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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年級：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 A 班 

學生姓名：孫伯安 

學生學號：H14563163 

研修國家：菲律賓  

研修學校：Trinity University of Asia 

交流期間：2019.08.11-08.25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至少 1500 字及 6 張圖片(含說明)，12 號

字： 

1.緣起/準備 

還記得上次出國是國小五年級，如今相隔十年，當然心情感受也特別不一樣，需要的行

前準備也特別多，包括兵役的辦理、簽證、還有護照也得重新辦理等等，有些複雜，不

過也很謝謝國際處幫我們處理很多流程上的問題，省下了不少時間，也謝謝長榮大學能

給我們這個機會到國外認識不同的文化、練習英文的溝通。雖然菲律賓當地是講他加祿

語(Tagalog)，不過基本上在路上遇到的人，只要有受過高等教育的都會講英文，在當

地對英文的聽說能力也可以增加得非常快，因此在近年來也是許多留學生學習語言的好

選擇之一。長榮大學也非常貼心，在我們出發的一個月前，也準備了為期一週的免費英

文密集訓練課程，包括了口說與寫作，也聘請外師來為我們練習對話，就怕我們到當地

無法順利進行課程，課程非常有效，只要敢開口即可! 

 

(圖 1，準備前往菲律賓)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這次我們是到長榮大學位於菲律賓馬尼拉奎松市的姊妹校-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 Of Asia)去體驗為期 15天的短期交換計畫，三一大學以醫學及藥學最為有

名，校內還有教堂提供師生一個心靈慰藉的地方，當地學生也非常熱情，見到我們還會

用中文和我們說:「你好!」，整體環境、人文都非常棒! 

我們的所有課程是由一位名為 Malou的老師所指導，她不會說中文也聽不懂，當然，就

是強迫我們聽說讀寫都使用英文。課程是有點類似主題的方式進行，例如今天練習聽

力，老師會放某些歌曲讓我們聽，練習填克漏字；隔天可能練習對話，老師就會以詢問

日常生活的方式來使我們學會聽與說。而我領悟到最深刻的一點，就是不要害怕英文會

講錯文法就不敢開口，就算是一個單字一個單字拼湊出來的句子，外籍人士也聽得懂，

最主要是”敢開口”，台灣就是太注重文法的使用，學生因此死背句型應付考試，但卻

連最日常生活中的溝通都不敢講，這是一個不對的觀念，應該鼓勵學生勇敢開口，不用



擔心講錯才對，就連外國人說的文法都不會完全正確了。而我單字量不是說很夠，但我

天生臉皮厚，敢開口跟他們對話，不知道的單字就用以描述的方式來告訴他們，自然而

然對方也會知道我在表達甚麼。但是在菲律賓，遇到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雖然他們講

的是英文，但是對外國人來說，口音實在太重，因為在幾百年前菲律賓受西班牙統治，

所以他們說的英文會有點夾雜西班牙口音，有時候還會有打舌音，就連 Malou老師的英

文已經相對標準了，我們時常還是需要她寫在黑板上才知道她在表達的事，不過換個角

度想，如果口音很重還是聽得懂他們想說的，那代表我們的英文聽力真的進步很多!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記得有一天，老師帶我們去參觀西班牙統治時期的教堂及建築，是位於馬尼拉大都會區

的聖奧古斯丁教堂(San Agustin Church)。前往教堂的路上，還經過了一間全亞洲最古

老的大學-聖多默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創立於西元 1611年，校園學生

人數也是全球最多的大學，許多英雄、聖人、殉道者、總統等都是畢業於此，令我印象

非常深刻!過了將近一小時後，終於到達聖奧古斯丁教堂(圖 2)，真的非常壯觀，彷彿來

到歐洲，是個完全不同於亞洲其他建築的歐式教堂，當然也非常古老，成立於西元 1571

年。聽說在當地，若夠富有，還可以申請在這舉辦婚禮，不過要提前一年申請，因為實

在太搶手，許多新婚夫妻都想在此舉辦難忘的世紀婚禮。參觀完教堂後，再由當地資深

導遊駕駛馬車(圖 3)，帶我們參觀附近西式建築，真的非常驚豔! 

 

    
(圖 2)                                  (圖 3) 

 

4.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 

學校整體環境都算還不錯，而且也非常安全，在菲律賓當地不管甚麼店家，基本上都至

少站一位配槍警衛維護治安，而三一大學校園內大約站了 15-20位配槍警衛，在安全方

面是非常有把關的。 

在交通方面，真的是有待加強，交通非常壅塞，空氣汙染也很嚴重，有種名為

Jeepney(圖 4)的當地特有交通工具，是二戰後美軍遺留下來的，雖然挺新奇的且非常便

宜(9 PHP/次)，但排放大量廢氣，而且每個司機都開很快，再加上基本上只有大路口有



紅綠燈和斑馬線，因此過馬路必須格外小心。 

 

(圖 4，Jeepney，圖片取自網路維基百科) 

 

5.費用篇 

高雄小港到菲律賓馬尼拉來回機票 NT6900 

自行申辦電子簽證 NT1100 

旅遊平安險 NT2500 

兩周所有生活費 NT5500 

長榮大學補助 PHP8600 

 

6.感想與建議 

菲律賓的貧富差距非常大，有繁華程度相當於台北信義區的馬卡蒂市(圖 5)，也有抱著小孩

在路邊乞討得街友，也讓我更珍惜現在的生活環境。 

我想給的建議是，希望未來帶領新的一批長榮大學學生到三一大學，可以增加更多與當地學

生一同上課的機會，因為大部分都是 Malou老師獨自教我們五位學生，比較沒有機會與他們

接觸，交流不同文化。 

這趟旅程整體上都很棒，而且在最後一天的課程活動中，每位學員都上台用英文報告了自己

這兩周以來的心得，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雖然講得亂七八糟，但心裡是很踏實的，大家在最

後也拍了張大合照(圖 6)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圖 5，菲律賓馬卡蒂市)              (圖 6，當地老師與長榮大學師生大合照) 



 

備註： 

1. 電子檔容量限制：8MB 

2. 請由本人書寫，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 

 

 

 

 

 

 

 

 

 

 

 

 

 

 

 

 

 

 

 

本心得將公開置於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網站。 

我     □同意      □不同意  公開姓名系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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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國家：菲律賓  

研修學校：Trinity University of Asia 

交流期間：2019.08.11-08.25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至少 1500 字及 6 張圖片(含說明)，12號

字： 

1.緣起/準備（可就行前準備、簽證之辦理、接機等準備事項進行陳述）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可就該研修學校特色、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學習成   

  效等事項進行陳述）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可就參加之課餘活動或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 

  流經驗進行分享) 

4.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就研修學校之生活環境、住宿、交通、飲食等事項進行陳述） 

5.費用篇(請就生活支出或研習期間必要支出等費用進行陳述） 

6.感想與建議 

 

備註： 

1. 電子檔容量限制：8MB 

2. 請由本人書寫，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 

 

 

 

 

 

 

 

 

 

 

 

 

 

 

 

 

 

 

 

 

 

 

緣起/準備 

 

本心得將公開置於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網站。 

我     □同意      □不同意  公開姓名系級 



原本今年暑假已經放棄了能出國的機會,因為是升大二的暑假,雖說在進入大學前就有出國擴展

視野的想法,但是卻沒想過要存錢,導致錯過了很多暑假的遊學團。因此在看到這個計畫的時候

心中實在是又驚又喜,因為能用最少的錢出國兩個星期,但同時在心理卻也有些許遺憾不是去心

目中最想去的國家。不過終究是一次能出國的好機會,暑假也不會因此白白浪費。所以就抱著

些許的新奇決定了這趟菲律賓小冒險。而出國前有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辦的,像是簽證、兵

役單、保險之類的….不像以前高中時的教育旅行團,學校都會幫你安排得好好的。因而更加感

受到自己已不是去年那個還懵懂無知剛踏入大學的高中生,使心中有了正逐步獨立的成就感。 

 

 

 

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到達馬尼拉的機場後,就感受到了與台灣截然不同的氣氛。由於我們到達的日子是他們的節日,

於是便在機場感受到,空曠的空間與工作人員在閒暇時談話的歡欣雀躍的表情。就是在這樣的

氣氛下我們菲律賓大學的老師前來迎接我們。起初見到來迎接的老師時,就有種熟悉的感覺,他

像極了我在高中時的國文老師,身材有點發福卻意外地有親切感,就像我們不是第一次見面一

般,唯一讓我感到有陌生感的大概就是他不是說中文,而是一句一句非常標準的美式英文。在帶

長榮的師長們先去旅館休息後,我們來到了自己未來兩個星期會在這生活的校內宿舍休息。我

們住的宿舍是一棟非常具有休閒氣息的一棟宿舍,會感覺自己是來到了海邊的小屋居住的風格,

而門口則是有米奇與米妮當我們宿舍的駐地警衛,整體來說是一間精緻的小屋。上課的老師與

迎接我們的老師不同,她也是一位好老師,雖說在說英文的時候會有一些些的口音,但是還是可

以清楚地知道她所要表達出的意思,上課的模式也是非常的自由,每天學習著老師拿來的不同講

義,分別訓練口說、寫作與聽力。而每當我們碰到無法理解的英文單字或是英文的腦筋急轉彎

時,老師總是十分耐心地用非常簡潔易懂的英文單子或是情境來為我們進行詳細的解說。這使

我更佳的體會到台灣教育與不同國家教育的區別,在台灣,老師只會叫你死記的東西,在來到菲

律賓的時候卻不是,老師竟是跟你解說緣由。而這也是我最想要的教育方式,只有能像菲律賓的

老師這樣有耐心的解說,便能使學生將這些東西永久記憶。因而現在的我學習了很多在美國道

地的講法。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在菲律賓的人們大致都很親切和熱情,而老師帶我們去和神學院的學生交流的學生亦是如此。

雖然學生說英語時的口音重到有時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但是看著她們雙眼炯炯有神地述說

自己出身於菲律賓的哪一邊和說起他們故鄉的特有文化等等…..就知道他們是多熱切地想和我

們分享和交流不同國家的文化。想當然爾,我們也不甘示弱地用英語向他們介紹台灣的文化與

食物,甚至進行了一場語言交換,菲律賓的學生教我們怎麼說菲律賓語,而我們則教他們如何說

中文。整體的交流場面如火如荼,不僅讓人增廣見聞也使我們能夠非常開心地聊著天。最後他



們帶來菲律賓原住民的傳統服飾,我們體驗試穿當地原住民的傳統服飾後,和他們一起唱起原住

民的歌和跳起原住民的舞蹈,一同享受著快樂的時光。 

 

  

圖 1 用英語表達出自己設計國旗的意思 圖 2 體驗當地原住民的傳統服裝 

圖 3 與當地學生進行文化與語言的交流 



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 

 

菲律賓三一大學的校園其實很小,所以每當上完課後我們都會搭 Grab 在大學所屬的崑頌市裡

逛逛百貨公司之類的地方,順便挑選想要帶回台灣的土產。而房間裡的佈局大致像長榮大學的

四宿布局一樣,止不過床位方面不是上下舖,而是四張床平放在房間的各個角落。晚上睡覺時由

於冷氣太強而學校提供的被子太薄,常常在半夜要起床調整冷風的大小和強度。飲食方面則是

由於吃不慣學校餐廳裡又甜又鹹的餐點,而選擇吃外面的速食餐廳如 jollibee、KFC、Burger 

King 等等。有趣的是,菲律賓的速食餐廳裡都有著飯類和義大利麵,跟台灣的速食餐廳文化完

全不同。由此可見菲律賓人對於飯類和義大利麵可說是異常執著。交通方面除了我們常常搭

乘的 Grab 外,我們還嘗試搭乘了 Tricycle、Jeepney 和 taxi。前兩個交通工具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體驗,因為是台灣不曾有過的交通工具,價格方面也十分實惠,只是有地點上的限制,不比 Grab 來

的自由,而 taxi 則是一次不太好的體會,司機會因為是觀光客而特別收取高額的費用,這是在菲

律賓研修時所要特別小心的地方。另外,在菲律賓的夜晚需要時常需要和街道上的蟑螂和平共

處,並注意腳所踏出的每一步,以免會不小心踩到蟑螂。 

 

 

 

費用篇 

 

在菲律賓的兩個星期裡我覺得花費最多的是飲食方面,雖說學校有給我們補助金使我們不用自

費買晚餐,但是菲律賓的食物雖然便宜,但是卻也很少量,也因此我們常常花費出比學校的補助

金要在多個 100 菲幣左右才能填飽肚子,再來應該是土產和 grab 的費用吧?這些費用雖然都不

高,但是因為買了很多的東西外加跑了許許多多不同的地方,所以累積起來還是蠻可觀的。總

之,因為每個人使用金錢的模式都不盡相同,因此還是因人而異。  

 

 

 

感想與建議 

 

我覺得這次在菲律賓的英文密集課程,使我滿載而歸。不僅是交流還是學習方面都讓我再次體

會到世界是多麼的廣闊,這世界上的每一個人想法和觀念都不同,每個人都有著他所堅持的信

念,也正因為每個人的獨特性,才會使國家跟國家間的文化和語言有所不同,也間接地影響著教

育和生活習慣上的差異。我也很謝謝當時的自己選擇參與這項計畫,給自己一個機會去認識到

不同國家的文化特色以及一個可以讓自己隨時說英文的環境。而在這旅程的點點滴滴已然成

為我繼續往前成長的養分,使自己知道在這條漫長的語言學習之路自己應該以什麼為目標,並試

圖往前努力邁進。 

  



 

 

 

 

 

 

圖 4 聖地牙哥教堂 
圖 5 佇立在校園中的小教堂 

圖 6 知名菲律賓速食餐廳 jollibee 



 

長榮大學2019暑期菲律賓TUA學術英語密集班  

 

 

 

 

 

 

 

 

 

菲律賓TUA短期交流心得 

 

 

 

 

 

 

 

 

 

學系/年級：航運管理學系研究所/一年級 

學生姓名：陳映婷 

學生學號：108M00602 

研修國家：菲律賓  

研修學校：Trinity University of Asia 

交流期間：2019.08.11-08.25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至少 1500字及 6張圖片(含說明)，12號

字： 

1.緣起/準備（可就行前準備、簽證之辦理、接機等準備事項進行陳述） 

在前往菲律賓成為英語密集班的一員之前，透過學校提供的 36小時口說班及寫作

班，期許能夠在短時間內提升英語能力，也謝謝國際處宜蓁姐的協助，聯繫旅行社訂機

票、辦理簽證等事項，在出國前為我們整理重要事項及進行多益前測。出發當日在機場

則是由國際處邱組長帶領全體師生前往菲律賓三一大學，並負責在菲律賓當地的主要聯

繫人，飛行時間約 1小時 20分，抵達馬尼拉機場後 Trinity的 Caleb老師與我們一同前

往三一大學。 

菲律賓電壓為 220V，目前 3C產品的充電座多數能夠自動變壓，除了吹風機需特別

注意，有些需要插上變壓器再使用。當地也有登革熱疫情所以記得攜帶防蚊液，還有菲

律賓貧富差距大，所以在路邊看到乞討的小孩千萬不要掉以輕心，你的好意可能會讓自

己陷入危險。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可就該研修學校特色、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學習成   

  效等事項進行陳述） 

 菲律賓三一大學位於菲律賓的第二大城市--奎松

市，創立於 1963年，是所充滿濃厚基督教氛圍的學

校，校園腹地不大，端莊的教堂坐落於校園中，右圖為

長榮學生於三一大學的宿舍，體育館時常有籃球賽事可

以觀看，校內也有 24小時的警衛看守。三一大學以醫

藥相關的科系最為出名，我們認識的學生多以這類科系

為主，他們功課壓力很重，畢業後也要考過執照才能就

業。這裡的學生需要穿著制服及黑皮鞋上課，依據不同

院別分為四種制服。 

學校並沒有要求我們選課，而是特別安排Molou老師擔任我們在 Trinity的導

師，授課內容包含基本的閱讀聽力測驗、電影欣賞

等，藉由比較動態的方式讓我們吸收，還讓我們透過

完成學習單與當地學生進行口說訓練。另外有安排一

堂課讓我們體驗與當地學生在同一班級上課，但由於

是寫作課，所以也缺少了一點會話機會。除了靜態的

課程之外，其中一天，Molou老師帶我們外出體驗搭

乘 jeepney再去逛 Eastwood Mall，此外也時常帶當地

點心或料理給我們試吃。Molou老師很用心的教導我

們，即使有聽不懂的詞彙也會耐心地解釋給我們聽。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可就參加之課餘活動或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 

  流經驗進行分享) 

Caleb老師在我們課後之餘，讓我們與 TUA的神學系學生進行交流，他們來自菲律

賓北方地區的族群，教我們唱當地的歌曲舞蹈、介紹節慶，也讓我們體驗穿著傳統服

飾。在活動當中雖然有語言上的隔閡，尤其是有些同學的方言腔調比較重，但大家還是



很盡情地參與其中！ 

當地的 grab司機服務態度都很親切、車內整潔，

在搭車的過程中多半會主動跟我們聊天，他們的英文

也都很標準，所以在 grab上也是個很好練習對話的好

機會。 

4.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就研修學校之生活環境、住

宿、交通、飲食等事項進行陳述） 

Trinity安排給我們的宿舍真的很舒適清幽，附有

冷氣的四人套房，學生餐廳提供的餐點多為飯食加

一道肉食，但口味較重也缺乏蔬菜。有時候我們就

會選擇出校門吃，比方說當地的速食店 Jollibee，當

地的連鎖速食店餐點幾乎都有飯食，表示菲律賓滿

注重米飯為主食。我很喜歡用 kare kare(如右圖)醬汁

來拌飯吃，它是一種花生醬燉加牛肉和蔬菜混著的

醬料，還有很著名的 Adobo料理也很好吃，有點像

台灣的控肉。 

在交通方面有 tricycle、jeepney、texi跟 grab，

tricycle比較適合短程距離，最多可乘載三人，每人大約 10比索，機動性蠻高的。而

jeepney是二戰後原先美軍的裝備車逐漸演進為菲律賓載客的交通工具之一，每人 9比

索，它是有路線的，要下車時拍一下天花板司機就會停車。至於 texi跟 grab的差別是前

者比較貴，容易向觀光客喊價不跳表，後者則是在叫車時即顯示車資，也可以針對人數

多寡選擇不同車型。 

5.費用篇(請就生活支出或研習期間必要支出等費用進行陳述） 

⮚ 來回機票 NT$6,900 

⮚ 旅行社委辦簽證 NT$1,400 

⮚ 旅遊平安保險 NT$1,206 

⮚ 兩周的餐費（餐館、速食店、星巴克等）、交通費、娛樂費、伴手禮  

→13090p 折合台幣約 NT$8,639 （其中長榮大學補助伙食費 8600p） 

6.感想與建議 

起初就有想參加校內的交換生甄選，但是自己的英文能力一直都不是很出色，剛好藉由

這次暑期的短期交流提早體驗交換生活，讓我更明確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是什麼?  

菲律賓離台灣不遠，也都是亞洲國家，所以文化不算差異太大，最懷念的是 Trinity 

University of Asia從教職員、學生、清潔人員到站崗警衛都很熱心，只要我們提出疑問或需求

都會立即的協助我們，讓我們在陌生的外地，也不會感到無助。謝謝 Caleb老師、Molou老

師以及我們在 TUA所認識的同學，謝謝你們讓我們在菲律賓有很棒的回憶！ 

也很感謝一同參與這趟旅程的夥伴們，來自不同科系年級的我們，卻可以一起經歷在外

地的酸甜苦辣，沒有你們，或許這趟旅程也不會充滿這麼多歡笑聲。謝謝你們陪我度過這麼

精彩的暑假！ 

最後，再次謝謝長榮大學「2019暑期菲律賓 TUA學術英語密集班」提供這個難得的機

會，讓我們不但可以增進英語能力還可以了解菲律賓的風俗民情。放下書本走出戶外，接觸

到不同的人事物，甚至改變我對事情的看法，這也是我在菲律賓感受很深的一課！ 

 



 

 

 

 

 

 

 

 

 

 

 

 

 

 

 

 

 

 

 

 

 

 

 

 

 

 

 

備註： 

1. 電子檔容量限制：8MB 

2. 請由本人書寫，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 

 

 

 

 

課堂上發揮創意，設計

屬於自己的國旗。 

TUA的教堂，也是學校
的精神象徵。 

結訓典禮與TUA教職員合影。 戶外教學前往菲律賓的聖
地牙哥堡Fort Santiago。 

本心得將公開置於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網站。 

我     ■同意      □不同意  公開姓名系級 



 

長榮大學 2019 暑期菲律賓 TUA 學術英語密集班  
 

 

 

 

 

 

 

 

 

菲律賓 TUA 短期交流心得 
 

 

 

 

 

 

 

 

 

學系/年級：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 

學生姓名：蔡介勛 

學生學號：W34461066 

研修國家：菲律賓  

研修學校：Trinity University of Asia 

交流期間：2019.08.11-08.25 



緣起/準備 

首先，很感謝學校提供這次出國的機會讓我能來到菲律賓學習英文；在得知自己有

資格可以參加這次的英語密集班後，覺得很開心且也對整趟旅行很期待。 

這次前往菲律賓需要準備的東西其實不多，除了一般的行李(衣服)之外，還要辦理菲律

賓的簽證；因為之前有去過菲律賓所以對於要準備的行李比較不陌生，主要是簽證的手

續稍微複雜，其餘的行李以衣物及學習用筆記本、文具為主。 

我覺得這次的短期交流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利用大學最後一個暑假去東南亞走走看看

然後再配合 TUA 提供的英語課程來加強自己的英文能力；雖然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學習英

文(包括聽力及口說的能力)，但我們也利用課餘時間來了解當地風貌、文化、美食還有

認識 TUA的同學。 

 

(圖 1及圖 2，於小港國際機場) 

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Trinity University of Asia(TUA)位於菲律賓的 Quezon city，是一所整合小學、

高中和大學的教育機構同時也是一所基督教學校，整體而言學校的設施算是完善的，如：

體育館(剛進校門口左手邊，圖 3)、圖書館(當地學生常於此討論課業)、教堂(外觀莊嚴

裡面整齊，圖 4)、游泳池、宿舍等，由以上可知當地學生的課外活動是非常豐富的且不

管平日或是假日體育館總是會有比賽或是舉辦活動；這兩周的課程 TUA 幫我們安排了

Malou老師為長榮的學生單獨上課，整體有點像小組模式而課程時間則是配合 TUA學生的

上課時間。 

(圖 3，體育館) 



(圖 4，教堂) 

授課內容包含了：小組的互動寫作與兩人的說故事畫圖、閱讀文章、聽力測驗(聽音

樂填空)、電影欣賞腦力激盪(英語猜謎)等，雖然相較於戶外活動是比較靜態的方式但課

程安排上是非常有趣的而不是死板板的上課，有一堂課是讓我們訪問當地學生，在過程

中得知 TUA 以醫藥相關的科系聞名，而藉由對話及聊天來加強口說能力，其中一天是戶

外課 Molou老師帶我們外出體驗，搭乘 Jeepney去逛 Eastwood  Shoppingmall順便介紹

菲律賓的當地文化､政治和風俗習慣，最後一天老師還親自煮特色料理給我們吃！ 

(圖 5，與 Molou老師合影)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日常生活 

除了白天德課程以外Caleb老師在我們晚上課餘時間安排了與神學系學生進行交流，

神學系學生與 TUA的其他科系略有不同，不只年紀有很大的差異(18~35歲)且大家來自菲

律賓不同地區與不同族群(南方與北方的習俗也略有不同)，而我們體驗了歌曲與舞蹈也

了解到了節慶的由來也體驗到穿著北方的傳統服飾。  

(圖 6，與神學系同學合影) 



再來是介紹我們的宿舍：首先看到門口是米奇與米妮當我們宿舍的招牌非常的可愛

再來右手邊有警衛全天候駐守，來到菲律賓另一件特別的事就是警衛！校園四處都有警

衛駐紮(且百貨公司每個櫃位、路邊餐廳裡面都至少有一位警衛，這與台灣只有門口有警

衛有很大的差異)，而宿舍外觀整體來說非常有親切感，走進內部則是有家的感覺因為房

間空間很大且廁所也很乾淨； (圖七，房間內部) 

另外，搭乘當地的 grab(操作方式與 UBER一樣)也是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如果遇到熱情

的司機(服務態度很親切)在搭車過程中會主動跟我們聊天也是練習口說的好機會！可能

是時常與外國觀光客聊天所以他們的英文多半都很清晰、標準，或許很多地方搭乘

Jeepney 就能到達但是我們擔心會繞路或是迷路所以大多都是搭乘 grab，不過也有實際

體驗到在 Jeepney後車廂跟當地人一起擠在 3、4坪的小空間也滿有趣的；還有還呢！每

當在夜晚菲律賓的街道上你會發現處處留心皆小強，但是我觀察幾天後發現當地人似乎

都已經習以為常了有些還直接席地而坐完全不在意，所以踏出的每一腳每一步都要小心

有沒有踩到蟑螂。除了平日在 TUA 校園附近活動以外，我們也在假日去了的聖地牙哥堡

(Fort Santiago)、號稱亞洲最大的購物中心 SM Mall of Asia、最後一天搭乘了大巴認

識奎松市，可惜我最後一天腸胃炎幾乎都待在車上，這可能會是我這次活動覺得最可惜

的地方。 

感想與建議 

再一次感謝長榮大學承辦「菲律賓 TUA學術英語密集班」讓我們有機會能夠實地來訪並且了解

菲律賓的風俗民情也增進了英語能力。來到這裡接觸到當地不同的人事物後發現到其實當地人

大部分都很熱情也很友善，所以以後有機會再來旅遊的話我很樂意！ 

我覺得這裡的主食以速食店為主(雖然我沒有嘗試過路邊攤販)不管是國內、外連鎖店在

用餐時間都會爆滿人潮，但是餐點的部分不知道是我胃口太大還是當地人吃得太少？我

每次幾乎都可以吃下兩個餐點；另外，當地的零食、 飲料和泡麵等等也非常值得去嘗試，

畢竟來到國外有些東西台灣是吃不到的！而支出的部分除了來回機票 NT$6,900、簽證

NT$1,100、旅遊平安保險 NT$1,500，我自己兩周大該花了 150鎂(大學補助伙食費 8600

披索)，而回程時買了一些零食和泡麵。 

這次來到菲律賓是一個很棒的體驗也讓收穫滿滿，能夠像這樣邊學習邊旅行真的很棒， 

而且我本身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如果要我自己一個人來這裡自助旅遊還真的不太可能，而

在學習英文上，這兩周進步的速度絕對比在台灣多也增加了信心來和當地人對話、回台

灣也更有動力去加強英文，我想這些都是我此行最大的收穫。 



 

(圖 8，最後一天與 Caleb 老師合影) 

 

 

 

 

 

 

備註： 

1. 電子檔容量限制：8MB 

2. 請由本人書寫，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 

 

 

 

 

 

 

 

 

本心得將公開置於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網站。 

我     □同意      □不同意  公開姓名系級 



 

長榮大學 2019 暑期菲律賓 TUA 學術英語密集班  
 

 

 

 

 

 

 

 

 

菲律賓 TUA 短期交流心得 
 

 

 

 

 

 

 

 

 

學系/年級：翻譯學系 3A 

學生姓名：儲佳瑩 

學生學號：D24563022 

研修國家：菲律賓  

研修學校：Trinity University of Asia 

交流期間：2019.08.11-08.25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至少 1500 字及 6 張圖片(含說明)，12 號

字： 

1. 緣起/準備（可就行前準備、簽證之辦理、接機等準備事項進行陳述） 

    一直以來都有在關注學校有許多國際交換和短期交流的資源，在看到這個活動不僅

可以在全英語的環境學習英語還能夠用最少的花費體驗跨國文化，因此決定參加這個難

得的機會。在出發前，先參加了學校提供 36小時的寫作課程與口說課程，幫助我們快

速熟悉並加強英語能力，並且學校也協助與旅行社訂機票和簽證，搭機當天有 5位學生

以及 8位老師一同前往菲律賓，接著由三一大學的 Caleb老師接機，帶我們到學校。 

準備行李部分，由於聽聞三一大學較注重上課穿著，以及菲律賓登革熱疫情較盛

行，因此大多都攜帶長褲，穿著不會太暴露也以防蚊蟲叮咬。出門在外為以免身體不適

或遇到意外狀況，也有特別預備攜帶一些藥品。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可就該研修學校特色、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學習成   

  效等事項進行陳述） 

三一大學位於 Quezon city，是一所基督教大學，學校設施十分齊全，有圖書館､

體育館､游泳池､宿舍､教堂....等，並且校內到處可見警衛 24小時看守，學生依據科

系會穿著不同的 4種制服，也必須每天身穿制服上學。 

學校特別安排老師 Malou 為我們 5位學生上課，課程時間則是配合三一大學上課為

星期一到星期六，從早上 9點到下午 5點，中間午休時間為 12點到下午 1 點半，十分

密集。透過電影欣賞､腦力激盪､閱讀文章､寫作練習來訓練我們聽讀寫的能力，也讓

我們採訪當地學生，在採訪的過程中藉由問答對話及聊天來訓練口說能力，還有另外安

排一堂融入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老師在上課時不僅會跟我們介紹菲律賓的文化､政治

和風俗習慣，還會帶我們實際走訪城市､體驗菲律賓料理和搭乘當地交通工具 jeepney，

使我受益良多。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可就參加之課餘活動或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 

  流經驗進行分享) 

      課後老師安排我們與神學系學生交流，大家開心地聊天，分享彼此的文化，當地

的學生非常熱情，不僅教導我們當地的歌曲舞蹈，還讓我們穿上傳統服飾與他們一起享

受慶典跳舞的感覺。在交流的過程中，不免會遇到問題，例如:菲律賓人的口音較重，

我時常會聽不懂他們在什麼，或因為文化差異的關係，許多事物對比此來說是從未見過

的，不過這時我們透過肢體語言以及網路搜尋的幫助，跨越了文化與溝通的障礙，使我

學到了難忘的一課。 

      體育館裡經常有學生或老師舉辦籃球比賽，在休閒時間，我們會到體育館看籃球

比賽，也會一同打球交流，並且結交了幾位一同打球的學生為好友，從跟他們聊天中瞭

解到菲律賓人對於籃球非常熱愛，許多人都是籃球迷，難怪在這裡時常可以看到籃球比

賽! 

 



 

 

4. 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就研修學校之生活環境、住宿、交通、飲食等事項進行陳述） 

      我們所住的宿舍是 4人一房，並附有冷氣及 wifi，生活環境十分舒適乾淨，不過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夜晚睡覺時開放冷氣，而學校提供的被子太薄，時常半夜會冷醒。 

學校的學生餐廳有提供多種食物，不過大部分較重鹹及重甜，我們吃不習慣，因此改選

擇校外附近的速食餐廳，例如:McDonald's､KFC､Burger King和 Jollibee，由於發覺

菲律賓的速食餐廳幾乎都有米飯和義大利麵，我們才瞭解到菲律賓以麵飯類為主食。 

      在菲律賓兩週的期間，菲律賓常見的交通工具:Grab､Taxi､Jeepney 和

Tricycle我們都有搭乘過，其中 Tricycle，又稱「嘟嘟車」，他是一種摩托三輪車側

邊外掛了「乘客座」最讓我印象深刻，由於菲律賓的道路凹凸不平，坐在上面時非常搖

晃，十分刺激，每人約 11 比索。而 Jeepney是最初美軍在二戰後將大量流下的 Jeepney

轉賣給當地人，而當地人再進行改造，能夠隨招隨停並且很靈活的安排時間按照一條固

定路線沿路載客，每人為 9比索。再來是 grab，類似 Uber，能夠先知道車資並自己選

擇車型，Taxi的車資最貴，要注意司機會對觀光客隨意抬高喊價。 

 

5. 費用篇(請就生活支出或研習期間必要支出等費用進行陳述） 

 在台灣 

來回機票: NT$6900 

旅行社代辦簽證: NT$1400 

旅遊平安保險: 

 在菲律賓 

總共餐費､交通費､娛樂費:9263(PHP)，大約 NT$5558 

學校補助 8600(PHP)+自己準備 6263(PHP) 

剩餘 5600(PHP) 

 

6. 感想與建議 

       原本對菲律賓不瞭解的我， 經過這次的短期交流活動後，我深入瞭解到了菲律

賓的文化､政治､宗教､交通､飲食特色和風俗習慣，認識了跨國文化，也與許多菲律

賓學生結交為好友，我們互相分享彼此的語言，他們會教我們菲律賓語，而我們則教他

們中文及臺語，十分有趣。而菲律賓不管是在 mall､market或餐廳，公共場所隨處可

見警衛看守，我們也在路邊和著名景點區會經常看到乞討的小孩，但不能因為同情而掉

以輕心，從這些情況可以察覺到菲律賓的治安問題非常值得注意，同時我也非常感謝自

己身在台灣這個安全的國家，十分幸福。 

 

 

 

 



 

 

 

 

 

 

 

          
 

  

 

 

         

 

  

 

 

圖 1 與當地學生文化交流 

 

圖 2 參觀 Nation Hero Monument 

 

圖 3 結業大合照 

 

圖 4 上課情形 

 



        

 

 

備 註： 

1. 電子檔容量限制：8MB 

2. 請由本人書寫，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 

 

 

 

 

 

 

 

 

 

 

 

 

 

 

 

 

 

 

 

本心得將公開置於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網站。 

我      同意      □不同意  公開姓名系級 

圖 5 學校宿舍 

 

圖 6 當地速食餐廳 Jollib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