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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 

    小時候在我的心中一直有個歐洲夢，直到我大一結束前，我都認為這只會

是一場旅遊夢，只能在未來出社會後自己努力存錢後才有機會去圓的一場夢。

其實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上了大學就有機會可以申請交換學生出去，然而我一

直沒把這當一回事，身為長女，我一直知道家裡的經濟狀況並沒有富裕到能供

我到國外遊學，是以一直以來我都把出國、當交換學生看作是一種”別人家的

孩子”才有可能經歷的成長經歷。然而在大一結束的暑假，在父母的鼓勵之下

我第一次踏上了自己從未想到會在就學期間發生的旅程─澳洲打工度假。於是

在休學一年獨自旅行後再次回到校園，我開始發現出國交換並非我之前想的那

樣遙不可及，之後在父母又一次的支持和鼓勵之下，踏上了我的交換之旅。 

    開始認真查資料的時候發現，東吳真的提供了非常多的交換選擇及名額，

而在經歷重重申請的關卡後，我得到了人生第一個當交換生的機會。說實話其

實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簡稱 UHK) 並不是我申請時的第一志願，然而現

在我也完全記不得自己一開始的第一志願是什麼，同時也很慶幸自己最後是來

到 UHK 而不是其他國家，而在經過一個學期之後，我甚至還有點後悔當初只申

請在這交換一學期而不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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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前準備 

    說真的捷克交換最麻煩的行前準備，其實就是簽證申請。在確定申請上之

後，必須先到 UHK 的網站上再填一次申請資料，接著寄紙本文件到 UHK（資料

網路上會有說明，整理好資料後轉交國際處，老師會協助統一寄發），以上手續

完成之後，就等入學通知書送達然後開始辦簽證了，等待入學通知書的期間，

可以先準備好辦簽證的資料。

在申請簽證前，必須先準備好

18 萬的財力證明、同財力證明

戶頭的 VISA 卡、良民證（網路

上申請後再領，領完直接去法

院或找民間公證人公證，最後

再拿到外交部領事局公證一

個類人又噴錢的過程）、UHK 

的入學通知書捷克文版（基本上 UHK 會寄給東吳再轉交給你），非常建議出國

的兩個月也就是 60 天前一定要面試到簽證(要預約，而且最好一拿到入學通知

就預約，不然差一天就可能要晚一個月才輪的到，再加上他們辦事的效率真的

很…強烈建議不要跟他賭)，因為很多人都因為簽證一直沒下來而機票改期(建

議簽證沒下來之前不要訂太早機票，真的很恐怖)，所以簽證一定要越早準備越

好。(我是 9 月交換，簽證申請資料大概在 5 月底有空就可以陸續準備了) 

    機票的部分，其實選擇很多，如果跟我一樣很怕自己餓死或冷死在歐洲所

以行李超多得人，可以考慮海南航空或東方航空，這兩家雖然都需要在大陸轉

機(所以需要有台胞證)，但行李直掛，而且可以有兩件個不超過 23 公斤的托運

行李，再加上一個登機箱和一個手提袋，絕對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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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 Hradec Králové 

    赫拉德茨克拉洛韋（Hradec Králové）簡稱 HK，是位於布拉格東方約 140 

公里的小鎮，坐火車或巴士即可到達，車程約 1.5~2 小時。說真的，初來乍到

要一個人轉車到 HK 這個非觀光區的小鎮真的很不容易，可以詢問 Buddy 是否

能來接機(HK 的 Buddy 接機要看他們個人意願)，如果有就省很多事，如國他們

沒辦法來接機，就要靠著 Buddy system 發的交通訊息自立自強了~ 

    另外基本上 HK 是一個純樸的小鎮，

整體來說治安還不錯~ 但有一點，也因

為 HK 不是觀光區只是一個純樸的小鎮，

這裡的任何標示都是捷克文，商店的店

員通常也只會捷克文，所以有時候溝通

也是一番大工程~ 

 住 

HK 這邊學校有提供宿舍，在申請時就需要填寫是否需要宿舍床位，在辦理

入住的時候就需要先付清住宿費（之後如果提早走可以退款，然後如果符合條

件的話期中可以申請 HK 發的住宿補助，款項大概快期末才回下來，不多但不

無小補），之後他們就會給你鑰匙、棉被、枕頭、被單等，並且被單跟枕頭套每

個月會有特定的時間可以換一套乾淨的回來，然後手續完成後就可以照著鑰匙

上的編號尋找房間了，每棟樓都有電梯，所以不用擔心要扛著行李爬樓梯；宿

舍基本上是 4~6 人一間，每間都有廚房浴室廁所以及儲藏室，空間還算寬敞。

另外洗衣機和烘衣機也能在 Reception 借到鑰匙，所以不一定要手洗。 

    離宿舍大概 5 分鐘

路程有兩間分別在不同

方向的超市，再遠一點

還有另一間超市(Albert

和 Billa)，和一間商場

(裡面也有一間 Tesco)，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品牌

（KFC、Starbucks、麥當

勞、H&M、DM 等）基

本上生活都很便利。 

 行 

    宿舍門口就有公車站牌，到學校舊城火車站都很方便，也因為從宿舍到學

校(商管學院)搭車就要 15~20 分鐘左右，如果跟我一樣是冬天來的話建議還是

辦一張公車卡吧~辦卡須要帶一張大頭照和手續費，等卡辦好之後持學校發的國

際學生證可以以學生價加值。當然既然到了歐洲交換就勢必會到周圍其他國家

(至少捷克其他城市，如：CK 小鎮)去旅行，而大多數時候就需要搭火車(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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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是小鎮，只有少數地方可以直接從 HK 搭 Bus 到)。在這邊有幾種選項，一種

是假設你覺得自己會頻繁往返布拉格(很多車或飛機是從布拉格飛的)，那你可

以選擇跟捷克國鐵(CD)公司

買 HK 到布拉格的月票之類

的，但他就僅限兩個城市間

的往返使用；而我自己是用

另一種，向 CD 購買他們的 IN 

25 折扣卡，基本上就是買票

的時候出示這張卡就可以有

至多 75 折的優惠(依照里程

數而定，有時因為距離比較短就只有 8 折)，申請時一樣需要一張大頭照和手續

費還有一張要翻譯很久的捷克文申請表，個人覺得總體來說它幫我省了不少錢~  

 食 

    說真的 HK 的外食，要說貴其實也還好，便宜一點 50 克朗，貴一點大概

200 克朗能吃飽(克朗兌台幣大概是 1:1.4)，其實跟在台灣差不多，但一方面身

為交換生當然就是要把更多錢省起來拿去旅遊啦~另一方面就是吃不慣，剛到

HK 的前幾天，因為很多生活用品(廚具)都還

沒齊，再加上因為剛到很多事要處理所以餐

餐外食，但在 3 天後我就受不了了!除了漢

堡、薯條、墨西哥捲餅，就是馬鈴薯，再不

然就是捷克料理(它的主食真的讓我印象深刻

啊...用他們的說法，他們的主食較 Dumpling，

結果就是饅頭片…或者有時候是饅頭球…)，這

些東西不是說不好吃，但是如果每餐都這樣真的受不了，於是就造就了幾乎所

有交換生都會在交換期間有所提升的技能─廚藝。HK 本身並沒有亞超，這邊的

青菜選擇也不算多，但基本上還是能隨機應變的~Tesco 裡

也有亞洲食物區，可以買到米、香菇、醬油、蠔油、米粉

等一些基本的東西(就是稍微貴了點)，蔥薑蒜也都買的

到，所以要做一些家鄉料理也不算太難。特別提一下，這

裡的牛奶和優格都超便宜的!牛奶一罐一公升價格大概在

17 克朗上下，優格就要看品牌了，但 150 克一杯價格也大

概在 10 克朗左右，這也讓我們在這裡幾乎把牛奶當水

喝。另外到了捷克當然就免不了要喝一下傑克的啤酒啦~在

這裡啤酒真的很便宜，一瓶 330ml 的啤酒大概 8 克朗左

右，然後扣掉退瓶費一瓶只要 5 克朗，對愛喝啤酒的人來

說這裡根本天堂，連捷克人在介紹自己的國家時也不段的

提醒我們啤酒對他們的意義。還有就是捷克這裡 Café 的密

集度還蠻高的，所以想喝下午茶也絕對不愁沒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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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娛樂 

    基本上交換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休閒娛樂，

除了 Buddy System 在學校附近的酒吧 NOX 辦的

Party 之外，不少人也會到離宿舍只要 5 分鐘路

程的 Matys 喝酒聊天。另外就是當地人非常重視

的運動 Ice Hockey，

只要有比賽大家總是蜂擁而至。而且在這裡進歌劇

院去欣賞一部歌劇其實也不貴，所以我也去現場欣

賞了一次魔笛的歌劇演出。當然在大家沒有出門旅

行的時候我們更常約人在寢室一起玩桌遊~ 

 ESN Buddy System  

    Buddy 也就是學伴，對來到一個陌生語言國家的我們來說真的非常重要。

尤其第一關的入住手續，由於 Reception 的人員基本上只會說捷克語，所以在辦

理入住手續的時候就一定需要有人協助了~ 除此之外，Buddy System 很貼心的

為大家準備了許多活動以便大家融入在地生活，像是 Welcome Party、

International Dinner、Taiwan Presentation 等，這些活動也是推廣臺灣的機會，

很多歐洲人對臺灣這個國家

還是非常陌生的，而藉由交

換學生的身分，我們有更多

的機會去讓更多不同國家的

人去認識台灣。並且 Buddy 

System 也會不時舉辦一些

Day Tour，像是 Trip of 

Prague、Trip to Brno、Trip of 

Cesky Krumlov 等等。 

 Courses of UHK 

    課程方面，我在 UHK 總共修了 5 門課，分別是 Czech Language for 

Foreigner、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 Global Environment (IBCGE)、

Professional English I、Fundamentals of Marketing 和 Skiing courses for beginner。

其中我想特別提兩門比較特別的課：

IBCGE 和 Skiing courses for beginner。

IBCGE 主要在是在探討跨國商業活動會

遇到的問題，以及針對這方面的理論等

等，並且趁著這主要是為交換學生開的

課，老師讓我們以國家為單位，去介紹

自己國家的商業模式，透過當地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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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闡述讓大家有機會能更深入了解其他國家，而非只是紙上談兵，看著教科書

照本宣科的讀；由於我剛好是在 Winter (Fall) semester 所以有遇到 Skiing 

courses，滑雪課基本上在台灣真的沒什麼機會去接觸到，來到冬天的歐洲學校

又有開課，當然就要去體驗一把，並且學校很貼心的特別開了初學班，事實證

明，這個班就是開給我們亞洲人上的，清一色是亞洲人，老師們各個都很有耐

心，也很仔細細心的指導，經過三

天的課程大部分的人都學會了基本

的滑雪。並且，在滑雪課之餘老師

們還很貼心的為我們準備了一些晚

間小活動。滑雪課是在期末，我們

幾乎所有台灣人都有去，由於時間

點是在期末考前一周，之後大家就

會開始課自旅行，很難再在歐洲湊

再一起了，因此對我們而言，這又

同時向是一個特別的交換畢業旅行。 

 旅遊歐洲 

    歐洲交換的重頭戲，當然就是充分課餘時間到其他國家旅遊啦~ 所以我們

最常做的事就是從交換生裡找旅伴、規劃行程~ 然而規劃行程是需要做非常多

功課的，結果懶人如我，既想到多一點地方旅遊，又很懶得查太多太細的行程

(因為變數太多，排太細其實沒有太大的意義，反而把自己累得半死)，到最後

就練就了說走就走的旅行的技能，主要在事前決定好要去的國家、城市，把來

回交通、住宿訂好，然後訂完一個大致的目標，剩下的就等出發前大概查一查

然後就隨機應變了~  

 布拉格 

   

 布達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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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ky Krumlov (CK 小鎮) 

 

 

 維也納 

 

 柏林 

 

 慕尼黑&新天鵝堡&國王湖 

 

 布拉迪斯拉發 

 

 弗次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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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勒斯登&紐倫堡 

 
 薩爾斯堡&哈爾斯塔特 

 

 巴黎 

 

 後記 

    半年的時間轉眼飛逝，出發前對 HK 黑白而模糊的印象，已轉為充滿各種

色彩而無法抹去的烙印。很慶幸，慶幸自己當初在交換志願中填上了 UHK，慶

幸自己在確定交換名額後沒有因為查不太到關於 HK 的資訊而放棄這個機會，

慶幸自己因此有了這些將讓我永生難忘的回憶；唯獨有一點小小的後悔，後悔

當初沒直接申請在捷克交換一年… 雖然說在不同國家交換能夠體驗到更多不一

樣的文化差異，體驗更多不同的經驗，但每當面對物價和治安的問題時我總會

懷念上學期在捷克的日子。 

    目前下學期來到荷蘭交換的我，深深地感覺到東西歐的物價差距，並且因

為 HK 不是觀光城市，基本上很少偷盜等治安問題，但在荷蘭真的跟 HK 不可同

言而喻。 

    然而無論如何，在捷克的這些經歷，都將是我一生中最特別、最可貴的回

憶。在這期間所認識的人們，也都各自為我的生命留下了一抹特別的色彩，期

待未來我們還能在世界上的某處相遇，然後再次回味這段特別的時光。感謝學

校有這樣的交換機制，感謝父母的全力支持，感謝這一路上遇到的曾經幫助過

我的人們，因為有這些支持和協助我才能有如今美好而充實的人生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