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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 Origin 

嘴巴上總說對交換沒有很大期望也沒有很大興趣的我，其實終究想要看看不同的世界，

體驗不同的學生生活；畢竟交換學生和出國旅遊不一樣，是長時間的待在一個陌生的國

度；另外，我總是希望能尋求更大的挑戰或是克服更多的挫折，而交換生正是一個很好

的訓練自己的機會。 

其實當初是在老師的安排下才選擇了這間學校，但是比利時口筆譯高等學院的課程紮

實、老師用心，再加上能夠有機會更了解這個多文化、多語言的特殊小國家，也讓我很

高興有這樣的安排。 

� 徵選準備 

徵選分成書審和面試，只要將資料準備好，面試時盡量不要緊張，清楚地回答問題就不

會有問題。 

� 行前準備 

� 簽證 

每一年的簽證辦理手續要求都不太一樣，最好以比利時台北辦事處的公告為主。 

http://countries.diplomatie.belgium.be/multi/taipei/coming_to_belgium/visa/long_term_visa/

studying_in_belgium/ 

特別要注意的是財力證明部分，這部分因為要求較高，未達標準者最好先打電話過去

詢問，想辦法湊到那個金額。 

我的情況是等了 1 個星期左右拿到簽證。 

� 我帶了 2000 歐元現金過去，開戶後請台灣家人匯了 6000 歐元到銀行。 

� 基本上日常用品歐洲都買的到，行李準備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文件、轉接插頭和個人藥

品。當然消耗品能帶越多就帶越多，這樣回來時就有空間可以裝其他東西。 

� 到達以後 

� 居留證 

到達比利時的 8 天內務必要去市政廳(commune)報到登記，登記時要帶著護照、租屋

契約、財力證明、入學證明、照片和台灣地址的英文。 

報到完之後通常一個星期內會有警察來訪，但有時可能需要等到兩個星期到一個月（視

情況而定），如果超過一個月沒有接到單子也沒有警察來訪要記得再去問一次。 

� 在自己家裡的門牌上一定要寫上自己的名字（可以自己貼上紙條或是請房東幫忙），

因為如果沒有名字警察會因為查無此人而把你的申請駁回。 

� 手機 SIM卡 

我是用上屆學長推薦 mobile vikings，但是其實覺得可以多問問多參考每家不同的電信

公司，只要在路上有看到的電信都可以進去問問看，我是相互比較之後覺得這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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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我的需求。 

我因為不是很常用網路，也不常打電話，所以覺得儲值 10 歐就夠了。 

但是它仍然有麻煩之處，比方說：因為這是一家網路電信公司，沒有實體店面，因此

溝通往來都必須靠電子郵件或是打電話，在沒有 SIM卡之前是非常麻煩的；此外，它

的 SIM卡在申請後要過一個星期才會到。相比之下，我推薦可以使用 BASE，因為它

有實體店面，價錢也和 mobile vikings 差不多，SIM卡更是免費附贈。 

購買 SIM卡我覺得最重要的除了價錢，還有就是要注意在歐洲其他國家是否可以使用

手機以及費率怎麼算，這在之後旅遊時會影響許多它的方便性。 

關於更詳細的費用可以參考兩家公司的網站： 

Mobile vikings：https://vikingco.com/en/mobile-vikings/ 

BASE：https://www.base.be/en.html 

� ISTI報到 

ISTI 到國合中心（Bureau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跟老師報到後，領取學生證和辦

理 STIB MOBIB卡的交通證明。 

� 交通 STIB MOBIB卡 

我們是在 Louise 地鐵站的 Bootik 辦理。 需要帶一張照片、10 歐的申請費用和 120 歐

買卡（共 130 歐）、 ISTI 的入學通知（證明是學生用）。 

若有智慧型手機，可下載 STIB 的 app，上面可以查到公車路線及到站時間，不論是

公車因下雪而停駛或是有道路工程皆會在上面顯示通知，基本上還滿準確的。國外的

地鐵、公車和輕軌常常會因為各種狀況而誤點或停駛，因此這個 app 可以避免很多不

必要的麻煩。 

� 研修課程 

� 選課 : ISTI 併入 ULB之後，很多行政措施都更換了，因此每一屆的選課方式都不太

一樣，我們是等國合中心寄信來通知，並回信填好表格告知我們要選哪些課就可以了。 

選課截止日是到 11 月中，從 9 月中開學算起有近 2 個月的充足時間，我旁聽了很

多課，慢慢選自己有興趣的。開學時，ISTI 會舉辦交換生說明會，內容是有關於開學

的法文課分組考試，和為交換生舉辦的戶外旅遊(例如 :安特衛普/列日/布魯塞爾)。 

� 我選的課程： 

� 法文課：Techniques d’expression écrite 1  

Techniques d’expression Orale 1 

Culture française de Belgique 1  

Linguistique Française 

� 英文課：American culture 

Pratique de la langue anglais 

� 翻譯課： Traduction chinois-français 

Initiation de la traduction français-anglais 

� 食衣住行 

� 超市： 

� 金源超市：最大的中國超市，亞洲產品幾乎應有盡有。其實在布魯塞爾也很容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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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其他的亞洲食材小店。 

� Carrefour 家樂福：依照規模分成藍、紅、綠三種顏色：藍色最大、東西最齊全、價

錢 也最便宜；綠色最小、東西較基本、價錢也最貴，但週日也會開店。 

� Lidl 德國十分廉價的超市。 

� Delhaize 比利時當地第二大的超市，訴求產品的來源都是比利時當地出產的，較多

有機商品， 青菜、水果、肉品的品質都比較好，因此價錢也較貴。 

� Okay 也是一個十分方便的廉價超市。 

� 穿衣： 

在歐洲的冬天很冷，但市內都會有暖氣。外面一定要穿一件厚大衣，裡面可以毛衣加

上薄長袖，這樣在室內時可以穿脫比較方便。依個人情況可以加上圍巾、手套和帽子

等保暖配件，下半身穿長褲(依個人也加穿一件衛生褲)，腳的部分可以穿刷毛厚襪

子，配上後鞋底的高統鞋子。 

� 歐洲每年 1月和 7月是打折季，如果不是急著要穿的衣服可以等到這個時候再買會

便宜很多。另外，要購物可以去法國或是德國等周邊國家，衣服品牌種類較多，也

較便宜。 

� 租屋： 

我們是租了上屆學長住的房子，這樣比較安全也比較有保障。選房子要注意它的地

區，要小心注意比較危險的地區；比較受歡迎的地區有學生為主的 Ixelles(1050), 和

有錢人住的 Uccle(1180)。 

當初以為 Uccle 的房子都真的很貴，詢問後其他交換生才知道其實也是有便宜的好房

子，所以還是可以多加比較，Uccle 的房子也是可以選的。正常下來一個月的房租差

不多為 200-600 歐元，視情況而定。 

� 旅遊： 

� 比利時境內交通：在布魯塞爾區內我們申辦的 STIB MOBIB卡都是可以使用的。

基本上前往不同的城市（列日、根特、安特衛普、奧斯坦德、布魯日、魯汶、那

慕爾和迪南是我去過的城市）我都是用火車票，學生購買單程只要 6 歐。也可以

使用 go pass ，十次單程票 51 歐。 

� 往返荷蘭、德國和法國鄰近城市：通常巴士是最便宜的選擇，公司有 flixbus、

eurobus、megabus、ouibus 等，基本上服務都差不多，因此選最便宜的即可。若

訂不到巴士票才考慮火車；火車票則是越早買越便宜。 

� 往返盧森堡：比利時到盧森堡的跨國火車很貴，因此可以先買到邊境城市 arlon

的火車票（6 歐），再買從 arlon 到盧森堡的票（12 歐）會比較便宜；又或者是

可以找找 blablacar（共乘）有沒有剛好相對應的時間，因為許多人因為工作關係

需要往返布魯塞爾和盧森堡。 

� 去其他國家：需要搭到飛機的話，可以搭火車到布魯塞爾國際機場 Nat 

Luchthaven (荷文名) ( Brussels Airport, Zaventem )；或是搭：STIB 的 Bus12 及 

21，單趟在機器買為 4 歐，單趟票價在車上買為 6 歐。 

另外廉價航空可能需要從 charlerois 機場搭飛機，那可以訂前往那裏 brussels city 

shuttle 的巴士票（https://www.brussels-city-shuttle.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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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遊的方式有很多種，如果想要省錢一定要提早訂票，尤其是機票的價格差非

常多，但是也可以看個人情況而定，像我不喜歡提早預訂行程，所以甘願多花

一點錢在交通上。 

� 在旅遊時如果是一個人我習慣 上 booking.com找青年旅館住，這樣比較便宜，

晚上也可以和各個國家來旅遊的青年聊天，比較不會寂寞；如果是和朋友我喜

歡找 airbnb，比較舒服也比較有私人的空間。另外 couchsurfing 也是一個省錢

的好選擇。 

� 比利時境內景點及城市 

� 布魯塞爾： 

� 尿尿小童：關於他的傳說版本很多，最有名的是以前布魯塞爾遭敵軍炸藥攻擊，

一位孩童剛好尿了尿，將炸藥引線澆熄。 

� 五十周年紀念公園：凱旋門是國王為了紀念比利時獨立五十週年而建的。左右的圓弧

長廊可通到皇家軍事博物館，在博物館頂端可以看到布魯塞爾的風景。 

� 原子塔：是之前舉辦世博的時候建的，由建築工程師 André Waterkeyn 設計將鐵分子

放大 1650億倍的設計獲選，其實落成時這種設計造成很大的轟動，被封為歐洲最奇怪

的建築。 

� 歐盟議會中心 

� 大廣場： 

被稱為是全歐洲最美麗的大廣場。 

� 藝術橋 

� 皇宮 

� 藝術廣場 

� 比利時漫畫藝術中心 

� 巧克力博物館 

� 啤酒博物館 

� Neuhaus 巧克力工廠：較鮮為人知的一個景點，但是真的非常划算，巧克力都打了很

多折扣，而且可以免費試吃所有巧克力 ！ 

� 列日 

� 根特 

� 那慕爾 

� 迪南 

� 布魯日 

� 奧斯坦德 

� 安特衛普 

 

 

 

 

丁丁歷險記是我最喜歡的漫畫（攝於比利時漫畫藝術中心） 

去安特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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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博物館內製作巧克力過程 

歐盟議會內部↑ ←巧克力博物館吃巧克力 

丁丁精品店→ 

←根特的利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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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想與建議 Overal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很高興我有機會可以來到這個小國家，細細品味一般觀光客只花一天的景點。我很喜歡比利

時，因為它的文化背景有很多和台灣相似之處，例如：我們都很尊重及接受多元文化，比利

時雖然身為歐洲國家，卻有許多中東、其他歐洲國家、或甚至是亞洲的移民，外來文化在比

利時也非常盛行；就如台灣身為亞洲國家，卻也有許多外來移民，且吸收了許多西方、東北

亞、東南亞文化。建議學弟妹的話，不外乎就是出外要學習獨立、隨機行事、小心安全、多

做文化交流；我想強調的是做自己、以及多了解、多愛自己的文化和國家。如果不喜歡抽菸

喝酒或去夜店，就不要為了做而去做，而是應該要有自己的堅持和底線；順帶一提，歐洲文

化比較開放，像我不喜歡做過多的身體碰觸時就會表明立場。另外，台灣在外國人眼中其實

是很美、很方便也很棒的，請多愛自己的國家也多了解自己的國家好讓世界多認識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