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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校的簡介及設備 

 

我就讀的學校是西班⽛武康⼤學，選擇這所學校的主要原因有兩個。⾸先，我

是以多益成績申請交換，所以可以選擇的學校區域限制在歐洲。另外，選讀西

班⽛學校的優勢是可以學習西班⽛⽂，所以我選擇了西班⽛唯⼀⼀所交換學校

「武康⼤學」。武康⼤學是西班⽛⼀所綜合性⼤學，臨近地中海、⾵景優美、

天氣宜⼈。 

體育專業是武康⼤學有名的項⽬之⼀，學校有⼆⼗⼀之專業運動隊伍，武康⼤

學的籃球隊正參加西班⽛頂級籃球聯賽 ACB，並且兩次獲得西班⽛⾼校運動會

的冠軍。許多有名的運動選⼿也都來⾃本校。 

 

 
 

市區前往學校交通 

主要的交通⽅式有兩種：輕軌和公⾞。由於我住的地⽅離公⾞站牌很近，所以

我選擇買公⾞的⽉票 

 

怎麼買公⾞⽉票？ 

性質：公⾞⽉票從加值那天開始算，⼀個

⽉內可以無限次搭乘 latbus。不只可以搭

到學校、基本上在市區裡搭公⾞都可以⽤

這張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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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位置：Latbus Atención al Cliente (Av. de la Libertad, s/n, 30009 Murcia) 

所需物品：學校給的學⽣證明、兩吋⼤頭貼、23€現⾦（1€開卡費＋22€⽉費）

加值⽅式很簡單，只要拿 22€現⾦給司機，就完成加值了 

學校設備 

圖書館 

武康⼤學的圖書館⼤多數空間是⾃修室、真正存放書本的地⽅佔好⼩⼀區、還

有⼀些公共電腦可使⽤。圖書館並不是富麗堂皇，但是⾃修的地⽅很舒適、要

在裡⾯讀⼀個下午的書不是問題。

但圖書館常常客滿、多是醫學院的

學⽣在埋頭苦讀。 

 

 

 

餐廳 

學校有兩個餐廳，其中⼀個學⽣餐廳裡除了有 cafeteria 還有 cantina。cafeteria

販售⼀些輕⾷如麵包、咖啡、⽔果等。是⽤機器點餐、再⽤票卷到吧台換餐點。

cantina 則是午餐時段（13.30 後）供應⼀些主⾷如燉飯、麵、⿂⾁、薯條等等

（每天餐點不同）餐廳有微波爐可使⽤，所以⼤部分時候我都是⾃⼰帶便當來

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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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館 

體育館我從來沒有去過！因為離校區還要再⾛ 10~20 分鐘路程。無法多做介紹，

但是很多同學都有在健⾝房買⽉票，聽說設備很⿑全！⽽且武康⼤學以體育項

⽬⽽聞名、體育館的設施⼀定不差。 

書局、影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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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修讀課程 

 

交換⽣怎麼選課？出發後的選課作業 

1. 在加退選期間試聽有興趣課程 

2. ⾄武康⼤學國際處找專⼈辦理加退選 

武康⼤學的加退選期限將近⼀個⽉，很建議這⼀個⽉內多多去試聽各⾨課程。

由於武康⼤學沒有期中退選的制度，所以如果最後選了⾃⼰不喜歡的課，也必

須要修完。確認想修的課程後，到武康⼤學國際處辦理加退選即可 

學分怎麼換算？抵免？ 

在東吳⼤學的 2 學分＝武康⼤學的 6 學分（學分數 x3）。學分數的不同是因為

上課時數的不同。舉例來說，在台灣 2 學分的課通常是兩⼩時課程、在武康 6

學分的課是四⼩時課程，但這四⼩時不是集中在⼀天上完，可能分成兩天或三

天上 

我在武康⼤學選了那些課？ 

⾸先，在武康⼤學商學院和⽂學院可以說是分開的兩個體系。各學院對交換⽣

的規定不⼀樣、舉辦的活動也不同、有時候停課的⽇期也因學院⽽異。基本上

每⾨課的計分⽅式雷同，包括期中期末考、上台報告、及課堂的出席及表現。 

1. 商學院： Spanish Commercial Law(6 ects) 

我的主修是英⽂，當初修西班⽛商事法是因為沒碰過這個領域所以想嘗試。⼀

開始因為⽼師的⼝⾳重、再加上要讀原⽂書，所以⼀度崩潰想放棄，但後來漸

漸發現⽼師教學⽅式很有趣、同學踴躍發⾔、表達想法，所以適應了這堂課的

教學⽅式、也開始對上課的內容產⽣了興趣。 

2. ⽂學院：English for Primary Teacher CLIL(6 ects) 

兒童英語教學這⾨課的學⽣都是英語教學系，⼤多數⼈未來都是要成為英語⽼

師，所以課堂⾮常注重實際應⽤。有別於西班⽛商事法，⽼師常常要課堂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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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舉例來說，我們的期末報告是

要編制出完整的教案、把所有的教學

理論套⽤在教案中，呈現給⽼師。這

堂課很有挑戰性，因為⽼師很嚴謹、

⾮常注重應⽤⽽⾮死背理論，所以修

了這堂課後收穫良多。 

 

3. ⽂學院：English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6 ects) 

這堂課主要內容是介紹英國的⽂化與⽂明。課堂注重分組報告與討論。⽼師上

課準備了很多影⽚當作實例教學，我覺得是相對輕鬆也有趣的課。尤其可以了

解⽂化差異的由來和歷史，是我很喜歡的領域。 

4. 交換⽣限定：Spanish course(4 ects) 

西班⽛⽂課是⾃費的課程，⼤部分的交換⽣都會修。開學前會有西⽂密集班

（為期兩週 2ects）之後的分級考試會將學⽣分配⾄不同級別的班。我被分配在

A1（基礎班），⽼師上課以英⽂和西⽂溝通，課程內容為⽇常⽣活⽤語及現在

式⽂法。上課並不單調乏味，⽼師常常要我們互相練習會話、也會補充很多實

⽤的句⼦。期末考分為筆試和⼝試。當發現最後我可以⽤西⽂⾃我介紹時，才

發現我的西班⽛⽂真的默默進步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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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及住宿環境介紹 

 

住宿 

由於武康⼤學沒有提供宿舍，所以住宿就要⾃⽴⾃強。出發前，我和學姊就開

始關注西班⽛的租屋網站 idealista。有好的房源就和房東先聯絡，但我們不打

算直接在網上預訂房⼦，因為總覺得要親眼看過房間及住宿環境才能安⼼，所

以抵達 Murcia 的第⼀週我們住在青年旅館。這⼀週我們到處和房東約看房，很

幸運的不到⼀週就找到滿意的房間了！不可思議的是和我們聯絡的房東（⼀位

西班⽛婦⼥）只會說西⽂（英⽂無法溝通）我們就這樣很巧妙地，和房東約了

看房。過程瘋狂⽐⼿畫腳、⽤ google 翻譯溝通，就這樣完成了整個看房、簽約

的⼿續。 

 

我們住宿的地理位置⾮常好！位在三樓（台灣的話是四樓）公寓有電梯。樓下

有很多商家，例如超市、麵包店、⽔果攤、書局⾛路不⽤⼀分鐘。公⾞站牌不

⽤兩分鐘，百貨公司、銀⾏不到五分鐘。距離市中⼼也不⽤⼗分鐘。應該可以

想⾒有多⽅便！加上公寓位在巷⼦內，所以不會聽到⾞⼦嘈雜聲或是噪⾳滿街

等等。⽣活品質和機能算是相當相當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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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才知道原來我們真正的房東是

⼀對⼋⼗歲的爺爺奶奶，且會和我

們住在⼀起。這對⽼⼈家⾮常和藹

親切，儘管語⾔不通，還是很熱情

的招待我們。尤其奶奶⾮常活潑，

常常對著我們唱歌跳舞、做道地的

料理給我們吃，到後來還教我們背

西⽂單字！超級可愛。奶奶總在我

們旅⾏前要我們注意安全，每次⼀回到 Murcia 看到他們總有⼀種回到家的感覺。 

 

我們的雙⼈房 

 

選擇⼀起住⼀間的原因是⼀、價格便宜不少 ⼆、兩⼈都屬於沒什麼潔癖或怪⽑

病的⼈。因為兩⼈接受度都很⾼很隨和，所以住在⼀起沒有問題。還是提醒要

⾧時間住在同⼀間房的話請三思並衡量⾃⼰的⽣活習觀與對⽅差異⼤不⼤。如

果是很需要私⼈空間或有特殊習慣癖好的⼈，就不適合住雙⼈房。要考慮到對

⽅的⽣活品質、替室友著想⾮常重要。 

 

⽣活 

天氣 

Murcia 可以說是歐洲⼈的度假勝地，⼀年四季天氣都很好、氣溫也相對較⾼。

屬於偏乾熱的地中海型氣候。我交換的期間是⼆⽉到六⽉，約四⽉中後天氣就

開始變熱了，但是天氣是舒服的不濕黏，開始可以穿短袖短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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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 

西班⽛屬歐元國，歐元與台幣匯率約落在 1:35~37 之間。我消費的⽅式有兩種。 

1. ⾦融卡提領現⾦ 

有些⼀定要付現的花費例如我的房租、公⾞⽉票、⽇常⽣活的⼤⼩⽀付。我通

常會⼀次提領⼤額現⾦（500 歐元），因為這之中有銀⾏⼿續費＋匯率換算。

所以⼀次領⼤額⽐較划算。記得出國前要到卡⽚所屬銀⾏開啟提領外匯功能。 

 

2. 歐元卡刷卡消費 

歐元卡屬於⼀種雙幣副卡，卡裡同時有歐元和台

幣帳⼾。我在西班⽛刷歐元卡時會直接扣卡裡的

歐元，優點是沒有匯率問題也沒不⽤⼿續費。因

此我⼤多數時候能刷卡都盡量刷卡。Murcia ⼤

部分店家都有刷卡功能，⾮常⽅便。 

 

伙⾷ 

Murcia 的物價不⾼，要在餐廳吃飯沒有想像中昂貴，但是還是不⽐⾃⼰開伙來

的便宜。尤其西班⽛的超市東西⾮常便宜，我們⼀週平均有四、五天逛超市，

⾃⼰買菜煮飯，省伙⾷費。推薦的超市有 superdumbo, mercadona, lidl, 糖家福

（中國超市）。西班⽛的吃飯時間和台灣很不⼀樣，因為⽇落的晚，所以平均

每餐延後兩⼩時才吃。西班⽛⼈⼀天吃四餐，中餐通常兩點開始、傍晚會吃⼩

點⼼、晚餐則延後到晚上九點（九點才準備天⿊） 

 

娛樂 

Murcia 的市區不⼤，可以從事的娛樂活

動也不多。坐公⾞到郊區可以到⼀個很

⼤的 Shopping Mall Nueva Condomina。

除了逛街以外，那裡還有電影院。在市

區可以登上主教堂的鐘塔、體驗了當地

的卡拉 ok、還有市⽴游泳池可以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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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康⼤學提供獎補助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Scholarship 

 

武康⼤學對交換⽣有獎學⾦的補助，此計畫叫作「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Scholarship」。只要交換⽣在指定處室擔任助理、⼩幫⼿等等，就可以獲得獎

學⾦。這學期我們有⼀位荷蘭同學就在國際處打⼯ 

我認為這是⼀個難得的經驗，不僅可以得到獎學⾦，還可以體驗在國外實習的

⽣活。起初我本來想申請此獎學⾦，但是後來覺得時間有限、想把重⼼放在歐

洲旅遊，就放棄了這個機會。雖然覺得有點⼩遺憾，但是歐洲旅遊帶給我的是

不同的收穫。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依⾃⼰的需求，選擇要不要申請這個獎學

⾦。 

連結: http://international.ucam.edu/admission/schola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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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武康⼤學安排的活動和景點參訪 

學校在學期初會發放⼀本 agenda，上⾯有這學期所有會舉辦的活動。每個 

⼈可以依照⾃⼰的⾏程規劃選擇參加。 

 

我參加了哪些活動？ 

我參加的活動包括市區導覽、攀岩、參觀當地酒廠、⾷物交流與語⾔交流。其

中學校帶我們參觀了 Murcia 當地的酒廠，製造 Murcia 特有的啤酒。除了解說

影⽚、專⼈講解歷史、實際參觀啤酒製造過程之外，最後還有免費品嚐啤酒及

得到伴⼿禮的機會，⾮常值得⼀探究竟。 

 

 

 

 

 

 

 

 

 

 

 

 

⾷物交流讓我們可以⼀次吃到來⾃世界各國的特⾊料理。這次我們準備了蔥抓

餅加蛋⼤受好評、獲得喜愛，⼤⼤展現了台灣的特⾊料理。 

⾄於語⾔交流 language tandem 是每週在特定的咖啡廳的語⾔交流活動。每⼀

張桌⼦會擺上不同的語⾔標籤，如西班⽛⽂、英⽂、義⼤利⽂、法⽂等等，是

能夠結交新朋友與增進於⾔能⼒的好機會。⼀開始想要練習西⽂也得到很新朋

友的幫助，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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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程規劃 

平常的假⽇（西班⽛境內） 

西班⽛本⾝就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地⽅值得探索，許多歷史遺址、指標性建築、

雄偉的皇宮教堂與阿拉伯式的街道，來西班⽛絕對不能錯過。在西班⽛⾸都⾺

德⾥，我參觀了歐洲第三⼤輝煌的「⾺德⾥皇宮」，內部氣勢⾮凡，對第⼀次

參觀皇宮的我來說是⼀⼤震憾。在太陽⾨廣場和熊莓果樹的市徽雕像拍照留影。

巴賽隆納是由⾼第與其他建築師建造的藝術之都。不可錯過的景點建築如聖家

堂、巴特婁之家與奎爾公園。在此我觀賞了⼈⽣第⼀場現場⾜球賽，值回票價。

Toledo 的歷史⾮常豐富，舊城區被聯合國教科⽂組織列⽂世界遺產。在此我體

驗了溜索，溜過了伊⽐利半島上最⼤的河流塔霍河，留下了難忘經驗。Segovia

有羅⾺時期留下的建築「⽔道橋」，遺址被保存⾄今供⼈們欣賞建築師偉⼤的

設計與發明。 

 

 

 

 

 

 

 

連假（歐洲旅遊） 

要到西班⽛以外的地⽅旅⾏，我通常是利⽤學校放⾧假或是國定假⽇的時間去

的。這次造訪了瑞典看到⼈⽣的第⼀道極光、義⼤利體驗的⽔都維尼斯的浪漫

⾵情、荷蘭參加了「橘⾊⾵暴」的國王節、葡萄⽛南部在「世界的盡頭」留下

⾜跡。這次除了瑞典的極光之旅是事先規劃好的，其餘都是在交換期間計畫的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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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發前準備及費⽤ 

 

簽證流程 

完整資料都是參考 外國駐台觀光代表聯合會 。我申請的是 180 天以內的短期學

⽣簽證，所有的資料除了正本之外，都要準備影本！要準備的資料看似很多很

複雜，但其實辦起來都不難，個⼈覺得最重要的是提早準備、抓緊時間 

要準備的資料如下： 

a) 填具兩份⾧期簽證申請表，並由本⼈親⾃簽名。若申請⼈未滿 20 歲，則需由

⽗母雙⽅簽名。 

外國駐台觀光代表聯合會 可以下載⾧期簽證申請表。填妥兩份，其中⼀份會印

上戳章，給⾃⼰留底⽤ 

b) 護照：效期須⾄少包含在西班⽛就學時間；半年內更新護照者(含第⼀次申請

護照者)，請加附舊護照或五年內出⼊境證明。個資⾴簽名欄請簽名。 

c) 最近六個⽉照⽚兩張– ⾧ 32-45mm ，寬 26-35mm，限正⾯彩⾊⽩底背景。請

黏貼於申請表。 

d) 國民⾝份證，若⾮台灣⼈請提供外僑居留證。 

e) ⼊學許可證，內容需註明申請學校或機構名稱、地址、學校聯絡⼈姓名、聯

絡電話、電⼦郵件帳號、明確的課程名稱及時間。 

要儘早收到⼊學許可證就要靠⾃⼰不斷寄信到對⽅學校提醒、詢問⼊學許可的

下落。武康⼤學最後是寄⼊學許可證的電⼦檔給我，沒有紙本正本。本來很怕

辦事處會因此不讓過，好險最後辦事處表⽰我有台灣就讀學校的資格證明，就

可以通融⽤⼊學許可證的影本 

f) 交換學⽣申請者：請提供台灣就讀學校核發之交換學⽣資格英⽂證明函。英

⽂證明函須註明申請⼈就讀科系、獲選為交換學⽣、西班⽛交換學校、時間及

是否領有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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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資格證明是要⾃⼰向台灣就讀學校的國際處申請的。盡量提早申請，不然

怕作業時間⾧要等很久 

g) 停留西班⽛期間有效英⽂海外醫療保險證明。證明上必須明確列出保險內容

包含可於海外使⽤之醫療保險(Medical Expenses, Medical Insurance…) 

保險是和媽媽的朋友保，因為有認識⽐較⽅便，沒有特別⽐較多間保險公司。

我保的保險是南⼭產物的申根簽證醫療旅平險。保險額度選中間值（6,382 元

/180 天）這個保險在申根國都可以⽤，保險保障期要包含⾃⼰可能停留的時間

⾧度 

h) 停留西班⽛期間之英⽂財⼒證明(以下⼆選⼀)： 

o 申請者⾃⼰擔保：申請者必須證明⾃⼰有⾜夠存款⾦額負擔於西班⽛停留費

⽤。存款⾦額須備妥每個⽉ 533 歐元。請提供以下兩項⽂件：1-銀⾏開⽴之英

⽂版餘額證明 2-三個⽉交易明細，可為儲⾦簿(存摺)近三個⽉影本及含⼾名⾴

之影本。 

o 經由家⾧之財⼒擔保：申請者財⼒不⾜時, 以家⾧透過簽署英⽂保証函的⽅式, 

同意負擔申請⼈於西班⽛停留費⽤每個⽉ 533 歐元。請提供以下五項⽂件：1-

保證⼈護照個資⾴影本(護照簽名欄需簽名) 2-保證⼈英⽂證明函 (請參考網站範

本。簽名請與護照簽名欄相同) 3-申請⼈之英⽂版⼾籍謄本 4-銀⾏之英⽂版餘額

證明 5- 三個⽉交易明細，可為儲⾦簿(存摺)近三個⽉影本及含⼾名⾴之影本。 

我申請第⼆種：經由家⾧之財⼒擔保 

1. 保證⼈護照個資⾴影本：爸爸或媽媽的護照個資⾴影本 

2. 保證⼈英⽂證明函 ：外國駐台觀光代表聯合會 網站上有範例，把姓名資

料等等改成⾃⼰的就⾏囉 

3. 申請⼈之英⽂版⼾籍謄本：只要到任⼀⼾政事務所，告訴服務⼈員要辦

英⽂本⼾籍謄本即可。備妥⾝分證、還要有⾃⼰以及⽗母的護照英⽂姓

名。申請第⼀份台幣 100 元，第⼆份起每份台幣 15 元。（以防萬⼀我申

請了兩份）辦理需要約六個⼯作天喔，只有這⼀項是要注意時間的 

4. 銀⾏之英⽂版餘額證明：帶著爸爸或媽媽到銀⾏說要辦理英⽂版餘額證

明即可。備妥申請⼈（爸爸或媽媽）的⾝分證、存摺及護照英⽂姓名、

填妥資料，當場就可以拿了。⼀份是台幣 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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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個⽉交易明細，可為儲⾦簿(存摺)近三個⽉影本及含⼾名⾴之影本：

影印爸爸或媽媽在該銀⾏的近三個⽉交易明細及和⼾名⾴即可 

i) 留學時間 91-180 天內者：需加附來回台灣機票訂位記錄。 

最艱鉅的⼀項就是訂機票了，因為短期簽證需附來回機票證明，所以很重要的

是確定⾃⼰回程⽇期，不然改機票的罰⾦很貴。因為我的⼊學許可遲遲不下來，

我就不敢先買機票。那時候⼀收到⼊學許可，隔天我就買機票、再隔天就去辦

簽證，時間超緊迫的，超怕簽證來不及。機票的話我選擇到台北⽕⾞站⼀樓的

雄獅旅遊及易遊網訊問。因為⼀直搞不懂年票和機票效期等等的問題，就直接

找旅⾏社解惑，旅⾏社提供很不同的班機選擇和準確的資訊，真的省掉很多⿇

煩、問題也⼀次解決了！最後選擇向雄獅旅遊購買機票 

 

辦理簽證⼼得 

因為西班⽛辦事處辦理簽證不能預約，所以當天（週四）⼀早九點我準時出現

在西班⽛商務辦事處⾨⼝。只有我和另⼀個⼈在等候，完全跟我預期的不⼀樣，

還以為會⼤排⾧⿓。我是第⼆個，所以很快輪到我。辦事處⼈員很友善，和我

核對了所有資料、詢問⼀些簡單的問題，就完成了！過程不超過⼗五分鐘，就

很順利也很有效率的結束了。 最後收費台幣 2025 元。約 2-4 週後可以取件，會

以 Email 通知，所以請確認電⼦信箱沒有填錯。取件是以收據為憑據（有收據

也可以請他⼈代收）兩週過後我就收到取件通知了！  

 

出國費⽤ 

此次出國費⽤預估⾃⼰的花費會在⼆⼗五萬台幣以內，包括房租、⽣活費及旅

遊費。 

我的房租每⽉為兩百歐元、⽣活費預估每⽉五百歐元、旅遊費預估每⽉五百歐。

五個⽉下來估計花費總額是⼆⼗⼆萬台幣。但這⼀切都只是保守估計，實際上

的花費都會超⽀，尤其是旅遊費很難控制。所以我給⾃⼰多三萬元的扣打，總

共花費為⼆⼗五萬元台幣。 

養成記帳的習慣⾮常重要，這樣才能掌控預算和開⽀，把費⽤控制在開花的⾦

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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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感想與推薦 

 

學習西班⽛⽂ 

在 Murcia ⽣活，學會講西班⽛⽂真的⾮常重要。所以⾮常推薦選擇武康⼤學的

學弟妹在出發前先在台灣報名西班⽛⽂課。有基礎的語⾔能⼒、懂得⽇常⽣活

應⽤，在 Murcia ⽣活會輕鬆許多、在上學校開辦的西班⽛⽂密集課程時也⽐較

能銜接的上。既然都選擇西班⽛學校交換，能夠在適當的語⾔環境中學習是⼀

種優勢，所以建議好好把握。 

多與各國交換⽣交流 

申請交換學⽣對我來說就是想要體驗更多的⽂化交流、⽂化衝擊與語⾔交換，

所以我很慶幸⾃⼰在這裡認識了要好的歐洲同學、跳脫舒適圈、感受不同的⽣

活⽅式也聽了不同朋友們不同的故事、也把⾃⼰的國家的美好讓更多⼈知道。

所以建議不要拘泥於只和亞洲⼈互動，有機會多多結交來⾃各地的朋友。 

 

 

 

 

 

 

 

 

 

勇於嘗試新事物、莫忘初衷 

這趟交換旅程我體驗了⼈⽣無數個「第⼀次」，第⼀次看極光、住臥鋪⽕⾞、

⼀個⼈旅⾏、住沙發衝浪、在機場過夜、吃西班⽛特⾊料理等等。有些順利有

些不盡完美，發⽣的⼤⼩事不論好壞都是⼈⽣的⼀項難忘的經歷，有些是美好

的回憶、有些當作學習教訓。無論如何，置⾝於不同的世界並感受⽂化的衝擊

就是我來交換的初衷。交換之後，處事態度與辦事⾓度更多元、更懂得變通與

圓融，但是也別忘記最初的⾃⼰、感謝家⼈、更愛台灣！ 

 

交換⽇記：https://chloelinsite.wordpr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