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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 

成果報告書 

 

姓  名 

 

周姵岑 
撰寫

日期 
  109  年   1  月  5  日 

院系所別           醫         學院                醫務管理學       系所       

研修學校 

名稱 

中文：列日省立高等專科學校 

英文：Haute Ecole de la Province de Liège 

研修學校 

系所名稱 

中文：國際營銷 

英文：International Marketing 

研修期間 自  108  年    9   月   15   日至   109  年    1   月   6   日止 

報
告
書
內
容  (

至
少1

5
0
0

字) 

課程安排、修課/

研究概況與心得 

在這所學校，一節課時為 2小時，一開始非常不習慣也很難專注，

中間老師通常會自主休息 5分鐘左右，每個老師習慣不太一樣。

主修課都有分兩個課程，兩個課程我都有選擇，分別是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與 Geopolitics and Intercultural 

Management，其中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包含另一門課程

Entrepreneurship，這堂課基本上老師不會講課，只有前幾節大

概介紹了一下我們的期末報告內容，之後的每堂課都是小組討

論，這也是令我以及其他同學最印象深刻一門課，在整個交換學

習期間，我們都圍繞著這個期末報告，它是關於要我們創造一個

產品並且創立一間公司行銷它，從製作、成本、銷售、合作夥伴，

我們都要逐一完成這份企劃，這個報告非常擬真，我們確實要去

連絡相關企業及確定成本，而在課上雖然老師不上課，但他們會

隨時到各組了解進度以及問題，整個報告過程中幾乎都是我們自

己摸索的，老師並沒有給我們太多的方向及限制，但這也是對我

們的一種挑戰，因為我們習慣了按照老師給的框架去完成一份報

告，但也相對地失去創造力及思考性，在這樣的分組活動中，最

重要的當然就是與同學的協調合作，分組的時候老師特別把同語

系國家的學生分開，讓我們盡量跟不同文化的人接觸，我很幸運

我的組員都很好溝通也很願意互相幫助，但因為不同國家習慣跟

背景不同，幾乎每一組組員之間都有摩擦，有人不愛討論、有人

常遲到、或是不願意做某些工作等。期末報告時在場的老師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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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這堂課的老師，還有其他選修課(Creativity、English)的老師

也在，他們會按照他們的課程打分數，也就是說，這個報告也會

關乎到其他課程的成績，有種成果發表的感覺。在經過正式的報

告後，在 12月 10日每組都要做一個 5分鐘的 Pitch，台下有各科

老師、全體學生以及廠商在場，大約有 5百多人在台下，當天各

組還有自己的展櫃展示及說明自己的產品，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

新的體驗，我從沒想過一個學生的報告是這麼被重視的；運用同

樣的主題，International Marketing 也須完成一份報告，但這裡

的內容就是運用行銷理論對自己產品及公司的分析。另一門課

Geopolitics and Intercultural Management分為 Geopolitics

以及 Cross Cultural Marketing，顧名思義 Geopolitics 主要是

在介紹各國之間的政治問題以及國際關係，而 Cross Cultural 

Marketing主要是在介紹每個國家的文化差異，這兩門課就是比較

單純的上課，沒有做其他分組報告及討論，老師上課時偶爾會點

同國家的同學問問題，讓大家更了解那個國家的文化，在上完這

兩門課也能讓我們更知道怎們跟不同文化的人相處與各種文化禁

忌。 

今年開的選修課有七門，其中語言類有五種，分別是英語、德語、

西班牙語、中文(台灣以及中國學生不得選擇)、法文以及俄文，

其他兩種分別是 Overseas Export(海外出口)以及 Creativity(創

造力)，我有選擇的是法文，這是我最愛的一門課，老師不會說英

語，班上亞洲學生偏多，上課的進度並不快，但老師非常注重讓

我們開口說，就算說得不好或反應很慢，老師也很有耐心的指導，

多說多聽，尤其列日屬於法語區，我們同學之間偶爾也換練習法

文，這對我的學習有非常大的幫助，也讓我對學習法文更有信心

及動力，這堂課的期末考試包含聽力、閱讀寫作以及口說，是一

個很全面的測驗。有法語學習經驗的人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選擇

進階班，這個班級更偏向讓學生能流利運用法文。 

師資、校園特色、

設備等資訊 

前面提到過列日屬於法語區，所以這裡的老師說英語大部分都帶

法文口音，需要一段時間適應。我們學校教室分為兩個區域，法

語課主要在舊的教室，其他課程都在新建築裡上，學校設施設備

都很完善，新建築一樓有一個大廳，有時學生在課間會在這裡聊

天休息。學校有個很大的圖書館，這是學生閱讀學習的主要地方，

圖書館有的外牆是全透明的，從外面就可以看到裡面滿滿的書牆

以及讀書的學生，在新建築的外面是草皮，常有學生坐或躺在草

皮上休息曬太陽。學校前面就是默茲河，後面是山坡，位置很舒

服也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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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安排及與

當地學生或居民接

觸的經驗 

這裡的學生會非常用心，常常組織活動，剛到這裡的時候，他們

帶我們認識列日市區、每個月都有生日派對、萬聖節活動、聖誕

節活動、打保齡球、滑冰等…，甚至我們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

詢問他們，他們都會盡力替我們解答。在這裡我充分了解到文化

的融合，我認識的當地學生朋友有來自剛果、阿富汗以及許多比

利時及其他國家混血的同學，我們常在宿舍做各國料理，這是一

個很特別的體驗，我能同時品嘗到各地國家的料理特色。在滑冰

當天，很多來自寒冷地區的學生其實都滑的很好，他們看到我們

不會的人都會過來幫助我們，很溫馨也很感謝他們。在這裡讓我

特別有感觸的觀察是行車禮讓行人以及公車讓位這兩件事情，在

比利時，就算沒有斑馬線汽車也會禮讓行人先過，我認為這是一

種互相尊重所產生的結果，因為行人在過馬路時通常是不會嬉戲

或玩手機的，他們都會非常注意路況並快速通過；而另一件事是

關於公車讓座這件事，這裡的公車是沒有博愛座的(有嬰兒車及輪

椅區)，通常有老人或行動不便的人上車也不會有人讓座，就算主

動讓了也通常會被拒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有需求者會主

動提出請求，而被要求者也非常願意讓位，我認為這是非常好也

是值得學習的，說出自己的需求並且尊重別人的需求。 

文化衝擊及飲食習

慣的差異 

生活：這裡的學生非常注重交際及休閒生活，他們樂於交朋友也

喜歡一起聊天喝酒，我的同學們很常一起去喝酒跳舞，但我從來

沒有這樣的習慣，尤其都是在半夜的時候出門，他們認為這是一

個放鬆的方式，或者他們會在宿舍交誼廳舉辦小派對，這時候就

會比較適合我，有些同學會準備自己國家的特色食品或飲料，是

一個很好認識朋友及各國文化的機會。 
 

物價：剛到比利時的時候買東西會習慣換算台幣金額，也會覺得

東西都好貴買不下去，後來漸漸會習慣比價當地各超市的價錢。

後來旅遊走遍東西南北歐，發現西歐物價在歐洲算中間，這裡沒

有北歐物價高，也不到東歐這麼低。在外面一餐大約 10歐左右能

吃飽，餐廳都是不附飲品的，單點不同品項約 3-5歐。 
 

氣候：在我交換的期間(9月-1月)，比利時的日溫約 8-12度，晚

上大約 1-3度，溫差非常大，身體上的適應也是一個挑戰，有一

些同學就因為這樣感冒了。 
 

飲食：在比利時主食通常是馬鈴薯，我們每天至少有一餐會是馬

鈴薯料理，亞洲學生都會吃的很膩；通常較有變化的都是午餐，

早餐都是很簡單的吐司麥片優格，晚餐是吃冷盤，學校餐廳的晚

餐實在讓人很難適應，每次吃完回宿舍就會發現一堆人在廚房煮

東西吃，因為根本吃不飽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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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比利時交通蠻方便的，我特別喜歡他們公車是以買「月份」

的這個設計，分為 1、4、6個月，16、44、64歐，單趟坐買票的

話是 2.5歐，但不方便的地方是有地區限制，如果要跨區會更貴。

還有旅遊時會坐到的跨境巴士或火車、飛機，票都是越早買越便

宜，價差甚至可以到 100 歐，不過也是有前兩天大折扣的機會，

我們就有一次買到比利時到丹麥來回機票 44歐，就這樣很突然的

決定三天後前往丹麥。 

出國行前準備； 

醫療、保險、帳戶

辦理 

出國前的準備最重要也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簽證的部分了，比利時

學生簽證至少需要 2周時間，越早辦越好，其中最需要注意的項

目是入學通知及財力證明，入學通知需要「正本」，也就是「由比

利時學校寄來的紙本」或「由比利時學校寄電子檔到辦事處」，只

能是這兩種其中一種，所以務必向對方學校確定寄送方式；財力

證明的部分需要具一定固定收入的擔保人或由比利時學校開立財

力證明或一定金額獎學金，因為這兩個項目都需要透過比利時學

校作業，所以一定要在對方放暑假之前完成，否則可能趕不上開

學。 

保險我是用一般旅行平安險加不便險，須注意的是「留學生」及

「旅遊」可能有所不同，保險時須向保險公司詢問清楚。 

最後是帳戶，我沒有把算在比利時開立當地銀行帳戶，我選擇辦

理一張歐元雙幣卡加郵政 VISA卡，如果沒有雙幣卡建議去辦理一

張，比起其他在比利時開戶的同學，雙幣卡真的是非常方便又省

事，雖然它無法提領現金，但只要你帶足夠現金，當地幾乎都是

可以刷卡的，現金備用即可，若真的不夠花一點手續費郵局卡也

一樣可以提領歐元，開立當地帳戶不但家人不方便匯錢，還須等

到拿到居住證(拿到居住證約需 2個月)，也不能線上刷卡(車票幾

乎都需線上刷卡付款)，要離開前還必須去取消帳戶。上述是我自

己的經驗及方式，若是有更好的方式當然也是很好的。 

對於未來前往就讀

學生之建議 

比利時是一個種族文化多元的地方，可以趁著這個機會多認識來

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不要吝嗇跟各國的人交流，學校常有各式活

動，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參加，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在學校生活上沒有太大的問題，若是英文不是特別好建議攜帶電

子辭典，有些考試老師會同意使用。 

接下來是宿舍申請，可以的話快點選完課交出學習協議，避免選

不到宿舍，課程到學校後都還可以更改。 

再來就是前面提到過的帳戶及居住證，這兩個在離比前都必須取

消，先退帳戶，離比 8 天內再退居住證，在比利時要做甚麼都建

議要多空一點時間，因為他們作業速度慢，休息時間不固定又容

易機器故障，我在離比前一天才得知必須取消帳戶否則無法退稅

也會影響再次入境，但市政廳卻機器故障(我去領證時也故障)，

還好經過一番交流後還是順利完成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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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校單位之 

建議事項 

建議對方學校：我非常滿意我們的宿舍，但我們都希望在公共區

域能裝設攝影機，因為有人會去拿不屬於自己東西、不洗碗盤、

亂丟垃圾或不愛護環境，當然這些人是少數，但對我們多數學生

來說非常困擾。 

建議台灣學校：希望學校能幫我們確定入學通知的寄送方式，以

我的交換學校來說，他們是將電子檔寄到學生信箱，但我們不知

道今年他們沒有寄送紙本，而我們發現時也太晚了以至於差點拿

不到簽證。 

國外旅遊或 

生活照片 

交換期間我先後去了荷蘭、法國、盧森堡、德國、瑞士、丹麥、

捷克以及義大利。 

比利時境內旅遊我去了布魯塞爾、根特、魯汶、安特衛普、布魯

日以及學校所在地列日。 

旅遊是交換期間很重要的一個活動，但最具紀念性的回憶衣錠是

跟同學的相處。 

  

← 這是第一天到列日

時跟車站的合照，這是

列日最著名的建築物，

永遠都不會忘記第一天

抵達時的興奮。 

←第一次學校帶我們到

校外活動，也是第一張

大合照，這是一個高空

纜繩的遊戲，很多人都

沒有試過，但大家都很

勇於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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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是我的滑冰初體驗，摔的東倒西歪，不過越滑越有成就感，

有機會我會繼續練習的。右圖是比利時最有名的啤酒、薯條及淡

菜。 

← 聖誕節前學校特別

準備聖誕晚餐，這是很

特別的一天，因為前一

天學校的期末展演到晚

上 11點多，當天早上 8

點有法語考試，西餐上

餐速度又特別慢，大家

都很累，還有同學飯都

還沒吃就睡著了。 

← 這是我的組員們，這

天是 YEP 課的 cooking 

challenge，這天因為需

要所以折了個紙盒，沒

想到引來一陣摺紙風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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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比利時必須嚐嚐當

地的啤酒，這是一個觀光

工廠，也是冠軍啤酒，老

師告訴我們比利時的啤酒

一年每天換一種喝都喝不

完，但僅於嘗試，第二輪

開始酒好多人換喝柳橙汁

了哈哈。 

← 學校組織的郵輪

Party，一邊享受美妙

的音樂及晚餐，一邊欣

賞默茲河畔的景色，很

特別的經驗。 

← 學校的

International dinner

活動我們準備的是珍

珠奶茶，好多人第一次

看到對黑黑的東西感

到有點害怕。 

↓這是列日的燈節，只有一

天，整個市區都被蠟燭點

亮，非常熱鬧又漂亮，是必

去的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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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 請於返國後 30 天內填妥本表，將紙本及電子檔交至國際事務處 wuvicky01@isu.edu.tw。 

2. 選送生心得報告經教育部評選為佳作者，將邀請至年度成果發表暨經驗分享座談會中表揚，並發給獎

金以資鼓勵。 

3. 返國後，連同國外研修大學之成績單正、影本、護照正、影本，入出境日期戳記影本、學分抵免申請

表、本校「返校手續單」，向甲方辦理報到及返校手續。 

      4. 返國後未於 30 天內依前項規定辦理返國報到者，甲方得依「行政契約書」第 12 條規定，通知乙方 

         追償獎助金。 

      5. 如本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影印或調整。 

 

←這是最後的期末展演，活動從晚

上 6點到 11點，很累卻又很特別，

這其實氣氛上不像一個學生的期

末報告，更像一個成果展示。 

↓在台灣跨年夜我從來沒有出

門，這是我第一次出門跨年，特別

選在威尼斯，海上煙火真的美極了

雖然海風吹得我手腳都結冰了。 

← 這是我整趟旅行的

最後一站--米蘭，也是

我夢寐以求的一個地

方，一職都好想親眼看

看米蘭大教堂，完全不

讓人失望的一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