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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 

成果報告書 

 

姓  名 李宇珍 
撰寫

日期 
   107   年  8 月 24 日 

院系所別           國際       學院            國際觀光餐旅          系所       

研修學校 

名稱 

中文：美國聖道大學 

英文：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 

研修學校 

系所名稱 

中文：國際商務管理學系 

英文：International business  

研修期間 自    107   年   8  月  27  日至    107    年   12  月  14  日止 

報
告
書
內
容  (

至
少1

5
0
0

字) 

課程安排、修課/

研究概況與心得 

課程安排:學期開始之前，美國學校會有一個叫 banner Web的系

統，你可以在線上查詢你想修的課，以及開課的時間，日期，教

授等等。同時，美國也會給你一張選課的單子，你必須將你所選

的課程填上去，然後交給系上簽名，回傳表格給美國。如果你還

要抵學分，別忘了同時也要填寫義守的抵免學分表格交給系上。

我覺得聖道大學最棒的就是選課沒有限制的領域，因此你可以選

擇你有興趣的課程修，像是 fun class有芭蕾，社會舞蹈，攝影

或拳擊課等等。這些都是在台灣幾乎見不到的課程，我覺得可以

好好利用這個機會去體驗一下。另外，有些學術性的課可能會要

求你必須修過固定的課才能選，在 banner Web 系統選課的時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修課:在修課方面，和台灣最不一樣的就是美國的課是拆成兩天

上的，大部分為星期一三，二四為一堂，每堂課時間都是 1小時

15分。這邊的課都是小班制，人數大約都 10-20 個，上課的時候

老師很注重發言，也很常有分組活動，所以必須要常常發言，小

班制的好處很多，你可以很快的認識班上的同學，但在這邊你必

須要多多主動開口與別人說話，才比較容易交到朋友。在課業方

面，我認為比台灣重，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會把三堂課拆成

兩天上，因此也會有比較多功課要交，但是短時間內你會發現真

的有學到東西。剛開學期間會有加退選，因此可以第一週先去聽

課，看自己適不適合再做調整，這邊推薦大家可以在網路上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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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 your professor，裡面你可以看到學生給老師的一些評

價，會讓你更快知道這個老師好不好，另外在這邊建議大家修課

可以從他們的 1-2年級入手，因為一開始來可能會不習慣，再加

上這邊的課比較活，如果修太多高年級的課可能會覺得課業壓力

會有些重。 

師資、校園特色、

設備等資訊 

師資:這邊的師資我覺得很不錯，老師上課都很認真，課堂上，

常常會有分組活動，會有一些小遊戲可以贏得加分的機會，也因

為是小班制，因此很快就能認識班上同學。我覺得這裡和台灣最

不一樣的就是這裡不會大部分都注重在於書本，反而會有很多的

實際經驗，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學習方式。 

 

校園特色、設備: 聖道大學是一間天主學校，這邊的校園不大，

所以很快就能熟悉。學校的 Student Engagement Center 那邊常

常會有一些活動，像是有 t-shirt可以拿,拍照，食物的活動等

等，這些活動都是免費的，我覺得去吃飯的時候可以多去逛逛。

學校也有很多設施可以使用，像是游泳池，健身房都是免費的。

學校常常也會有美式足球的比賽，有時間一定要好好去看看。 

在學習方面，我覺得也有很多資源可以幫助，不只是圖書館，學

校 SEC有一個叫 writing center地方，假如功課有不懂的地

方，可以去預約時間，到那邊會有人可以幫助你。 

課外活動安排及與

當地學生或居民接

觸的經驗 

課外活動安排:美國這邊很重視運動，可以好好利用課外時間去

多參加一些練習等等，或是有各式各樣的社團，可以選自己有興

趣的參加，通常在這些課外活動都可以認識很多朋友，因此沒事

可以多多利用機會去參加。除此之外，假日也可以到 riverwalk, 

pearl market，San Antonio Art of Museum,這些都在市區附

近，離學校也不遠，有空可以多去走走。 

在學校可以多多跟當地人搭訕，聊天。當地人有些都很友善，像

是有一次只是一起搭個電梯，我們就互相聊起天來，就成為了朋

友。所以不要害怕說英文，一開始不習慣但到後面會進步得非常

快，也會流利很多。同時，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飲食方面，如果學校吃膩的話，附近也有很多吃的，像是 Brew’

s Lee(台灣人開的珍奶店)，還有這邊有韓國人開的韓國料理。

學校旁邊就有超市(Central Market)，所以買東西蠻方便的，如

果要便宜一點的可以到 Walmart，這邊真的很好買~~  

  購物方面，我很推薦 San Marco，是一間 outlet，這裡真的超

好買，但是光搭 uber大概就要 45分鐘，我建議可以找一些朋友

一起去逛順便平分車錢。在 uber方面，可以下載 lyft比較看看

價錢，通常 lyft會比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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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衝擊及飲

食習慣的差異 

文化衝擊:美國很流行 small talk，他們見到人通常都會和你問候，例

如 how are you、What's up，見到不認識的人也都會面帶微笑。有時在

路上就會莫名地認識朋友，像是我有一次在搭電梯，就和他們聊了起

來，一聊半小時就過去了。在這邊鼓勵大家可以多多和班上同學有互

動，多多與他們聊天，畢竟好不容易到美國念書，好好把握和外國人交

朋友的機會。 

 

飲食習慣: 學餐方面有蠻多選擇的，像是 Red (義式料理)，cafeteria,

裡面有很多食物，像是沙拉，炒麵，炒飯，雞肉，pizza 等等。簡單來

說就是 buffet的概念，在來之前大家都會買 meal plan，我個人建議買

最便宜的就夠花了,另外還會有 dining dollar，你可以利用這些錢去買

杯咖啡或到 AD building一樓買些零食，牛奶，或旁邊的 chick Fil 

A。 

飲食方面，如果你是一個偏重中式料理的人，那你可能會有很多食物會

不喜歡，因為目前學校中式料理並不多，食物口味偏鹹，但如果你是一

個蠻喜歡西式的人，我就得飲食方面應該不是甚麼問題，有的話應該是

久了吃膩了哈，cafeteria的菜單大概是兩到三週輪一次。其實如果吃

膩了可以到附近超市買一些食材自己煮，聖安東尼奧有亞洲超市，懷念

台灣的食物可以在線上買一些亞洲餅乾(亞米網、99 ranch)。 

出國行前準

備； 

醫療、保險、

帳戶辦理 

必帶:提醒大家去美國之前可以到診所開一些藥，因為美國醫藥費真的很

貴!還有隱形眼鏡、自己習慣的保養品，女生化妝品不用帶太多，這邊很

好買~ 

 

帳戶辦理:在這邊大家幾乎都是用刷卡，幾乎沒有人會帶大量現金在身

上，因為也很危險，建議大家可以在這邊開戶，辦一張 debit card會方

便很多，目前離學校最方便的是 chase銀行。平常的話可以留個 20-30

美金搭公車。 

對於未來前往

就讀學生之建

議 

去美國之前好好做好準備，像是練英文，以及心理建設，你的初衷是甚

麼。到那邊了就不要害怕，也許會有很多挑戰，但那是因為你在進步、

在學習。建議大家不要待在舒適圈或自己一個人獨來獨往，多和大家交

朋友。在學習方面，可能會覺得課業會比較重，如果有不懂的都可以找

老師，同學幫忙。兼顧課業的同時，別忘了多多參加學校活動，我覺得

可以找一項自己喜歡的運動，然後加入他們。假日也多多和朋友出去

走，美國有很多地方都很漂亮，值得一探究竟。 

對於學校單位

之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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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旅遊或 

生活照片 

 

 加州迪士尼樂園            Fall Break去黃石國家公園 

 

 

 Halloween Party            加州環球影城 

 

 

 

 

 

 

 

 

 

 

 羚羊峽谷                      感恩節去拉斯維加斯 

 

 

 參加朋友生日派對              學校的美式足球比賽 

 



附件 3                                                                               107 年度 

5-6 

 

 一起去參加啤酒節            墨西哥的朋友邀請我們去宿舍吃飯 

 

 

 

 認識其中一個很友善的當地朋友     很有聖誕節氣氛的沃斯堡 

 

 

 

 

 

 

 

 

 

 

 

 NBA 馬刺 VS火箭                    休士頓 N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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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W校園                    聖誕節限定的 Santa Ranch park 

說明：1. 請於返國後 30 天內填妥本表，將紙本及電子檔交至國際事務處 wuvicky01@isu.edu.tw。 

2. 選送生心得報告經教育部評選為佳作者，將邀請至年度成果發表暨經驗分享座談會中表揚，並發給

獎金以資鼓勵。 

3. 返國後，連同國外研修大學之成績單正、影本、護照正、影本，入出境日期戳記影本、學分抵免申

請表、本校「返校手續單」，向甲方辦理報到及返校手續。 

      4. 返國後未於 30 天內依前項規定辦理返國報到者，甲方得依「行政契約書」第 12 條規定，通知乙

方 

         追償獎助金。 

      5. 如本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影印或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