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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Name 周秉豐 學號 School No 610633006 

原系所 Home Department 國際企業學系 

前往國家 Nationality 西班牙 

前往學校 Host University Escola Universitaria Mediterrani 

交換系所 Host Department Marketing 

交換交流期間 

 Exchange Period 

自 From _2018__年 year /____9__月 month  

至 To  __2019__年 year /____7__月 month 

電子信箱(供未來有興趣的

同學與你們聯繫，非必要) 

Contact Email (Optional) 

610633006@gms.ndhu.edu.tw 

住宿費用(新台幣) 

Accommodation Cost(NTD) 

350 歐/月*10 個月= 3,500 歐= 126,000(台幣) 

機票費用(新台幣) 

Airplane Cost(NTD) 

26,000(台幣) 

生活費用(新台幣) 

Living Cost(NTD) 

350,000(台幣) 

其他費用(新台幣)請註明 

Other Cost(NTD) 

 

在這十個月裡，學習到了很多，也體驗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知道台灣的好! 

巴塞隆納是個國際性的觀光城市，所以無時無刻、無論哪個季節，街上的觀光客就如同沙

丁魚一樣，把街道擠得水洩不通的，也因此在這裡小偷也是個很熱門的工作，專門挑觀光客下

手，尤其是亞洲人，這點是之後要來的同學特別要注意的! 

接下來，我就以最傳統的食衣住行來為大家介紹我十個月來的點點滴滴與注意事項，尤其

是之後要來一學年的同學，要好好看我的住跟行! 

『食』 
這裡我不會介紹大家這裡的美食，畢竟大家以後是要來當半年或一年的居民，總不會每天

都吃 Paella(海鮮燉飯)吧… 

基本上，如果你在台灣是外食族，我建議你們趁早在家跟爸媽學習一些簡單的料理，因為

在這外面吃一餐 Menú del día(每日特餐)，我找到最便宜的也要 11.5 歐，而且只限定平日下午 4

點以前，至於晚餐單點一定會更貴!當然也是有另一個選擇，就是速食店，Burger King 可以說是

我的家，飲料喝到飽，而且你下載 APP 的話，還會有折價券，大概一餐 5 歐左右，俗又大碗!

只是總不可能每天都是漢堡薯條，所以我們通常都是去超市採買回來自己煮，像我還有帶個電

鍋來，這樣煮飯就會方便許多，而且在回去前也能在西班牙賣給住在這的台灣人或中國人，他

們都很想收購，哈哈哈! 

mailto:610633006@gms.ndhu.edu.tw


『衣』 
因為西班牙很大，我在這可能只能提供巴塞隆納的天氣給你參考!巴塞隆納之所有是熱門的

觀光城市，不單是因為他的高第建築，還有他的天氣，基本上一年四季天氣都非常好，藍天白

雲，有時候都會藍到忘記雨滴長甚麼樣子…幾百年可能才下一次雨，但每次都 muy fuerte… 

夏天，這裡的早晚溫差有一點點大，白天會到 35 度左右，而且太陽又大，所以我的汗水每

天都像水庫洩洪一樣，幾近崩潰邊緣!晚上可能會到 20 左右，是一個很舒服的溫度，但這裡的白

天非常長，一直到晚上 9 點左右，天才會黑，所以舒服不會持續太久，非常可惜… 

冬天，這裡冬天最冷我有遇到 5 度左右，但不至於到下雪的程度，只是這裡都屬於乾冷，

所以你不會像台灣 15 度就有種寒風刺骨的感覺!而且冬天的這裡，日夜長短很像台灣，大概下午

5.6 點就會天黑了!因此待了一年下來，我很喜歡冬天的巴塞隆納，也很喜歡冬天去歐洲其他城市

旅遊，有些地方雖然冷，但同時遊客也少了很多，旅遊起來比較舒適! 

『住』 
只要到西班牙過 180 的交換學生都會需要看這段，尤其在 BARCELONA(BCN)的同學們! 

 

交換學生到西班牙待少於 180 天，只需要在台灣申請學生簽證即可。 

但如果要待超過 180 天，有擁有三個關卡需要通過，分別為『簽證』、『居住證明

(empadronamiento)』、『居留證(N.I.E.)』，其中我認為最難的是『居住證明(empadronamiento)』，以

下我會仔細說明。 

簽證的部分相對簡單，可以在網路上搜尋到相關資料。但是『居住證明(empadronamiento)』

和『居留證(N.I.E.)』的申請方式和文件每一年可能會有些變化，因為在這必須強調我是 2018 年

在 BCN 申請的過程!!!而且這些東西都是環環相扣，所以就會覺得更麻煩，沒有居住證明就無法

辦理居留證，沒有居留證就很難在銀行開戶…… 

 

一、 『居住證明(empadronamiento)』 

 

這必須在找房子時就先確定房東是否願意開居住證明給你，有些是二房東或是不希望他的

戶籍下面太多人，所以最好是在簽合約前先詢問好，是否能夠幫忙用居住證明，還有需不需要

費用!!!!有個朋友就是因為沒事先溝通好，到後來房東突然要跟他收 200 歐，才願意開居住證明

給他….很惡劣!!!! 

 

申請程序 

1. 預約區公所: 

https://w30.bcn.cat/APPS/portaltramits/formulari/ptbcitaprevia/T128/init/es/default.html? 

預約離自己最近的即可，但如果真的預約不到BCN只有一個地方不需要預約，就是The main 

tawn hall (Pl. St Miguel 3)  

2. 預約當天: 

以我為例，我是到這間 District Ciutat Vella – Calle Ramelleres, 17，提早 10 分鐘到，必須先

把預約單上的號碼(Número de cita)打入機器，換成等等叫號的號碼。記得帶合約(必須超過 6 個

月)和護照，或是如果沒有合約，必須請房東陪同辦理，若房東無法親自辦理，可以攜帶房東的

https://w30.bcn.cat/APPS/portaltramits/formulari/ptbcitaprevia/T128/init/es/default.html?


西語版授權書和他們的身分證 DNI影本。 

***合約千萬注意要超過 6 個月，否則無法開居住證明! 

3. 申請過程: 

個人覺得區公所的人都很好，而且都笑笑的，就算你聽不懂，他也會很慢的講給你聽。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國家，區公所的系統裡並沒有 TAIWAN，只有出生地有 TAIWAN，

所以國家通常會打成 CHINA 或 OTROS PAIS AISA，這都沒關係，別跟人家打起來，當然不是

CHINA 最好，因為即便我溝通很久，換來的還是 CHINA，重要的是有居住證明這張紙就好，國

籍到居留證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整個申請過程完全『免費』，所以要收錢的都是違法的，不過 BCN 還是很多人幹這種事…. 

*如果房東無法申請居住證明，聽說可以跟中國人買，大概 160 歐左右! 

 

二、 『居留證(N.I.E.)』 

接下來的居留證，如果是在 BCN，看網路上好像只有一個選項可以辦理，就是 RAMBLA 

GUIPUSCOA 74 接下來的操作，大家可以參考這篇，寫的非常仔細: 網站 

我寫得會比較關於我當天發生的事，可以給大家參考! 

1. 預約警察局: 

https://sede.administracionespublicas.gob.es/icpplus/index.html 

學生通常會在 9 月左右抵達西班牙，但此時也是申請居住證明與居留證的巔峰，所以無論

是找房子還是申請文件都很困難。 

預約系統通常會在星期一早上釋放名額，有人說 7 點，但我 7 點起來沒看到，我大概是 8

點多左右搶到 RAMBLA GUIPUSCOA 74 的名額，所以大家最好是讓電腦自動記憶那些欄位，

就可以更快完成預約的動作了! 

* Tasa Modelo 790 Codigo 012 繳費單，務必在申請居留證前到銀行繳清 

2. 預約當天: 

不會西文的人，最好是把預約單印下來，這樣人家一看就懂你要幹嘛。進到警察局裡面之

後，必須先抽號碼牌，而我預約的時間是早上 10:23，但我 10 點就到了，卻發現一件事，我到

了才能抽號碼牌，當時我拿到的號碼是 73 號，但當時才排到 35 號….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早點去拿號碼牌，我覺得預約時間只是為了要控管人數而已，可能有

些人的預約時間比我晚，但早點去拿號碼牌，就可以比我早進去申請….我也不懂這是什麼道理

(可能只有西班牙人才懂)。 

中間的 35 號大概需要排 90 分鐘左右。 

3. 申請過程 

當天處理阿姨跟我拿 

i. 在學證明(正、影本) 

ii. 居住證明 

iii. 護照個人資料(影本)、簽證頁(影本) 

iv. Tasa Modelo 790 Codigo 012 繳費單收據、繳費單 

v. 二吋大頭照*1 (網路有人說 1 吋，也有人說 2 吋，最好都帶著保險) 

vi. EX17 表格 1 份(我是在電腦打好再印下來，另外有人說要兩份，但他只收一份而

已) 

https://europeanstudies.tw/2018/03/19/2018-%E5%B7%B4%E5%A1%9E%E9%9A%86%E7%B4%8D%E7%94%B3%E8%AB%8Bnie%E5%AD%B8%E7%94%9F%E5%B1%85%E7%95%99%E8%AD%89%E6%AD%A5%E9%A9%9F%E5%A4%A7%E5%85%AC%E9%96%8B/
https://sede.administracionespublicas.gob.es/icpplus/index.html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當他拿居住證明時，一定要跟他強調台灣是一個國家，我不是中國人，

最簡單的你可以說『Taiwan y China son dos paises』或是『Taiwan y China son muy diferente』，我

覺得他們經手那麼多了，大概都知道這個情況，因為他還故意問我『可是你護照上寫的是 Republic 

of china』，但是在解釋之後，他就說就像是加泰羅尼亞跟西班牙的情況一樣，聽到這句話，心中

的大石瞬間煙消雲滅，最後看到收據寫的是 TAIPEI /TAIWAN，瞬間都快哭出來!!!!只能有一個

字形容，就是爽歪歪!!!!之後記得再拿著收據到指定地點取 NIE 即可! 

三、 『租屋建議』 

首先，找房子可以從『Idealista』跟『Badi』兩個城市下手，房價 450 歐/月為平均值!而屋

況基本上可以以房東大致區別，若房東為西班牙人或台灣人，屋況都會好一點，但價格也會稍

貴；而房東若是中國人，屋況有時候都會非常差，但價格也會很低，像到 250 歐左右!以我為例，

我在前半年是租西班牙人的房子，屋況都非常好，而且房東人也很好，基本東西缺了跟他說，

他都會補；後半年則是租中國人的房子，房間滿大的，但要跟 8 個人共用一間廁所，所以一個

月收 350 歐，只是中國人通常都滿小氣的，夏天跟他要隻電風扇都不給….而且每天多洗一次澡

或是衣服，也容易被斜眼相看，有時候會覺得滿不自在的! 

另外，即便是像 Spotahome 這種知名平台，也會出現圖片與實際狀況不符合的狀況。所以

保險起見，建議同學在西班牙租房子可以在初期也住幾天青旅，待看過實際狀況後再決定，才

不會後悔一生…. 

『行』 
基本上巴塞隆納的交通非常便利，無論是地鐵還是巴士!甚至還有夜間巴士，因此就算玩到

再晚也別怕會沒車回家! 

我自己是都使用 T-joven 是給 25 歲以下的青年使用的交通票(105 歐)，三個月之內可以任意

搭乘地鐵、巴士和火車，因此建議同學們在下飛機後可以直接購買這種票，就可以直接從機場

坐機場地鐵到市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