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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介紹 

天主教魯汶大學（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簡稱為 KU Leuven）是比利
時最知名的大學之一，歷史可追溯到 1425 年，當時的教宗馬丁五世為了解決荷比
盧地區學生的高等教育問題，下令在魯汶創設天主教魯汶大學，並設立醫學、神學
和法學等學院。於 1968年時分裂成講荷蘭語的魯汶（本校），和講法語的新魯汶
（UCLouvain）（兩所學校座落於不同的城市，同學選擇時要另加留意）。 

魯汶介紹 

KU Leuven 於比利時許多城市皆設有校舍，包括布魯塞爾、根特、安特衛普和魯汶
等，同學於前往交換前可自行選擇想要前往哪個校區進行交換，但因為主要校舍是
位於布魯塞爾近郊的城市魯汶，所以我是選擇前往此校區交換。魯汶就是一個以KU 
Leuven 為中心的大學城，學校的建築物散佈在魯汶四處，有許多上課地點甚至是在
古蹟裡。而因為是大學城的緣故，城裡大多都是學生，所以環境相對單純，治安相
較其他地方也好很多，即便是很晚的晚上走在路上也完全不用擔心。不過也因為大
多都是學生的緣故，週末時城裡就會相對冷清一些（因為當地的比利時學生每個禮
拜都愛回家，城裡就會只剩下國際學生們）。 
像大部分的歐洲城鎮一樣，魯汶也是一個環狀的鎮，從環的一邊走到另一邊大概 30
分鐘可以走完。商學院、法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的上課地點搭多都是在環內，大約走
路 10-15 分鐘都可到達，但如果是 science faculty 的話上課地點就大多在環外的
Arenberg Campus，需要搭乘公車或是騎腳踏車去上課會比較方便。學校的各種
行政單位也都設立於市中心，例如University Hall（領學生證的地方）、 Housing 
Service(於租房時有任何問題都可前往詢問) 、International Office 等都集中於靠
近市中心的Naamsestraat 上。 
 
附上我最喜歡的魯汶舊市政廳，
就在Namesestraat 上，但現在
已無再營運，好像也不能進去參
觀，不過光是能看外觀就已經很
棒了！每次從車站回家都會經過
但每次看都還是覺得好美，怎麼
看都不會膩，尤其是傍晚局粉色
的夕陽灑落在建築物上的時候
（喜歡程度甚至勝過布魯塞爾的
金碧輝煌市政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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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 

1 選課流程 

在確定交換資格後，魯汶的相關負責人就會通知你前往交換前須先繳交給校方的所
有文件，其中一項就是你的 Learning Agreement (LA)。 
LA 總共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是於 LA上填寫有想要修習的課程，而所有學期課程
皆可在學校官網查詢到。魯汶校方是建議同學修 21到 30 ECTS，但如果是想學習
同時又想旅遊的話，就要自己斟酌一下究竟該選修多少 ECTS囉～個人建議是修習
3-4 門課就很夠了，因為魯汶校區開設的課程為Master 較多，所以 loading 相對
也會比較重一點，因此如果想玩但又不想被當的話還是建議量力而為哈哈哈。於 LA
上填寫完想要修習的課程後，要先寄給政大OIP 的負責老師簽名後回傳，才能傳給
魯汶的負責老師。不過也不要修太少學分，否則政大這邊可能是會拒簽的，還是要
18ECTS以上比較保險。 
第二階段就是等到正式開學後。開學後的前兩週和政大一樣可以自由的加退選課
程，加退選的話要○1自己上 ISP(Individual Study Programme，在 KU Loket 裡
找)修改選擇的課程並送出○2如果課程有更動的話就要修改原先的 LA並再次寄回給
政大負責老師簽名後回傳給魯汶校方。比政大加退選好的地方是完全不用擔心會選
不上任何課，也不必搞什麼加簽校園RPG，只要完成上面兩件事情就可以上到你想
要的課了。 
在 ISP 系統上選完課之後也要記得到 KU Loket 內的 Individual Examination 
Schedule（IES）上登記期末考的時間，雖然學校名義上說可以自己選擇想要的考 
試時段，但若期末考是筆試的話通常只會有一個時段選項，並沒有辦法選擇其他時
間。不過還是要記得上去點選考試所開設的時間。 

1 課程查詢及詳細資訊 

學年所開設的課程和課程詳細開課資訊都可以在 
https://feb.kuleuven.be/eng/international/information-package/courses 
上點選你交換的校園查詢，以下以商學院作為查詢範例說明。首先課程會有四個種
類，基本上所有課都是可以選的，但 Leuven Campus 學士的課程沒有像碩士開的
多，所以如果對學士開設的課程比較不感興趣的話可以選擇有開放給學士選修的碩
士課（學士課程上學期的偏向管理類，下學期的偏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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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自己有興趣的課程後就可以在裡面看到所有課程的詳細資訊 

 

 

 

1 課程經驗分享 

魯汶的上課方式和政大其實還滿相似的，台上老師講課，台下同學聆聽。不過老師
相對喜歡提問以及同學互動，也都會於課前上傳閱讀資料和內容，鼓勵同學於課前
先預習過再來上課，以利上課與老師討論。 

這學期總共選了 3門課，分別是 

! Brand Management – 這堂課是所有三堂課中最硬的，有一個團體報
告和一個期末考。團體報告需要幫一個品牌做 360度的品牌經營分析，
繳交 20頁的紙本報告，佔總分的 25%; 期末考則是開放式問答（雖說是
開放式但其實是有固定答案的，真的是要把老師上課講過的實驗和數據
都記下來為佳），考試成績佔 75%。個人認為期末考的考試方式是有點
死板，很多定義和例子就是要死背，像在背注釋一樣。但撇除考試的部
分來說，如果對品牌相關的東西本來就比較有興趣的話還算蠻有趣的，
教授也算蠻活潑的。 

!  

填寫於LA上的課程代碼 

課程開設學期（半圓形為一學期，圓形為學年課） 

課程評分方式（很重要！很多課都是只會有一次期末考，期末考成績即
決定你的學期成績，大家要自己先看清楚再依照自己的學期規劃決定要
不要選） 

選課前看一下是否有具備 recommended 的 previous 
knowledge，以免上起來會太吃力  

點進去可以
看到上課的
時間和地點
等，利於安
排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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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Marketing - 原本一直以為這堂課是會教社群媒體行銷，所以對
於行銷充滿熱忱的我滿懷期待地去上了課，結果沒想到和想像的完全不
一樣。所謂的 social marketing 是透過強調的是如何透過 campaign
去改變 certain social behavior，focus 比較多在社會的議題上而非行
銷上。行銷大多就圍繞在 4P和 System 1&2而已，所以如果是想要精
進行銷技巧的話不建議選這堂課。不過這堂課只有一次期末考而且期末
考的一大部分是老師會讓同學在考前就先準備好答案的，就是要自己設
計一個 social marketing campaign1，400字上限所以其實很好寫，
而且寫得好的話考試成績就穩的了。因此如果是有創意且具備基本行銷
知識的話，選這堂可以說是涼又甜。 

!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World 
War II – 雖然個人對歷史比較沒那麼有興趣所以對課程內容沒有太多感
想，但這堂課也絕對是涼甜大代表，整學期就作業兩篇 600-700 字的歷
史事件分析文章和期末考一篇 open book 的 1000 字分析論文。期中
老師還會帶大家到布魯賽爾的歐盟總部參觀，因此有想前往歐盟參觀的
同學可以考慮一下這堂課。 

 

生活須知 

1 住宿 

住宿想必是大家在選擇學校時最在意且最讓人頭痛的一點，所以在此分享幸運排到
學校宿舍的經驗給大家參考，排到學校宿舍真的能省去非常多的麻煩！首先KU 
Leuven 是沒有保證交換生宿舍的，但負責人會釋出少量名額（真的非常少大概 20
個）而且好像是先搶先贏的所以請務必密集關注負責人所寄出的 email。當初和同行
的夥伴就是剛好在第一時間（大概台灣時間晚上 9:30）就看到負責人寄來的信然後
在半小時內就回覆了，所以才能幸運排到宿舍。另一位朋友則是拖很久才回覆然後
就沒排到，就必須到魯汶當地之後自己找房子，當事人口述說自己找房子的過程真
的是非常的麻煩且 stressful。不過魯汶 private market 的房子其實頗多，不用擔
心會租不到房子露宿街頭，需要的只是時間跟足夠的積極度（真的要很積極，因為
就算求助 housing service 也是要排序號的，會排到天荒地老） 

當初學校提供的住宿選項總共有三個，但關於宿舍的詳細資訊實在是不多，因此以
下為大家列出我後來觀察到各自的優缺點（下頁）。後來是選擇住在Sedes 
Parkstraat，個人非常的喜歡，因為離哪裡都蠻近的，推薦一樣懶得走路的朋友選
擇這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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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es 
Parkstraat 

優 � 離市中心最近（離oude markt 走路只要五分鐘，這很重要） 
� 到車站的話只要搭公車兩站 
� 整層樓都是交換生，很好認識朋友 
� Common room非常舒適好用 

缺 � 沒有洗衣機，需要去外面洗（外面洗衣很貴） 

Camilo Torres 優 � 有洗衣機，費用比外面便宜 
� 廚房每日有人打掃 
� 離亞超比較近 

缺 � 離市中心較遠，大概要走十五分鐘 

Studentenwijk 
Arenberg 

優 � 在樹林裡，非常清幽，空氣很好 
� 離體育館很近 
� 附近有洗衣機，費用比外面便宜 

缺 � 離市中心非常遠（在環外），沒腳踏車的話很不方便 

另外，若打算先前往當地再找房子或是你到達的日期離學校宿舍入住日期還有一小
段時間的話，可以向學校申請先住在Guest House。Guest House 其實就像宿舍
一樣，專門提供給暑期學校或是短期學術交流的職員住。雖然在離市中心比較遠一
點點的地方，但價格比起旅館便宜很多。Guest House 最長可以住一個月。 

1 交通 

! 魯汶境內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個懶人的話那你看對地方了！本人就是一個能不走路就
儘量不走的人，因此擁有公車卡和腳踏車，去哪都輕鬆又方便。其實當初
擁有公車卡是個美麗的錯誤，是在 register 時不小心按到了要買公車卡，
但實在是值得啊！公車卡一學期為 25歐，看似小貴，但其實搭一次公車的
單趟就要 2.5 歐，搭個十次公車卡就回本了。不過公車卡只能在魯汶用，
但還是超值的，因為出國時每次都必須先去車站搭火車，所以只要光是出
國五次就值了（行李不管是用拖的或是用背的都挺重的，懶人我本人真的
無法這樣在石子路上走二十到三十分鐘）大力推薦大家購買公車卡。除了
公車卡以外，腳踏車更是你不可或缺的好夥伴，讓你只要上課前五分鐘再
出門就好，尤其如果不是住靠近市中心的話就更需要腳踏車！而且魯汶是
非常行人/腳踏車友善的，騎在路上連公車都會讓你。配上歐洲涼涼的天氣
和美美的街景，真的有彷彿置身在電影裡的感覺。唯一缺點是有些石子路
挺難騎的。腳踏車我是在Velo 租的，因為當時只知道 velo。Velo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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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都挺大的，所以身高不高的我只能選最小台的小白。不過到櫃台要租借
的時候，櫃檯居然說小白這種車型的合約一次必須簽半年，不能夠用月
算，所以等於就是多付了一個月的錢L 覺得被坑。聽說有其他家是用月算
的，大家可以在比較看看哪家比較好。 

! 比利時境內 

不論是要出國或是國內旅遊都需要搭火車，這邊就來給大家傳授SNCB
（比利時火車系統）大補帖! 

首先，因為每次出國不論是要去搭飛機或是去搭巴士都需要先搭火車到布
魯塞爾，因此請大家去火車站櫃台購買 student ticket 十次卷，如此一來
每次搭火車就只要 2歐多，便宜非常非常多。Student ticket 只需要拿大
頭貼、入學證明、護照到櫃台即可購買，記得將 destination 定為
Brussels Zone，就可以開開心心的搭到布魯塞爾的各個車站。要去搭
Flixbus 的話就搭到North or South(Zuid); 要去夏洛瓦機場的話就搭到
South。但如果是要到布魯塞爾國際機場（Brussels Zaventum）的話就
不能使用這個卷，因為機場的票要另外加機場稅，所以必須單獨購買。 

再來，國內旅遊的話可以在SNCB的 app 上購買 Youth ticket 十次卷
（一次除下來是 5.6 歐）;若有人跟你一起同行的可以購買Duo Ticket(一
次一人是 2.9 歐) 

1 電信 

前往歐洲之前有先購買兩張網卡，可以用一個月，不過建議大家應該是買個夠用兩
個禮拜就行了。電信我是選擇Mobile Viking，因為申請方式非常方便，只要到他
們官網上註冊，sim卡過兩三個工作天就會直接寄到你的住處。拿到後只需要輸入
pin 碼就可以馬上 activate，而且還可以呼朋引伴自組團隊已獲得每個月 extra 的
網路額度。基本上歐洲的電信都是可以跨國使用的，大家可以安心開啟漫遊。 

 

文化交流 

學校的 orientation 活動是從開學前一週到開學第二周結束為止，為期總共三個禮
拜。會舉辦各種團康活動和演講和 tour，大家可以挑選自己喜歡的自由參加。本人
算是超級怕交不到朋友所以第一週是每天都參加了迎新的活動，但到最後實在是太
累了而且有些團康實在是小尬，因此也是建議大家挑幾個參加就好。不過 city 
guide tour 是強烈推薦大家參加的！會由當地的學生和老師帶你走訪魯汶大大小小
的點和街區，可以快速了解當地的環境，否則初來乍到的時候真的是覺得路難認到
一個不行。除此之外還可以認識朋友，比團康遊戲更能交到好朋友，因為在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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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的路程中能夠和同行的同學有比較多的對話，自己和身邊的朋友都在 city tour
交到了很棒的朋友！迎新活動結束後也可以邀月剛認識的朋友們一起到 Pangea 喝
咖啡玩桌遊，順便認識更多新朋友! 

 

交換注意事項 

1 簽證 

比利時的簽證申請就是出了名的又貴又麻煩，所有簽證申請所需繳交的文件可於
https://taipei.diplomatie.belgium.be/zh-hant/coming-to-belgium/visa/long-
term/studying-in-belgium 查看。其中財力證明的部分我是採用Blocked 
Account 的方式，blocked account 簡單來說就是先將一筆錢匯到學校的帳戶以
證明你到當地時會有錢可以支付一般生活所需，等真的到當地並開立銀行帳戶後學
校就會每個月定期定額將 blocked account 裡的錢退還給你。以交換一學期來說，
KU Leuven 會要求總額 5700歐元的 blocked account transaction。學校對於
這些服務的回覆和辦事速度都很快，大家可以不需要太擔心。 

1 行李 

當初帶的行李加起來應該是比我人還重的，幾乎可以說是什麼都帶了（因為搭乘阿
聯酋航空的話學生票的托運行李可以 40公斤，手提行李可以 8公斤，然後我又再
背了一個大書包） 

衣服：我帶最多的，因為必須每天都穿漂漂亮亮哈哈哈。不過這邊也是有很多台灣
常見的品牌可以買的，價錢也都差不多，有時候打起折來還更便宜，所以其實可以
不用帶到過多，否則到時候要回台灣的時候可能還得丟掉一些。但是防寒防水的外
套絕對是必帶！因為比利時實在是太愛下雨了，但是那種不知道該不該撐傘的那種
毛毛細雨，因此冬天有間有帽子的防水外套是很重要的（而且這邊的人不知道為什
麼都不撐雨傘的）圍巾可帶可不帶，因為歐洲賣的圍巾更可愛哈哈哈，可以自行斟
酌。 

藥：在出國前有先到診所去請醫生幫忙開常備藥，出去旅遊時記得隨身帶著！因為
歐洲天氣日夜溫差大有時候真的容易著涼。隱形眼鏡的話請多帶幾副，生理食鹽水
可以帶那種一整排的，出門旅遊的話很方便攜帶。 

美妝：歐洲當然也都有平常在台灣專櫃或開價也會看到的歐美大品牌，不過產品就
是比較專為歐美人士推出的（例如粉底液也都是較適合歐美人士的粉調而幾乎沒有
黃調），所以如果也是美妝重度需求者的話請先把所有產品都好帶滿，以免來了用
完後實在是難再買到同款或是適合的。（像我氣墊粉餅只帶了個已經用一半的，後
來快用完時就發現找不到任何地方有賣氣墊粉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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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食物也是怕鄉愁直接不小心一個帶太多，但其實都捨不得吃所以到最後還要
狂吃才消得完⋯因此建議大家帶最喜歡的幾樣就好了。零食的話歐洲有好多特別的
零食可以買，這裡特別大力推薦樂X洋芋片在比利時有特別推出美乃滋口味，真的
是大拇指，好吃到不行。 

哩哩摳摳：剪刀、指甲剪、暖暖包（貼式）、枕頭套（床包可以不用因為那邊的床
都特長，台灣的床包 size 可能不符合）、睡衣（可多帶一些）、萬國轉接頭 

至於電壓轉換器實在是完全不需要帶 ，因為現在的 3C產品的充電頭都有自帶變壓
功能，而其他一些高功率的電器（例如吹風機）即便變壓後也容易因為高功率而燒
壞，因此高功率類的電器建議到當地買就好。 

1 居留證 

居留證的部分只要在開學確定有固定住址後將要求的 registration 相關資料傳給學
校，校方就會自動幫你把資料交給市政廳，大約兩週內就會可以去市政廳領取
Annex 15，並會收到市政廳的信通知你可以申請居留證。申請後順利的話大概兩三
週就會拿到了。 

 

最後真的要超大力推一下KU Leuven 和
魯汶這個城市，在這裡遇到的人事物都很
美好，是個充滿活力但同時又很 chill 的
地方！KU Leuven 學校和 ESN經常舉
辦很多實用的演講和有趣的活動甚至是跨
國旅遊; 魯汶市政府也不時會舉辦好玩的
嘉年華或是各式各樣的活動。從魯汶搭火
車到布魯塞爾也只要二十分鐘，真的非常
的方便，而且街道比布魯塞爾乾淨很多，
治安也好很多，是個讓人安心且放鬆的地
方。另外也大推比利時，真的去哪裡都很
方便，鄰國非常多，搭飛機去哪也都只要
大概一個半小時。國內也有非常多像童話
故事一般可愛的小鎮值得去探訪。比利時
人也都相對的友善而且英文水平很好。真
心真心的推薦給大家<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