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奧地利格拉茲科技大學 出國交換生心得 

        交換期間(2018/09~2019/02)       林界丞 

 

 一、緣起、動機與目的  

 碩一時期選修系上林英祥老師的課程，「新產品的開發與行銷」及「新產品定價研究與策

略」，課程中林老師分享他於各國進行新產品上市前調查的實務經驗。其中某案例，消費者調

查結果存在誇大效果的現象，各國消費者的購買意象(%)與第一次購買率的落差程度不一，數

據顯示南歐國家如義大利、西班牙比例差異很大（前高後低），亞洲國家如日本、台灣則差異

很小（前低後低），足以部分解釋消費者對於調查的反應存在文化、民族性…等等的差異性。

這讓我印象深刻，文化差異體現於商務過程。 

 美國紀錄片導演 Michael Moore 於 2016 年的,”Where to Invade Next?”, 描述導演以美國立

場占領（拜訪）歐洲各國以拿取（學習）他們的優點，當然，此為黑色幽默的設定，重點在

於借鏡他國經驗來反思美國的教育制度、保險制度…等等議題。讓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德國

對於納粹歷史的反省並引入學校教育，小學課堂上，老師在桌上放了一個寫著猶太人名字的

手提行李箱，並說明行李箱主人的遭遇，接著透過情境題引導學生思考國家過去的歷史。了

解歷史事實，面對過去而不是將其掩蓋或扭曲，從中反省進而踏出穩健的下一步。儘管紀錄

片呈現的觀點和跨國比較可能未盡全面，但仍可以從這些案例理解他國面對問題時的態度、

思路、解決方法及成果。 

 在台中的 20 多年裡，熟悉的人事物，某種程度讓自己的價值體系建立趨緩且侷限，儘管

可以透過閱讀、參與講座等行動來刺激自己成長，但終究力道不足。因此，一個想法綜合前

述經驗而生－我得出走一陣子。讓自己浸淫陌生環境，尋求更多的刺激和成長，同時也為進

入職場前做一個準備。在林老師、指導教授與系主任的鼓勵下，我決定爭取出國交換的機

會，於是從碩一下學期開始為出國交換計畫做準備，例如：工讀、參與實習、精進語言能

力…等等。 

 

二、國家及城市簡介 

 在符合交換學校的條件、科系選擇等綜合考量的前提之下，最後與奧地利(Österreich)有

了緣分。奧地利國土面積約 83,879 平方公里，約為台灣的 2.3 倍，山地佔國土的比例和台灣

很接近，約為 70%。人口數約 860 多萬(2017 年)，官方語言為德語，然口語上常應用多種方

言，且和德國使用的德語語法標準也有部分區別。德語課的老師 Martina 建議初學者，從德

國、奧地利的德語體系中挑選一個學習，學習過程不要任意的轉換體系，會錯亂。 

 我就讀的交換學校位於格拉茲(Graz)，是奧地利的第二大城，同時也是施泰爾馬克邦

(Steiermark)的首府，人口數約 28.39 萬人(2017 年)。地理位置上，位於阿爾卑斯山南麓，距

離東北方的維也納，以火車行駛約 2.5 小時。由北往南流的穆爾河將格拉茲劃分為兩側，河

的左側為舊城區，右側為新城區，新城區多為移民族群居住，以河分界發展成新、舊城區在

中歐城市很常見，例如捷克的布拉格、斯洛伐克的布拉提斯拉瓦、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城內

的公共運輸有 Tram 與公車，非常方便，而腳踏車也是這裡理想的交通工具，惟冬季下雪騎

車小心地滑。 



 

ˇ照片中為常用的交通工具，Tram 

 

 1998 年格拉茲入選為 2003 年歐洲文化之都，施泰爾馬克邦政府為此殊榮挹注 6,000 萬歐

元支持，根據施泰爾馬克邦的創意產業總經理 Eberhard Schrempf 於 2003 年的受訪影片表

示，此資金預計用於新的專案，其中一個討論了 20 年的現代藝術館建設案因此機會得以實

現，政府透過公開徵件的方式評選出現代藝術博物館的設計專案。以 A Friendly Alien 為標語

的博物館以及位於河道上的穆爾島，讓多數格拉茲的市民因此有了引以為傲的地標，這些建

築作品也吸引更多的觀光客到訪。有意思的是，根據 Eberhard Schrempf 的說法，博物館建於

穆爾河的右側以及河中間以橋串聯兩岸的漂浮平台，這些目的是為了促進兩岸居民有更多的

互動和連結。現今從河的兩岸看到林立的餐廳、咖啡廳、酒吧、藝文空間與人潮，應有達到

初衷。此外，1999 年格拉茲舊城區因幾個世紀融合各區域（日耳曼地區、巴爾幹半島及北義

大利）的藝術與多元的建築風格，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在這裡生活近半年，覺得生活機能良好、街道乾淨、車輛禮讓行人及腳踏車騎士（回台

灣後深刻感受行人路權之下位）。此外，相對其他國家觀光興盛的城市，在這裡不需要特別擔

心人身及財物的安全，整體而言是可以讓人舒適生活、有安心感的城市。 

 

 

ˇ照片中間為格拉茲現代藝術博物館 



 
ˇ位於城堡山上的著名地標－鐘塔 

 

  

ˇ穆爾島平台內有咖啡廳及戶外圓形表演空間，為紐約建築師 Vito Hannibal Acconci 設計 

 

 

ˇ照片中間的建築物為格拉茲的市政廳 



 

ˇ格拉茲每年 9月份的傳統節日(Aufsteirern)，當地人多會穿著綠色系的傳統服飾參加為期三天的慶典 

 

三、研修學校簡介 

 格拉茲有 4 所大學、2 所應用技術學院，大學分別為：格拉茲科技大學(Technische 

Universität Graz)、格拉茲大學(Karl-Franzens Universität)、格拉茲醫科大學及格拉茲音樂暨表

演藝術大學，總學生人數約 6 萬人，可說是個大學城。格拉茲科技大學除了建築系非本科生

不得選修以外，其他課程是可以任選的，而跨校(KFU)的選課除了要到 KFU 辦理共同註冊之

外，某些課程需要經過該堂授課老師同意才能選修（相關細節交換學校會於期初說明會說

明）。由於科系的關係，我在 KFU 選修比較多的課程。 

 

 

ˇTU Graz 的開幕茶會 

 

四、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1. 奧地利的社會經濟與跨國比較 

 這門課 Markus 老師將課程以不同的主題探討，各主題包含社會組織的形成與科層化、人

口統計學、家庭、教育、勞動市場、社會安全、社會不平等、移民。每週老師各講解一個題

目並帶討論，每堂課後半時間則由挑選該主題的學生上台小組報告。而我選的主題是移民，

將台灣的移民分為外籍配偶及移工兩大族群，以時間軸的方式說明這兩個族群於台灣發展進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當時國內外的政經概況，並輔以內政部的資料庫分析外籍配偶及移工，



其原始國每 5 年數量變化的趨勢。這次的報告和韓國同學、奧地利同學合作完成，小組討論

的過程可大略的了解他們國家的移民政策、影響以及他們自己的看法。 

 

2. 給理工科系的職場英語課  

 這門商務英語課程是設計給理工科的學生，Melissa 老師教學用心、內容紮實，課程內

容：正式與非正式場合的對話練習，如：初見面、有要事須先離開、客訴；期中單人報告，

挑選與所學相關的科技應用，並以課程中報告注意要點和技巧讓同學與老師評分；能源議題

的正反方辯論，應用辯論語句；職場模擬面試；撰寫履歷；2~3 週一次的主題寫作；和

Melisa 對談的期末口試。這門課讓我見識到科技大學研究生的實作能力，有位同學報告主題

是音響混音式 PA 系統，他於報告當天用拖車搬一台少說 15 公斤的自製音響來實作，報告尾

聲以手機連線音響來個重低音 POP Music，非常有意思。 

 

 
ˇ期末考前一週的小組競賽遊戲，複習課堂所學 

 

3. 德語課程 A1.1 與 A1.2 

 剛到格拉茲的幾個禮拜，五感接收到的刺激，於腦海中印象鮮明且深刻，覺得大腦對新

事物的接收顯得比平常要敏銳。9 月份平日每天早上 9 點到 12 點的 A1.1 德語課，輔以日常

環境，語言學習的部分進步地飛快。人往往可以適應得很快，幾個禮拜後，找到了在這生活

的步調，這時候，一個舒適圈又被建立了。對於外在的刺激不再敏感，學習的效率和成長幅

度也隨著課程的逐漸複雜而減少，可說是學習新語言的撞牆期。這時候找出適合自己學習的

方法就很重要了，當時候除了完成每週的作業以外，也請學伴 Lukas 帶著我複習。 

 



 
ˇ圖為 A1.1 課程的中堂休息時間。課程中，樹葉隨風往教室的方向紛飛，心中的快門已按下幾百回。 

 

五、日常生活與活動 

1. ESN 的 Mentor Program 

 ESN 在格拉茲有駐點辦公室，他們提供的學伴計畫很值得參與，除了每週三晚上的聚會

之外，幾乎每週都有戶外活動可以報名參加，像是舊城區徒步導覽、參觀格拉茲郊區的

Puntigamer 釀酒工廠、附近小鎮的旅行、Bärenschützklamm 山區健行、冬季溜冰、滑雪等活

動。透過這個平台結交來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彼此對事情的看法，比對並印證

以前從書籍、社群媒體等間接方式理解他國家文化種種的既有印象。 

 參與這個計劃的我覺得非常幸運也很感謝。猶記得去年 10 月 Lukas 邀請我和其他兩位朋

友一起到他的家鄉(奧地利最南端的克恩頓邦)觀光，第二天一早 Lukas 開車載我們前往

Nockberge 健行，對我來說，像是在爬山。而近三天的旅行在車上唱著各自國家的歌，是難

忘的經驗。此外，也感謝紹宇的學伴 Keya 和 Alex 許多的幫忙，協助我們處理在格拉茲的各

項行政手續、載我們去 IKEA 買寢具，也帶我們到 Bärenschützklamm 健行。 

 

 
ˇ離 Wiedebensee 不遠的 Nockalm Road 上合影。非常沒有默契的我們，跳了快 10 次才有三人同時離地。 

 



  

ˇLukas 的故鄉-Carinthia 

 

 

ˇ和 Keya 一行人至 Bärenschützklamm 健行 

 

2. 宿舍生活 

 格拉茲的住宿除了個人租賃的類型以外，OeAD 機構底下有許多學生宿舍，機構提供一

定的保障，但須付一些行政管理費用。此外，就我所知有許多同學住在 Moserhofgasse 宿舍，

優點是離 TU Graz、Jakominiplatz 近，不便的地方是離火車站較遠；而我選擇的是位於火車

站東北側附近的 Ghegagasse 宿舍，優點分別為：生活機能佳，附近有營業時間酷似亞洲店家

的 Spar、量販型的 Hofer、郵局、房租便宜、離火車站步行 5 分鐘、火車站外也有 Flixbus 起

訖站。不便的地方分別為：離學校稍遠，從離宿舍最近的 Babenbergerstraße 站牌搭 58 或 63

號公車前往 KFU 上課的話，單程要 10~15 分鐘；從宿舍前往火車站搭 Tram 6 號到 Graz Neue 

Technik 上課的話，單程要 25~30 分鐘。 

 談到和同層室友的生活上的默契，建議一開始先討論好生活公約，例如共同空間的分

工…等等，講清楚可使日後的相處更和諧。 

 談到做菜，碩二時研究室常買食材一起用來吃，而我只能被賦予買食材、洗菜的任務，

ˇLukas 的家人準備豐盛的歐陸早餐 



買食材還常常買錯。還記得 2017 年冬至被交代買一盒花生、一盒芝麻，結果我帶了兩盒芝麻

回來，只因為這兩盒分別被放在花生跟芝麻的標籤下…但這一切在出國後有了改變，奧地利

物價水準是高的，外食成本高，所以非得自己料理了。所謂熟能生巧，到後來可以自信地邀

請朋友來吃飯。出國前為什麼不太會做菜？很大的原因是外食太方便且到處都有價格合理的

餐館。但仔細思考，有時候過度的方便讓人失去基本的生活技能，不可不慎。 

 

  

ˇ邀請日本朋友來用晚餐 

 

3. 假期的旅行 

 這半年中安排了不少次旅行，在網路資訊爆炸的時代，有時旅行變得只是到現場把景物

和腦海中的既有的片面印象做比對而已，當旅人對這裡的歷史脈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或是和

過往生長經歷有共鳴，感受才會強烈而深刻。對我來說，旅行的深刻體驗往往發生在計劃以

外，且值得玩味的是旅人和其接觸的人各自累積生命的經驗。 

 當我在英國 Bath 及土耳其 Cappadocia 聽景點導覽員的解說，看著他們對著景物和歷史

侃侃而談，儘管是工作所需，但仍會反思自己在台灣時，對地方生活圈的人事物其來龍去脈

了解有多少、多深？試著想像自己如果接待一位外國朋友的來訪，我會帶他去哪？如何介紹

要帶他去的地方？我想我都可以為了外國歷史做行前功課並且付費了，回台灣後對家鄉必須

探索更多，閱讀、旅行…怎樣的方式都好。 

 

 
ˇ和朋友合影於 Hallstatt 

ˇ早上為自己準備早餐，做為一天的開始 

 



 
ˇ和朋友合影於 Luxembourg 

 

六、研修之具體效益  

1. 語言能力增進 

2. 增廣見聞 

3. 結識具有能讓彼此成長的特質的朋友 

4. 自我價值體系的再驗證與發展 

 

七、感想與建議 

 交換學生的計畫像是一個可組性高的積木，積木可以被組合成想要的樣子。成為交換生

的機會可以增進領域專業方面像是參與交換學校某位教授的實驗室研究；可以參與校園新創

競賽；可以透過旅行拓展見聞；可以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有時間回想、反思過去作

為…以上端看自己在這個過程設定什麼樣的目標，在半年或一年期間都是大有可為的。 

 對我來說，每一次的選擇和行動除了經驗的累積，也同時微調過往經歷留下的觀點，自

我價值體系得以穩健的發展。 

 

 
ˇ從 5樓宿舍的陽台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