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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年級：航管系 3b 

學生姓名：佘俊融 

學生學號：h54575053 

研修國家：捷克 

研修學校：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交流期間：2019.07.08-08.05 



 

在這一次的短期交換中，我感觸很大，為什麼呢？你說這一次短期交換的 1個月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但已經很充足了，在這次的交換過程中學習到和領悟到了很多知識和學問。 

在決定去捷克之前和家人商量和溝通要不要決定去捷克的時候我有點猶豫，畢竟第一次去歐

洲第一次搭飛機到那麼遠的地方，難免會有的緊張，然後我覺得人生總有有一次去外面闖闖

看，看看世界有多大，而且我覺得人生可能去歐洲的機會也不多，自己從小也就喜歡歐洲的

環境和生活，我本身也很熱愛旅遊，希望藉此機會在世界留下腳印，所以我決定選擇去了這

次短期交換充實自己和擴大眼界 

因為去捷克是免簽證，所以出發前不需要太多行前準備，從高雄到捷克航程大約是 18小時，

這也是我第一次坐長航程的飛機，之前沒有這樣的經驗所以覺得很興奮，出發前我們 5人之

間沒有很熟，但搭飛機開始我們就開始有互動了，通過這次機會拓展了交友圈，在飛機上吃

了很多機餐，也因為時差的關係腸胃會不太適應所以會覺得吃得太飽，也在機上體驗了 6小

時的時差，從香港再到多哈轉機的時候時差逐漸出現了，當我們抵達多哈的時候，因為機場

不是穿越空橋，下飛機的時候當地是午夜，感受到當地的熱風，我心想原來我已經到世界的

另一端了，在機場內也看到越來越多的歐洲旅客，多哈機場因為是通往歐洲的一個轉運站，

所以會看到很多歐洲人當然也有來自各地的中東人,過後接近午夜 3點的時候登上了飛機，然

後我就一路睡到捷克，當然中途被空服員叫醒吃早餐，吃完再繼續睡。抵達捷克後，出去到

布拉格機場的時候深深呼吸了當地的空氣，也太清新了，我整個人都精神了起來，因為我們

提早了一天抵達了捷克，對方大學還沒提供住宿給我們，所以我麼我們就有提前預訂了布拉

格一家飯店，到底飯店後，我們先睡了個午覺調整時差，然後再一起逛逛布拉格，我覺得捷

克首都布拉格很特別，街道上充滿著很有歷史味的建築物，然後我們也找了很道地的餐館吃

午餐並品嚐當地捷克的酒，捷克也是歐洲酒消耗量最高的國家之一，喝了一半我都喝不太下

了，而且捷克的酒比水的價格還便宜，也吃了捷克典型的料理 dumpling，吃完後我們再逛了

布拉格，逛完後就回飯店休息了，隔天就抵達我們的大學開始交換生生活了，我選了

culture studies和英語會話和德語，我覺得 culture studies 這門課很吸引我，可以學習和了

解到文化的奧妙，在上課這段期間，我領悟到歐洲大學和亞洲大學的差異，歐洲大學的上課

教授都很重視時間準時的概念，此外這邊的教授會很常，很樂意和學生互動交流，這幾點是

和亞洲大學的教學方式會有點對比，其實我也很喜歡英語的教學環境，學校提供國際生英語

環境的教學模式，一些教授的背景也是英國大學畢業的，一天上課的時間是早上 9點到 12點 

然後休息 1小時 ，下午 1 點到 4點，中間會有 15 分鐘的休息時間，教授也會安排作業和需

要小組報告分組要我們上台呈現報告，4點下午上完課後你可以選擇走路回家或者搭公車，

但宿舍和學校的距離不遠，來到這邊，這邊的環境促使我學習和第一次自己下廚，食材也是

到宿舍附近的 tesco 超市購買，說起 tesco 應該是我們附近的一個休閒好去處，食材，補給品

用完了我們都到那購買。 

另外，在這一次的過程中，我也認識到了來自亞洲其他大學的學生，如香港，泰國等等，在

和他們交流中了解到他們的文化。在交通方面，早上去上課或者到附近市區都搭乘公共巴

士，搭一趟 25 捷克郎約 33 台幣到任何當地城市的地方，外食花費大概台幣 100左右，超市

的東西物價和台灣相差沒很大。學校宿舍和學校有距離大概走路 10-15分鐘，宿舍隔壁有一



個 mart,宿舍房間是 3人一房，空間蠻寬敞的。我也很慶幸能利用課餘時間到奧地利 2天 1

夜 

最後我覺得在這一次短期交換生中其實沒有完全花錢旅遊，在這個過程中學會了很多東西，

獨立，語言，社交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顯著的提升，這一次的短期交換對我來說很值得，改

變了我很多，也是我人生中一個珍貴的回憶。 

 



 

Closing ceremony 五人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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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格出名的查爾斯大橋 

 



 

在交換生這期間學習到的烹飪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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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年級：翻譯學系/3A 

學生姓名：李霓 

學生學號：D24563200 

研修國家：捷克 

研修學校：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交流期間：2019.07.08-08.05 



  早在今年三月中旬，我朋友問我是否有意願參加美國田納西州大學（MTSU）的交換學生

計畫，想出國已久的我當然毫不猶豫一口就答應了。在準備資料與做功課的期間，我發現該

校的地理位置實在有夠偏僻，可能得天天三餐都吃學生餐廳了。面試結束後，某天中午主任

臨時把我們都叫了過去，我興奮得以為是要說明訂機票與簽證的事宜，結果竟是該校臨時取

消計畫的通知，好一個晴天霹靂！正當我不知所措時，另一個選擇出現了－捷克。即便我當

時就知道捷克不通英文，但是我的朋友都決定要去捷克了，那我不妨也跟上唄，於是我就這

麼踏上了這段旅程。探索未知，且發現其中的規律總是讓我特別開心。 

   

  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大學位於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城市內，由 35號省道包圍。

 

根據行銷與廣告的老師，學校的校徽可以追溯至中世紀，其圖騰意義是城市的堡壘。

 

學校有五個學院，下圖所示的由上至下分別為哲學學院、教育學院、資訊與管理學院、科學

學院、以及社會工作學院（圖片在下一頁）。



 

選課方面，我先在國際處提供的 Google Excel先填好基本資料與選修課程後，再到學校的網

站上選選修課程。比較特別的是學校還提供了一組暫時密碼，好讓短期交換生可以登入學校

網站。

 



選課系統大致穩定，操作也簡單、直覺化，也有貼心的英文介面。我們提早一天到捷克，於

是當完在布拉格睡了一晚，正式體會到文化差異！



正式報到當天，一出了宿舍，走到了公車站便聽到了熟悉的中文－是來自長江大學的朋友

呢！有一位同學因為第一天剛到，不熟悉天氣卻穿了短裙，嚷嚷著要回宿舍換裝去～事實

上，連捷克人都說今年的夏天確實異常冷。到學校後，看到報到區大排長龍，我和其他四位

國際處的「戰友們」都在努力尋找著簽到處，我依然記得我選的模組是 BIS1，會和「戰友

們」以及早上遇到的長江大學同學們一起上課。然而，我在 BIS1名單中怎麼找都找不到我的

名字，於是我到了隔壁棚的 BIS2去找了找，果不其然，我被分在 BIS2裡面了！這也代表我

會和「戰友們」分道揚鑣；焦慮的我問了問學伴，她說 BIS1的人太多，所以把我分到 BIS2

裡頭，但是課程大同小異。整個 BIS2只有我一個是來自長榮大學，也是唯一一個台灣人，顯

得我尊貴不凡獨一無二；事實上，上課期間我確實也有「特權」。所謂「特權」，就是由於

我是班上唯一的台灣人，老師們都讓我做特別少或可以請求支援。企業經濟學課程上，其他

組別必須報告他們國家的政治、經濟狀況、社會狀況、科技現狀、環境、以及法律，而我只

需要最少選擇兩個就好。在跨文化溝通的課程內，第二堂課老師要我們分組畫出自己的國

旗，並適當解釋其意義，於是我請求支援，讓香港朋友陪我一起完成繪圖的任務（報告時依

然是我單打獨鬥）另外，中國組用光了老師的紅筆。在課業上，我基本上可以理解八成至全

部，也能在分組任務中協助其他同學們；有一次我一邊和中國學生討論，一邊幫助香港人！

選修課上面，我和其中一位戰友同時都選了捷克語和德語，被分到同一班，班上只有一個中

國人、兩個香港人，剩下都是泰國人！泰國人由於母語有打舌音，所以他們學捷克語時無往

不利；相反地，德語的 ch（咳痰音）音對他們而言就很困難！

 



 

  交友可說是這一趟捷克交換行最難忘的了。這次的計畫讓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巧妙

地聚在一起，我原本認為遭了，一定會發生很多因政治而起的衝突！幸運地，前三周都沒出

狀況，最後一周 BIS1 有中國人因不滿香港人的報告主題－Hong Kong is Not China－憤而直

接離開教室！畢竟政治（尤其兩岸三地）這東西就是一坨難解的方程式。與「戰友們」分開

而來到 BIS2的我理所當然得自立自強，在新的環境生存。一開始當然緊張，因為聽到的都不

是熟悉的台灣繁體中文。後來有中國同學主動找我聊天，我也開心地和他們交談，得知中國

的文化與特色料理，也和他們要了聯絡方式。後來我也和班上其他的香港人混熟了，漸漸成

為核心人物！然而，只有每周一和二的必修課才能讓大家聚在一起，不過這樣才能讓我更珍

惜每次的相見，每次下課聊天都聊到上課了才停下來。這也證明了我可以輕鬆混進陌生人群

中。另外，與「戰友們」在學校分頭行動後，我們中午以及放學後依然一起吃飯、打屁，但

是「戰友們」都是 BIS1，所以報告比較多，而且都要用簡報。相對地 BIS2的報告很少。

「戰友們」還和我開玩笑說這就是為什麼 BIS1 才能抵學分。另外，人數少還有另一個優勢：

大家的感情比較容易凝聚，而且維持比較久！整體而言，我並不認為我被獨立出來是個錯誤

的選擇，反而我還要感謝把我獨立出來的人！沒被獨立出來的話，我不會嚐到享受「特權」

的滋味，也不會認識如此多中國及香港朋友！除了兩岸三地的朋友之外，泰國人也是另一主

軸。我和泰國人第一次是在捷克語的課上相遇：他們總是一團人一起行動，感覺難以接近。

但事實並非如此，第一堂課就有兩位泰國人主動找我與另一名戰友認識！而且他們還不斷練

習發音我們的名字，直到結業式時仍能正確發音，且不會搞錯我們的名字！真心佩服他們，

結業式時學伴說泰國人是最認真的一群，一點也不為過，實至名歸！他們未曾翹過任何課和

參訪，而且求知慾也相當高。一位泰國人跟我說他們的學校不允許他們離開捷克，且必須隨

時團體行動。出發前最後一晚，「戰友們」約了泰國人一起看星星，地點就在離宿舍不遠的

小山丘上。捷克日夜溫差很大，於是泰國人覺得晚上非常冷。泰國人曾在上課時說過泰國的

天氣是：熱、更熱、最熱！那天白天雖然下了雨，但是那個晚上的星星依舊很多，我們邊看

星星邊聊了許多八卦，在捷克最美好的夜晚之一。第三周時，我也和「戰友們」以及一位出

生於北京，在香港讀書的朋友一起躺在地上看星星，配上一些啤酒，當晚真的變成八卦及吐

真言時間，看完星星之後還煮、炸牛楠！也是一個難忘的夜晚！捷克因為空氣好且光害少，

所以晚上抬頭看都有許多星星，和台灣十分不同！另外，每當我們走在鄉下（偏鄉地區）的

街道上，我們總是會備受矚目，因為有些鄉下的捷克人壓根兒沒看過亞洲人，你會感覺自己

成了大明星～我沒有交到當地的捷克朋友，只有和學伴聊了幾句而已。戶外參訪上，我參加

了布拉格一日遊、原本應該去的酒窖、軍事古堡、原本沒參加到的城堡之旅、以及最後的天

文台。我之所以沒有參觀酒窖是因為我和「戰友們」去了奧地利的維也納，黃昏的多瑙河真

的好漂亮。說到城堡，這也是一個難忘的經驗！我本來沒有報名到城堡的參訪，學伴也說我

今天可以休息一天了，但是資設院的朋友和我說他們認識一團台灣香港（來台灣讀書的香港

人）人，他們都去了布達佩斯（匈牙利首都），我可以代替他們其中一個人的位置，於是我

就這麼走後門進來了！參觀軍事古堡時，學伴一再強調曾經有人走失在裡面，後來喪命的真

實故事！裡面真的非常黑，所以導遊給我們蠟燭用！不過最後大家還是都活著出來了！回國

後，我的手機也多了 WeChat，以便和中國的朋友保持聯絡。 



  第一天搬進宿舍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宿舍已經不輸給飯店了，一應俱全，還能開火！個人

空間也很大，唯一缺點是馬桶旁邊沒有洗手台，捷克有裝濾水器的自來水可以生喝。我們的

爐子在第二天就壞了一個，以至於煮飯速度永遠慢人一節，不過後來卻又奇蹟似得自己開始

發熱，所以後來出門都得拔爐子的插頭。乾溼分離的浴室也非常令人討喜。枕頭和棉被也都

很符合人體工學，我直到最後一周睡覺才作夢～另外，宿舍沒有冷氣，只要打開窗就很涼

了，洗完頭也不用吹，幾分鐘自動就風乾了。比較特別的是宿舍的電梯，要手動開門，而且

最多只能塞下四人！捷克乃至其他歐洲國家的樓層系統和台灣的不同，公式如下：歐洲 N樓 

= 台灣(N + 1)樓，N≥0。地下室方面，地下一樓則為-1樓，地下 N樓就是-N樓。我來捷克前

還不會煮飯，只會切菜；然而，我學會了基本的煮飯技術，已會煎蛋、煎肉、燙青菜、煮各

式泡麵。基本上我們都自己煮早餐，中午吃外食，晚餐基本上也是自己煮，偶爾外食。補貨

方面，我們到第三周快結束前都在 Tesco 補貨，Tesco 就像是台灣的家樂福，但是晚上比較

買不到菜。其中，Tesco 有自助結帳的系統，可以讓你少等排隊的時間！走出宿舍後一分鐘

就有 Albert超市，但是賣的東西比較少，且比較貴，應急專用。我們到後期才發現 Lidl的

存在，Lidl商品的價格和 Tesco 的差不多，但是離宿舍只有 450公尺，遠比距離 Tesco

（1600公尺）更近！於是「戰友們」就說 Tesco 只適合買網路、換匯、買廚具。

我和

「戰友們」理論上都坐公車去學校（一張票 20克朗，在車上臨時補票要 25克朗），放學時

看情況決定是否走回家。如果當天天氣不錯就走回家；懶惰或天氣太差就坐公車。比較特別

的是公車車票只能在「總站」購買，上車的時候要手動打票！打票機的聲音真的聽了會讓人

很興奮（重低音）！捷克的道路對於行人、巧踏車騎士很友善，人行道和自行車道是分開



的，也不會出現台灣的行人得穿梭在機車之間的情況。捷克人大多騎腳踏車或開車。一位學

伴說：「捷克駕駛之所以會讓行人先走是因為被檢舉的話罰很重。」因此，過馬路的時候一

定要走斑馬線，有看好來車的話是你的過馬路免死金牌！我在長榮的圖書館開門時就很會被

電，有一次我三隻手指頭去開門，三隻都被電得哇哇叫；我在 UHK時情況並沒有好轉，第一

天報到的時候，人生地不熟，花了很多時間在找教室，看到要拉的門我總是皮皮挫。不論是

用手直接開、隔著外套開、格著毛巾開都會被電，理論上手只要和門把有一點點接觸到都會

被電！於是我想到一個神方法－搭便車！跟著上一個人進門，這方法真的很實用，但是不見

得每次都有人可以跟。沒人能跟的時候就得深呼吸一口氣再開門。另外學校的門大多都有安

裝門弓器，門開到一定角度時會自己關上，於是學校發明一個迷你的木製直角三角形來卡

門。直角三角形不僅省空間，還製作容易。台灣的門擋還要在地上和門上都定一個座。下圖

為捷克的傳統料理，十分下酒：肉醬、麵包(dumplings)、肉片。

 

  



  我這趟只花了大約 600歐元，我原本換了 1000歐元，算是異常省錢了。捷克的物價和台

灣的差不多，肉、火腿和牛奶都很便宜。一瓶全脂牛奶約 24台幣，牛奶是我們在捷克，除了

水以外的第二飲料選擇，不過由於捷克是內陸國家，所以海鮮量稀少，且不新鮮。另外，1 

CZK ≈ 1.36 TWD。克朗的硬幣有一元、兩元、五元、十元、二十元、五十元；紙鈔則有

100、200、500、1000、2000、5000，但是 2000 和 5000 很稀有。一元、兩元和五元的硬幣長

得差不多像且都是銀色的，找錢、拿到錢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不像歐元區的國家，捷克外食

也不會太貴，一餐 200 元克朗內（含小費）都可以解決。在餐廳吃飯時，給小費是一種禮

貌，小費公式：10%餐點總金額 ≤小費≤ 15%餐點總金額。在超市，0.90 元會自動進位成 1

元。車票大概是歐洲深根國家中對學生最友善的了，只要你有有效期限內的學生證，搭火

車、高鐵等等的大眾運輸都可以少去
𝟐

𝟑
的票價！對於還是學生的我們真的是一大福音。火車上

有包廂，可以停腳踏車，有的跨國列車上還有類似飛機的送餐服務和螢幕可以享用，搭火車

還可以去其他周邊國家玩玩，讓你有台鐵的價格、高鐵的享受！在 UHK 辦一張學生證要 300

克朗。不過有了它真的暢行無阻！最後兩天我靠著僅剩的 300 克朗度過！我還保留了一套硬

幣的克朗！嚴格來說，不買太多奢侈品的情況下 15000 克朗絕對夠活一個月！



 

  



  我去年去過加拿大找過親戚，但是這趟捷克行真的讓我大開眼界。遇到的文化差異，乃

至文化衝擊也不少，至今仍很難忘。把握年輕時多出去走走、呼吸不同的空氣才是王道，好

好充分使用手上的學生證遊歐洲！唯一可惜的點是我已經要升大四了，要出國可能有些困

難。我在捷克也解鎖了許多新成就－下廚新手（成功使用爐子為自己煮一頓晚餐）、超市常

客（至少連續三天光顧同一家超市）、出國不用靠飛機（使用飛行器以外的載具去另一個國

家）、洋墨水吸取者（上過至少兩位不同的西方老師的課）、聊天愛好者（同時和至少兩個

不同國籍的人聊天半小時）… 等等。 

  最後，我十分感謝國際處，願意讓我以及「戰友們」臨時加入這個計畫，未來還有交換

計畫一定捧場！ 



 

長榮大學 2019捷克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四週暑期學生交換 
 

 

 

 

 

 

 

 

 

捷克 UHK 短期交流心得 
 

 

 

 

 

 

 

 

 

學系/年級：國際財務與商務學士學位學程/3 年 A 班 

學生姓名：黃鈺雯 

學生學號：W44563187 

研修國家：捷克 

研修學校：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交流期間：2019.07.08-08.05 



一.緣起/準備: 

 出國讀書當交換學生，一直是我的夢想。看到美國中田納西州招生的暑期課程時，毫不猶

豫就和家人討論然後報名了!但最後因為人數關係而取消時，還是覺得挺難過與可惜的!不過，

學校給我們另一個方案-捷克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和家人多次討論下，認為不應該

放棄任何探索新世界開拓國際觀的機會。出發前和組員們的合影。(圖 1) 

(圖 1) 

二.研修學校介紹: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簡稱 UHK)位於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韋(Hradec 

Králové)的市中心，距離首都布拉格(Prague)115 公里。 

 我選 BIS1 課程，其中課程有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Services Marketing, Cultural Studies 四門課。其中最喜歡 Cultural Studies

這門課，老師會利用分組，讓學生一起與組員思考論問題，然後做一個簡單的小報告，老師也

會派功課，一方面加速使學生更能夠理解文化的不同，另一方面與來自不同國家的組員間能夠

加速認識彼此。Services Marketing 這一門課也相當特別，老師會刻意排開同國家的同學，

使身邊組員都是不同國家的學生，去討論老師派的作業，甚至是最後一堂課的報告。最後與



Services Marketing 老師的合影。(圖 2) 

 選修課程的部分為 English Language 和 German Language。很喜歡 English 

Language 這堂課，老師會用活潑的方式教學，像是遊戲、影片、角色扮演等，非常的有趣!

老師撥放大東夜市的影片和同學分享。(圖 3) 

(圖 2-左/圖 3-

右)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學校安排每周三為企業參訪，其中特別喜歡 PERTOF 鋼琴製造廠與 SKODA 博物館與製

造場。可以透過參訪知道企業的歷史起源、生產製造線的流動，PERTOF 鋼琴成立於 1864 年，

且他的每個元件都是手工製作，非常的精細，非常的漂亮。SKODA 車子成立於 1895 年，而

博物館裡看到從第一台車到現代車甚至是賽車的車款，相當壯觀! 

 另外，學校有 7 選 4 項假日活動。其中最特別的是 Rope centre - Hradec Kralove,是第

一次玩戶外高空活動，相當刺激與好玩，不僅可以透過活動與朋友更加熟悉，也會聽到互相鼓



勵加油彼此。活動當天天氣不太好，下雨加刮風，設施上的木板都會濕濕滑滑的，難度提升也

更加恐懼。但是真的很好玩、很值得。結束後與大家的合照(圖 4)。 

(圖 4) 

四.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  

食: 

 在飲食方面，物價方面並不太高。餐廳一份餐點約 80 克朗~200 克朗。如果每天開火煮

飯，每人每餐約 50~100 克朗。宿舍附近有 4 間超市，採購食物相當方便快速。 

 宿舍附近有大型複合式購物商場 FUTURUM(Tesco)、Albert、BILLA、Lidl 四間。FUTURUM

類似於台灣的家樂福，距離宿舍 12 分鐘，有超市 Tesco，它的商品和選擇較多元，價格也是

最便宜的。其它商店有:H&M、Starbucks、McDonald、adidas、KFC、C&A、電影院…等，

非常的方便，還能夠換錢和辦網卡，是最喜歡的一間超市。Albert 的優點是距離宿舍 3 分鐘

非常的近，但是他的生鮮蔬果並不新鮮，東西選擇也少，價格相對高很多。BILLA 是 Tesco

的縮小版，食材新鮮，東西多元，價格比 Tesco 來的貴一些。價格、乾淨度程度低至高為 Tesco

＞BILLA=Lidl＞Albert。捷克傳統料理(圖 5)與自己烹煮的晚餐(圖 6)。 



(圖 5 左/圖 6 右) 

衣: 

 宿舍有提供洗衣機與烘乾機，價格皆為 40 克朗，在宿舍 C 棟地下室。洗衣機和烘乾機都

需要預約，如果不是厚重的衣物，手洗後可以曬在房間外的陽台，天氣好時一天就會乾了! 

行: 

 宿舍 Palachova 到學校 UHK(Zimni stadion)約 3 公里，走路需要約 30~40 分鐘，搭公

車約 10 分鐘，宿舍外面有公車站，搭 23、24、24、4 號都能到學校，非常的方便。若是要

到火車站 HLAVNI NADRAZI/公車總站 TERMINAL HD，4 和 24 號公車都能直達。公車票購

買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先到公車總站買好票，一趟為 20 克朗；另一種方式為上車時跟公車

司機購買，一次為 25 克朗，但是可以在一小時內使用，不需再購票。極力推薦下載 App: IDOS、

City Transport、Regio Jet、Flix Bus、Maps、Uber、Bolt，都是方便旅遊的好程式。 

五.費用:  

 在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韋城消費比起布拉格來的低許多，餐廳部分，如果是女生胃口較



小，建議可以兩人吃一份主食再加一碗湯或甜點，不僅省錢也不浪費食物。機票部分為三萬五

千到四萬五千元，公車票一個月約為六百到七百塊，到其他國家旅遊記得辦好 ISIC 學生證，

票價會便宜很多，總行程生活必要支出約為新台幣兩萬五千左右，所以帶上新台幣三萬五千左

右就非常足夠了! 

六.感想與建議: 

 到 UHK 交換的國家有台灣、香港、中國、泰國、馬來西亞、捷克，且香港學生最多，其

次是台灣學生。與其他國家學生表現差異的認知，台灣的學生不太主動，且有第二、第三專長

的人相當少，感受到相當衝擊的比較。在這一個時代，出國讀書與體驗變的更加容易，如果有

夢想、有一點能力都應當去體驗，因為是個快速認識與理解國際觀的方法，在長榮機會很多，

機會掌握在自己身上。當交換生的體驗相當難忘，是一輩子獨特且珍貴的回憶! 

 下載好上面推薦的 APP 以及未過期的 ISIC 學生證，會使在捷克內或想到附近國家旅遊的

你，節省掉很多時間與增加方便性! 

 



 

長榮大學 2019 捷克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四週暑期學生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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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年級：國財商 3A 

學生姓名：鄧心淳 

學生學號：w44562034 

研修國家：捷克 

研修學校：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交流期間：2019.07.08-08.05 



1.緣起/準備 

  我對於國外的生活非常嚮往也感到十分好奇，因此一得知能有機會到美國田納西州當

交換學生的機會，我毫不猶豫就報名參加，遺憾的是因為人數問題而取消了。而學校給

了我們替代的方案就是到捷克當交換學生。想了想捷克是我從未去過的地方而且聽我的

朋友在捷克生活的一些趣事之後，我決定出發去捷克!在去之前在網上查了些資料也和

同行的朋友討論假日出遊的行程，看著看著心中越來越期待日子的到來。這次旅程的夥

伴蠻多的，讓我安心許多。(圖一) 

 

 

 

 

 

 

 

 

 

 

(圖一)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我交換的學校是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UHK)(圖二)位在赫拉德茨克拉洛

維(Hradec Kralove)。這是離首都布拉格約 115公里的一個城市。我選修的課程 BIS1

課程，課程包含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Services Marketing, Cultural Studies 四門課。其中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改成 Accounting 了，對我而言這門課比其他課程稍嫌吃力，因為我對於

會計不是非常在行，而且有些觀念有點忘記了，所以我花較多心力去理解課程內容。我

最喜歡的課是 Services Marketing 因為能夠跟其他國家的同學們一起合作完成作業，

還有老師除了教我們行銷知識外還讓我們實際去應用那些知識，儘管這門課的老師出的

作業有點麻煩，不過老師都會給予許多幫助以及建議去協助我們完成作業，我受益良

多。  



 

 

 

 

 

 

 

 

 

 

圖二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在課餘時間我參加許多不同課外活動、企業參訪。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rope 

center(圖三)，在去之前我非常期待，之前在網路上看過相關活動的圖片，感覺非常的

好玩。但是到了現場才發現，他的的設施架在很高的樹上，我看完我心都涼了。我一直

在掙扎要不要去嘗試，因為我其實是蠻怕高的，但是我想挑戰自己的極限，不想浪費這

次機會，我決定踏上去後……我後悔了，除了設施本身就有難度之外，當天有下雨、颳

風，因此那些器具非常的滑也非常晃，我在上面幾乎動彈不得。最後是由學伴帶我下

來，有點丟臉，但是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體驗，我雖然沒有完成整個設施，但是我挑戰

了我自己的恐懼。我不後悔選擇這個活動。 

 

 

  

 

 

 

 

                                                                                                              

圖三 

企業參訪中我最喜歡 Petrof 鋼琴博物館(圖四、五)，我曾學過鋼琴，也很愛音樂。而

在鋼琴當中捷克 Petrof這格牌子真的非常有名。我的鋼琴老師常和我講有關 Petrof的

小知識。當天在博物館參觀的時候我非常的興奮，那時的介紹的人非常幽默，講解的也

非常淺顯易懂，他介紹有關 Petrof歷史、製作流程、不同鋼琴種類等等。非常有趣 



 

 

 

 

 

 

 

 

 

 

 

圖四 

 

4.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 

食: 

當地食物以麵包、麵做為主食，每份餐點都以肉類為主，價格都落在 90-250克朗

(台幣約 120-330)以歐洲來說物價算低。不過我還是習慣吃菜居多所以都會與友人到超

市買蔬菜等食物來煮，每天開伙煮飯的價位一餐大約落在 60-110克朗(台幣約 80-130)

宿舍附近共有四間超市分別是 Tesco(FUTURUM)、BILLA、Albert、Lidl，我最常去

Tesco 逛，他非常像台灣的家樂福，除了超市之外還有許多店家，例如書店、服飾店、

指甲彩繪店等等。換錢跟買網卡也都是在 Tesco，我最喜歡這間超市。BILLA 跟 Lidl比

Tesco 離宿舍在近一些，跟 tesco比食物價格稍貴但是食物一樣新鮮。Albert 離宿舍最

近但是我發現食物不是那麼新鮮，種類也比較少，我不推薦去。 

食物的份量較大，以我來說我通常都會跟朋友點一份餐點再點一份甜點，對胃口較

小的人這樣是剛好的。(圖六、七) 

 

 

 

 

 

 

 

圖五 

圖七 圖六 



 

衣: 

 在學校有洗衣機可以使用它位於宿舍 C棟，但是需要找學伴拿卡才能去櫃檯借鑰匙

才能使用洗衣機又或是拿 UHK的學生證去櫃檯借鑰匙。需花費 40克朗、一次使用時間

是 2小時。我自己只使用過一次，基本上是手洗再拿去陽台曬，天氣好的情況下一天就

乾了。 

 

行: 

 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公車，上車買票是 25克朗，可以搭一小時，中間轉搭其他公車

是無須再付費的。在公車總站會賣一種票一張是 20克朗(圖八)，搭一次公車用一張。

想到其他城市或國家可以使用 IDOS、City Transport、Regio Jet、Flix Bus 網站去購

買車票，這些也有 app可以下載使用 

1. 從宿舍到學校(Palachova-Zimni stadion)可以搭乘 23、24、27公車，路程約

10分鐘 

2. 從宿舍到公車/火車總站(TERMINAL HD HLAVNI 

NADRAZI)4、24公車 

 

 

 

 

 

 

 

6.感想與建議 

 一個月的時間不長不短，轉眼間我已經回到台灣，看著手機裡許多的照片回想當時在捷

克的生活，一切都好不真實，第一次跟著學校參加交換生的生活、第一次到歐洲來旅行、第

一次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出國，太多太多的第一次都在捷克完成了。這段旅程我經歷好多事，

各種不順遂、各種小確幸，但我因此學到了許多事，例如，與其他國家的人相處，生活背景

的不同，有時在合作作業時會產生分歧，所以要試著學習解決。還有我在這嘗試自己買車

票、規劃行程到其他國家旅行，在許多人眼裡這或許是件小事，可是對我而言是件很有意義

的事，願意踏出步伐往陌生的地方前進，這當中得到了成就感。 

 我的建議是 

1. 要勇敢表達自己的想法。在 UHK參加短期交換生中有中國、香港及馬來西亞人還有台灣

人，但跟其他國家比起台灣人在課堂發表想法這方面相對較弱一些，漸漸發現有時候問

了問題才知道自己真的聽不懂得點在哪，我認為這點值得與他人學習，我自己也試著改

圖八 



變。 

2. 下載這些 APP: IDOS、City Transport、Regio Jet、Flix Bus、Maps、Uber、Bolt這些

都是在國外非常實用的。 

3. ISIC學生證(未過期)這個在捷克或附近國家旅遊會幫助你省下一些錢 

 

 

 

 

 

 

 

 

 

 

 

 

 

                               

 

 

 

 

 

 

長榮好夥伴 

 

 

 

 



 

長榮大學 2019 捷克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四週暑期學生交換 
 

 

 

 

 

 

 

 

 

捷克 UHK 短期交流心得 
 

 

 

 

 

 

 

 

 

學系/年級：翻譯學系三 B 

學生姓名：羅世康 

學生學號：D24574073 

研修國家：捷克 

研修學校：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交流期間：2019.07.08-08.05 



1.緣起/準備 

 

 本次的交換生活動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不只是「第一次」，同時也象徵我終於決定跨出舒

適圈，去國外學習觀摩。 

 

起初我申請的是田納西州立大學暑期學校，後來也幸運錄取了。但沒想到，有天中午臨時

開會，據長榮大學國際處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JCU)，以下簡稱 OIA。 OIA 

表示，田納西州立大學校方，以交換學生總人數不足為由，終止今年的計畫… 所幸，可靠的

國際處，提供另外兩個方案供錄取生選擇，在和內心爭鬥，和家長、同伴討論之下，最終選擇

了歐洲路線，也就是本次的姊妹校交換地點 ─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隨行組員的背影─香港機場 

 

 

 

 

主辦方資訊暨設計專業學院（資社院）非常貼心，在出發當天，特地到小港國際機場送機。

（404 Not Found）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以下簡稱 UHK)位於捷克工業之城─赫拉德茨-克拉洛韋 

(Hradec Králové) 正中心，距離首都布拉格 (Praha) 約 100 公里。 

 

 研修期間，暑期學校 (Summer School) 顧名思義就是在暑假開的課。所以，當地學生其

實都在放暑假，除了隨行和我們去校外教學的學伴以外，沒有太多機會遇到當地學生，當然，

這些都是題外話。重點是，本次參加暑期學校的學生有來自台灣、中國、香港、泰國、巴西，

還有唯一的捷克學生，香港學生占多數，其次是台灣。 

 

 要說到學習情況，就不得不提到香港和中國學生。先從香港學生說起吧！香港學生在報告

上總是講得「行雲流水」、滔滔不絕。不僅如此，他們呈現的簡報甚至都具有原創性與審美觀，

非常具有國際貿易公司水準。至於來自中國的學生，他們都很謙虛，也許是謙虛過頭了... 這

次暑期學校，我認識一位中國學生，名叫胡翱。我還記得某天課間休息時，胡翱和我說：「哀

呀！我在長江大學就英文聽力最差了，他（老師）還講那麼快，都沒聽懂幾句。（傳統儒家謙

虛式瞇眼笑）（東北口音）。」結果，

上台發表時，簡報雖然沒香港學生的精

緻、動人，也沒有行雲流水、簡潔扼要

的英文口說，但總結而言，真的勝過這

次同行的台灣學生（包括我自己），讓

我不禁反思，究竟要把台灣英文教育問

題當作擋箭牌，還是該想想自己學了那

麼久英文，為何簡報呈現上就沒比中國

或香港學生俐落。 

 

 

 

 

 

 

 

 

 

 

 

 

 

結業式合照（胡翱與我、我和胡翱）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本次 Summer School，校外教學部分提供七則四選擇，（以下列舉）並繳交 100歐元費用。 

(Saturday) All day trip PRAGUE – guided tour 

(Friday) Rope centre - sport centre 

(Saturday) Beranek local brewery 

(Friday) Town of Jaromer – military fortress 

(Saturday) Valdštejn medieval castle 

(Friday) Observatory - night sky watching 

 

 除了校外教學以外，每個星期三為企業參訪行程，類型包羅萬象，包括有近 200 年歷史

的 Elega皮革工廠、Petrof 捷克本土鋼琴品牌、Škoda博物館與工廠，以及最專業、最精密

的 Ella-CS醫療公司。這次的企業參訪行程， 

 

 我的最愛是 Škoda 博物館與工廠，

雖然工廠員工剛好在放暑假，看不到真正

精采的部分，也就是汽車組裝，但光是博

物館部分，就非常值得一訪。最棒的是，

其參觀模式就類似於台北故宮博物院，每

組分發耳機與接收器，隨導覽員移動，一

步步了解 Škoda 歷史。 

 

 

 

 

 

 

 

 

 

 

 

 

                  Škoda Auto Museum 一隅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Charles+Bridge/@50.0864771,14.4114366,15z/data=!4m2!3m1!1s0x0:0x75209738d1d3b126?sa=X&ved=2ahUKEwjsw-mszIvkAhWpxosBHTEQBU0Q_BIwHHoECA4QCA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Vald%C5%A1tejn+Castle/@50.532579,15.16035,12z/data=!4m5!3m4!1s0x470eb23494ddf569:0x6e36d0aeac214dd7!8m2!3d50.562447!4d15.1676389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8%B5%AB%E6%8B%89%E5%BE%B7%E8%8C%A8-%E5%85%8B%E6%8B%89%E6%B4%9B%E9%9F%8B%E5%A4%A9%E6%96%87%E5%8F%B0/@50.1813404,15.8372922,15.25z/data=!4m5!3m4!1s0x470dd4a7691c58b9:0x64ffea9f62b13fa6!8m2!3d50.177296!4d15.8389901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ELEGA,+spol.+s+r.o./@50.2184948,15.9241509,12.42z/data=!4m5!3m4!1s0x470dd65e7df8e0a9:0xdde0295d906ecf3!8m2!3d50.2027574!4d15.9878258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PETROF+Gallery/@50.1926801,15.8495803,17z/data=!3m1!4b1!4m5!3m4!1s0x470dd4bee767e4c3:0x472e976d16b7ab4d!8m2!3d50.1926767!4d15.851769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C5%A0koda+Auto+Museum/@50.4187334,14.9113902,17z/data=!3m1!4b1!4m5!3m4!1s0x470955b08b978435:0xd4d4c179ee68664a!8m2!3d50.41873!4d14.913579
https://www.google.com/maps?q=Ella-CS&um=1&ie=UTF-8&sa=X&ved=0ahUKEwiwm-amzYvkAhXDNKYKHbfMAuAQ_AUIESgB


4.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 

 

學校 Palachova 宿舍位於距離 UHK約 4.3公里(Google地圖)，走路約 15到 20分鐘。如

果覺得你太遠，則可以選擇坐公車（票價列以下表格）。 

 

車上購票 
25 Kč 

公車票 
20 Kč 

公車票可於搭乘 24號公車至 Terminal HD站，或至 Palachova宿舍附近的 Pod Strání

公車站購買。另外，「聽說」Hradec Králové 城市各角落，有些店家也會販售公車票，剩下

的資訊，就請學弟妹們自行探索囉！ 

 

其餘付費方式請見 Dopravní podnik města Hradce Králové 官方網站 

 

換匯與購物 

 

目前已知，且最方便的換匯點位於 Palachova 宿舍 1.5公里的 Tesco商場內─Směnárna 

Tourist Centrum s.r.o.。 

 

基本上，捷克的超市有如台灣的便利商店四處林立。在捷克，也許商場密度沒有像台灣那麼驚

人，但在這，你永遠會看到像是 Albert、Billa等超級市場林立，大一點的叫 Lidl，大型商

場則為 Tesco。依照宿舍地理位置，附近 Albert和

Billa 各一家。通常，第一次我會去 Tesco換 匯兼購物，

之後就到離宿舍較近的 Lidl 購物。 

 

換匯與購物番外篇之捷克必買超便宜清單  

1.牛奶 900ml約 17Kč 

2.香腸、培根 

3.各類酒品 

4.巧克力曲奇餅乾 

5.各類酒品 

6.李施德霖漱口水 

 

 

 

                                   藥酒 Becherovka 與當地可樂 Kofola 

https://www.google.com.tw/maps/dir/Palachova,+Hradec+Kr%C3%A1lov%C3%A9,+%E6%8D%B7%E5%85%8B/University+of+Hradec+Kr%C3%A1lov%C3%A9,+Rokitansk%C3%A9ho+62%2F26,+500+03+Hradec+Kr%C3%A1lov%C3%A9,+%E6%8D%B7%E5%85%8B/@50.2002106,15.830891,15z/data=!3m1!4b1!4m13!4m12!1m5!1m1!1s0x470dd4bbcebfd1c3:0x7ed23c11c2df532c!2m2!1d15.8454303!2d50.1901144!1m5!1m1!1s0x470c2b320a6a647b:0xda25cce64ab8fc23!2m2!1d15.8304868!2d50.2089385?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Hradec+Kr%C3%A1lov%C3%A9/@50.216665,15.8106377,17z/data=!3m1!4b1!4m5!3m4!1s0x470c2b2220129f97:0x5034781287462555!8m2!3d50.2166616!4d15.8128264?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50.1858427,15.8470933,3a,75y,157.9h,87.38t/data=!3m7!1e1!3m5!1syTym8UiQX8oWXIMHn6JE8w!2e0!6s%2F%2Fgeo0.ggpht.com%2Fcbk%3Fpanoid%3DyTym8UiQX8oWXIMHn6JE8w%26output%3Dthumbnail%26cb_client%3Dmaps_sv.tactile.gps%26thumb%3D2%26w%3D203%26h%3D100%26yaw%3D267.97467%26pitch%3D0%26thumbfov%3D100!7i13312!8i6656?hl=zh-TW
https://www.google.com.tw/maps/@50.1858427,15.8470933,3a,75y,157.9h,87.38t/data=!3m7!1e1!3m5!1syTym8UiQX8oWXIMHn6JE8w!2e0!6s%2F%2Fgeo0.ggpht.com%2Fcbk%3Fpanoid%3DyTym8UiQX8oWXIMHn6JE8w%26output%3Dthumbnail%26cb_client%3Dmaps_sv.tactile.gps%26thumb%3D2%26w%3D203%26h%3D100%26yaw%3D267.97467%26pitch%3D0%26thumbfov%3D100!7i13312!8i6656?hl=zh-TW
http://www.dpmhk.cz/en/136/Public_Transport_Fares/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Sm%C4%9Bn%C3%A1rna+Tourist+Centrum+s.r.o./@50.1697002,15.8342431,12.88z/data=!4m8!1m2!2m1!1sSm%C4%9Bn%C3%A1rna+Tourist+Centrum+s.r.o.!3m4!1s0x0:0x7ce820fe513472b1!8m2!3d50.197012!4d15.848937
https://www.google.com/maps/place/Sm%C4%9Bn%C3%A1rna+Tourist+Centrum+s.r.o./@50.1697002,15.8342431,12.88z/data=!4m8!1m2!2m1!1sSm%C4%9Bn%C3%A1rna+Tourist+Centrum+s.r.o.!3m4!1s0x0:0x7ce820fe513472b1!8m2!3d50.197012!4d15.848937
https://www.google.com/maps/@50.1898844,15.849878,3a,75y,113.75h,78.11t/data=!3m6!1e1!3m4!1sdemNd5cTt4wB5nJK_6b5GA!2e0!7i13312!8i6656


休閒娛樂 

 

捷克酒吧林立，其中大多包含撞球館、保齡球，這大概就是捷克人唯一的夜生活吧！ 

5.費用篇 

 

 本次計畫，交換生只需負擔機票與 6學分費用，機票約新台幣 35000到 45000，感謝長榮

大學資設院與國際處的努力，UHK姊妹校提供長榮大學學生免費住宿。 

 

 交通部分，公車票大約 600克朗（取決個人行程與腳力）。旅遊至其他城市，可以搭乘捷

克國鐵（České Dráhy），另提供學生票優惠（須出示 ISIC國際學生證，並在有效效期內）。 

 

餐廳一餐約 80到 150Kč不等(包含 5-10%小費)，自行開火更便宜！ 

 

包含娛樂、交通，準備三萬新台幣去，綽綽有餘。 

 

 

 

 

 

 

 

 

 

 

 

 

 

 

 

 

 

 

 

 

 

 



 

 

 

                 在宿舍的某一晚餐 

 

6.感想與建議 

 

感想篇 

 

 相見恨晚，此計畫我是到了大三才知道的。交換計劃就像是某天我在老家路旁看到的客家

水板的招牌一樣：「光看沒味道，吃了就知道！」。也許，我這個比喻真的很怪，但無論如何，

這就是我對整體體驗的心得。給自己一個機會沉浸在異國文化中，入境隨俗，是再有趣不過的

體驗了。我很建議學弟妹可以多多關注學校國際處網站，這自己是學生期間，多多參加交換生

計畫，交換生計畫不僅能開闊國際視野，同時，回到台灣後，你會開始知足，重新愛上台灣，

甚至更認真、珍惜台灣的便利與食物。大學三學分─課業、社團、愛情中，說得一點都沒錯。

但以我個人而言，以尖酸刻薄角度，我認為長榮大學三學分應該是─課業、打工、交換。由衷

推薦長榮的學生可以積極參加交換生計畫，它沒有一開始想得那麼難，你只要花一點點的錢，

就可以換到不一樣的人生經驗，而且是一輩子難忘的。 

 

建議篇 

 

交通 

公車與長途巴士 

 

HK當地公車，建議學弟妹們可以先下載 iDOS，此 APP提供公車路線與到站時間查詢，實用。 

 

務必在出國前確認自己的 ISIC學生證效期，捷克國鐵（České Dráhy）提供的學生票優惠，

價差真的太扯，以 HK到布拉格為例，成人票與學生票價差就將近 100 Kč。 

 

長途巴士 RejioJet，提供各熱門景點路線，有意在交換期間

至歐洲鄰國或是捷克熱門觀光城市，同時此運輸公司也提供

學生票優惠，以及 App可供下載，走過捷克，千萬不能錯過

的運輸服務公司。 

 

語言 

捷克語艱澀難懂。這時，我們需要 Mr.Google 的幫助。建議



同學們先下載 Google翻譯軟體，並下載離線翻譯語言。這樣一來，逛超市時，就不會把牛腱

誤以為是雞胸肉啦。 

 

 

 

康寶濃湯系列─Albert 超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