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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報告內容⼤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中⽂⾄少 3000 字或英⽂⾄少 2000 字及 6 張圖⽚

(含 說明)，12 號字:  

Outline of the report: Please describe your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th a 

minimum of 3000 words in Chinese or 2000 words in English and six pictures(each with 

captions). Font size: 12  

 1. 緣起 Origin  
(可就交換⽣甄選準備、出國前準備、簽證之辦理等準備事項進⾏陳述)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the preparation for exchange, pre-departure procedures, visa 
application, etc.) 

• 簽證之辦理  

            當我撕到捷克克拉羅夫⼤學的榜單之後，就⾺上開始準備申請學⽣⾧期簽證，捷克的
學⽣簽證申請過程繁雜，越早準備越佳，需要的資料有以下：(1)財⼒證明 (2)良民證 
(3)護照 (4)學校⼊學證明 (5)護照尺⼨⼤頭照兩張。 

            ⾸先，要先到郵局申請存款有18萬台幣的財⼒證明，只需要到郵局現場申請VISA⾦
融卡的財⼒證明就好，不過要記得另外申請英⽂版本。再來為良民證最為⿇煩，⾸先
要到內政部警政總署全球資訊網站上申請良民證，填好資料以後，幾天後就會收到簡
訊就能夠到指定的警察局拿取，費⽤為100元，拿到良民證之後，還要到第三⽅單位
的公證事務所公證，費⽤為750元，公證完之後，必須再到外交部公證⼀次，費⽤為
400元，完成以上複雜的步驟之後，最後就只需要將良民證翻譯為捷克⽂就完成了！
網路上有需多推薦的翻譯社，很容易就能找到，我找到是“速捷翻譯社”。拿到以上
所需資料以及收到學校寄來的⼊學證明之後就可以打電話到捷克經濟⽂化辦事處預約
申請簽證時間，別忘了要提早打電話預約，辦事處只接受預約時間申辦簽證。⼤部分
的⼈在兩個⽉內就會收到領取通知了。 

 2. 研修學校簡介 Introduc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可就該研修學校特⾊、接機、報到與住宿等事項進⾏陳述)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the feature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airport pickup, check-in 
and accommodation, etc.)  

• 學校特⾊ 

            克拉羅夫⼤學位於捷克的赫拉德茲克拉羅⾱⼩鎮，從布拉格需要搭兩⼩時的⽕⾞才能
到達。赫拉德茲克拉羅⾱⼩鎮是個純樸的⼩鎮，學校分成幾個不同的校區，分別給不
⼀樣的科系，例如：資管系、哲學系。學校裡沒有體育館，體育課會在其他地點上課。
學校距離宿舍Palachova搭公⾞⼤約10分鐘，公⾞⾞次很多也通常很準時。 



（資管系⼤樓⾨⼝）↑                                                                 （校園⼀⾓）↑ 

• 接機 

            當我到達布拉格機場時，很幸運的有學伴接機，學伴帶著懞懞懂懂的我們先搭了機場
⾞站接駁⾞，之後再搭⽕⾞，不過當時因為我沒有國際學⽣證ISIC，所以⽕⾞票會貴
很多。到了⼩鎮之後，再搭公⾞到達宿舍，建議⾏李箱盡可能不要太重，因為在捷克，
公⾞、⽕⾞與地⾯上都有⼀定的⾼度，但是很慶幸路上有遇到好⼼的捷克⼈幫忙。 

• 報到與住宿 

            到了宿舍以後，是下⾶機的三個⼩時後，要先到宿舍櫃檯報到以及繳交住宿費⽤，之
後就會拿到鑰匙，宿舍分為Ａ到Ｈ棟，有四⼈房以及六⼈房，⽽我住的是六⼈房，為
三⼈、三⼈⼀間，我與兩位⽂藻的學姊同房，⽽另外⼀房是三位捷克⼈。在Ｅ棟地下
室為洗⾐間，需要帶著學⽣證以及40克朗到宿舍櫃檯租借洗⾐房，每次租借時間為兩
⼩時。⽽房間內的床單可以在每個⽉的指定時間到地下⼀樓換取新的乾淨床單。 

            ⾄於到學校報到的話，要依⽼師規定的時間到學校報到，⽽學伴們會在臉書社團上約
好早上在宿舍集合的時間，再統⼀帶⼤家⼀起去學校報到，所以不⽤擔⼼。 



      （宿舍Palachova⼤樓）↑                                                   （宿舍房間）↑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Courses You Took  
(可就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學習成效等事項進⾏陳述)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procedures of course selection, course content, class size, 
learning outcome, etc.)  

• 選課程序 

            來到捷克之前，⽼師已要求過我們要先在網路上選課，⽽我們可以在開學後兩個禮拜
以內試聽所有的課程再決定要選什麼課。選課的⽅式很簡單，只需要到⽼師的辦公室
告訴她有想要哪些課就可以了。 

• 上課情形 

            我與幾位墨西哥的同學、俄羅斯的同學以及台灣的同學⼀起上捷克⽂以及德⽂，捷克
⽂⽼師很⽤⼼，常常準備許多⼩玩具來配合上課內容，每節課也都有⼀對⼀⼝說對話
練習。德⽂課的話，⽼師的教導⽅式⽐較輕鬆，只會教⼀些基本對話，期末考就是隨
機會話⼝試。⽽英⽂會話課更為特別，⽼師會⼀直和學⽣聊天，這堂課的主要⽬的就
是讓學⽣開⼝，話題很多元。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下學期才有的期末七天⽔上
體育課，地點為克羅埃西亞的普利莫頓，住在露營區只要⾛幾步路就是海邊，⾵景甚
是美麗，體育⽼師教我們如何划獨⽊⾈以及⽴式划槳還有⾵帆，露營區還有網球場、
籃球場，還能夠到鎮中⼼⾛⾛、參觀古蹟，在這七天裡，每天都過得很豐富、很開⼼，
千萬不要錯過這樣值得的體育課。 



（體育課最後⼀天全體合照）↑ 

（與法國朋友準備到鎮上吃晚餐）↑                                （⼤家練習划獨⽊⾈和⽴式划槳）↑ 

 

4. 國外研修之⽣活學習(課外)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Social Life  
(可就參加之社團、課餘活動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或民眾之⽂化交流經驗進⾏分
享，並介紹交換學校之 ⽣活環境、住宿、交通、飲⾷及各項⽀出費⽤等事項。) 
(This section may include details about the clubs you attended, social life, exchange of 
culture with local or oth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sidential life, transport, food, and living costs, etc.)  



• 課餘活動 

            在開學的第⼀個禮拜UHK學伴組織會為新來的交換⽣準備歡迎派對、國際晚餐，來
促進不同國家的新交換⽣們認識彼此，⽽剛好在下學期來到UHK的我們遇到了資管
系的紀念慶祝⽇，當天⼤家要⼀起⾝著藍⾊，現場還有⼤蛋糕、飲料跟捷克啤酒可以
喝，還有許多現場表演可以觀看，⽽每個⼈也能拿到⼩禮物。 

（歡迎派對）← 

 

（國際晚餐）← 

  



（資管系FIM紀念慶祝⽇）↑ 

• ⽣活環境 

            宿舍旁邊有兩間超市，分別為Albert、Billa，⾛更遠的話還有Lidl、Futurum，⽽
Futurum是⼀間購物中⼼，裡⾯有H&M之類的服飾店，還有美式購物商場Tesco，也
有電影院，電影院雖然只有捷克⽂字幕，不過剛好能夠訓練⼀下英⽂聽⼒。來這裡不
只是學習英⽂，連煮飯的能⼒也變好了，從什麼都不會的我，慢慢學會料理，現在已
能夠做出許多像樣的菜⾊，⽽平常在⼩鎮沒事的我，最⼤的興趣就是逛超市。 

                    （赫拉德茲克拉羅⾱⼩鎮）↑↗ 



• 交通 

            公⾞是最主要的⼯具，只要在學期初申請⼀張公⾞卡，就能夠以購買的⽉份免費搭公
⾞，不過與在台灣搭公⾞不⼀樣的是，公⾞每⼀站都會停，不需要特別按鈴，以及平
常除了特地時間以外，上⾞不⽤刷卡，⽽週⼀⾄週五晚上七點過後以及週末要記得上
⾞刷卡。推薦可以下載”IDOS”這個APP ，可以查到公⾞的時間。⾄於離開⼩鎮外的
交通⽅⾯，可以下載捷克國鐵”Muj vlak”這個APP，只要勾選有ISIC學⽣證的話，搭
⽕⾞會優惠很多。 

          （公⾞上）↑                                                        （宿舍前公⾞站牌）↑ 

• 飲⾷ 

            平常我會⾃⼰料理三餐，不過偶爾也會有想偷懶的時候，剛好在⼩鎮市中⼼就有許多
不錯的餐廳可以去試看看，像是以剛來時，最多⼈推薦的就是捷克餐廳Udvora，還有
Sport cafe是我很喜歡的⼀間義式餐廳，Mac也是⼀間不錯的亞洲餐廳，所以其實不會
煮飯也不⽤擔⼼！ 



（Udvora捷克餐廳）↑                                                          （與朋友們⼀起做午餐）↑ 

 

• 課外之餘的旅遊 

            在開學第⼆個禮拜時，UHK學伴組織會舉辦三天兩夜的布拉格之旅，是在來之前就
要報名好，參加的⼈有來⾃法國、希臘、賽浦勒斯、羅⾺尼雅、德國的同學們，所以
不僅是參觀布拉格還能夠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們，學伴們很⽤⼼，在⼀開始為了讓⼤
家更快認識，帶著我們去玩雷射槍，⾮常得好玩，也在遊戲過程中認識了不少朋友，
之後兩天就常常⾛在⼀起，除此之外，布拉格確確實實是個⾮常美麗的地⽅，查理⼤
橋、天⽂鐘、布拉格城堡，各有特⾊，我都⾮常的喜歡。⽽當我們選好課程以後，就
能夠盡情安排各國旅遊的⾏程，像是我與朋友們⼀起去了維也納、克拉科夫、阿姆斯
特丹、ＣＫ⼩鎮、德國、英國以及法國，⽽其中最深得我⼼的就是倫敦，當我⼀踏上
倫敦這個地⽅，⼼不由⾃主地感到開⼼，⾺上感受到倫敦的乾淨與美麗。俗話說：『讀
萬卷書不如⾏萬⾥路』，這句話果然是真的，在旅遊的過程中，同時學習了許多不⼀
樣的⽂化，當我在每次旅途中，⼼裡總是⾮常感激我的⽗母讓我有這個機會接觸到不
⼀樣的⼈事物，也因為看過許多美麗的⾵景，讓我的⼼靈與頭腦更加豐富了。 

 

（在布拉格城堡前）← 



（布拉格之旅全體合照）（在約翰藍儂牆）↑ 

（與⽠地⾺拉以及羅⾺尼亞的朋
友們⼀起吃晚餐）← 



5.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Advantages Gained on Exchange (Please use bullet points.)  

• 增加國際觀 

• 認識來⾃不同國家的朋友 

• 讓更多⼈認識台灣 

• 開⼝說更多的英⽂ 

• 豐富⼈⽣ 

• 更加獨⽴⾃主，遇到困難⾃⼰解決 

6.感想與建議(Overal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雖然我是就讀翻譯系，來到克拉羅夫⼤學的資管系可能會有些抵免學分的衝突，不過
我⼀點都不後悔我的選擇，出國交換是我從進⼊⽂藻五專時，就⼀直擁有的夢想，很
開⼼現在終於實現了。這四個⽉讓我的⼈⽣變得更加多采多姿，但我更希望能夠待在
捷克更久⼀點，短短四個⽉過得實在太快了。在這交換的⽇⼦裡，我去了好多個國家，
看過好多美麗的⾵景，我也結交到了很合得來的朋友，他們來⾃法國，就算現在我們
已經各⾃回國了，我們還是保有聯絡，並且已經約好了下次⾒⾯的時間，我想表達的
是，在這個距離台灣九千公⾥遠的捷克，我還能夠認識到這些也來⾃不同國家的好朋
友們，真的很感謝緣份讓我們認識，這是我⽬前為⽌擁有過最美好的回憶，很感謝我
的⽗母給我這個機會來到歐洲交換，也很慶幸在⽂藻外語⼤學讀書有這樣到世界各地
交換⽣的機會，我能肯定這四個⽉的回憶會永遠留在我的⼼中。 

備註 Notes: 
1. 請依規定標題書寫，但格式仍請⾃訂。  

Please complete the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headings regulated above, though you can make 
your own format. 2. 容量限制:8MB  

Capacity: 8MB 
3. 勿呈現個⼈基本資料(⾝份證字號、出⽣年⽉⽇、電話、住址等)  

Do not include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ID number, date of birth, telephone number, and 
add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