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新大學 

赴外交換計畫報告 
 

 

基本資料 

學生資料 

姓名  李佳育 交換校名 Tomas Bata University 

校區（若有）  

原就讀系所 新聞系 交換系所 Multi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前往國家、城市 茲林，捷克 赴外學期    2018 至  2019   （請點選） 

交換資料 

出入境日期 
出境: 2018 年 09 月_11_日 

入境: 2019 年 02 月_11_日 

赴外共___153 日 

修課期間約__96_日；旅遊約＿57＿日 

交換校獎學

金： 

 

  
每學期約__60000____新台

幣 

該獎學金概述(名

稱?名額?申請手

續?) 

   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 

交通 課程 

航班抵達後，如何到達姊妹校？ 總修讀學分數 25 

出機場後，搭乘客運到 Zlin (比較遠的方法) 必修學分數 0 

簡述姊妹校周邊的大眾交通運輸 世新抵免學分數 (尚須確認) 

步行五到十分鐘便能抵達火車、公車站 選修課程清單 1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姊妹校住宿 2 Graphic Design 

住宿約略費用 3060 CZK 約 3978 台幣(每個月) 3 Practical English 

室友身份 法國、摩洛哥、烏克蘭 4  

每房住宿人數 4 人房型 5  

宿舍設備 冰箱、浴室、廚房、檯燈 6  

建議攜帶物品 
吹風機、轉接插頭、建議帶小行李箱(旅行

方便) 

7  

整體住宿約略說明 

寢具設備齊全，每個月接能夠更換床單，

洗衣服一次 50 克朗，秤重機、吸塵器可以

向一樓借 

  

交換期間生活花費 抵達首週約 2.5 萬新台幣；平均每月約 2.9 萬新台幣；共約 18 萬新台幣 



  

交換心得 
從大二轉學後便一直將目標設定在大四的交換，因此除了適應新生活，同時也很積極的打

工存花費同時補習英文，個人很推薦到歐洲交換，不只因為便捷的交通能幫助人們能輕鬆地往

返各國，更多的原因是被他們悠久的歷史文化吸引，選擇捷克主要因為其中的物價還有安全的

環境，雖然交換只有一學期，但是我卻有非常多的收穫，包括如何安排旅程、上網訂車票、和

外國人溝通、處理遇到的各種突發狀況，看似雖然不是難事，卻都是在課本上或者其他地方得

不到的個人經驗，也希望能讓有交換夢的同學們參考。 

※初抵捷克時的交通辦法 

建議搭乘 Airport Express 單次 60克朗，直接便能把你送到布拉格車站，這樣轉乘車到茲

林是最方便的，可以先在台灣下載 APP tickets 下載完後會是 Regiojet 圖案，可以在上頭訂票

到茲林，有申請國際學生證的人更優惠。 

一、 住宿 
總共分為 U7 U12 U6個房型，U6我沒有朋友在那裡，因此不太了解。 

特別提醒在一開始預繳時一定要付足一千五百克朗的訂金，能接受網路刷卡，這樣可以省掉後

續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U7 U12 

價格 2580 克朗 3060 克朗 

房型 兩人雅房 四人房型，兩個隔間 

設備 公用浴室、廚房 獨立浴室以及廚房 

打掃方式 都要自己打掃，整理垃圾  

交際 其實住哪裡都不影響人際交往 個性還是最重要的因素 

交通 距離市中心較近 位在山坡上，但是同樣便利 

我選擇的是 U12的房型，四個月住下來沒有遇到太麻煩的問題，隔壁室友是法國跟摩洛哥人，

若是有機會會在一起下廚時和他們聊上幾句，室友是烏克蘭人，和她關係最親近，也經常交換

各自做的料理，或者一起外出。 

二、選課 
開學後仍可以做加退選，想加課要先寄 Email 告知教授(教授通常都會同意)，換課後記得先

將課表寄回學校的國際事務處，請他們蓋章表示同意。 

這裡的教授偏向讓學生自主學習，但是若是有問題他們也是很樂於教導學生，積極的同學可以

多多和教授互動。 

以下是我修習的三門課程介紹： 

 Advertising photography 
在課堂中你能獲得許多機會拍攝食物的照片，兩周制的課程，如果對於攝影有興趣的人，或是

對其他主題更有興趣，可以和教授借教室拍攝，期末作業是做出一份類似食譜的小冊。 

 Graphic Design 
如果會 PS AI 會更容易掌握課程，教授是一位年過半百的和藹長輩，不必每周都找他，不過有

問題都可以和他約時間面談，期末作業是製作海報、網路繪圖、還有個人日誌。 

 Practical English 
一門全方位英文學習的課程，內容包含聽說讀寫，課程內容偏向發音的糾正、文法的學習、聽

寫練習還有訓練學生的臨場反應，老師經常會向學生提問，或是請學生即興演講。 

三、旅遊 
不只是課堂，旅遊同時也是學習新知識的好方法，以下是一些旅遊實用建議，希望能夠對

你們有所幫助。 

1. 交通方面 



我最喜歡 Regiojet(Studeny Agency)，因為訂票取消在固定時間內都能免費取消，比較彈

性，可惜他並不是全歐洲都有。另外我也會選擇搭乘 CD國鐵、Flixbus。旅遊各國可以嘗

試搜尋當地國鐵、GOEURO 網站，多重比較可以找到便宜的車票。 

推薦軟體：GOEURO、Regiojet、FlixBus 

Flixbus 優惠網站：99 eur 買五張 20 eur voucher 的網站 

https://interflix.flixbus.com/ 

國際學生證"無限申請" 折 3 eur & 折 20% 的網站 

https://www.isic.org/flixbus2017/ 

特別提醒記得申請 ISIC卡，非常的有用！ 

2. 網路 

歐洲的網路是通用的，所以不用太擔心，網卡也能等到抵達捷克後在 Buddy System 的

Welcome package 裡頭一併購買。 

3. 貨幣稅換 

換匯所記得多看多查多比較才不會吃虧，背包客棧有很多實用介紹，都能參考，布拉格推

薦在老城廣場附近換最划算。 

很容易找，因為 Google會有很多人提供詳細資訊。 

 
圖片來源：網路 google 

4. 捷克銀行 

學校沒有限制一定要在捷克開帳戶，這點是依個人決定，但是有卡在歐洲境內刷卡是不用

被扣手續費的，我是選擇 Raiffeisenbank 這間銀行(在茲林就有了)，開通不需要付費，

要離開捷克前再解約就可以了。 

5. 住宿 

Booking.com是很棒的一個工具！ 

找住宿可以從這個網站開始著手 

https://interflix.flixbus.com/
https://www.isic.org/flixbus2017/


6. 自由行推薦網站 

可以加入 FB社團：台灣歐洲交換學生，在旅行時能夠找到很多省錢的資訊。 

或者註冊成為 internations.org 成員，它能夠提供很多聚會活動，雖然我沒有參加太多

次。 

不善於安排旅行的同學，也可以搜尋免費的 Free tour，它會有導遊帶你走訪一些城市的

著名景點。 

四、交換日常 
其實不需要每周出遊，在茲林的假日你也能過得很充實，如果你是外放的人，buddy 

system 提供很多派對活動，多多關注就能有所收穫，如果你不熱衷於派對，平時也能到隔壁房

間去串門子或者參加遛狗活動，U12後方有一座很大的森林，無聊可以去散步，或是和室友打好

關係，透過一起下廚建立友誼，另外有一門課我是和捷克學生一起上的，在其中也認識一些不

錯的朋友，能夠相約去做很多事。 

住 U12的好處是在附近有一間健身房，它離操場也近，喜歡運動的同學能夠善加利用，不

過或許天天爬坡也算是種運動了 XD 

另外茲林也新開了一間 Billa(賣場的名字)，靠近圖書館 U13，以後住 U12的學生採買食材

不再是問題。茲林雖小，卻也還算便利，有郵局、商店、路邊的市集，利用 Google Map 便能搜

尋到確切位置。 

 
和室友一起遛狗  

 



五、貼心建議 
務必記得要辦 ISIC卡！搭長途車很有用 

逛美術館時可以先出示歐盟學生證(湯瑪斯巴塔的學生證)，有些地方會有更便宜的折扣。 

影印課本、文件可以到 U13，他也能幫你裝訂成冊。 

學一些簡單的捷克文，你便能感受到捷克人的友善  

捷克和斯洛伐克都有 Genesis，雖然是二手商店，但是可以找到不錯的寶物，例如衣服、背包。 

充值網卡 Vodafone 記得在捷克境內，不然很可能會被拒絕然後花更貴的錢買網路(就算他們同

屬同一間公司) 

EX：旅遊德國時，服務人員說因為不懂捷克文而要求我買一張新的網卡，價格是可以在捷克用

兩 3 個月 3G的網路。 

布拉格寄明信片寫 STS可以不用貼郵票，實際測試每次都成功，但不能百分百保證。 

郵寄包裹一公斤換算約 90克朗(最便宜的海運方式)，大約會在 60天左右抵達，記得請會說捷

克文的人陪你一起去比較方便。 

不要害怕交新朋友，也別害怕說錯英文  

 

出來以後真的相信友誼是不分國籍的，我交到許多來自各國的朋友，最親近的友人分別來

自日本、土耳其、烏克蘭，半年之內我們分擔著各自的心情、聽著彼此的童年生活、一起下廚

做料理、逛街甚至是一同旅遊，這些都是深刻且寶貴的經驗，然而要記得外出交換並不只有好

的面向，你同時也要有面對挫折的心裡準備，因此成為交換學生也是一個很好培養自己抗壓力

的機會，外出後的自我管理能力相對也變得很重要，因為外國的教授不會推著你學東學西，有

點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的感覺，一切全憑自己的積極度，還有你想在他身上學到多少，而最

後，自我定位同樣也是很重要，有些人交換是為了旅遊、有人是為了學習，不管動機為何，都

是值得讚許的，因為跨出原本孰悉的舒適圈，重新適應一個全新的環境，同樣需要有很大的勇

氣，因此無論自己最初來的目的是什麼，都希望大家在交換的過程中能莫忘初衷  

 
人真的很好的學伴 



                       
除了煙囪捲以外很推的捷克煎餅                         聖誕節每個系所都會有聖誕大餐 

        
 成功複製出土耳其傳統料理               和日本好友同遊義大利 

 

 

 

 

 

 



 
參加捷克斯洛伐克獨立一百周年慶典 

   
        和室友逛聖誕市集                       幫助我解決難題的一位恩師 

 

 



 
與土耳其、日本好友一同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