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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安排、修課/研究概況與⼼心得

我在英國就讀的是商學院⾏行行銷系，我的科系半學期只會安排3-4科，和台

灣較不⼀一樣的是這裡沒有必修選修之分，課程被安排的都是必修，等同於

每⼀一科的重要程度是⼀一樣的。⾏行行銷系非常注重專業學術能⼒力力，每個科⽬目雖

然上的內容不同，但是會課程互相貫通 需要⼀一個核⼼心的分析能⼒力力，因為

諾丁漢特倫倫特的交換⽣生是會和英國當地的⼆二年年⼀一起上課，和我⼀一起上課的

⼈人都是已經學過⼀一年年基礎課程的⼈人，所以交換⽣生在剛開始進入他們⼆二年年級

的時候會稍微吃⼒力力⼀一些，但是慶幸的是這裡的報告都會從組別開始做起，

通常平時的⼝口頭或是書⾯面報告都會是導向最終期末的個⼈人報告或考試，所

以先由平常的算分或不算分的報告和組員⼀一起慢慢瞭解這次這個科⽬目的最

終期末報告要的是什什麼，在這過程當中透過和組員分⼯工討論教授老師也會

在seminar的時候提供我們意⾒見見，當然也可以在office hour的時候去找教

授討論，這樣⼀一步步的過程當中就能夠漸漸熟悉英國學校的教學⽅方式和和

脈絡，慢慢的就不會這麼緊張了了。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在期末考或是

期末報告之前⼀一定會有⼀一到兩兩次的drop in section 這個時間就是給學⽣生

把報告或是考試準備進度給老師看，老師會幫忙看報告是不是在正確軌道

上，或是有些可準備的申論題答案架構是否完整等等，所以drop in 時間

是學⽣生要好好利利⽤用的，也是當作督促⾃自⼰己進度的⼀一種。



課程安排、修課/研究概況與⼼心得

對我來來說，英國的課程很扎實，每科除了了lecture走課程進度還會有

seminar來來討論，也因為seminar⼩小班制教授能夠掌握每個⼈人的學習，還

有討論起來來會更更熱絡，英國⼈人確實很勇於發⾔言，上課起來來互動感⼗十⾜足，

就算我在前兩兩個⽉月seminar討論的時候我完全起不了了作⽤用，但和我同桌的

同學們都會很熱⼼心的解釋題⽬目然後引導我和⼤大家⼀一起討論，漸漸地也會

變得敢開⼝口，也能促進之後開始做組別報告和組員討論的能⼒力力，避免⾃自

⼰己成為豬隊友。

我的科系只有期末考或期末報告，考試最常出現的就是簡答題和申論題，

也會有open book考試，我也遇過在期末考前2個⽉月就先公布申論題題⽬目

四題選⼀一題來來⾃自⼰己準備，準備的過程是可以找教授討論答案架構，但考

試當天是必須把長達四⾴頁a4的答案記在腦海海 筆記是不被允許帶到考場的，

壓⼒力力超⼤大，但考試的⽅方法有很多種，教授都會⼀一步步地告訴你準備⽅方法

和範圍所以平常上課都有上和筆記整理理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期末報

告我遇到的都是4000字起跳，通常都是要我們去分析⼀一間公司的企業架

構、顧客群、⾏行行銷等等，然後再以⼀一個公司⾏行行銷團隊的⾓角度來來寫⼀一份報

告⼀一開始我覺得四千字很多很可怕，但實際上在做的過程中會發現四千

字完全不夠⽤用，也在做報告的過程中增長⾃自⼰己去找學術⽂文章做引⾔言引⽤用

的能⼒力力，如何找到對⾃自⼰己提出的建議說法有利利的證據，這些都是我覺得

我在英國成長很多的地⽅方，第⼀一學期會有比較多是前半部分會和組員⼀一

起完成，後半部分再⾃自⼰己來來，到了了第⼆二學期會變成⼤大部分都是⾃自⼰己⼀一個

⼈人來來完成，成就感和那份成長的感覺是很棒的。來來英國真的能夠在學校

⽅方⾯面有份很不⼀一樣的體驗，會發現英國成為⼤大家想去交換留留學的地⽅方不

是沒有原因的。



師資、校園特⾊色、設備等資訊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就在市中⼼心，學校四周交通很⽅方便便，有公

⾞車車和輕軌，學校內很多系館裡有設咖啡店，可以趁上課前或空堂去買個

咖啡和三明治，學⽣生餐廳在Newton Building也不少，商學院上課主要都

會在Newton Building裡，少數幾堂課會到其他建築，Newton Building

的空間很明亮很舒服，校⾨門很有現代感但另外⼀一側的Arkwright校⾨門卻是

⼀一個像是教堂般雕刻的建築違和感⼗十⾜足。學校設備都很先進，可以使⽤用

學⽣生證⾃自助借電腦、借還書、影印，也可以⽤用⾃自⼰己的學號去登入學校的

電腦來來使⽤用。圖書館是24⼩小時不休息的，到了了期末考前圖書館就算半夜

也是客滿的狀狀態，學校把環境打造得很舒服，其實走在學校裡⾯面很沒有

壓⼒力力，也有健⾝身房可以付費使⽤用，學校社團也是多到數不清。

學校的教授都和學⽣生有很好的互動關係，我們都回直呼教授的名字，也

因為⽂文化的關係他們也不習慣被叫teacher/professor，所以感覺更更親切，

教授基本上都是那領域很有經驗的⼈人，我在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的seminar教授就是在業界真正在做專案的業界⼈人⼠士，我在他⾝身上看到多

實戰經驗，上課起來來也很活很有趣，雖然也是會有比較古板的老師，可

是都能從中學到到不⼀一樣的知識，教授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很樂意地去幫

忙，也會主動的來來問課程能不能跟上，確保⼤大家都能掌握每個禮拜的進

度內容。在Nottingham Trent如果在學習上有任何的問題都可以到圖書

館找support team來來幫忙，他們會傾聽並且教導你怎麼解決問題，也可

以去問他們課業上的問題，像是如何找到學術資料或是如何做出學校規

定格式的內容等等，圖書館也會有關於課外學習內容的workshop每天都

會有⼀一些不同內容可以圖書管網站免費報名，像我有參參加過時間管理理、

批判思考、考前準備、考試技巧等等幫助你學習的內容，總⽽而⾔言之在這

裡的學⽣生資源很多，對學⽣生的幫助很⼤大。



英國其實效率沒有⼤大家⼝口中說得那麼慢，尤其在剛申請拿offer和CAS的時

候需要和學校有密切的email聯聯絡，有任何問題都可以mail給學校，負責交

換⽣生的Donna和Pam⼈人都很好很nice她們在剛開學的前兩兩個⽉月扮演非常重

要的⾓角⾊色，幫助所有交換⽣生解決疑難雜症。在英國不管有任何問題都要主

動去求解 ⼀一定⼜又⼈人能幫你，學校的⾏行行政⼈人員效率很好⽽而且親切。

師資、校園特⾊色、設備等資訊

課外活動安排及與當地學⽣生、居⺠民接觸的經驗

課餘時間其實很多，所以我有參參加學校的熱舞社（Funky Fresh

Collective），還有健⾝身房去做些運動，有些時間也會去參參加圖書館的

workshop等等，雖然不是每天都有滿滿的事情可以做，但參參加社團讓我

的⽣生活增⾊色不少，⽣生活除了了學校也多了了另外⼀一份⽬目標，跟著社團代表學

校出去比賽得獎讓我當交換⽣生的⽇日⼦子裡多了了更更多值得回憶的記憶點。參參

加社團也讓我認識更更多不同圈圈的⼈人，因為是熱舞社，所以我們的團員

很多是⿊黑⼈人，他們⼤大喇喇喇喇 他們很有活⼒力力 他們很有天賦，我很喜歡和她們

⼀一起跳舞，因為在和他們⼀一起跳舞的過程中都是愉快和⾃自然的，也因為

這樣氣氛下的我們今年年代表學校拿到2個冠軍 1個亞軍和代表英國⼤大學⽣生

參參加全英國最⼤大的街舞活動嘉賓，如果當初沒有選擇踏出那⼀一步也不會

有後⾯面這些美麗的⼈人事物出現在我⾝身邊。



課外活動安排及與當地學⽣生、居⺠民接觸的經驗

很多⼈人會怕說來來到歐美國家亞洲⼈人會受到歧視，但我覺得並沒有，我遇到

的的⼈人都很好，不管是⾝身邊的同學老師到店員路路⼈人⼤大家其實對亞洲⼈人都沒

有表現出歧視的現象，也許是因為諾丁漢這幾年年的亞洲⼈人變得比較多⼤大家

也都習慣了了，並不會把我們當做異異類，所以在交朋友的時候也不會因為我

是亞洲⼈人對我就有不同眼光來來看待，今年年⾏行行銷系的交換⽣生只有五個，分別

是兩兩個巴⻄西⼈人、⼀一個荷蘭蘭⼈人、⼀一個⻄西班牙⼈人和我，我們因為都是交換⽣生很

懂彼此的困難之處，所以我們會互相幫忙彼此，雖然⼤大家都被分配在不同

的seminar班級，但平常上lecture的時候都會⼀一起上課下課⼀一起出去吃飯，

雖然到了了下半學期只剩下我和⼀一個⻄西班牙女⽣生，但我們也因此變得更更要好，

到現在也會繼續和⼤大家聯聯絡。

然後在seminar班上只有我⼀一個交換⽣生，但也因此備受我得組員照顧，他們

總是告訴我如果有任何問題都能找他們，他們都是⼀一群很可靠和熱⼼心的⼈人，

雖然要變熟須要⼀一段時間的培養，但英國⼈人相處起來來是可以無拘無束的瘋

狂，但正經起來來也可以把事情處理理得很有條有序，這讓我真的覺得很佩服。

在上半學期中的時候學校辦語⾔言交換的計畫，上網填表單學校就會幫忙配

對語⾔言交換的同校⽣生，因為這個計畫我認識我現在感情最好的英國⼈人，因

為他即將要到上海海交換想要練習中⽂文的⼝口說，我們因此搭上線，幾乎每個

禮拜會約⾒見見⾯面，他帶我去他覺得很棒的地⽅方或我帶他去好吃的中式餐廳或

是去喝珍珠奶茶茶，這樣的⼀一來來⼀一往不僅可以交換⽂文化也可以真正的透過當

地⼈人認識英國這個地⽅方，我們的對話通常會英⽂文穿插中⽂文，然後互相幫忙

對⽅方糾正⽤用法和解惑，是⼀一個很棒很特別的友誼。



⽂文化衝擊及飲食習慣的差異異

⽂文化衝擊對我來來說不⼤大，基本上我最不能習慣的是商店的營業時間，⼤大約

晚上的五六點百貨公司就會關⾨門，但是⽣生鮮超市會開到10、11點，主要的

街道5、6點就是商店都關⾨門了了，這時候走在路路上會不知道要做什什麼，禮拜

天的營業時間會在縮短兩兩三個⼩小時。還有英國的夜店⽂文化很盛⾏行行，尤其是

禮拜三的ocean是全諾丁漢最⼤大的學⽣生夜店，當天晚上可以在路路上看到各

式各樣的奇裝異異服還有很多已經喝醉或是準備去喝醉路路上的英國⼤大學⽣生們，

不要看他們平常早上都是很體⾯面很氣質的樣⼦子，到了了晚上⼤大家都會到夜店

瘋狂，看到班上同學在夜店瘋狂的樣⼦子⼀一開始會不敢相信眼前的⼈人是平常

很有氣質的同學 但是後來來看著就習慣了了，其實來來到英國去夜店可以很放⼼心，

因為夜店基本上只限學⽣生進出 酒吧才沒有限制，夜店警衛也是很多很積極，

還有英國⼈人愛喝酒的程度也是無法想像，不管⽩白天晚上酒吧永遠都有⼈人在

喝酒。

飲食上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從在台灣的外食改成幾乎每⼀一餐我都會⾃自⼰己煮，

除了了省餐費還可以控制⾃自⼰己的營養均衡，因為在英國外⾯面餐廳吃飯少說都

必須花到300台幣以上，就以麥當勞套餐為基準，⼀一個套餐在英國價格可

以⾼高達250~350台幣，就不⽤用說外⾯面的餐廳了了，但也不代表我完全不吃，

我和其他台灣⼈人，我們會⼀一個禮拜出去吃飯聊天，其實在諾丁漢各式各樣

的餐廳都有⽽而且都不會很難吃，好吃的很多，雖然⼤大部分的我們覺得好吃

的餐廳都是異異國料理理，像是泰式、義式、美式等等。但吃來來吃去還是台灣

的⼩小吃最棒。



出國行前準備；

出國⾏行行前準備醫療、保險、帳⼾戶辦理理

英國的醫療在申請簽證的時候就會先讓你繳交英國健保IHS費⽤用，所以不

需要另外申請，只需要到英國的時候去註冊GP（家庭醫⽣生）這個註冊在

剛開學的時候學校會擺設攤位讓國外新⽣生登記所以不⽤用擔⼼心，但我⾃自⼰己

在這整年年沒有使⽤用英國的醫療服務，感覺快感冒的時候我都是吃⾃自⼰己從

台灣帶來來的備⽤用藥，如果女⽣生會經痛的話可以提前向你習慣看得醫⽣生說

能不能開多點藥備⽤用，英國這裡也有像屈⾂臣⽒氏的藥妝店買得到成藥基本

症狀狀都是能夠買到，但我⾃自⼰己會習慣帶著⾃自⼰己常⽤用的藥。

保險是家⼈人在處理理的，我不⼤大有印象，但是在我去歐洲旅遊的那⼀一個⽉月

有加保旅遊險和旅遊不便便險，多⼀一份放⼼心。

我在英國沒有實體銀⾏行行的帳⼾戶，因為開⼾戶過程較⿇麻煩且費時，也因為只

待⼀一年年就沒有打算在實體銀⾏行行開設⼾戶頭。但我有在Revoult和Monzo開立

帳⼾戶，兩兩間都是數位銀⾏行行就和台灣的王道和Richard⼀一樣，⼀一切服務程序

都由⼿手機app完成，兩兩間銀⾏行行在歐洲都有⼀一段時間了了信⽤用程度蠻⾼高的，

app使⽤用起來來也非常⽅方便便，我主要都是⽤用Revolut⾦金金融卡，我可以⽤用我的

台灣⾦金金融卡或信⽤用卡來來top up到我的英鎊帳⼾戶或其他貨幣帳⼾戶（⽬目前沒

有台幣帳⼾戶）歐洲旅遊的時候超⽅方便便，這樣家⼈人只要把每個⽉月的⽣生活費

匯到我的台灣帳⼾戶我就能⽤用Revolut app top up成英鎊，



省去電匯所產⽣生的⼿手續費，也能在匯率比較好的時候選擇多換⼀一點，也

不⽤用擔⼼心隨⾝身帶很多現⾦金金的不安⼼心，每個⽉月也有200磅提款免⼿手續費，除

了了它沒有實體銀⾏行行以外其他的功能都和其他銀⾏行行⼤大同⼩小異異。除此之外，

之前有⼀一次我的卡無故被盜刷，但銀⾏行行⾺馬上⾃自動阻⽌止交易易，app⾺馬上通知

我的卡有不正常交易易 已經幫我鎖卡，我只需要確認那筆交易易不是我本⼈人

刷的然後申請寄送新卡，三天後就⼜又收到新卡了了，還好銀⾏行行即時擋住⾦金金

額⾼高達180磅（約7200台幣）的盜刷，也⾃自從這次事件後我對Revolut的

信任增加不少。

Monzo則是擔任我的預備卡，因為他不能像Revolut⼀一樣使⽤用台灣卡來來把

錢放進去所以我都會固定⽤用Revolut匯點錢到monzo當作緊急預備⾦金金，也

確實在我旅⾏行行歐洲Revolut卡不⾒見見的時候發揮到作⽤用，避免掉沒有錢⽤用的

情況。

出國行前準備；

出國⾏行行前準備醫療、保險、帳⼾戶辦理理



對於未來來前往就讀學⽣生之建議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所在的諾丁漢是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城市，

雖然沒有倫倫敦或是曼徹斯特的繁榮 但是個很適合悠活的地⽅方。

我去的時候是搭華航直⾶飛到倫倫敦蓋威克機場，從蓋威克機場可以搭火⾞車車到

London st. Pancras 轉火⾞車車到諾丁漢或是在機場搭national express客運

也可以 機都會有火⾞車車和客運櫃檯可以詢問非常⽅方便便 出發前可以先查好降

落落機場，網路路上有很多資訊可以幫助剛降落落徬徨的我們。也建議在機場的

火⾞車車櫃檯辦理理16-25 railcard，這張卡可以再買火⾞車車票的時候省下1/3的

價格，畢竟在英國搭火⾞車車真的很貴，想要在英國到處旅遊⼀一定要辦⼀一張。

在台灣的時候也可以去辦張ISIC國際學⽣生證雖然我在英國沒有使⽤用到（英

國學⽣生證本⾝身就超好⽤用）但在東歐旅遊的時候就有⼿手⽤用到來來買學⽣生價格的

跨國火⾞車車和客運。辦⼀一張只要幾百塊其實划得來來的。

雖然在英國普遍買⽣生活⽤用品會比台灣貴，但是都買得到的所以在整理理⾏行行李

的時候不⽤用太過慌張 不然⾏行行李⼀一定會過重。諾丁漢也有不少亞洲超市可

以買到亞洲料理理解鄉愁。

平常沒事可以去學校的global lounge和其他外籍⽣生交流互動，以前每個

禮拜四有免費午餐每個禮拜有各種不同國家料理理給⼤大家吃，是個可以認識

好朋友的地⽅方，



如果想要認識當地的朋友，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害怕開⼝口，他們都會很

願意聽你說，像我⼀一開始和當地⼈人講話會緊張結巴講不好，但是⼤大家都

很有耐⼼心的去了了解我們想要表達的，久了了就會習慣然後流暢了了。

在英國上課教授會注重在學⽣生互動，每堂課之間都會和之前上過的內容

有關聯聯，上課做筆記對⾃自⼰己和報告的進度會很有幫助。也因為⾏行行銷系的

課程常常會需要⽤用到電腦找資料所以都會帶著筆電去上課，建議可以先

練習英打，這樣就能直接⽤用電腦做比較找資料的時候也不會⼿手忙腳亂。

同時善⽤用學校的my NTU app還有 隨時查看NOW和學校信箱，很多資

訊都會在裡⾯面，包括上課時間或教室會因為不同因素⽽而變動，老師的上

課檔案也會放在NOW上給學⽣生隨時下載，繳交報告也都會在NOW上完

成。學校圖書館的網路路資源很豐富，只要有英國學校的學號信箱就會有

很多的電⼦子書資源可⼯工作報告找資料，是非常棒的學習資源。

對於未來來前往就讀學⽣生之建議

對於學校單位之建議事項

因為英檢成績較晚繳交（在期限內）因此被分配到第⼆二志願，當時有

點不了了解，希望學校可以在說明會的時候說明甄選決定條件順序，但

其他部分學校⾏行行政Vicky很有耐⼼心的回答⼤大家⼤大⼤大⼩小的問題也很細⼼心。



國外旅遊、⽣生活照片
圖片01和02
這兩兩張照片分別是叫現代感的商
學院⼤大⾨門和充滿歷史感的側⾨門，
上課的路路線我會由側⾨門通往商學
院，每當看⾒見見美麗的⼤大⾨門和通光
明亮的室內建築⼼心情就會覺得很
舒服。
圖片01也同時能看到諾丁漢的輕
軌，輕軌在學校前就有⼀一個站交
通位置是非常⽅方便便的。
圖片02
每天上課必定會經過的⼤大⾨門
因為接到搭上學校的⾨門整個很有
美感 因此就算沒上課也會散步到
附近走走。

圖片03
商學院的建築中間在學期末會舉
辦設計學院的成果展覽，學期中
間也會有國際⽂文化週每天有不同
國家的主題活動，可以說是⼀一個
很有活⼒力力的⼀一個地⽅方。

圖片04
他們是我的報告組員，因為我外
籍⽣生的⾝身份所以他們都非常照顧
我，不管是上課討論或是報告討
論都受到他們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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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旅遊、⽣生活照片
圖片05
除了了學校⽣生活，想認識到更更多朋
友就必須參參加社團，因為在台灣
就是熱舞社，到了了英國更更不能放
棄機會⽤用跳舞交朋友。

圖片06
諾丁漢也有專⾨門給學⽣生的⼀一⽇日遊
⾏行行程，只要付少少的錢就能無壓
⼒力力地搭上遊覽⾞車車到你想去的地⽅方，
重點是同團的⼤大家都是來來⾃自世界
各地，不僅能玩還能交朋友。

圖片07 08
趁聖誕節長假和朋友到瑞典丹丹麥
和⻄西班牙旅遊，因為歐洲廉航真
的很便便宜，還記得當時從英國⾶飛
到巴賽隆隆納來來回只要1800台幣這
個價格真的不⾶飛太可惜，所以相
約了了在瑞典交換的台灣同學義氣
到了了⻄西班牙旅遊，同⼀一個假期我
也到瑞典他們的交換程式過聖誕
節，認識到更更多不⼀一樣的⼈人，也
很幸福的和交換⽣生們吃了了⼀一頓豐
盛的聖誕⼤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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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旅遊、⽣生活照片
圖片09 10
課程結束後離簽證⾄至少都會有1~3
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選擇規劃了了為
期22天的歐洲⾃自由⾏行行 走了了7個國
家10個城市，雖然因為預算以及
時間關係只能短暫停留留⾸首都和幾
個⾃自⼰己想去的城市，但因為透過
這次旅⾏行行發現更更的多不同的⽂文化
⾯面貌，會發線雖然歐周國家都是
緊鄰著，但⺠民俗風情語⾔言可以有
非常⼤大的不同，東歐和⻄西歐所呈
現的不同樣貌都讓我沈沈迷在歐洲
世界裡。

圖片11
我們透過學校語⾔言交換計畫配對
認識，在英國的這段時間我們時
常約去喝珍珠奶茶茶，也會去吃英
國道地的食物，互相學習中⽂文和
英⽂文 教學相長，暑假的時候再⼀一
起到他家放鬆遛狗體驗道地英國
⼈人的⽣生活，如果沒有認識他，我
在英國的⽇日⼦子就少了了⼀一點樂趣。
圖片12
他們是在英國認識的台灣⼈人，我
們透過學校的臺灣學⽣生會舉辦聚
會認識⼤大家爾後也成為彼此的避
風港，這⼀一年年裡⼤大家都有⾰革命情
感。畢業典禮當天看著⼤大家穿著
學⼠士服覺得感動和不捨，雖然不
能⼀一起畢業但我也是另類的從特
倫倫特畢業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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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旅遊、⽣生活照片

圖片13 14
他們是我在學校的老師還有其他四個老
師因為時間上沒遇到所以沒有留留下任何
合照，但是他們在我的交換⽇日⼦子裡扮演
著很重要的⾓角⾊色，他麼不只是老師更更是
學⽣生的⽀支持者 輔導者，在這裡老師不
只是老師 常常課堂上可以和老師聊天
聊成⼀一片，遇到學習上的困難的時候他
們會很盡⼒力力地幫助學⽣生，尤其在我前兩兩
個⽉月幫助我的老師現在回想起來來他們真
的是耐⼼心⼗十⾜足。當然也從他們⾝身上的到
很多經驗和想法，希望我也能像他們⼀一
樣不停的學習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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