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學年度 第一學期  波蘭大學  經濟所 

劉易軒 交換學生心得分享 

 
起程 

在碩士一年級升二年級的暑假，受朋友的影響，毅然決然投入 IELTS 補習班兩個月，增進自己

英文能力，並與朋友一同並肩努力，終在 2011 年九月多的考試以普通 6.0 的成績申請波蘭大

學成功，隔年六月順利通過論文口試，夢想之旅就此啟航。2012 年九月，這是第二次自己一

個人出國，雖然不陌生但這次卻要和家人分別半年，在機場眼淚還是滑落了下來，進機場後也

是打給爸媽，感覺他們也哭了。轉了兩次飛機，換了三班飛機，終於到華沙機場，之後搭巴士

直達 Czestochowa 小鎮，一切的旅行就此展開。 

 

 

學校 

 



 學校生活： 

基本上我算是個性、脾氣都很好的人囉!全學校只有我一個亞洲人，但和這群歐洲人相處

都算不錯。剛開始一位法國女生因為對學校的宿舍還有眾多設施並不適很滿意，寫信給校

長，可能不太禮貌，被遣返回法國。 

正常的學校生活就是按課表上課，中午、晚上就由各國人輪流煮飯，有時就一起出去吃，

有時間就會走遠一點去逛百貨公司和超市。星期四五六晚上為 Party 之夜，這幾天晚上都

會出去 Party 直到早上五點回家，我偶而參加，之後每星期都去旅行就都沒去囉! 

因為我很常旅行的關係，歐洲人都交給我規劃一切行程。一同去了匈牙利、捷克、Katowice、

Zakopane 滑雪。 

另外，也發生比較火爆的事情，不懂事的義大利人在聖誕 Party 後突然生氣，把所有舊帳

(沒約他去玩，學校沒效率，他要負責清理等事)翻出來，說他和一群動物住一起，被墨西

哥女生掐脖子，西班牙人賞巴掌…有點誇張。 

其實他們都算好相處，就是現實和享樂主義囉!  

 



 

 修課狀況： 

這點算是一個學校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所有學生最不滿意的部分。幾乎所有課程在開學後

都還不確定由哪位老師來教，甚至有的課沒老師，有幾次波蘭語課程還請不會講英文的老

師來上課，到最後幾乎所有經濟學相關課程都只由一位會英文的教授來教，所有上課內容

幾乎一致，問上課的研習生，他們真的不知道能學到甚麼，負責課程的人也搞不清楚

Erasmus 和 Exchange 系統的差別，我只好寫信給校長說我的情況，不然得要修至少 27 學

分以上。但至少在英文課方面，有練習到會話，波蘭語課程後來也是由主任來教，我所修

的課大致還好，只怕之後去的研習生會遇到有課不得修，修了又獲得不到東西的窘境。 

 

 

 

課外活動 

除了旅遊還是旅遊囉! 

 Katowice 

這是離我們 Czestochow 最近最大的南部城鎮，所有事物（包括：街道、火車站等）都在

整修中，街道也並不是很乾淨，但是個古老建築所組成的城鎮，也有美美的教堂與建築，

是第一次與歐洲交換生出遊的經驗，主要是一起出遊的感覺很新鮮。 



 

 

 捷克 

在碩一下學期時曾經擔任國交處Buddy System的交換生負責人，因此認識了許多捷克人，

有些人還在念書，而有些人已經在工作，而我的Buddy-Michael則是在布拉格租公寓工作。

邀著西班牙人、土耳其人五人共租一部汽車前往布拉格，之後他們還要前往奧地利。一行

人浩浩蕩蕩住在 Michael 租的小公寓，他帶領我們導覽布拉格兩天，我真的很喜歡查爾斯

大橋和城堡。這次真的很感謝 Michael 提供住宿。在布拉格和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分別後，

我到了 H.K，之前另外一個交換生 Tomas 的租屋處住，順便參觀們學校，品嘗道地的捷克

啤酒和餐點，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生牛肉加蛋的那道菜吧!期間還帶我去爬山，老鷹山

在波蘭和捷克的邊界，風景優美，但第一次在歐洲爬山真的超累。這次真的很感謝捷克朋

友們的鼎力相助，讓我能玩得盡興。 

 



 

 

 奧地利 

第一次自己一人旅行，是緊張又是興奮的心情，即將要到美麗的城市—維也納，少不了的

就是 Si Si 博物館和美泉宮，當時宮廷得富麗堂皇進入後可以想見。晚上也去聽了一場音

樂會。在史蒂芬教堂也爬了 300 多階梯到南塔塔頂觀賞美麗風景。也參觀全歐洲最大的地

下湖泊，昔日在二次大戰間用來製作武器的地方。最讓我難忘的美景是在薩爾斯堡的山上，

哈修達特和聖沃福岡，山裡的湖景美不勝收。哈修達特的鹽礦，精采絕倫。更巧的是在這

裡看到第一次雪也是今年第一場雪。莫札特的故鄉薩爾斯堡，不免俗地就走進莫札特博物

館參觀他的歷史，搭纜車而上的城堡更是壯觀。薩爾斯堡是個依山傍水，安靜的小鎮，很

適合養老的地方。 

 



 

 

 

 德國 

柏林是在歐洲少數乾淨且井然有序的城市，很喜歡這裡的風景，可能是離開奧地利後已經

看膩了雪景，在這裡秋風掃落葉的場景更為美麗，同樣是有華麗的宮殿和教堂，不一樣的

是另一種風情的美。當時東西德的圍牆留下 Check-Point，所有圍牆已經被塗鴉，還是有

點淡淡的憂傷在空氣中。菠茨坦宣言的地方，當時的三巨頭簽下日本戰敗協議書的地方，

只留下幾棟房子和地點，剩下的是美美的風景與湖泊，還有運動的人們。在這趟旅程遇到

了桀傲不遜的美國人，批評波蘭人的不是，批評個人種，有時真想說也不能以偏概全，總

是有些好的波蘭人吧!在菠茨坦則是遇到一起旅遊的塔吉克女教授，到處拍照，很喜歡和

樹拍照，我們一起從白天到晚上，才依依不捨的分開，之後還用 E-mail 聯絡，我想緣分

真的很奇妙，來來去去，讓你旅遊不只是自己一人，而是有人陪著一起探索。 



 

  

  

 

 華沙 

在二次戰後 99%的城市幾乎摧毀殆盡，所有的城市都是重建起來的，建築的新穎直到我去

過了華沙革命博物館後才得知背後艱辛的故事。我很喜歡 Old town 的古堡，幽暗的燈光，

透漏著歷史摧殘過的痕跡。在當地還遇到波蘭女生幫忙指引公車方向，他去年七八月在台

灣學中文，目前是中文老師；在回程的車上也和一位婦女聊天，和她聊聊波蘭人的生活等，

三個多小時直到我下車，可能是我真的很健談吧！但透過聊天的方式真的能讓我多了解波

蘭人文多一點。 



 

 

 

 Tri-city(Gdynia,Gdansk,Sopot) 

行前在朋友的推薦下，加入了沙發客網站，為了省住宿費並且深入當地文化，至此之後開

始沙發客+背包客之旅。我很感謝在 Gdynia 與 Gdansk 遇到的兩位波蘭女生提供我住宿，

也為我展開沙發客之路，尤其參加了當地沙發客聚會，遇到一對情侶竟然願意隔天載我去

顛倒屋，路程約 2小時遠，我真的很感動，相識不到一天他們願意花時間陪你，認識你，

載你去玩，我很感謝，更能體會何謂沙發客的真意，不僅僅只是住宿，而是真的願意瞭解

你的文化，這也是為何會持續使用沙發客的原因，和當初 AIESEC 組織利用交換或

Internship 的機會，化解彼此的誤會與不了解達到世界和平的用意不謀而合阿! 

這三個城市是在波蘭的海邊，所以很適合夏天來，夏天聽說遊客超多的，因為他們有美美

的海灘，在海邊還會出現天鵝勒哈哈，這三個城市也許是我會再來波蘭的首選唷!另外還

去了我最愛的城堡，真的就像童話故事裡那樣古典卻又不是金碧輝煌的那款，是個騎士的

城堡。 



 

 

 

 Krakow 

繼上一次和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同行捷克之後，我再為大家規劃布達佩斯一行，利用瑞安

廉價航空買了來回機票約 2000 台幣左右，因為是晚上的飛機從克拉克夫機場出發，我們

早上就先到克拉克服一日遊囉!克拉克夫老街上的教堂，只可惜沒有看到城堡上的火龍，

聽說就是那個克拉克夫就是火龍的化身。克拉克夫還有鹽礦山，因為入門票很貴所以就沒

去，大家也紛紛在鎮上購買琥珀，還有一些街頭一人在表演，夜晚的克拉克夫真是熱鬧非

凡。 



 

 

 匈牙利 

離開美麗的克拉克夫後，大夥就往布達佩斯出發囉!這是歐洲裡我最愛的城市之一，可能

是天氣好，有山景、河景與美美的城市，還有許多漂亮的吊橋，我超愛他們的溫泉，冷冷

的冬天泡著溫泉好舒服，外面還飄著一點小雪，真有 few。只可惜中間有遇到詐騙集團，

企圖騙取我們的錢，設局給我們進入，後來我機智解決，讓大家財物無損，但大家都受驚

了哈哈。 

  



  

 

 法國 

此次到達巴黎，再度利用沙發客的力量，巧的是剛好學姐也在這旅遊，所以就和他一起沙

發，當然也很感謝兩位男士和女士的幫忙，我們也了解其實並非所有法國人都如此冷漠，

真的不能以偏概全。來到巴黎剛好是聖誕節市集開始的時候，香榭大道聖誕市集熱鬧非凡，

也許地鐵等地方真的很髒亂，法國人諮詢台並不講英文，但我真的被羅浮宮、艾菲爾鐵塔

等美美的建築給吸引，有時還真是覺得是建築比人還浪漫啊! 

 

 

 



 

 

 

 比利時 

和學姊分離後，來到布魯塞爾的 midi 車站，一進 Metro 就被一個壯漢擋路不讓我到位子

上坐，另一位則偷偷把我口袋拉開，偷走我整個皮夾，而趁列車門關閉跑出去，我不甘示

弱，拔開車門衝出去，搶了他的整個包包，他則把我的皮夾丟地板，問叫我檢查是否有東

西不見，並把包包還給他，還好沒東西不見。這次經驗後，我更加小心，也有點打壞我來

啤酒和巧克力之都的興致，但我真的超愛這裡的啤酒和巧克力，晚上的聖誕燈光秀更是讓

我想再來一次。 



   

 

 
 

 荷蘭 

第一站先來到聯合國名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小孩堤防，雪融之景，天氣萬里無雲，當下就愛

上這裡了! 花再多錢真的也值得一遊。晚上則是再度嘗試沙發客，來到一個漂亮的荷蘭女

生家。隔天一起參觀海尼根博物館，又帶我看看這城市，我還跑到風車村去看看，天氣沒

有小孩提還那天還好，又很冷，風超大的，但我覺得春天來一定更美。晚上到荷蘭夜店玩，

回來時還和她輪流騎腳踏車載對方回家，是個有趣的經驗。 



  

 

  
 

 西班牙 

聖誕假期大家都回家，自己又不可能跑回台灣，於是就決定和西班牙人一起回去他的故鄉。

首先我們先來到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和其他城市相比嘛!是差不多，並沒有甚麼比較特

別的地方，但西班牙人自豪的心理，都覺得馬德里只遜於倫敦，哈哈。回到他們的故鄉萊

昂，他姑姑的熱情真的讓我很感動，每次 Party，吃飯都不要我付任何一毛錢，他還很能

替我著想的說去義大利要花更多錢，錢省著花，我真的很感動。也到他們山區的鄉村，也

就是西班牙人媽媽住的地方，安靜且熱鬧，聖誕大餐就是在這裡吃的，算是我在歐洲吃到

最好的一餐了!這一切我真的很感謝他和他的家人，要是沒有他們，我很難知道西班牙的

熱情，還有他們的玩樂性格，但有國債的他們，政府還是得好好處理這一切，來挽救西班

牙的危機，因為歐洲人裡，他們算是我最愛的國家。 



  
 

 
 

 
 



 義大利 

當時應該在西班牙多待幾天的，沒想到我就訂了機票直接飛達義大利的羅馬，準備在羅馬

跨年，滿心期待，並和背包客網站的朋友一起跨年，沒想到演唱會請兩位老人來唱歌，我

還被義大利青年用鞭炮炸到帽子破洞，街上路上演到處聽得到爆炸聲，有些人滿臉是血，

感覺就是一場暴動，很後悔待在這跨年。但所有城市裡的建築，我特愛羅馬的建築，競技

場，旁邊的梵諦岡教堂、博物館真叫人嘆為觀止。之後路經佛羅倫斯到比薩斜塔和五漁村，

比薩斜塔在塔下真的很壯觀，五漁村則是我另一個更喜愛的五個村莊，在春夏有機會會再

來拜訪，不管是爬山、玩水、潛水，都很適合。水都威尼斯就不用講了!真的超美，剛好

去的時候天氣又很好。總覺得這次義大利之行真的很成功，也很感謝老天做面子給我。 

 

  



  

 

 

 英國 

結束了緊湊的義大利之旅後，休息幾天就趕往英國了!這次英國同樣為了省住宿費而選擇

沙發客，也在倫敦市區和大學朋友見面，他在這念語言學校，他帶我導覽倫敦市區，真的

很開心。而我也幫沙發客們煮了台灣菜並教他們寫書法，這些文化交流真的能引起他們注

意，也著實有趣呢!其實我真的很喜歡倫敦，他的市區、人、事、物都能引起我的興趣。

來到了英國應該要參觀博物館的，但已經看到有點膩的我，一直往外跑，還去了義本，看

看七姐妹斷崖和英吉利海峽，整個有被震撼到，至於巨石陣，則有點失望，並不是像想像

中那麼大。 

  



 

 Auschwitz-Concentration camp 

雪中的奧斯威辛更險歷史殘酷的痕跡，看了這些歷史留下的記錄，那種族殘殺的年代，到

現在還是抹滅不了種族優越感和種族的歧視，親自走一遭，才能體會當年的殘忍，希特勒

軍的霸虐無道。 

Horrible people create a horrible place. I think discrimination still exist till 

now, they just transfer to another form to exist. Hope we could go through some 

way(exchange student, couchsurfing...) to know each other more(like culture, 

personality...). One day world peace will come true. 

 



 

 

 Zakopane 

最後為大家規劃的則是在波蘭的滑雪，為期三天兩夜，第一次嘗試就玩滑雪板，大家第一

天剛到就衝去玩，原本還很怕，但晚上有燈，大家真的玩得不亦樂乎，連完三天，摔到全

身痠痛，真的超搞秀的，但也很謝謝有他們的參與，這滑雪活動能既開心又值得，謝謝你

們，也算是最後的出遊。 

  

 

總結 

如果有人問我，多了這半年比其他人多了甚麼?我可以說我多了好多朋友，也體會到各國人有

各國熱情的方式與脾氣，大體而言歐洲人就是享樂、現實主義，而沙發客生活讓我體驗了不同

的文化，也讓許多外國人體驗中華文化，我國際視野提升不少，不在拘泥於芝麻小事，而讓我

眼界更寬。個人旅行則是增強自己的膽識與規劃力，由於自己旅行，社交力也須非常強，常常

需要別人的幫助，也往往幫助別人。這半年我真的成長了，一個亞洲人和一群歐洲人一起生活

半年，當初想都不敢想，更何況還到西班牙人家庭裡住了兩星期，深入當地文化，英文會話也

進步不少。如果當初不是自己執意要出來，我相信我一定會後悔。這條路走得不是一直很順利，

但經過爭吵與幾次的錯誤、挫折，從中學習，我相信這些都讓我成長很多。我總是和我自己說，

到歐洲就是要履行古人說的：｢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書本所讀到的歷史，看到的建築，我



在歐洲一一實現。當下見到的震撼力真的是要親自體會，親自走一遭，感受尤深。 

 

致謝 

首先要感謝印永翔教授願意提拔我們參與交換學生計畫，如果沒有他的支持我們夢想可能無法

實現。另外，所上的秀燕姊也是一大助力，沒有他幫我們處理大小事情為我們爭取所上的補助

計畫，這趟旅行可能是個龐大的負擔。中山大學國際交流處負責我們的小姐們也是盡心盡力，

出國前舉辦說明會，費心進行徵選，出國後又是不斷的關心，真的很謝謝你們。當初爸媽並不

是很支持我到國外交換學生，他們認為根本不能拿學位，出去要幹嘛?但後來看到我四處遊歷，

不斷挑戰自己，雖然很擔心，但也看到我的成長，他們也很欣慰，真的很感謝他們的大力支持。

另外，當時有鈺庭同學當初一起奮鬥雅思英文考試，也讓我進步很多，達到能申請交換學生的

門檻。還有品慶、啟銘、孝溥大家一起組成的經濟學人英文會話小組，也讓我收穫滿滿。最後，

感謝所有在國外曾經幫助過我的人，還有一起相處的朋友們，我很愛你們，希望下次在到歐洲

旅遊或工作時，我們能再相見，也歡迎你們到台灣來，我定會好好招待你們。最終也是要謝謝

自己，感謝自己的勇氣與不氣餒的精神，戰勝許多難關，如今才有滿滿的收穫。總之，說不完

的感謝就留給下次的旅行，旅行不會結束，只是暫時停歇，唯有旅行，才能真的體會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