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change life in Czech Republic 

東吳⼤大學 中三A 葉怡欣
交換於捷克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 2.2018 - 6.2018 )  

EXCHANGE LIFE IN CZ �1



為什什麼選擇捷克交換？ 

選擇捷克的原因有很多，以下會列點和⼤家解釋是什麼吸引⼈的原因，吸引我來捷克

交換。

⼀.物美價廉，雖然隔壁就是德國

捷克因⼆戰成為數個共產國家之⼀，因此也保留了共產國家的共同優點−物價可⼈。
每次利⽤時間去其他國家旅遊時，總是無意間想念起捷克的物價。不管是交通還是食物都
有很明顯的差異。舉例來說，⼀個半⼩時的⽕⾞約台幣150⽽且⼀定有非常舒服的座位，讓

你捨不得下⾞︔食物的部分，曾經有⼀次跟朋友⼀起去捷克其他⼩鎮旅遊，到了附近超市
買⿂買⾁，最後⼤家還不⼩⼼煮的太多吃撐了！最後，令我們驚訝的是，⼀餐的費⽤平均

下來⼀⼈不到10塊台幣。甚至，在捷克看電影也可以享受威秀品質，半價優惠喔！

⼆.因⼆戰迅速投降，⽽沒有遭到德軍破壞太多

因為本⼈對歷史有很⼤的興趣，所以常常上網搜尋許多捷克的背景資料，當得知接下
來這段故事也是笑⽽不語。⼆戰之前，其實捷克的⼯業甚至可以與德國相提並論，但因為
當時英國和法國施壓，捷克政府沒有猶豫太久放棄與德國背⽔⼀戰。就像⼀隻溫順的⽼虎，

讓德國在⼆戰擁有雙倍的⼯業和軍⼒，給納粹開了⼀條⼤路。但也因為這樣，捷克不像波
蘭的華沙，貴為⾸都但建築物都已在⼆戰被炸毀。捷克的⾸都布拉格的建築，經歷了這些

殘酷的戰爭和掠奪能保存得完好。每當我在布拉格的街頭散步時，⼼情可真是複雜，⼀⽅
⾯讚嘆這每⼀街每⼀巷的美麗，但又感嘆背後荒唐的歷史。

三.有「歐洲的⼼臟」之稱，交通便利
在公眾場合介紹⾃⼰國家，相信所以的捷克同學都⼀定會說”We are the heart of 

Europe ”，這時德國同學就會在台下搖搖頭。雖然這樣的比拼身為台灣⼈的我完全插不上

邊，但從客觀的角度看，捷克的⼤⼩適中確實很像歐洲的交通樞紐。東吳的交換⽣遍佈歐
洲，幸運的我也再來捷克之前結識了⼀些。每次⼀起訂機票要在其他國家會合時，總會羨

慕從捷克出發的機票總是便宜了整整⼀千塊，不管到哪個國家，都是從捷克出發最近啦！
連⼤學的⽼師都⿎勵我們，都來捷克了，不要待在教室裡⾯！趕快翹他的課，訂便宜的機
票出去看看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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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什麼選擇在Hradec Kralove（UHK） 交換？ 

UHK算是⼀所社區⼤學，學⽣⼤部分都來⾃附近的城鎮。值得⼀提的是該校的醫學系
在捷克非常有名，厲害程度和捷克⾸府查理⼤學相當。雖然不像⼤城市⼀樣便利，但也算

是這⼀區的⾸府，該有的應有盡有也不⽤跟觀光客擠來擠去。想去布拉格搭⽕⾞⼀個半⼩
時就能抵達！

選擇學院與選課
因為本來在東吳就讀的是中⽂系，最多交換⽣的管理學院非常不適合我，所以最後在

哲學學院和教育學院中選擇了教育學院。其中⼀個原因是，該系的教育學院也是歷史悠久，

也因為有很多語⾔相關的科系，提供的英語課程也比其他學院來得多。⽽在選課的部分，
在出國前，學校的窗⼜會先透過Email給你學校今年的課表，你可以開始選擇你想要上的
課，並回傳給他。在UHK上課非常⾃由，在開學前到期末，你都可以⾃由加課（算是給交

換⽣的特權），所以建議⼤家有時間也可以多多旁聽有興趣的科⽬，再決定要不要選課。
另外教育學院和其他學院不同的是，有另外提供獎學⾦，這個部分我沒有特別申請，

第⼀天去學校的時候Buddy就會帶你到處理國際事務的辦公室。我的是⼀位⼈很好的Petra
⽼師，他請我的Buddy有空帶我去辦捷克帳⼾，在我回傳給他帳⼾的⼀個⽉後，就有15000
克朗的學校獎學⾦。

以下是我有旁聽過和實際修過的課給⼤家做個參考：

1.German Language ( Credits 2）
這堂課是我外修管理學院的課，因為學院有規定要70%的課在你所屬

的學院修，所以我也有機會去修其他學院的課。⽼師是⼀位捷克猶
太⼈，從⼩講德語和捷克語非常有親和⼒，喜歡和學⽣話家常，雖
然沒有學到太多德語，但是⽼師的可愛讓我印象深刻。

2. Practical English 2 ( Credits 4）

這堂課全部課程裡⾯語⾔程度要求最⾼的，英⽂要求C1才能上，⽼師是⼀位英國紳
⼠。其他交換⽣的英⽂課都非常輕鬆⾃由，但我選到的這堂課重出席、有作業、有報告、
有⼩考、有期末。但不得不說學到許多東西，尤其是⽂法想要加強的同學非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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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istory of Central Europe ( Credits 4）

這堂課我最後選擇旁聽，因為他是開給研究⽣的課，課程非常的專業。去上課之前要
先讀過今天要討論的內容（30⾴是基本盤）每堂討論的主題不同，有捷克在中歐的定位、
共產時期的中歐和⼀些著名學者的⽂章。每次去上課都只聽得懂不到50％所以最後選擇放

棄。

4. Education Psychology ( Credits 4）

這堂課是在⼀個⼩型會議室上課，上課⽅式就像開會⼀樣，有⼀個主題⼤家⼀起討論
你對於家庭、教育等等的定義。評分依據是分⼩組準備報告，我和⼀位法國女⽣⼀組，我

們報告法國教育和台灣教育的不同。他們⼀聽到補習班的存在，每個⼈都不敢置信，他們
認為下課和假⽇就是要和家⼈在⼀起或和朋友出去玩。

5. PE Course in Croatia ( Credits 2）
這堂課是⾃費，我們搭了18個⼩時的巴⼠去到克羅埃西亞的沙灘Camp開始10天的海

上訓練。課程就是每天跟Kayaking, Paddle Boarding, Diving等等運動培養默契，在這⼗天

我的膚⾊曬到⼈⽣最深⼀階，但也為成為真正的海島⼦民⽽感到⾼興。

6. Czech for beginner ( Credits 4）

第⼀堂課⽼師就告訴我們，這堂課是學校送給我們的，不來上課也沒有關係還是會讓
你Pass。但因為⽼師真的教得非常的好，所以我還是會每堂報到，課堂上的那兩個⼩時，你
真的會感覺朝捷克⼈更邁進⼀步，但是捷克語始終還是太難。

宿舍環境 Palachova

Palachova是UHK宿舍的外號，我們有⼀種默契要回家時不會說Flat⽽會說Back to 

Palachva。這個宿舍距離各個學院搭公⾞10-20分鐘，對於在台灣每天通勤超過⼀個⼩時的

EXCHANGE LIFE IN CZ �4



我來說，簡直不可思議。宿舍有分A到F棟，每⼀棟都有獨⽴的⼤⾨鑰匙，⽽全部的⼤樓都
只有⼀個Reception所以常常要搶洗衣服的時間，如果沒有九點前起床，就搶不到洗衣機。

宿舍有分雙⼈房和三⼈房，⼀個房間會有兩間房，和其他室友共⽤廚房和廁所。因為
台灣⼈習慣睡覺前洗澡，所以洗澡時間都還滿充裕的，反⽽是煮飯時間因為只有兩個電磁

爐，廚房常常變得很壅擠。但也因為這樣，每次吃飯時間都會和室友聊天煮飯，分享彼此
家鄉的料理⽅式。

宿舍附近的很⽅便，⾛⼀分鐘有⼀個Albert超市，⾛五分鐘有⼀個中型超市BILLA，

⾛⼗分鐘有⼀個巨型超市LIDL。⾛路⼆⼗分鐘有⼀個購物中⼼FUTURUM，就是前⾯有提
過可以看電影的地⽅。當然不是全部都⽤⾛路的，你也可以選擇搭公⾞。HK的公⾞非常⽅

便，⼀樣是Buddy會帶你去申請City Card裡⾯跟悠遊卡⼀樣可以儲值，上⾞就刷。但可惜
的是Google map在這裡很多地點資料不全，其中⼀個就是公⾞系統。所以推薦⼤家下載另
⼀個app − Pubtran，就能在捷克趴趴⾛了喔！

另外值得⼀提的是宿舍的部分UHK是有提供獎學⾦的，只要是原本的家超過200公⾥
都能夠申請，雖然補助的不多，⼤概2000克朗，但不無⼩補。補助⾦的資訊會⼀起放在補

充資料裡⾯。

UHK Buddy System

因為有在華語⼩⽼師當志⼯的關係，有機會認識來東吳交換的捷克學⽣，有⼀位的朋
友剛好在Buddy裡⾯當志⼯，所以就直接選我了（他們會有⼀個交換⽣系統，Buddy可以

⾃⼰選擇想要接待的交換⽣）。所以在來捷克的半年前，我就已經認識我的Buddy了。
關於Buddy，有聽聞其他交換⽣的Buddy沒有帶他們做任何事，全部的事情都⾃⼰

來。因為Buddy也是⾃願性的⼯作，所以也沒有權⼒要求他們幫你做東做西。但剛剛說到
的辦City Card和捷克帳⼾，雖然都有Buddy陪同，但服務⼈員都會說英⽂，所以如果不⼩
⼼遇到比較不熱⼼的Buddy也沒有關係，就當作是⼀場冒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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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Buddy System，他們是⼀個非常⼤的團隊，⽽且看得出來學校也在背後全⼒⽀
持，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有⼀次舉辦International Lunch，學校直接廣播下午的課取消，讓

學⽣可以盡情體驗各國美食。回歸正題，在歐洲有⼀個非常有名的交換系統Erasmus，幸運
的台灣朋友們也搭上順風⾞，⼀起享受Erasmus帶給我們的眾多活動。Buddy System辦的

活動真的數不清，我⾃⼰有參加過的是布拉格三⽇遊、International Lunch、Survival 
Weekend。雖然不多，因為⼤部分的時間都有了其他安排，但他們還有辦每個禮拜三的
Party每個禮拜的主題也都不同。還有其他地⽅的數⽇遊或是體驗捷克保齡球、跳跳床、學

校玩桌遊...等。

我的捷克好朋友
平常我是跟其他四個台灣⼈聚在⼀起，其中有⼀位不是交換⽣，是從⽂藻來教中⽂的

實習⽣。因為這樣我們常常到他的課堂當TA，⽽結識了接下來這群恩⼈和貴⼈。每個禮拜
四晚上我們稱為Czech−Night⼤家都⼀起去A棟吃他們做的捷克料理，⼤家喝喝酒、唱唱
歌、跳跳舞，分享彼此⽂化。其中有兩位都曾經來台灣交換，並且認定台灣是這個世界上

最美的國家。從他們眼裡我又再重新的認識了我們可愛的番薯−台灣，每次我們在抱怨台灣
有哪裡不好的時候，他們總會搖搖頭挺身做台灣的死忠⽀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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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跳歐洲—女⼦子⼒力力指數爆表 

我是⼀個非常喜歡旅⾏的⼈，也願意為⼀個完美的旅⾏熬夜三天三夜排⾏程的⼈。來

歐洲這半年確實去了不少的國家，但原本勤勞的習慣也漸漸被改變。比如在歐洲交換⼀定
會發⽣以下狀況：

1. 出發前三⼩時整理⼗天旅遊⾏李
2. 當天⾏程前天晚上才決定，甚至當下才查
3. 會不⼩⼼跑去亞洲餐廳吃飯，不管味道多怪，價格多貴都會⼼滿意⾜

4. 有時會在青旅睡到⼗點才在最後⼀秒退房

但也漸漸發展出旅⾏的另⼀種態度，以前的我會因為⾏程Delay⽽感到緊張，現在因

為也沒了⾏程更把握每個當下，有非常喜歡的景點可能在那裡停留⼀天都不為過。以下列
出半年來去歐洲留下的⾜跡（戰績），其中最想分享的是瑞典挪威⾏和西班牙之旅。

西歐：荷蘭、英格蘭、蘇格蘭、德國、比利時
北歐：瑞典、挪威
南歐：義⼤利、梵蒂岡、克羅埃西亞、西班牙

東歐：奧地利、波蘭、匈牙利
歐亞：⼟⽿其

極光之旅

　　這趟旅⾏我在去捷克的半年前都把⽕
⾞票和住宿都訂好了，說來有些冒險，因
為那時入學證明和簽證跟本來沒下來。但

因為去瑞典看極光⼀直是我的夢想，懷著
⼀個迫不及待的⼼，就訂下去了。原本想

說是⾃⼰⼀個⼈的冒險旅程，但幸運的是
之後兩位東吳好朋友也⼀起加入，⼀位在
西班牙交換另外⼀位也和我⼀樣在捷克交

換。三位⼩女⼦就展開了他們的歐若拉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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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我們在斯德哥爾摩停留兩晚，再搭20⼩時的過夜⽕⾞進入瑞典的北極圈，到達極
光的故鄉Abisko。這裡不像芬蘭⼀樣觀光，⼀個⼩⼩的城鎮只有兩個青旅，和⼀間超市

（在2017年以前還沒有超市）。也因為這樣簡樸的關係，天天下廚和其他追光者培養出了
感情。有點難形容當下看到極光的興奮，還好在當時有把⼼情記錄下來，可能有點流⽔帳，

但當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感謝爸媽！

日記寫於3月26日，Abisko 

　　現在難掩興奮心情，即使大概四天都沒睡到什麼還是充滿動力來寫信！這幾天的我，

完成了人生的必做清單中好多好多的事。大概在半年前（去年九月底），知道有機會來捷

克交換，我就馬上著手我的極光行程！從茫茫大海中找地點，看各種部落客的文章、旅遊

書還有一度沈迷於極光觀測網站差點成為天文學家（哈哈哈）最後選擇了瑞典的Abisko，這

裡其實什麼也沒有（沒有聖誕老人村、沒有冰屋甚至一年前還沒有Supermarket）。這裡只

有三間青旅也沒有飯店，來這裡的人全都是循著「極光的故鄉」的稱號來的。想想我們來

這裡真的不容易，從Stockholm坐20小時的火車來到這個北方的小地方，但心意已決我就是

什麼都不做都沒關係，只要看到極光就心滿意足。所以就這樣成立了追極光小組，感謝芸

和筠阿莎力加入了這趟旅程，什麼都很相信我交給我訂任何東西，你們真的是最好的旅伴

∼（嗚嗚） 

　　但這七天真的發生了太多事情，而且重點都是發生太好的事情、遇到太好的人、看到

太美的風景，這些種種讓我在今天下午挪威峽灣之旅的列車上留下了感動的眼淚。來跟大

家說說那時的背景故事（哈哈），那是在從瑞典前往挪威的列車上，我們一早11:00在吃早

餐的時候想說我們要搭11:55的火車票去（前天看是11:55）結果一看，什麼！11:10開車，

嚇都嚇死雖然票還沒訂下去，但我們只剩下今天能去的機會，因為一天只有一個班次，回

來也只有一個班次。明天下午我們就要回Stockholm了，一定趕不上回程的火車。當下你看

我我看你，心中經過千千萬萬的計算後對著彼此說：「去不去？走嗎？」三秒之後，我們

馬上離開餐桌，把餐盤和食物都擱在廚房（現在想想真的是很沒水準）。馬上直奔去車站，

結果通知那班火車延遲12:30才開，所以我們又回去洗碗了（所以台灣人還是很棒的！）當

我們還在瑞典的時候，真的是一丁點峽灣一丁點海岸都沒看到，但一過邊界每個房子上面

開始揮揚著挪威的國旗，我們彼此激動著說：「我們到挪威了！」但其實我們並不知道接

下來的任何風景，但接下來的風景是我此生中看過最美的景色了。下一眼是陽光，是雪白

的山頭，是深藍的顏色，是大海，是峽灣啊！！！！看著這樣不停變化的景色，發現自己

到底何德何能能夠坐在這裡，每個人都開始講感謝的話語，每個人都開始讚嘆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我真的（第五個真的）第一次因為大自然的

美麗而感動落淚。回想起老莊老師說著自己去爬合歡山那神氣的表情，能夠參與在這美景

之下的我，了解到自己的渺小，瞻仰到自然的美色之後，當然也是要神氣一下的！ 

　　抱著這樣神氣的心情，回到了Abisko，今天的天氣特別好！我們相信今天又是個看極光

的好日子，跟著昨天認識的巴西叔叔從晚上八點（太陽還沒下山）等到快十點（太陽還是

沒下山完全），但我的手已經完全沒有知覺了，腳趾也是，我發現在這樣下去可能會不太

對勁，更何況我們從早上那一餐之後就沒有在吃東西，又在這極冷的環境下，我們決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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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吃點東西，再出來等極光。拖著快要凍死的身體回到了青旅煮飯，煮到一半芸突然叫

我們：「快來看！你們快來看！」我們衝到門口，完全忘記自己身上沒任何防寒配備，連

鞋子都沒穿。但我看到了一大片的暗綠色，我立馬衝回去房間拿我的相機，然後我們三個

又再次的丟下我們的飯，在天空下又是尖叫又是興奮地大笑，我們又看到極光了！而且這

次真的超大的！！現在看著極光的照片，還是難掩興奮情緒（尖叫）「我真的看到極光了！

天啊！」 

極光之旅Vlog：
https://youtu.be/V3uJI_B7rl4

西班牙朝聖之旅

對於西班牙有許多的期待，其中⼀個就是西班牙有許多知名的品牌Zara, Bershka, Pull 
and Bear...等。原本以為西班牙帶給我的只會有這些購物⼼得，直到得知⼀位在巴賽隆納交
換的好朋友要去⾛朝聖之路Camino de Santiago，⾺上拜託他帶著我這個拖油品。可惜的是

西班牙的住宿在⼀個⽉前都已經先訂好，所以在去完⾺德⾥、瓦倫西亞和巴賽隆納這些⼤
城市之後，我就和朋友道別，踏上了14個⼩時的過夜⽕⾞前往西班亞的西北⽅Lugo⼩鎮和

朋友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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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Camino de Santiago︖
這條路的終點為西班牙西北⽅城市──聖地牙哥，它的路線有千千百百條，每年都有許多朝

聖者們從四⾯八⽅，往聖地牙哥的⽅向匯集⽽來，就像銀河系⼀樣，群星匯集的中⼼，所以聖地牙

哥又被稱為「繁星原野聖地牙哥（Santiago de Compostela）」。相傳在西元九世紀，耶穌⼗⼆⾨

徒之⼀就是照著星星指引的⽅向抵達了聖地牙哥，在此找到聖雅各 St. Jac 的遺骸，從此，就成了天

主教徒們重要的朝聖道路之⼀。這條路就這樣從中世紀流傳直到現在，由⼀開始原本都是宗教關係

的朝聖者在⾛的，到現在此條路匯集了來⾃世界各地帶著⾃⼰的故事和原因上路的旅⼈們，根本像

極了⼀條聯合國登山路線，有趣極了！

Camino 也同時被聯合國教科⽂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是全世界僅有的三條為「道路」的世界遺

產喔！因為平常聽的世界遺產都是建築物，但是，這卻是⼀條綿延好比百公⾥的遺產呢！光這⼀點，

就⾜夠說服我了，還有，聽說那些去旅⾏了數百國的⼈，都說⾛過那麼多地⽅，卻比不上區區這麼

⼀條古道，說是世界最美麗與精彩的道路之⼀也不為過！

（以上截⾃網路⼼得說明）

　　這條路⾛滿⼀百公⾥會有⼀個證書，可惜的
是我只有三天的時間可以⾛，所以最後和朋友在

Arzua會合後只⾛了快60km就到聖地牙哥了。但
聽著他們和我分享這14天的故事我也覺得與有榮

焉，他們最後⾛了350km，路上有遇到許多狀
況：下⼤⾬沒有⾬衣、⾛在泥巴路把整隻鞋⼦染
成⽶⿈⾊、腳底長滿⽔泡、舊傷復發（習慣性脫

⾅）、⾛在⼩溪裡（順便把鞋⼦也洗乾淨了）。
光聽他們分享的種種，很難相信他們怎麼⾛到這

裡，靠著⾃⼰雙腳從台北⾛到台南的距離，途中翻山越嶺但又看到許多絕世美景！他們也
還沒有跟爸媽說這條路是多麼的艱⾟，就像⼀部拍朝聖之路的德國電影「我出去⼀下」，
「媽，就是⾛路14天⽽已，很安全！」看著已經⾛10天的他們，每個都變成⼩⿊⼈對於⽣

活品質也不在要求完美，只要能睡飽吃好就⼼滿意⾜。
這條路上遇到許多有趣的⼈，有些⼈失去所有想要找尋⼈⽣⽅向，有些⼈邊⾛邊朗誦

聖經找尋宗教慰藉，有些⼈想挑戰⾃⼰極限。不管如何，這條路把⼤家聚集起來，路過的
時候都會來⼀聲Bon Camino（⼀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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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年費⽤用 

身邊的台灣朋友每個都有不同的記帳⽅式，因為我是個神經⼤條的⼈，知道⾃⼰不可
能消費什麼就⾺上能夠記下來。所以我⽤的⽅法是比較⼤範圍的，⾸先每次拿多少現⾦記

下來，能刷卡就刷卡，因為刷卡有回饋比使⽤現⾦還划算。再來是到每個⽉的⽉底，把剩
下多少現⾦扣掉和刷的信⽤卡⾦額加⼀加，⼤概知道這個⽉花了多少錢，我覺得這樣就夠

了。雖然不知道是花在哪裡，不過說實話有在細⼼記帳的朋友吃飯跟購物也沒有比較省。
總結半年費⽤，含來回歐洲來回機票我個⼈花費⼤概⼆⼗五萬上下（沒有省吃儉⽤），

因為捷克非常便宜，所以我們都說在捷克省錢，就可以去其他國家⽤⼒玩耍，所以有⾦錢

壓⼒的朋友們，快來捷克吧！

總結 

　

        （照⽚攝於UHK校園草地）

　　在歐洲的這半年如夢⼀場，感謝東吳⼤學讓我有這個機會在⼤學出去看看世界。世界
很⼤也很⼩，這都取決於⾃⼰的⼼態。當有⼀顆包容體貼的⼼時，在地球的我們是⼀家⼈，
這是我在交換學到的事情之⼀。從來不曾出過家⾨超過⼀個禮拜的我，不敢想像交換⽣活
已經接近尾聲，除了肯定⾃⼰是隻打不死的蟑螂之外，也⿎勵⼤家有夢就要去做！萬事起
頭難，但當你開始做第⼀步時，全地球都會起來幫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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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捷克⼆戰⼩故事
https://kknews.cc/history/ob29g6.html

學校國際處官網（內有眾多資料包含課程和申請表格）
https://www.uhk.cz/en-GB/PDF-international-students/Erasmus

HK Buddy System官網（內有舉辦的活動）
https://www.buddyhk.cz

簽證把⼿把腳教學
http://oncloud9.pixnet.net/blog/post/183221867-捷克簽證辦理-%28半年內長期簽證%29

宿舍環境
http://okok5313.pixnet.net/blog/post/389614210-%23捷克%23-hradec-králové-交換⽣
活%28宿舍、⽣活機能

住宿獎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0ByNZhW8Ng56iVnFQRzBnUEVLRVd1MmNwZFUtUDVtbFFPdzY0/view?usp=sharing

我的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Q4bzlFPTLOU639E1LrsN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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