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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羅拉多的天空  

自行申請赴北科羅拉多大學諮商學院進修自行申請赴北科羅拉多大學諮商學院進修自行申請赴北科羅拉多大學諮商學院進修自行申請赴北科羅拉多大學諮商學院進修 

目的 

在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學習的期間，我驚喜地發現了一塊自己

所愛的領域：兒童與青少年諮商輔導工作。彰師大輔諮所是遊戲治療培育的重

鎮，在校時，我透過相關的課程與研習，學習與兒青進行諮商輔導工作的基本

知能與技術。透過曾赴美留學的師長，以及國外來訪的講師介紹下，讓我非常

嚮往能前往美國，見習他們已發展多年的遊戲治療訓練，並觀摩美國社福體系

對於兒童與青少年心理衛生服務之長處，以持續增進自己對兒童與青少年發展

議題的知能，並在回國後有更多的能力，繼續投入兒童與青少年的諮商輔導工

作。受到指導教授的鼓勵，我最終找到北科羅拉多大學所提供的 Child and 

Adolescent Graduate Certificate Program，正是我所期待的學習環境，也堅定了我

向學海飛颺的決心。 

另一方面，在大學時期的交換學生經驗，是我生命中的一個未竟事務：那

一年的國外生活，帶給了我許多體驗異國文化的寶貴經驗，但當時也因學業壓

力和適應不良，而經歷了不少挫敗、沮喪，甚至是憂鬱。經過這些年來不斷認

識自己、相信自己與挑戰自己，對於我來說，再一次出國，就像是回到當初跌

倒的那個地方，從那裡站起。不管是在學業上，或是在自己的生命歷程上，我

相信自己值得一個機會，向自己證明：這次，我可以的！ 

過程 

（一）研修或實習概況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Child Abuse and Neglect 兒童虐待與忽略兒童虐待與忽略兒童虐待與忽略兒童虐待與忽略 

「兒童虐待與忽略」本課程幾乎是每學期必開設的重要課程。由於第一學

期在選課上遇到許多限制，因此我選擇提早修習開設在丹佛 Arona 校區的這門

課。其最大特色在於參與課程的同學大多都是在職進修者，很多人在諮商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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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教育領域、社會工作、醫療體系、法制單位或社區服務中，都已經具備多

年的工作經驗，也使得整堂課的氣氛非常偏向實務取向。教授授課的架構大致

為： 

1. 諮商人員與創傷兒童工作，需注意代替性創傷 

2. 兒童虐待與疏忽的類型、定義、現況、症狀、影響後果（強調對腦部發展

的影響） 

3. 酒癮、藥物、嬰兒搖晃症候群等虐待對幼兒發展的影響 

4. 相關工作者的通報責任、通報程序及注意事項 

5. 從機構式照顧到寄養照顧──依附的重要性 

6. 兒童的韌力（Resilience）：保護因子與危險因子 

7. 從創傷到復原：創傷的三大復原歷程 

8. 兒童虐待的三級預防 

依此授課架構，教授不時穿插分組討論、影片觀賞以及邀請實務工作者前

來演講（性侵受害者與性侵者的治療，以及兒童虐待案件進入司法程序的流

程），使得整堂課程得以將理論交織融會在實務工作中。同學們融合自身的諮

商信念和實務工作中所見所聞，在課堂中彼此辯論、激盪，更是我感到非常珍

惜的一部分。這門課也相當鼓勵同學對於三級預防及各種介入方案進行思考與

反思。整體而言，我感到在這門課最大的收穫，是透過與來自各助人領域的同

學們相聚一堂，更加瞭解美國在兒童保護的整體架構上，相當重視對家庭的多

樣性服務，這是習慣於只和創傷兒童工作的我們可以多加思考與學習的。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Career Theory, Counseling and Assessment 生涯理論諮商與評量生涯理論諮商與評量生涯理論諮商與評量生涯理論諮商與評量  

  在台灣時曾旁聽過系上類似課程的前兩堂課，可以發現美國與台灣的生涯

諮商課程之架構大致上是相似的。在這堂課中介紹了生涯諮商中的重要理論如

下： 

� 特質與類型理論  

� 工作適應理論  

� Holland 的類型理論 

� Myers-Briggs 的類型理論 

� Super 的生命全期理論 

� Gottfredson 的設限與妥協理論  

� Krumboltz 的社會學習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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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及敘事取向生涯理論 

� Hopson 和 Adams 的生涯轉型模式 

� Roe 的人格發展與關係理論 

� 生涯諮商中的多元文化議題 

� 職場中的女性和歧視問題 

除了講師授課之外，課堂中相當生動的一部分，是講師會邀請同學分組實

際演練各種生涯諮商的技術，讓我們得以透過回顧自己的生涯發展歷程，更深

刻地體會該如何靈活而適切地使用這些技術與案主工作。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

的特色，在於強調生涯諮商與一般議題諮商的不可切割性。在一般諮商中往往

會牽涉到生涯議題，但生涯諮商卻經常被視為一獨立運作的諮商服務分支。在

台灣的諮商員教育中，生涯諮商這門課甚至不屬於必修學分之一。在我上完這

門課之後，對於一般諮商議題與生涯議題的緊密與融合，有了更多的領會與反

省。 

在作業方面，老師也非常注重培養我們結合理論與實務的能力，因此我們

必須實際施測兩種在美國常用的生涯測驗，並依據測驗結果，融入自身的生涯

發展，選定一個生涯理論，撰寫一份符合實務要求水準的生涯測驗報告，這是

另一項我在本堂課程中學得的實用技能。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兒童與青少年心理學兒童與青少年心理學兒童與青少年心理學兒童與青少年心理學  

這門課相似於台灣諮商教育課程中的「發展心理學」，但其特色在於器重

兒童與青少年發展的部分。因此儘管多數主題已經相當熟悉，但對於有志於與

兒童工作的我，能再次詳細的重溫兒童發展的知識，仍相當有幫助。而這門課

程雖然是大學部層級，但可以感受到授課教授企圖將同學對知識的理解，帶到

更深層次。貫穿在整門課程中的，正是兒童發展的先天與後天影響因素架構： 

 

 

 

 

  雖然本堂課在內容與作業等方面的設計上，都較偏向於理論取向，但對我

來說，不時能抽取授課的內容與諮商實務工作連結，尤其相當有助於理解每個

Child genotype Parents’ genotype 

Child environment 

Child phenotype Parents pheno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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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的個別獨特性（氣質等先天因素），與家庭、學校、社區等環境系統（後

天因素）如何交互影響兒童的整理發展。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Play Therapy: Theory and Practicum 遊戲治療遊戲治療遊戲治療遊戲治療、、、、理論與實習理論與實習理論與實習理論與實習 

在美國第二個學期的修課，隸屬我所申請的 Child and Adolescent Graduate 

Certificate Program 之核心課程，「遊戲治療、理論與實習」便是其中的一大重

頭戲。這門課雖然只有三學分，但由於屬於 Practicum，每週實際投入課程的時

間多於六小時，其中包括每週二與週三各三個小時在系上所屬的 Psychological 

Service Clinic 進行遊戲治療個案服務，以及另行安排每週督導時間，與自行安

排重看遊戲治療單元影帶的時間，可說是非常紮實的進階遊戲治療訓練。 

這門課程與在台灣所接受的遊戲治療訓練，最大的差異在於此實習課程與

正式的諮商中心服務做結合，讓我很幸運地能親身體驗美國諮商服務中對於解

釋知後同意、遵守倫理保密、施行心理衡鑑，及規劃處遇計畫等訓練。而透過

這些正規的程序，也讓與家長、學校、社區資源的後續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

礎。 

本課程的另一特色，在於諮商師進行遊戲單元時，有督導以及同儕全程在

單面鏡後觀察，並提供同步的回饋。因此即便是諮商師一個困惑不確定的表

情，或是兒童的特定遊戲模式，都有督導及其他諮商師提供評論和不同觀點。

這樣的督導模式能提供給諮商師更豐富層次的成長，而對於英文非母語的我，

教授及同儕在每次單元中所給予的鼓勵和指點，也是能協助我順利完成完整接

案的最大助力。 

最後要提及在這堂課程中的重要收穫，還包括對於記錄遊戲單元所採用的

Benedict’s 遊戲主題分析系統，我們在 clinic 的單元記錄便是以這個分析系統

來 記 錄 ， 此 系 統 的 優 點 在 於 區 分 Safety Themes 、 Aggressive Themes 、

Attachment & Family Themes 與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mes 等幾大主軸，

並對於每一個次主軸所可能涵蓋的意義提供說明，讓諮商師更有系統地理解兒

童的遊戲行為之意義與和與主訴的關聯。我很期待在回國後能將這個系統引介

給更多的遊戲治療師。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Understanding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Their Systems  

認識兒認識兒認識兒認識兒童童童童、、、、青少年及其系統青少年及其系統青少年及其系統青少年及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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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另一門讓我大呼精彩過癮的課，便是由系主任 Dr. Fred J. Hanna 親自

教授的「認識兒童、青少年及其系統」，Dr. Hanna 具有多年豐富的兒童青少年

心理治療及諮詢經驗，美國諮商師學會（American Counselor Association）便曾

邀請他錄製出版違逆青少年諮商的示範單元。 

雖然 Dr. Hanna 享富盛名，也撰寫過多篇有關兒少諮商技術的文章，但在

這門課的訓練中，「同理心」仍是一再被強調的最紮實基本功：透過個案的眼

睛去看；透過他們的耳朵去聽；並透過他們的心去感受。其次才是運用特別適

用於兒青族群發展階段的特定諮商技術，這多達七十多種的技術，是由 Dr. 

Hanna 及其同事經過多年臨床經驗所發展累積而出的，在一般傳統諮商教科書

中是找不到的。 

豐富的諮商技術介紹固然是本堂課的重心之一，但更精彩與更符合新手諮

商師需求的，在於教授總是能結合自身曾處理的案例，來說明如何運用相關技

術。在課堂中也會不時穿插角色扮演，抑或由教授親自示範技術如何運用，抑

或讓同學彼此演練並進行即時回饋。每一星期的三個小時感覺總是飛快，讓在

講台下的我抄筆記的我手停不下來，大有入寶山豈能空手所回的感覺。 

以下為本堂課所涵蓋的主題： 

� 家庭系統 

� 受虐兒童的諮商 

� 案主抗拒的意義與應對策略 

� 建立關係的策略與技術 

� 憂鬱、自殺與物質成癮之議題 

� 反社會傾向個案的同理心重建 

� 青少年的參與幫派與諮商策略 

� Attention-seeking 兒童的諮商 

� 性別，多元文化與宗教靈性議題 

� 各種兒青諮商的技術 

這門課所帶給我另一個豐富的收穫，在於諮商師對自身議題的檢視與分

析。與兒童青少年工作的一大特色，在於年輕個案的抗阻諮商工作，往往容易

挑起諮商師本身的議題，也就是在這門課中不斷討論的 button pushing。因此教

授要求的一大作業，便是身為準諮商師的我們針對以下幾個層面做自我分析：

最不喜歡的三種個案人格類型、最容易被觸碰的三個情緒按鈕、可能阻礙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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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三種自我需求，以及自己仍存有的三個青少年議題。經由這份作業的撰

寫，讓我對於自己增添了更深的覺察，而因此輔助了另一門課程的實務工作，

改善了我過去在接案時常陷入的挫折感和自我責備。這更讓我深深體會這些自

我認識與覺察，不但是這門課的最大收穫，也是與兒童青少年工作所帶來的最

寶貴禮物。 

（二）參加課外或研究活動概況 

參加美國遊戲治療學會第二十六屆參加美國遊戲治療學會第二十六屆參加美國遊戲治療學會第二十六屆參加美國遊戲治療學會第二十六屆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 

（（（（26th Annual International Play Therapy Conference）））） 

學習進階遊戲治療是我前來美國的一大學習目標，因此在得知美國遊戲治

療學會將於十月份在亞特蘭大舉辦一年一度的國際研討會時，我便下定決心尋

求機會參加此盛會。幸運的是我申請到北科羅拉多大學研究生學會的參與研討

會補助，得以成行，並和台灣系上的博士班學姐在亞特蘭大相聚。在為期一週

（2009/10/6-11）的研討會中，我參與了以下各種主題的工作坊，並有機會與來

自全美各地的遊戲治療師進行討論與分享： 

� Children’s Use of Nonverbal Narratives: How Traumatized Children Help 

Themselves 

� Children with Medical Conditions: How Play Therapy Helps Deal with Loss  

� Unique Applications of CRPT (filial Therapy) 

� Breaking the Silence: Discovering the Child's Voice 

 

  

  

  

  

  

  

  

 

 

 

 

 

全美遊戲治療師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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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遊戲治療與危機處

理》一書作者Dr. Webb

合影 

 

 

與《受虐兒童的遊戲治療》

與《遊戲在家庭治療中的應

用》一書作者Dr. Jil合影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UNC戶外探險社戶外探險社戶外探險社戶外探險社 

Whitewater River 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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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羅拉多的地理景觀及豐富的戶外活動向來頗富盛名，而課外活動更是美

國大學生活中不可會缺的一塊。因此在第一個學期中，我幸運地發現了學校裡

一個結合這兩者的有趣社團：戶外探險社。參與該社團的學生共同規劃定期的

戶外活動，只要繳交費用及分攤車資，即便是無車寸步難行的我，也能藉由和

其他美國學生結伴共行，領略科羅拉多州的多樣之美，包括：Whitewater River

泛舟、Mt. Bierstadt 攻頂、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尋湖、Loveland Sky 

Area 滑雪等等。 

 

 

 

MT. 

BIERSTADT

攻頂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 尋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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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land Sky Area 滑雪 

 

 

 

 

 

 

 

國際學生共慶

Farm Festival 

 

 

  下學期由於系上的專業課程較

為繁重，因此較無暇參與上學期所

參與的UNC戶外探險社活動。但時

值農曆新年期間的重頭戲──UNC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仍

是絕不可缺席的重頭戲。在活動期

間，很榮幸受到當地報紙Gree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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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ne的記者邀請，說明有關華人新年的慶祝活動、年夜飯中的傳統菜餚與其

意義。很高興能透過這樣的機會，讓更多美國朋友對於華人新年的意義及傳統

慶祝活動有更多的認識。 

心得 

在完成碩士班兩年的學習後，我選擇了和多數同學不同的路，領取了學海

飛颺獎助，來到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進修。在人人稱羨的光彩背後，其實自行

申請的過程面臨了不少困難。儘管我提前了許久做準備，努力備齊了種種文

件，托福也幸運拿了好成績──但總有些事情是你無法準備！我要來的這年美

國持續受到經濟低潮影響，教育機構也連帶被迫經費縮編，我要申請的幾個

program 要不就是過不了州政府的認證，要不就是開不出課來。甚至原本北科羅

拉多大學也擔心我修不到課程，建議我「明年再來」。這對我來說當然是很大

的打擊，因為已經投注了長時間的經歷。最後幫助我克服的，是經過和師長們

長談，釐清自己想出國的目標，然後抱持著此路不通，必有他路的心態，計畫

A 受挫，那就準備計畫 B、計畫 C…永遠不放棄給自己這樣一個獨特的機會。 

出國之後，保持彈性也是幫助適應的方法。我一來到美國，就又面臨課程

上的困難。原本 advisor 承諾可以讓我上某堂課，但沒想到下飛機後，對方才知

會我該課已經額滿了。當時對我來說真是非常挫敗，因為那堂課是我非常想上

的，而且我費盡心思才安排提前抵達。不過幸好當時沒有就此放棄，加上接待

我的朋友持續鼓勵與協助，鼓勵我積極聯絡授課的教授，請他讓我能以旁聽的

身分參與課堂，教授也欣然同意。最後我發現這門課並沒有額滿，還有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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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額，於是不斷地打電話給不同的單位，出示我之前聯絡教授同意我可以修

這門課的證明，最後終於順利註冊到這堂課。  

我想不管問哪個留學生，在他們的經驗中一定充滿了大大小小的挫折，不

管是生活上的或是課業上的。找不到打工機會、修不到課、莫名其妙被罰錢、

銀行出包…異鄉生活的一小件事，都可能會帶來失望和失敗的感覺。甚至有人

在過了「美國人真是友善親切」的蜜月期，就會開始感到無法融入的疏離感。

我自己有過當交換學生的經驗，但這次重新回到美國，還是花了相當時間重新

適應。之於我最有幫助的，是問問自己：為何而來？對我來說，容許自己去忍

受挫折帶來的不確定、不安全感，是一種自我接納的訓練。如果在挫敗之中，

我能體驗自己的情緒，然後慢慢轉變成問題解決，甚至在哀怨抱怨之後，又重

新站起來去奮戰爭取，會讓我感覺到我在經驗中成長了。 

這一年來，除了如願地精進了自己在心理諮商學識與實務上的成長，這一

次再出國的機會，更像是對自己這些年來成長的「總體檢」：在困難重重的申

請過程中，我越挫越勇，將退縮的心情轉化為問題解決；在充滿挑戰的異國生

活裡，我更加能接納生命中的意外，以保持彈性、積極主動、連結資源的態

度，對美國生活及文化有更深層次的認識。回顧來時路，我想我是很幸運的，

受到家人、師長與朋友的照顧與鼓勵，讓我可以將這一年點點滴滴所學裝入行

囊，為自己感到驕傲地說：這次，我做到了！ 

建議 

由我的經驗裡，像學海飛颺這樣非學位的申請，大概就是需要 statement

（類似自傳加上讀書計畫）、履歷和推薦信。如果需要詳細的申請流程和時程

等資訊，我當時經常去看 Ptt 上的遊學版，裡面有非常多留學生分享申請程序和

經驗。另外就是請教其他有出國留學經驗的同學。 

現在網路資訊發達，其實不難找到各種的相關資訊，像是推薦信草稿、自

傳和履歷都可觀摩參考別人的範本。或像是托福考試，我當時沒有補習，是上

Ptt 的托福版看其他考生們討論要怎麼準備，有哪些題型，要用什麼樣的準備策

略，還有哪些參考書可以買來練習。 

自行申請的過程的確會耗費很多時間和精力，但我想可以說是為了之後實

際的國外生活做暖身，因為真正到了國外，生活細節聯絡、和人溝通、上台報

告、寫作業等等，都是同樣的歷程：你不一定一下就知道怎麼做，或能流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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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己的想法，而要靠著「到處找資訊／資源」的拼勁來完成任務。所以我

想對於有興趣自行申請國外學校的學弟妹們，比較困難的，應該是去克服某種

心理障礙，不管是語文上的，或是要自主地處理非常多繁瑣的事情。我把它視

為是出國留學幫助人成長的一部分，因為要在異鄉生活，如果能培養主動嘗試

和積極性，肯定對於適應上會很有幫助，這樣的經驗也會讓人對自己的處事能

力更有信心。雖然聽起來像是老生常談，但保持積極主動、樂觀、不放棄，不

斷地定位自己的目標，是我要給有興趣出國的同學最誠懇的建議。 

感謝彰師大教育學院的院長及助理日前提供了一系列的問題，讓我有機會

透過 Q & A 的形式，整理出我的經驗分享與建議如下： 

（一）前置作業 

（1）如何選定該去哪一間學校留學？  

學海飛颺和一般的交換計畫最大的不同，就是學生要自行向學校提出申

請。以我的情況，我想修習和遊戲治療有關的課程，所以上網尋找美國有開設

Play Therapy Certificate 課程的大學，並自行向該校的 graduate school 提出申

請。此外，若選擇與本校有交換計畫合作關係的姊妹校，學生可以透過交換生

的身分前往國外學校（只要通過本校的基本審核，不需自行向國外學校提出申

請），另外再額外申請學海飛颺的獎助。以交換生的身分出國實在是利多，因

為交換生本身就不用付美國學費，又可以得到學海飛颺或惜珠的獎助。  

（2）科系的決定是否有限制一定只能申請國內主修的相同或相關科系？ 

  在申請學海飛颺時要提出「研修計畫書」，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要說明研

修計畫（包含研修目標、研修課程與目前學習相關性、研修成果與未來展

望），因此理想上是要選擇相關的科系。然而若校內的競爭情況不是太激烈，

只要學生可以取得入學許可以及能正式修習學分，通常學校大多抱著鼓勵而非

侷限的態度。 

（3）你大概前後花了多久的時間準備學海飛颺的申請呢？ 

  我開始積極研究學海飛颺的獎學金是碩二開學的時候（2008 年 9 月左

右）。了解到需要自行向國外學校提出申請，我花了滿久的時間上網找學校並

且做後續的聯絡，因為我申請的 certificate program 有點特別，所以期間要不斷

確定申請資格、語文能力要求、是否要考 GRE、需要哪些文件等等。一直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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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大致瞭解語言測驗的要求，就報名托福並做準備，2009 年 2/29 完成托福考

試，接著開始準備 SOP、履歷、推薦信等等的申請資料，大約 3 月底寄出（我

申請的 program deadline 比較晚）。校內研習計劃書大約是五月中送出，甄選面

試是在 6 月 10 號。另外我的申請結果比較曲折，一開始美國學校因故不太願意

給我 admission，是在繼續爭取下，直到 6 月下旬才確定拿到 admission。最後是

在 8 月初就出國（因為有一堂很想修的課提早開課）。  

（4）語言檢定的資格是依學校規定，還是依照欲申請之學校的規定？  

  如果是自行申請，語言檢定就必須依照國外大學的要求。如果是交換生且

申請學海飛颺，那就是按照本校的規定。一般來說，國外大學的要求分數會高

過於本校。而且國外大學現在大多要求新制 ibt TOELF 考試。  

（5）校內甄選時是否有遇到哪些困難？ 

相較於國外生申請的手續，校內甄選的過程其實相對簡單。大致上像中英

文履歷、自傳我都是已經為國外申請準備好了，研修計畫的部分則是把給國外

學校的 statement 拿來改，推薦信就直接用給國外學校的英文推薦信，所以申請

資料上沒有太大困難。而事後確定獲得獎學金之後，我記得和學校簽訂那份行

政契約相當麻煩，因為它裡面要兩個具備相當財力或公務人員的保證人，可是

我們家只有我哥哥，所以後來還麻煩到我大舅舅幫忙。我想因為是申請教育部

的補助，難免總是要經過繁複的行政程序，不過這方面，只要主動跟承辦人員

保持溝通與聯繫，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6）留學生需要在出國前"自行"辦理的有哪些事宜（簽證、住宿、與留學學校

聯繫...） ？ 

  如果是交換生，大概選課、住宿等和國外學校的聯繫都是透過本校來聯

絡。但如果是自行申請，基本上什麼都是要自己和國外學校聯絡，除了住宿

（如果不住學校宿舍，那得自行處理校外租屋），可能還有瞭解對疫苗施打的

要求、選課、機票、保險、接機。不過簽證的部分，兩者都是自行辦理。  

（7）選課是在出國前要先決定的，還是在國外學期開始後才填選課單寄回台

灣？這部分的執行細節大概是怎麼樣呢？  

我的經驗是，台師大的交換生跟我說他們在出國前，就已經收到可以修的

課的名單，然後他們大致上先選，來了之後再改或退。我的情況是，從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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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鎖住不能選課，因為要先繳疫苗資料，繳了之後（也就是我人到美國學校

之後）才會把 hold 拿掉，這時才能選課，但這時候其實很多課都滿了，只好在

加退選期間（只有一週）不斷地調整，最後確定選課，再填寫本校的出國選課

單，傳回研發處，相關承辦人員會協助呈公文讓本院系的院長及主任，各處室

的主管及校長等一一簽名同意。 

（二）出國後 

（1）當地是否有主要接應留學生的對象？（接機、安排生活、選課等）你們在

國外也會有一名指導教授嗎，還是單純修課而已？  

接待的部份有兩個來源，一個是該校的台灣同學會，會有熱心的學長姊協

助接機或暫寄宿及生活事宜。另一個是美國學校的國際學生中心，像我們學校

也有提供接機，另外也會不時舉辦各種活動，例如接送國際學生去亞洲超市購

物，以及到當地的有名景點進行一日遊。指導教授方面，像我因為是自行申

請，學校會 assign 給我一個 faculty advisor；交換生的 advisor 則是國際學生中心

裡的代表。不過大部分的情況下，因為只是單純修課，跟 advisor 的互動不會太

多。  

（2）在國外的學費、註冊等事宜是自行辦理還是原校會協助辦理？  

在很多美國學校，只要選課了就是註冊，所以要自行處理選課及繳交學

費。繳費之後要把收據等證明傳回給彰師大研發處的承辦人員報帳。另外，彰

師大的學費也要繳交（基本註冊費）。因為我人已經在國外，選擇用信用卡繳

費，證明是研發處承辦人員幫我處理的。不過以交換生的情況（以台師大來

說），他們在國外的學費是完全抵免的，所以學費的部份是國際學生中心跟國

內學校自行處理協調。  

（3）教育部＆彰師補助了哪些費用（例如學分費、註冊費、宿舍費、生活費、

交通費、簽證費...）？你自己負擔了哪些費用？  

我總共拿到的獎助是 40 萬台幣，這是教育部跟彰師大一起提供的。這些錢

我可以自行運用在任何費用，只要提供相關收據。但其實這筆獎學金繳完學費

就差不多用完了。所以住宿費、生活費、機票、簽證費、保險等，大約都由我

自行支出。  

（4）到國外後還有沒有其他學校規定的手續需要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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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前要和彰師大簽署一份行政契約，並且提供台幣和外幣的銀行帳戶各

一。其他就是各種相關的領據（繳費證明）要按時繳回。抵達國外之後，要先

寄回彰師大以及駐美外交單位一份抵達報告卡（護照出入境頁掃描或影印）。

然後每個學期末要繳學習報告卡以及成績單，最後返國時要繳返國報告卡。 

（5）彰師大對於選課，除了規定不得少於六學分外，是否有其他限制（比如某

些課不能選修、需先修語言課程等...）？   

彰師大對於修課的限制很少，基本上只要簽呈選課單的時候，該系的主任

同意，之後認證應該不會有問題。除非出國的同學要抵免本系必修學分，就必

須與系上師長先行溝通。國外的選課要求就比較多，往往會有擋修、本科系生

限制等等。另外北科羅拉多大學要求國際學生抵美後都要先接受口試，確定你

的語文能力達標準，才可以免修語文課程。 

交換生或自行申請 non-degree seeking 身分的學生，在修課上往往會因為非

主修而被限制，在很多課不一定修到的情況下，我知道過去有同學修五花八門

的課：國標舞、登山、日文、法文……最重要原則就是符合學校的出國修課規

定：每學期一定要有六學分。這方面我覺得是看個人出國的動機和目標，有人

比較想體驗國外生活，不一定會想把重心放在修課上，所以輕鬆就好了。我自

己曾在大四時擔任過交換學生，像美國重大節慶其實都體驗過了，所以這次再

來，就比較注重在專業訓練上，課程對我來說就會比較重要。 

（三）其他 

（1）是否建議哪些手續可以一起辦理比較省時間呢（比如一面申請學海飛颺，

一面籌備出國事宜之類的）？ 

我的建議是：有可能的話，提早一年向國外提出申請，因為自行申請（尤

其是不是要拿學位的）的風險比較大，很可能弄了老半天，對方才告知你不符

合資格，那一年可能就拿不到獎助。如果提前一年申請，確定拿到國外學校錄

取，再向美國學校申請延後入學一年，這樣有了錄取資格，申請學海飛颺就幾

乎十拿九穩。自行申請比較辛苦，讀書計畫、推薦信、語文考試等等都需要提

前半年以上做準備。 

（2）回國後是否需延畢一年來補修國內的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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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彰師大碩士班的要求學分都已經修完了，只需要完成論文，以及進行

第三年的全職實習。 

（3）除了學校表格外，你是否有額外準備其他的有利資料？ 

由於並不是要申請學位，所以申請資料我大致是以系上要求的為準。在推

薦信和 SOP 部份，我有請相關系所且曾申請國外學校的朋友協助編輯。 

（4）除了學海飛颺，你是否還申請了其他獎學金（比如北科羅拉多的留學生獎

學金之類的），若有的話，這些資訊是自己找到的嗎？ 

因為我沒有其他資格（清寒身分等），所以沒有其他獎學金。不過在北科

大，他們的研究生協會有針對參加研討會及研究提供補助。我在 10 月的時候前

往亞特蘭大參加研討會，就有跟研究生協會申請補助，雖然補助不多，但也不

無小補。另外，如果有機會，還是可以爭取在校內打工，生活費上也會有一些

幫助（不過目前美國的經濟狀況還是很差，工作機會相對減少許多）。另外，

我的指導教授請我在美國協助進行研究，所以有機會支領研究助理的費用。 

（5）彰師大的部分，除了辦理學海飛颺之外，還有沒有額外提供留學生哪些協

助呢？ 

如前面提到的，如果可以申請本校的交換學生，在申請出國的程序上會簡

單許多。但交換計畫不一定每年都有名額，而且學校選擇也是有限的。相較之

下，自行申請雖然手續複雜，但選擇更多，整體學習經驗也更豐富。 

另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醒本系（輔諮系）大學部的學弟妹：國外很多

學校的諮商訓練通常是研究所層級，而沒有大學部，所以在申請時要格外注

意，或是考慮修其他系的課，但也要考慮系上是否會承認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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