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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Semester Report 

補助年度: 108 學年度 

推薦學校: 義守大學 (I-Shou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系所: Entertainment Management 

年級: 三 

中文姓名: 林若彤 

研修國家: 墨西哥(Mexico) 

研修學校: CETYS Universi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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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Chinese：林若彤 English：(as shown on passport)LIN JO-TUNG 

Period of study 

of the current 

semester 

(term) 

From    20   y   01  m  20  d to   20    y  06  m  09  d 

緣起 

於學校的 exchange student program 看到了墨西哥 CETYS 大學，對於出國讀書一直

很嚮往的我，抓住了這次機會想去學習西班牙文且體驗與台灣不一樣的教育模式以

及生活方式。因此做足了功課以及準備(考 Toeic,申請 visa,學習西文)就申請了這一

次學海飛颺的計畫。 

研修學校簡介 

技術與高等教育中心（CETYS大學）是一家卓越的私立教育機構，1961年成立於加

利福尼亞下加利福尼亞州，由一群致力於教育的有遠見的企業家主持。 

CETYS主要提供學生: 

Scientific prepar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 build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heritage, literacy and understanding 

 

School Mission: 

Our purpose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with the moral and 

intellectual capacity to participate in a relevant manner in the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improve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出國前準備 

(簽證辦理、訂

機票、宿舍、接

機等) 

Preparations 

before studying 

abroad 

(Visa 

application, 

airplane ticket 

booking, 

applying for 

accommodation 

and airport 

pick-up service) 

早上七點就到了台北墨西哥辦事處去辦理簽證，因為有規定每日只受理 30 位緣

故，因此得早起來排隊並已規定格式來填寫表格。

 

經由比照過後價錢，轉機次數，以及時間。最後我的機票是會先飛往舊金山，留有

三個小時的轉機時間到聖地牙哥，過後再由 CETYS University 的負責司機來接送我

去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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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Ensenada是Mexico相對較鄉下的城市，因此從聖地牙哥開往的路上路並不是

很穩，但是卻能看到相當美的海景以及山丘，我的學校也是位於山丘上方，夜晚時

能俯瞰整個市中心相當漂亮。 

 

藉由學校的幫助，我在 Ensenada 是與一位在 CETYS 工作的教職人員同住，屋內環

境整潔，也都有獨立的衛浴設備，屋主對我和藹可親，時常會關心我的學習狀況以

及安全甚至是會煮飯給我，我們一起享用。這裡還有養兩隻狗，假日時我會帶他們

去散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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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學校 CETY University,雖然地方小,但是應有盡有 

 

修課狀況 

(選課程序、上

課狀況、學習效

果等) 

Courses 

(Procedures of 

course 

selection, 

course content 

and learning 

outcomes) 

在選課的方面跟當初寄來的課表有所更動，我最終的課表之課程涵蓋: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minar，Talent Management, New products and Brand Development, 

Marketing Seminar, 以及 Advance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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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都來自不同國家,有 France, Estonia, Netherland, America, Italy 等等，所以不僅僅

只是學習課堂的知識，在介紹及討論課程中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也能學習他們國家

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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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國外學校環

境、住宿、交

通、飲食等) 

Daily life 

(School 

environment,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diet) 

我選的城市是 Ensenada，這裡是相對較鄉下的地方，交通並不是這麼的發達。所以

基本上去哪裡都是步行或者搭 Uber。白天天氣溫度能到 20 度晚上卻降到只有 5 度，

溫差大道我在這選擇衣服外出都有困難。此外由於 Ensenada 是靠近海邊，因此這

裡也以海景海鮮聞名。墨西哥特有的美食 TACO(墨西哥捲餅)，滿街都看得到，而

且價錢也相當親民，有分豬肉，肌肉，魚，螃蟹等等，以餅皮為基底，再配上切丁

的洋蔥番茄，最後淋上特有醬汁(由酪梨+檸檬+美乃滋組成) 再拿甜椒為配料就完

成這美味大街小巷都有的食物了! 

 

此外，還有跟同學在假日時一起去搭船與海豚同遊以及到鄉鎮走走。在夜晚時去酒

bar 喝酒享受氣氛，這裡很多的家庭派對，我也參予了其中兩場，第一場我們自製

手工做了 TACO 並且跟同學一起玩卡牌遊戲，第二場我們在家聚中看了 Super 

Bowl(美國的橄欖球比賽)，聊聊天，喝喝酒，這裡的夜生活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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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1.請詳述本學

期於國外研習

期間所花的費 

用(書籍費、宿

舍費等) 

2.請概算個人

每個月的生活

費金額 

Expenses: 

1. Please 

specify the 

expenses during 

the overseas 

study (including 

books, 

accommodation 

fees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fees) 

2. Please 

specify the 

average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住宿費: 

房租每個月 295 dollars ( 8850 TWD) 

 

交通:Uber 

去學校來回約(180 TWD) 

去 downtown 來回約(120 TWD) 

 

飲食(以 TWD計算): 

早餐:70 中餐 150 晚餐 150 

娛樂活動: 

每月 2000 TWD 

 

生活用品(衣服等等) 

2000 TWD 

 

每月支出金額: 

8850(房租) + 6000(車費) + 3700(伙食) + 2000(娛樂) + 2000(生活用品) 

=22500 

生活照片 

Photos 

（請務必附上說明）(Please provide descriptions) 

 

(第一天來到 CETYS與國際交換學生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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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上山要花一個小時，但是景色相當優美) 

 

(由於廚房很大，早餐我多半都是自己在家自理) 

 

(這裡很多街頭的小攤販,大多都是賣 TACO,也有玉米,漢堡,熱狗,吐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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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教授講授的方式，每個同學都能積極參予到，我們會在每個課堂結束過後直

接上台報告今天所學的知識，以團體的方式進行，因此不僅能學習到其中的知識且

能習得如何相互合作以及應對事情的能力。這堂課是 political marketing) 

 

(課外之餘，去搭船欣賞海景與海豚同遊) 

 

(熱愛運動的國家也會於假日與同學去 hi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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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Management 的 group project 是需要一組同學約到某個景點，去觀察裡面服

務人員做的工作內容及人數，同是也是提供個很好機會讓同學聚集在一起分析) 

 

(墨西哥生產咖啡豆，因此這裡的咖啡店滿街都是。每天都能換不同的咖啡店品嘗) 

 

(墨西哥有名的亡靈麵包 pan de muerto，是為了慶祝亡靈節 Día de los Muertos 所生

產出來的，對於墨西哥人來說，死亡並不值得恐懼傷心，而是生命的另一個開始。) 

 

(學校的圖書館，在閒暇時間我總是來這裡看看書做做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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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enada的街景，在酒 bar跟同學們聊聊天彼此交流時還能欣賞優美風景) 

 

(課堂遊戲，每個同學在背後貼上一位政治家的名稱，藉由問同學問題(但此問題只

能是是非題)，要猜自己背後是哪位政治名人) 

 

(Mexico是一個很注重節日的國家,他們會慶祝任何一個節日,在情人節這天,我們享

用著學校準備的蛋糕,pizza,點心,飲料,還有禮物等等) 



14 

 

(選了 Human Resource 這門課,我們需要實地去調查當地店家的人力資源管理,所以

到了 Alta baja california 的酒 bar 去訪問店家) 

 

(Ensenada 是一個很浪漫的城市,走在街頭都能遇到會送你玫瑰花的人,還有機會到

海上去體驗釣魚) 

 

(有別於一般坐在課堂裡的板書教學方式,CETYS的教授從改變上課環境開始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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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尋找屬於自己的學習方式以及邏輯思維) 

 

(與教授以及同學們每次完成一個單元就會有一次的團體合照) 

 
(因為 coronavirus outbreak,我們的課程改成遠距教學,因此選擇了先回台灣,但是課堂

仍不兼斷,一樣在台灣修墨西哥的學分) 

 

(隔離期間使用的遠距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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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之具體效

益 

1. 開闊眼界、擴散自己的思維 

2. 交到異國朋友，拓展自己的交際圈學習不同的教育制度 

3. 增加職場上的自我價值 

4. 增進語言能力(西班牙文+英文) 讓語言從學習變成活用 

5. 學會對自己的獨立負責 

6. 享受當地國風的文化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 

7. 寫下人生難忘的回憶 

8. 對未來方向更明確 

感想與建議 

課程相當有趣，同學互動良好，上課秩序多半是以小組互動為主。課堂中不會有同

學想睡覺，玩手機，翹課的問題。每個同學都致力於回答思考，課前會有 reading 

material，在每堂課之前都得先把這些讀完後，到課堂上教授就直接點人抽問內容，

同學都踴躍發表意見。除此之外，這裡提倡”Flapped classroom(翻轉教室)” 也就

是說每個同學都需要有思考的能力以及小組討論後就能直接報告給其他同學聽，甚

至是會討論現今的時事，以此為題來做為關心社會議題及理論學的結合。藉由互相

分享意見及政治論點，從中能學習到的不僅僅是課堂知識外，同時，能學習到社會

議題，如何應用所學知識，刺激思考，甚至是在其中的人際交流模式。 

若未來還有學海飛颺的機會，我想再申請一次，且到不同的國家去體驗他們的生活

文化，去增長自己的知識外，在海外結交的異國朋友也能使我增進語言能力，將學

習變成活用。於未來職場上將這些知識集結起來，成為能應對不同客戶的解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