西,多點溝通

要參加多一點社團,可以認識更多人,尤其運動型社團似乎不錯,只是我都沒參加就

是了…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

這一年之中,有比平時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去領會生活。

在與家人分隔兩地的期間,同時也在與別的家庭相處,但漸漸的會發現,還是自己的

父母好,雖然接待家庭也對我很好,然而畢竟還是自己家人比較習慣彼此的相處方式。所

以我回來後,會更珍惜自己的家人 。

另外,因為數學 12 對我們來說實在太簡單,我第一次愛上數學!本來高一出國前,高

二是想唸一類,但現在換了想法,或許有時候數學真的沒那麼難,試試三類也是可以的。

在學校的課程都用外語,有時候怎麼讀就是不懂,接著就會發現,原來用自己的母語

讀書,是件幸福的事,或許秉持這個信念,以後讀書會更努力用功。

最後幾個月,大家都很喜歡問我,這一年最喜歡的活動是什麼? 我的答案是:滑雪。

今年滑了四次,之後膝蓋舊傷復發,就沒再滑了。沒有機會完成的事,總是留著最完美的霎

那,所以我對滑雪,挺情有獨鍾的~之後依定還會找機會去滑雪!!

也有人喜歡問,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我都回答:都長在我身上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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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陳思妤 住址
台北縣板橋市文化路二

段182巷 1弄 30號 7樓
電話

(02)2251-5162

派薦地區&社：台北南隆社 原就讀學校：北一女中

接待社：Peterborough Club 派 遣 國 及 地 址 ： 加 拿 大  1730 Keppler Crest,

Peterborough,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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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vin

Duguay

社區改造 50 是 Barbara,  Mick,

Danielle, Laura,

Jamie

9~11 月

第２ Lorraine

Hamael

小學秘書 否 Henry,

Jasmine,Chelsea,

Kara

12~2 月

第３ Melissa

Doyle

銀行客戶經

理

37 是 Rran, Logan,

Aaron

3~5 月

第 4 Sally

Harding

是 Wyane, Rachel,

Jackson

6~7 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因為加拿大的母語是英語，對我來說容易很多。剛開始的時候有時候會因為他們講太快或

是特別用語而不了解他們的意思，但慢慢的就習慣了。而且我試著每天都跟每個接待家庭成員聊

天，所以口說的部分也進步得很快。其實加拿大並不是我的第一個選擇，但是聽到是加拿大的時

候我也很開心，因為不用擔心語言不通的問題。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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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己接下來要面對的一年有了大概的概念，也知道自己需要朝哪個方向努力。不同的交

換經驗不僅很有趣，更多的是我可以知道如果遇到相似的情況要怎麼處理。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我在機場有申請地勤人員的協助，所以我到達溫哥華機場後有一位地勤人員跟我說我應該

要去哪裡跟要做什麼，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困難。但當我從溫哥華到達多倫多之後，發現我的顧

問還沒有到機場，我試著用台灣的手機撥我顧問的電話但卻撥不通，又試了好幾次後好不容易才

撥通了並找到我顧問。

4.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顧問跟我顧問的老婆。本來我以為我的第一個接待家庭也會來接我的，但我顧問跟我

說是因為他們早上要上班的關係所以才沒有辦法來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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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從多倫多到達彼得伯勒後我先跟我顧問去了學校把我的課選好，然後到我顧問家聊聊天，

我顧問還帶我去他開的船出租店，約下午兩點多的時候我才到我第一個轟家。第一轟家的人很熱

情，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彼得伯勒是個小城市，人口約七萬八千人，離多倫多只有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車程，所以跟

其他小鎮比起來算是很方便的。彼得伯勒的人口年齡有高齡化的趨勢，也是為什麼我的接待社裡

多數的社員都是銀髮族的原因。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我在每一個轟家都有自己的房間，大部份都是他們家的客房。只有第二個轟家我是住在他

的其中一個女兒的房間，因為今年剛好他們的女兒到台灣交換學生而我被分配到他的城市。因為

每一個房間都不太一樣所以剛開始的幾天都不太習慣，尤其是在第一轟家的時候大概是因為有認

床的問題所以前一個月一直睡的不是很好，但後來就習慣了，搬到其他轟家的時候也沒有這個問

題了。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剛開始都會有點吃不飽的感覺，結果都會不小心吃太多，來之後的第一個月就胖了快五公

斤。後來才發現這裡的食物是吃完後一陣子才會有飽足感，所以都有比較小心不要一下吃太多，

體重就沒有一直增加了。但偶爾會很想念台灣的小吃等等的，就只能看網路上的照片流口水了。

9.幫忙做家事嗎？

我都會問我的轟媽或轟爸他們需不需要幫忙，通常他們都會請我跟他們的小孩一起分擔工

作，但有時候他們也會說我不用幫忙沒關係。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通常我都是跟轟媽商量事情，但在第一轟家的時候比較常跟轟爸商量。因為第一轟家的轟

爸是扶輪社員，我剛來的時候對我接待社的情況比較不了解所以常常會問我轟爸問題。除此之外

如果年齡相近的話我也會跟轟家的兄弟姊妹分享學校的事情。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一些玉做的手機吊飾給朋友跟其他認識的交換學生們，接待家庭的部份我則準備了

媽媽自己打的中國結吊飾跟筷子。還有其他的像是有傳統圖畫的名片盒、拆信刀、鑰匙圈等等的

則當作給轟家成員個別的禮物。在我交換中間家裡曾寄了一個包裹給我，裡面有一個 101 造型的

3D 立體拼圖，我在第三轟家的時候剛好遇到我轟弟生日所以我就把那個拼圖送給他當禮物，他

收到後很興奮當天晚上還跟我一起把它完成了。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沒有特別很想家，除了感恩節跟聖誕節的時候會有點想念家人同聚的感覺。大概是因為剛

到那邊還沒有習慣，加上又是特別節日大家都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吃飯的關係，但後來就沒有這種

感覺了。想家的時候我就把那樣的心情寫到部落格上，寫完之後心情就會好很多。不然就是跟家

人通 skype，聽到他們的聲音或是看到視訊後就不會這麼想家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的學校有 ESL 的課程(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所以有一位 ESL 老師專門負責幫

忙國際學生選課。我到達彼得伯勒那天早上就馬上到學校去看新環境，認識了 ESL 的老師並將課

選好後，又待到中午吃飯的時間我才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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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第一個學期我選了體育、英文、歌唱跟加拿大歷史。歌唱課很有趣，但很多專有名詞的英

文我並不瞭解。所以剛開始進度都有點落後，但班上的同學知道我是交換學生都會多幫忙我。第

二個學期我選了資訊、數學、社會科學跟舞蹈，而其中我最喜歡的是舞蹈課。學期末的時候我們

辦了一場舞蹈表演，雖然為此我們辛苦了好一陣子，但是大家也變得很近，我在舞蹈課裡交了不

少好朋友。剛開始我很喜歡資訊課，因為學了很多不同的繪圖軟體。但後來老師開始同時間出好

幾樣作業，到最後每個人的進度都落後好多，所以學期末的時候大家都在趕作業，並不是個很愉

快的經驗。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幫我選課的 ESL 老師說我的英文程度很好可以不用選 ESL 的課，但他也說選擇權還是在我

手上，我因為想讓挑戰自己所以選擇跟加拿大學生上一樣的課。老師也很有耐心的跟我一一講解

每堂課的內容並幫我選擇符合我程度的年級。比如說我雖然是 11 年級但因為我對加拿大歷史完

全沒有概念所以是選 10 年級的。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剛開始英文跟歷史課很難跟上進度，常常上課時都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還必須用翻譯字

典查單字才能了解課文。但不到一個月我就習慣了這邊的上課方式，也跟上課堂的進度。但要能

一邊聽老師講解一邊做筆記大概花了我半學期的時間才完全適應。後來我也知道如果不懂就要馬

上問，因為如果不問的話老師就會當作大家都瞭解了。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在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通學方式，但上學時間大約都是 8 點左右，放學時間則是 3 點左

右。第一個轟家帶我認識了環境跟告知我通學的方式後就上我自己搭公車上學，但有一天早上我

沒搭到公車我轟爸就會開車帶我去。第二個轟家離學校約 30 分鐘步程所以如果基本上他們是讓

我自己走路去上學跟回家。但我住在第二轟家的時候剛好是冬天所以我大概只有兩次是自己走路

去上學，其他時間都是我轟爸或轟媽載我去學校，但回家還是要步行。第三個轟家因為我轟媽上

班的地點離我學校只有 5分鐘步程，所以每天早上她都會載我去學校。放學後我就到她辦公室寫

功課或是看書等她一起回家，如果他不能載我上下學的話我就搭校車或公車通勤。第四個轟家我

都是自己搭校車或公車通勤。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如果能從家裡帶午餐我都盡量自己帶三明治或是前天晚上的剩菜，忘記帶中餐的時候就在

學校的自助餐廳吃，有時候也會跟朋友到餐廳或是便利商店買中餐。如果是在學校吃的話都不會

超過台幣 150。到外面吃的話花費都在 300 以下。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上課時間從早上 8:45 到下午 2:55。比台灣晚上課早放學，所以放學後都有很多時間。剛開

始還很不習慣，但後來會跟朋友出去或是自己找事情作。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我第二個學期本來要選法文課，但是因為我完全沒有基礎而加拿大學生從小學三年級就開

始學法語了，所以 ESL 老師建議我部要選。學校的教材都是學校提供的，只要在學期末把課本還

回去就可以了。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無。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加拿大的學校並不是很重視社團活動。但學校還是有一些運動性質跟音樂性質的社團，我

本來想要加入羽毛球社的，卻因為時間跟舞蹈課的課外練習衝突而沒有加入。我第一家庭的轟爸

知道我喜歡打羽毛球所以帶我加入了彼得伯勒的羽毛球社。時間是每個禮拜三晚上 7 點半到 10

點半跟禮拜五晚上 6點到 9點，近一年的費用約是台幣 2800 元。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基本上是不承認，因為修的課程不盡相同。但我爸媽有問學校能否承認部分課程的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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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說會考慮但我還是必須考國英數三科，如果通過的話就可以直接升到高三。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課程的部分本來有計畫一些校外教學，但最後都因為時間的關係而沒能成行。加拿大

的學校沒有畢業旅行，只有畢業舞會，但因為我是 11 年級的關係所以不能參加。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第一個學期的時候我交到幾個韓國來的好朋友，但是我一直覺得跟加拿大人沒有很多交

流。剛好第二個學期他們畢業了所以我就盡量多找加拿大人聊天，認識了一群好友，其中一個剛

好是我接待社明年要派遣出去丹麥交換的學生。我們會一起吃中餐，有時候放學後我們還會一起

去逛街看電影等等的。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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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像我一樣學校有 ESL 課程的話，要盡量多走出 ESL 的圈子，多跟當地的學生交流。因

為我發現就算講的是不同的語言，亞洲人還是很容易聚在一起並成為朋友。這樣就表示比較沒有

辦法認識當地的學生，要學習當地的語言的話也會比較困難。宗教的部份我沒有太多的問題，因

為我基本上屬於無神論者，如果轟家的人要去教堂我就會跟著去，就算聽不太懂也當作是一種學

習。我第二轟家是很虔誠的基督徒，每天上學跟吃飯前都會先禱告，剛開始我很不習慣，有幾次

還不小心先開動了。他們知道我不是教徒的關係所以都很包容我，但我還是用尊敬的態度看待他

們的信仰。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Peterborough Club

扶輪社會員數：約 120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Holiday Inn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禮拜一 12:00~1:3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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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

例會？情形如何？

我盡量每個禮拜都會出席，只有在第二轟家的時候因為他們不是扶輪社員所以不負責帶我

去參加例會，我因為不知道怎麼去利會舉辦地點所以好多次都沒有去。但每次參加的時候我都會

趁 Happy Bucks 的時間上台講講我最近的狀況。我的接待社的例會都很正式，剛開始會有點彆扭，

但漸漸認識其他扶輪社員後就沒有這麼彆扭了。會主動跟社員打招呼，他們也會邀請我參加一些

活動。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的零用錢是加幣 150 塊(約台幣 4500 元)，但如果我是搭公車上下學的話每個月要買

公車月票約台幣 1500 元。所以零用錢算是剛好，有幾個月因為買禮物或聚餐等會有點不夠用，

但基本上都還算合理。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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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社裡今年每個禮拜的演講者都已經排滿了，所以我還沒有做過任何一次的演講。當我向

社長提到這件事的時候他跟我說等我從東岸旅行回來(7/15)他會幫我安排一個時間演講。讓我可

以跟社員介紹台灣還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東岸旅行的經驗。我在第三轟家的時候，因為我轟媽的

姪女學校的老師很喜歡台灣，暑假的時候都會到台灣去住幾個月，所以他邀請我到他們班上去跟

二年級的小朋友們介紹一下台灣。所以我花了一天下午在他們班上跟他們介紹台灣，還交了他們

幾句中文。開始前他們還表演了｢你是我的花朵｣的舞蹈給我看，是一個很愉快的經驗。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很多人會問我台灣的地理位置跟人口，在知道台灣人口密度很高後又會問我有關交通的問

題。還有我發現他們都對台灣的食物很有興趣，會問我我們早中晚餐都吃些什麼。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我們總共有 4 次地區活動，其中兩次只有今年到加拿大來的交換學生，另外兩次還包括了

明年要出去交換的學生。我們去了 Niagara Falls, Mitland, Wanikita 跟 Ottawa。第一次的地

區活動也是地區的年度大會，六月底的時候我還跟我第三家的轟媽一起去參加了今年在Mont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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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的國際扶輪社會議。7月 1號到 7月 15 號則是三個地區聯合的東岸旅行。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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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社比較特別因為社員大多是銀髮族，所以他們對青少年交換活動並不是很有興趣。但是他

們在利會上碰到我都對我很友善，我在為東岸旅行募款的時候他們也幫了很大的忙。我的顧問很關心交

換學生，我有問題的時候一問他他馬上就會出面幫我解決。我今年剛好遇到我第一顧問 8 月底的時候去

環遊世界，第二顧問 4 月底的時候也去非洲旅行到 6 月初才回來。所以有一段時間我的顧問是我第一家

的轟爸，但卻因為太忙的關係都沒有關心我的問題，很幸運的是我第三家的轟媽都願意出面幫我解決。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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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我們有地區活動的時候都有不同的委員會成員同行，活動期間我們都會花一點時間介

紹他們。但都很簡短，只是跟我們說他們在委員會裡所扮演的角色而已。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我覺得台灣地區的例會比加拿大地區的例會來的正式，比較屬於教育形式的。但加拿大這

邊注重的是學生之間的交流跟互相的認識，也會有很多時間讓我們各自分享我們的經驗。我看到

加拿大這邊的地區活動不只有 inbound 的學生還有 outbound 的學生參加，特別是 outbound 的學

生之間應該要多交流，因為回國後我們還可以繼續連絡，也可以分享不同的經驗。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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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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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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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我在學校上課的時候就發現加拿大的上課方式很輕鬆，師生間的互動很頻繁，如果老師提

問的話大家都會搶著回答。我知道我自己習慣聽別人上課而非自己也參與其中，所以剛開始很難

習慣。但老師也會慢慢引導我讓我上課時能多發言，所以我覺得我現在比較不害怕把自己的想法

講出來了。另外就是食物的部分，因為他們很少吃蔬菜，水果又沒有台灣的好吃。剛開始常常吃

太多油炸的食物或式甜點體重一直增加，後來我才自己找到一個平衡點。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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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為有參加彼得伯勒羽毛球社的關係所以認識了很多也喜歡打羽毛球的好朋友，其中有

一個女生是法國來的交換學生，我們兩個不僅一起打羽毛球也希望回去後能互相繼續連絡。扶輪

社的外籍學生裡我並沒有教到特別好的朋友，但因為每次地區活動都一起出去玩的關係，大家都

對彼此很熟悉，感情也都很好。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我的健康情形一向都還不錯，冬天的時候我有小感冒過一次，但我吃了自己帶的藥後約一

個禮拜就好了。眼睛的部分因為每天都戴隱形眼鏡所以有一個禮拜我的眼睛都紅紅的，我轟媽很

擔心就帶我去看了眼科，醫生給了我眼藥水還叫我不可以戴超時，後來就比較沒有眼睛的問題了。

39.當地氣候？

秋天跟春天跟台灣的感覺很像，除了台灣很潮濕而加拿大很乾燥之外。冬天的話則是完全

不同的經驗，常常都是零下 10 度左右，有幾次還冷到零下 20 度。夏天在太陽下的話很熱，但只

要到陰影下就會涼快很多，有幾天還很潮濕，都快跟台灣一樣熱了呢!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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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台灣帶了一些衣服，我到後的幾個月家裡又寄來了一些禮物跟衣服。我本來以為這裡

的夏天不會很熱，所以沒怎麼帶短袖，但後來發現實在是太熱了所以不得不去買一些衣服。我在

台灣的時候買了兩件旗袍跟一件正式的洋裝，旗袍我只穿過一次是在地區年度會議的時候，而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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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我則穿去不少正式的場合向是舞會或是高級餐廳。萬聖節的時候每個人都要穿特別的服裝，但

因為我什麼都沒有所以我第一家的轟姊就借了我一套她去年的蜜蜂裝，後來我轟媽還拿出假髮等

的給我。是我第一次為萬聖節打扮，大家都說很好看。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我的顧問幫我在銀行開了一個保險箱保管我的護照跟其他資料，機票因為是點子機票的關

係所以並不需要特別保管。他還幫我開了一個銀行戶頭讓我可以把緊急零用金跟其他的現金存進

去，我每個月的零用錢也會在每個月初自動匯入我的戶頭。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我帶來的徽章大概還各剩 20 個左右，但我收集的徽章大概已經有 80 個了。每次去一個地

方或是參加一個活動我就會想辦法收集徽章，讓我的夾克上充滿了不同的回憶。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除了參加交換學生的地區活動之外，還參加了一些彼得伯勒扶輪社的活動，也有跟接待

家庭出去玩。去過 Ottawa、Kingston、St. Catherine、Toronto、Huntsville 等的地方。其中

我最喜歡的是跟我第三轟家到 Hunsville 去拜訪我轟爸的妹妹那個周末，我們不僅去了

Algunquin 公園健行，還在湖上划獨木舟，事很特別的經驗。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要知道參加交換學生能收穫會的會比失去得更多，所以這一年一定是值得的。可能因為交

換學生一年的關係要重念一年高中，或是要放棄能跟朋友見面的機會，但這一年可以讓自己變得

獨立也懂事很多。但很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顆開放的心，願意接受不同的文化也願意改變自己，會

發現最後自己會更認識自己。對於新的事情要勇於嘗試，就算覺得自己可能不會喜歡但既然被邀

請了就要放手試試看，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也不一定。另外就是要隨時保持一顆感恩的心，

畢竟一年下來一定會令人有不開心的事，但要知道扶輪社負責的社員們都是自願幫忙的，他們願

意照顧我們，我們應該要懂得感謝。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

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

張。

一年的交換下來，我覺得我更了解自己也變得更獨立了，而且在體驗不同文化的同時才深深感受

到自己愛台灣的那份熱情。以前不知道台灣的交通有多麼方便，食物有多麼特別跟好吃，也不

知道台灣人有多麼熱情。在加拿大的時後才發現因為以前太習慣在台灣的生活了，反而沒能看

到台灣好的一面。但我也發現加拿大這邊的教育比較開放，傾向鼓勵學生自我學習，讓我覺得

我可以在這邊學到更多更深入的知識，所以也開始考慮來加拿大完成大學學業。漸漸的對於自

己以後想要走的方向比較有概念跟想法，不像以前總是聽說哪裡好就往哪裡去。剛到加拿大的

時候常常會被加拿大人或是其他交換學生問到很基本的問題，比如是台灣在哪裡、講什麼語言

等等的，剛開始聽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有點沮喪，以為是大家都不了解台灣，但後來

才發現其實是歐美國家的人對於大多數亞洲國家都不太瞭解。當被問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都會

盡量把我所知道的都解釋給他們聽，並跟他們解釋台灣跟中國的差別，發現最好的方法是跟他

們說台灣跟中國就像加拿大跟美國，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每次只要這樣解釋大家就馬上能了解。

在加拿大跟台灣最不一樣的就是天氣了，加拿大的天氣很乾燥比起台灣來好多了。加上加拿大因

為高緯度的關係冬天常常下雪，剛開始我看到雪還很興奮，後來才發現其實下雪也有很多麻煩

的，像是每天早上要先剷雪才有辦法出門等的。但也因為雪的關係加拿大這裡有很多不一樣的

運動，我的轟家有帶我去滑雪、溜冰，社員還有帶我去擲冰壺。因為我喜歡運動的關係，對我

來講是很特別也很難忘的經驗，但有點遺憾今年雪沒有下很多所以我沒來的及趁雪都融光前去

體驗更多不一樣的冬天運動。今年的冬季奧運會剛好是在溫哥華舉辦，我有機會看到加拿大人

很愛國的一面，我發現加拿大人不僅很愛加拿大，而且還都勇於表達。記得我剛到的時候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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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每天早上都會撥放國歌還很驚訝，也因為他們每天都播放國歌的關係我很快就把加拿大國

歌記下來了，在扶輪社地區聚會的時候我們還不會時的一同唱起加拿大國歌。我覺得交換學生

真的要以自己的國家為榮，而且要知道其他人對一個人的印象可能會造成他們對整個國家的印

象。所以我們不僅要以自己的國家為榮，還要懂得做自己，不要因為別人而輕易改變自己的原

則。另外就是從幾次地區活動加上東岸旅行下來，可以看出不同國家的人差異很大，當然很容

易會跟自己語言相近或相同的學生聚在一起，但不要忘記拓展人際關係，並努力去了解不同的

個性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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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駱思妤 住址

台北市士林區中山

北路七段81巷 30號 5樓

之 3

電話

(02)

2874-9196

派遣地區&社：D3480 新店碧潭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

待社：志木扶輪社 派遣國及地址：日本埼玉縣志木市、朝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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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山 教 育 事

業（幼兒保育

所）

62 是 爸 爸

和媽媽

兩個月

第２ 西川 不 動 產

管理人（地

主）

大

約 70

是 爸

爸、媽媽、

哥哥和姐姐

兩個月

第３ 長島 淨 水 器

買賣

大

約 60

是 爸 爸

和媽媽

兩個月

第 4 畔蒜 公務員 45 否 爸

爸、媽媽和

妹妹

三個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在排定國家的一年前正好因為興趣開始學了日文,在知道派遣國家是日本後,我將一星期一
次的日文課增加為兩次,一次是文法,一次是會話的練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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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前的準備和心裡上的調適.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否.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接待家庭（顧問）、交換學生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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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家裡很乾淨、也很舒適.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七萬一千多人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屬於我的房間. 沒有.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問題. 胖了一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有. 餐前幫忙擺碗筷和餐後整理餐桌.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我們總是在吃飯時討論各種事情和聊天,所以我也會在這個時候和大家商量事情.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準備了烏龍茶和美濃紙傘給每一個接待家庭、扶輪社和學校.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會.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在剛抵達日本後,Home爸帶我到學校,並且和班導師討論.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現代文、古典、英文 1、英文 2、數學（只有二年級）、體育、料理實習、情報（電腦）、理科

基礎、政治、日本史、世界史. 我喜歡的科目是料理實習,因為可以學習很多日式料理.我不喜歡

的科目是理科基礎,因為老師習慣按照座位的順序讓同學回答問題,雖然後來有比較習慣,但是剛

開始的時候真的完全無法應付.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相同.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大概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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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腳踏車,雨天是走路. 離學校最遠的是騎腳踏車 15 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接待家庭準備便當.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日本時間 8點 50 分開始,一堂課 50 分鐘,休息時間 10 分鐘,一天六堂課,3 點 15 分放學.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沒有.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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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和當地學生交談,不要害怕. 宗教：和台灣沒有很大的差別.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志木扶輪社

扶輪社會員數：約 40 人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銀行的樓上有扶輪社專用的例會室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星期三的 12 點到 1點半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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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十一次. 這裡的扶輪社幾乎每一次都是全員出席. 每個月都會安排演講和定期的公益活動.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日幣 10000 元. 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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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剛到當地和回國前的兩次演講.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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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文化和旅遊方面.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這裡的交換學生講習會是 Inbound 和 Outbound 一起舉辦,每次都會有演講,題目是由當地的

Rotex決定,Inbound和 Outbound的演講內容不一樣.大約一個月會有一次的講習會,偶爾也會體驗

日本的文化.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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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ex 們都非常的嚴格,講習會的大小事也都是由 Rotex 們來作主.

但是對於 Outbound 的訓練和事前準備和台灣比起來有些不足.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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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對於扶輪精神的秉持和扶輪義務的執行,無論是台灣還是日本都是相同的,但是日本扶輪社的

各項出席率和對事情的負責度都比較高.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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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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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沒有.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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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良好.

39.當地氣候？

冬天會下雪,其他的和台北差不多.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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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購買.不需要.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另外準備一個小的袋子,並收在行李箱.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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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個左右.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到群馬縣的草津滑雪.和地區委員、Rotex 和交換學生.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出國不要擔心自己的語言沒辦法溝通,只要你肯努力解釋,大家一定會聽的懂.

2. 無論做任何事都要抱持興趣.

3. 或許剛開始到國外和從其他國家來的交換學生見面時,都會用英語溝通,但是等到

大家對當地語言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之後,請試著和其他交換學生們用當地語言溝通.

4. 出國以前先將一些必須記住的「數字」背起來.例如：台北 101 有多高、高鐵的時數…等

等.

5. 剛開始到當地學校時或許會很孤單,但是請不要常常請假.

6. 或許在當地學校會因為是交換學生的關係,在選課或是上課時有和一般學生有不同的待

遇,請盡量避免.

7. 出國之前,請先聽聽當地的國歌,如果可以,請將它背起來.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寫於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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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年的交換計畫中,我學到了很多,除了每一位學生都一定會學到的「獨立」之外,我還學到了

日本人對於每一件事情的「態度」.一直以來對於日本的精緻文化非常嚮往的我,這次終於可以利

用這一年的機會到日本好好的體驗和學習.這段時間,我發現了日本人可以在各項領域中都有不錯

的成績的原因.我想那就是日本人的「態度」.在學校,每天都要穿著制服,體育課的前一個下課再

換上體育服 ; 至於鞋子,在日本的學校,每個人都要有四雙鞋,一雙是制服皮鞋、再來是體育館鞋、

第三雙是教室用的室內鞋,最後一雙則是穿在戶外體育課用的球鞋.在扶輪社進去例會室的那扇門

旁邊擺著一面全身鏡,旁邊寫著「微笑の鏡」,意思是,在進去例會之前,先整理自己的儀容,別忘記別

上扶輪社的兩個徽章,最重要的是要面帶微笑 ; 在日本的 Rotex,每一次的講習會時都一定要穿上

高中制服或者是日本 O L 的女式西裝,頭髮一定要整齊簡單 ; 在日本的餐廳或是服飾店,他們總是

穿著整齊的制服,喊著精力十足的「歡迎光臨」,並且將客人買的東西提到店門口,然候用深深的鞠

躬目送著他們的客人走出店門口,這些都是日本人不強制但是自動遵守的規定,我想這也是日本人

對於每一件事的認真,從最基本的穿著到對自己工作的負責,這些都讓我看到日本人會成功的原因.

另外,很多人都覺得日本人是個排外的民族,不像台灣是個熱情的國家,因此剛開始到了當地高中的

時候,沒有人願意和我說話,但是能化解這個狀況的也只有我,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即將出國的學生,一

定要主動的和當地學生講話,把學到的都講出來,試著尋找彼此共通的話題（喜歡的歌手、藝人等等）,

並且無時無刻地將笑容掛在嘴邊,我相信當地的學生一定也會友善的接待你的.還有,很多人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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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非常守時,在這一年中,我發現日本人之所以會守時,都是因為除了有多處擺設的時鐘之外,最

重要的是「電車」,在日本無論到哪裡幾乎都會使用到電車,所以在日本的手機網路上都會有免費的

電車查詢網站,只要輸入起始站與終點站,再加上希望到達的時間,它就會自動計算出你的出門時間

和轉車時間,讓你可以準時的到達目的地. 在家的時候就常常聽到長輩告訴我,日本是個禮多人不

怪的國家,到了日本之後,我真的發現,日文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樣的敬語,對長輩、平輩或者晚輩都有

很多的敬語,一開始很不習慣的我,在這一年中,也漸漸的養成習慣,在什麼場合該說什麼,對誰要用

哪一種敬語,又或者在學校和同學講話時一定不能用敬語…等等,我也要告訴接下來要到日本的同

學,剛開始或許會轉換不過來,但是當地的接待家庭和扶輪社都很溫柔,所以不必擔心,只要讓他們感

覺到你的認真和向學,就不會錯了！！！ 交換到 2570 地區的學生只有 7 個人,大家分別來自墨西

哥、瑞典、比利時、巴西和美國,其中,讓我最感動也最驚訝的是,大家只有在第一次講習會時用了

英文,從第二次的講習會開始,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講了日文,雖然剛開始沒辦法很流利的溝通,但是在

幾次的練習之後,每個人的日文都進步的非常快,我們 7 個人也在這一年裡互相分享了很多自己國

家的特色和有名的地方或食物,並且都相約一定要在日本再相見.我覺得當交換學生的好處不只是

可以到當地生活和學習當地語言,還可以認識從各個國家來的交換學生,不但可以增加自己的國際

觀,也可以了解更多國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會在其中發現和自己不一樣的生活習慣或生活方式,

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能抱著嘲笑或歧視的心態來看待與自己國家不一樣的地方,這樣一來,我想除了

語言上和到當地國家的收穫之外,一定一定還會有更多屬於你和其他交換學生的美好的點點滴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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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徐琬瑄 住址
桃園縣中壢市復華九

街五十號十一樓
電話

03-453485

派薦地區&社：新店碧潭社 原就讀學校：私立復旦中學

接待社：Hørsholm 派遣國及地址：丹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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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lle 電腦工程師 50 否 爸媽 兄妹 08/09-11/09

第２ Flemming 建築師 63 否 祖父母 弟

弟

11/09-02/10

第３ Knut 醫師 55 否 爸媽 姊妹 02/10-05/10

第 4 Jørgen 電腦工程師 50 否 爸媽 兄弟 05/10-07/10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因為在台灣幾乎找不到丹麥文老師，所以我只有用丹麥扶輪社提供的一個網站簡單

練習約十句常用的句型。而丹麥本身就是我的第一志願，所以當然是很開心的接受這個

結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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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滿有用的。尤其是能由 ROTEX 的經歷大致了解一下交換學生的內容讓我對未

知的一年更有信心。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我是和另一位來自 3490 地區的女生一起搭飛機到哥本哈根，中間轉機時有稍

微到櫃台問一下路，大致上都很順利。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轟家的爸爸和妹妹還有我的 protection officer(代表扶輪社)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有種不真實的感覺。尤其是看到有亞洲面孔的轟媽雖然有親切感，但她實際上是完

全的丹麥人，讓我有種困惑感。不過在跟轟爸媽小聊一下之後對接下來的一年突然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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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心和抱負!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Hørsholm 是距哥本哈根約 23km 的小城市，若以台灣的規模來說算小鎮。這小城市

中到處都是美到不行的風景，也是丹麥很多有錢人住的地區。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第一轟家沒有，我跟轟妹(15 歲)住同個房間。老實說有時候會覺得很不方便，生活

作息會遷就彼此，但是也有助於增進感情。之後的三個轟家都有自己的房間，所以深深

感受到有自己單獨的房間是件很幸運的事。我跟每個轟家都相處很融洽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每一家的轟爸媽都稱讚我很不挑食。大概……胖了 6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第一家有分配好小孩要輪流做家事，其它三家沒有特別要求，但只要有需要或有空

我都有去幫忙，當然也要負責自己房間的整潔。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部分是轟媽，再來就是轟爸或轟家的兄弟姊妹。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長袍馬褂的酒瓶套每個轟家都稱讚很可愛，對於中文字畫更是愛不釋手。反

倒是面紙盒套因為丹麥人不習慣用抽取式衛生紙所以沒有被用過。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一開始比較想家，但也是因為初來乍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所以還沒適應。解決方法就

是盡量自己一直接觸新的東西，參加各種活動讓自己很忙沒空想家。之後生病的時候也

會很想家，但病好了就又沒事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有安排一位學校顧問。我們在我正式上課前有先碰面聊天，讓她從中瞭解我偏

好什麼科目再幫我安排選課。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數學、英文、公民、生物、地理、體育、音樂和丹麥文(一對一教學)。喜歡的科目

當然就是數學和英文，因為這是我最能跟上的科目(數學非常簡單)。公民、地理和生物

因為語言關係所以會覺得很無聊(即使內容我之前已經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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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不同。因為是交換學生的關係，排課跟一般學生很不一樣。學校顧問替我安排了兩

個班，一年級和二年級各一班，所以我有比別人更多的數學、英文和體育課。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英文數學程度跟台灣差不多甚至更簡單(數學)所以沒問題，其他科目最主要是語言

問題。因為我來丹麥前已經是高中畢業所以對他們教的內容仍有印象，只是丹麥文教學

是最大的問題，老師也能體諒所以若有需要他們會要求我用英文寫作業或報告。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因為每個轟家和學校都在同一個城市，所以一開始顧問就給我一輛腳踏車，四個轟

家中離學校最久的也只要騎十分鐘而已。丹麥交通費非常高所以腳踏車很普遍，而且有

專門的腳踏車道也比較安全。但冬天因為大雪關係我有約一個半月都是搭公車去學校。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我都是早上在家裡先做好三明治帶去學校，這在丹麥非常普遍。學校也是有賣午餐

的地方，但價格不便宜也沒多好吃，所以我都習慣自己帶午餐去學校。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照排課時間決定。因為我課比較特殊的關係，上學時間從八點到十點都有，放學時

間最早一點半最晚三點半(對丹麥學生來說算是非常晚了)。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因為考慮到我要學習丹麥文已經不容易，所以學校顧問沒有幫我安排除了英文以外

的語言。前三個月扶輪社有安排我們地區的交換學生在哥本哈根上語言學校，費用方面

由扶輪社支付，丹麥的教科書都是用借的所以不需要付錢。語言學校後我的學校有再另

外幫我安排一對一的丹麥文教學。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丹麥文的個人指導是學校之前一直就想安排的。在學校有任何問題我也會找學

校顧問商量。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丹麥學校人少社團辦不起來。而且每個學生在放學時間後都有自己的規劃，

例如：足球、跳舞、騎馬、音樂、打工等。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和一年級去挪威滑雪一星期，和二年級去紐約一星期為期末報告取材。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約一兩個月過後就能分辨誰是特別好的朋友。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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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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人的共通點是一開始他們都比較含蓄，並不會刻意熱情跟你裝熟。所以若能自

己先主動跨出第一步，就會發現很多人都是很好的朋友。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Hørsholm Ror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35 位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高爾夫球場的附設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一晚上 6:10~8:0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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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只要有空我就會去參加例會，大約有二十五次左右吧，因此扶輪社對我的高出席率

很滿意。老實說有時候的演講很無聊，而且都是艱深的丹麥文。但是有時候也會有特別

的例會，例如我們有去參觀行政院或畫廊，都是非常特別的經驗。經常參加例會的好處

是讓社員有機會跟你接觸，也能讓他們覺得你是有心要做好一個交換學生的職責。交換

學生地區例會中只會參加跟青年交換有關的活動大概兩次，大概就是所有交換學生聚在

一起分享自己在丹麥過得如何。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因為丹麥的高消費所以是900丹麥克朗折合台幣約五千七百元，比在Guarantee Form

上面寫得金額高。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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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剛到丹麥一個月時用 Power Point 以英文介紹自己和台灣，第二次

是扶輪社暑假前最後一次例會以丹麥文做約十分鐘對這一年感想的演講。兩次演講社員

們都很滿意，第一次演講讓他們對台灣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第二次時則稱讚我丹麥文的

進步。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對於台灣的政治(尤其是兩岸議題)、經濟、教育制度和文化等都很有興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丹麥扶輪社約每隔三到四個月會舉辦全丹麥 inbound 的 get together，約一百多到

兩百個交換學生來自世界各地聚集在一起。而且每次活動都是由不同地區主辦，因此交

換學生也可以多認識每個地區。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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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麥是全世界最早開始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的國家之一，因此他們對這個計畫非常

有經驗，服務組織也非常縝密。他們希望能在交換學生遵守扶輪規則的情況下給我們最

大的自由和空間去體驗一切事物。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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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兩者對扶論社的經營都很用心也很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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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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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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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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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真正感受到脫離父母後真正的獨立，有時也會感到寂寞，但是只要想到這是讓自己

長大的最佳方式就會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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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個月我們自己地區有安排 inbound 們一起去上位於哥本哈根的語言學校，

因此大家在那裏都培養了很好的感情。除此之外也會認識不同機構的交換學生，像是 EF

或是 AFS。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這一年下來我感冒許多次，在每一家都有感冒一到兩次。也許是跟丹麥氣候與台灣

差異頗大有關。

39.當地氣候？

夏涼冬冷。我們來的這年剛好是丹麥 14 年來首次有了白色聖誕，整個冬天又長又冷

也下了很多雪，冬天最低溫到-20 度。夏天常下雨，氣溫大概維持 20 度左右，非常少到

30 度。只是因為位於北半球的關係，丹麥冬天日照時間不到 8小時，夏天則多達 18 小時，

所以丹麥人只要一有陽光就會盡情享受。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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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衣服和台灣差不多，而冬天則需要厚重外套和靴子。但我都是在丹麥購買(外套

是轟家借我的)，而且台灣的天氣是用不到的，所以我並沒有帶回台灣。特別服裝部分可

能是一些派對場合，不過都是可以像轟家兄弟姊妹或是朋友借，所以不用準備過多(建議

攜帶旗袍，非常受外國人歡迎)。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轟家可以提供保險箱，但基本上他們覺得我自己可以保管好，所以我都是自己放在

自己房間內。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我把所有扶輪社發的徽章都交換掉了。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第三轟家在瑞典有小木屋，所以我們去那裏度假三次。五月底的環歐和地區交換學

生去了歐洲七個國家玩了 18 天。加上學校校外教學的挪威和紐約我這一年總過去了十個

國家。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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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持開放的心態去看待一切事物，勇於嘗試，最好能當個＂YES MAN＂。

2.遇到困難不要擔心，努力去解決以後都是珍貴的經驗。

3.有機會照相就盡量照。

4.表現出對學習新事物的熱情，讓接待家庭和接待扶輪社看到你的積極。

5.好好珍惜當交換學生的時光!!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在還沒有出國交換之前，覺得世界就是這麼大，好像只要用網路就可以連結全世界。

但出國之後，發現世界比自己想像的大了好多。在丹麥，每間教室都一定會有一張世界

地圖，翻開報紙有滿滿的世界新聞，甚至連氣象預測都是整個歐洲一起報。這一年中，

我很幸運的去了十一個不同的國家拜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迷人之處，都有自己獨特

的風景和人情。每天遇見不一樣的人，聽他們說著不一樣的語言，有著不一樣的情感表

達方式。以前以為自己的個性是外向開朗，當了交換學生後才發現自己要努力的有太多

太多。經過這一年的洗禮，我從旁人的口中得知，我的確有所改變。來到一個完全陌生

的國家，努力學習語言、認識朋友和適應環境，不知不覺中我更懂得如何去介紹自己，

介紹台灣。自我介紹的語氣越來越從容，面對問題時越來越平心靜氣。同時，也越來越

感激身旁的人的幫助才能讓我有這精彩無比的一年。

這一年我學了很多，除了語言之外，我還學會溜冰、滑雪、騎馬。我學會對新的事

物保持最大的熱情，學會用心去打破語言的隔閡。除此之外，藉由扶輪社、接待家庭和

學校，我認識了很多很多人。很幸運的是我的四個接待家庭都對我非常好，更把我當成

親生女兒一樣對待。因為有他們，讓我覺得即使是在丹麥，我也有很多家人和關心我的

人。有趣的是，我的每一家都不是完全純正的丹麥家庭，我也因此認識更多不同的文化，

看到不同文化的融合。在學校我除了認識很多朋友外，也見識到與台灣完全不同的教育

體制及態度。丹麥的學生在學習上擁有很大的自由，在課堂中他們都盡情的舉手發言與

老師討論，主動表達自己的想法。他們的作業有更多的口頭報告與團體合作，因為他們

知道這是為以後出社會就業最有幫助的準備。當然每個制度都有自己的優缺點，我並不

會一味的認為他們的教育制度就是完美，但其中的確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學習改

進。在與人交往時也聽到很多以前從沒想過的想法，彼此交流分享，都是很特別的經驗。

能有如此美好充實的一年，真的非常感謝我的家人、扶輪社還有接待家庭。尤其感

謝扶輪社的青少年交換計畫，真的對我有很大的幫助，讓我能在很安全的狀況下去探索

這個世界進而學習與成長。這一年絕對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年，我對自己未來的期許

也從狹隘的只在台灣成長到放眼整個世界。我會將我在這年中學習到東西的運用在未來

求學及工作中，保持最初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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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交換學生舉著自己的國旗

校外教學在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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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愛的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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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劉歡 住址
台北市中正區臨沂街 75 巷

29 號 2F
電話 23958106

派薦地區&社：台北城中社 原就讀學校：台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

接待社：秦野ロータリークラブ 派遣國及地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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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村 房屋仲介 70 代 是 夫妻 8月~12 月

第２ 梶山 攝影師 70 代 是 夫妻 12 月~4 月

第３ 深石 自由業 70 代 是 夫妻 4月~7 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在參加交換計畫之前就已經學了兩年的日文,出發前一年的12月我也考到了日文檢定的三

級.在確定派遣國家之後做的比較多的是背單字,但口說還是去了以後才開始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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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因為只需要搭四個小時的飛機又不用轉機,基本上是沒什麼困難,只是心裡的緊張會比較多

而已.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任 home 家的爸媽和第三任的爸爸,counselor 夫妻,一些扶輪社的社員,扶輪社的秘書.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剛開始一切都還算新鮮,因為對一切都不習慣所以對 home 家的不習慣就不會變得那麼明顯.

可一開始不習慣日文的時候心裡還是多少會有一點排斥,過久一點習慣就好了.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全市人口大約十六萬人左右,面積約為一百零三平方公里.這裡算是還滿鄉下的地方,卻又算

是鄉下中的小小都市,因為他有較大的購物中心.說簡單一點這裡鄉下到沒有腳踏車超級不方便,

而沒有腳踏車的我也只好靠雙腳和公車來彌補這點的缺陷.但我其實很喜歡這裡,因為這裡沒有大

都市的擁擠和吵鬧,空氣也很清新,學生也很純樸.

有關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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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我的三任 home 家都是兒女已經成家又不住在家裡了,所以我住的都是他們兒女的房間,一開

始不習慣 home 家的時候也因此有辦法能自己一個人調適心理.我覺得我在接受上的問題應該說是

我在適應一個家庭前的反抗期,那段時間感覺做什麼事都很緊繃,情緒激動(當然是私底下或視訊

的時候)或用放大鏡來看每件事情.這也一度讓很多人擔心我會和 home 家吵架,但事實上我也只敢

私下講講,根本就不敢說出來,這也是我比較慶幸的地方.大概過了一個月到兩個月之後就會開始

習慣,之前過度反應、覺得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也就沒有那麼嚴重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人都會像我這樣過度反應,但最重要的是要學會自己調適自己,也不要

讓自己無法適應環境的壓力在home家面前爆發出來,免得在開始變得順遂之前就先壞了和home家

相處的氣氛和感情.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日本人對於客人都是非常客氣的,雖然說他們也知道我們不是來當客人的,但對他們來說要

改變我們不是客人的這個想法也有點辛苦.為了讓我賓至如歸,我的第一任 home 家每餐都會做一

大堆吃的,他們吃不完又一直叫我吃.人家做的我不吃又覺得很不好意思,硬撐的結果就是我在第

一個月就胖了 5公斤.聽說很好用的拒絕方式是,當你覺得量太多時就剩一點點,下依次吃飯的時

候他們就會開始減少給妳的量,但這也只是聽說而已.畢竟我每餐都跟他們說我很飽了,他們還是

每餐都叫我一直吃,所以我想最主要的還是要有拒絕別人的勇氣吧.

9.幫忙做家事嗎？

日本小孩基本上都不做家事,home 家又把我當做客人,所以基本上我做的家事不多,頂多是出

門採購持幫忙提重物或洗碗之類的.他們通常不會主動要求我做家事,但如果主動去幫忙的話他們

會很開心.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基本上我在每一任都是和 home 媽說話比較多,不只是因為女性感覺比較好聊天,也是因為她

們在家的時間相對比較多.只有第二任 home 爸例外地很喜歡和我聊天也喜歡聽我說一些對日本交

換計畫的看法看學校生活的看法,算得上是我待得最開心的一戶.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茶和一些玉市買的手機吊飾過來,他們不能說高興但也不能說特別高興.我想送扇子

讓他們夏天用會很不錯,因為使用頻率高.如果對方能接受的話送中藥好像也很不錯,補生理期那

種.她們腦裡都會想像喝這種中藥會變瘦變漂亮,聽一聽就覺得很好笑.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想家當然是會,如果真的要說,其實我每天都在想家.但這種想家並不是想要馬上就回家的那

種想家,而是經歷這邊的生活之後想到與台灣生活的不同的感覺.我並沒有真正想家到想要馬上坐

飛機回家的地步過,不過大部分的時間我都是不去多想,讓自己變得忙一點,想些其他的事情,這樣

就比較不會想家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二年級的選課我是靠我高中的類組來選的,選得是物理和數學的特選班,比其他班及多了兩

堂第七節課.雖然不能說我真的有在課堂上學到很多東西,但這對回去以後馬上要升高三的我來說

是一種比較另類的複習,而且通常都能拿到很不錯的成績.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高一:日文,英文,數學,地理,家政,健教,美術,化學,體育

高二:日文.英文,數學,日本史,世界史,物理,健教,體育

基本上沒有特別討厭的科目,所有科目又都跟台灣差不多所以沒有排斥.但必須要和其他學

生一起上日文古文和日本史的部份就沒什麼意義了,別人都是從基礎開始學,我沒從基礎開始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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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不可能.與其讓我坐在教室裡白抄筆記或發呆,我寧願去圖書館挑書寫讀書心得.但對他們來

說他們希望所有學生都能夠接受同樣的教育,儘管我們的立場從剛開始就不同,所以我這一年也真

的沒有多學到什麼.如果真的要說我有學到什麼的話,那應該要說是我比較喜歡的美術科.我在美

術科做了我在台灣沒學過的石雕和很久沒碰的油畫,我也在課外參加了美術部,這算是我這一年的

學校生活中收穫最大的部份.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對,除了日文古文和現代文之外月考也是一起考的,成績好的很好爛的很爛.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我在台灣自修日文兩年,學到的閱讀比聽說要多上很多,來到日本後大約兩個月以後就大致

了解課堂的內容了,但那時候要說還是沒有很行.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在三任 home 家都是坐公車上學,每任都是平均搭車十到二十分鐘,從家裡走路到車站要花

十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日本人習慣午餐帶便當,我的午餐基本上都是home媽幫我做的,每次都很豐盛.只有少數幾次

是自己去學校的販賣部買或在上學途中去便利商店買了帶到學校中午吃.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學校 8點 45 後算遲到,六堂課的時候是 3點 15 結束,七堂課的時候是 4點 15 結束.我因為習

慣台灣的上課時間所以早上都會在 7點 45 到校,放學則會應社團活動等延後,最晚到六點.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唯一的語言科目是學校的現代文和古典文課,現代文我聽得懵懵懂懂,每個字都懂了但不太

懂他想表達什麼.古典文是完全不同的文法,我連基本都不懂了根本就不可能董古典,所以上課多

半在發呆或做自己的事.我因為會說一點點所以也沒人對我多做苛求,唯一一個讓自己閱讀進步的

方式就是看漫畫和小說,我也因此看圖書館老師變得要好.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也沒覺得有特別需要.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雖然有參加每束部和花道部但時間都不很固定,美術部是想去就去,花道部是一個月兩次,

一週頂多四到五小時吧.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參加過一次遠足,目的地是東京大學,主要目的是參觀校園.但因為他們不開放參觀又沒有

人做說明,進去其實也沒什麼意義.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我真正遇到能夠聊上天的人是在四月開始的時候,從那之後大概不到一個月就變得要好了.

我常在想如果我更早遇到這些人的話,我這一年的生活大概會比現在更快樂上許多吧.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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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建議以後的留學生要越挫越勇和放寬心胸吧,因為很多事情不是妳改不改,而是對方

改不改的問題,鑽牛角尖也沒用.用不會對自己造成壓力的方式來慢慢和對方加深關係,就算沒辦

法加深也就不會覺得太氣餒了.日本人大多信神道教,但現在的年輕人也沒什麼宗教感,就算是老

年人也只是拜祖先拜得比較多,其實和台灣也沒什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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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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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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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每個月都會去參加一次例會,一年大約十二次.我在大多數的會議都覺得沒事做,我現在有一

點的後悔我過去沒有趁例會的時間讀書.我覺得他們很怪的地方是不准我喝酒又老愛在喝酒的場

合要我到旁邊去坐著看他們喝,如果能改善這點我會覺得很高興,我沒有很想喝酒,但卻希望能不

要浪費掉坐在那裡的時間.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日幣一萬塊,相同也夠用.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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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著用書,照片和 ppt 來介紹,但結果是不管怎麼樣他們都沒興趣,只要我的說話內容與日

本無關的話.即便是像台灣這樣離日本很近的國家,他們仍抱著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往台灣走的想

法,自然也就沒有興趣了.而他們多數人鐵齒,人家講什麼其實也都不愛聽,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事.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問小籠包,問溫泉,問的基本上都是觀光,只有少數人會對我們的文化或我的感想,台灣人的

生活感興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除了參加扶輪社例會,我也參加過去年的地區大會並在當時參加了與日本高中生、米山獎學

金學生和扶輪社社員的十人共同討論會.當時因為沒有很會聽說,整場下來不太記得他們在談什

麼,印象最清楚的也只有那些嘴上說著想接近外國人、與外國人溝通的高中生竟然一休息就跑去找

自己的同伴,根本不打算跟我們有任何交流.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他們就算說想交流其實也只是嘴

上說說,有時候真的沒行動力到讓人生氣的地步.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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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日本選擇交換生的方式,他們是靠成績來選的,成績最好的就能先選國家,

具不具有社交能力則是其次,所以日本大部分的 outbound 都很內向,感覺也有些過度依賴父母.她

們對自己要出國這件事梅什麼熱情和執著,普通人對於自己要出國都會抱有不安,只要遇到自己要

去的國家的人就會拚命問問題.但這裡的 outbound 完全沒有任何疑問或不安,那感覺並不像是他

們準備充足,倒不如說是他們根本就沒什麼在想、覺得未來的一年是用理想堆積而成的、覺得如果

有什麼事情一定會被告知,沒被告知的話就代表沒什麼好擔心的.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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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基本上兩者性質和目的都相同,差別只在於台灣扶輪社感覺社員的職務都比較高,日本扶輪

社的社員並不需要有高職務.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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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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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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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日本人和台灣人的生活上其實沒什麼差異,但是國民性和心裡就差很多,那就是我最無法適

應的部份了.有很多時候我真的很不懂也很氣餒日本人怎麼會那麼消極又那麼冷淡,但在傾聽和思

考的時間變得比說話的時間多之後,我也漸漸想通了,有時候那就只是差異,你沒有辦法改變.那就

像是不管你再怎麼抱怨身高不高就是不夠高,就算你多怨幾次也不會多長十公分,而你能做的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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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痛快的享受身高不夠高的好處.

對我來說,我從來就沒有適應,對於那些我無法接受的差異,我心情好的時候會慶幸我不是日

本人、會開始思考自己能得到哪些優勢.當我心情不好的時候我會在心裡碎碎唸到高興為止,又或

者用寫的或講給其他人聽.也許聽起來並不是很正確的方法,但那是我輸解自己的壓力的方式.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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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比較好的是同地區美國加州來的女生和台灣北區來的女生,我會和她們聊一些比較深、

需要思考或表達自己意見的話題,那對其他西洋人來說或許是很無聊的話題,對我們來說卻是幫助

思考的一種方式吧.我也有認識一些在東海大學讀語言班的台灣學生,他們年紀都比我大,雖然不

能說是特別聊得來,但對很久沒有聽到母語的我來說卻很開心,儘管那對在同一間大學裡有其他台

灣人的他們來說真的不算什麼,但我幾乎是到了光是聽到母語就會很高興的地步.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除了去年長過一次帶疱疹之外幾乎都沒有什麼問題.

39.當地氣候？

因為比台灣乾上一些,皮膚容易長一些粉刺或痘痘,有時候我甚至連夏天都需要乳液,可那對

他們來說卻完全不是問題.但她們一直在喊熱的天氣對我來說卻是剛好,就算會流汗,那樣的熱度

對我來說也還算可以忍受,沒到非開冷氣不可的地步.不過我最不適應的應該說是冬天吧,因為學

校規定女生只能穿裙子,就算是 4~7 度的大冷天也不能穿褲子,常常讓人被風吹得有種被凍傷的錯

覺,我喜歡他們的夏天比冬天多一些.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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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我穿自己帶來的T恤和短褲就很夠了,但冬天的衣服畢竟沒有日本保暖,一些是在日本買

的,也有一些是家人在台灣買了以後替我寄來的.日本人認為學生就該有學生的樣子,我在這裡的

例會並不需要穿什麼特殊服裝,永遠是我的那一套學生制服或是普通的私服,以至於我帶來的正式

服裝只有在聖誕節的餐會時才能派上用場,現在想想其實當時不用帶那麼多的.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在一開始就被counselor收走了,錢我一向都是自己保管.機票則是因為是來的時候訂的

紙本,我是自己保管,需要的時候要找可能會有找不到的危險.所以自己保管其實ok,但要確定自己

沒有亂丟或是跟其他們東西一起寄回台灣吧.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徽章基本上都是收到其他國家來的學生的徽章,所以數量其實也沒有很多,旗幟我除了一開

始交給喜多方扶輪社的和接待設的之外,其餘全數交給我的第二任 home 爸了.因為他是社裡的幹

事,所以他把旗幟拿去給其他想要的社員了.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特別好玩的履行都是我的第二任 home 家帶我去的,因為他們讓我邀朋友一起去,也每次都會

幫我拍很多照片,我收到的照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他們送的.在他們家的幾次旅行中最好玩的是

第一次去滑雪和去吉普利的工作室,兩次我都邀了加拿大的交換學生一起去.我不但學到了我作夢

都不會想的滑雪,還去了我期待很久的吉普利工作室,我真的很感謝我的第二任 home 家.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要學會為自己做打算:打從他們報名參加交換學生計畫的瞬間,他們就已經在為自己做打

算了.選擇出國不該是被逼迫,而該是因為自己想去而去的.既然那是自己的決定,那不再

依賴旁人就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畢竟那也算是隻身到國外的必備能力.

2. 不要主觀的來看事情:這世界上並沒有絕對的好或是不好,大部分都是因為主觀和情緒影

響了自己的判斷,只要能換個角度看事情就能讓世界變得很不一樣.就像我每換一次 home

家都必和朋友抱怨一個月,然後之後才開始感覺到家庭的好,而後也發現一開始的抱怨大

多是出於自己不適應時所產生的壓力和情緒罷了.走出國境的那一瞬間就已經註定要改

電自己的視角,視野也註定要擴張.不要被自己給侷限住,看到的東西就會變得更多.

3. 要越挫越勇:人在碰壁的時候難免會覺得挫折,會想要放棄.但會個角度來想,如果就此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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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了,也會因此而失去更多.我曾經放棄要在日本交好朋友的這個想法,但一邊想著放棄

一邊持續努力的我最後終於遇見了一群好的朋友,學校生活也變得更加快樂.這與其說是

要越挫越勇,其實更該說是不要放棄希望和期望吧.

4. 要變得有彈性:這算是藏在越挫越勇下的一個祕方,因為有時候事情並不是自己一味的鑽

牛角尖就能改變.我曾經以為交不到朋友是因為自己不夠敞開心胸、不夠開朗,可事後才

發現不論我做了什麼改變,對他們來說我仍是個有待審核的局外人.這種把自己攤開到陽

光下曝曬卻仍得受人評估、審視的感覺很差,且不見得有效,因為他們生性委婉.彈性指的

該是要為自己設一個界線,讓自己不會因為屢戰屢敗變得壓力過大而轉為放棄.因為每個

人的界線都不同,所以這也得自己拿捏.當被拒絕到第十次時就告訴自己:＂這已經不是

我的問題,是對方的問題＂心情也會因此變得輕鬆許多.等到自己再度充足電力時再告訴

自己:＂再稍為努力一點點吧,也許事情會有什麼改變也說不定＂你不可能一整年都抱有

一頭熱血,但你可以隨時休息再讓自己重新出發.

5. 要學會充實自己:照理說我去的國家是日本,日本的英文又是出了名的不好,那我的英文

應該只有退步的份才對.可很有趣的是,我真正開口說英文是到日本以後才開始的,而那

也是因為環境使我得這麼做,因為與其他交換學生溝通的基本語言是英文.雖然我在這裡

日常用的是日文,但我同時也對英文抱有一種不服輸的心態,一種想要講得更流利的期

望,所以我也在學日文的同時要求自己被英文單字.不用很多,只要每天一點英文單字加

上開口說的勇氣、不怕說錯的膽量和請教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就能讓自己進步更多.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一邊寫一邊看自己的報告,我發現自己的語氣已沾染上過去不曾有的味道,有點像我去年在

台灣 Rotex 身上看到的自信.可即便對當時坐在台下的我來說他們說的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我

卻仍是一字一句的吸收、相信了,現在想一想,那或許是因為我在他們身上同時看到了經過一年洗

鍊後的自信和真實感.

我仍記得去年的講習上,學長學姊張大著眼睛用生動的表情和口與告訴我們他們的一年有多

麼精采,在國外的一年是他們人生中最棒的一年,那樣的驕傲和風采十分令人羨慕,但我發現自己

無法說的像他們那麼中肯,因為精彩並不是我這一年中的全部.我是個個性並不算是適合亞洲國家

的人,在台灣也許還算如魚得水,可到日本是註定碰壁的,因為他們不愛勇於表達自己的學生.對喜

歡平凡、喜歡安靜、喜歡不突出的日本人來說,我試圖讓自己突出的表現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種礙

眼,因為那不是個該出現在日本的行為.我的開朗在台灣或許會受到大家的喜歡,但在這裡那並不

是絕對保證,失敗的機率甚至更高,他們認為女生就該靜、該柔軟,不該像我這樣試著做能做的事

(尤其是拿著在一群男生面前拿著鋸子鋸木板.那無疑是搶男生工作、有損他們威風的行為,像我這

樣的人在他們的女朋友人選中絕對 NG)、發表自己的意見、說想做的話做想做的事,因為女生的本

分在這裡早已決定.我就算知道自己做的不是他們眼中的女生該做的事,我卻仍然選擇去做,在這

裡我選擇保有我的個性,因為我覺得表現自己是台灣人、是台灣女性很棒的特質.

面對其他人笑著對我說我不適合去日本,我總會笑著回答:是啊,我該去美國的.但如果有辦

法讓我重新選擇一次,我是真的不確定自己會不會再次選擇日本.我不能說我不喜歡日本,可我必

須說這一年並不是完全的開心,而我甚至能說不快樂的時間比快樂的時間多上許多.我不能否認我

在這裡交到了不錯的朋友和認識了許多不錯的人,但我卻總會忍不住去想自己選的國家如果不是

日本的話,我是不是會有更快樂豐富的一年.

即便我並不是很完全的認為這一年只有喜沒有悲,我這一年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了許多卻是

事實:我學會為自己著想、不要太過鑽牛角尖、要敞開心胸、不要有太強的主觀意識和時時去感謝

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如果我這一年沒有出國,我或許仍會是個無憂無慮、對世界抱持著太過簡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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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人.也許是因為出來之後視野變得寬了吧,我發現了自己的不足,也發現了世界沒有我想像中

的那麼簡單,想做的事情也就因此變得更多了.

因為認識了各國的朋友,我變得有想要往國外旅遊的打算;因為認識了各國的朋友,我變得想

要除了英文和日文之外,也想把台語學好,更想學學開始變得有興趣的法文.因為來到國外所以我

變得獨立,變得更會為自己做打算,也學著要看得更遠,不要將視線侷限在眼前的一小塊地方.因為

參加了交換學生計畫我的朋友也變得更多了,聽著去了不同國家的同伴有著各式各樣有趣的經驗,

原本覺得不夠幸運的自己也就因此而覺得幸運,原本覺得悲傷的事也因為增加了有同樣經驗的同

伴而變得輕鬆且放得開了.

因為置身在不同的國家和文化裡所以我有了不同的生活和經驗,過去的不可能也因為環境的

改變而有機會變成可能,這是感覺最神奇的地方.而在改變的同時,也能從不同的改變裡找到自己

的堅持,找到真正的自己,讓過去覺得與他人相同的自己變得與眾不同,對自己也能抱有更大的自

信.因為認識了各種國家的人,我認識到了東方和西方的民族性的不同以及各自的優缺點.那當中

有我喜歡的部份也有我不喜歡的部份,喜歡的我會看齊,不喜歡的我會提醒自己且努力改進.我知

道自己並不會因此成唯一個完美無缺的人,但我知道自己至少會成唯一個自己所嚮往的人.

這一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大多數人留到不想回國,但我已經想要回家了.這一年出來我並

不後悔,且我很確定自己在未來的幾十年裡都會對這一年感到驚嘆,這一年大概包刮了我人生中所

有精采的部份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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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楊育杰 住址
台北縣三重市成功路五

50 巷 38 號 11 樓
電話

0970229666

派薦地區&社：台北城南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師大附中

接待社：university area 派遣國及地址：USA

4003 Aberdeen way Houston TX7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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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nbaum 銀行副總 56 No 4 四個月

第２ Rice 人力仲介 55 Yes 2 一個月

第３ Adamski 化學工程師 54 No 3 三個月

第 4 Spurling 建築加復健師 70 No 3 三個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我為了學好英文，經常閱讀國外雜誌及收聽 ICRT 以加強聽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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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自己的幫助很大，藉由 Rotex 及其他交換學生的交流，學習世界不同的文化，及

累積經驗。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但有點緊張，但看到第一個家庭及扶輪社後，欣喜若狂。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個家庭和扶輪社員們及扶輪社長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他們對待我就像是對待他們的兒子一樣，我非常的感動。所以在家中我都直接叫他

們爸、媽。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Houston，兩百萬人，有許多郊外城市，很多綠樹，非常舒服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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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四個家庭，我都是自己一個人睡，我沒有任何適應上的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比台灣重了三公斤，說真的，增加的是肌肉而不是肥肉

9.幫忙做家事嗎？

每天都會幫 home 家做家事，幫 home 家減少負擔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通常都是跟整個家庭一起討論和商量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只要是 MIT(made in Taiwan)，老外都格外喜歡，茶是他們最喜歡的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過完差不多兩個月之後，新鮮期過去了，會非常的想家，但還好我有美國及台灣的

家人的支持，運動和朋友們的緣故，順利克服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跟我的 home 姐商量過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Swimming, guitar, US history, Chemistry, Algebra2 pre-AP, English2 pre-AP,

Basketball, Japanese

最喜歡我的 English2 pre-AP，因為我有我一生中最愛的老師 Ms Broze，他的教學

方式及非常風趣的談話使全部他的學生都愛她。

最討厭我的 Chemistry，內容對我來講是簡單，但是老師時常刻意刁鑽，發覺美國

老師的品質也可以很差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的，通過入學考試後，他們同意讓我可以上 AP 的課程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不到一個月大部分的科目都適應的很好，我花了至少三個月的時間來適應 English

pre-AP 的難度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Home 家帶我到學校，通學時間十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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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元，我自己準備午餐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七點四十五分到下午三點二十分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有，我修日文，且有教材，學校是免費的，不用去語言學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我有三個扶輪社顧問，每個都對我非常的好，學校的顧問也時常給我許多意見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沒有參加社團，但有參加游泳及籃球隊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媽媽問過學校，但學校說不能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每次國定假日，寒假和暑假，home 家都會帶我出去玩，不就是參加家庭 party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在校有交到一堆朋友，但最要好的朋友是在開學後三個月交到的。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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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宗教信仰是非常的開放，但大部分的的人信仰基督或天主教。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University area club

扶輪社會員數：46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一家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早上七點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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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一整年來，我每個禮拜三都參加扶輪社例會，我在扶輪社的例會中跟所有的社友有

良好關係，大家都是很照顧我。例會通常的是先社交，之後吃早餐，接下來扶輪社務會

議，最後都會安排不同的演講者做專題演講。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50 元美金，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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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們愛上台灣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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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陸的外交關係，語言的問題，及飲食的問題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例會通常都是先社交，之後吃早餐，接下來扶輪會議，最後每個禮拜都有演講者給

我們做各種不同的演講；交換學生會議通常都是扶輪社友們會倡導扶輪社的涵意、概念

及計畫。接下來就是學生們的派對時間。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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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扶輪社的運作非常的嚴謹，我們一直講求在快樂中，也不違反規矩，扶輪委

員們非常的有善，活動也都具有相當的意義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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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在第一次的會議中，他們講解美國的歷史，習慣，典範等等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我覺得國外的扶輪社較輕鬆，第一，不需要穿西裝打領帶，但還是得穿正式的服裝。

第二，在台灣我們都要叫扶輪社友 uncle 或 aunt，在美國，我們都是直接稱呼他們的名

字，稱呼先生或小姐對他們來講太多禮了，反而難親近。但中華文化的禮俗也是重要。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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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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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對於我來說，學校生活的開端非常的愜意，但到後來，漸漸感到無趣，因為每天都

上一模一樣的課，但最後就習慣，並且用閒時讀書充實自己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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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換學生李，因為我非常的積極，主動，我交到了許多朋友，我最要好的是一位

巴西人，名字叫做 Victor，他的個性真的非常的好，我們經常聊天，打球，跟女生聊天，

我們是最要好的麻吉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非常的健康，只有一次感冒而已

39.當地氣候？

簡直就是所謂的台灣氣候，適應得很好。只有在冬天，有冷到攝氏零下幾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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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平常都穿著 T 恤，較重要場合穿有領的襯衫加上長袖及長褲。在地區會議時，我

通常都會穿扶輪社 blazer 加打領帶或打蝴蝶結。我幾乎都是在台灣購買的，較便宜且好

貨，在美國好的西裝都非常的昂貴。對於特殊服裝，我認為以男生來說是不需要，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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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西裝打領帶，但女生穿一些台灣的傳統服中的話，我覺得是很不錯。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金錢我通常存在銀行裡，護照及機票都交給我顧問管理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100 個左右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美國的東部旅遊，超級好玩，跟其他的 40 幾位交換學生一起去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一，到國外後，要學習他國的好處而不是壞處

二，在國外千萬不可忘了祖國對你的好，千萬要記得在台灣就培養好的生活習慣

三，不管是什麼情況，都要往正面去想，積極，樂觀

四，從不忘記身為交換學生，你，代表著你的國家

五，一定要往遠處想，想著自己的未來，並藉由在國外的這年，努力實現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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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年就像一眨眼一樣，飛快地消逝，但留下的回憶，卻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所有的喜、

怒、哀、樂，所有學到的、體會到的、領悟到的，我希望能告訴在台灣的各位及幫助即將成為交

換學生的同學們，我在美國學到的一切。

剛來美國的時候，第一次見到我的 home 家，他們對我真的非常的好，我跟他們在一起的生活

非常的愉快，且英文能力迅速增強，也學習到許多美國俚語，剛到達美國，home 家就帶我到 Florida

的海邊享受退休的生活。

進入學校生活，我決定不放棄這一年，挑戰美國的 AP 課程，關於數學、化學是完全沒有問題，

只是剛開始適應全英文的環境。我用了一到兩個月的時間，在這兩個科目都拿到很好的成績，但

我另外挑戰 Pre-AP 英文，雖然剛開始感到非常的困難，但我花時間，慢慢地、漸漸地，不停地努

力查單字，讀小說，經過接近半年，我終於跟上同學們的腳步，一起討論較艱深的問題，且享受

老師幽默的笑話。另外，我的英文老師 Ms Broze 經常鼓勵我，她是一位非常神奇的老師，她教得

每一個班級都想成為 Ms Broze 的最愛，每位同學都超喜歡 Ms Broze。在學校結束前的最後一堂

課，Ms Broze 告訴我們，我們第五節是她有史以來最喜歡的班級，整個就是非常感動，我真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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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老天爺及扶輪社給我這個機會來到美國，能夠遇到一位這麼好的一位老師，我真得很開心。

除了學校，我非常積極的去參加扶輪社的週會、年會、慈善活動。我每周三的早上都一定會

去週會，這也培養了我和整個社的良好關係，及清楚了解扶輪社的運作過程，更藉由每個禮拜不

同的演講人以學習各種不同的職業以及社會新知。

我另外會參加志工活動，跟著扶輪社友一起做義工，我們通常都去一家醫療器材中心幫忙、

整理及歸納所有未整理的醫療器材，這些醫療器材將要寄給許多在第三世界國家的醫院，供給他

們衛生及未過期的醫療器材，讓更多人活下來，藉以完成那群生病的人健康踏出醫院，完成他們

人生的目標。

在學校課程結束後，我透過扶輪社顧問的關係，來到全世界最大的休士頓醫療中心工作，整

個醫療中心非常龐大，我工作的醫院叫做 Methodist，也是全球數一數二的醫院，我利用在回台

前的一個禮拜，來到 Methodist，跟著醫生去看病人，及看到許多高科技及世界有名的醫生，非

常享受在這高水準的醫院工作。更我奠定了我想要來到美國醫療中心的目標。

來到美國，我剛開始只是學習語言及文化，但因為跟更多人接觸，遇到各種不同的人，我發

現我不該浪費這一年，應該更積極的，更有企圖心的，藉由在美國的這段時間，讓更多更多的美

國人們認識台灣，我在途中遇到了許多的困難，尤其是關於台灣籍中國的部分，許多美國人及中

國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我堅持否認，並大聲及有自信的告訴他們台灣是民主及獨立的國家，

我認為我們台灣交換學生一定要更努力，在各方面加強，讓老外知道台灣的學生及我們的未來是

不可限量的，我們必須用時間慢慢地培養我們的實力，台灣是個國家是要靠我們自己去爭取，打

拼。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需要更多人努力，並且有世界觀，不侷限於台灣而已，向世界發展。我

在美國念書的這段時間發現，許多美國人都鬆懈，且從不關心課業，在我的學校，幾乎都是亞洲

人（也就是中國人、台灣人、南韓人、印度人）在稱霸，只有少數美國人登上百分之十。所以我

們得加快腳步，努力，且不可死讀書！靈活運用且多多與在台灣的國外人士了解各國文化，有世

界觀，也是我一再強調的，不可侷限於台灣，要向全世界發展，並為這個世界，地球，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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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顏若安 住址
台北市大安路一

段 169 巷 12 號 4 樓
電話

(02)

27002971

派薦地區&社：3480 北海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私立延平高中

接待社：7150 Skaneateles Rotor

Club

派遣國及地址：N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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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從小到大在台灣,都有受過英文的教育,所以對我來說,派遣國家是美國,語言方面的

問題不大.

如果不幸被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其實不要氣餒或是抱怨,換個角度想,每個國家都

有自己獨特的地方,身為交換學生的我們,不要是要去學習跟體會別的國家和台灣的不同

之處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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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認為,不管是扶輪社裡的 Uncle Aunty,還是 Rotex 的學長姐們,跟我們分享及

教導有關我們如何跟自己的接待家庭建立良好的關係,對我來說還滿有用的,畢竟我們到

了一個陌生的環境,又住進了一個陌生的家庭裡面,在短時間以內要建立一個良好的關

係,並不是那麼容易.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其實我這次的交換,一切都很順利,在機場一路我都穿著交換學生的西裝,很多機場

的服務人員甚至機場的移民局人員,看到我的西裝,都跟我說＂oh! You are an exchange

student!＂他們頂多問了我,＂where are you from?＂在機場其實沒什麼困難的地方

4.誰到機場接你？

當我抵達美國,來接我機的,是我接待社負責台灣地區的地區顧問以及我接待社的交

換學生顧問,還有我第一個 host mom 和 host br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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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剛到的時候心情是既緊張又興奮,我很幸運,我的host family的成員都對我很nice,

他們讓我很快的能適應他們當地人的生活習慣,他們把我當自己的小孩來看.讓我很快的

消除心中的緊張和恐懼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雖然我的地區是在紐約州,但跟紐約市的環境可說是天壤之別,我住在一個小 town,

名字叫 Skaneateles.Skaneateles 是個很鄉村,很單純的一個小村莊,在那裏有個長約 17

公里的湖,那應該是我有史以來看過最乾淨的湖吧!Skaneateles 人口不多,地廣人稀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交換學生一年裡,我總共有 3 個交換家庭.每一個家庭裡,我都有自己的房間,廁所方

面都是跟接待的兄弟姊妹共用,在這個方面,對我來說,沒什麼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在台灣其實就常吃到很多美國食物,所以飲食方面並不用努力去適應.美國食物只有

一個字,就是＂胖!!＂我回來台灣後總共胖了五公斤,我在美國吃的方面已經很節制了,

還是胖了五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我 3 個接待家庭,都沒有指定我規定我要做什麼家事,頂多吃完飯後,把碗盤沖一沖

放入洗碗機了就好了.但有時周末在家裡沒事,我會主動幫忙吸地或掃地.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在接待家庭裡,和家人有最多互動的是家裡的接待兄弟姊妹,畢竟我們年齡上比較接

近,而且又讀同一所學校,能講的話題相對於多.至於商量事情,多半我都是跟我跟我 host

sister 和我的 host mom 一起商量.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給他們的禮物,是我自已親手寫的書法作品,畢竟我已經學了有 8 年的書法,在

台北市也曾得過獎,他們看到都很喜歡.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剛去美國的時候,當然會想家阿,如何克服的話,就把自己搞得忙一點,這個活動也參

加,那個活動也參加,這樣思鄉病就比較好一點.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們學校有專門幫忙選課的老師,所以只要我們有甚麼問題,都可以跟他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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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在美國我有 美國政治學,美國經濟學,數學課,生物課,美術課,合唱團,體育課,自習

課,法文課

我最喜歡數學,因為在美國,我的數學總是班上的第一名.

我最不喜歡的是美國政治學,因為…好難懂喔!!!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像我在台灣是讀私立高中,課程的部分大都相同,唯一比較不同的是美國學校外語的

課程比較多,還有他們當地的歷史課,跟我們也比較不一樣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要看是什麼科目,像數學的話,大概一個禮拜就可以跟上,有的時候比較跟不上是因

為語言方面的問題,至於像美國政治課,就算花上很長的時間,對我們交換學生來說總是

很困難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由於我的交換地區冬天酷寒，（零下十幾度）所以通常都是 home mom 接送但我是學

校的排球隊員球季時常練球有時會搭同學的便車回家，美國小孩滿１６足歲就可開車了。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我的午餐幾乎都是我的host mom幫我準備的,如果沒有幫我準備的話,學校午餐一餐

是 2.5 塊美金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我們每天 8點要到校,下午 2:18 就放學了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我在美國並沒有修英文課,因為他們覺得我的英文程度沒有問題,如果要修語言課程

的話,可以修其他的語言.學校並沒有強制要求我一定要上語言課,但我有修法文課,有教

材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修法文課老師並沒有單獨教導我,但在我有困難時,老師跟同學都會協助我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有參加社團, 我參加學校的 high school musical 的演出- Willy wonka

當時是每天都要練,一天都要練三個小時左右,不用花費

我還有參加學校的排球隊

球隊也是幾乎天天都要練習,一天大約 2 個小時,不需花費，另外還有合唱團，一共

上台表演了４次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學校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第二個接待家庭帶我去 Boston 和 Canada

第三個接待家庭帶我去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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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學校的管弦樂團一起去 LA

接待地區有安排接換學生一起去 New York City。所以在這一年當中可說美國的東

南西北地區我都去過了。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當然有交到好朋友啦,朋友其實大多都是在我參加話劇跟球隊認識的,我們學校裡的

同學也都很 nice,很多都會主動來跟交換學生講話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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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到一個陌生的環境,一個人都不認識的狀況下,主動和同學溝通很重要,不要吝

嗇和大家溝通,其實當地的學生對交換學生都很好奇,只要我們有甚麼問題,他們都很樂

意的幫助我們,常常和同學互動,自然而然很容易就可以交到朋友.

我並沒有碰到甚麼宗教上的問題,在學校學生也不會講到有關宗教的話題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Skaneateles

扶輪社會員數：30 幾個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當地的一間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禮拜四的晚上 6:30~8:00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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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我總共參加了 5 次例會,只要是交換學生參加例會,都會有免費的晚餐,每次去都會

有Uncle來跟我說話,或是關心我交換期間有沒有甚麼困難?還適應他們的環境?等等的問

題.至於例會的情況,其實跟台灣扶輪社差不多.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每個月的零用金是 75 塊美金,和之前通知我的是一樣。聽說有別的州一個月是１５

０美金好像差太多了吧！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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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當地演講至少有 3 次,都是用當初在台灣做好的 power point 來做介紹,每次演

講結束後,聆聽者都會給我一陣熱烈個掌聲,並口頭上的稱讚我,還滿開心的.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由於西方跟東方的不同,他們很多被台灣漂亮的景色給吸引,還有很多青少年都很想

來台北市走走,很想去夜市逛逛.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我的接待社每個禮拜四晚上有固定的例會,但他們沒有強制交換學生每一次都要參

加.地區常常會辦一些活動像是 party 之類的,讓我們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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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7150 地區辦了＂紐約市之旅 4天 3夜＂的旅遊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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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沒有這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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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大體來講都差不多,只是美國的扶輪社比較多＂爺爺＂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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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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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對家人的想念。讓自己多參加學校活動時間較累叫緊湊也較容易適應。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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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150 每一個交換學生都是大家彼此的好朋友!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整體上來說都很好

39.當地氣候？

冬天冷到爆! 夏天溫暖舒適!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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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只帶一個禮拜的衣服量,因為我知道到了那裏一定又會買新衣服,至於冬天穿

的厚外套還有雪衣,都是從台灣帶過去了

我有準備兩件中國服,但去一年也只穿過一次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機票、金錢我都自己保管，都放在自己房間的櫃子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我全部都交換完了，我的西裝可說是滿載而歸阿！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第二個接待家庭帶我去 Boston 和 Canada

第三個接待家庭帶我去 Florida

和學校的管弦樂團一起去 LA

接待地區有安排接換學生一起去 New York City。所以在這一年當中可說美國

的東南西北地區我都去過了。

至於哪一個最好玩的話,大概是去New York那一次吧,因為交換學生全部一起出去旅

遊,超 high 超好玩!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微笑是人與人之間最棒的語言

2. 不要吝嗇與外國人溝通

3. 多參加學校課外活動,因為這樣很容易交朋友

4. 多主動和家人互動,增進之間的感情

5. 當遇到困難時,一定要說出來,找人尋求協助,不要悶在心裡不講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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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在這一年當中，從繁華炫麗的大城市到一個人煙稀少的偏僻小鎮，心態上的感變是

很重要的要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懂得適應人少的寂寞感。在這個偏僻的小鎮最讓我喜歡

的地方是它富含著大自然的氣息和我的生活相呼應。怎麼說呢?在清澈的大湖裡游泳不時

還有著可愛的鴨子陪伴著一起、走在路上不還有麋鹿和牛會和我打個招呼好像老朋友見

面一樣、在花園不時會有小兔子和土撥鼠會來看看這東方人和他們當地人的不同和最後

完全不一樣的體驗就是在夜晚當月亮升起的時候狼嚎一陣陣的傳入我的耳朵，心裡的興

奮是難以言喻!這種近距離和大自然的接觸體驗不是我們這種城市小孩有所經歷的，所謂

和大自然互動就是這樣吧!

在不同的國家和家庭飲食也會隨著感變，從米飯變成馬鈴薯、從清湯變成濃湯、四

菜一湯變成和臉一樣大的牛排、飯後的水果變成肥死人的巧克力蛋糕和開水變成氣泡

水。不同的家庭吃法也不一樣，一般家庭晚餐則是大塊大塊的肉、大塊大塊的馬鈴薯和

一兩棵的花椰菜不然就是超大的漢堡組合，想少吃點肉和起司真的都有點困難!較注重身

體健康的家庭則是走輕食路線，多種蔬菜水果組合的莎拉和少起司少肉，但對我來說都

很好吃。

學校生活和台灣較不同的是它們的熱情比台灣人還多，記得剛到學校的時候每個人

爭先恐後的介紹他們自己、學校和當地特色。這對一個外來人來說真的是一個很快能入

境隨俗的捷徑，多元的體育性社團讓我能體驗更多不同的運動，像是美式足球季、籃球

季、棒球季、曲棍球季、足球季和排球季...等等的多種運動風氣讓我熱血沸騰，我也加

入了排球隊的訓練，嚴格的體能和球技訓練二十一場的比賽我們全勝收場。電影裡外國

人對音樂的自然融入一點也不假，在我們日常生活他們會把練習音樂劇的歌大聲唱出來

和加上舞蹈全然對音樂的投入，在台灣我們看不到也做不到像他們這樣不介意外人眼光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要學習的是要包容、懂得欣賞他人而不是一昧的覺得他人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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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彭海葳 住址 台北縣永和市

保福路 2 段 163 巷

14 號 4 樓

電話 (02)-2926-1865

派薦社：台北北海社 原就讀學校：中和高中

接待社：RC Granville 派遣國及地址：204 E.College St., Granville OH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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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olacci Insurance

Teacher

X Mom,Dad,

Sister(younger)

8/5~4/15

7/2～7/18

第

２

Thompson Firefighter,

nurse

X Mom, Dad, two

brothers(younger)

sister(younger)

4/15-~7/2

第

３

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

1. 在那裡知道此計畫？

在台灣的學校有交換學生並與父母討論，因而有機會申請。

2. 請敘述志願留學的理由。

因為有些親戚在國外，所以從小父母就會跟我討論一些留學或遊學的事情或機會，而我自己

對歐美文化也深感興趣。小 3 那年哥哥帶回了一張英語專輯，從此我開始聽英文音樂，更加深了

我對其他語言的學習的衝動。

我希望以後可以學設計，並且在爸媽的幫助下透過網路 research 了很多國外有名的設計學

校，所以我也想真正的去到國外並且拜訪一些在交換地區附近的學校。

3. 志願留學是你自己的希望，或者聽他人之勸？

我的希望，加上父母從小的引導，所以有此機會時，家人皆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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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父母都非扶輪社員，所以一開始想參加短期的交換，但是在 2次的 orientations 之後，

父母和我認為長期的交換會對我更加有成長，在北海社的 Uncle Fortune 以及 Uncle Paul 的幫助

之下，我有了去美國的機會，心中充滿了萬分感謝！

5. 一年期間留學，可能不能升級，請敘述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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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決定要成為交換學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知道這必定會發生了，但是一年的國外生活是

比準時畢業更加 worth it 的，以前是這樣想，現在更加肯定了。

6. 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

很幸運的是我得到去美國的機會，而我原本就對英語有很深厚的興趣，聽英文歌以及看英文

影集都是我的興趣，在知道我要去美國留學之後，我的英文老師特別送了我幾本 CNN 的雜誌，並

且附 CD，所以出國前經常練習英語聽力及口語能力。

7. 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很幸運的排到我想去的國家，並且到一個非常 friendly 的地區，所以沒有碰到這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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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到出國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以及要如何應對，尤其台灣與美國的社交方式有許多不同。另

外很重要的是認識了很多、很特別很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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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星期一只要沒有特別的事以致無法參加（例如去旅行），我都會去例會，因為我們學校的

校長也是扶輪社員，所以他都會載我去。

我們的社是個非常愛唱歌的社，每週會有主題歌，然後再唱一個愛國的歌（笑，因為不是國

歌也不是國旗歌，不知道要怎麼說，一首叫 America the Beautiful，一首就 God bless America）

然後還有歡迎客人的歌。（很歡樂吧？我都會唱了，嘿嘿）

還有聊天時間（吃飯飯的時候）通常就是報告我這禮拜做了些什麼事，然後還有我的旅行啊、

接待家庭啊、或是和其他交換學生的互動。

到達派遣國家後

10. 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嘿嘿，沒有咧;) 羨慕嗎？不過很緊張啦，都睡不著，倒是看了很多電影，畢竟是第一次自己

一個人坐飛機，又是長程並且要轉機，不過總算是順利的到達了。

11.誰到機場接你？

我出國前都會和我通信的 Mr.Barno，還有我的顧問 Anne Peterson 和她的老公，還有我第一

個接待家庭的全家，有一種，終於下飛機的感覺（yay!!）飛得有夠久的哈哈。

12. 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好大…

我還記得從機場回家的時候，轟媽說＂this is our house, still our house, still our

house＂反正就是一個家三個大這樣，然後我房間很漂亮喔！很像飯店，是我去之前他們剛 finish

的唷。

然後他們都對我很好這樣子，還有有一個妹妹（小我一歲），雖然偶而會有不合意的事情，不

過畢竟住在人家家，他們幫了我很多，而且這也是適應文化的一部份，所以這樣想得話，很多事

情都能夠迎刃而解。

媽媽做菜超好吃的！！！以前是廚師，轟爸的臉很好笑，尤其是耍幼稚的時候，他眼睛小小

的，反正看起來很像玩偶就對了。

不過他們家就跟親戚比較疏離，因為住得很遠，不過轟爸轟媽的朋友常會來，轟妹又跟我同

一個學校，所以我剛去還沒開學的時候就已經有認識學校的一些朋友了。

13. 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好綠，而且人好少，除了夏天的 evening 的冰淇淋店外面，會有一條人龍。大多數是白種人，

特別是德國裔的，亞洲人和黑人都相對少很多。

有關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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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

有，還有單獨的廁所，很棒吧

15. 接受情形如何，是否出現問題？

沒耶，有時候會不習慣啦，可是好像也還好，沒什麼大問題過。滿幸運。

16. 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青菜，雖然我出國前也不愛吃青菜，嘿嘿。胖了幾公斤喔？不知道耶，不敢量，我猜應

該有 10 公斤左右吧….唉…

17. 幫忙做家事嗎？

有！有有有有有！！！（舉手）

18. 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會跟轟罷轟媽們聊他們工作上的事情，特別是晚餐時間全家俱在一起，或是他們開車 give me

a ride 的時候，也會跟 host siblings 聊天。

19.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玉的東西（首飾或是吊飾），男生可以送扇子，茶（要看地區），最重要的就是料理幾道台灣

的味道啦！他們都很喜歡我做的蔥油餅，牛肉麵，還有涼拌（他們稱之為沙拉）。

20.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ㄝ，會阿，農曆過年一想到那一大桌菜我一口都沒吃到就覺得惋惜阿！哈哈哈，克服的話呢，

多多 social life 囉，很有幫助，跟朋友出去阿，聊天阿，或是跟其他的交換學生 Sk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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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是我自己的決定。

22. 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

英文，美國史，生涯規劃，生物，戲劇，數學，自習課

23. 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戲劇！！！史上最好玩的課了喔！！！！最好玩的是每個星期五的 performance Friday，玩

了很多的遊戲，例如，抽籤 5 個 words，然後要用這五個字跟我的 random partner 演一段，最主

要是有一群喜歡穿著戲服趴趴走的朋友，超好笑的！

24. 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生涯規劃課滿無聊的啦…不過認識了很多跟我還不錯的同學。

25. 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對阿，我還有拿到畢業證書喔！還有校長在上面簽名耶！！＂Honory Diploma＂的，據說

是＂even if I fail all the classes, I still get to graduate＂的那種，哈哈哈，不過我很

乖，沒有 fail 啦！

26. 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數學和生物以及戲劇和生涯規劃本來就不是難的科目。

美國史一直到下學期才好多了…英文一直都很難…除了讀小說的時候，因為課本都是英文的

文言文，尤其是詩，就很難念，，不過老師和同學都會幫我。

27. 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走路到車站然後 school bus，15 分鐘左右，都很快。

28. 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通常帶午餐，不過如果吃學校餐的話大概一次會吃掉 4～5 美元。

29. 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00 第一堂課開始，一堂課 50 分鐘，每堂課中間有 4 分鐘換教室，二三堂間有個 1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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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break，加午餐（30 分鐘）總共 8堂課，2：50 最後一堂課結束。

每個星期三會有 early release（早一個小時放學）或是 late arrival（晚一個小時上課），

每堂課縮成 42 分鐘，沒有 break。

偶爾會有 nine-period day，是學校有一些 celebration 的時候。

30. 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耶，雖然我們學校有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的 class，不過他們沒有把我排

到那些課程。

31. 有語言科目嗎？

英文算嗎？

32. 學校提供教材嗎？

恩！！！課本好～～～～～～～大一本（超厚的）課本用十年，就是一屆一屆的用，10 個人

用過就換新。

33. 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戲劇，花費喔…有 play 的時候才要交錢耶，還有 ski club，我記得是 190 元，不過我的接

待社幫我付的。

34. 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我們學校有顧問，而且我們顧問人很好，所以我只要在學校有課表或社團的問題都會問她。

35. 算學分嗎？（三年級生能在當地學校畢業嗎）

不算耶，我在那邊是 11 年級，最後一個學期他們把我轉成 12 年級，為了讓我參加畢業典禮

拿畢業證書;)（yay!!!）

36. 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應該…不承認吧…

37. 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三次的交換學生旅行，第一次去南部，第二次去東部，第三次去西部。不過學校沒有旅行。

38. 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我認識很多很多人，大多都是泛泛之交，在走廊會大招呼，或是可能一起出去一兩次過。

學校有一群 12 年級生跟我很好…好像是我去的第 2 還第 3 個月吧，因為學校的 play 認識其中一

個，後來就跟他們很好了。

39. 比較派遣國與台灣的升大學情況。

台灣的公立大學便宜多了，他們的大學其實也是參差不齊，好的很好，差的很差，，但是就

不會說每個人都想要一定進大學，高中完想開始工作的就會開始工作了，不過我的那個小鎮，升

大學的百分比還滿高的：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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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喔，就是要到處認識人阿，美國人不會自己來認識你，social 是交換學生自己的工作，

這樣在學校才會順利，可以多參加一些社團，或是 Party，反正就是要認識很多人就是了。

宗教的話，我的兩個接待家庭都不是那種非常 religious 的家庭，不過我還是有跟他們上過

教堂，就是尊重囉。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RC Granville

扶輪社會員數：82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Granville Inn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Mindays

41. 一個月出席幾次例會？情形如何？

每次，除了沒有辦法，像是旅行，歌唱很多，我的小鎮是一個很 social 的小鎮，所以一開始

我不太會講話的時候，他們都會跟我聊。

42. 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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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美金一個月，好多（笑），不過我們這邊的物價也挺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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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社一次，District Assembly 被選為 inbound 代表生一次，還有在 host brothers 的教

室各一次，所以總共四次。

扶輪社員的話，他們都滿喜歡我的演講的耶，嘿嘿，加上一點幽默感很重要，還有就是互動。

跟 host brothers 的教室的話就是要注意投影片要夠吸引人，畢竟是小孩子。

44. 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吃不吃狗肉，哈哈哈，真的還滿多人問我這個問題的耶！還有就是中文字囉！可以在他們手

上寫中文，他們都會覺得很酷;)

45. 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每個月會有一個週末是 Rotary Weekend，6690 區的交換學生會 get together 然後在其中一

個城市或小鎮 sleep over,並且拜訪還有 ha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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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會有一些 festival 或是有遊行的時候都們會在隊伍裡，並且他們都會邀請我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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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 rotary weekend 都會有對於我們地區當地的介紹，有時候會去博物館，或教堂或學

校。

48. 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的亞洲人很多…哈哈哈，好啦好啦。Granville 是一個很古老的小鎮，所以成員的年紀

都比較大，對於交換學生計畫的參與度也沒有台灣的扶輪社高。不過他們的 buffet 真的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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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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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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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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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人的過度愛國心吧…雖然是民族的熔爐，不過因為是交換到一個歷史悠久的小鎮，他們

說到國家的時候其實還滿自我中心的，認為美國就是最好，並且有貶低其他文化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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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每個月會有 Rotary Weekend，再加上旅行，所以認識了很都不同國家的人，還有 host

family 的親戚或朋友，以及 parties(尤其是 Graduation parties)會認識很多已經畢業的畢業生，

還有我有去 college visit 這樣。

52. 你的健康情形呢？

滿常感冒的耶….還感染到 11 的樣子，不過我的接待社對我很好，我看病的錢他們還幫我付，

還帶我去看醫生。

53. 當地氣候？

乾囉，比台灣乾很多，冬天會下雪，四季非常的分明，秋天很漂亮，整條街都是楓紅，挺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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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耶…台灣的衣服就夠了，幾件比較暖的衣服。因為真的有什麼特殊服裝的話，Home 家都

會提供。

55. 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一到就交給當地的扶輪社和轟媽了。錢的話是開個戶頭存起來，然後會有一張 Debit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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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戶頭有才能買東西的卡，所以沒有刷爆的問題。

56. 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好多喔，幾百個吧，因為我每個旅行都有去，還有很多是吊飾或手鍊的。

57. 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當然是交換學生的旅行囉！！！！最喜歡舊金山了，真是個漂亮的城市雖然爬得很辛苦，可

是我還是驚訝於，這麼大一個城市竟然可這麼漂亮。

58. 請列舉留學中快樂的事。

Party（太多會很累啦，剛畢業的時候…這樣）旅行，和轟家、朋友出去玩。

59. 請列舉出留學中的苦事，又如何克服？

農曆新年的時候想到那一大桌菜都沒吃到就覺得很可惜，美國東西真的沒有台灣好吃，偏偏

我媽又很會做菜，這沒辦法的事嘛！但是還是胖很多阿….唉，天意阿。

60. 一年來的留學收穫。

英文進步了，變獨立了，脾氣好像有變好（的樣子…），很多事情都可以樂觀的面對了。

61. 回國後要如何活用過去一年來學習到的事物？

脾氣變好和樂觀的面對生命好像都滿有用的。

英文變好的話看到外國人迷路或需要幫忙就可以幫助他們了，耶！

62. 此經驗如何與將來結合？

一定要 stay in touch，facebook 真的是很方便的東西，可以有事沒事貼個東西給別人，還

可以線上跟朋友聊天，還有 Skype，世界上最美妙的溝通工具！！！Viv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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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知道美國的物價貴，但是沒想到貴到這麼多，還有他們的思想比想像中的封閉。不過他

們真的非常非常友善，也很 social。

64. 比較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與其他留學制度的優缺點。

第一個便宜很多，而且都會做 host family 的家庭背景調查，所以到好的家庭的比例就高了

很多，離開前有 orientations 並且有學長姊的幫助，每個月有聚會，並且回國後有 ROTEX 所以可

以跟台灣的 rebound 聯絡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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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屋簷下，別把在家的脾氣帶去 host family，再怎麼親還是會有區別的，況且到

派遣地區是作國民外交，要給別人留下好印象。

2. 多 social，別搞自閉。

3. Rotary Weekends 的時候要盡量表現，那是你能得到很多很好的機會的時間地點。

4. 旅行時認識的交換學生要保持聯絡，並且盡量在旅行上和每個人都講到話。

5. 離開任何一個轟家的時候，記得在書桌或床上留一張小卡片表達謝意，這會是很貼心

的舉動。去旅行要記得給 host family 準備小禮物，價錢是其次，重點是讓他們知道

即使你在 have fun，依然沒有忘記他們。還有一定要幫忙家事，縱使他們要你別做家

事，一定要幫忙。

6. 多喝水。這樣身體才會健康。（這條是來亂的，不過也挺中肯的吧？）

7. 記得要跟幫助過自己的人說聲謝謝，並且要記得去幫助別人。

8. 逢年過節寫張小卡片給轟家及朋友。

9. 注意周圍的人的情緒，台灣人最大的優點之一就是善解人意，要把這個特點發揚光大。

10. 講完了，還有很多啦…很多東西只能會意，不能言傳，反正就是不管去哪一個國家，

都要抱著不管是腦子還是行李箱都要塞著滿滿美好回憶的決心，這樣就很棒囉：）

66.請敘述你妳對將來的規劃及夢想。

高中要唸完，看看可不可以找機會打工，在台灣念個 2-3 年的大學再出去念，因為尤其是美

國的學費太貴了（唉），所以一定要存錢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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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請提供對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的建設性提案與意見。

在 orientation 的時候一定要告訴未來的 outbound 一定一定要多跟別人交談，不論是在學校

轟家，社交場合或者是旅行，因為這樣才會有朋友才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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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曾怡臻 住址
台北縣三峽鎮復

興路 480 巷 41 號
電話

(02)267316

36

派薦地區&社：3500 / 桃園百齡社 原就讀學校：靜修女中

接待社：greensburg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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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ya Ruf 銀行管

理員

26 是 丈夫加兩

個嬰兒

8~10 月中

第２ Toni

Decker

汽車銷

售員

50 否 丈夫 10 月中~3

月初

第３ Kristi

Davis

護士 35 否 丈 夫

加兩個女

兒

3 月初~5

月中

第 4

Karin Harter

家庭主婦

50

是

丈夫家三個兒子一個女兒

5月中~7 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

變心情？

沒有 / 剛好是我希望的國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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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他們是怎麼適應學校生活還有搭飛機時的注意事項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顧問也等於第一個家庭的 home m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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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剛開始真的都很陌生,然後他們會問你很多問題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1萬兩千多人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第一家庭跟第二家庭都有自己的房間

第三家庭要分 home 妹 一起分享房間

第四家庭有自己的房間

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剛開始第一個禮拜不習慣 , 後來就好了   / 胖了 13 磅

9.幫忙做家事嗎？

有 , 每天都會幫忙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Home 爸 , home 媽 還有顧問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了很多中國風樣式的小吊飾去 , 不管大人還是小孩都很喜歡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一點也不會/我通常都是一個禮拜跟家裡用 skype 通話一次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沒人, 就選自己有興趣的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數學

英文

美術

地球科學

房屋設計

家政

美國歷史

我最喜歡數學跟美術 因為數學很簡單而美術則是因為我對他很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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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不喜歡的科目是美國歷史 因為他真的很難,而且很多都聽不懂,人名也常常搞混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有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一個月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一家庭跟第二家庭都是 home mom 載我上下學   7:30 出發

第三家庭是跟 home 姐一起去上學,然後下課跟 home 妹一起撘公車   7:40 出發

第四家庭我都是跟朋友一起走路上下學  7:20 出發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早餐都是在家裡吃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早上 7:55 ~ 下午 3:00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學校英文課  / 老師講義  / 學校課程  / 沒有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 , 學校游泳隊

一周十小時 , 不用錢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扶輪社巴士旅行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 差不多過了 3  , 4 個月後吧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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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很多人都是基督徒, 所以 home 家假日有時都會去教堂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Greensburg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42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高爾夫球場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週一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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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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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大概 15 次吧/ 其實有時候很無聊, 因為都是演講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一個月 75 美金  / 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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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wer point / 很好奇 ,會問很多問題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食物方面和政治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很無聊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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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人知道有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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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的比較嚴肅但是我覺得活動都辦的很好

美國的都有點隨便所以品質比較差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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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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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語言 感覺他們講話速度很快 請他們講嫚一點或再問一次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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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朋友聚會有認識到新朋友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大致都良好, 頂多幾次小感冒

39.當地氣候？

夏天很熱常常有大雷雨 冬天會下雪

40. a. 都穿什麼服裝，在台灣就準備好呢？或者在當地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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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必須準備特別服裝嗎，什麼樣的服裝，具體陳述。

T-shirt 加牛仔褲

不需要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跟重要資料放在同一資料夾然後放在行李箱最底層 我的是電子機票 金

錢要分開放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差不多一包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到加州, 交換學生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剛開始去很多都不懂而且會害羞 但是還是要鼓起勇氣問別人

2.去學校主動交朋友 或邀請朋友出去

3.學校社團是最容易跟朋友混熟的地方 所以盡量參加社團

4.多幫忙做家事會讓 home 家更喜歡你

5.出去之前了解台灣越詳細越有話題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我是去年到美國當交換學生的曾怡臻 , 經過了這一年我覺得我成長了不少。說實話

去到美國給了我內心衝擊不少。關於自己，關於生活，關於想法，關於人生。一年讓我寫

下精采的人生片段。

剛開始到那邊，一切是真的很陌生。尤其是在美國那前兩個月在學校跟同學相處真

的蠻困難的。因為不但語言有些問題，個人之間 想法跟文化也都不一樣。所以最簡單的

方法就是主動一點，不然他們根本不會過來跟你講話。像是主動約他們去看球賽或是一起

去看電影。這樣對剛開始會很有幫助。

跟 home 家相處，我都很少待在自己的房間，然後多跟他們講話，久而久之就變的很

熟。

學校作業方面，剛開始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有問題。像是我就是美國歷史有問題。

所以 home mom 剛開始會先唸給我聽之後我再讀一次。這樣下來漸漸的我就不需要幫助了。

到了美國留學一年，如果說英文沒進步的話，那真的是可憐。因為有這樣的環境，

還有這麼多人都可以是學習的對象。剛開始我去的時候，他們覺得我講英文真的很慢，結

果一年以後，我現在講英文很多都不用想，直接就講出來了，而且還可以講的很快。這真

的是很大的不同。

經過這一年的交換，我覺得我變的更加獨立了。很多事情不用父母也可以做的很好。

我也蠻開心的是我學會了如何煮飯，在我來之前我完全不會。而且關於以後，或許高中畢

業以後要回去美國讀大學。因為那裡畢竟有很多認識的人了，所以不會一個人在國外很孤

單。而且這一年我很高興我遇到很好的接待家庭。也要謝謝我的地區跟扶輪社讓我有這個

機會可以體驗一年的交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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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吳宜家 住址
桃園縣八德市大發里

後庄街 6-58 號
電話

02-26792195

派薦地區&社：桃園西區 原就讀學校：復興商工(美工)

接待社：Greenville Breakfast Rotary

clud

派遣國及地址：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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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dall 獸 醫 /

教會青少年

領導人

38/39 不是 4 5 個多月

第２ Madden 米麒齡

員工

不是 6 5 個多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我從小就一直有持續補英文,所以沒有做太大的改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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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要放的開/不董一定要問! 這兩個對我很有用,到美國之後,我變的會問問題,不管在學校

還是朋友還是家人,我都會問,所以我英文進步很快!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因為我只要站在那看螢幕或是什麼的就會有人來問要不要幫忙,不然就是自己去問別

人!所以沒有困難,指標都還蠻清楚的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接待家庭,顧問,社長家庭和類似主委的人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一到那裡,不知道為什麼很有家的感覺,不大,可是卻很溫暖
雖然有點害怕,可是因為也累了,所以也沒想這麼多,隔天馬上就融入了阿!! 他們就帶我到

處跑了
一直到我換第二家庭,我還是一直都很喜歡我第一家庭,每個禮拜都會回去參加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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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所以很常見面

6.派遣地區的環境

環境雖然不像我想像的一樣(跟電影一樣,跟紐約一樣:P 哈哈)但是也不會很陌生,一樣到哪

裡都要開車,看起來比台灣空曠多了!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都有自己的房間!!

都很順利,大家都很好,兩個家庭都第一兩天到就討論規則和問題,所以很順利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完全沒問題

從到美國到四月,我就重了8公斤,可是呢,因為我三月後開始踢足球隊 和 參加社區游泳隊,

所以我就瘦了 2.5 到 3 公斤 好驕傲 所以我其實只重了 5公斤 耶!!!

9.幫忙做家事嗎？

第一接待家庭是大家一起做
可是第二家庭,我一到的第一天,他們就分給我一個工作,就是每天早上把洗碗機裡乾淨的碗

盤都放回原位! 雖然有時候做的很不開心,可是因為我住他們家的癡他們家的,所以想一想就繼續

做了! 哈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兩個大部分都和媽媽,第二個接待家庭有時會跟接待妹妹說! 因為年級還蠻近的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其實他們收到什麼禮物都很開心
我送大人的主要都是台灣的名遙的 CD 或是台灣名遙有台灣風景的 DVD! 我還有送那種酒瓶

的衣服,有點中國風的酒瓶套,因為我發現美國爸媽在家都會喝點酒,所以那會是個很好的禮物!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想家是一定會的,可是我比較不會那個頻繁,我只要想家都會看照片,就是主委他們建議的一

樣,叫爸媽在照片後面寫優點或是信,那真的很有用!不然就是手寫信,或是講電話拉 哈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選課大部分顧問都會跟你一起去不然就是接待家庭,像我一開始上第一次的時候也發現,選

到兩三堂完全聽不懂或是過度沒興趣,我就會跟接待家庭反應,學校再開學第一個禮拜都會讓你換

課,可是過了那段時間就不能了!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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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語/英文 3/體育/美國歷史/陶藝/數學/樂團

其實我全部都很喜歡,除了英文和歷史給我壓力很大外! 可是其實不會說很討厭

西班牙語很好玩,不會很難我很喜歡語言,所以我也學的很開心!成績都有 B以上!!!

英文,其實文法那些都難不倒我,班上大家都覺得我是天才哈,就是只有寫作和讀小說很

難! 所以有很大的壓力!

體育就只是去交朋友拉當然也是學一些美國運動拉,不過不多

歷史,一開始遇到非常的大的壓力,因為第一次拿到成績單,只有D不及格,所以老師就打電話

到家裡來,說我成績不及格之類的,所以便的說我必須花更多更多的時間在讀歷史! 可是!! 那只

是一開始,後來變的說我不用查字典或是花更多更多的時間,只要跟其他科一樣的讀就可以不會不

及格! 哈!因為習慣了
陶藝,當然是我的拿手科! 我喜歡藝術
數學!!我故意選最簡單的課,因為我已經有三刻需要花時間去讀書,所以我就想說選個比較

簡單的,這樣我去班上還可以交他們也和他們做朋友
樂團!!當然好不是我愛現! 哈,薩克斯風首席,坐了整個學期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不算,因為我沒有選自然科:p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大部分都很快,只有歷史花時間而已!大概花了兩三個月去適應,因為真的很難:（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每天搭校車，因為我第一接待家庭是第一站，所以我７點就要去等車，跟台灣沒差多少。可

是因為是第一站，所以放學４點就到家了（學校是：8:30 ~ 3:30）

第二家庭也是搭校車，可是因為是最後一站，所以我８在去等車就可以了放學因為也是最

後一戰，所以５點到家:p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第一家庭時,都是帶便當,媽媽準備的,所以都免費

第二家庭,比較常吃學校,可是發現學校的再怎麼吃都是薯條漢堡,所以後來就決定要自己帶

吃的,像三明治之類的,所以花費大概 50 吧!因為我偶爾會吃學校的:p 一次 2塊錢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30 到 3:30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語言就只有去學校的英文課看西班牙語課,所以不用特別付錢!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社團喔!有…可是因為不常開會,所以也沒有怎樣!花費因為我參加的是 international

Club,所以老師說我不用付錢 哈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我還以為大家都統一不承認,而且我也沒有畢業,應該不承認吧!所以我也就一直認為不承

認!! 我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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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我在第一家庭時,常常指要教會有青少年活動,我都會參加,因為領導人是我媽媽阿! 哈

到第二家庭,我有參加 YMCA 的足球隊,然後後來有參加社區游泳隊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去學校第一天就有交到朋友!!! 兩個還有一些是教會認識的!!

後來到下學期,朋友才慢慢變更多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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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 我個人因為很喜歡教堂,但是我又不是基督教! 因為我比較對宗教沒差,而且我在教

會裡又感到很舒服,所以我很喜歡,完全不會排斥!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Greenville Breakfast Rotary Club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在 downtown 的一間有格調的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早上 7點或 7點半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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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參加六次左右:P 我知道沒有很多..可是我跟社員感情都蠻好的,因為我都會到社員家吃飯或

過夜
參加例會其實蠻自在因為,有早餐可以吃,他們也沒有常常教我上台講或,所以很自在!!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 相同阿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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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很成功

社員都很好奇,所以問很多問題,當然也有我答不出來的:P 不過大家都說我很棒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像我有提到天燈!她們就覺得很美,就會問我說哪裡有,什麼時候之類的!

他們對節日特別興奮,大部分問題都是跟節日有關!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在美國開心的回憶,有好大一部分都跟交換學生有關,不管是年會還是自己約出去,都很開

心,還有美國西方旅行! 年會,有輕鬆也有嚴肅,當然,交換學生也要交際
扶輪社例會,蠻輕鬆,就大家坐下來吃早餐(因為我們是＂早餐社＂哈哈),有時後有人來演

講,有時候就報告一些事!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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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區是每兩個月一次,當然都去不一樣地方,每次旅行都會開會,問問我

們的情況還有交換心情之類的! 旅行完沒有一次想回家的,可是想多呆也不行!

我們感情很堅固,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都是女生的關係,可是,第一次旅行開始就很合得來了!

最後一次旅行,要回家之前,他們幫我們辦＂謝謝寄宿家庭＂的餐會,其實感覺起來只是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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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那天哭一哭,就要分開了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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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我覺得美國的應該比較輕鬆些,其實我也忘記台灣的年會,我只知道他們分的很清楚,該嚴肅

就要嚴肅,開心歡樂當然也有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不用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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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半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1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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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適應,對我來說還好! 一開始會困難大部分是因為剛離開家,所以難免會難過!

其他,應該只有學校學科! 像美國歷史一開始就給我很大的壓力 我覺得是因為不適應吧!

後來就都蠻順利,像我考我們洲指定大家都要考還要過才能畢業的考試 至少我還有過! 哈哈:p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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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第一接待媽媽是教會的青少年領導人,所以他一開始就介紹給我很多年紀差不

多的朋友他們現在都是我最好的朋友,雖然大部分都不是同間學校的,可是因為每個禮拜三都有

BIBLE study,所以每個禮拜都見的到他們,當然感情就越來越深拉!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我很健康 三次感冒

我有去過醫院,不過不是因為生病,是因為受傷!

39.當地氣候？

夏天根台灣差不多!!!

冬天,這裡會下雪,可是一年只會下三.四次! 平常完全沒有用到我羽毛外套,只有去草地＂

滑雪＂的時候才會用!所以還好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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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因為天氣沒差多少,所以都穿台灣的,當然…一定會去逛街的所以兩邊都穿

特別的衣服?是指特別場合嗎? 那就要了,我覺得旗袍最有用! 像我去年會他們建議可以穿

自己國家的衣服,所以我就穿旗袍,大家愛死了! 我們還有拍賣會,要賣珍珠項鍊,主持人還叫我起

來展示,走來走去給大家看 哈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和實體機票都給顧問了,比較安全
自己帶去的錢,我就放在固定的位子,因為我有個小行李箱前面有拉鍊可以放東西,所以我都

放那裡,需要再去拿!那零用錢是用卡的,所以不用擔心



268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好多…這年快結束我還擔心發不完回去會被媽媽念,結果,美國西方旅行的時候,通通發完
當然也拿到很多拉,而且去西方旅行,很多地方都可以買當地的別針!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和交換學生在南卡去過很多地方,只要跟交換學生都很好玩阿
跟第一寄宿家庭,去迪士尼跨年
跟第二寄宿家庭,去華盛頓
最好玩的是,和好多全美國的交換學生一起去西方旅行!!!!這個最棒…雖然要付錢的,可是

很值得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一定要去環美!不管選哪個旅遊,一定要去!!!

對我來說學校朋友有點難交,所以盡量去教會,因為那裡的人都很好,而且一定要參加青少年

團體(youth group)

假如寄宿家庭有跟自己年紀差不多的小孩,只要他跟他的朋友出去,就問他說可不可以跟,因

為這樣可以多認識他的朋友
多運動,不管參加學校的或是外面,這樣不僅可以交朋友,還可以防止增胖!!!

多約朋友出去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當交換學生的過程一直到現在回國都好像做夢,一天一天還是一樣過了,可是昨天卻好像還

在中正機場,還在幻想著美國生活,現在就已經又回到家,躺在自己的床上,看著台灣的風景,吹著

熱風!卻想著那裡的回憶和朋友。

這＂短短＂的一年,碰到了多少事,遇見多少人.和挫折,這些都多值得珍惜阿!不管好的壞

的,我想,只要一想到,一定會溫馨的笑吧。

雖然踩著同塊地,看著同顆太陽,同片天空,好像可以跟朋友相連,可是感覺卻是那麼的不一

樣!

這年,短暫到我覺得好多事情來不及做完就要離開了。但是,這年我並沒有後悔參加交換計

畫,反而認為是我做過最對的決定。想想當初我還不想參加,家人一直鼓勵我,我很固執的一直沒有

改變心意,可是我也清楚為什麼我決定當親善大使!在美國的前三個月我都一直不確定我到美國是

不是正確的選擇,可是現在我非常確定,這個選擇完全是對的

難忘的回憶當然很多阿!好的壞的都有,數都數不完。 今年一月,我遇到了真正打擊我的事,

讓我出現想放棄交換的念頭。 雖然阿嬤當時已經住院兩個多月,出院又住院的反覆,可是我卻還

是沒有心理準備,之前才講過電話,答應我會等我回去!但是,一月某天早上,接到也美國的姐姐的

電話,當時只有大出血,可是還是哭了,因為擔心,可是一方面我又相信他會沒事,因為她答應我

了。過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再次接到姊姊的電話,這次雖然她一樣哭著對我說,可是內容卻是:阿嬤

過世了。當時我及時安慰姊姊,盡我力量讓姊姊不要擔心我,所以我沒哭。那天整天都在學校,因為

沒想到要馬上跟寄宿媽媽說。在學校我沒有哭,我想因為我還是傻在那裡吧!直到回到家,在房間哭

了,我不敢大哭,因為不想讓寄宿家庭擔心,在去教會的車上,我跟寄宿媽媽說了,打算不哭的,可是

還是忍不住,讓我意外的是,他們很安靜聽我說,包括弟弟們,而且媽媽還陪我一起哭。寄宿媽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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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bible study 朋友說我遇到的事,朋友們都傳簡訊安慰我,幫我們家禱告,這些真的幫了我很

多,讓我有信心繼續呆在美國完成我的交換。所以我度過了難關了!真的很慶幸有這些人陪著我,

不然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美國大學,雖然我看的不多,可是我這洲我大概還知道,哈哈!找到目前理想的,是所很好的學

校,有在全美排名,想要的科系也是最有名的,有很好的組織。這一年,不但沒有改變我未來的目標,

反而還加重了我的決心,讓我找到實現夢想的大學!而且又在我熟悉的地方

美國朋友對台灣都沒有多少了解,應該說根本沒有! 他們都會很好奇一直問我問題,當然我

也做好心理準備!像我朋友都會問我說:台灣人吃狗嗎?吃貓嗎?那人勒? 聽了覺得很好笑,當然說

沒有。他們叫我畫對美國人的印象,我畫一個男的臉很胖,然後禿頭!他們也畫亞洲人,戴斗笠.鳳

眼!好好笑。他們還問我:台灣是不是很未來化,像星際大戰一樣,很科技!我當然說不是,我說跟美

國差不多,指示都是高樓大廈。

回國那天真的很痛苦,不只是因為飛機很早,要離開那裡真的很捨不得 可是,我有跟他們保

證說我一定會回去!那天,十四個人到機場送我,一大早六點的飛機,五點就要到,他們還為了我早

起,真的很感動,其實說不要哭都很難吧!一直壓抑,可是還是哭了沒辦法!!回到台灣雖然還是覺

得在作夢,可是因為耳邊的語言通通是中文所以感覺不相信也不行!到台灣,我一直跟我爸媽說美

國比台灣好太多,我一定會回去!現在發現其實也沒有這麼誇張,雖然很想念美國的生活,但是,那

感覺就像是一場夢,現在變的好遙遠,但是會一直存在心裡

真的很感謝扶輪社,很感謝爸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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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羅詩婷 住址 桃園縣大園鄉中正東路 160 巷 9 號 電話 3865500

派薦地區&社：大園社 原就讀學校：桃園高中

接待社：keizer (D5100)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6813 Rock ledge Ct NE,Ke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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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mulholland

teacher 46 yes Her

husband,daughter,son

Arrive-winter

break

第

２

Jobeth coe teacher 43 no Her husband, son Winter

break-spring

break

第

３

Greg grands landscape 53 yes His

wife,son,daughter

Spring

break-end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1.沒有,但有跟著學校的英文進度

2.順著命吧,英國跟德國都沒中,想說就好 好練英文吧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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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心胸巴!嘗試多一點東西,盡自己的可能去多參加活動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困難,跟一個伴所以比較安心

4.誰到機場接你？

我 home 媽和 home 姐還有 D5100 負責 japan 和 taiwan 地區的 uncle.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當時是凌晨當地時間,所以第一個感覺是很不好意思因為他們來接機,到了之後覺得還蠻冷

的,星星很多很漂亮.房間很有美式的風格,但沒有暖氣,所以很冷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人口大慨是 35000 人,我住在一著小鎮,但是是離 oregon 首都 salem 很近的小鎮,房子很小,

沒有高樓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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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每一個家庭都有單獨的房間,但是廁所是共用的,一切都適應的 ok.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吃的東西都差不多,沒有太大的變化,早上做三明治當早餐中餐吃,每一個學校天.後來不知

不覺的就胖了 10 公斤,最胖的時候是感恩節的火雞大餐.

9.幫忙做家事嗎？

幫忙洗碗和吸地板,生活都還蠻單純簡單的.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都跟媽媽比較親,所以大部分都和他商量事情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帶一些有中國圖騰的一些包包和烏龍茶之類的.還有一些小飾品像是玉還有帶很多筷子.我

送接待家庭中國圖騰的餐桌巾,或是一些圍巾之類的.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一開始會有一點點但過了三個月之後就習慣當地的生活方式,因為有參加一些課內和課外的

活動,所以會比較分散注意力去想家.其實只要不去接觸可以跟家人通訊的東西,homesick 就會慢

慢淡掉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跟我第一個家庭的 home sister 討論,他是學校的 senior 而我也是,所以他會比較建議我

選一些有趣的課.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1st 學期 心理學,drawing,演戲,電影,英文,數學,合唱團,地理

2nd學期 攝影,陶瓷,drawing,painting,英文,數學,合唱團,圖書館工作

喜歡,drawing-自己的興趣,系-學到很多東西,最後還有大公演,合唱團-我很享受在台上和

大家一起唱歌的感覺,我們甚至贏得了美國西北高中第一合唱團的美稱,上課最期待的課就是合唱

團,老師幽默又有趣,現在最懷念的課就是合唱團.painting-發現自己有繪畫天分!!老師還寫了推

薦信給我去申請藝術大學.

不喜歡,心理學-太專業的單字了,都背不起來也不想背,以後也用不到,英文-學的單字不多,

句子不好,分數不高.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對,所以跟有些課的同學比較熟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大概兩個月左右,但單字上還是會有聽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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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第 1.2 家庭-坐免費公車,早上 630 起床,650 坐車,715 到學校

第 3家庭-坐校車或爸媽載,早上 630 起床,650 坐車,校車 720 到學校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早上自己做三明治當早餐和中餐吃,免錢+省錢

Home 家買材料給我做三明治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740 開始 215 放學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英文,沒有教材,就上課拿一張紙出來做筆記或是 daily write about the questions.很無趣,

覺得沒學到什麼,沒自費學英文也沒上語言學校,但就是多跟爸媽或朋友學英文.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我有兩個顧問,都很照顧我,有時因為 home 家不在家幾天,會住他們家.有問題會找他們商

量.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參加美術社,一周一小時,不用錢

參加排球隊 jenior varsity,每天練習除假日,會跟其他學校交流打比賽,一天三小時,隊費

100 美金,在台灣打校隊,才發現他們比我們強很多,有教練指導,有計畫的練習,還會不時的有比

賽,好玩(fall sport)

參加網球隊varsity,每天練習除假日,會跟其他學校交流打比賽,一天三小時,隊費100美金.

第一次打網球隊,感覺很順手,拿到區域賽第六名,跟球隊的感情很好,雖然是屬於個人的運動,打

single,隊員都叫我繼續打下去,對網球感到很有信心.(summer sport)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會試著跟他們談看看.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一次教會活動-snowboarding,第一次嘗試,很酷也很挫折,屁股摔得很痛,很好的回憶.

兩次skiing,一次跟home 家一次跟交換學生,一開始就很上手,home 媽還帶我到山的最頂峰

滑下來,超爽啊!!那次搭露營車去,第一次啊!!

Disney world in florida 7 days-跟交換學生,The best trip in my life ever.

還很多…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在 drawing, painting, math 課,因為都會做一起討論東西,還有 tennis team and volley

ball team,有幾個知心的朋友.半年後交的朋友比較熟,因為比較敢講話.

跟兩個同校日本交換生很熟,都會議以行動,吃飯之類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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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去去他們的一些課外活動,例如球隊或社團.如果盡可能,就去合唱團唱歌吧,會學到很多

東西.不要害怕跟他們講話,多聊就會變成朋友了.臉皮厚一點,找一些跟你講話較誠懇一點的當朋

友.至於宗教,就多去 church 看看,沒有人會叫你跟著信教,church 會有很好的活動可以讓你的朋

友圈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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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keizer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10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keizer city hall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Thursday moom 12 o＇clock to 1 o＇clock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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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例

會？情形如何？

每個禮拜都要去,只錯過三次,一開始要站起來說話都會講不多,但去多了就盡量會講多一

點.

她們力會很好玩,都充滿笑聲,也有在做正事,每一次講話都感覺很自在.每一次一開頭都會

講,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Tina, I am from Taiwan.沒有一次例外,到最後大家都會打招

呼跟我說 Tina from Taiwan.這樣大家都知道我從哪裡來啦!!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 美金一個月,和 Guarantee form 相同,錢很夠用,我還有額外 300 塊 budget for school.

會花在隊費和 prom 之類的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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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在 Rotary.show pictures and video about Taiwan. 他們很專心在聽.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吃的東西和學校生活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Disney world in florida and skiing trip,Keizer deesert,亞洲餐會-亞洲國家交換學生

煮菜,home 家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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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用心照顧每一個人,D5100 是全世界辦青少年交換最好的地區.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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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他們很愉快,不會太嚴肅,但社內活動不會太多,keizer club 有募到很多錢幫助需要幫助的

人,還有一些 food donation 的活動,還有辦大型的園遊會.他們不會把頭銜放得很高.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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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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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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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味,他們很淡啊!!一開始交不到幾個朋友,但後來多聊就會比較熟了.

交通不方便,假日沒車,除非跟家人出去不然就待在家,這點只能認了.後來交的朋友會開車,

所以比較好一點了

語言不通,一開始很難聽得懂她們在講什麼,也很難表達,時間過去就好很多了.很難熬啊!!!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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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很要好的交換學生,因為大家遇到的情況都相同,所以話題多,也比較要好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很健康,沒什麼病痛,有在運動有差!沒發半毛錢在健康上.感冒三次,都是自然好!

39.當地氣候？

二十幾度夏天,五度左右冬天,夏天不是很熱但冬天 freaking cold,平地下雪一天.有時下雨

會下冰雹.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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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服,在當地買一些,自己帶一些,褲子都胖到穿爆,有些在那買

b.準備一些禮服去正式的場所穿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機票交給負責台灣的 Rotarian 保管

金錢放在自己清楚的地方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不知道,很多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去 oregon 沙漠 3天和 home 家,住在一個小 hotel,那天觀光客只有 15人,那個小鎮上住不到

10 人,沒電視沒電腦沒網路沒電話收訊,太放鬆了,無聊到打死 30 隻蚊子…和他們爬山,沿路都是

雪,山上只有我們三個和兩個騎腳踏車的人.風景超美,每天都早早睡.還遇到一個從台北來的旅客

= =＂巧到爆…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多自己去旅行,會學到很多東西,會感覺自己瞬間成熟了許多,雖然會規定不能自己旅行,

但這是很值得的.

2.廢物不要帶太多,夠生活就好,像我就是買一些,帶一些,這樣就超重要給航空公司罰錢.用

計的反而更貴

3.一定要多嘗試學校活動,例如音樂劇,合唱團,球隊,不管你會不會,多嘗試以後那個一技之

長就變成你的了

4.不要太常連絡父母,一個月講一次視訊就可以了.有事就要跟顧問溝通.沒事也要和他們多

講話,把握每一次利會跟 rotarian 聊天的機會.

5.不要太堅持說一定要學到什麼比如,英文要很強之類的,會生活會溝通會處事道理才是人

生最重要的事

6.不是逼自己一定要交到外國朋友,大家相聚就是一種緣分,不能成為好朋友那也就隨緣啦!

但之後的聯絡談心就很重要,自己要學會交好壞朋友的能力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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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The awesome year I ever had.這一年我覺得自己成長很多,爸媽不在的這一年,學會如何面

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從一開始的比手劃腳到後來可以在 rotary 例會上台報告,我學到了一些

生活日常的英文句子.後來家庭也適應的很好,他們很照顧我,我也盡量不要惹他們的麻煩,大家都

跟我相處得很好,幾乎每天跟他們聊學校的事或一些有趣的事,這是我學到如何跟他們更親近一步

的方法,就是溝通啊!在排球隊中,我學到如何跟隊友溝通,在球場上最好的溝通就是隨時出聲,跟

隊友喊說要哪一種球或做什麼球給他,才知道原來打排球要講這麼多話啊!教練講,要打好排球就

是要隨時講話,跟隊友培養默契.至於學校的課程,不會的會主動問老師問題,美國上課很活,不會

要你死背東西,更沒有很多考試,頂多三次大考而已,上課要學會用自己的方式思考,不能拘束在課

本裡,獨立思考很重要,大部分課裡的時間,都在寫你對於某件事的看法,接著放學時間,大部分的

人都去做自己有興趣的事做,打球.回家或工作.很自由.他們對未來也很有自己的想法.後來沒去

參加冬天運動,就和 home 媽去 YMCA 上課程.跳過 step class and 森巴舞,還去腳踏車課.瑜珈課,

不只體驗到,還運動到.每天去上這些課,後來就感情越來越好啦.第二個home mom是所有家庭中感

情最好的.他還送我生日禮物,跟他去 seattle 玩.超好玩的!!後來的 high school musical 也是超

有趣的,雖然擔任的是小小角色,那個課也蠻好玩的!當時大家放學都要留下來排練!我就把它當作

交朋友時間啦!後來一個禮拜都有場次!!那真的是很累人耶.每天在化妝間化妝,換衣服,真的是很

酷的經驗,那種上台的經驗真的是爽啦!!燈光打在你身上,那時的我又成長了一大步,愛上上台的

感覺後,我又去甄選另一齣音樂劇,本以為試好玩,沒想到中了一個有台詞的小角色,有沒有台詞差

很多耶!真正感到上台的壓力是在這齣戲,雖然只有幾句台詞,但不練習還是會吃螺絲的.演完那齣

戲後,發覺英文和台風都大大的進步了!!收穫超多!當初的好玩,卻讓我體會得更多!!值得啊!所以

就是不去嘗試,你永遠不知道會得到什麼樣有趣的收穫!高中合唱團也很有收穫,本校的音樂戲劇

方面是有名的,後來的合唱團,我們也從區域賽唱到了 oregon 州賽,差一點的我們只拿了全州第二

名,那幾天的比賽,讓我大開了眼界,原來厲害的合唱團這麼多啊!每一次的比賽都讓我的歌唱技巧

更進一步了.但之前的集訓真的會殺了我的喉嚨啊!之後又贏得了 America the best northwest

choir!第一名啦!那陣子是我最快樂的時候了!!我好享受在台上的感覺喔.每天上課就是期待合唱

團課.後來的網球隊,也玩得很盡興,跟球隊的都很熟,也常常坐小巴到別的學校切磋.網球真的是

好玩!打到後來歸納出一個重點,那就是要專注在每一顆球上.之後也得到不錯的成績.參加當地的

畢業典禮,當場好感傷喔!!一年就這樣過去了!!!畢業典禮還蠻酷的,真的要感謝學校的老師和同

學們!他們幫助我很多.最要感謝的是 host rotary club and my host families.還有台灣的爸媽

和大園扶輪社!最後一次例會的時候,有好多 rotarian 對我說我是他們接待過最好的學生了!!超

感動…後來我也拿到一些推薦信從 rotary 社長和美術老師.幫助我以後申請大學用.就介紹台灣

來講,make a presentation 給 Rotarian 是最好也最快的方法讓他們認識台灣.另一個機會是跟地

區交換學生交流,大家都會問一些其他國家的事.跟home family聊事情也是介紹台灣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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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余孟純(Vicky) 住址
新竹縣竹北市聯興

三街 36 巷 126 號
電話 03-5537099

派薦地區&社：D3500 新竹東北 原就讀學校：竹北國中

接待社：D5080 Orofino 派遣國及地址: Orofino,Idah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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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Vaage;Becky

Vaage

Bank

manager;Lawyer
Around 50 否

5 人(父母

兩子一女)

2009 八月

-2010 一月

第２

Matt Right;

Jacque

Right

Office worker;

no job

Around

55;around

60

否 2 人
2010 一月

-2010 七月

第３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之前就有對英文作額外課程，但是老師有加強對話的部分

雖然美國並不在我的名單上，但是心情上還是很刺激跟喜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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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心情上的調適還有一些生活上會遇到的問題，雖然每個人的情況都會有點差異但是事前

的前輩們的建議都非常有用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但是坐飛機向來都很累

4.誰到機場接你？

第一接待家庭,hostmom 的朋友全家和顧問(總而言之是一堆人我也想不起所有人)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住得很高(在山坡上) 很漂亮的家，四周環境也很優美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11524 人,有條河流流經 orofino,著實的鄉村景像，沒有摩天大樓或是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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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自己的房間。一切都很舒適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吃得很好 胖了五公斤左右吧....

9.幫忙做家事嗎？

恩，飯前會幫忙擺餐具 飯後洗碗 有時會幫忙煮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大部分時間都是 host mom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送了有點中國式的餐桌巾還有茶具加茶葉 爸媽也送了中國式的唐衫

就算只是小小的心意他們都會很高興阿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偶爾偶爾，不過不是很強烈的想念所以想想就過了(?)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學校辦公室的老師還有 host parent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美國歷史/幾何學

英打/演講

進階英文

食物科學

進階美術

家政

法文

除了幾何跟美國歷史其它都喜歡 因為美國歷史太艱深 幾何太簡單

演講可以增加日後上台後的自信 英打對以後也很有幫助我想 而且那堂也有朋友

英文課大部分時間都笑料不斷 還有老師人超級好

食物科學跟家政是同個老師 可以實際做料理還有老師也是一樣棒

美術向來就是我喜歡的科目

法文輕鬆又有趣 看了一堆好電影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是，不過都是一些可以輕鬆拿到學分的課(對未來上大學比較沒幫助的那種)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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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之後就蠻輕鬆的可以應付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Host mom 都會接送上下學 (因為公車不會到那)

在第一個家是 7:45 左右 第二個是 7:55(常常差點遲到)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提供 有陣子是自己帶

一餐$2.00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00-3:30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法文跟英文?學校的教材 沒有語言學校就只是一般的高中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也不太需要 同學間都會幫助我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田徑隊 一周 10 小時

$50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寒假 春假都有

我們地區也有為交換學生辦了四次活動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大概三四天後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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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喔...功課方面不懂可以很大膽的跟老師商量 因為他們都會很貼心的想別的方法讓我

們進入狀況。基本上就是多著重在人際的交流，多交些朋友(當然還是要慎選)

大多數是基督徒，禮拜天都會去教堂禮拜。還有一些重要節日也會去像聖誕節。雖然說我沒

有很明確的宗教信仰，但是有時還是可以去他們的教堂拜訪，就當作是體驗(還有東西吃) 但是

如果有些人是真的很虔誠的基督徒(我朋友就有遇到，幾乎天天都要去教堂)基本上他們都不會勉

強，但是如果你真的沒有很熱中，還是勇敢的表明你的意願不用很勉強的跟。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orofino

扶輪社會員數：3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當地一間美式餐廳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禮拜五的中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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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

例會？情形如何？

約六次

社員都很和藹開朗，程序跟台灣扶輪社相似但就是規模小了點 也隨意了一點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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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相同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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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跟口頭介紹，然後我當然挑的都是很美麗的照片(?)

他們都很開心說以後一定要去拜訪，是不是隨便說說的我就不知道了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食物以及傳統節慶

還有我們學校相關的問題 ex.學年制度 上課方式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八月 22 日有 D5080 交換學生第一次的聚會(CAMP)

二月 5日~7 日是交換學生的第二次聚會(SKI TRIP)

五月 13 日~23 日交換學生第三次聚會(FRIENDSHIP TOUR)

Ps.21~23 是地區年會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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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Friendship tour 大概會是我這一生都不會忘記的旅行。服務都很好，不用擔心交通

或是其他事情，大家都只要盡興的玩(?)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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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D5080 算是規模很正常(正常?)的社，不大不小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a. 日常生活多少能瞭解其語言須幾個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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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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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沒有很大很大的困難，硬要說就是常常想要說的事都無法很順利的表達出來

時間上久了會比較好一點，平常多講多聽，大家也願意放慢說話速度和耐心的聽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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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哈 就算我們見面的次數沒有很多，但是大家的感情就像家人一樣。我也有在 orofino

認識了三個但是不是扶輪社的交換學生，因為身分一樣大家也會自然的很好相處在一起，在當地

也有很多好朋友不僅僅是同齡還有很多叔叔阿姨跟我的感情也很好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冬天和春天交際的時候有嚴重過敏 夏天也會(就是瘋狂的打噴嚏)

偶爾小感冒但整體來講很健康

39.當地氣候？

乾燥，冬天最冷好像是零下 9度

夏天也可以高達 37 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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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己帶的就可以了，但還是會手癢的買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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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其實到冬天帶著一件夠厚的外套就行了 還有防水的雪靴之類的禦寒小物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我都一併放在隨身包包裡，不時就會檢查是不是還在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約有 35 個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到華盛頓州 Longview 跟奧勒岡州 Portland,愛達荷幾乎都繞過一圈了(跟第一接待家)。

還有跟 D5080 的孩子們一起的 TOUR(美加)這當然是最特別的一次

還有跟我第二個 HOSTMOM 一起去 Las Vegas 五天(還有去大峽谷)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不要怕講，他們都會很有耐心的聽,就算口音很重也沒關係(?)

有機會就多參與戶外活動

保持心情愉快(?)

多參與學校社團，尤其是運動方面的，要不就是定期做運動

行李盡量能簡單就簡單一點，要不到時後寄包裹的費用會十分嚇人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

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A4紙張。

在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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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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一年的時間或許不算太長，但是在這段時間裡，我所獲得的東西卻是一輩子都無法忘記

的。從一開始的講習、訓練和行前與交換地區的交流，到回國之後的經驗分享，突然意識到自己

談吐變的比以前還要自在，當然英文也講的比以前流利許多。更重要的是，能夠與世界各地的人

結交成為朋友，那份獨一無二的友情，恐怕不是任何人都得的到的。

八月十五號的清晨，拖著兩箱快比我還高的行李，站在陌生到不行的桃園機場。爸媽哭著叫

我要好好照顧我自己，我很少看過爸爸哭，畢竟不是都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嗎(哈)所以聽他們一面

哽咽一面叮嚀一堆事情，自己眼淚也會忍不住的亂掉。而且這是第一次自己搭飛機到如此遙遠的

地方，心裡一度認為可能會困在機場而感到忐忑不安。不過事後回想，當初都僅僅是多慮了。

在 Orofino 的生活比起再台灣簡直就是愜意許多。在那我看了好幾場高中足球賽。原因是我

的第一個的 host brother,Karl 是足球隊的隊員，即使他整場只坐在板凳上，我們全家還是會去

那裡觀賽。以前在台灣，不管是棒球、籃球、足球、網球等的運動賽事，我一律都因為沒興趣拒

看，但是經過這一年的洗禮之後，我開始對「某些」球類運動產生興趣(目前仍然覺得美式足球很

無聊)。除此之外，學校跑課的方式對我來講也很新鮮，以及課堂中老師的上課方式、學生的上課

態度，都是跟台灣截然不同的。

我們 D5080 替交換學生辦了很多活動(其實大家還是嫌少)。露營、滑雪、還有友誼之旅，每

趟旅行我們都充分達到辦那活動的目的。因為滑雪之旅，我體驗了人生中第一次的滑雪；友誼之

旅中將近兩個禮拜的朝夕相處，大家都培養出很深厚的感情。這整年下來也在這幾次旅行中得到

很多無形跟有形的收穫。結束那天，大家都哭到眼淚乾了又繼續哭。之後，大家心裡也有了共同

的默契，未來有一天，一定還要再次相逢。

回到台灣後，常常會特別想念在美國的生活。即使就只是一年，Orofino 這個小鎮，好像也

變成了另一個家鄉。呆在那裡，我學會如何獨立自主；學會如何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保持平常心；

學會怎麼做比薩(?) 打從心裡感恩 D5080 Orofino 扶輪社的照顧;以及兩個我深愛的接待家庭，和

那些曾與我一同嘻笑的朋友。最最重要的是，爸爸媽媽即使再這麼遠的一端關心也從不間斷;還有

D3480 D3500 扶輪社給予的莫大支持。2009-2010 年是我人生中最完美的逗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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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馮佑翔 Ricky
住

址

新竹縣新埔鎮文山路盛

都巷 12 弄 30 號
電話

家:03-5887815

手:0910-656026

派薦地區&社：D3500 新竹文化社 原就讀學校：私立仰德高中附設國中部

接待社：D1940 Berlin Nord 派遣國及地址：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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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Pedro

Bettina

食品顧問

唱片製作

人

48

46

否 14 歲轟弟

去巴西做交換

學生的轟哥

8月 23 日

    ~

12 月 日

第 2家庭 Alfred

Bettina

大學講師

歌手

48

45

否 20 歲轟姐

5歲轟弟

1月 10 日

    ~

3 月 日

第 3家庭 Norbert

Julia

建築設計

師

建築設計

師

50

49

是 13 歲轟弟

15 歲轟弟

去美國做交換

學生的轟姐

4月 28 日

    ~

7 月 7 日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

改變心情？

基本上我當時要準備基測，所以根本沒有時間去學習德文，而我很幸運的事是，我一開

始就很希望是分發到德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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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聽聽就好，因為當自己真的碰到的時候，那你才會知道要怎樣去處理，很多事

情當你碰到了真的就會了解如何做!!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在抵達機場前是完全沒問題的，不過我的問題是在抵達機場後，因為我的第一轟家他們

沒把我的班機號碼記下來，可是我確定他們有收到我的 mail 通知，所以當一轟家到機場

時，他們去了法蘭克福的出口，並沒有道我從慕尼黑的這個出口，所以後來都一直等不

到轟家，最後我請路人幫我撥打轟媽的手機才一切圓滿結束。

4.誰到機場接你？

一轟家的轟爸媽。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除了緊張、興奮外我想沒有其他的感想了吧。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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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為我被派遣到德國的首都-柏林，所以其實一切都很方便很發達，例如我可以坐地

鐵去他們的所有地方，而總人口數約是 300 萬人。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基本上我的三個轟家都有幫我準備個人的一個房間，而接受上的問題我想是沒有，反正

他們給你準備怎樣的房間就接受摟!!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一開始來德國的時候一切都很新鮮，所以什麼都嘗試，自然而然的體重也就往上飆了不

少，不過因為後期對於餐餐麵包已經厭惡了，所以體重恢復到當時來的重量。

9.幫忙做家事嗎？

當然會搂!!不要等到接待父媽叫是最棒的，因為他們會認為你是一個主動並且已經很如

入這個家庭。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我通常都是找我的轟媽，可能也是剛好三個轟家的轟爸都很忙吧，不過我的三個轟家都

是雙薪家庭!!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是帶一些中式小吊飾，至於轟家跟社長的禮物我是帶法藍瓷過去，因為這個牌子是台

灣的，而且在國際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我認為想家是一定的，我在一開始的兩個月期時都沒有想家這個問題，不過在了第三第

四個月開始，便會出現很想台灣的一切事物，不過撐過去一切又會更美好!!當我想家時

我會直接跟轟家說，或是和同為交換學生的大家聊一聊，那兩個月也比較常打回家，之

後就慢慢好轉。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是沒有選課的!!我有兩間學校，第一二轟家在第一間學校，第一間學校時我讀 11 年級，

完全聽不懂(因為在一轟家的轟哥去巴西做交換學生，所以我補上他在學校 11 年級的那

個班)，第三轟家時因為離原先的學校遠，所以我轉學到跟三轟弟同間學校，在這間學校

我讀 9年級，相較之下聽得懂的課就多了。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我喜歡數學課，因為不管是 11 年級或是 9年級我都可以聽得懂，至於不希歡的科目大概

是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因為完全聽不懂!!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在第一間時就跟班上同學上一樣的課，而在第二間時，就跟三轟地一起跑堂!!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基本上我想是沒有應付得來的吧，因為全部用德文來上，還是太難了。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在第一間學校時，我每天都是 9 點的課，大約要 8 點半出發就可以，坐地鐵過去，而在

第二間學校時，我每天是 8點的課，走路過去只要 5分鐘。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每一個轟家都會幫我準備麵包，所以基本上沒有特別的花費，不過有時候吃膩了，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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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社買一些別的來吃。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第一間學校我都是 9點開始 1點結束(因為每天下午還要去上 3小時的語言課程)

第二間學校我都是 8點開始 3點結束(跟三轟家的轟弟一起上下學)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嗎？

基本上在學校的語言課程我都只有在聽英文，因為也只有英文能聽得懂，而學校會準備

教材，所以不要自費，當時在一轟家時我就有請一轟媽幫我找語言學校，一開始我是去

上三個月每天三小時的課程，一期結束後經過家裡的討論，決定在去上三個月，所以前

前後後一共去上了六個月的語言學校。(語言學校時間:每晚 5點~8 點)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並沒有考慮過個人指導，因為認為跟大家一起學習，也是一種學習!!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這是我認為很奇怪的事情，因為我的兩間學校都沒有社團活動。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出國做交換學生時我是要升高一，剛好要換間學校，所以並沒有打算要讓這一年成立，

所以回國後還是從高一開始讀。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的校外教學我都會參加，大家會一起去逛博物館，不過在第二間校時，有班級旅遊，

但因為我太慢轉過去，所以報名截止了!!這是還蠻可惜的地方。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第一間學校時，學校友幫我安排兩個女生照顧我，所以一切都很順利，大家很快的成為

朋友，而在第二間校時有三轟弟在，所以也很快的跟同學打成一片!!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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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間學校是天主教學校，我個人是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不過當大家在做禮拜時我

就跟著做，就算是一種尊重吧。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Berlin Nord(北柏林)

扶輪社會員數：92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社裡某位社員開的五星級飯店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周四下午一點到三點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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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我這一年參加不到 10 次的例會吧，因為顧問說沒事的話的就用去，去也很無聊，不過每

次去社裡的叔叔阿姨都很熱情，所以很開心!!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我每個月有 80 歐的零用金，這是和 Guarantee From 上面寫的一樣的!!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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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共有兩次的演講，一次是在介紹台灣，一次是在做我整年度的年度報告，我是用電

腦做簡報的方式，基本上以圖片為主，其他口述。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大家都對台灣吃的這一方面很感興趣，因為本身很愛吃各種美食，也很愛煮菜，所以可

以很詳細的和大家解釋那是什麼。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每周四社裡的例會大慨都會有個主題，例如說慈善晚會的籌劃等等，而交換學生我們一

共有 3次的 mitting，期眾最特別的一次是和 D1840 合辦，總計約 100 位學生，非常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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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還遇到另外兩位台灣的交換學生呢。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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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這邊扶輪社很常會舉辦慈善募款活動，所以就會請我們這些交換學生去幫忙，我

們如過有去的話，工作就是負責拿著募款箱去各桌收錢，請大家踴躍捐款，簡單來說是

真的很不錯的。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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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次都是出去玩耶，好像沒有環境認識的課程。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以人數來說的話就差很多了，在台灣的派遣社約 20 人而已，在裡就將近是在台灣的 5倍

之多，不過相對來講，以每周的例會出席率來說，在這裡的出席率就非常的低，因為幾

次我去社裡，都來不到 20 個社員，這大概是最大的差別吧。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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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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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其實一開始比較困難的是語言吧，因為我自己在台灣沒有時間做語言上面的學習，所以

到這裡時雖然是可以說英文，但是還是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說德文，希望能聽得懂大家再

說什麼，至於如何克服，我想就是多多發問吧，其實像我一開始就表明的說了，我是來

自台灣，我的母語是中文，所以當我學英文時已經是很不一樣的語言了，現在德文又是

一個更困難的語言，所以希大家多多包涵我學很慢這一點我想這樣說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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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學校以外還會認識很多好朋友阿，就打個比方來說好了，轟家兄弟姊妹的朋友，還

有我去上語言學校那些比我大 20 歲的叔叔阿姨們，其實要主動依切都很容易。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整年下來大概只有生過一次大病，時間大約是在 2月份得時候，因為天氣要轉為溫暖了，

雪在融化，不過日夜溫差很大，所以就生病了整個禮拜。

39.當地氣候？

秋天我想是最棒的時候吧，不過在冬天的時候整個是冷冷冷，常常溫度到零下 10 度，廳

當地的人說今年是比較特別的，柏林下了 20 年來最大場的雪，還一連持續了 4個月的下

雪日，是非常特別的一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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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邊穿西裝的機率非常的高，例如說參加某教堂的禮拜、慈善晚會、依些私人派對，

男生來說西裝是非常需要的東西，而女生來說一班都是小洋裝就 OK 了，我的西裝是依轟

哥穿不下送給我的，不過如果說要買的話，會建議在台灣就買，因為在歐洲的物價真的

很貴。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這些東西基本上轟家都說我自己保管就好，所以我都是自己保管，我把整理起來，全部

裝在一個袋子裡，放在我自己知道又安全的地方。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在台灣地區幫我們準備了 150 個徽章，而我自己有去買了 100 個中式的小吊飾(台北地下

街，一個可以殺到 7塊錢)，最後全部換光光，因為地區發的種類約 4~5 種，所以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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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不過其中有一個綠色地球的那個，銷售量最低，比較少人拿那個。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基本上每次的地區 mitting 都不會是在柏林裡，但最好玩的旅行，我想就是還歐了，我

們這地區有去傑克、奧地利、義大利，這 18 天真的是非常的好玩，是和所有同地區的交

換學生一起去的，因為是在將近要結束這一年的時候舉辦，所以大家可以互相分享這一

年的生活，真的很棒!!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所有的事情都要主動去做，如果抱著一種＂反正最後都會有人來做的想法＂，那你將

會失去很多的學習機會。

2.跟接待社裡的其中一位叔叔阿姨特別好，這樣他有任何活動或是有趣的事情，他都可

以幫你，他也可以把你介紹給社裡的其他人認識。

3.跟你的顧問或是 YEO 保持良好的聯絡，這樣才不會有事情時，卻找不到人可以聯絡、

幫忙。

4.可以寫寫周記或是日記，這對大家要問你事情時很有幫助，因為難免得有些事情會忘

記，日記可以幫助你把這些有趣的事情記在腦海裡。

5.如果可以自己選課，盡量就選一些音樂、美術、美勞……這些課，因為說真的要我們

用當地的語言去聽得懂課程內容，其實是很難的，所以盡量就排一些有趣，而不是需

要一些筆試或是考試的東西。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其實學到了很多東西，做人處事的道理、語言、文化……，真的是多到數不完，也

因為扶輪社這個交換計畫，也讓我決定以後要出國念書，因而從原先的普通高中，轉學

到亞太美國學校，希望在國內就能先好好的努力，好好的再把自己的英文能力加強，並

且希望大學能到國外就學，並加以學習對自己有幫助的事情。

而我會如何介紹台灣，這一點我認為我會把台灣有名的東西先說出來，例如說電腦，

華碩、宏碁，基本上很多東西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不過可能不知道是來自台灣還

是大陸，至於對於台灣已經有稍微了解的人，我會解釋兩岸關係給他們聽，在德國我也

煮過不少次的台灣菜給他們吃，評價都非常的好，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要感謝三個轟

家及顧問的照顧那次，一共煮了 10 人份的晚餐，有水餃、炒麵、滷味、鳳梨蝦球、香菇

雞湯……，那次準備了好久，光是水餃就花了不少時間，因為水餃要從餃子皮開始桿起，

還要準備絞肉等等，那是最花時間的，但是也是大家最愛吃的一道菜，基本上不用擔心

說是好不好吃，反正就照自己在台灣的煮法煮就好，我每次隨便煮他們也說很好吃。

對於為台要出國做交換學生的學弟妹，我想就是一句我們地區所有交換學生最愛說

的話(Do not be shy 不要害羞、不要害怕)，其實主動就可以交到很多朋友了，至於我

認為比較負面一點的事情，應該就是在德國年輕人抽菸抽的很兇，因為我自己非常討厭

菸的那種味道，所以第一次和轟的的朋友出去，10 多個人就一直猛抽菸，是有點嚇到的

狀況，而且他們還會一直問妳要不要一支，這一點是我覺得不太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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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林嘉言 住址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五

街 318 號
電話

（03）5545218

0912553654

派薦地區&社：3500 地區

新竹竹塹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新竹高中

接待社：Oostburg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Platteweg 3, Breskens, 4511PD,

Neder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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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nriet

Dees

人力仲介 43 是 5 位 八月、四五六七

月

第２ Bert

Timmermans

農夫 42 是 5 位 九月、一月

第３ Aron

Schappers

銷售員 40 否 4 位 十月-十一月半

第 4 Tonny van

Hal

農夫 39 否 6 位 十一月半-十二

月

第 5 Floor

Pieters

印刷廠 55 否 7 位 二三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

變心情？

準備期間因為在台灣學習荷蘭語比較困難，只有等到抵達後才開始學習。在家裡有

一本之前媽媽朋友去荷蘭買的荷文學習書，但幫助不大。

荷蘭是我希望的國家所以心情很雀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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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訓練對我個人幫助很大，對於國外的生活習慣以及文化差異有事先的了解，才

能夠快速的適應。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一切順利，沒有任何困難。

4.誰到機場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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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一位已退休的數學老師來接我，年紀大約七十。他是扶輪社友名叫 Theo。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第一家庭的人很親切，轟弟轟妹都很友善，都一直用英文來試著和我溝通，還帶我

去我的房間，一看到！！哇！居然是流動拖車，也太高極了！又有自己的空間感覺很棒。

水很乾淨沒有喝過這麼好喝的水。空氣新鮮的鄉下真的很棒。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主要行業為農夫，是個很乾淨的小城人口約 3000 人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單獨的房間，拖車算是一個很大的單獨空間，還有一個小廚房。

唯一一個小缺點就是隔音不好，早上的時候都會有雞鳴！就會五點多被吵起來。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飲食上並沒有什麼問題，雖然吃了很多起司，不過腳踏車騎的也很多，並沒有變胖。

9.幫忙做家事嗎？

因家庭而定，澆花除草、洗碗、洗衣服、擦地板、用吸塵器都有做過，也有洗過雞

舍和除池塘的水草不過那就算是比較特例的家事。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主要都是和轟媽商量事情，也是因為只有轟媽會知道家裡的大小事：什麼時候有出

門？什麼時候有活動？一問轟媽就知道了。講話當然跟每個轟弟轟妹轟媽轟爸都會講。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的禮物中，小吊飾廣受好評！其中最主要還是回國的那個禮物，我把我在他們

轟家期間所拍的照片，整理成一本相簿，然後寫了一些感言，那個就是最受歡迎的禮物。

至於要帶什麼禮物去就帶最簡單的好看的筆記本和很可愛的文具，或者中國風的小吊飾就

可以了。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會想家！我常常和去比利時、去德國、去法國的交換學生分享心得，或許是同病相

憐，和大家聊聊近況，就會感覺輕鬆很多。我覺得克服的最好辦法還是多和當地國家的人

互動！！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並沒有選課，我的選課是由我的顧問在開學之前就已經先選好的，她依據我的個

人簡介中有寫到我喜歡的科目所選的。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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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物理、化學、生物、數學、荷文、英文、體育、美術

我最喜歡的是數學，也是因為我在台灣也最喜歡這項科目，簡單又很有成就感。

不過其中荷文就很困難，有太多的字聽不懂了，以致於我對這一科就沒有什麼興趣。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幾乎相同，只有第二外語德文我並沒有跟著修，難度太深，我的荷文程度不足。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看科目，像是數學我從第三堂課就可以聽的懂，但是荷文就不曾聽懂過。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都是騎腳踏車，每天來回一共一個小時半。有時候下雨天轟家會幫忙載去學校。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午餐跟早餐一樣都是吃麵包，我都是早上在家裡做好帶去學校吃的，在中午休息時

間吃。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禮拜一、三、五是早上八點開始第一堂課，下午三點放學，一天有個 7 堂課。禮拜

二和禮拜四就比較輕鬆，早上是十點上課，下午兩點放學一共四堂課。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語言科目有英文和荷文，學校上的進度很深大部分都趕不上。學校有安排一個禮拜

一堂，一對一的荷文課，是特別給不懂荷文的外國人加上的一堂免費課程。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有學校有一堂。我有尋問過顧問還有沒有辦法可以多上一點荷文課，不過由於我所

派遣到的地區過於鄉下並沒有其他老師有辦法幫我上課因此一直都只有一個禮拜一堂。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學校沒有社團，外面有社團，不過我並沒有參加鄉下地方社團很少。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學分並沒有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兩次戶外活動，全班搭遊覽車去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科學博物館。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一起上下學的好友，因為住在附近所以常常去他們家拜訪。一起騎上下學一個

月後就很熟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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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宗教方面，在我的接待地區只有少部分的人會在禮拜日去教堂做禮拜。轟家只

有會在飯前禱告，並沒有那麼強烈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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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Oostburg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25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Ijsendijke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禮拜二晚上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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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

多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我ㄧ共參加約八次例會。

大多是由一個扶輪社友上台報告，報告內容不一定，有時候以人際關係為主軸，有

時候是商場利益，或是捐錢流向和募款活動。

跟我在台灣參加過的扶輪社例會不太一樣，在荷蘭沒有社友的寶眷會去扶輪社例

會，或許是社齡已經高達五十，也或許是我的接待社比較少社友寶眷的互動。例會的情形

是先用餐，然後由主持人請社長發言，發言完後由社友報告，然後由社長宣布結束例會。

最特別的一次是因為剛好當天荷蘭要和烏拉圭踢足球所以在社內架起了大螢幕一起看足

球！不過人數只剩一半留下來看！算我參加過最特別的一次。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與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每個月都是 100 歐元匯到我荷蘭的帳戶。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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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是演講近況，我有詢問過可以報告台灣嗎？不過因為社友的報告很早就排滿

了。我只有在最後一次才用 PPT 報告台灣和一整年在荷蘭的經歷。狀況不錯，他們最後跟

我說的大多是說我的報告荷蘭的地方很精采，荷蘭話也說的還不錯。並沒有跟我多談台灣

文化方面的事。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氣候，飲食，還有學校課業，和在台灣的生活，比較感興趣。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扶輪社的例會有參加過約八次。交換學生會議比較沒有，有活動約五次，荷蘭並沒

有地區活動由於我所派遣到的地區只有一個交換學生，去荷蘭的人數量很少。多地區活動

有，就可以見到所有被派遣到荷蘭的交換學生。活動有走海灘、划船、腳踏車這一類的，

都是兩天一夜。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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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扶輪社規定交換學生計畫地派遣學生一定要是非扶輪家庭，而我接待社內一共

實行過三次，約四到六年一次。活動並不多。而扶輪社做的服務計畫我只有參加過了一

次，那ㄧ次是募款計畫，請了很多藝人將整個跟歌劇院大小的場包下來聯合五個社一起

辦的募款會，是募款一個綠色箱子，是緊急危難時後用的，而在幫助過的國家中，台灣

也在其中，裡面有帳篷睡袋和一周的飲食一個箱子足夠七個人活一個禮拜，當天就有募

集到一百六十幾箱。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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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到就有一個禮拜的新生訓練，基礎的荷語教學，及交換學生交流。另外約有五場

活動。去荷蘭的泥沼地，腳踏車健行，帆船的航行，聖誕節的 sinterklaas 送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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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最大的不一樣是扶輪社友的寶眷互動比台灣的少很多，在台灣的扶輪社常常有寶眷

聯誼活動，我常常遇見其他社友的子女，大家可以一起活動的很開心，而接待地區的扶輪

社就真的只有社友間的互動。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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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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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一天兩餐麵包，適應了很久，常常都還是跑去隔壁的超市買一些熱食來填肚子，而

且我又很不喜歡吃麵包，偶而還是煎一顆蛋或培根來配，大概吃了五個多月才習慣天天吃

麵包。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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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輪社舉辦的多項活動中，其中以環歐旅行為最大的活動，雖然是到五月多

左右才舉辦，，不過一場十五天的大活動，讓我們這些交換學生彼此的感情增厚了許多。

顧問帶我去滑雪而認識的比利時短期交換學生，因為去他們家借住了一晚，後來也就常常

約出來幾次滑雪、逛街，現在也都一直有聯絡。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健康狀況良好，沒有適應的任何問題。

39.當地氣候？

氣候舒適，夏天高溫 30 度冬天低溫-10 度，常常下小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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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就是穿休閒服，在台灣的時候準備一些 T恤就可以了。

需要的就是一件保暖外套，由於我都是騎腳踏車上學，所以一件深色不容易髒的保

暖外套很重要，當時因為沒有準備，最後還是靠轟家送一件轟地穿不下的外套，度過了

寒冷的冬天。建議還是在當地購買，因為每個地區冷的程度不同，我在台灣買了一件保

暖大衣，由於要騎腳踏車，米色很不方便，有太長了容易鉤到腳踏車所以最後都沒有派

上用場。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自己保管的話就一定要每次使用完放回固定的位置，像我就是一直放在行李箱的最

下層衣服包起來的地方。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因為交換學生很少所以我只交換了約勳章為 30 個左右。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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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有常常出去旅行，顧問帶我去首都阿姆斯特丹旅行，那一次我們去看了梵谷的

博物館，同志酒吧，因為我有學過油畫所以對於油畫類的大師作品，看到目不轉睛，真

的太開心了。二轟家帶我去鹿特丹，那一次我們搭船環鹿特丹的碼頭。也有去比利時旅

行，我住的地方靠近布魯日，坐公車一個小時半。也和交換學生一起去布魯塞爾都市旅

遊，迷你歐洲也很棒。其中我最喜歡的還是布魯日，那是一個很美的歐洲小鎮，運河和

小橋圍繞著整座城，有機會還想再去。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互動比讀書重要很多，互動學的東西遠比你自己讀還快！

2.主動的邀約很重要，不要等別人來約你，自己約比較快。

3.電腦在前三個月不要碰對於語言的學習很有幫助，要查單字用字典或電子字典。

4.身體不舒服，直接跟轟家講今天不舒服不用硬撐去學校，反而更麻煩。

5.有時候貼心的幫忙一下會讓轟家永遠記得，交換時期也比較順利。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

人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

得少於 A4 紙張。

這一整年是我最豐收的一年！從出發的第一天開始，我發現我會開始不自覺地想念

在台灣的點點滴滴，沒有失去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獲得。我學會了自己搭飛機，一個人拖

著行李箱，筷子還被以為是凶器，禁止帶上飛機，晃呀晃的就飛到荷蘭了，不過我必須再

轉到比利時，因為我的接待家庭離比利時的機場較近，應該沒有一個交換學生飛機是搭去

隔壁國家的吧！這也是我日後常去比利時的原因。比利時汽車在高速公路上限速 130 荷蘭

汽車在高速公路上限速 120，羊群牛群馬群可以跟你隔街對望！穿過一排一排的樹並不是

進入森林，那只不過是荷蘭人習慣把樹種一整排看起來很漂亮而已。水龍頭水一打開就可

以喝，不用煮不用過濾。麵包夾起司巧克力或者花生醬是最簡單的早餐，中餐居然跟早餐

吃的一樣。我就住在拖車裡，算是一個很特別的小空間。周圍庭院裡有雞早上會叫你起床，

晚上會爬到樹上去睡覺，春天夏天還可以去找新鮮的雞蛋煮來吃。因為太陽下山的很晚，

所以晚上吃完飯還可以全家一起出來玩或做運動。

這種也算一種收穫吧! 原來生活可以這麼簡單。

學校八點上學，三點下課，輕鬆的很不可思議，有時候老師沒來就沒課，一天曾經

只上了兩堂課。數學老師就給你作業回家算一算，作業很少，少到學校老師上課的時間就

寫的完，物理上課更輕鬆，運算也都慢慢算，一小時算個三題。化學實驗做很多，看沈澱、

看變色。生物上課教 DNA 切奇異果、來解剖、看牛的精蟲也有。英文就是背單字！！荷文

總是看書看影片寫心得教報告。美術畫畫去劇院報告也是很多要寫。體育課認真運動就

好，沒有壓力的學習。可是全世界競爭力排行榜荷蘭比台灣前十名。禮拜六日就去同學家

玩，轟妹禮拜六要打工，轟弟就跟著轟爸學當農夫，那是他的第一志願，要開農車前要先

學會修農車。

讀書並不是絕對的一條路，找到方向比什麼都重要。

教堂比什麼都還美，感謝有很多人願意花錢蓋教堂！每個鎮的教堂我都去過，那是

一個很不可思議的一個地方，他具有淨化人心的力量，在煩躁的心情總會被定下來，和我

第五轟家的轟爸也不知道去了多少次的教堂，聽了多少句飯前對上帝的禱告，也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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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爸最近有沒有什麼煩惱，有時候說著轟爸的媽媽的身體健康，轟哥的航海順利，有時候

連家裡的貓不吃飯也禱告進去。離開前轟爸送我了一本聖經。他說我並不是要你信教，只

是希望上帝能進入你的心中。他帶我閱讀了很多有關宗教的故事，有些是可以用我的荷蘭

程度去聽懂有些則需要他幫我翻成英文，或許就是那個宗教的熱誠把我們的距離拉的那麼

近。

宗教是種心靈寄託，也是一種拉近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力量。

剛開始語言溝通不方便再加上荷蘭人都比較害羞，所以同學們其實都不太會理我，

還好有幾個對我充滿好奇的同學，我才開始慢慢的融入學校生活，不過也發現會聊天的就

是會和你聊天，不理你的就永遠都不會理你。而我在班上最好的那個同學，就是會試著和

所有人接觸，會試著和所有人聊天。而且朋友是一輩子的。這句話一點都沒錯。

朋友是一種很微妙的關係，他會持續一輩子

最難忘的一次就是最後的生日加送別大派對，其實是轟媽去提議的，我真的也不知

道該做些什麼，就一點一點的先從邀請卡做起，然後一個一個的通知，真的不知道會有多

少人要來，大部分都跟我說[不一定會來]，而且我們轟家又住的那麼偏僻，又在考試前一

天，直到最後一天也都不知道到底會有多少人來，最後居然來了三十個(全班才三十五

個)，我真的是太開心了，感謝轟媽幫我安排的生日派對!收的禮物也不少，最奇特的就是

一張卡片裡面夾了一張五歐元。當然台灣也會所謂的生日包紅包，不過我還是第一次在生

日的時候收到了三個紅包。而那一天轟家準備的烤肉超多，大家都吃不完，全班還一起打

躲避球排球足球。整個玩的超開心的，最後轟媽還給我一個大驚喜，把冰淇淋車叫到家裡

庭院裡來，每個人一支冰，那一天全班喝掉了兩箱啤酒，（各位明天還要考試耶？）哈哈！

那是我有生以來最棒的生日派對了！我跟我轟媽說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謝謝！是永生難忘

的經驗！

離開的時候，雖然依依不捨，但 也是回家的時候了，載滿永生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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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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第 3500 地區青年交換委員會

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歸國報告書

三義扶輪社

德國交換學生-徐麗婷

2009 年九月，前往德國巴登符騰堡的 Heidenheim 當交換學生。記得出發的前幾天，開玩笑的問

爸爸：「當我真的要進海關、該啟程出發到德國交換的時候，你會不會捨不得我?會不會哭?我覺得

我會很想家欸..」爸爸回答：「有什麼好哭的!我是送你去學習，又不是把你送到國外丟掉，反正

一年以後就回來啦!你不要想家喔! 我又不會想你!」我打了爸爸一下，心裡想說：「你

就不要想我!哼!」不過我還是最愛我爸爸了：D 當然媽媽也是，不然我知道她會

吃醋!

終於到了該啟程那天，阿婆叮嚀我壞人的話不要聽不要跟他走....(如果我知道他是壞人的話我就

不會跟他走阿!) 阿公也只是叮嚀我好好保重自己...在機場，爸媽交代完一切，該離開了。其實

我沒有想過要回頭，就像小鳥一樣，總要離開鳥巢學會飛，尋找自己的天空...。

安全抵達了德國的接待家庭，我住的地方是座小村莊，離城市好像有一點遠...開始慢慢的適應一

切、了解他們的一些習俗、開始交朋友，一天一天的過去，要讓自己的德文一天一天的進步。

在德國，從一個小鎮到另個小鎮，道路開闢的就像山路一樣。剛來到的時候很不習慣，會暈車。

四處望去是片綠茵茵的草地，偶爾會看見羊和牛在吃草。

德國吃很多莎拉、馬鈴薯、起司、奶油、巧克力、香腸。他們的香腸很好吃，每個地方會有不同

的香腸，味道不一樣，且重鹹味。蔬菜吃得不多，總是油膩膩的，導致於我就這樣胖了 7公斤回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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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邊幾乎每個女孩從出生下來就打了耳洞，每個小孩子一出生都會從醫院那裏得到一隻娃娃。

譬如小熊、小老鼠、狐狸、兔子...什麼都有，而這些玩偶通常都會一直陪著他們到長大。

這邊的陽光很刺人，真的沒有辦法像他們一樣，穿著比基尼躺在草地上，給太陽這樣瘋狂的曬。

要是在台灣，每人各一支陽傘、每人身上防曬乳一罐咧!!!這邊的溫差也很大，春天早晨需要一件

厚厚的外套，等到中午或下午放學回家，就快要全身脫光光了!!

11/22 十六歲生日

其實對於生日我沒有抱很多期待，在台灣我們家不會特別慶祝。一早起床到廚房要吃早餐，沒有

想到大家都已經坐在餐桌上等我，然後開始大唱生日快樂歌，接著他們要我拆禮物，HOME 媽做了

一個黑森林櫻桃蛋糕給我。 晚上我們一起去了義大利餐廳吃飯。他們對待我就像真的家人一樣。

在德國，生日對他們來說就是該慶祝，該開心有那個人的存在。

聖誕節的美麗氣氛，親自感受真的不一樣。每個地方擺設了很多的聖誕市集，有些地方擺設了小

溜冰場，家裡也會布置聖誕樹。今年的雪下的特別多，之前已為下雪是多麼的浪漫，但體驗了被

雪球砸是多麼的痛以後，浪漫的畫面就從心裡消失了!!也體驗了滑雪橇、滑雪、溜冰。我學會了

好多首德文聖誕歌曲，也一起去了教堂參加聖誕節的禱告；和做了聖誕餅乾，有好多種口味。

環歐旅遊

扶輪社有個環歐旅遊活動，我們這區在德國附近的國家繞了個小圈，去了奧地利的維也納、捷克

的布拉格 、德國的德烈斯登、柏林、漢堡、比利時的布魯塞爾、法國巴黎、史特拉斯堡，環

歐真的不能用說的形容，這是我這一生最美最棒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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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委內瑞拉、澳洲、台灣、日本、美國、加拿大，來自世界各地

的交換學生，因為 rotary 所以我們相遇。我們一起環歐一起大笑的那些日子，會一直保存在我心

裡

今年剛好遇到 WM2010 世界足球賽,大家都為足球瘋狂,只要德國贏一場比賽，夜裡的城市是那樣的

喧嘩卻是充滿著興奮的氣氛。每輛汽車上都掛著德國國旗，臉上畫著德國國旗，身上穿著德國隊

足球衣，頭髮染成德國國旗的顏色，連眼鏡可以搞成德國國旗三色，真的是太棒了!

我的朋友

在德國學校的班級是 11 年級，每個同學都大我一歲，我覺得跟在他們身邊我就像小妹妹一樣，因

為對我來說甚麼都是新的，然後什麼又不懂；但是他們總是不嫌棄，在我需要幫忙的時候都會盡

力幫我。在我要離開的最後一天，我們一起吃冰，一起聊些無聊的八卦 XD 從班上拿到了一件

T-Shirt ，上面有的我們全班的照片和簽名，真的很感動:D 真的要說再見的時候，我好朋友的眼

眶泛紅，我也很捨不得...一起相處了十個月，對他們有深深的感謝，相信這份友宜也會一直持續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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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

德國的食物都很好吃，我在德國就胖了整整 7公斤，實在很嚇人。回到台灣後大家都說我變好胖，

德國豬腳吃太多把兩隻豬腳都帶回來了*_*我也不願意阿~~~~~

我認為，〝青少年交換計畫〞是 ROTARY 裡面最棒的計畫。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像我一樣到國外當交換學生一年，所以我很珍惜這段時間，也學到很多...。德

文雖然不是 perfact，但是平常的對話以可以理解與回答，當然會在台灣繼續學習德文。在德國

的寄宿家庭們同學們，都是我這十個月以來的收穫，我很開心他們會捨不得我離開，要我一定要

再回去德國看看他們。

德國人很有禮貌，這是我最欣賞的一點。

回台灣以後發現，台灣和德國的文化真的很大，我不習慣我身邊的人突然全部是亞洲人，我總覺

得我自己本身會有一種歐洲氣息、我總覺得在台灣我也該被很多異樣的眼光看待...已經習慣的德

國生活，很難一下子改過來...；不過這裡才是我真正的家。

現在該要和原來的生活接上軌道，重新開始。相信這十個月的交換時間，會給我帶來正面的效益。

謝謝 ro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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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輪 交 換 學 生 歸 國 報 告 書

國際扶輪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英雅淳 住址
苗栗市中正路 60

號
電話

037-260879

派薦地區&社：苗栗山城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苗栗市私立建台中學

接待社：澳洲 Geraldton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西澳 Gerald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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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ne 建築師 56 是 轟 爸

兩個姊姊

一個哥哥

去年八月

到十月

第２ Trevor 潛水專

家

62 是 轟 媽

兩個哥哥

一個姊姊

去年十月

到一月

第３ Ray 農場水

電

50 是 轟 媽

兩個姊姊

一個哥哥

今年一月

到五月

第 4 Rob 地毯老

闆

61 是 轟媽

三個姊姊

今年五月

到七月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

變心情？

用一本筆記本把不懂的字彙寫下,看英文字幕的電影也有幫助聽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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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taex 的交流最有幫助,因為可以直接將不懂的問題問曾面對同一個經驗的 Rotex

會員然後知道如何解決辦法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有,行李放有木製品及食物沒有在入境表格內勾選攜帶,當時英文看不太懂所以都勾

沒有,幸好身穿扶輪社的夾克而化險為夷

4.誰到機場接你？

Kay Darrunt 是主管亞洲及巴西的交換學生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一開始還蠻難適應第一語言不夠好第二才剛離去還蠻想家.然後我住在 Kay 他們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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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她要求還蠻高不過這也讓我很快在其他家庭上軌道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一個鄰近海邊的城市也有許多農場,人口大約三萬人,那個城市有點像是苗栗,氣候幾

乎是冬天和夏天而已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四個都有,其實還好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不知道為什麼食慾變的很大,在台灣原本只能吃半個漢堡的我到了澳洲竟然能吃兩個

漢堡,最胖曾胖了十公斤但是後來有慢慢瘦下來,回到台灣的時候大概胖了五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每天飯後洗碗,還有整理自己的房間跟洗衣服,洗車子…之類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通常會在吃飯的時候和轟爸轟媽同時商量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他們很喜歡書法所以當我換家庭的時候就會寫一張書法感謝我的接待家庭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一開始會,後來就問其他交換學生怎麼做或和接待家庭討論,然後也相信明天一定比

昨天好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問問同學及其他交換學生怎麼想,有時候大家還蠻訝異我再那邊讀半個高二及高三,

回到台灣卻才國三畢業,但我們年齡卻差不多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英文,數學,媒體,木工,美術,生物 我喜歡木工因為可以做自己想要的東西,我甚至

自己做紀念品給台灣的朋友 數學也不錯因為他們交的不難,讓在台灣數學差的我還蠻有

成就感的。至於媒體也很好老師會說很多故事 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生物因為想聽懂特殊名

詞有點困難所以通常我用生物來當自修,讀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書也不錯 我也大大建議選

Outdoor education 因為這樣就可以去露營,划船,攀岩  (我第一學期有選真的很值得)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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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但他們對交換學生要求並沒有像當地的學生高,所以大可放心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其實我是不懂就問,不會就學. 我在澳洲的第一堂數學課就是考試,感覺會寫但題目

就是看不懂不知道要回答什麼,那次考試一個小時我一個答案都不會寫.挫折感超重,後來

回家後就花一些時間做題目,沒有人相信在第二次考試中拿到近滿分的竟然是一位連三角

函數都沒學過的亞洲人.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是看家庭,我有騎腳踏車各半個小時來回 或搭公車各一個小時來回 也有轟媽在我

去學校各十五分鐘來回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午餐我是早上起來去學校前自己做一個午餐盒 裡面有像三明治,水果,零食或者是火

腿捲之類的,所以沒有什麼開銷,不然到合作社買都很貴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八點半到三點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特別,有不懂的事就像轟爸轟媽請教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是放學後有去做運動像是去游泳或者是健身房也有去打壁球,之前有去話劇團,對

於英文真的很有幫助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沒有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環南西澳,北西澳,去雪梨跨年,…等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在學校有交到朋友,大概到學校三個月的時候,但真正會和我下課見面的大部分都是

交換學生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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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生活還蠻輕鬆的,盡量選對自己有興趣或在台灣學不到的,像是戶外課 Outdoor

education 和 木工課 Desing and Technalogy. 尊重不同的宗教就行了,他們並不會強迫

或什麼的.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Geraldton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40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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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每個禮拜三 六點到八點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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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

少次例會？情形如何？

我是幾乎每個禮拜都去,因為我很喜歡他們的例會,每個禮拜他們都會請不同的人來

演講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澳幣 130 台幣大約是 4000 左右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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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館總共有兩次,第一次是一開始介紹台灣,第二次是最後和大家分享再澳洲的這

一年中的點點滴滴. 我有用 powepoint 報告,會員覺得台灣還蠻特別的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通常大家都會問台灣跟泰國到底哪裡不同?我們吃不吃狗肉之類的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交換學生會議其中有一場還蠻特別是請 Inbound 和 Outbound 在一起 所以 outbound

的學生有不懂的問題就可以直接問你要去國家的 inbound,這是我很喜歡的地方

還有扶輪社也辦很多交換學生的活動,所以我們這個地區 15 位交換學生很熟,然後我

也有在地區年會的時候表演中國舞蹈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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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錯,很意外的是,這一年我的接待社接待兩位交換學生,一位是我另一位是一位法

國男孩,我覺得這樣很棒他就像是我的哥哥很照顧我

在澳洲交換學生的活動很普遍,而且交換機構最好的我覺得是扶輪社,因為我覺得其

他機構就只是把學生送來然後就幾乎很少聯絡了,但是扶輪社卻一直舉辦活動也讓你認識

其他從世界各地來的交換學生

我們有舉辦電台拍賣然後將得來了錢捐給其他需要幫助的人,也有在節慶的時候去賣

熱狗增加社費,他還有一個奇怪的扶輪活動是希望大家能保持在良好的健康身材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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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兩三次左右,第一次是大家上 4D 的課程,讓大家認識,第二次是大家去農場露營,

還有我們自己交換學生也每個禮拜三放學約在城裡見面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我覺得例會的時候還蠻不一樣的,和我參加爸爸的例會有點不同,他們紅香的方式有

每個禮拜的抽獎,一張票五十塊在結束例會前有請人來抽一張,獎品是一瓶紅酒.另一個是

別人會把好笑的事情告訴糾察然後糾察就會在例會的時候說給大家聽然後那個人就要紅箱

五十元台幣,其他人也可以紅箱但大部分都是去挖別人好笑的事,所以大部分這個時候是大

家最期待的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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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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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個月）

d. 日常會話能有相當表達能力須幾個（ 個月）

語言方面,我是之前講是會講,文法句子都還不錯,但就是聽不懂別人在講什麼 第一

他們講的快 第二 那是外國口音有不同的調調跟台灣老師的發音是天壤之別 也就是說一

開始的我是會講但是聽不懂所以就不知道要講什麼之前還常被鬧笑話因為聽話聽錯然後接

話接錯

所以當時的我很害怕,接待家庭都說等個一兩個月就行了,但是一兩個月過去了我還

是不太懂,我是到了六個月左右才真正把口音吸收進去也才真正知道大家在講什麼

e. 適應當地環境、思想方式、風俗、習慣與文化等須幾個月（ 四,五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最困難的我覺得是學校,想以前在台灣的朋友,因為大家很早就認識都同班至少 3年以

上,再加上我們學校小班制,我們那個年級只有 28 個人,一開始很難容入進去,不過到後來

因為語言的改善也漸漸容入進去.還有另一個是他們都覺得亞洲很落後,就是會提一下跟他

們講我們沒有那麼落後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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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很多交換學生當朋友,可能都是因為是交換學生離開家鄉一年,所以很容易和他

們變成朋友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很不錯,一年只有小感冒兩次

39.當地氣候？

當地氣候良好,天氣就像台灣一樣只是比較乾燥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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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好笑的故事,當時我出發的時候有準備兩個行李箱,一個大的全放的是禮品另一

個小的是放衣服.到了澳洲我的穿著也隨著當地的文化而有所不同,所以最棒的方法就是去

那邊買當地的衣服

我是有準備一件旗袍去那邊穿,在澳洲八月底左右有一場迎春舞會 三四月的時候也

有另一場畢業正式舞會,所以可以事先準備或可以選擇當地購買正式禮服的話可以考慮是

否要在台灣購買因為在澳洲當地是以大概台幣一萬元起跳,我個人是蠻幸運轟媽做一件正

式禮服給我所以就為我省下不少錢,不然之前還考慮要不要請家人寄來但又怕不合身

順便一提隱形眼鏡最好在台灣買不然在澳洲真的是很貴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都是由我的接待家庭保管,金錢方面我是有在那邊開當地的戶頭所以就蠻方便的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大概四五十個,不只是徽章連果醬都有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和扶輪社交換學生一起去的環北西澳旅遊我認為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時光,有去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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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一個國家公園,真的是我看過最漂亮的,晚上還看著流星雨露天睡覺,也去一個貝殼灘,

那是一個沙灘沒有沙卻有幾千萬個貝殼,去世界上最棒的地方浮潛…棒極了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什麼都參加,旅行費雖然有點貴但我都沒後悔 (環南西澳,北西澳,雪梨跨年..)

     2.今天的英文能力一定比昨天好

3.不會就學,不懂就問

4.下課後要自己安排時間,不然時間會很多

5.主動幫忙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

生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

於 A4 紙張。

真的很難想像在澳洲的這一年過去了,自從這一年開始時間過的好快好快.在那邊所

做的事,所學的事,收穫真是滿載而歸.一位轟爸對我說過:「你這一年所得的經驗相當於你

在台灣三年」這是真的!

所嘗試到不同的事情像是,我的轟爸教我潛水,原本怕在深水中游泳的我,自從和轟爸在十

五米下潛水,就再也沒有還怕深水了,也很榮幸我拿到國際潛水執照,所以在未來我可以到

世界各國潛水。澳洲的海岸也是出了名,假日當然不能錯過和朋友去海邊衝浪,但我很警惕,

因為我知道任何一秒鐘我都會像在洗衣機裡。也有和我的接待姊姊去騎馬,轟爸也教我釣魚

那裡的學校和台灣非常的不同,我們得要跑教室,而且每天還有二十分鐘的上午茶時間,但

是沒有午休。也許是因為我什麼都想嘗試的關西,這更讓我在澳洲過的很充實。怎麼想也沒

有想到矮小的我竟然參加校隊打橄欖球,現在想想也覺得挺有趣。我對第一天到學校所發生

的事記憶猶新,想者那天全年級的人都圍在我旁邊,叫我在他們的手臂上用中文寫下他們名

子,他們覺得中國字很棒。環西澳旅行很值得,每個交換學生都像是一家人,因為我們知道不

論你從哪裡來,你的膚色如何,或者妳是高或者矮,大家都一樣。

在澳洲的我有四個不同的接待家庭,他們每個都不一樣但相同的是他們都對我都很好。由於

也是因為我有換四個不同的家庭,所以我才能享受到四個不同的家庭生活。像是在第一家庭

中，任何事沒有比看足賽還要重要；第二家庭轟爸教我如何潛水，更在閒暇時間帶我去探

索美麗的海底世界；第三家庭轟爸教我如何釣魚，轟媽教我如何做菜；第四家庭熱愛在週

末騎重型機車的轟爸。在那裡我學習到轟爸轟媽們的哲學及了解到轟爸們對於工作的熱情

而披星戴月。

在澳洲一個人居住在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十一個月,教導了我許多事情,我也無法想像自己在

思考,待人處世方面上成長多少。我覺得我比以前更獨立,也更感激我的家人及朋友。這是

我一生中最特別的一年,而我也會一直好好珍惜這段回憶。如果有機會要我再選擇一次,我

還是會選擇當扶輪社的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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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王柏文 住址
苗栗縣竹南鎮

中正路 173 號
電話

0963137888

派薦地區&社：竹南扶輪社 原就讀學校：新竹高中

接待社：Freeburg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Freeburg, IL,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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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raufnagel Dad:Airforce

Mom:StayHome

Dad:40-50

Mom:40-50

No 18 Sister,

12 Brother

8/21 – 12/6

第２ Bittle Dad:Bodyshop

Mom:Teacher

Dad:34

Mom:42

No 8 brother 12/6 – 7/20

第３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情？

多閱讀一些英文雜誌，盡量多背一些單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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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對 Powerpoint 的熟練度，還有地區文化、氣候、生活習慣等的了解。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再轉機過程中，換航廈，有錯過班機，但問一下在機場的服務人員，他們告訴我怎麼走。

4.誰到機場接你？

接待家庭和 YEO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當時很晚很累，到家後就睡了，他們都很親切。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一大片的玉米田和其他稻作，離城市很近，開車大約 20-30 分鐘，人口有 6000 人。

有關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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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但第二接待家庭是地下室，少了窗戶不是很習慣。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沒有，胖了 5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平常都會，像清空洗碗機，吸塵器吸地板，除草等。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商量事情和 Host mom 和 host dad。聊天的話，大家都會。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茶杯和茶葉，背上的花紋他們覺得很精緻。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不常，不過會找時間打回家。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接待家庭帶我去學校選課。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因……。

Calculors, Band, Guitar, PE, College Chemistry, US Government, US History, English.

PE 和 Band 是我最喜歡的科目，因為 Band 可以認識很多人，還有玩音樂。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Yes.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Chemistry 花了大概兩三個月，歷史和政府快到第一學期結束才能完全了解。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學校校車，8:15 – 15:10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扶輪社支付學校午餐費用。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八月中旬到五月底。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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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有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只有樂團，偶爾會留在學校練習。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Nope.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學校的戶外活動，到歷史博物館。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忘了多久，朋友大多都在 band，所以很快就認識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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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接觸宗教，接待家庭沒去教堂的習慣。學校的話，課程要有一定程度的努力，不要覺得

成績在台灣不算就放棄，這樣進步得慢，而且給扶輪社和學校的印象會不好。在朋友方面，主動

找朋友講話聊天，不然他們很少主動找你說話。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Freeburg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30 人左右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有特定的場所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早上七點到八點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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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次

例會？情形如何？

一個月出席一次。在開會前，會有早點。之後，我們會唱幾首歌和扶輪宣誓，我的 YEO 會彈

吉他。

他們有一個撲滿，大家都會放入一美金，然後分享這禮拜發生什麼開心的事或一些祝福，我

也有說過幾次，很有趣，其中撲滿裡的錢會作為捐款用。

還有一個類是抽彩的遊戲叫 Fifty-Fifty。在開會前，大家會去買張票，獎品是 10 美金左

右或以下。在散會之前，會有人抽出一位幸運兒。我每次參加會議時，大家都會把票給我，然後

也會要我當抽獎者，哈，所以幾乎每次都抽到自己！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75 美金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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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社沒要求，只有再回去之前要演講一次。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台灣的飲食，學校，交通，鄉鎮人口方面。還有些人會問，我覺得台灣和中國的政治問題。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交換學生會議是很好的經驗！我們會舉著國旗進會場，還有和一群不認識的扶輪社社員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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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晚餐，和一些表演和演講。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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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時候會和派遣地區扶輪社，到養老院幫忙。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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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這裡的扶輪社開會比較有趣，給交換學生們的活動也很多。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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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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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氣候很乾燥，在飲食方面，幾乎都是炸的食物。在學校同學們都說很多口語，不過多問問是

什麼意思，久了就會記起來了。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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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生間都是好友，平常都會 Skype 和 Facebook 聊天。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只有感冒過兩次並不嚴重。

39.當地氣候？

冬天很乾燥，很冷。夏天很熱，太陽很大，容易曬黑或曬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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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穿的就可以了，但依當地氣候，看要帶什麼。在這買也可以

b.可以帶雙皮鞋，因為 Homecoming 或 Prom 時會用到，在這租一套西裝要 100 多美金，皮鞋

20 美金左右。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護照 YEO 幫我鎖在銀行，錢放在家裡就可以了。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很多吧！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美國西部所有交換學生的旅行，Grand Canyon,Yosemite,LA, San franciso.

還有接待家庭去的 North Carolina.釣魚，騎馬，泛舟。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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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嘗試新事物，遇到困難時可以找 YEO 或 YEC，和接待家庭要有足夠的互動，在學校作業和

課業要有一定的努力，微笑很重要！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規

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這一年，對我來說很精彩也很重要，認識了許多不同國家的朋友。其中，讓原本不會主動找

話題說話的我，學習如何開口，試著打破安靜的場面，和一群朋友混熟，從完全陌生不認識變成

最要好的朋友。也使我對於學業上、家庭上的態度有所改變，意識到一年不見的家庭，對我來說

有多重要，他們的支持讓我很感動。

在學校裡，看到同學們之間，十五歲起，就已經朝著自己的目標邁進，不管是認真的學生或

著打混的學生，他們都以有自己的人生方向，對於未來要做什麼，想要有當什麼，都已掌握在手

中。而相較之下，我，什麼都還不確定，他們的獨立感，讓我很羨慕。不過，在這一年之間，我

也多少向他們學習，學習獨立，談吐之間的成熟感。

當然，在這裡生活中，也遇到不少挫折和困難。一開始在學校裡，以為他們會主動找我說話

或打招呼，結果發現他們對交換學生一點也不好奇，大概是看過很多了吧！這讓我交朋友很困

難，因為英文起初不是很好，他們說話都好快，用了好多口語，像是 whats up，完全不知怎麼應

對。但這時，接待家庭就幫助我很多。我回家時，都會問他們這句英文什麼意思，他們都會解釋

給我聽。漸漸地，我對英文的熟練度也提升很多，使我有能力在朋友之間聊天，然後交到更多朋

友。在文化上，見面時，擁抱和握手是不可缺的。一開始真的很不習慣，尤其是擁抱，但只要知

道是友好上的表現，往這方面想，慢慢的就能接受了。

美國一年，也到不少地方旅行，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難忘的回憶。像是芝加哥、洛杉

磯、舊金山、德州、大峽谷等。從城市到鄉村，西部到東部，體驗大城市的擁擠，矗立的高樓大

廈，或大自然中美麗的山水景色，真的沒想到會有機會到這麼多的地方。在旅行中也有許多的有

趣的第一次，像是釣魚、打靶、獨木舟、騎馬、ATV 等，都是在台灣沒有經歷過的。

在過不久要回國了，想當然一定會很懷念這裡，想念這裡的朋友和家庭，保持聯絡是一定要

的，有機會的話，一定要再回美國一次！最後，很感謝父母的支持和扶輪社給的機會，沒有你們，

我也不會有這些美好難忘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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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王彥婷 住址
桃園縣大溪鎮向榮街

2巷 12 號
電話

03-3875875

0919884813

派薦地區&社：3500 中壢中興 原就讀學校：辭修高中附屬國中部

接待社：State College Downtown 派遣國及地址：台灣桃園縣大溪鎮向榮街 2巷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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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ger

Dunlap

公務員 37 是 父母

4個女兒

8/17~1/01

第２ Frank

Gatto

已退休 71 是 父母

2女已成人

離家

1/01~6/15

第３ Dan Merdes 大學教授 50~60 否 父母

2女 1男已

成人離家

6/16~7/14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

心情？

我被派到我的第一志願-美國. 我從小就學英文只是一直沒機會說或溝通,所以我很齊大

這次的機會因此在離開之前我有多練習會話方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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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機會與外籍學生有任何互動,但其餘的幫助我蠻大的. 我能聽到他們的經驗,也讓

我知道出國後自己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不管是心理或是人際.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我的第一個寄宿家庭.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很緊張, 很怕他們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我也試著幫他們做我能做的因為他們有 3 個小女

兒,所以自然會比較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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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我的小鎮是一個很美麗又充滿活力的大學城. 有名的賓州大學為我的小鎮帶來很多年輕

的氣息. 人口有一大半都是大學生所以每到暑假鎮裡就會沒人因為大學生都回個自家了, 而

他們大部分都從外地來的.

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我在 3個寄宿家庭都有自己的房間所以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房間不大不小都很乾淨.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我不小心胖 7 公斤因為他們很習慣把速食當正餐. 我到年中的時候就開始很想台灣的食

物了.

9.幫忙做家事嗎？

我都會幫忙做家事, 例如: 洗碗筷,拖地或折衣服. 自己的衣物,房間和廁所都會自己整

理.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我通常都會和我的寄宿爸媽討論與商量因為 3個寄宿家庭都沒有和我年齡靠近的人.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都帶很中國風的小飾品,酒瓶套,桌布條和小盒子給他們. 他們都超喜歡,大概是因為

跟他們的文化很不同.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我一開始太興奮都不會太想家,但到了年中我突然很想家. 我只能跟自己說,過了這關你

的人生就邁前了一大步.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我的第一個寄宿爸爸和學校的顧問一起幫我選課. 學校也讓學生想換就換如果那個課不

適合學生.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英文. 歷史. 生物. 數學. 體育/烹飪. 吉他/幼兒教育. 攝影/做珠寶. 我其實都很喜

歡每一個科目因為同學們都很好,尤其攝影和做珠寶是我最喜歡的科目因為我很感興趣. 我

最討厭的科目就是吉他,因為我那時不同於其他同學,我什麼都不會連基本概念都沒有,而老

師就索性的把我擺在一邊,所以我學的不多.英文和生物就是有挑戰性的課程. 英文課常常要

我們交報告,而生物課則是有很多專有名詞和深難度英文.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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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學校是一個很多元的大學校,他有大約400多種課程和100多種社團所以大家有很多

不同的課是很正常的.學校當然也會有設定說這是適合哪個年級的課,但你可以選有難度的課

程只要你覺得那適合你. 學校也有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課程, 這是專門設定給學生

從國外來的課.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對我來說生物是最難的科目,但到年中的時候我就開始適應也開始進步了. 其他的科目

都不會花我太舊的時間去適應.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搭校車在早上 7:15 去學校,然後 3:16 放學,大約 4點到家.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學校有餐廳,然後餐廳每天有 4種選擇和甜點販賣. 學校的套餐大約是美金 2到 3塊.

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第一節課是 8:10 分開始到第八節 3:16 分結束. 每一節 47 分鐘,下課 6 分鐘. 午餐時間

也算一節課.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我沒有在上除了英文以外的科目,但學校有提供法語,西班牙語,德文,和希臘文課程.我

沒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我只有在我想要換課程的時候找過學校顧問.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我有參加過 2個社團,一周都大約 2個小時. 我也當過 Girl Lacross 隊的經理,我需要參

加他們的每場比賽,大約一周兩場,每場差不多 3個小時.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學校不承認.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我參加過 2 次校外旅行,我也常參加我的教會學青旅遊, 年底我跟交換學生團體去美西

旅行 2周.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因為我的學校很大所以一開始有點不知所措,不知道從哪開始交朋友,但我就盡量跟每個

人說話,介紹自己,所以就算人很多,時間一久就成為好朋友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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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通常都會對不同文化,宗教很有興趣,所以就放心的跟他們介紹你的宗教.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中興中壢

扶輪社會員數：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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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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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

次例會？情形如何？

在台灣我參加過 2 次例會. 我覺得挺好的,每次的主題都不同,都有幫助性.我出國前也

有到社裡報告過一次.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接待國每月會給我 100 元美金.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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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美國做了 3次演講我都用我在出國前做的 power point 做報告,他們都很喜歡也覺得

我做的不錯,彷彿遊歷了台灣一樣. 我回國後還未在台灣的扶輪社報告過.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美國扶輪社都問我在台灣的飲食,流行,學校和文化.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他們的蒞會跟台灣的其實是差不多的.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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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幫我們這地區到學校介紹這青少年交換計畫活動,還蠻多人又興趣的.我也跟社裡到

公園撿垃圾之類的.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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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至少 5 次的青少年交換生聚會.交換學生的會議每一次都會研究討論各自的生活,然

後準備各次的主題,像是跟下一屆交換學生報告或才藝表演,跟交換學生在一起很好玩!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的扶輪社比較熱中於戶外活動和履行之類的,而且顯然的台灣的社比較年輕也多人.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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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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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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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雖然感到困難,可是一直告訴自己要堅強要撐下去,過了這關我就成功了.我也常常跟老

師和其他交換學生討論,總會得到一些安慰感.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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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這區的交換學生感情都超好,是互相的依靠,而當地同年齡的人大部分都在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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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我的過敏到了美國全都好了,但到了春天有點花粉症,我大概也只有小生病個 2次.

39.當地氣候？

乾燥和冷,他們大概只有 2或 3個月的夏天,下雪卻下了 5個月.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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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帶太多的冬天服裝因為我當時不太確定那邊的氣候會到多冷.

b. 一個保暖的雪衣和雪褲.雪褲是只有你要滑雪的時候才需要因為他們都會有暖氣,雪

衣是擬在下雪天至少要有的因為出門都會用到.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我在第一個寄宿家庭時是自己想一個固定的位置保管好而第二個轟家是跟他們的放在一

起比較不會弄丟.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台灣地區發的那一袋都交換掉了,我也差不多拿了 100 多個回來.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我有到過紐約市,匹茲堡,華盛頓和美西. 美西是最值得去的,我跟美東的交換學生團體

一起去到美西的 6個點,有 85 個學生.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1. 要勇於介紹自己.

2. 不要壓抑著自己或太過客氣,跟寄宿家庭有問題就直說,唯有這樣能幫助自己.

3. 參加各種不同的活動增加經驗學習.

4. 把自己推出去跟別人互動.

5. 知到過了所有難關之後,你就會變的更有自信,成熟和外向,所以一切都是直得的.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

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我的收穫是讓人一看見我就知道我變了,當然除了變到黑烏烏,size 又大一碼之外,我變

的更活潑外向,也多了很多自信.對我的未來更是幫助無限大!在國外我都能克服這麼多的問

題和障礙,在自己國家還有什麼難的?! 我會跟他們說台灣與美國的不同點,我也會給他們看

我的 power point,其實看我自己就能看出很多跟他們不一樣的地方了.

我還記得我第一天到我轟爸就帶我去一家餐廳吃“這麼＂大的三明治有把我嚇到.我第

一個轟家是個很年輕的家庭,轟爸媽都 30 出頭而已,兩個人都有工作,還有 4個小孩,其中一個

已經跟我一樣大了,那他們當然就很忙,不太常帶我出去,所以不覺中就感覺自己有點被忽略,

但這所有的感覺都在我要離開之前被打破,隔了 6個月沒見,但這次一見面就一直談笑,很多話

能聊,一點尷尬都沒有,讓我更了解自己的改變,我之前真的太害羞了,什麼事都沒辦法做的自

在,而這次卻讓我覺得我現在也能跟他們相處的很好,更融洽.我之前也在他們家發生了一點

小意外,有一天我剛被我們的地區主委罵我的牛仔褲太低,他甚至還說如果我下次在穿這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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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把我送回家,我那時太錯愕就一直哭,那也是我第一次哭,我想因為這樣而導致我太累,晚

上我回到轟家後,我到廁所打開水龍頭,想說要泡一件沾到醬汁的衣服,突然有人 call 我,所以

我就接起來開始講話,結果我就整個忘了水龍頭還開著直到我聽到水滴的聲音,那時已太慢

了,水都淹到一部份的地板上還有一些滲到下面一樓去了,但是他們人真的很好,他們並沒有

因為這樣而生氣,反而還跟我說沒關係,我自責了超長一段時間,而修理費也當然很可觀,還好

有保險,我和我轟家的保險各賠一半,所幸我不用賠任何錢,所以,保險真的很重要.我第二個

轟家對我很好,大概因為他們的孩子都成人了,所以他們花比較多時間在我身上,但另一方面

他們也很嚴,會逼我讀書,所以我最爛的生物也從 C跳到 A,那要感謝他們.我真的很喜歡我轟

媽,她是一個很蹦蹦跳跳有活力的女士,她從來沒停下來過.然而她跟我轟爸的個性卻是天壤

之別.我轟爸比較嚴肅,他說的笑話又讓我感覺是在調侃我,和他適應相處真的是我很大的一

個課題.有一次,他打破了一個玻璃盤然後沒清理乾淨也沒告訴我,而我又很習慣赤腳在家,所

以就被刺到了,看醫生還要花個壹百多塊美金,結果他卻說是因為我自己不穿鞋而導致的,一

點歉意都沒有.我的第三個轟家是真的很好,我只跟他們相處個幾天而已因為我本來只會有兩

個轟家,但是我第二個轟家要去旅行所以我只好換了.扶輪社青少年交換最有保障的就是好的

寄宿家庭了,就算有問題你也還有顧問能討論.光是 3個轟家就讓我成長很多了. 真的

真的很感激有這樣的機會,我願意出來演講,說更多有關我這一年的經驗感想給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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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 暨 3500 多地區青少年交換

姓 名 黎冠葳 住址
苗栗市勝利里新

東街 398 號
電話

037322570

派薦地區&社：苗栗社 原就讀學校：建台高中

接待社：Scottsdale rotary club 派遣國及地址：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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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護士 no No CHRIS

josh

08-11

第２ Maranda 護士 No no summer 11-03

第３ Bell 應刷工 no no janue 03-07

派遣準備期

1.排定派遣國家後，為習慣該國語言，你有作何努力嗎？排到希望以外的國家，你如何改變心

情？

我被派遣到美國所以語言不是很大的問題，然後美國其實也是我期望的所以沒有甚麼差

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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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覺得前面有很多次都沒有神麼用但是最後一次它們分享心得時真ㄉ用處很多。

到達派遣國家後

3.抵達機場前是否遇到困難？

沒有

4.誰到機場接你？

交換學生顧問還有第一接待家庭

5.到第一個接待家庭時的感想。

美國的裝潢好不一樣還有它們講話的方式也不一樣

6.派遣地區的環境與人口。

鳳凰城其實已商業來說不是一個大城市而且只有市中心有高樓大廈，但是以人口來說它

們是美國第 5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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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接待家庭

7.自己有單獨一間房間嗎？有沒有接受上的問題？

有，其實還好

8.飲食有問題嗎？（胖了幾公斤）

剛開始有很多食物會很排斥但是到最後其實還好

5公斤

9.幫忙做家事嗎？

有

10.在接待家庭和誰講話與商量事情？

前 2個 home 家都是媽媽應為都是單親家庭但是第 3個是爸爸

11.帶什麼禮物去，什麼樣的禮物令他們高興？（請具體陳述）

我帶的是中國式的小吊環，然後它們很喜歡可以掛起來得東西

12.會想家嗎，你/妳如何反應，又如何克服？

剛開始其實還好但是到後面還蠻想的，我都是用 skype

提供以後交換學生有關接待家庭方面的建議

有關學校生活

13.選課時找誰商量？

看接待家庭有沒有兄弟姊妹可以跟你聊

14.請將每一門上課科目都記下，並列出喜歡什麼科目？原因……及不喜歡什麼科目？原

因……。

我最喜歡的是數學應為我的好朋友都在那，最不喜歡的說實話是英文應為上課時很多同

學都在那裏鬧害我沒學到很多

15.與當地的學生修習相同的科目嗎？

對

16.多久後才能應付修習的科目？

3個月後我才真正的上軌道

17.通學方式與通學時間。

我第一家庭大多都是自己搭公車或是 home 媽載 第二家庭是搭校車

第三家庭是跟 home 媽一起去

8:15-2:50

18.如何吃午餐（平均花費多少錢）

自己去買 0.40 美金(漢堡+牛奶+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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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課幾時開始，幾時結束？

8點 15 和 2 點 50

20.有語言科目嗎？有教材嗎？是自費還是學校或家庭提供？有被要求去上語言學校嗎？

我只有修英文 有 我是自費 沒有

21.有個人指導嗎？（曾經找過顧問商量嗎）

沒

22.有參加社團嗎（一周幾小時，花費多少）？

有 1 個小時 無

23.國外修習的學分回國後（復學後）學校承認嗎？

沒有

24.有參加旅行嗎（畢業旅行或戶外活動等）？

有 環東岸

25.在校有交到好友嗎，何時成為好友？

有 第二個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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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主動跟人家打招呼，境管你覺得很做作但是如果你不自己去得劃人家會認不得你

有關當地扶輪社

扶輪社名：scottsdale rotary club

扶輪社會員數：206

扶輪社例會舉辦地點：高爾夫球場

扶輪社例會舉辦時間：禮拜一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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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派遣地區總共參加多少

次例會？情形如何？

大概 10 次 一個月一次 其實每次去它們都要介紹我一次應為它們太多人了 所以每次都

感覺是第一次去會很緊張! 我大概就 2次就是開始跟結束，但是我們大部分都是出去玩很少有

例會

28.零用金有多少？和 Guarantee Form 規定相同嗎？

100 美金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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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對台灣的食物很有興趣可以多介紹那個

30.對方台灣，都問哪方面的事，對哪方面感興趣？

食物

3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交換學生會議與地區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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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交換學生一起去過大峽谷，墨西哥，還有環東岸…..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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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經辦很多年了，而且他們對這個活動得學生都很感興趣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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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比較台灣與派遣地區的扶輪社。

台灣的都比較少人還有那邊的每次例會時都是穿西裝打領帶的

有關派遣國家的生活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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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月）

c. 日常會話多少表達出來須幾個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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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月）

36.適應差異，感到困難是什麼，又如何適應與克服？請詳述。

應為我那裏很多墨西哥食物，然後很多都很奇怪吃起來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怪怪感。就

是要試不管如何試試看就知道了

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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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地區有 11個交換學生剛開始就變成好友了但是到最後感覺都已經像是一家人了

38.你的健康情形呢？

一切 ok

39.當地氣候？

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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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部分的衣服都是在那邊買得

西裝和西裝褲

41.護照、機票、金錢等貴重物品要如何保管？

一開始機票和護照我都先交給顧問了!還有金錢就自己保管

42.交換了多少個徽章？

40 幾個

43.有到那裡旅行嗎？特別好玩是那裡，和誰去的。

有墨西哥 紐約… 我想是墨西哥因為是和同地區得交換學生一起去的

44.返國成為 ROTEX 後，給予以後交換學生指導，依自己經驗對他們例舉五項以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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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去跟人家聊天、出國前先熟悉那一國的語言、在那裏很多東西都很不一樣但是不要

怕一定要試、常跟朋友出去、要把學校、扶輪社、接待家庭得順序排好

45.經過一年身為親善大使的交換學生，你的收穫為何？(無論正面或負面)，對你未來的人生

規劃產生何種影響？你如何介紹台灣予國外友人？你難忘的體驗等…請詳述—不得少於 A4

紙張。

我想是正面的!!我在國外找到了我以後回國以後想讀的科系還有我在國外學了很多不同

的文化。剛開始很多人都認為台灣就是泰國甚至是很多人連台灣都沒聽過，所以當這種情況發

生時就要花更多的力氣去跟他們解釋說台灣是一個很特別很有特色的地方之類的，它們很喜歡

聽台灣和大陸的故事還有有些人會認為台灣是大陸的一部分，你也要跟它們講說不是之類的…

我記得當初第一次去大峽谷時，我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然後一下車看到那個景觀說真的一輩子

都忘不了!那真的好漂亮那個峽谷還有那一排一排的山丘!! 但是上面走下去可不是這麼好玩

的事情，我還記得我走了 4個多小時，累都快累死了，然後在下面露營 3天到了第四天我真的

步行走上去了應為我的腳太痛了，然後他們也都下到我腳腫得太大然後它們就叫了一批馬給我

期，但是那個馬竟然帶我回他家，我真的超傻眼的。我還有去墨西哥記得那是 5 月底的事情，

我們去那裏 5天，過者沒水沒電的生活但是那真得很好玩，那是只有 2扶輪社友帶我們 7個交

換學生去的。還記得那個禮拜我們的電視才在播墨西哥軍隊在觀察 Ariaona 大家都說是危險

時期，說不要去但是我們還是去了，可是神麼事情也沒有!! 那個真的也算是一大挑戰。我在

美國說真的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可以說也有很多很多的感覺不適用言語就可以說出口的!! 我很

享受在美國的這段時間謝謝扶輪社給我得機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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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