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學海飛颺暨學海惜珠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受補助學生返國後心得報告書
一､學生資料填寫日期： _2019.02.02_
_107_年度學海飛颺
______年度學海惜珠

中文姓名：麥博宇
彰化師大就讀系所、年級：英語系 108 級
研修國家：英國

研修校名：伯明罕城市大學(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
研修學院：School of Media
研修科系：Media and Communication
研修期間：2018 年 09 月～ 2019 年 02 月
二､緣起
「If you never try, you will never know.」是我一直以來的座右銘，我相信肯走出去就會有
機會，不去嘗試永遠不會有答案。在我高中時，有時候班導會分享女兒去英國念書的事情，
不論是教育體制、生活方式、觀點和趣事都深深吸引著我，加上本身對英國文化就有些憧憬，
每次聽到這些事都感覺自己眼睛在發光，希望有天能親自去探索這個國度，而這個憧憬和夢
想影響著我不知不覺參加很多文化交流性質的活動。從這些經驗中，發現自己很喜歡透過交
流生活經驗和別人交朋友。不同的觀點和聲應，開拓我的視野也激發省思，這些是課本中學
不到的東西，更加確立了想當交換生的夢想。
想去英國交換的原因，除了本身對英國歷史及文化的喜愛，英國的教育在學術方面也有
很高的聲望，想要親自去學習體驗。身為一個英語系的學生，相信在以英語為母語的環境中
學習，對於我的專業絕對是有幫助的。而我希望能申請到伯明罕城市大學進行交換，該校課
程中所注重的「實用」深深吸引著我，而從學校網站也得知該校提供給國際學生許多資源。
再加上我對傳播相關課程有興趣，伯明罕城市大學也有提供相關課程和學院，基於上述的原
因，去伯明罕城市大學交換的夢想在我心中逐漸茁壯也越來越清晰。

三､研修學校簡介
伯明罕城市大學( Birmingham City University，縮寫為 BCU)位於英國伯明罕，也是該城
市第二大的大學。原是 1843 年成立的伯明罕藝術學院，1971 年被認定為技校（polytechnic）
1992 年獲大學地位。學校設有 7 個校區，以就業為導向規劃課程，與業界保持廣泛合作關係，
提供許多實習與企業參訪的機會。該學校最有名的是藝術和珠寶學院，也有很多學生因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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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樂 學 院 (Birmingham Conservatoire) 來 BCU 求 學 我 交 換 期 間 修 習 的 科 系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位於市中心的校區，因為是新校區，設備和建築都很科技化與現代化，我所
修的三門課分別在市中心校區不同的三棟建築，分別是 Curzon Building、Parkside Building 和
Millennium Point。Curzon Building 算是這個校區的主建築，裡面有除了國定假日和假期外 24
小時開放的圖書館，是學生們找資料、寫報告的好去處，圖書館內的借書、還書系統也是全
自動化的，真的很高科技。在 Curzon
Building 我最喜歡 ground floor 的討論空
間，有單人座位、雙人座位、小組討論
桌，空間明亮寬敞，不會有壓迫感，使
人能專心在閱讀討論中，也能享受悠閒
放鬆的氣氛。Parkside Building 主要是設
計、傳播學院學生上課的地方，對傳播
學院學生裡面有設備新穎且專業的攝影
棚、錄影室、廣播室、剪輯室，也著實
讓我大開眼界。
Millennium Point 裡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個科學博物館，時常能看到老師帶著小學生來
參觀。最喜歡 BCU 的地方是每個建築系館內都有很多開放式的討論空間，這種沒有壓迫感的
學習氛圍一直是我所嚮往的。學校一開始也會有 International Week 和 Welcome Week 的活動，
由 Buddy 的帶領下，讓同學們認識彼此，認識校園，在這段期間認識了很多朋友，學著和來
自世界各地的同學們交流，也認識了接下來一起修課的夥伴們。

開放式的討論空間

Welcome Week 小組贏來的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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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課程資訊
No.

修習課程名稱

任課教授

學分數

所屬學季/期

1

Understanding PR

Kelly O’Hanlon

20 credits

2018/ autumn

2

Television Narratives

Dharmesh Rajput

20 credits

2018/ autumn

3

Television Studies

Faye Davies

20 credits

2018/ autumn

這半年我修習的課程以公共關係和電視產業為主。學校平常也有很多相關的演講和工作
坊可以報名。選傳播的課可能是交換生活裡最大的挑戰，也是很珍惜的事，從高中就想念傳
播剛開始只是抱持著試試看的心態填，沒想到最後真的交換到 School of Media，上課方式和
台灣很不同，在老師介紹完主要概念後，會丟下問題讓同學分組討論，上台分享報告。也體
驗到 BCU 所強調的實用性課程，實做課常常有種「哇!」的感覺，沒想過有一天能進到如此
專業的地方，學習這些設備的使用、訪談技
巧、從 0 開始規劃一個節目、找資料做研究
等等。一切都很新鮮，但真的不容易，尤其
在一個語言跟文化都不相同的地方，學習一
個全新的領域，這些上課方式的不同一開始
也讓我很焦慮，壓力很大，覺得跟不上同學
的討論，很擔心自己像個傻子愣在那。挑戰
也是一個接一個來，一開始選課撞課撞得得
一塌糊塗，原本希望能盡量都選 year1 的課，
只是想選的課不是撞課就是沒開，只好鼻子
摸一摸，硬著頭皮上兩門 year2 的課，但真
的很珍惜這個機會，知道自己沒基礎努力盡量事先多做一些功課，學著去享受整個過程，也
很幸運遇到了一些熱心，主動關心我，在課業上幫助我，帶我認識環境的同學。在一次又一
次的討論中，讓我更認識英國文化、媒體產業和英國的媒體產業。實作課程除了老師上課所
教的內容，學到更多的是從組員身上，因為這門是大二的課，基本的技巧大家在大一級基本
上已學過，透過小組 project，學習如何完成一個節目、節目的要素、主題構想、收音、拍攝、
剪輯、團隊合作，不容易但收穫滿滿。

如何拍攝訪問影片及相關技巧的工作坊

和組員一起去市中心找拍攝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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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來到國外，如果課餘時間都待在房間內啟不是太浪費? 廚房就是室友們的交誼廳。喜歡
在廚房和大家一起做菜聊天，從今天發生的事、假日規劃、興趣、以前的生活、科系、對英
國的感覺、英式美式英語差異、自己的國家，到一些比較敏感的話題都有。在廚房裡也能看
出每個國家的飲食差異，像我的室友們來自德國、美國、韓國、印度、中國，大家都會做 omelette
但大叫做出來的和所加的事才會有很大的不同，很有趣，從飲食中看到文化差異，在廚房裡
也會由各國美食交流，雖然我的廚藝普通，但身為對自己的國家美食自豪的台灣人，我也使
這做炒麵、水餃、珍珠奶茶給室友們吃，看到室友們滿足或驚艷的表情真的很開心。有空是
室友們也會約出去一起吃飯，像我們台灣流行的「寢聚」
，室友舊相識我在伯明罕的家人。西
方人喜歡在寢室裡辦 flat party 聯絡感情，一開始會擔心一半都是不認識的人怎麼辦，但告訴
自己勇敢一點去體驗他們的文化，勇敢踏出舒適圈吧。大家聚在一起聊天玩桌遊，也因為這
樣認識了很多人，有更多文化交流的機會。

幫室友過生日

寢聚

假日時我喜歡約朋友或自己出去走走，在一次一次的旅行中，也覺得自己更獨立了，旅
行不是永遠多很浪漫，有時候會有出其不意的驚喜或驚嚇，這時候就考驗我們的問題解決能
力了，喜歡英國的小鎮，漫步其中，突然理解為什麼英國會有那麼多文人作家了。因為地利
之便，除了在英國冒險外也在聖誕假期去歐洲其他國家，體驗不同的文化很風情，也在旅行
中認識了新朋友。喜歡靜靜的感受，也喜歡很朋友分享，每次和朋友出門都是一種文化交流，
旅行方式，看事情的觀點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包包裡都有各式各樣充飢的食物。旅行
就是這樣，張開眼看，打開耳聽，打開心去闖，在不知不覺中長知識、拓展視野。

去瑞士找在 Lucerne 念書的高中同學

Manchester 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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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國際觀



文化交流



拓展視野



語言能力



時間管理



走出舒適圈



獨立自理能力



問題解決能力



專業知識提升



對英國教學方式與學習環境的認識了解

和 BCU 台灣會的朋友們一起過萬
聖節，在英國遇到台灣人除了特
別親切熟悉，互相幫忙外，也能
聽到大家的故事，得到不只生活
上還有生涯上很好的意見

七､感想與建議
「If you never try, you will never know.」這半年我也一直用這句話提醒自己，沒試過不要
輕言放棄，否定自己，沒踏出去，永遠不會知道這世界多大。很感謝彰師大和教育部的獎學
金，讓我有機會出國增長見聞，在自己夢想的國度裡學習與生活那麼長一段時間。在交換期
間選傳播的課程，除了興趣外，也希望能藉著這個機會接觸與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培養多
元能力，跨領域學習，因為會接觸的挑戰更多，也能從中學習到更多。藉由這次交換的課程，
體驗了國外的上課方式，剛開始有很大的挫折和衝擊，後來反而愛上了這種方式，上課是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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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知識交流，不只是單方面的傳播，透過討論更加了解所學內容外，印象也會更深刻。也
發現這裡學生對實務經驗與實習經驗的重視，這是我所缺少的。在探索傳播領域中，發現自
己對公共關係與新媒體特別感興趣，希望回台灣能繼續接觸這些領域。
除了課程外，友誼是我這半年最珍貴的寶藏與收穫，既然都出來了，就放下懦弱，不要
怕英文不夠流利，勇敢開口和大家做朋友吧!每次交流或聊天可能都會是個眼界大開和口說練
習的機會呢!
可能因為是第二屆和 BCU 合作的原因，一些文件跟溝通還有配合上的事物都很生疏，回
國後希望能和將來想去交換的學弟妹經驗傳承，也建議交換前能對該國家的文化有一些了解，
能更快適應環境，生活更快上軌道。
也謝謝爸媽的支持，自己的勇敢，給自己那麼難忘且精彩的交換生活。喜歡看見不同的
生活、不同的視野，不同的可能。每次出門除了拓展視野，感受到自己的改變外，也看到自
己的不足，促使自己更成長，也相信這半年的經驗、體驗、感悟，會成為未來的養分和動力。
像 BCU School of Media 一直強調的—Do Media DIFFERENTLY，我也會持續提醒自己創造外
來的更多可能。

八､其他（例：出國期間及返國後如何協助推動本校國際交流相關事宜並回饋社會，如宣傳、
接待及導覽、影音電子檔…等）


出國期間，尊重他人的文化，並在相處間介紹台灣的文化給外國朋友認識



返國後，擔任學校的國際友善大使和學伴，促進交流外，有了當交換生的經驗，更能體
會到初來的徬徨，給來本校的交換生更多的協助



返國後，做經驗傳承，給將來想去交換的學弟妹協助與建議



多參與國際志工或國際參與的活動，讓世界更認識台灣

喜歡秋天的英國，大家一起勇敢
追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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