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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走向一個不同的未來 

   交換學生是我大學生涯的重要規劃之一，我希望能藉由學習的交流達到文化

的互動，也希望能透過學生的身分，沒有負擔的傳達自己想表達的理念。 

    但由於系上畢業專題長達一年半的緣故，因此我是延畢一學期出國交換的，

對於我而言所有的「時間」都很珍貴，然而在準備出國的過程中，看著身邊同學

及朋友都一個個的在準備就業以及研究所時，我卻不曾感到徬徨，因為我相信這

一段旅程絕對會是我人生中難能可貴的體驗，事實證明亦是如此。 

   首先事前的準備必須是充分的，我研修的所在地是西班牙的巴塞隆納，跟台灣

的文化背景相當不同，對於當地的文化要有基礎的了解，由於學習西班牙文的時

間不算長，因此也勤加練習日常會話，並且透過學校線上學習軟體以及手機應用

程式學習西文，接下來是前往西班牙的簽證、財力證明、住宿須知注意事項以及

如何購買當地電信等等，那都是為了能減少適應期，以不浪費任何時間的能提前



開始完成此趟出國的目標。 

 

 

 

圖二：巴塞隆納俯拍 

 

二、 研修學校簡介  

〈一〉 Escola Universitària Mediterrani 系所簡介 

Escola Universitària Mediterrani(簡稱EU Mediterrani)是Universitat de Girona(赫

羅納大學)的校分部，其餘系所皆位於赫羅納大學，僅 Marketing 以及 Tourism

位於巴塞隆納市區近西班牙廣場的 EU Mediterrani，而我前往研修的系所為

Marketing，是與我本來在台學習的國際企業較為相近的系所，學校由於位處

市中心，因此僅有一棟大樓的大小，一共八層樓再加位處地下室的圖書館，

頂樓為學生讀書、微波食品及煮飯的區域。 



 

圖三：位於二樓的導師辦公室 

 

圖四：一般教室 

 

圖五：八樓頂樓-1 



 

圖六：八樓頂樓-2 

〈二〉 課程特色─語言學習 

1. 漢語學習 

在 EU Mediterrani 的每一位學生都必須學習漢語，一共學習大學四年的時

間，這也是因應中文越來越是國際趨勢之語言，校方採用的是拼音以及

簡體字的教學，是更加容易學習的方式，但這也讓我看到了我能夠去努

力的方向，即使他們學習的是簡體字，能不能有機會讓他們也看看繁體

字，並且了解台灣與中國的不同。 

2. 英語學習 

西班牙整體的英文程度其實不算好，也因此 EU Mediterrani 亦是將英語課

作為必修課，同時也與漢語相同是四年的課程。 

〈三〉 實習要求 

我研修的是四年級的課程，很特別的我發現他們並沒有早上的課程，後來老

師向我說明在 EU Mediterrani 行銷系的學生每一位都必須要實習，因此他們將

早上的時間空下來，讓學生們得以運用每天早上的時間去公司企業實習，讓

紙本理論實際操作能夠融合。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一〉 語言與文化的學習─西班牙文課 

1. 語言 

這一門西班牙文課只有台灣學生上課，一共八位來自三個學校的同學，

老師從基礎開始重新交，約莫是百分之六十的應為授課，百分之四十的

西文授課，上課方式以輕鬆互動式的方式為主，有一次課程講到職業，

就讓每位同學抽籤職業，並且演出來讓其他同學猜，也常常透過互動式

的對話，讓不只是師長與同學，而是同學與同學間亦有所互動。 

2. 文化 

不只是語言上的學習，在西文課上，對於飲食文化、餐桌禮儀、西班牙

當地生活習慣，以及各節慶在西班牙不同地方的特殊慶祝方式教授皆會

用圖片及影片的方式呈現。 

1） 飲食文化 

在西班牙，他們的飲食習慣與台灣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早上他們會

習慣喝杯咖啡，在十點左右吃點小點心，兩點到四點則是午餐休息

時間，晚餐時間一般則是八點過後，甚至有些家庭習慣晚上十點用

晚餐。 

2） 加泰隆尼亞地區聖誕節特殊慶祝方式 

在加泰隆尼亞自治區的家庭，會在聖誕節這天讓小朋友們邊唱歌邊

敲擊貼有吉祥物臉的小木樁，也就是所謂的 Caga Tio，而木樁內含

有禮物，兒童們在唱完歌曲後可以取得木樁內的禮物，跟我們一般

想像中放在聖誕襪的慶祝方式非常不同。 

 

 

 
圖七：Caga Tio 



 

圖八：大型 Caga Tio 

 

圖九：與西文老師合影 

〈二〉 發現不同的學習方式─英文課 

1. 因材施教 

在第一堂英文課前，所有的同學必須先經過英文能力測試編班，考試時

間約一小時，作答五十題英文選擇題，並且要說明中老師再三強調，是

要讓每位學生有更好的學習，而不是要將同學們分等，之後的課程則是

一班 20 人內的教學環境。 

其實因為西班牙平均的英文水平並沒有到很好，也因此採用這樣的學習

環境會讓老師更仔細的能指導每一名同學，同學們也並不會因為自己英

文不夠好而羞於發言，這大概是與在台灣甚至在亞洲不同之處，在台灣

我們英文程度並不差，但是一般人常常害怕說出口，害怕口音、害怕錯

誤等等，可是如果不去踏出那一步，又怎麼有改變的機會呢？跟老師的

互動也非常友好，當地學生對待老師更像是對待朋友一些，有時候我會

覺得好像太輕鬆了一些，因此我個人認為如果能在台灣與西班牙這樣的

互動取得中間值會是最佳的互動方式。 



2. 創造環境 

即使當地同學的英文程度不高，但是英文課是採用全英文的上課方式，

幾乎不加一點西文，老師也會堅持讓同學們以英文回答問題以及發問問

題，如果同學不能理解也會用更簡單的英文再解釋一次，創造出一個英

文的環境讓同學們能夠習慣，這我認為是很好的一個學習方式，這也是

我認為能夠應用在台灣英語教育的部分。 

3. 不同的考試方式 

在 EU Mediterrani 的英文課，大約三週會安排一次小考，一次期中一次期

末考，小考會考聽力、文法選擇、文意選填、閱讀長文、文章選擇以及

寫作，文章選擇是會提供 ABCD 四篇文章，另一頁則有十個敘述，將十

個敘述的內容分別依照文意填上 ABCD 的選項。 

最特別的是期末考，一天考筆試，一天考口試，筆試含解說一共考了將

近四個小時，聽力先考 45 分鐘，休息 15 分鐘，再考閱讀 75 分鐘，休息

15 分鐘，最後考寫作 60 分鐘，真的是一個長期抗戰，也是我第一次考這

麼長時間的考試。 

而口試的部分我個人非常喜歡，事前在學習系統必須選擇考試的時段以

及填上與你一同考試的夥伴，口試分為四個部分，並有一名主考官以及

一名老師從旁打分，第一個部分是主考官會請雙方分別簡單的自我介紹

並問簡單的問題，比如周末的計劃或是去過哪些國家旅遊等等；第二部

分是看圖說明，主考官會拿出有兩張圖片的紙，提出問題請你回答，一

位同學回答完畢後，會詢問另一位同學的想法，並拿出另一張題目請他

回答；第三部分則是拿出一張圖並提出需要討論出最佳方案的題目，讓

兩位同學自己討論三分鐘，主考官過程中完全不參與，最後由同學將最

佳方案告訴住考官；最後一個部分跟第一部分類似，主考官最後會再分

別詢問同學三個問題，回答後結束。 

口試是我覺得很不錯的一個考試方式，因為這才是真正英語能力與臨場

反應的應用，也是我覺得更加活化的測驗方式。 

 



 

圖十：與英文老師合影 

〈三〉 教授與學生間的碰撞─創業課 

1. 互動上的碰撞 

創業課的老師是曾經在業界工作過的教授，教學方式比較隨意而直接，他覺

得不對的地方會直接說出來，不過由於當地學生們也是有意見及想法就會直

接說出來的，因此在課堂上時常會有教授與學生間意見上分歧的碰撞，這是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我自己在台灣也是屬於如果對於老師的教授有不同想

法時會勇於提出的類型，大部分的老師會與我進行討論，但還是有部分老師

會無法接受不同的意見，但是當地學生的積極發表讓人覺得值得鼓勵，他們

不會管老師會不會接受又或是提問是否奇怪，總之有問題就是要提出來，就

算老師覺得不合理也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解釋才行，創業課的老師也很直

接，他如果覺得學生的意見有誤就會直接說出來，覺得是新的發現就會大力

的讚賞。 

2. 創業成果 

這門課的最終結果是要提出該組創業的產品，並且報告創業理念、市場

分析、售價成本以及預期效益等等，這個部份我覺得老師著重的重點稍

微不是那麼恰當，老師非常注重售價與成本這一塊，如果售價與成本過

高，那麼他會認為成功率也不是那麼高，在打分的部分就會更加嚴苛。 

 



 
圖十一：最終報告成果 

 

 

圖十二：最終報告目錄 

 

 

圖十三：同學將產品實際展示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一〉 文化體驗 

1. EU Mediterrani─迎新派對 

來到一所學校迎新派對大概是必須要參與的一部分，在巴塞隆納體驗的

迎新派對我想是我體驗過最瘋狂而且自由的迎新派對，新生先自由聊天

約一個小時，一小時後才會有學長姊出現引導遊戲，遊戲結束後就是大

家一起去恣意的跳舞以及聊天，這絕對是在台灣不曾體驗過的迎新，這

也讓我這個大四生認識了一些或許難以認識的大一新生們。 

   

圖十四、五：與新生合影 

2. 巴塞隆納─La Mercè Festival 

La Mercè Festival 是巴塞隆納當地最重要的節慶之一，舉辦時間在每年的

九月底左右，為期五天，是從 1902 年就開始的守護神節慶，每天各社區

都會有不同的活動可以參與或是表演可以欣賞，第一天在市區會有開幕

晚會，五天活動期間有巨人遊行，非常像台灣廟會的大仙翁仔，疊人塔，

這個活動讓我最吃驚的是最上層有許多兒童、小小朋友參與，最後一天

重頭戲則是長達將近半小時的煙火表演，這天幾乎所有巴塞隆納市民都

會聚集過來，將 La Mercè Festival 畫下完美的句點。 



  

圖十六、七：La Mercè Festival 社區活動 

  

圖十八：晚間精彩歌舞表演                 圖十九：表演間認識當地中學生 

 

圖二十：疊人塔 



  

圖二十一、二：最後一夜煙火大會 

3. 巴塞隆納─高地建築 

提到巴塞隆納必去的景點，安東尼高第的建築當屬必去景點，首先不能

不去的是「聖家堂」，一個蓋了超過百年的傳奇性教堂，走入聖家堂就不

自覺慎重，觀賞一路走來的歷史影片則不自覺落淚，而每每看到教堂所

帶來的感動時，我都會想到台灣的廟宇一樣是歷史與文化藝術的重要產

物，鬼斧神工而需要被傳承下去，但是在台灣的寺廟卻似乎不似歐洲的

教堂受重視，這也是我認為台灣傳統技藝需要被重視的部分。 

另外「桂爾宮」、「桂爾公園」以及「米拉之家」、「巴特婁之家」等等也

是高第的重要建築。 

  
圖二十三、四：聖家堂外觀 



 

圖二十五：聖家堂內部 

  

圖二十六：桂爾宮門票                            圖二十七：巴特婁之家 

4. 捷克布拉格─跨年 

在布拉格跨年很特別的是，在一年的最後一夜是由民間放煙火，真的是

所謂的百花「四」放，放煙火的時間非常不齊，從晚上九點開始就不斷

有地區開始放煙火，到了十一點更是越來越強烈，這一夜我是與台灣在

歐各地的交換生一起過的，一起在跨年後大喊台灣，我們這些遊子的心

都因為同為台灣人而緊密連結。 

而官方煙火則是在新年第一天的晚上六點開始，短卻十分讓人驚豔，也

讓我看到了民間四射的煙火與官方精緻的煙火兩種風情。 



  

圖二十八、九；左為民間煙火 右為官方煙火 

 

圖三十：桂爾公園 

〈二〉 政治思考 

1. 西班牙與加泰隆尼亞自治區 

在巴塞隆納的週末最常看到的就是「獨立遊行」，在 2017 年十月時又是

獨立公投的時間，2017 年大概是馬德里政府與加泰隆尼亞地區最為緊張

激烈的情勢，反面來說，這麼多人希望能獨立，卻也有人不支持，像一

位我的同學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因為他們的家鄉是來自安達魯希亞，

爺爺奶奶都是安達魯希亞人，雖然他們全家搬到巴塞隆納，但是倘若加

泰隆尼亞地區獨立，對於他們而言絕對是一個兩難。 

這也讓我聯想到台灣，在台灣我們對於自己的民族國家意識時常產生模

糊，每一個人的立場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見解，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

的常常不明，但是在歐洲期間，我堅定地確定自己是一個「台灣人」，在

一堂旁聽的課程─政治關係，也與當地老師同學一同討論過這方面的政

治議題。 



 

圖三十一：遊行抗議 

〈三〉 心靈成長 

1. 獨立面對挑戰 

由於交換學校方面並沒有提供住宿，而巴塞隆納在去之前又時常讓人認

為治安不佳，因此如果沒有看到房子本身不敢先預訂，因此剛開始過去

是住在青年旅舍當中，經過許多的磨難還有奔波最後才找到了房子，也

由於當地租屋十分昂貴，且人民個性普遍比較隨興，也因此尋找耗費多

時，並且寄信二十多封最後只收到不到五封的回應，這也是與台灣有很

大不同之處，在台灣聯繫基本上不可能超過兩天不回信，也不會電話打

不通，但是在這裡的人們似乎自己不急著找房子，所以也並不積極回

復，這也讓我學習如何獨立面對未知的挑戰。 

2. 規劃整合與廚藝的大幅進步 

由於是學生，所以並沒有什麼錢能夠去博物館或是旅遊，但是讀萬卷書

不如行萬里路，這麼難得的機會來到歐洲，如果不去探訪其他地區，走

訪歷史遺跡、博物館等等，實在可惜，也因此如何用最經濟實惠的方式

旅行，用什麼方式搭配，什麼是最佳排列組合就是一大任務。 

此外在巴塞隆納外食的費用十分昂貴，也因此大部分的時間我都是自己

採購自己煮飯，比起外食至少省下五倍以上，也能吃得很健康，廚藝也

因此大幅度的進步，煮給外國朋友們吃過，大家都大讚滷肉非常好吃，

也煮給台灣交換生們吃過，每個人都覺得吃到了家鄉味。 



  

  

  

圖三十二到三十七：各式自己煮的料理 

3. 多國友情 

在交換這五個多月中，從來自巴西的室友、當地西班牙同學、旅遊中認

識的阿根廷、墨西哥、比利時、法國、俄羅斯、土耳其、巴基斯坦、中

國、日本、韓國、奧地利、等地的朋友們，我們都來自不同的國家，也

在不同的國家相遇，如果沒有這次的機會，我不可能認識他們，那麼我

就錯過了這麼多美好的緣分，這次的機會，我不可能認識他們，那麼我

就錯過了這麼多美好的緣分。 

此外也認識了許多在國外交換、奮鬥、旅行的台灣人，在台灣我們彼此

不認識，可是卻在一百公里外結成了緣分。 



  

   

  



 

圖三十八到四十五：與來自各國與在歐台灣人合影 

〈四〉 語言學習 

1. 語言交換 

在Escola Universitària Mediterrani我與同學在漢語課進行西文與中文的語

言交流，必且介紹台灣的文化習俗等等，同時也向當地老師進行文化交

流。而在課外我也與一名校外的想要學習中文的西班牙文老師進行語言

交換，此外也會去參與當地免費的語言交換活動。 

   
圖四十六至四十八：左為學校臺灣老師及當地同學 中為語言交換當地西文老師 

右為當地免費語言交流活動 

2. 短期語言學校學習 

有鑑於學校一週僅有三小時的西文課，要讓西文進步的幅度較為有限，

也因此在交換最後的一小段時間，我報名了非常短期的語言學校，由於

全西文的授課也讓我的西文友更加長足的進步，並且在這裡認識了許多

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年齡層的朋友們，大家都會彼此介紹自己的國家，

並且進行語言及文化的交流。 



 

圖四十九：與語言學校的老師同學合影 

 

五、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一〉 自我提升與成長 

五個多月不長不短，但是其成長如同我在校內、外學習撰寫的一樣，絕對是

我在台灣學不到的，真的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不僅僅是語言方面英文

與西文的進步，在溝通社交方面，如何跟陌生人說話，如何結交不同文化背

景的朋友，如何融合各國的文化知識，如何包容各種文化民族背景的人們，

都是要親自來過才能真正習得與體會的。 

〈二〉 國際政經的思考 

從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遊行運動中，讓我深思並去了解西班牙的政治經濟問

題，也從中去思考到台灣的政治兩難與經濟，西班牙是所謂的歐豬五國之一，

由於當地人民較為懶散樂天的性格，不難發現箇中原因，在台灣民眾一般的

觀念中或許會認為歐洲們的生活水平較高，甚至歐洲當地人或許也是這麼

想，可是，在歐洲待過就知道，有些地方是如此沒錯，但是台灣真的並沒有

輸，我們應該以自己的國家驕傲，我告訴外國朋友台灣的夜市、便當還有火

鍋時，他們都很吃驚於如此便宜的物價，而事實上西班牙的薪水基本上並沒

有高過台灣很多，但是生活費卻要高出很多，當然台灣還有許多需要改善的

問題，但是台灣與歐洲並沒有高下之分。 

〈三〉 宣揚台灣的不同 

在歐洲認識各國的朋友是最快樂的事情之一，解釋文化背景，宣揚台灣的不

同也是，許多朋友不小心將我說成來自 China 時都會跟我道歉，因為他們了

解了箇中不同，而很多事情是不說不會知道的，當然也有許多國家的人並不

知道台灣在哪裡，但是只要告訴他們，他們就會記住他們有一個來自台灣的

朋友。 



〈四〉 提倡國際視野與經驗傳承 

由這一次的交換後，我必須說人生真的一定要有一次走向國際的經驗，看到

的體會的思考的視野完全不同，同時我也將我的交換生生活做了紀錄，預計

在回台一個月內整理完畢，將這次的寶貴經驗讓更多人知道，也讓大家能避

免失誤及誤解，吸取正確的觀念與準備，並且不害怕與害羞地走出台灣，並

帶著經驗回來台灣。 

六、 感想與建議 

我必須再一次的感謝國立東華大學以及教育部的學海飛颺計畫，讓我有這個機會

能夠一圓出國交換的夢想，我的家庭並沒有那麼的富裕，也因此這一次的獎學金

對我來說彌足珍貴，整個交換期間在抵台後好像做了一場夢，並不是因為這五個

多月太夢幻，而正是因為有好有壞，有出乎意料有超乎想像，所以這一個旅程才

會真實又虛幻，有太多想說的回憶與體會也才讓我這一次的心得不知不覺將近七

千字，這一路除了感謝還是感謝，謝謝所有幫助過我的人，謝謝我的母校國立東

華大學，謝謝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 

 

 

 

圖五十：在 Escola Universitària Mediterrani 頂樓紀念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