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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標題內容須含：選送生獲補助年度、薦送 

學校系所、年級、中文姓名、前往研修國家及國外研修學校名稱)  

獲補助年度 105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四年級 

中文姓名  陳瑞邦 

研修國家  美國 

研修學校  卡 內 基 美 隆 大 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一、 緣起  

    趁年輕，給自己一個機會，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過著怎樣的

生活。很簡單的一個想法，讓我決定踏出自己的舒適圈，一個人

出去闖闖，體驗不一樣的人生。 

    最後我選定美國CMU作為第一志願，因為其聞名全美的電腦科

學領域(Computer Science)正好符合我的興趣與未來想發展的方

向。而美國在語言溝通上也比較不會有問題。話雖這麼說，但請

不要認為來這邊英文就會自動變好，聽說讀寫是在來之前就應該

具備的能力，來這邊只是給你機會練習並且強迫你只能用英文。

(其實這邊的中國學生也不少，要是整天和他們混在一起大概也用

不到英文了…)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來美國必須要繳交大和這邊學校的全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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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因此費用相當高昂，建議先和家人溝通好。我估了一下學雜

費、住宿費、生活費以及機票的錢大約至少要35000美金，是一筆

不小的開銷，請務必先和家裡討論後再做決定。 

 

二、 研修學校簡介  

    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位於賓州匹

茲堡。會選擇來這裡交換，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已經知道這所學校

的電腦科學相當出名，U.S news將其與Stanford, MIT和UC 

Berkeley齊名，並列該領域第一名的美國大學。Newsweek將其譽為

「新常春藤」大學之一。學校共出過19位諾貝爾獎得主、12位圖靈

獎得主，甚至還有8名奧斯卡獎得主、101位艾美獎得主、32位東尼

獎得主，顯見其在戲劇藝術方面也是非常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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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這學期我最後修了四門課，分別是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ystems、Computer Vision、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ecurity，以台灣

的角度來看或許不多，但其實課業已經非常重了，這邊的每一個

作業都非常花時間。接下來大致介紹課程與分享心得： 

 

15213/18213/15513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Systems 

教授:Seth Copen Goldstein, Franz Franchetti, Ralf Brown,  

     and Brian Railing 

    這門課是CMU大學部CS和ECE的二年級必修課程，內容涵蓋的

非常廣，以交大的課程來說，內容大概是OS加計組。雖然說是大

二的課程，但因為這門課在CMU是非常有名的一門課，有許多研究

生以及其他系的同學也會慕名來修這門課。15213正好是CMU的郵

遞區號，也代表了這門課在CMU的重要性。這門課為大班授課，我

修的時候一共有四位教授，主要是其中兩位教授輪流上課，有一

位教授是新加入的，也上過1次lecture，另1位教授專門負責

recitation的課程。投影片授課，教室很大，前面左右兩邊都有

投影幕，教授音量也夠大，因此不需要擔心位子不好聽不到課的

情形。這門課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有超過10位的TA，幾乎每天都

有office hour，有問題絕對找的到時間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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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方式為期中考20%、期末考30%、以及7次的Lab共50%。期

中考和期末考是到電腦教室線上作答(皆為選擇或填充，不能開其

他網頁)，而考試時間最多可以用到6個小時，不過事實上大約2到

3小時就寫完了，檢查時間相當的充裕。要注意的地方是期末考的

範圍是整學期的內容而非只有後半學期的課程，因此期中考只能

帶1張A4大抄，而期末考可以帶2張。Lab聽起來像是上機，但事實

上就是作業的意思。7次Lab會跟著教學的進度一起走，算是這門

課的核心重點。 

    第1個Data Lab是要求在只能使用bit operation的前提之

下，以有限的指令數完成許多不同的功能。用太多指令的話，就

沒有辦法拿到滿分，因此要想辦法盡可能減少程式的指令數。交

作業的計分板(匿名)可以讓你看到自己的排名以及與最前面大神

的差距。 

    第2個Bomb Lab則是必須利用閱讀x86-64組合語言的能力以及

gdb設break point的技巧，給出正確的輸入，避免執行到程式內

炸彈的部分。這算是相對簡單的一個Lab，因為只要break point

設定正確，炸彈不可能會被引爆。但如果初次接觸組語的話，可

能還是需要花不少時間弄懂語意。 

    第3個Attack Lab是利用buffer overflow的原理將stack上的

return address覆寫成自己想要的位置，並加以執行。這個Lab大

致上也不難，但有5分是特別具有挑戰性的(滿分100)，我當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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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還有很多東西要弄，就沒有去嘗試，而拿到滿分的人似乎也不

多。 

    第4個Cache Lab分為兩部分，第1部分是寫一個模擬cache的

程式，第2部分則是想辦法以最少cache miss的方式完成矩陣轉

置。第1部分雖然對會寫程式的同學來說不難，但是從這次的Lab

開始，會有style grading的分數，也就是說，助教會直接看你的

coding style給分。變數名稱取得不好、space和tab沒有一致、

function太大一塊、註解不夠清楚…等，都是會被扣分的，因此

在打code時需要特別的小心注意，養成好的習慣。第2部分要達到

滿分就真的很困難了，我當初是拿到接近9成的分數，但還是有不

少人拿到滿分。 

    第5個Shell Lab則是寫一個簡單的Linux shell，會幫你先寫

好一部份，因此只要專注於foreground與background job的管

理、signal handling和I/O redirection就可以了。這個Lab最困

難的地方在於需要避免race condition的狀況，控制好執行流

程。雖然主要是以自動評分為主，但助教會直接開你的code來

看，如果被他們看出潛在的錯誤，即使你的自動評分是滿分也是

會被扣分的。 

    第6個Malloc Lab是最難的一次Lab，也是佔分最重的一次Lab 

(12%)，顧名思義就是要你寫記憶體的分配與回收(malloc and 

free)，困難之處在於有速度以及使用空間的效率要求。想要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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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成這個Lab，pointer的概念一定要非常的清楚，使用的資料

結構也很重要，一定要盡可能避免fragmentation的產生。 

    最後一個Proxy Lab則是要寫一個簡單的proxy，proxy就是代

理人的意思。當你在開網頁時，會向該網站的主機要求該頁面，

而proxy的功能就是負責代替你送出這個要求並回傳物件，困難的

地方在於讓這個proxy夠robust，可以處理各種可能的輸入，雖然

實際上我們只需要處理HTTP GET request，但我們不能對使用者

的輸入做任何的假設。處理multi-threading的concurrency以及

caching也是這次Lab的一個大重點。 

    這門課總共有5天的grace day，所謂grace day就是允許遲交

但不扣分的天數，每一個lab最多使用2天的grace day，而且最後

一個lab不能使用grace day，建議一定要留2天給Malloc Lab剩下

3天分配到Cache Lab及Shell L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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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5 Computer Vision 

教授: Kris Kitani 
    這門課是最近才興起的課程，教授說前2年剛開始的時候還是

非常小班的課，但現在已經變成非常搶手的熱門課了，我在

waitlist一直等到了2月下旬才選到這門課，實在是非常幸運。主

要是教授基礎的電腦視覺知識，從基本的影像處理、形狀分析、

特徵分類、物件識別、3D重建、一直到物件追蹤都涵蓋在範圍

內，是非常實用的入門課程。老師是以投影片授課，個人認為老

師講課講得非常生動有趣，也常常會幽默一下，我認為上他的課

非常的享受。 

    這門課幾乎完全是project導向的一門課，除了10%的期中考

以外其餘的分數都被分配到5次的project裡面，而所有project皆

使用MATLAB來實作。而老師人也非常好，每次project都有給

bonus的機會，甚至常常和全班說希望能讓大家都拿到A的成績，

如果課業有困難一定要去找他討論。前半學期只有一次的

project，而後半學期每兩周就有一個project，是先甘後苦的一

門課。這門課一共有3個TA，也就是說會有3個office hour的時

段，每到截止日前，office hour都會被擠滿許多學生，因此建議

還是早點開始做project。 

    Project 1是Hough Transform，也就是去偵測輪廓邊界。

Project 2是Bag of Words，也就是抽取特徵建出train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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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分類。Project 3是Homography，將一個圖片的部分擷取並移

植到另外一張圖片上，有點像P圖的概念。Project 4是3D 

Reconstruction，利用不同角度拍攝的2D圖像重建出3D的場景。

Project 5是Tracking，實作影片內追蹤物體的演算法。每次的

Project都非常的花時間，因此一定要早點開始做，如果

vectorization的技巧不好的話，往往一個程式就可以跑上好幾個

小時，因此要想辦法避免迴圈。 

    這門課共有3天的grace day，個人建議是將grace day留到

Project 4和Project 5來用，尤其Project 5比前面的Project都

要困難許多，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才能完成。 

 

 

15437/15637 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教授: Jeffrey Eppinger 

    教授在上課前會先將教學影片上傳，必須先觀看後才比較容

易跟上進度，因為上課的時候是到電腦教室講解完直接實作，一

堂課只有50分鐘，我個人覺得有點趕，常常都要回去繼續弄才能

弄完。這門課主要教的是Django/Python的架構，並且會提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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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的HTML、CSS和javascript，是範圍很廣的一門課。這門課一

共有4位TA，也就是說每周有4次的office hour，基本上是很充足

的了。 

    評分方式以期末專題占分最重40%，作業6次佔30%，期末考則

佔30%。上半學期幾乎是每周有一個作業，前兩次是做出一個有基

本功能的計算機，後面幾次則是一步步做出一個類似twitter功能

的社群網站，功能包含註冊、登入、所有推文的頁面、個人檔案

及推文頁、編輯個人檔案、追蹤其他用戶推文、上傳相片、在推

文下留言、每隔一段時間自動更新推文(不需要按重新整理)、

email確認帳戶、把網站放到雲端上(Heroku或EC2)。 

    而下半學期則是全力衝刺期末專題，大約每2周要上台和教

授、助教和同學展示目前的進度以及未來的規劃，課堂的數量也

會大幅減少，讓你專心弄專題。專題通常是兩人一組，但如果找

不到人也可以自己一個人一組，三個人的話則要做更大型成品出

來。我和來自墨西哥的室友決定做一個坦克的遊戲，最後得到了

Best Project Award，其實並不是只有一組會拿到Best Project 

Award，只要夠有創意並且用到課堂上沒有教過的新技術，都很有

機會獲獎，獎品是類似樂透的彩券，最高可達100萬美金呢！ 

    期末考的部分，和其他科一樣會包含整學期的範圍，還蠻多

東西要念的，但基本上不會考得太難，有念有分。此外，這門課

會使用Git公布程式碼以及交作業，可以學習到Git的基本操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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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何使用Git和他人合作一起開發。 

    這門課的grace day相當有趣，每次的作業都有4天的grace 

day，但是在登記期末專題的DEMO時間時，(有一整周的時間可以

選)，使用較少grace day的人可以優先登記，也就是可以有更多

的時間弄專題。 

 

 

18631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ecurity 

教授: Nicolas Christin, and Maverick Woo 

    這門課是研究所的課，會要求每次上課前先閱讀paper。一份

paper大約10頁左右，剛開始必須花大量的時間才能讀完，但隨著

閱讀技巧的進步，速度也會有所提升。這門課首先會介紹有關安

全的基本性質，接著講基礎的密碼學概念，再來進入到系統安

全、網路安全，最後則是以其他的一些角度來看待安全以及該如

何制訂相關的策略。這門課會和非洲的盧安達校區同步，兩位教

授在學期初會排定誰負責那些內容，以投影片教學，匹茲堡這邊

的修課人數大約是20人左右。而負責匹茲堡這邊的只有2位TA，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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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稍微少了一些，但是教授也有提供office hour的時間，所以

勉強還可以。 

    評分方式為期中考25%、期末考40%、4次作業共25%、reading 

critique 5%、平時表現5%。Reading critique就是念完paper後

會要你簡潔摘要、3個重點以及為何重要、和不同意或應加以說明

的地方，並不會每次都要求要寫reading critique，整學期下來

大概寫了8次左右，一樣是一開學的schedule就會告訴你哪幾篇是

要寫的。期中考和期末考都是open book、open laptop (close 

network)，我認為難度是非常大的，必須要對內容有透徹的了解

才能夠順利應答。如果期中考和期末考成績不盡理想也不必太擔

心，因為這門課是依照相對的排名去給分的。 

    這門課整學期只給2天的grace day，可以用在reading 

critique或4個作業之一，建議還是將其留給作業，像我第1次作

業就把grace day都用光了，後面就比較辛苦一點。 

 

 

    這邊的課大多採等級成績，也就是A、B、C、D去給分。轉換

的方式原則上是90分以上為A、80分以上為B，以此類推。但每門

課的規定還是會不太一樣，需要自己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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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雖然期中心得已經寫過了，但是因為這真的很重要，再提醒

學弟妹一次，如果是春季班來交換的話，建議前一學期不要選需

要做期末project的課，最好期末考提前考完就結束掉所有的課

程，像我到這邊的時候還有三個期末project要和兩個作業要交，

真的很痛苦，也讓我錯失許多參加活動認識新朋友的機會。此

外，隨著學期的進行，你會發現剛開學的時光是最美好的，一定

要好好把握。 

    常常會有公司來學校演講，通常也會提供食物和一些紀念

品，如果有興趣可以多多參加，我個人因為沒什麼時間只有去參

加Amazon twitch的tech talk，拿到小袋子，短T，筆，還有免費

的披薩可以吃，又可以聽精彩的演講，感覺還不錯。 

    假期的方面，一月的第三個星期一為馬丁路德金恩日，放假

一天。大約在三月初考完期中考後會有一個禮拜的spring 

break，也就是春假。四月中的時候會有spring carnival，四五

六日連放四天，學校也會舉辦一系列的活動，將許多遊樂設施在

校內組裝、舉辦園遊會、讓各個社團裝飾自己的小屋子(booth)、

只能使用人力和重力的buggy車大賽。四月底會有ECE day，系上

也有許多活動可以參加，並且可以領到一件紀念短T。此外，國際

處每周也會把附近有的活動寄給所有交換學生，所以如果很喜歡

參加活動的話，基本上不用怕找不到事做。 



13 

    春季班大概在五月初就會考完所有考試，接下來就是令人期

待已久的暑假啦！在回台灣前，我一共去了三個地方，分別是邁

阿密、舊金山和東京。邁阿密的海灘真的很美，我也去看了MLB馬

林魚隊(當天由陳偉殷先發)和熱火隊(對暴龍的季後賽)的比賽，

參觀了維茲卡雅莊園，雖然身處美國卻能感受如歐洲的感覺。可

惜的是邁阿密的景點比較散，不像紐約那麼集中，如果沒有租車

實在是很難拜訪那麼多景點。說到租車，美國這邊規定21歲以上

才能租車，未滿25歲則要加收保險費，所以必須自行衡量。舊金

山和東京則是和家人一起，在機場等待爸媽時有一種很特別的感

覺，能夠和家人團聚的時光總是最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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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拿到Web Application Development的Best Project Award 

 對於C語言與計算機系統有更深入的理解 

 實作了5個和電腦視覺相關的Project 

 學會如何寫網頁(包含前端與後端) 

 了解資訊安全的基礎 

 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體驗美國民族大熔爐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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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會主動積極與人交流，並且訓練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 

 學習與壓力共處，聰明運用時間。 

 看到了現場的NBA、MLB以及百老匯的歌劇，享受美式休閒 

 

六、 感想與建議  

    五個月，看似不短的日子卻飛快地就過去了。我想最深的體

悟就是無論身在何處，都要珍惜當下、珍惜周遭的人事物，才會

不虛此行。因為，這一切都將成為永生難忘的回憶。我永遠忘不

了到CMU的第一天的各種糗事，拖著兩箱大行李，揹著三個包包，

在公車上只聽到Morewood就興奮地以為到了，因此而多走了一小

段路到宿舍，看到宿舍外的門也不知道可以直接打開，(以為像交

大一樣要刷卡，後來才知道這邊很多扇門都是要自己開的)，只好

呆站在門外等待與他人一同進出，進了室內又費了一番功夫把行

李搬上樓梯後，一問之下才發現要先去領學生證才能開裡面的門

以及房間門，(我原本以為可以先申請臨時的卡去刷)，於是又把

兩個行李扛下樓梯，一路拖到辦學生證的地方，一直到辦好學生

證再拖回宿舍(那時一直聽說美國治安很差，怕擺著會被偷XD)。 

    對於沒出過幾次國的我來說，在這邊所看到的一切都十分的

新鮮，的確有開拓視野的感覺。在這次的交換過程中，也讓我更

加確信未來將會以申請美國的研究所為目標，因為這邊的課程紮

實，就業或創業的機會也很多，特別希望能夠多學習一些台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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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與需要加強的地方。 

    另外，如果可以的話，希望學校可以爭取學費的減免，畢竟

真的是一筆很大的開銷。 

 

備註： 

1. 請依規定標題書寫，但格式仍請自訂 

2. 容量限制：8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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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