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經四 A黃威郡-荷蘭「漢斯應用科技大學&葛洛寧恩大學」交換心得分享 

【文‧照片/經四 A黃威郡】 

學生：黃威郡   交換學校：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 葛洛寧恩大學   

一、 國外研修課程學習 

1. 漢斯應用科技大學 

這裡的學期和台灣有點不一樣，台灣的一個學期他們拆成兩個學期(a block 和 b block)，

也就是說一個學年總共會有四個學期，每個學期有完整的七個上課周加上兩考試周，以及長

度不同的假期周，所以課程是十分充實的，因為七周就得上完一本原文書或結束某個課程。

而我交換的系所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學校有一系列的套裝課程讓交換生選擇，

也可以自己按照興趣增加或是減少課程，我修的套裝課程是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Accounting，其中的課都比較偏向財務的課程，我在上下學期各修了一門課，第一學期上了

Advanced International Finance，這門課是包含一份小組報告和紙筆測驗，小組報告的部分

是選擇一個跟財務有關的主題，再搭配上有關聯的實際案例或公司，最後做成像科展一樣的

海報上台報告，這對我來說算是一個新的挑戰，因為在台灣上課幾乎沒有碰到類似的課程，

所以在一開始做這個作業時有些吃力，但是最後還是順利的跟組員一起完成。第二學期修的

是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比較像是財務管理，這門課只有期末考，並沒有作

業，所以要花很多時間在複習上課的內容和唸課本，但是只要上課認真聽，有寫老師給的練

習題，基本上這門課算是好過的。 

我上的課程中都是小班制的，一個班大約 20 到 30 個人，在這裡的課堂中老師和學生的

互動相較起台灣多很多，老師都會拋出問題讓學生一起討論而不是直接給答案，而學生們也

都會踴躍的回答，老師就當一個旁聽者，最後再將大家的意見整合，並且給予自己的想法。

剛開始我有點不習慣回答問題，最大的原因是身邊的歐洲同學回應都很快，老師一問完問題

馬上有同學舉手回答，接著就會有更多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加入討論，後來我試著跟上他們的

速度，想到什麼就回答，才慢慢地習慣這種模式。 

 

2. 葛洛寧恩大學 

葛洛寧恩大學的學期和漢斯是一樣的，同樣是一個學期拆成兩個學期(a block 和 b 

block)，一個 block 最多可以選四門課，每門課會有分 lecture 和 tutorial 兩種，lecture 是一

班教授上課，上課不點名，上課以 ppt 為主，tutorial 則是實習課，偏向小考、作業和報告等

等。我修了 Captial Structure & Financial Planning，主要是在教財務管理的內容，這門課評

分方式是期末考和一份團體作業，期末考只要上課有認真聽，回去有複習 ppt 的內容，再加

上練習老師給的考古題，基本上不難通過，但是團體作業就沒這麼容易了，老師會給一間公

司的基本的財務資訊，我們要從這些財務資訊算出各種財務比率和預估這間公司之後的現金



流，最後要給出一個 executive summary，算是蠻複雜的作業而且兩週內要完成，但是我還

蠻推薦要來交換的同學修這門課，負擔不算太重又可以學到東西。另一門 Intermediate 

Corporate Finance 則是 Captial Structure & Financial Planning 的進階課程，內容一樣也是

財務管理，但是更深入更複雜，評分方式為小考和期末考，小考是在 Tutorial 上課前會考 10

題選擇題，基本上都是觀念題，期末考則是 open question，想要通過這門課的話要花很多時

間在唸課本上。 

   
↑漢斯的校園一景                                                              ↑葛大的校園一景 

二、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 

1. 食 

在歐洲交換學生，基本三餐都是需要自己下廚的，因為若外食就會花費很多錢，偶爾有

活動才會大家一起找餐廳吃飯。我自己最常逛的超市就是 Jumbo，偶爾逛 Albert Heijen

和 Lidl，而每週二、五、六在市中心有傳統市集，賣各種新鮮蔬果和肉類，價格通常不會

比超市貴，而且較超市新鮮很多！我自己一週至少會去採買一次，傳統市場裡也有販售荷

蘭有名食物，例如：生鯡魚、起司、炸魚、薯條。葛洛寧恩也有一家東方行，有賣各式各

樣的東方食材，如果想念東方食物的話可以來這邊。 

 ←市中心的傳統市集   ←東方行 

2. 衣 

由於我來的是一年，所以冬天和夏天的衣服都有準備，但若是只來上學期的建議多帶冬

天的衣服，即使抵達荷蘭時還是夏天，但是日夜溫差大，白天也沒像台灣這麼熱，只需帶一



兩件短袖衣褲即可，還有建議帶一件能防風防水的外套，因為在荷蘭都是以腳踏車行動，所

以不太會撐雨傘，但荷蘭時常風大雨大的，如果有一件防風防水的外套會很好。 

 

3. 住 

大部分來葛洛的交換學生都會與學校簽約的房仲 SSH 租房，我上學期是住在

Winschoterdiep 的單人房，下學期是 Moesstraat 16 的單人房。兩間宿舍都是一個月約 470

歐，包含水電，有共用廚房和公用衛浴，比較特別的是 Winschoterdiep 的洗衣機投幣的，要

自己付錢，而 Moesstraat 16 則是不收錢。Moesstraat 16 這間宿舍很搶手，它介於市中心和

學校中間，離周圍的超市和東方行也都很近，騎腳踏車不到五分鐘就可以到，建議想住這裡

的人要在第一時間可以申請宿舍的時候就下訂，猶豫個五分鐘可能就都沒了，我上學期在選

宿舍的時候就是太晚才選，所以才只選到 Winschoterdiep 這間宿舍，雖然是剛翻新過設施都

很新，但是距離學校騎車要 30 分鐘，在下雨天或是冬天很冷的時候騎去上課真的會很崩潰。

另外，訂房時 SSH 的頁面也會問你要不要買 Kitchen package 和 Bed package，建議

Kitchen package 可以不買，裡面附的廚具不是很好用，可以到葛洛的時候去 Ikea 或是

Action 購買自己需要的廚具和餐具。Bed package 則建議大家可以買，裡面有枕頭、棉被、

被套、床單。 

 

4. 行 

葛洛寧恩有著全世界規劃最完整的腳踏車道，以及全世界腳踏車密集度最高的城市，這

裡的人幾乎都以腳踏車為交通工具，所以交換學生當然也沒例外，我的腳踏車是跟 Swapfiets

這間店租的，最便宜的車一個月 12 歐，車子壞了可以免費修理，如果只來一學期的建議可以

用租的，但是如果來一年的人可以選擇買二手車，一台車約 80~100 歐，要離開之前還可以

轉手賣給別人，比起租的省下不少錢。 

 

5. 樂 

除了上課之外，交換生活更是充斥著許多有趣的活動，讓我能夠體驗許多不同的文化，

交到不同國家的新朋友，得到許多難忘的回憶。首先，在 SSH 所提供的住宿 Moesstraat 16

裡，因為宿舍不大，只能住大約 40 個人左右，只有一個廚房和交誼廳給大家共用，所以日子

久了大家的感情都會變得很好，大家會一起煮飯、吃飯、看電影等等，氣氛很好。除此之外

宿舍也常常舉辦 Party，每個禮拜至少會有一次，大家聚在交誼廳喝酒、跳舞、玩喝酒的遊

戲，玩到半夜一點左右就會去市中心的 pub 玩，玩到天亮才回宿舍！ 

在開學的前一週，有個專門為國際學生舉辦活動的團體 ESN，會舉辦 Introduction 

Week，活動過程裡頭讓大家分組進行，除了有體驗學校的運動場館，還有荷蘭文課程簡介，

甚至是穿梭在酒吧街的 Pub Crawl，活動準備是相當的用心，不但能交到各國朋友，還能漸

漸的熟悉環境，很推薦大家參加！ 

若是下學期來交換的人一定不能錯過荷蘭的國王節(King’s Day)，時間是每年的 4/27，

在這一天在荷蘭的每個城市都會舉辦大大小小的音樂節，每個人都會穿著橘色的衣服和飾品



走上街頭狂歡。其實大約在國王節的前一天晚上(King’s night)，大家就會開始慶祝，晚上的

夜店和酒吧都擠滿了人，當然我們宿舍也有舉辦 party，大家開心的交誼廳喝酒跳舞，接著再

去市區的 Pub 玩。另外在國王節當天在荷蘭各大城市會舉辦大型的音樂會(Kingsland)，葛洛

寧恩就是其中一個有舉辦的城市，會邀請到很多有名的 DJ 來表演，當天就和宿舍的朋友一

起從下午玩到快凌晨一點多才結束，非常瘋狂！ 

我也常常到 ACLO 運動中心去運動，有賣半年會員以及一年會員，有會員了之後可以選

擇去上許多的課程(羽球、網球、瑜珈、游泳、攀岩、浮淺等)或是租場地打球(排球、籃球、

羽球、壁球等)，我最印象深刻的課程是 Gliding，課程地點是在葛洛附近的一個小鎮，到了

場地之後會有教練講解滑翔機的原理，接著就會跟著教練一起進滑翔機裡開始飛行，過程中

可以欣賞到下面的美景，也可以體驗到在空中飛行的刺激感，很推薦可以去試試看。 

最後，我也去了很多其他歐洲國家旅行，在交換的這一年中去了 16 個國家，36 個城

市，在歐洲廉價航空以及巴士的價格十分便宜，大概一千至兩千元台幣就能飛去另一個歐洲

國家，每一次的旅行都是自己摸索機票、交通、住宿等等，想盡辦法以最省錢的方式旅遊，

建議機票與車票越早訂越好，而且在出發前一定要做好功課，我常用的工具有 skyscanner, 

booking.com, Airbnb, Flixbus, Omio(Go euro)等等，還有部落客和網友分享的文章。旅行中

會發生各種突發狀況，火車誤點和飛機誤點常常發生，甚至遇過火車取消差點趕不上飛機，

就把些當成學習的經驗吧！當然旅行中也會遇到美好的事情，像是在冰島第一次看到冰川時

跟旅伴開心的簇擁再一起，在蘇格蘭高地看到印象深刻的美景，在威尼斯看了永生難忘的跨

年煙火，在布達佩斯清晨時去露天浴場泡澡，在馬爾他第一次嘗試跳水等等。這一年的每段

旅程都成為精彩的故事，深深的烙印在心裡。 

  

↑與 ESN Introduction Week 同一組的 Party                                ↑在冰島的冰川上與朋友開心合照 



    
  ↑大家在宿舍前合照                                                                                                ↑Gliding 課程 

 ←在 Kingsland 和宿舍的朋友合照～ 

三、 收穫 

來這裡最大的收穫應該就是獨立自主，自己做的決定自己負責，聽起來很簡單，但執行

起來卻又不是那麼容易，第一次離開台灣那麼久，從一開始跟學校接洽、簽證、機票、保

險，到匯款保證金，全部都是自己負責，從申請交換的時候就覺得來這裡就要獨當一面了，

生活上的大小事還是要學會自己搞定，自己提重重的行李踏上荷蘭，然後自己面對生活上的

大小事情，舉凡銀行開戶、辦居留證、買菜、煮飯等等，也要學會調整自己的情緒，面對很

多東西不再是一股腦地向朋友抱怨，而是學會自己排解，不論是無形還是有形的，都是要自

己獨立解決。其中讓我進步最多的就是廚藝了，在台灣外食相當方便，幾乎不需要自己下

廚，所以我在廚房的經驗幾乎是沒有，然而在荷蘭外食昂貴，我在這邊幾乎都是自己下廚煮

飯，從簡單的炒青菜、咖哩飯、義大利麵，到後來煮一些比較複雜的親子丼、滷肉都可以煮

得出來，到後來發現煮飯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來到這裡另外一個讓我很有收穫的是拓展視野，這四個字也許模糊，但我想表達的意思

是開了另外一個眼界，有時候我們對於每個國家都有既定印象，但真實跟這些人相處之後，

才發現有時候跟我原本的想法有出入，來這邊之後覺得自己眼界變大了，心胸也變得更寬

廣，比較能接受各個大大小小的事情，我想很大的原因是我在荷蘭這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交

換。 

四、 感想與建議 

在這將近半年的荷蘭生活讓我覺得像是在作夢一樣，覺得自己能夠在大學時期體驗一次

國外的生活非常的幸運，而這一切也要感謝家人在背後支持我，無論是在金錢上或是精神上

都給我很大的鼓勵，也感謝一年前的自己做了出來交換的決定。在荷蘭的這段期間，嘗試了

很多自己以前都沒做過的事情，像是去超市買食材回去研究如何料理、與外國人 party 到天

亮等等，這些寶貴的經歷都是成長的養分，也使得我的人生有更多美好的回憶。 

在荷蘭這個快樂排名位居全球第五的國家，我學會怎麼樣才是生活，很喜歡荷蘭這個國

家帶給我的感覺， 由於英文普及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他們對於外來的旅客或是學生或是工作

者都非常的包容，無論是人際之間或是政策上面，真的走在路上或是等車的時候，有時候都

會有人來搭話，他們除了願意用英文溝通以外，微笑常常掛在臉上，幾乎你和路人對上眼之

後， 都能獲得一個笑容或是一聲早安，整個氛圍總是如此的讓人喜愛。有時候離開荷蘭到別

的國家自助旅行，再回到荷蘭的時候，就會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充滿了溫暖，無論去到哪

裡，都遠不及荷蘭或是葛洛寧恩帶給我的還溫暖。  

經過這一年的洗禮，讓我覺得世界變大了，心胸也更寬廣了。荷蘭是一個廢除死刑、同

性結婚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安樂死合法化的國家，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片土地，在

這裡我看見了很多的不同的可能，也因為遇見了很多不一樣的人，而變得更懂得尊重與包容

不一樣的文化。在這一年走過了 16 個國家和許多大大小小的城市，每段旅程都有不同的故

事，也讓我瞭解到世界真的很大，有很多美麗的地方值得我們去探索。 

最後我要非常鼓勵學弟妹勇敢的踏出舒適圈，申請交換學生，既使這路上會遇到很多挫

折與困難，但這也是交換學生可貴的地方，踏出舒適圈才知道自己缺乏的是什麼，慢慢的會

開始意識到自己其實很幸運可以出來交換，而且經歷了從沒想過會發生的事，自己默默地在

這個過程中成長了不少，最後在交換結束的時候會開始想念這段悠遊自在的日子，也許是這

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段日子，不後悔自己當初申請交換學生這個決定！ 

 



 

↑與宿舍台灣朋友們的合照＆一起煮的年夜飯 

 

 

  

 

   

↑Groningen 各處的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