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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校的簡介 

捷克位在歐洲中部，Hradec Kralove 是

在捷克偏東北方的一個小城市。相較

於其他歐洲國家，捷克的物價算是便

宜的，許多東西甚至比在台灣還便宜! 

在預算有限卻又想體驗歐洲大學生生

活的形況下，捷克成了我選擇交換的

首選。 

UHK 像許多國外大學一樣，不同學院

散落在城市各處。他們總共有 5 的學

院，教育、社會科學、資訊管理、藝

術、理學院。而台灣的交換生大部分都被分配到資訊管理學院。 

 

2. 你在該校修讀的課程 

 

我在捷克的這學期總共修了三堂專業課

兩堂語言課和一堂體育課，由於都是英

語授課的緣故，學生基本上都是國際

生。也因為這樣，老師多會配合我們國

際生的時間，讓我們能在聖誕前結束所

有考試。 

 

International Trade 上課模式和台灣並

沒有太大差別，老師上課很認真，用

PPT 講述課程，但與學生互動不多。考

試的評分方式是以上台報告一個國家的

國貿概況與期末口試。 

 

Fundamentals of Marketing 這堂課因為前一位老師的私人因素所以有換過老

師，我很喜歡後來換來的老師 Otčenášková Tereza。雖然在台灣修過幾堂行

銷相關課程，但在台灣老師會是站在亞洲觀點闡述，相同的在歐洲老師就會

以歐洲的觀點講授。老師上課會在講述一段觀念之後請我們小組討論，接著

再來問問每組的討論結果並給予意見。期末評分方式是透過每一單元的回家

作業以及期末筆試。 

 

Czech language for Foreigners 老師在第一堂上課就有說我們只來半年很難把

捷克文學好。上了一學期後還是覺得捷克文真的很困難，不管是文法還是發



音，要把這門語言學好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每次上課老師都會準備對我們比

較實用的主題，像是自我介紹、餐廳點餐等等。 

 

English in practice 是一位美國老師 James White，每次開頭老師總會一個一

個問全班有沒有有趣的事。這個老師的上課風格很自由，與其說上課不如說

是來討論。老師總有不同的議題可以討論，從時事、天氣、歌手藝人、家鄉

背景、未來理想或者童年往事。我自己挺喜歡這樣的課程，但這堂課也需要

班上其他同學都熱絡給予回應才比較能達成效果。建議學弟妹一開始可以旁

聽這老師開的不同班級，比較不同班上課的氣氛再來選擇上課時段。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Global Environment 老師 Marcel 

Pikhart 是一位留學英國回來的老師，這堂課是我認為最有趣的課之一。上

課時會提到各國人在進行商業溝通時的習慣與禁忌，老師也很喜歡分享他和

世界各國人的商業溝通經驗。除了老師上課講解外，也會讓各國學生自成一

組報告自己國家的商業溝通模式與文化。而期末考是以 essay 的方式呈現，

會提前一兩周給主題讓我們思考。這是一堂很有趣且實用的課程。 

 

Sport—Skiing for beginner 

這堂課是來捷克前就聽說過的必選

課程! 自費約一兩千克朗(含食宿裝

備等費用)。在 12 月中會花四天三

夜到捷克一個偏北的山區小鎮。報

名的全是台灣、香港、馬來西亞

人，畢竟平常要滑雪對我們並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老師對於我們都很

有耐心且仔細的教導，讓我們都能

安全的學習體驗。在滑雪場上看到

很多家庭來，裡面不少小小孩都被

家長帶來學習滑雪，看起來只有小學年紀的孩子們都能以高超技術在場上穿

梭了。除了滑雪外，老師還另外安排了夜間闖關、晚會等活動，豐富了我們

的滑雪之旅。 

 

3. 生活及住宿環境介紹 

宿舍 



距離學校附近約兩公里外的

Palachova 是我們被分配到的宿

舍，大部分的交換生都被配到 G 

棟。這棟樓的寢室共有三種格局，

四到六人房都有。這個宿舍的工作

人員普遍不會說英文，有時候請當

地人一起去幫忙溝通可以省去很多

麻煩。住宿費在第一天入住的時候

就已繳交完畢，可以付現也可以刷

卡。付現的話他們只收克朗現金，

而若是刷卡它會按月刷，因此若是從九月中住到二月中他會分六次刷。以我

住五個月的費用是 19,000 台幣，和其他歐洲國家比算是相當便宜。 

 

寢室 

當初在填寫申請書時有問過對於室友部分是否有特殊要求，若沒有特殊要

求，基本上會配到和台灣人一起。而我被分配到的是五人房，其中四個是台

灣人一個是香港人。寢室內有廁所和浴室是分開的，每一兩周的星期四早上

會有阿姨來簡單打掃。廚房配有基本的兩個電磁爐，而廚具皆須另行購買，

我們鍋具類和部分餐盤是買二手的。在這我們基本上都是自己煮來吃，偶爾

才會到外面用餐。 

 

生活機能 

宿舍周圍有許多超市，Albert 是一間小型超市，離宿舍門口路程一分鐘，雖

然它不是最便宜但買的東西不多時會是許多學生購買食材的好去處。步行約

10 分鐘的地方有一間大商場 futurum，裡面有一間像家樂福一樣的 tesco。

另外還有 Lidl 和 Billa，都在距離宿不遠處。比起台灣，這裡很多食材都相對

寢室內 公共區域(廚房、餐廳) 



便宜很多，1L 的牛奶大約都 30 台幣、1kg 的馬鈴薯 15 台幣。每一家超市同

時期打折的商品都不同，尋找折扣商品也是我們日常的樂趣之一。 

 

交通 

到這個城市可以辦一張公車卡月票，一個月三個月半

年的票價皆不同，可以計算一下依自己的需求來購

買。在還沒有領到公車卡之前可以買先買幾張公車票

來用，每段票會比車上購買便宜 5kc。另外也有火車

卡優惠票，三個月期限和一年期限，每次購票會照原

價再打 75 折到 85 折，亦可依自己的需求計算購買，

到小鎮的 information centre 辦理即可。 

 

4. 交換學校是否提供獎補助 

   FIM faculty 有提供住宿補貼約 2.3000 克朗。補助相關事宜在 11 月中旬會以

E-mail 寄到個人信箱，信件內會提及如何申請及所需填寫的表格(Application 

for Accommodation Bursary)。繳交表格後，約莫 12 月中旬可以去領取補助

金。 

 

5. 交換學校輔導機制 

歐洲國家的大學幾乎都有 ESN buddy system，是負責接待學校外籍生的單

位。這也是由這間學校的當地學生或畢業校友一起組織的，負責協助外籍生

入學等相關事宜，讓我們能更快的融入當地。他們也舉辦許多活動來熱絡交

換生間的感情。 

 

6. 交換學校安排了哪些活動和景點參訪 

Orientation week 

學期初的時候學校會舉辦一系列的迎新活動，像是 city tour, welcome party, 

international dinner 等。

Welcome party 類似於我們的

迎新茶會，會有一些小遊戲讓

大家能夠認識彼此，第一次見

識到外國人真的所有活動都與

酒沾上邊。而 international 

dinner 是由各國的交換生各自

準備自己國家的食物讓其他交

換生品嘗。第一個假日 buddy

也有安排到布拉格三天兩夜的



旅遊，但是名額有限。如果本身沒有其他安排的話，我很建議一開始 buddy 

system 辦的活動都能參與，因為這時候大家幾乎都還不認識彼此，這是最有

機會認識其他新朋友的時候。 

 

  Survival Weekend 

學期間也舉辦了幾次出遊活動，ESN 

hiking trip, trip to Cesky Krumlov, survival 

weekend 等。Survival weekend 就像台

灣的迎新宿營，但風格和亞洲迥然不

同。我覺得這是很值得參加的活動之

一，除了自己學校的交換生外也可以

認識其他學校的國際生。 

 

  Country presentation  

每個禮拜三晚上都會有 country presentation 的時間，Buddy system 會安排每

次二到三個國家的學生來介紹自己的國家。每個國家都會精心準備當地特色

料理、上台介紹的簡報內容還有和大家互動的活動讓其他人更了解他們所特

有的，這是我最喜歡的活動。透過這個活動更能了解到不同國家的文化特

色，像是聽了衣索比亞的同學介紹完我才知道原來他們一年有十三個月且時

間的計算和我們完全不同、聽完韓國同學的介紹才更了解他們的文化、聽完

西班牙介紹才知道原來有”疊人塔”的活動，甚至還被列入世界非文物遺產之 

一。當然輪到 Taiwan presentation 的時候我們也準備了很多，希望能讓更多

朋友認識台灣。 

 

衣索比亞傳統服飾 韓國傳統服飾 Taiwan presentation 



 

7. 個人行程規劃 

 

Ice hockey  

Ice hockey 在捷克是個蠻熱門的運動，來交換前就有聽學長姐說至少要看過

一次現場! 這次是 Hradec Kralove 對上隔壁城市 Pardubice，平常在小鎮從來

沒看這麼多人，可見他們對這項運動這場比賽有多重視。 

 

 

摘香菇 

有認識的 buddy 在約一起去摘宿舍附近的森林摘香菇於是就和室友約一起參

加。本來以為到處都會是香菇，但根本不是! 很難找到香菇，找到的有九成

都有毒，摘香菇也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因此摘到的當下都興奮無比。這對

我們來說是個很特別的經驗! 晚上開了個麻辣火鍋趴，邀請當地人和我們一

起。 

 



  

Lisa’s farewell party 

Trip to Cesky Krumlov 

這是 Buddy System 帶去參加的活動，但因為名額有限我沒有報名到，於是自行前往再

和他們會合。 

 

駐捷克的台灣辦事處對台灣學生很

照顧，中秋節時還在布拉格舉辦了

中秋暨國慶晚宴。 

 

中秋暨國慶晚宴 



 

除了捷克境內，我也利用課餘時間去了歐洲許多國家。期初在排課的時候就把

課程全部集中在星期一到星期三，因此學期間的旅遊也不會影響到學校課業。

除了學期間的旅遊，聖誕之後的假期也讓我造訪了不少國家城市。建議旅遊的

部分可以盡早作安排，事先查好哪個地方適合什麼季節去。歐洲也有很多特殊

節日慶典，亦可以事先規劃。可以善用 Ryanair 給歐盟學生的八次優惠，或者跨

境巴士公司也不時會推出限時特惠、買一送一等活動。 

德國 慕尼黑 

 

慕尼黑啤酒節，世界各地的

遊客都來到這朝聖。 

波蘭 克拉克夫 

 

是波蘭第二大城，距離奧

斯維辛集中營約一小時車

程。 



 

德國聖誕市集  

 

因為捷克緊鄰德國，搭跨境客運去德國十分方便也不貴。12 月我就去了德國兩次，

德勒斯登是歐洲最古老的聖誕市集，有五百多年的歷史，而紐倫堡聖誕市集很大，

是德國最有名的一個市集。 

西班牙巴塞隆納 

 

這段旅程是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旅

行。在奎爾公園巧遇了阿根廷交換

生 Noemi!所以這天就一起行動。 

 

沒有特別規劃卻遇到他們當地的大

日子—三王節。稍早警察就已經在

封街我還不清楚怎麼一回事，後來

才知道是會有遊行隊伍。 

 



 

 

 

葡萄牙里斯本 

 

超大斜坡跟各種蜿蜒小巷是里斯

本的特色，和其他國家首都比較

相對悠閒。 

英國倫敦 

 

和韓國女孩 Min 一起的

倫敦行，看了我們期待

已久的歌劇魅影。到了

英語系國家才發現自己

英文能力還是不夠。 

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 

 

這次的旅行最主要是來拜訪以前認

識的朋友 Martina，捷克和斯洛伐克

在幾十年前是屬於同一個國家，兩

國語言是可相通的。 



8. 個人感想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轉眼間我的交換學期已經結束了! 進大學前給自己訂下

的目標清單又劃下一條。回想當初得知申請上交換生的時候，周圍的各種有

心無意的疑問與自己內心的徬徨，差點讓我放棄了這份難能可貴的機會。或

許有些人覺得交換就是浪費一學期去玩樂，我想玩樂是有的，但絕對不是只

有玩樂而已。對我而言收穫最大的不是在教室課堂中的所學，而是半年來各

種令人開眼界的人事物。 

課堂上，國外的許多課程都會習慣讓學生互動討論，但往往都是外國學生侃

侃而談台灣學生卻禁若寒蟬，並不是他們比較聰明而是他們比較勇於發表。

在這裡的外國學生也不只會母語和英文而已，通常還會第三第四種語言。從

他們身上看的很多值得我學習的地方，也深深感受到自己的不足，缺乏競爭

力。在歐洲的半年，很多事都要靠自己處理，小至學會自己煮飯、和新朋友

相處，大至打客服電話處理銀行、電話、住宿、交通等事情，這也讓我變得

比以前獨立許多。 

在旅行途中，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像是巴士誤點就會接著影響到後面要搭

的末班車，所以到後來計畫任何事情的時候都學會再思考一個備用方案。對

我而言旅行最重要的並不是那裏的景點有多特別，而是在旅行途中和誰一起

或者在哪段旅程遇到了什麼人什麼事。有幾段旅程是我自己單獨旅行，途中

便會和其他旅人交談。蠻驚訝有這麼多人都知道台灣喜歡台灣，愧疚感不禁

油然而升，畢竟有些事我並不如他們那麼了解，更不知道該怎麼好好介紹自

己的家鄉。 

這半年來，是我人生中目前最開闊眼界的時光。我很幸運遇到了很合得來的

室友們、認識了許多外國朋友，聽其他旅人分享過很多奇聞軼事，自己親自

經歷了很多事。建議有想來要交換的學弟妹，可以試著跳脫自己的舒適圈，

多多接觸不同文化的事情、認識不同背景的朋友。交換半年有很多機會都是

很難得的，不要只把這學期只拿來當遊歐半年。不需要太在乎別人的眼光，

認真去追求自己所想獲得的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