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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準備  

當各位知道自己為交換生的同時，就要馬上買機票、辦簽證等等。捷克的辦

簽證效率非常慢至少要一到三個月的時間，很有可能出國了還拿不到簽證，到時

候可能要再買一次機票從捷克飛回台灣拿簽證，非常的不方便。  
 
辦簽證─親自赴捷克駐台經濟文化辦事處 ※需於出國前六十天申請 
1.須電至捷克駐台經濟文化辦事處簽證組約與簽證官面試辦簽證的時間。  
2.有效期限內的護照。  
3.身分證正反影本。  
4.申請表格:捷克經濟與文化辦事處會

提供申請表格給你，在辦事處的網站上

也可以下載到這份表格，但因為所有的

個人資料都必須要以英文大寫填寫，可

以先下載表格填寫完所有的資料，去辦

事處在謄寫一次就可以。  
5.交換校入學邀請函及住宿證明。  
6.財力證明。建議使用父母信用卡的附

卡或是一般的 Visa 金融卡(卡上要有

自己名字的羅馬拼音)。  
7. 兩張大頭照。  
8. 良民證(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費用約為 NT$1000，拿到良民證之後還要去讓法

院公證，申請中英文對照版。 
◎ 良民證繳交給簽證官時，他會要求需要翻譯成捷克文且另需要公證。 
◎ 以上資料皆須要以正本附上，簽證辦完後簽證官會寄 Email 請你再前往台北領

簽證。 
◎ 要到當地的警察局報到的事情是讓許多交換生煩惱的問題，這個可以不用擔心

因為現在學校的 ISC 會有講座會說要如何解決 
◎捷克經濟與文化辦事處 Czech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aipei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 200 號 7 樓（市政府捷運站 2 號出口，遠雄大

樓）  
電話：02-27225100  
網址：捷克經濟與文化辦事處  
推薦網誌:捷克‧科科科 
 

http://www.mzv.cz/taipei/en/visas_and_consular_information/long_term_residence_permit_for_the/index.html
http://kerkerker.com/


◎交換生須知 

學校的公務人員都是以 Email 的方式

來通知，所以平時一定要常查看是否有重

要的通知(例如:演講、活動、選課、獎學金、

申請 Buddy)，學校宿舍會有個專門的 ISC
的辦公室(J397)，可以在哪邊拿到這學期所

有會需要的文件，其中會有 ISC 交換生講

座一定要參加，ISC 會告知所有交換生應該

要做的事情以及解決可能會碰到的問題都會在這次的講座中說明，還會有通知說

要教室選課，選完之後會一周的時間都可以加退選。 

◎宿舍 Masařka 

 宿舍可以從機場搭 119 公車到 Dejvická
走一小段路就可以到達非常的方便。 
 宿舍進住時會要填寫個資和付訂金這

些都可以請你的 Buddy 幫忙處理，因為櫃檯

的人英文都不太好也不會去處理問題效率又差，大多數得到的回應

都是”NO、I don’t know、Sorry ”所以有問題不用太期望他們。 
每間大房間大多是三個雙人房間、廚房、廁所、浴室共用，在

入住時就會分配好的可能有問題的是室友，在這半年或一年都要跟

他共處一室，宿舍幾乎都是交換生你可以在這遇到來自各國的學生，

生活習慣也很不一樣有好有壞，熱情、友善、孤僻、邋遢、整潔什

麼都有就看你的運氣如何，如果真的無法忍受的話還是可以跟Buddy
討論看看可以不可換房。 

◎交通 

 在布拉格買車票除了火車另外買之

外其他的地鐵、公車、電軌車都可以共

用一到學校 Buddy 會帶同學去辦卡，辦

卡的優惠是可以買一個禮拜的票、月票、

季票，隨便怎麼坐都可以。 
 車票一定要隨身攜帶因為隨時在搭

車還是再轉車時都有可能會有工作人員

會要求查票，不要當冤大頭被罰錢。 
車次查詢: http://www.dpp.cz/ 

http://www.mk.cvut.cz/en/
http://www.dpp.cz/


◎行前建議 

1.個人藥品:如腸胃藥及感冒藥，捷克的冬天很寒冷，在宿舍內雖有暖氣，但室外

頭仍是很冷，進出戶外若沒有注意保暖，容易著涼，所以要帶感冒藥，可以到診

所請醫師開藥一切都是以防萬一能不用到最好。 
2.捷克位於歐洲中心可以搭廉價航空(當然也可以搭境外巴士，但是耗時十幾個小

時以上)前往其他申根國，若只有手提行李攜帶登機的話，那麼就必須將所有液體，

如沐浴乳、洗髮精等分裝在 100ml 的瓶內， 可以多帶幾個也沒關係 
3. 宿舍以及學校內皆有 WIFI 無線網路，所以必須攜帶有無線網路功能的筆電，

學校的無線網路要上網申請這比較需要 Buddy 的幫忙，宿舍的網路在開學期間每

星期三 20:00-21:00 可以申請，網路辦公室門口都有告知申請需要的資料，宿舍的

網路非常的快速但有流量限制，請酌量使用。 
 

4. 重要物品，如護照、信用卡、Visa 金融卡等，務必要小心

放好，最好攜帶貼身腰包，把信用卡卡號、海外免費掛失專

線、台灣駐捷克代表處的地址以及連絡都抄下來，並把所有

的個人資料都先複印幾份，另外放置以防萬一。捷克警察會

找外國人查看有無護照，所以出門必須隨時攜帶護照，否則

會罰鍰。 (雖然我從來沒有遇過) 
 

5. 轉接頭以及變壓器：歐洲電壓跟台灣不同，為 230 伏特，

基本上很多電子產品，如：筆電、像機、手機皆能承受 
110~240 伏特的電壓，只需要插上轉接頭即可使用。但是一

般電器，如電鍋、壓力鍋或是吹風機則無法，需另備變壓器，

最好帶一個延長線不管住宿使用出門旅遊都非常的方便和

實用。 
6.眼罩、攜帶睡枕、耳塞、睡袋、海關鎖、登機箱：這些都是在旅行好用的東西，

可以看個人需求另行購買，但海關鎖是非常好用的東西價格也不貴出門在外，為

求安全和防扒手的好物 



 

◎生活常識 

1. 食  
宿舍到連鎖超市(Albert、Billa)有段距離可能要請 Buddy 帶路才會知道位置，可以購

買食材，另外在學校、宿舍都有學生餐廳或者到宿舍附近的餐廳。國外有分氣泡

(perlivá)及無氣泡(neperlivá)的水。  
歐洲的食物與台灣大不相近，調味料也截然不同，建議不妨從台灣攜帶一些調味

料或是即溶飲品，如沙茶醬、肉鬆、滷包等，若無法一次帶很多的話，可以 請家

人郵寄食物過來。 
2. 衣  
生活上能帶的東西要帶，尤其是冬天的禦寒衣物、圍巾、手套、衛生衣、毛巾、

防風防水的厚外套、後背包、雨傘、衛生褲。 
3. 住 

 
 
 
 
 
 
 
 

 
 
 
 
 
 
 
 
 
 
 
 
房間內有共用的廚房、衛浴設備 鍋具可以另外購買洗衣服要到櫃檯借鑰匙 1 個小

時 30 克朗不便宜，可以帶曬衣繩使用歐洲氣候乾燥衣服很容易就乾，房間擺設大



多是固定的不能調整。 
4. 行 
在布拉格搭車只需要一張季票就可以暢行無阻，但一定要隨身攜帶不曉得查票人

員會何時跳出來查票，每個站牌都有時刻表可以查看，但有早班和夜間班及平日

和例假日的不同，記得要看清楚不要搭錯車。 
5. 育  
(1) 多數教授都會用英文授課，有其他語言課程可選擇，基本上是小班教學。加退

選很容易，開學的頭一週試聽課，再確認選課表。  
(2) ISIC 可儲存學生餐廳餐點的金額。在餐廳所儲值的金額，可在學生餐廳購買食

物吃，相當方便，進去圖書館也需要用到，圖書館位於這座大學城的中心離宿舍

不遠是很多所大學共用的。 
6. 樂  
大概就是 ISC 會舉辦的活動和交換生們的聚會，在學校也有設備完整的運動場可以

使用，籃球、足球、排球、溜冰。也可以查看附近的冰上曲棍球場有無賽程也可

以到場加油，布拉格斯巴達。 
 

◎生活小知識 

菜單看不懂時 
英文 捷克文 英文 捷克文 

Chicken Kuřecí Rice Rýže 
Beef Hovězí Soup Polévka  
Pork Vepřové French Fries Hranolky  

Potato Brambory Cheese Sýr 
 
過馬路:在歐洲多數行人過馬路只要走在斑馬線上，所有車子都會停下來，讓行人

先過，但還是以紅綠燈為主比較安全。 
 
ISIC 卡雖可以提供在參觀博物館、美術館、各大景點會有折扣，或是購買學生票之

憑證，但在有些歐洲國家的博物館僅提供歐洲學生折扣，或是固定年齡以下的學

生才有折扣，所以並不是每一個地點都有國際學生的優惠。 
 
記得多帶幾張大頭照備用，之後如果有需要照片可使用 
 
 
 

http://www.sparta.cz/


 

◎實用網站 

廉價航空: 這是歐洲所有廉價航空的比價系統，想要計畫到歐洲的各大都市，可以

利用此系統，可以找到廉價航空的優惠機票。  
Sky Scanner :http://www.skyscanner.com.tw/ 
 
境外廉價巴士:巴士公車總站在布拉格的 Florenc，若要去鄰近國家可以考慮搭巴士， 
出示 ISIC 有打折，需要線上訂票， 並把訂票單據列印下來， 或者可以把 E-mail
的單據照相下來。 
Student Agency: http://www.studentagencybus.com/  
Eurolines : http://www.eurolines.com/ 
Orange Ways: http://www.orangeways.com/default.aspx?oid=2&lang=en 
 
境內巴士及火車時刻表:這種車票是越多人買越便宜的如果有朋友一起出遊是不錯

的選擇，注意一起買的車票只有一張，票上會註明有人數來回還是單程等等 
http://jizdnirady.idnes.cz/vlakyautobusy/spojeni/ 
 
境外火車訂票: 若是要搭跨國火車，事先線上訂購才划算，在網路上可查詢兩個月

內的時刻表，線上的票價會比現場購買便宜需多。 
ČD International : https://eshop.cd.cz/default.aspx?lang=E 
 
青年旅舍: 青年旅舍分為兩種，一種是簡易平價旅舍，在各國都非常普遍；另一種

為國際青年旅館，多數為通鋪房間，有時會有男女混住，也有單人房。  
http://www.youth-hostels.co.uk/ 
http://www.chinese.hostelworld.com/ 
https://www.hihostels.com/ 
 
 
 
 
 
 
 
 
 

http://www.skyscanner.com.tw/
http://www.studentagencybus.com/
http://www.eurolines.com/
http://www.orangeways.com/default.aspx?oid=2&lang=en
http://jizdnirady.idnes.cz/vlakyautobusy/spojeni/
https://eshop.cd.cz/default.aspx?lang=E
http://www.youth-hostels.co.uk/
http://www.chinese.hostelworld.com/
https://www.hihostels.com/


 

◎交換心得 

 真的要非常感謝中華大學能夠給我這

個交換的機會，感謝機械系主任和導師的幫

忙和肯定，感謝父母的支持，才讓我得以得

到這難能可貴的交換生名額，讓我有機會可

以體驗學習到在台灣所沒有的新奇事物，使

我對於未來的想法有所改觀成長茁壯，這次

的交換生活對於我來說是獨一無二的體驗，

不管中間遇到多少挫折這都是使我成長的

美好經驗。 
 
 

在這 6 個月的生活當中認識許許

多多的外國人和台灣人，大家都非常

的友善熱情可以跟他們交流互相一起

旅行真的是我來歐洲最大的收穫，不

僅可以訓練我的英文能力還可以聽到

不同國家的人，對於世界發生的事情

不同的看法，也可從中看到對於生活

習慣的不同、對於事物的處理的想法、

對於學習態度的表現。 

 
在於同樣來自台灣交換生的相處也可

以看到，台灣學生在介紹台灣的努力及我

們多麼想把台灣的美好之處介紹給外國人

知道。 
 
 

這半年不長不短的旅程，從剛開始什麼都不懂，看不懂任何指標，不敢搭車，

容易驚恐，到現在可以有自信的對剛來的朋友介紹布拉格，也很願意去認識新朋

友，這都是我的成長，在自助旅行的過程有過和朋友一起出遊，也有自己背著包

包出發一個人的旅行，這半年認識了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踏遍了十三個國

家，在途中遇到新的事物，認識新朋友，接觸不一樣的東西，讓我很開心，現在



我是有別於出國前一個嶄新且成長的我從回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