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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 
赴外交換計畫報告 

 
 

基本資料 

學生資料 

姓名  鄭文惠 交換校名 Tomas Bata University  

校區（若有） Zlin 

原就讀系所 英語系 交換系所 Humanity 

前往國家、城市 捷克茲林市 赴外學期    2019 至  2019   春季班 

交換資料 

出入境日期 
出境: 2019 年 02 月_06_日 
入境: 2019 年 07 月_29_日 

赴外共_173__日 

修課期間約_102__日；旅遊約＿71＿日 

交換校獎學金： 
 

  
(請點選)約______新台幣 

該獎學金概述(名
稱?名額?申請手

續?) 

名稱：學海飛颺計畫獎學金 

申請手續：學校會協助你申請 

交通 課程 

航班抵達後，如何到達姊妹校？ 總修讀學分數 24 
從維也納坐火車抵達捷克，再做當地的火車

到學校 
必修學分數 10 

簡述姊妹校周邊的大眾交通運輸 世新抵免學分數 
依各系要求，英語系需附上課綱及

成績單正本給系秘審核通過才能

抵學分 

學校的交通非常方便，在校門口就能搭公車

在市區附近逛，走大概 5 分鐘的路程就能到

達火車站及客運站出城或去其他國家玩。 
選修課程清單 1 

Managerial Communication 
and Business negotiation 

姊妹校住宿 2 Marketing 
住宿約略費用 4055 3 Practical English 
室友身份 法國人 4 Presentation Skill 
每房住宿人數 2 人一房/4 人共用衛浴和廚房 5 Solving of Education situation 

宿舍設備 

房間：床、書桌、衣櫥 

廚房：冰箱、電磁爐、櫃子(廚具、餐具都
需要自行購買) 

廁所：淋浴、洗手台、馬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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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攜帶物品 

食：一些罐頭和泡麵 

衣：不用帶太多夠穿就好，貼身衣物可以
多帶 

其他：吹風機、延長線、筆電 

7  

整體住宿約略說明 乾淨、方便、安全、舒服 …  

交換期間生活花費 
抵達首週約＿20,000＿新台幣；平均每月約＿10,000＿＿新台幣； 

共約＿150,000＿＿新台幣 

  

（請接下頁） 

交換心得 
一、本心得表格完成後不需繳交紙本，僅需將檔案轉換為 PDF（上限 1.9MB），傳送至承辦

人員信箱。 

二、請自以下四種心得形式中擇一呈現即可 

三、選擇第一、第二或第三項呈現方式者，必須公開線上檔案三年以上，且需同意因而附隨

之部落格、粉絲專頁、帳號或信箱等個人資訊之公開。 

四、請同時繳交非專屬授權同意書（親簽之紙本），同意主則單位基於交換生計畫或其他校

內業務所需合理使用心得內容。 
形式 規定 

一、影音呈獻 Youtube、個人影音社群等交換心得分享，總時長應超過 15 分鐘。 

連結網址：  

二、影像呈現 Ig、Flickr 等圖片為主、文字為輔之交換紀錄，總照片數應多於 25 張。 

連結網址： daily_in_europe 

三、文字呈現 個人部落格，總帖數應多於 5 篇，每篇皆應多於 300 字且附圖。 

連結網址：  

四、文字報告 直接鍵入於下表，需達 1500 字以上，需附至少 10 張照片並說明內容。 

還在猶豫要不要跨出台灣嗎？還在擔心害怕交換會不適應嗎？那就讓我來跟你分享這些日子吧！ 

一、交換前中後 

出國前：我是台北人，就是土生土長的天龍人，從來沒有離開家裡自己生活就像溫室裡的小花。

會決定要申請交換讀書是因為想去國外看看，也是因為對自己的生活感到枯燥乏味於是我鼓起勇

氣參加世新的交換生計畫。很幸運的我順利申請到自己夢寐以求的學校，但憂慮的心情也隨之而

來。出國前我擔心自己無法適應國外的生活，擔心自己無法融入別人的文化，擔心很多很多事情

甚至變得焦慮不安。但沒辦法機票訂了就一定要走，甚至要有一顆破釜沉舟的心離開。 

交換期間：獨自在國外 173 天我改變非常非常多，從剛開始連洗衣機都不太會用到後來自己走遍

13 個國家。這段期間我結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朋友，認識與體驗了他們的文化，做了很多在

台灣不會體驗到的活動。透過旅行和研修我學習到很多課本上沒有的知識，也激發了我的創意和

http://www.opa.shu.edu.tw/data/file/201605/1463557742cbuk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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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除了提升內在也改變了我的外表，我變得比以往有自信，更懂得怎麼與人溝通交流。 

回國後：事實上在回國前我不知道自己的改變有多大，甚至會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長進。回國至

今已經一個多月，我發現自己有明顯的進步。第一，我的語言能力大躍進，你會因為長期使用英

語溝通而習慣甚至有可能會不習慣講中文。第二，對於很多事情會有不同看法，你會發現自己以

往沒有注意到的角度和思維。最後，你會變成一個非常獨立的人，而且生活會越來越開心因為你

已經懂得什麼是快樂。 

二、交換時的大小事 

Tomas Bata University 有一個非常棒的交換制度，裡面的師生都非常樂意幫助每一位交換生所以不

用擔心自己無法融入。出國前你會在線上認識一位直屬(Buddy)，這個直屬會在你出國前和你聊

天，幸運的話她會接你去學校協助你完成註冊手續。除了直屬的制度外，也有 Buddy System 的制

度。第一周 Welcome week，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活動帶你融入團體更快認識其他交換生。每隔一周

會有 Country Presentation 介紹自己的國家認識其他的國家，品嘗各國的傳統美食。每個月也會舉

辦團體旅行，非常推薦去交換的學生至少參加一次，因為團體旅行也會擦出不同的火花。在課業

方面，每個系所會有一個負責老師他們會很有耐心地跟你用 EMAIL 聯絡協助你選課還有一些你遇

到的問題，所以不需要擔心。宿舍部分，一樓會有一個管理員他們不太會講英文所以要用 GOOGLE
翻譯跟他溝通，但待在那裡久就能漸漸和他們溝通了。 

三、旅遊 

有句話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在你交換以後就會深深理解他的含意。在交換的

這段期間我也要求自己要去不同國家旅行，這樣能幫助自己拓展視野更能提升自己的國際觀。旅

行之餘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所以我建議剛開始旅行時一定要有伴。很幸運的我遇到了很好的

旅伴我們一起去探索世界，創造屬於我們的回憶。在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中，會漸漸熟悉歐洲的文

化抓到旅行的技巧，學會觀察防止扒手，還有變成規畫旅行的達人。到了後期我開始大膽的挑戰

獨自旅行，甚至獨自前往中東國家，過程中認識了更多當地的人，透過聊天交換彼此的故事，豐

富自己的生活。 

四、照片 

1. 學校和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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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                                     宿舍 

2. 參加 Welcome Week 活動 

 

 

 

 

   

 

           在學校的後山遛狗                         一起去其他捷克的小鎮玩 

 

3. 參加 Erasmus 的活動 

(在歐洲有許多交換生，因此有一個組織叫 ESN 會辦活動讓來自各地的交換生交流) 

 

 

 

 

 

   

 

我和在 Tomas Bata 交換的朋友組隊參加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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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untry Presentation 

 

 

 

 

 

 

                                       

 

 

 

擔任 Country Presentation 的主持人和大家介紹台灣 

5. 我的休閒娛樂 

 

 

 

 

 

    

 

           體驗冰上曲棍球比賽                             參加 Party 

   

 

 

 

 

 

 

和我的旅伴們去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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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旅行 

 

 

 

  

 

 

     

              捷克_布拉格                          匈牙利_布達佩斯 

五、結語 

看完我的照片後是不是更心動了呢？如果你是一個勇於挑戰自己的人，非常推薦你去外面的世界

看看。如果你是一個內向的人，我也推薦你去因為你會找到和你興趣相投的人。如果你是一個怕

孤單的人，去吧你會學會怎麼獨處。不管你是因為什麼理由而選擇出國交換，不要猶豫就堅持朝

著這個目標走，你會獲得比你想像中更多的東西。加油〜 

 

   如果想得到更多資訊以下有幾個網站可以幫助你： 

1. Tomas Bata 學校網站: https://www.utb.cz/en/ 
2. Tomas Bata 社群媒體：FB: Tomas Bata University in Zlín 
3. Tomas Bata Buddy System 的社群媒體：FB: Buddy System Zlín  IG: buddysystem_zlin 
4. 可以私訊我喔^^  IG: daily_in_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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