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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夢想萌芽 

        「我覺得你可以也應該要出國看看，你覺得自己英文不好，沒關係，

不要怕！」 

        在高中的一個暑假結束過後，我問著她去英國遊學的感想，她第一句

是如此跟我說，在繼續跟她聊著在英國所見，我不禁也在心裡問自己:「你可以

嗎？」。 

因為自己從小總是依著自己的興趣在學習，英文在我上高中時成為了我相當弱

的科目，而她除了是我高中的好友，也是英文老師指派負責幫助我學習英文的

小老師。升上了高中，才知道有交換學生，因為她的一句話和她所跟我分享的

所學讓我開始幻想如果在國外生活一段時間，會不會變得不一樣？如果在國外

讀書，我會變成什麼樣？但是當下，仍然會因為認為自己英文不夠好而打消念

頭，而這也讓夢想顯得特別遙不可及。隨著時間推移，開始有好友出國求學，

也知道大學的國際交流機會更多，從原本的打消念頭漸漸地轉化成雖然我英文

不好，但或許我應該有個計劃，朝目標慢慢努力。 

 

‧追逐與挫折 

        踏入大學生涯後，我給自己設下了目標，交換是我大學必須要完成的

事。我希望在大四那一年出去交換，所以需要在大三提出申請，因此我需要從

大二下開始準備托福。在大一和大二，參加了許多場國際處主辦的交換生分

享，大致了解交換生活符合自己的期待。當我開始準備托福的時候，意識到如

果只憑自己過去所學，遠遠不夠，所以我花費了比以往更多時間來學習。 

我承認我底子差，所以我願意付出更多努力，但其實在這過程中，我也迷茫

過。從剛開始自己做托福的低分、突破不了的撞牆期、讀書過程問自己這樣是

否真的值得，一次次的低潮，都讓我離自己的夢想更近一步。 

        2017 年暑假是我與朋友相約要一起申請 2018 出去交換的時點，那時

候的我們各自準備好自己的申請資料，緊張地等待國際處的交換學生榜單，一

心想去美國的我，把所有可以寫的志願都填了美國的學校。榜單出來，我的朋

友如他所願地去了荷蘭的學校，我也獲得了學校提名去美國一所學校交換。這

時候我才發現，我一心只想去美國，然而對自己沒有信心，於是忽略了自己當

初想要出去交換的初衷，導致我開始猶豫是否該在這個時候出去交換。可能這

樣說有點不清楚，說的更詳細一點就是，我真的想去的美國交換學校因為我托

福分數不夠，所以沒有辦法申請。所以志願表上列的學校就不是我真的想去

的，而是只是為了去美國而填的美國大學。在交換生名單公布的那星期，我特

別焦慮，太多顧慮與想法同時衝撞。 

“好像自己有了一個努力的成果，就應該順水推舟，出去交換。” 

“再努力一年，為了交換，為了所謂自己對交換生的想像，真的值得嗎？” 

“交換學校的申請因為托福分數而受限。” 



“在這個時候放棄，有拋下朋友的感覺，回來時沒辦法一起修課。” 

“誠實面對自己，感覺在現階段申請到的交換學校，沒辦法符合自己對交換

生的期待。我對自己交換的期待是、以英文為母語與或是英文無礙通行的

國家、有足夠多的課可以讓我自由選擇、交通方便。” 

        最後，我選擇放棄了到那一間美國的學校交換，繼續努力，隔年再重

新申請。在繼續努力的這一年，我的托福分數終於足夠讓我可以申請我想去的

學校，同時也有新的機會出現，因為學校新簽了幾所交換學校，在了解學校的

過程中，我發現荷蘭的蒂爾堡大學很符合我的期待，所以在 2018 年，我重新申

請了一次交換學生，也很幸運地可以到蒂爾堡大學。現在回頭看，我很感謝當

初的自己選擇堅持自己想要的，做了看起來不是那麼正常但卻正確的選擇，讓

我在 2019 年 8 月到 2020 年 2 月擁有一段獨特美好的時光。 

 

‧徬徨與最後的試煉 

        在獲得對方學校的確定提名之後，我也開始著手準備住宿和簽證的事

情。首先，雖然台灣與歐盟申根國家有 90 天免簽待遇，但是不管是交換一學期

或是兩學期都遠遠超過這個天數，所以還是要申請簽證的。基本上，申請簽證

的流程和需要注意的事我放在感想與建議的行前準備，如果不清楚流程的話，

可以先看完那部分再回來看這段。 

        在寄送個人申請資料給學校之後，蒂爾堡大學會發送 MVV 申請信給

我，然後我持 MVV 申請信到荷蘭辦事處申請簽證。因為自己糊塗的個性，所以

我大概在收到學校向我要求個人申請資料後的一星期才寄送申請資料過去， 

然後按照學校的流程說明書表示，此階段最長作業時間為一個月，又因為我設

想可能因為我晚一星期交，學校一時之間消化不完，所以我在這一個月基本上

都沒有問學校關於我的交換申請進度。但在一個月過後，我覺得奇怪怎麼沒有

都沒有收到 MVV 申請信，才在又過了一星期左右，寫信問學校，國際處告訴我

他們漏寄了這封信。而此時，已經是七月底的事了，適逢留學生申請出國的高

峰期，荷蘭辦事處的預約完全滿額，簽證的印製工時需要一星期，乍看之下，

我似乎無法趕上 8 月 15 的註冊日。幸好同期要出國的朋友和已經在荷蘭的朋友

告訴我直接去試試看，向辦事處人員解釋我的緊急。最後才在出發前兩天收到

印製好的簽證。 

        對我來說，簽證的申請和找房子比起來，只能說是虛驚一場。因為這

所學校的交換生實在是太多，所以並沒有足夠的宿舍可以供應給交換生，而我

又剛好沒有搶到學校提供的宿舍，所以必須自己尋找交換期間的住宿。大概是

這件事讓我體會到網路上流傳的荷蘭租屋困難到底有多困難，也是我出國前最

憂慮的事情，情況慘到我還自己帶了帳篷和睡袋，在市中心公園的露營區度過

了兩個晚上，不過跟其他同樣找不到房子的交換生相比，我還算非常幸運的！ 

大概在確定沒有搶到學校分配的國際學生宿舍隔天，就開始了我的找房之旅，

先背景介紹一下，因為學校和家都在台北，所以完全沒有租屋經驗，根本就是



零經驗菜鳥直接越級打怪，人生中寫最多英文郵件和傳訊息給陌生人、房屋詐

騙、跟房東不合、退租、無居所流浪、在公園露營多項人生經驗都在這個階段

解鎖，也一度瀕臨崩潰，但我交換生涯中最大的幸運也在最後與我相遇。 

        首先，我先把學校住宿部門的網站和文件都詳細看過，大致就是告訴

我可以去哪裡找，要注意的事項，然後有問題可以問他們，但不包含直接請他

們幫你尋找住宿，雖然這樣聽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用，但我認為在我找房子的過

程，他們所寫的還是讓我逃離了詐騙的陷阱，所以對一個人生地不熟要找房子

的國際學生來說，個人還是覺得有幫助。接下來我就加入了學校建議的蒂爾堡

最大的找房社團，臉書 woonruimte aangeboden/gezocht tilburg，開始一篇一篇

的看，每天看，每天都要定時上去看最新貼文，並且在符合條件的徵求文章下

打招呼，傳送訊息給發文者。同時間，還有其他臉書的蒂爾堡找房社團或是各

種仲介公司，每天搜尋著更新的物件與文章，寫信詢問大型的學生宿舍公司是

否還有空房。基本上，失敗的機率非常高，從房東或是未來潛在室友的看，大

約超過一半的住宿機會是限定荷蘭人，再者部分宿舍限定只提供給女性，然後

發文者依照回應貼文的順序去詢問和評估你是否適合跟他們住，然後可能還會

需要自我介紹之類的，讓潛在未來室友挑選。從合約方向來說，基本上以一年

的合約為主，半年的合約相對少見，或是可以只租半年，但要負責幫忙找下一

個半年的房客。大概在六月中到八月中，我都陷於找房子的陰霾之中。 

        時間來到了七月中，終於在臉書社團找到一個房東，似乎願意租房子

給我，但他非常沒有耐心也完全不合常理，完全沒有跟我交代房屋細節，也沒

有給我看合約，直接要我傳護照和匯錢給他，當我表示至少我想要先看到合約

再決定要不要付錢，他就直接表示如果我沒有租房的誠意就不用租了，反正找

房子的學生到處都是。因為有事先做功課，有看到其他學生被騙的經驗，他的

行為讓我覺得非常可疑，於是寫信問了學校的住房部門這個案例是否為詐騙？

得到的答覆:「很高的機率，是。」收到信的當下，只能感謝蒼天，然後繼續認

奮地找房子。 

        時間來到八月上旬，一個曾經有談過的房東再次找上了我，上一次因

為他的房子離學校蠻遠的，然後生活上的限制頗多，另外在仲介網站上放的照

片不多也不夠清楚，但眼看出發迫在眉睫，還是覺得需要趕快定下來，不然情

況只會越來越糟，至少可以作為備案，如果到當地有更好的選擇，那再退掉也

不遲，於是我就先預訂了這間在郊區的房子，與上一次被詐騙相同的是房東同

樣要求我先匯三個月房租加一個月租金和仲介的行政費用，事前有查過這個仲

介還算可以信任，不同的是，房東沒有要我先傳護照影本和持續與我保持聯

繫。另外憑心而論，以它在郊區的地理位置，和提供的房屋環境，一個月要

500 歐元的租金偏貴，所以我即使付了錢，只是希望自己不要真的到了當地變

成無家可歸，做為真的到了當地找不到房子的預備方案。另外這個房東說九月

才可以開始租給我，而我又必須趕上 8 月 15 日的交換生註冊日，所以這代表著

我有著至少半個月的空窗期，依稀記得當時蒂爾堡的旅館呈現非常緊繃的狀



態，青年旅館已經完全沒有空房，剩下的是已經到達一個晚上要價至少一萬台

幣的選擇。此時的我發現蒂爾堡大學有一個學生組織意識到有太多國際學生找

不到房子的情況，於是自發性地籌辦了一個為期 25 天(8/15-9/10)的露營計畫，

讓找不到房子的國際學生可以有落腳之處，然後有時間在當地找房子。在台

灣，我是一個喜歡爬山的人，所以我自己有露營的裝備，找到價錢可負擔的旅

館和去公園露營兩相比較，我認為後者更適合我，於是我報名了露營，最差的

情況就是我會在露營區度過八月份，然後在九月份搬入郊區的房子。 

        不過，後來的我，廣義來說，只在露營區待了兩晚；狹義來說，只在

露營區待了一晚，因為一切都變了，不可置信的幸運。接下來的故事，在國外

研修之生活學習的第一段和第二段。 

 

 

二‧研修學校簡介 

‧荷蘭中高等教育體制 

 
(劉家瑄&林貴美, 2011, p. 5 )，如果想要完全了解可以查看 Nuffic 的文件：荷蘭



教育系統。網址：https://www.nuffic.nl/en/subjects/education-in-the-

netherlands/#higher-education 

見 More information 的 Education system the Netherlands。 

        因為荷蘭的教育體制大概是在小學之後，就會被分入不同類型的中等

教育，分別為 VMBO(中等職業準備教育)、HAVO(高級一般中等教育)和 VWO 科

學準備教育，而不同類型的大學算是不同類型中等教育的接續，若要轉換類

型，不僅需要成績達標，還需要再多讀一到兩年書，也就是橫向箭頭所表示的

學生可能改變學習類別之路徑。 

        荷蘭的高等教育分成三種學校，WO 為科學教育體系的研究型大學，

HBO 為高等專業教育體系的應用科技大學，MBO 為介於高等與中等教育之間的

職業教育體系學校。目前荷蘭共有 18 所研究型大學，蒂爾堡大學為其中一間。 

 

‧蒂爾堡大學 

        荷蘭文為 Universiteit van 

Tilburg，英文為 Tilburg University，

中文翻譯除了蒂爾堡大學之外，也

稱作堤堡大學或提爾堡大學。學校

創立於 1927 年，位在荷蘭南部的

城市，蒂爾堡 Tilburg。蒂爾堡大學

共有五個學院，分別是經濟與工商

管理學院、法學院、社會與行為科學學院、人文學院以及天主教神學院。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的歷史最悠久，可追溯至大學建校時的 1927 年，同時還是

大學現有學院中規模最大的，並且得到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認

證。法學院以及社會與行為科學學院均創辦於 1963 年。而人文學院則是在

2007 年由藝術學院、哲學院等院系合併而來。天主教神學院也於同年創辦。另

外，蒂爾堡大學與埃因霍溫理工大學共同創辦了提亞寧堡斯商學院。蒂爾堡大

學以經濟、商學、法律和心理學最為出名。 

--2020 泰唔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經濟、商學、法律、心理為世界前 75。 

--2019 QS 科目排名，會計與財金、管理與商學、經濟與計量經濟、法律與法學

研究和心理學為世界前 100。 

--上海全球學術科目排名，企業管理為世界前 5。 

--U.S.News 世界大學科目排名，經濟與商業，世界第 17 名。 

    註 1：蒂爾堡大學學校網站提供的排名依據。 

    註 2：QS ranking 的蒂爾堡大學綜合排名與分科排名。 

    註 3：U.S.News Education 的蒂爾堡大學綜合排名與分科排名。 

除了學術表現優異之外，學校的國際化程度也非常高，記得在註冊日當天，國

際處的人很驕傲地說，這個學期蒂爾堡大學有來自 180 個國家的學生到這裡學

習。更特別的是，蒂爾堡大學的校園環境十分舒服，校園坐落在一片和校園面

https://www.nuffic.nl/en/subjects/education-in-the-netherlands/#higher-education
https://www.nuffic.nl/en/subjects/education-in-the-netherlands/#higher-education


積相當的森林旁。森林裡面還有一間坐落在中心圓環草地的咖啡吧，蒂爾堡的

曲棍球場也位於南邊的森林哩，無論是討論學習，還是放鬆身心，這片森林都

是學生們的好去處。除了舒適的校園環境，蒂爾堡大學還擁有一座極具現代感

的圖書館。圖書館配置齊全，藏書達 80 餘萬冊，還有定期更新的線上學術資

源。     

←從校園東北方看項西南方的鳥

瞰圖 

     ↓學校後方的森林步道 

        位於學校後門的校徽↑ 

        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大樓的一隅→ 

圖書館有不同類型的座位，這趨勢給自備筆

電的學生，個人電腦區通常會配兩台螢幕。 

除了比較開放式的電腦區，也

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討論是，甚

至還有個人使用的計算區，圖

書館外有一個小的交誼聽可以

喝咖啡吃東西。 



左上圖為學校的主要餐廳。 

右圖為學校的主要幹道。 

左下圖為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大

樓，白天上課期間，這個廣場都

會停滿腳踏車。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個人選修課程敘述 

課程名稱 學分/時數 學生組成 簡介 

計量經濟學 

Econometrics 

for ECO 

6ECTS  

Lecture 2hr/week 

Tutor 2hr/week 

40%國際學生 

60%荷蘭學生 

介紹計量經濟學方法，重

點強調這些方法在應用經

濟學研究中的應用。課程

前半部分，對實證研究的

本質以及計量經濟學方法

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有基本

的了解。課程後半部分，

研究進階主題，包括異方

差和自相關數據的回歸分

析，因果推斷，工具變量

估計和聯立方程模型。此

外，需要撰寫一篇實證經

濟學的小型研究論文。 



心得： 

    首先，跟其他學校比較不一樣的是蒂爾堡大學除了有經濟學系之外，有

另一個更為專精的學系，計量經濟與作業研究學系，學校對於經濟學研究的

重視和投入的資源，使它在此領域的學術聲望非常頂尖，同時在大學部的計

量經濟學的相關課程也不會像一般大學只有計量經濟學。舉例來說，我修的

這堂計量經濟學是開給經濟系學生的，所以還有開設給計量經濟與作業研究

學系學生的計量經濟學，另外這個學系也提供了很多經濟與統計相結合的課

程，所以我覺得如果對計量經濟學有興趣的同學來這邊研修，會是非常不錯

的選擇。 

    雖然這門課的內容難度偏難，但教授更加注重的是學生投入在這個科目

的學習心力與論點陳述，可以從以下幾點體現。第一，每周都會有作業，作

業當然嚴格禁止抄襲，這堂課有三個助教，分別負責不同小組的作業和助教

課，我覺得相對於台灣的課程，可以深刻地感覺出來教授很認真想要以學生

日常的學習投入作為評量。第二，期末考算是類似台灣的開書考，在考前兩

周，教授會上傳前兩年的題目，所有參考資料皆可帶入考場，但可以上網的

設備當然還是禁止的。因為絕大部分都是申論題，題目也會換，而且期末考

的內容幾乎是整本教科書了，所以即使是開書考，仍然有一定難度。第三：

教授在課程大綱有寫和開學的第一堂課有強調，它知道這個科目的難度，所

以希望看到學生努力學習，不會只以考試作為唯一依據。因此在成績計算方

面，也可以看出與台灣的大學課程簡單的百分比成績計算方式稍有不同。總

共會有 11 份平時作業和 1 份學期報告，作業的通過率會做為學期報告的成績

加權，最後再加上期末考成績，舉例來說，如果我只交了 10 次作業，那麼我

的學期報告成績就會乘上 10/11，作為我的平時成績，佔學期成績 25%，期末

考成績佔學期成績 75%。 

    在課堂上，教授非常注重守時和討論，因為正課是星期一早上 8 點半，

加上天氣冷，要在假日過後一早準時起床上課還真的有點不容易，教授大概

在 8:15 就會在教室門口外與同學打招呼，然後 8:30 準時上課，如果在 8:30

以後進教室，是會被教授請出去等到下課再進來的。在正課上，教授每講完

一個概念，就會詢問同學有沒有問題，然後與同學討論。在每一堂助教課

上，大概每個人都會被點兩次，詢問你作業的這題怎麼做和為什麼，或是講

解正課內容時呼應到過去交的什麼東西等等，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是我交換

期間課程強度最高的一門，但也得到非常好的回饋。譬如說過去如果是與程

式相關的課程，我可能會在一開學的時候有跟著課程進度寫代碼，然後接下

來就是考前的抱佛腳，不過在蒂爾堡，我幾乎每周都要寫程式，即使出外玩

回來，都會設法提前完成或是在繳交期限內趕完。此外，因為教授指會說明

計量經濟學的課程內容，所以如果在學習過程中遇到不懂的還是要自己查資

料或翻過去的教科書，多多少少幫助了我複習過去四年所學的經濟學與統計

知識。 



 

兩張圖皆為計量經濟學的助教課，因為助教課有六個不同的時間，然後因為

每週進度都一樣，所以如果錯過了自己原本的組別在那周的課，可以去別組

上，非常彈性。 

 

右圖為計量經濟學的正課。 

 

歐盟經濟 

Economic of 

the European 

Union 

6ECTS  

Lecture 2hr/week 

Tutor 2hr/week 

40%國際學生 

60%荷蘭學生 

這堂課程為學生建立了歐

盟組織的背景知識，像是

歐盟的立法架構、經濟相

關委員會和歐盟歷史。之

後，課程的主題，歐盟經

濟的整合包含了諸多面

向：財政、國際經濟、總

體經濟(投資與貿易、農

業、工業、區域經濟)、國

際金融與資本市場。 

同時也有特別的專題研

討，諸如歐元區的財政與



貨幣機關、歐元區的主權

風險與近期危機。 

心得： 

    在台灣，因為市場跟美國關聯度較高，而且用的原文教科書也都是美國

的出版社，所以大部分看到的案例或是使用的資料都是美國的，我唯一有印

象談到關於歐洲經濟相關的只有在貨幣銀行學時，談到了歐洲央行。 

    這堂課由兩位教授任教，前半學期是總體經濟的部份，介紹了歐盟的立

法架構和歷史，然後帶入了總體經濟的領域，如課程簡介所題，在下半學期

轉為個體經濟的部份，這位教授講解了在歐盟經濟整合下的人流與物流和農

業。這堂課程涵蓋層面非常廣，深度適中，除了教授在教科書的基本進度之

外，每周會公布兩篇學術論文，同學輪流負責報告，然後在助教課討論，所

以基本上要掌握課本所體的相關知識，然後結合論文，去發表自己對論文或

其主題的看法，期末考則全部

都為選擇題，但千萬不要以為

選擇題比較簡單，因為學校有

防猜機制，所以要成功拿分相

較於台灣還是相對不容易。 

    在上完第一堂正課和助教

討論課之後，就確定了我對這

堂課又愛又怕的心情，因為這

堂課的教室比較不像台灣的老

師在講台上學生在台下的布

置，而是以教授為中心的圓環座位設計，教室有兩扇偌大的落地窗，一旁是

中間挑高的走廊，而另一旁是學校外的停車場與鐵路伴隨著眾多綠樹，天氣

好的時候，溫煦的陽光照進    ↑上圖為歐盟經濟的上課教室，位於 CUBE 

教室，映著白板上的經濟分析      Building，附上的網址是線上建築與設計 

，投影幕上的簡報，教授不疾      雜誌對 CUBE Building 的報導。(註 4) 

不徐的解釋著簡報上的理論， 

時不時的火車穿越過伴隨同學打著筆電作筆記的聲音，對我來說是超級夢幻

的上課氛圍，又因為課程內容主要是以經濟理論為主，比較少艱澀的數學運

算，所以不會像上計量經濟學一樣，上課到一半就覺得頭很痛，心很累，每

周最期待課的就是歐盟經濟的正課了！ 

    至於為什麼會怕呢？因為在助教討論課時是絕對要發言表達自己看法

的，在台灣，我很少會上課發言或回答問題，即使被點名或叫上台，也會因

為緊張而沒有自信或支支吾吾。然後在過去大學四年，也幾乎沒什麼在看學

術論文，但在這堂課，每週公布的論文就是下周助教課要討論的材料，所以

等於每週至少都要讀兩篇學術論文然後在同學報告完之後發表想法。所以即

使有看文章，每周助教課的時候都還是會特別緊張，加上擔心自己的英文表



達，所以每次發言好像都顯得毫無邏輯可言。不過換個角度來看，經過了這

學期，我覺得如果現在教授要我在課堂上用英文發表看法，我就不會覺得這

麼緊張了，而且每周閱讀論文，這樣的訓練不但幫助我應用了當初在準備托

福時所習得的快速閱讀技巧，也讓我在人力資源管理概論課的報告準備上顯

得相對輕鬆。 

    結論，如果這堂課我每周都像計

量經濟學一樣投入很多時間的話，我

覺得這堂課對於經濟系學生可以大幅

提高對總體經濟與個體經濟的掌握程

度，因為歐盟是一個系統性的長期大

型整合，在經濟學理論下應該都會有

案例可以討論，再加上除了讀教科書

之外還要讀學術文章，同時理解理論

本身與學界在做研究時是如何應用，

助教課的討論也會幫助學習後的產

出，另一個好處是會有一個宏觀的視

角去看待整個歐盟社會。 

 

人力資源管

理概論 

Introduction 

to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6ECTS  

Lecture 2hr/week 

Tutor 2hr/week 

(助教課有依照報

告進度做調整，

所以上課時間沒

有固定。) 

50%國際學生 

50%荷蘭學生 

這堂課以兩個平行的課程

方向幫助學生獲得必要的

知識和技巧去做到「以證

據為基礎的人力資源管

理」。 

理論方向：著重於重要的

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和研

究，並特別著墨於國際企

業認為重要的人資管理議

題上面。 

實務面向：研討會被設計

來學習如何實踐”Evidence 

Based HRM”，假設學生處

於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

要如何提出外部與內部證

據去解決企業所面臨的人

資問題。 

心得： 

    這堂課主要以授課教授自編的教材為主，每個章節都很清楚地分成了概

要介紹、理論敘述、關鍵研究、實際案例、總結和引述資料，架構非常清



楚。成績以平時作業(2 份 presentation)、學期報告(訪問企業所遇到的人資問

題，基於理論和實務考量提出解決方案，並配合 meta-analysis 和其他研究或

案例佐證問題與解決方案有因果關係，方法有效)、期中考和期末考計算。 

    基本上教授的正課清楚講解了教科書上的觀念，平時主要的課業負擔落

在助教課上，上台報告總結課堂上所講解的理論，然後按照開學第一周的進

度去完成學期報告的階段性報告。 

    這堂課所撰寫的報告都是需要有研究或是案例可循的，所以在撰寫報告

時也因此讀了不少理論相關的論文，如歐盟經濟的心得所說，在這堂課的學

術文章閱讀上相對輕鬆。這堂課對我來說比較挑戰的是如何在讀完這麼多學

術文章之後作系統性的整理，並且以精準的詞語去描述我想表達的因果關

係，並且在助教討論課所需要繳交的報告，都需要以 APA style 撰寫，過去大

學四年從來沒有按照任何學術論文格式在撰寫報告，所以老實說，第一次寫

這堂課的報告的時候還是蠻痛苦的，只能自己到普渡大學的 Writing Lab 一步

步地學怎麼寫 APA style。基本上，雖然這堂課程的知識難度相對簡單，但對

於闡述想法和因果分析的論述都有更高的要求。 

    下圖為上人力資源管理助教課的教室，Lecture 大約有 80 人，但每個

workshop 都拆成 20

個人，小班制的

workshop 讓我們更

多時間和機會去發

表我們的報告，然

後助教也可以很充

分地給予回饋。 

 

照片拍攝於期末報

告前的那個早上，

因為擔心自己講的

不夠清楚，提早到

教室練習報告。 

 

荷蘭文 

Dutch I for 

Asian 

Students 

6ECTS  

Lecture 3hr/week 

100%國際學

生 

學習荷蘭語的基礎知識，

包括簡單詞彙和日常用

語，日常用語又包含了購

物、飲食、旅遊、交通的

基本話題。 

同時也訓練荷蘭文基礎閱

讀和書寫。 

心得： 



    首先，我覺得蒂爾堡大學的語言中心頗是用心，依照不同文化背景的學

生而設計荷蘭文課程，因為荷蘭文跟德文有相似的語法結構和詞彙，所以歐

語區國家的學生學起來會比較快，而對荷蘭文理解甚少的亞洲學生在發音上

也會相對困難，所以亞洲學生班會相對著重在荷蘭文化理解和基本的日常用

語。再者對於已經對荷蘭文有基礎掌握的學生也可以選擇 Fast Track 或是

Level 2 的班級，整體來說非常彈性。荷蘭文的班級數量非常多，一般國際學

生班有八個組別在不同時間上課，再加上亞洲學生班和德語背景班，荷蘭文

開班數至少在 10 班以上。 

    再者，老師上課非常彈性，會依照當天

學生的反應狀況和時間做調整，也會知道哪

個部份的語法我們不熟悉，花較多時間在課

堂上一起做練習。課堂上也很鼓勵發言，每

到一個小段落，老師都會問”Heb julle 

Vraagen? 意思是”你們有問題要問嗎?” 漸漸

地，我們開始習慣將寫作業遇到的問題在課

堂上講到相似概念的時候提出。而且在語言

學習上，我認為他們更強調會說，所以上課

老師也會點名同學發言，即使不太會，回答

得很慢，老師也都非常有耐心，基本上我覺

得在荷蘭文的學習經驗比起過往在台灣小時

候的英文學習經驗，我覺得舒服很多。 

    最後，對我來說，學習荷蘭文已經不是功利性的因為它有什麼用途而學

習，而是因為剛開始的啟蒙經驗是愉快的，讓我喜歡這門語言，而開始自發

性地去學習它，了解它。 

 

 

‧行政效率與國際學生迎接 

    整體而言，從獲得學校國際處提名之後，開始在蒂爾堡大學的申請系統上

開始一連串的行政作業，加上後來遇到的各種狀況透過電子郵件與相關處室聯

絡，到在當地的國際生迎接和學生櫃檯諮詢，我覺得蒂爾堡大學在每一個階段

要完成的事情都指示的很清楚，然後電子郵件方面，基本上有遇到上班時間就

會回覆，所以如果有任何問題，及時寫電子郵件詢問或關心，都是可以解決

的。 

    學校大概在開始申請的時候就有告知 8 月 15、16 日是註冊日，而這兩天，

學校都有派人在史基浦機場(Schiphol airport)和蒂爾堡大學的火車站迎接國際學

生，負責去迎接的通常是 I*ESN 的蒂爾堡學生，他們會在史基浦機場告訴你要

怎麼搭車到蒂爾堡大學，而在蒂爾堡大學的車站，I*ESN 的學生有休旅車會負責

交換生從車站月台到學校學術大樓和從學術大樓到宿舍的交通。在註冊日當



天，所有的程序都會集中在學術大樓，報到、I*ESN 組別、、市政廳註冊、銀行

(ABN AMRO)開戶預約、與自己的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見面、學生保險資

訊、二手腳踏車、運動中心會員註冊都可以在這個時候這個地點完成，整體來

說，我覺得對於有搶到宿舍的人來說，非常方便。 

    另外 I*ESN 在註冊日的下一個星期一到星期五有舉辦 top week，就是瘋狂

開趴和認識各國交換生的新生活動，不過在 top week 之前還有一個所有國際交

換生規定必須參加的 program of introdution，內容大致是簡單認識荷蘭文化和了

解蒂爾堡大學的學術慣例，認識荷蘭文化包含了玩團康遊戲去表達每個國家的

不同文化，學術慣例演講的部分大致講解了幾個不同的學術寫作風格，然後告

訴你如果在英文寫作上有問題可以尋求圖書館寫坐辦公室的支援，諸如此類的

事像。 

    如果有看到緣起故事的朋友，就會知道我沒有找到房子，而這段講的是大

部分有搶到宿舍的交換生會經歷的，關於沒找到房子的經歷，可見感想與建議

的部分。 

˙左上圖為 2019 年 8 月 15 日註冊日當天，

人非常多，完成所有事情可能至少需要三個

小時。 

˙右上圖為同天我們(我和 Ivy, 同為東吳大學

的同期交換生)與國際處負責亞洲區的

exchange coordinator, Ms. Maud Willems 見

面。 

˙右下圖為 program of introduction 的

welcome speech。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跨出舒適圈？ 

    2019 年 8 月 15 日，報到日當天，

我完成了報到手續，與 Ivy 一起坐上了

I*ESN 的休旅車，同車的另外三個人都

是前往宿舍，而我的目的地是位在市中

心公園的露營地。I*ESN 在將它們三位

送達宿舍並且確定他們找到宿舍櫃台

後，上車跟我確認了我的目的地，因為

其實我前一天就已經到蒂爾堡了，所以

在註冊日當天我也是一早就和 Ivy 抵達

學術大樓，接近中午時我們離開，因為

在 8 月 15 日當天，我的行程算是早的關係，我可能是 I*ESN 的同學遇到第一個

要到市中心公園的人吧！他們在聽到我要去那邊的露營區時，想了一下子，才

說：「喔對！市中心在 Talent Square 附近有個大公園，那裏有個露營區。」

Talent Square 是一間給提供給學位生的大型公寓宿舍，「嗯那是我寫過電子郵件

詢問過的其中一間」，我在心裡呢喃著，一路與 I*ESN 的同學有說有笑，一聲

「到了！」，我就下意識地下車搬行李沒有多餘的思考，在跟他們到謝和在見之

後，映入眼簾的就是這幅場景，兩排已經搭好井然有序的帳篷。 

    找到了入口，跟 I.S.A.T.的主辦人打完招呼之後，他帶我到了離露營區洗澡

間最近的營位，「這一區是留給你的，你要自己搭帳棚對吧？」I.S.A.T.的主辦人

說，我回答「嗯是的，謝謝你！」，「有什麼事情就來跟我說喔！我先去忙。」

他友善地回應我。於是我迅速地搭完自己的帳篷，環視整個露營區，總共有 55

個國際學生報名，54 頂迪卡農帳篷加上一頂我的帳篷。那個時候還是歐洲的夏

天，陽光灑在綠色的草地上，涼爽的空氣，我躺在自己的帳篷想著接下來要做

的事，行李箱和我的背包也陪我一起靜靜地躺在那邊。 

    同時因為我覺得我應該不需要原本九月才可以住的那間房子了，所以我向

那位房東表示我要退租，她不是很開心，認為我再找她麻煩，並且直言：「希望

不要在遇到像我一樣難搞的學生。」，我以只能跟她說抱歉，之後我開始與仲介

公司討論退還預繳租金的事情，但仲介的費用是回不來了，不幸中的大幸是除

了仲介費用之外，其他我繳給房東的租金都有透過仲介退還給我。 

    曾經有人問我，怎麼會搶不到宿舍？不是學校應該要提供住宿給國際學生

嗎？對，理論上來說是這樣，但實際情況是這樣，蒂爾堡大學提供給我國際學

生的宿舍有大概五棟吧！但他所接收的國際學生更多，大概七到八成的國際學

生住進宿舍，在這兩天可以辦完絕大部分的行政手續，有的學生成功在其他的

學生宿舍找到房子，大概也可以在開學前完成相同的事情，而選擇露營區的學

生只是沒有找到房子的一部份學生，據我所知，市區的青年旅館還住著一大票

要找房子的學生，不管是自己先前訂的或是學校安排的。 



    後來傍晚的時候，一個已經先在蒂爾堡住了一段時間的朋友，他叫

Charles，要帶我和 Ivy 要去市中心辦預付卡，因為在辦完預付卡之後我還跟別

人約了面交二手車，所以我們相約晚餐各自解決，然後晚上一起參加新生派

對。說實在的，在下午之前，我每次只要一想到關於住宿的事情我都很焦慮，

所以我根本沒有心思去看其他生活方面的事情，像是什麼電話卡還是要去哪裡

玩，甚至我連 top week 都不敢報名，想要將時間預留起來去找房子。前面長期

的焦慮和在抵達荷蘭之後的快速變化，讓我變得不像我自己，很難專心或是記

得重要的事情，於是 Charles 無心講的幾句話，剛好被我聽到，成為我情緒上壓

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回到帳篷，告訴 Charles 我沒有心情去派對了，他跟 Ivy 去就好，那晚他

們兩個有來找我，他向我道歉，希望還是可以一起去派對。但其實，我覺得他

不需要跟我道歉，因為他只是真實地講出了我那幾天所表現出的狀態，而讓我

崩潰的是我覺得自己很失敗，花了這麼久時間居然還找不到房子，同時也因為

我找房子的過程，花了不少冤枉錢，爸爸也因此不是很開心，我覺得備受壓

力，當然，我也知道我在花爸爸媽媽的錢，所以更加覺得我責無旁貸，因為焦

慮，我變成了我不認識也不喜歡的樣子，那晚，只有我的帳篷亮著燈，我問自

己：「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跨出舒適圈？」。 

    跨出舒適圈可能是大部分想要出國交換的學生都會設定的其中一個目標，

但交換之前的這段時間，就讓我扎實地經歷了這簡單的五個字所代表的意義，

也因為前面這段時間的痛苦，讓我後期的交換生活顯得格外甘甜。 

 

‧從我抵達荷蘭到我離開荷蘭每一天都陪伴我成長的人，轟爸。 

    在降落荷蘭的當天，我依照計畫就直接前往蒂爾堡，那天是 8 月 14 日，註

冊日前一天，一人搬著行李在斯亨海托伯斯的車站上了開往蒂爾堡的區間車，

我與剛好對到眼的一位中年荷蘭人點了頭，微笑一下，他也回應我。 

    火車到了蒂爾堡的火車站，在將行李搬到門前準備下車時，我又與他對到

眼，再一次微笑點頭，他也回應我。再將行李搬下車後，那位荷蘭大叔向我打

了招呼，詢問我是不是這學期來蒂爾堡的國際學生，我肯定的回答，接著他問

問了我：「你有地方住嗎？」，我回答：「呃…不算有，怎麼了嗎？」，來到一個

人生地不熟的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第一天，就被問了有沒有地方住的問

題，讓我有點不安跟提高警覺，但他似乎可以理解我所想的，從他的後背包拿

出了報紙，開始向我解釋到，他有看到報紙報導，蒂爾堡大學因為國際生宿舍

不夠，想要在蒂爾堡徵求住宿空間，而他家剛好有一個空房間，也已經有去大

學了解狀況了，所以才問我這個問題，最後，他留了聯繫方式，表示我可以考

慮，如果想要的話，可以今晚與他聯絡。 

    後來，我在經過當晚與他聯絡之後，約定隔日下午從市中心的青年旅館出

發，去他家了解房子的狀況。隔天下午，我們從市中心沿著自行車道騎著腳踏

車，他向我介紹著沿途經過的環境，不久，我們到了位於市郊的房子，將腳踏



車停在屋外的車位上，他領著我進了屋子，他在樓上的太太聽到我們進房門的

聲音，也熱情地下來歡迎我，他們向我展示了房屋的環境和計畫要給我住的房

間，整個屋子的環境棒極了！他們夫妻倆的友善與熱情讓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後來，我在 8 月 17 日的下午就搬了進去，他開著車與他的兒子一起來到露

營區外接我，知道我還有一台腳踏車，就說先回家吃完晚餐，再載我出來牽腳

踏車，在車上，我們有說有笑，那晚，我們第一次一起吃晚餐，他就是我的房

東先生，也是我的轟爸，他們是我的轟家。 

 

‧轟家給我的教育與溫暖 

    這一次交換我跟所有國際交換生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是跟一個蒂爾堡當地的

荷蘭家庭住在一起，讓我好像又更貼近了真正的荷蘭人多了一點。我們不會只

吃披薩和義大利麵，我們星期六總是去市集和麵包店，有時候去肉品專賣店，

我們都喜歡吃 Cheese Fundue，我們總在假日的晚上看球賽，我們邀請朋友到家

裡一起分享喜悅，我們一起在聖誕節去了教會參加了儀式，我們也在聖誕節一

起交換禮物。半年下來，無數的回憶都在這個屋簷下，也讓我非常珍惜這趟交

換旅程能夠遇到這個溫暖家庭的緣份。 

 

五‧研修之具體效益 

課內 

    我覺得在蒂爾堡大學的學習過程中，我得到了不少過去我在台灣念書時沒

有受到的刺激或是訓練，而我覺得這些啟發都對於我未來的學習或即將邁入職

場生涯有非常大的助益。 

    第一是在荷蘭文的課堂上，讓我第一次覺得學習一門新的語言不是一件如

想像中痛苦的事情，反而是可以與人建立連接，認識不同文化的媒介。還記得

從小的英文學習就是不斷地強調單字的背誦和文法，遇到新的單詞就是一陣中

英文猛抄，遇到新的文法就是不斷地重複著同樣的句子架構，不斷地完成課

本、習作、參考書上的練習，然後不斷地考試。這樣的學習方法使我覺得英文

了無生趣，完全不想學習，因此陷入了一個長期的惡性循環，直到後來在想著

要準備托福時，才找到一個讓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在學習英文。在蒂爾堡大學

學習荷蘭文時，沒有一次單字抄寫的作業，卻要寫出簡單話題的荷蘭文語句；

沒有抽點上台朗誦課文，卻要試著用荷蘭文回答老師的問題；沒有制式的收作

業，而是上課發問與老師問我們上星期預習了什麼，等諸如此類完全與過去不

同的教學方式，讓我覺得學習荷蘭文非常有趣而享受。這樣的學習方式讓我在

荷蘭可以用荷蘭文向別人介紹自己、簡單地了解別人，甚至連我去市集吃我最

愛的生鯡魚的時候，也用荷蘭文與當地人溝通。 

    有了這段期間快樂學習語言的經歷之後，在歐洲其他國家旅行的同時，不

管是在青年旅館或是與路途上隨機而遇的的旅伴聊天，多多少少會接觸不同的

語言，所以除了繼續學習荷蘭文之外，也開始在想要學哪些其他語言。 



    可能因為蒂爾堡大學在荷蘭是屬於研究型大學的關係，所以在上課的導向

更偏重在學術的理解與表達上，所以在課堂上，教授除了講解課本的知識之外

還會提及相關的重要研究，在報告準備上，資料來源的引用和推論的依據都需

要依靠閱讀一定數量的學術文章，因為在我的大學生涯中，因為沒有參與研究

計畫，所以也沒有方向或是知道系統性地去尋找知識，在交換期間，除了可以

以認識不同文化、在歐洲旅行，這樣的學習刺激也讓我非常珍惜，算是未預期

的收穫吧！ 

    面對每個星期迎面而來的作業，如何快速理解文章的論點跟結論並且找到

自己想要找到的部分成為英文閱讀能力上的考驗，當我第一次遇到撰寫報告要

求 APA style 也是痛苦不堪，現在想想，如果希望自己將來再出國讀書，這次交

換所遇到的這些，都是很好的教材與訓練。 

 

課外 

    交換期間除了課業上的學習之外，在生活上面大家也都有各自不同的挑

戰。像是在台灣不曾下廚的我，在那裏從零開始學習煮菜；規律作息地準時起

床；更好的時間管理；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交朋友，練習與人交談認識不同

文化等等，又或是旅行的行程規劃。     第一次位轟爸轟媽準備晚餐↓ 

    像是我們在每個星期二的晚

上，台灣、泰國和新加坡的同學

大家都會一起吃晚餐，然後每周

輪流負責張羅不同風味的料理，

大家一起騎著腳踏車去超市採買

食材、回到宿舍一同準備、大家

開心地吃飯，吃完飯後聊天聊到

九點或十點才各自回去。除了可

以分享台灣的食物給大家，我們 

也可以吃到來自不同國家的食

物，並且在聊天的時候，我們會討論上課時遇到

的好笑的事情，或是講著大家旅遊的心得與規

劃。 

    此外，我在平日上課之餘，也跟一位荷蘭學

生一起進行語言交換，他教我荷蘭文，我教他中

文，讓我們除了在複習上課所學到的語言之外，

也有更多時間去練習如何更自然地說和了解不同

語句背後的文化意涵。 

              與我語言交換的荷蘭朋友 Wouter

試吃鳳梨酥和太陽餅↓ 

 



每個星期二晚上的晚餐趴踢↓ 

    但我覺得在交換期間，我最大的體會是學會感

激，明白不是一切都理所當然，並且很感謝父母願

意花錢讓我出來體會在國外的生活，看世界另一端

的風景，認識不同文化。原本總自以為自己很獨

立，與父母親的關係也因為缺乏溝通而疏遠，但在

這段時間的獨自一人生活，我開始習慣打電話跟爸

爸媽媽視訊，開始告訴他們我在國外所見並分享我

的心情，關心他們過得好不好。回到台灣以後，我

跟爸爸媽媽的感情變得比出國前要好很多，更加願

意慢慢地去理解他們所想要講的事情和想法。 

 

六‧感想與建議 

‧行前準備 

在出發交換之前，主要的三件事情就是交換學校的申請、簽證和住宿。大致上

來說，通常按照學校的指示做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我覺得最重要也最基本去

避免出問題的方法就是詳細讀完對方學校請交換學生做的事情的說明，並且有

不懂的地方就及時寫信發問，在行政程序的作業時間裡，也可以適度地關心進

展，這樣就可以避免一些行政上的疏失。關於簽證，基本上學校的移民部門會

跟學生要資料，然後幫我們處理接下來的手續，處理完成後，會收到信件通知

學生去荷蘭辦事處申請在護照上的 VISA，要去荷蘭辦事處也要事先預約，不過

通常 7 月是留學生的高峰期，所以很容易有行政疏失，若是因為行政疏失導致

簽證後面的作業時間很短，可以直接到荷蘭辦事處向其說明緊急的情況，應該

會得到裡也。至於住宿方面，荷蘭的房子真的不是太好找，所以如果學校有提

供宿舍，那就盡量用最快的時間去搶，千萬不要猶豫。如果真的很不幸地沒有

搶到宿舍，那可以先與學校的房務部門聯繫或是知會國際處的辦事員以尋求協

助，如果有需要到私人交易市場上尋找住宿，也千萬要小心提防詐騙，只要他

非常急地要你匯錢和護照

影本、拿不出合約或是沒

辦法清楚說明房屋狀況，

都要非常小心，在面對完

全未知的環境，要堅持自

己的立場和想法，才會找

到可以接受的住宿方案，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

先問過學校再做決定。 

 

‧生活、住宿環境和天氣 



    在蒂爾堡，大學校園與宿舍非常近，中間有有 ah 超市和腳踏車店，宿舍另

一旁又是運動中心，都是在步行範圍，宿舍不遠處，走路不到 10 鐘的距離就是

火車站”蒂爾堡大學”，整體來說相當方便。蒂爾堡市中心與蒂爾堡大學的距離

我覺得也蠻近的，騎腳踏車大概 10 分鐘，走路大約 20 分鐘。 

    而我因為沒有搶到宿舍

的關係，我住的地方是位在

大學南邊的一個當地人社區

裡面，離校園和市中心大概

都是 4 公里左右，乍看起來

好像有點遠，但因為都是騎

腳踏車，還有路權的關係，

我從家裡出發到校園或市中

心大概也都是 20 分鐘以

內。 

 

從我房間看出去的景像，是一個都是荷蘭人沒有學生的住宅區。↑ 

 

    蒂爾堡大學的住房部門有將蒂爾堡市區及其周邊區域劃分成不同區域，並

且說明離大學校園的交通時

間和安全程度以及便利性，

如果同學在看到符合條件的

選擇的時候，可以對照一下

地圖，確認符合屋主所說。

這張圖蒂爾堡大學房務部門

的城市區域圖，我把可以下

載到這份說明 PDF 的網頁放

在註 5。 

 

天氣部分，蒂爾堡的夏季天氣大約在 20 多度，涼爽舒服，容易有午後陣雨，冬

季大約在 0-10 度，經常結冰起霧，但不算嚴寒，蒂爾堡也不是每年都會下雪。

夏季的日出日落時間分別為 6 點多和 5 點多，到了冬季，日光時間減少，日出



日落時間分別大約在 7 點多和 4 點半過後。 

 

‧飲食 

    荷蘭的主食跟大部分西方國家的主食沒有太大差別，以披薩、義大利麵、

麵包為主，但可能因為有殖民過印尼而受影響的關係，我在寄宿家庭有時候還

是會吃到炒麵。另外，乳製品尤其是牛奶和起司還有啤酒都是超市裡相對便宜

的品項。 

    我覺得荷蘭比較多樣化的食物是在小吃點心這一塊，各種鬆餅、各種醬的

薯條、各種小炸物(現炸魚塊、炸肉泥丸、可樂餅)、多拿滋等等，當然還有我最

愛的生鯡魚(Haring)，都非常值得一嚐。除了將沾著洋蔥粒的生鯡魚，從尾巴拿

起後整隻魚高高地放入口中之外，薯條沾著以美乃滋為基底的醬料真的絕頂，

回來台灣之後就開始懷念那個味道，然後就會開始懷念有時候我跟我的寄宿家

庭就會以燉牛肉的薯條沾著美乃滋當作一天的晚餐。 

 

    基本上，我也主要都吃義大利麵或燉飯，所以超市賣的對我來說就非常足

夠，如果比較喜歡吃華人料理的同學，蒂爾堡有亞洲超市，所以基本上可以放

心，買的到你想要的醬料。如果不想煮，在蒂爾堡想吃亞洲菜的話，可以考慮

HoHo 或 Xu noodle。HoHo 是廣東移民家庭開的，老闆很親切，除了可以吃到華

人料理，也可以順便學華人料理的荷蘭文，Xu noodle 是位在市中心的拉麵店，

有賣珍珠奶茶，但普遍都覺得不好喝，所以還是建議如果很喜歡喝珍奶的同

學，自己煮，珍珠和黑糖在周記亞洲超市買得到。 

 

‧交通 

    基本上在荷蘭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腳踏車跟公共交通，荷蘭幾乎到處都有

腳踏車道，汽車也會禮讓腳踏車，加上荷蘭的天氣和地勢平緩，若沒下雨，我

覺得騎腳踏車是蠻舒服的一件事。如果比較急，在抵達荷蘭之前可以先在 I*ESN 

Marketplace 上面看看別人要賣的二手車，會依條件而價格有所變動，但以平均

值來說，一台狀況良好的二手車通常價格在 70-100 歐，到了蒂爾堡，註冊日當

天，在學術大樓外會有二手車的販售與試騎，當然也可以自己去鎮上的二手腳

踏車店尋寶，總之，在荷蘭，是一定要騎腳踏車的啦！ 

    公共交通方面，藍色 OV 卡和買單程票的價格是一樣的，只是藍色 OV 卡是

錢先存在裡面，然後進站刷卡，單程票需要在黃色的買票機器或櫃台購買。在

荷蘭搭乘 NS 或大眾運輸，都可以刷 OV 卡(荷蘭文: OV chipkaart)，但特別注意

的是搭乘火車進佔跟出站都要感應，基本上打票的規則在歐洲各個國家都不進

相同，而且又容易遇到查票員，若打票有問題，是很容易被罰錢的，所以在出

遊之錢，記得要先確認所到國家的打票規則，以免漏財。  

    到了荷蘭有開當地銀行帳戶之後，非常推薦到 NS 申辦一張 NS flex，也可

以說是黃色 OV 卡，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不同的方案，然後會在銀行戶頭



自動扣款，不用像藍色 OV 卡需要儲值。舉例來說：我選擇的方案是每個月繳

32+3=35 歐元的方案，32 歐元是星期五深夜到星期一清晨可以無限制搭乘，另

外 3 歐元的部分是加夠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離峰時段六折優惠。 

 

‧交換學校輔導機制 

    蒂爾堡大學在迎接每一個學期到來的交換學生都會在學期開始之前有兩天

的註冊日和 TOP week，註冊日主要是讓交換生可以集中時間跟地點辦理繁雜的

行政手續，而 TOP week 則是由一個叫做 I*ESN 的學生組織主辦，國際處協助。 

    在註冊日當天，蒂爾堡大學會派學生在史基浦機場的火車站和蒂爾堡大學

的火車站等候前來的交換生，在史基浦機場火車站的蒂爾堡學生會指引交換生

如何搭乘火車抵達蒂爾堡大學，而在蒂爾堡大學火車站的 I*ESN 學生會迎接抵

達的交換生，並且提供接送服務，分別是從火車站到學校與離開學校到住處的

路程。在註冊日當天，會進行報到、領取學生證、市政廳註冊、銀行開戶預

約、AON 學生保險服務、運動中心會員註冊、領取 I*ESN 的新生袋、、二手腳

踏車的買賣、知道自己在 TOP week 的分組和與負責自己學校的國際事務處辦事

員見面。因為如果交換生在抵達之前已經有住宿地址，就可以直接辦理市政廳

註冊，而如果沒有，就要日後自行前往市政廳辦理註冊程序。因為銀行開戶需

要蠻長一段的時間，所以當天只能先預約在接下來什麼時候要去銀行開戶，但

這樣也比較方便是因為到銀行的時候就不需要等，比較省時間。在 AON 學生保

險的櫃台大概是只提供保險的文宣，我覺得幫助不大，直接自己上 AON 官網看

student insurance 資訊比較完整。運動中心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運動課程可以選

擇，也可以只是去使用運動器材，註冊會員之後不需要馬上繳費，有兩次的是

用機會，可以先試用看滿意不滿意在決定是否購買之後的會員。運動中心的會

員訂價有一年的、半年的、單月的，一年的成本平均攤下來最便宜，整體環境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I*ESN 的新生袋裡面會有一些導覽的冊子、I*ESN 整個學

期的活動行事曆海報、ah 超市的折價卡和 Lebara 的 SIM 卡。對於住在學校宿舍

的學生來說，我覺得折價卡算是相當實用的，因為 ah 超市在校園中間有一間小

間的店面，在校園與宿舍中間，有一間大間的超市，採買食物相當方便。

Lebara 的 SIM 卡我覺得也是算是消費極小化的一個選擇，因為校園有 wifi，宿

舍每間房間也都有各自的 wifi，日常生活會用到電信網路的機會偏少，而

Lebara 的收費偏低，在荷蘭是 4G 訊號，但在荷蘭以外的歐洲國家會降速成

3G，所以也可以考慮 vodafone 或其他電信公司。 

 

    TOP week 的部分，

是採自由報名制的，在

進行交換學校行政程序

的同時，就會一直收到

信件鼓勵你參加，依照



那時候看的分組名單，感覺會把不同國機的學生拆開來，讓大家可以認識來自

不同國家的學生。即使沒有參加 TOP week，仍然會被分到小組裡面，一組會有

兩個 I*ESN 的學生帶領，他們也某種程度上是代表學校接待交換生的同學。TOP 

week 主要就是各種可以讓大家一起玩的大型活動和啤酒暢飲，能不在這裡找到

你想認識的朋友，還是要看個人平常的交友習慣，但如果想要認識歐洲的學生

文化，我還是蠻推薦的。 

 

‧感想 

    在荷蘭與歐洲度過的這半年，我所學習到的和看到的好像很難只用一篇心

得來概括，這半年很難忘，很精彩，從剛開始面對英文的困難，到出發前仍然

找不到住所的窘迫和壓力，接著很幸運地遇到我的寄宿家庭和朋友們，讓我在

蒂爾堡的生活漸入佳境並且越來越充實，修課所遇到的挑戰也給予了我心的刺

激，在與不同國家的人和在不同文化環境下朋友，也認我對自己的人際關係和

對自己想要進一步成為怎樣的人有更確實的看法，長期的在外生活，磨練了自

己克服問題的能力，也開始試著向所愛的人表達自己的思念與愛，，最後，在

歐洲的五星期壯遊也考驗著自己的行程規劃能力和出門在外的自我調適。每次

回想這一路走來，都很感謝當初的自己，即使一路艱難，仍然堅持無懼，更感

謝爸爸媽媽在我選擇走這條路之後，一路相伴，如果在讓我選一次是否要出來

交換，我絕對會說：「要！」。 

    希望之後有想要出國交換的人都可以無所畏懼，跨出舒適圈，看到更多這

個世界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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