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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CA Budapest｜心目中的樂園 

 

如果你不知道要選擇哪間學校，請一定要選 ESSCA 

如果你在猶豫要去哪個分校，請一定要選 Budapest 

選擇 ESSCA Budapest 是我這一生，最不後悔的決定 

 

學校介紹及課程資訊 

學校介紹｜交換生大家庭 

  ESSCA 是一間法國的私立商學院，主校區位於法國 Anger，我選擇的

是它在 Budapest 的分校。選擇 Budapest 的原因不外乎平易近人的「物

價」，而一學期交換下來更發現這是一座美麗又迷人的城市，每每旅行都會

期待回到在這邊的「家」。這間分校並沒有所謂的校區，是租當地

Corvinus 大學其中的一層樓作為教學場所，樓下的學餐是平時課間的午餐

好選擇，咖啡更是便宜又好喝。ESSCA 的學生皆由各國交換生組成，沒有

匈牙利本地生，也因此同學間感情非常好，是我交換期間的「家人」。 

選課流程｜沒有搶不到課的問題 

  在 6 月左右，ESSCA 會寄一份選課明細，其中包含可以選擇的科目，

及各科的英文簡介。可以在 excel 檔案中選擇想上的科目，再回傳 email。

不過開學還是有反悔的機會，像我本來有選 Hungarian，但後來覺得匈牙

利文太難學，就改成其他門課。（有修匈文的朋友都蠻喜歡的，所以感興趣

的人也可以試試看） 

課程介紹｜選擇不多不用考慮太多 

  ESSCA Budapest 分成 Master 跟 Bachelor，底下又再細分 Finance 跟

Management，我是就讀 Bachelor 的 Management。其實可以選擇的課

程不多，且規定修習至少 30etcs，也就是五門課。ESSCA 在學期之初才會

排定課表，每星期要上課的時間不太一定，所以有可能一天要上 9 小時三

門課，也有可能一周有四天連假，好處是交換生可以安排出國。課表在學

期中也可能因為老師請假、考試緣故等調整，上課前可以再確認一下

email，有遇過上課前臨時取消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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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修習的五門課程： 

1. Logistics（3etcs） 

  也就是物流，如果是商院學生修習過作業或供應鏈管理，就會蠻熟

悉課程內容。不過老師備課充足，ppt 詳細，外院直接上課也不會有問

題，主要要看對物流有沒有興趣。 

2. Cross Culture Management（3etcs） 

  偏向社會心理學的一門課，包含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等文化理論。在 ESSCA 上課時，身邊的同學們皆為來自不同國

家的交換生，我想這門課最重要的不是老師教了甚麼，而是從課堂討論

中，盡量與來自不同地區的同學們交流意見。 

3. Doing Business in CEE（3etcs） 

  雖然這門課跟下一門的內容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有三位老師分別

授課，因此課程內容龐雜無法有效吸收，對課堂沒甚麼深刻印象。 

4. CEE Economics and Politics（3etcs） 

  兩位講師分別授課，一名是匈牙利本地的教師，一名是從 ESSCA 

Anger 過來的法國老師。兩位老師上課都會介紹很多匈牙利歷史、經濟

成長趨勢，及整塊中東歐體制的演變，還有一節課直接帶我們到市區

walking tour，邊走景點邊介紹城市淵源。平常讀歐洲歷史大部分侷限

在英、法等大國的背景，這是蠻難得的經驗可以從當地老師的口中認識

中東歐。 

5. Consumer Behavior（3etcs） 

  消費者行為是我本學期最喜歡的課程，老師除了英文超好完全沒口

音，而且真的在行銷界打滾多年，經驗很豐富。上課介紹很多消費者心

理及理論，不過一定會附加舉例，讓我們熟悉這些理論與實例的連結。

期中期末考試題型分為選擇、是非與一題問答題，只要上課有認真聽，

複習 ppt 內容，可以拿到蠻不錯的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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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及文化交流 

交通｜不怕回不了家 

  Budapest 市區不大，交通非常便利，除了有 24 小時的黃色電車

Trem（這點真的大推！！Party 到半夜都還有車回家），還有類似捷運的

Metro 及 Bus，幾乎各處都有大眾交通工具可以到達。交通票有分季票/月

票/十次票/七日票，有沒有學生證價差很大，不幸的是 ESSCA 不會給學生

證，所以無法購買學生票。所以我都買十次票，去學校及市區大多用走

路，搭 trem 或公車可以偷偷逃票，我都把票帶在身上，看到查票員再刷

票，沒看到就沒刷，十次票用完再買。（註：以上為壞示範，逃票要小心不

要被抓到，抓到罰 8000 福林/次） 

飲食｜練習廚藝的時間到了 

  不得不說，匈牙利外食很難～吃！他們的主食就是 Goulash 牛肉湯，

一般口味會比台灣來得更鹹一些，不到一周的時間就會非常想念台灣食

物。也因此廚房就會是交換生的好夥伴！建議帶一些調理包、咖哩塊過

去，完全沒下廚過的我自學了許多料理，算是訓練了自己的廚藝，外加體

會道地國外留學生活。 

  好處是匈牙利外食單價跟台灣差不多，去玩西歐旅遊就會對這邊物價

很感動。吃膩歐洲食物的話，可以去吃越南餐廳的牛肉河粉 pho，或日

本、韓國人開的亞洲餐廳。另外有非常多價格合理、氣氛優美的咖啡廳及

早午餐店，很適合坐一個下午用電腦打報告。 

在此推薦一學期下來的心得： 

 匈牙利餐廳：Drum café Budapest、Menza Restaurant、Frici Papa 

 早午餐店：Zoska Reggelizo Kavezo 

 學校附近美食：Smart Kitchen、Leves、Pasta Point 

住宿｜眼睛要睜大挑 

  學校除了沒有宿舍，也不會主動協助找房，雖然有說 Orientation 期

間會協助還沒找到住宿的人租房，但還是建議出國前就先把房子確定。

ESSCA 學校網站上有提供幾間房仲公司，我是與仲介 SRS-Budapest 簽約

租房，當初選擇這間仲介公司主要是因為有跟 ESSCA 簽約，匯款上相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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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另外，這間房仲專門受理外籍生、交換生的租屋需求，海外 email

回覆快速，簽證需要的文件都可以跟他們聯絡取得。因為是 fall 

semester，當初承租期由 9 月至 1 月，不過學校比較早開學，所以早在租

期前一個多星期就抵達 Budapest，那時候仲介有幫我安排另一間房間「免

費」居住 8 月底那段期間。一開始人生地不熟，所以有付 30 歐請房仲來機

場接機，並直接載我到 8 月期間的暫時居所，處理簽約與押金事項。 

總而言之，以下規列幾點與 SRS 租房的優缺點，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優點 

1. 簽約付房租安全有保障，不用擔心遇到假房東 

2. 簽證所需文件、房子問題都可以聯繫房仲（適合懶人） 

3. 提早抵達不用自己找住宿的地方 

4. 房子設備不錯，至少我住的很舒適 

缺點 

1. 房租可能略高一些，我一間 3 坪左右的單人房 270 歐/月，另外再收

20,000 福林/月的水電瓦斯費，多退少補 

2. 強制收取清潔費，五個月下來總共 25,400 福林。每個月會有 cleaning 

lady 來打掃，但打掃得不太乾淨，很雞肋 

3. 租期至少要 5 個月，最後 1 個月到處旅遊會有點浪費 

生活空間及機能｜除了爽沒有其他形容詞 

  我在 Budapest 的租屋有兩位室友，我們三位分別就讀不同學校，不

過都是一學期的外籍交換生。每個人各有自己的房間，共用廚房、衛浴等

公共空間。房子地點位在地鐵 M2 線上的 Corvin Negyed 站，旁邊也有 24

小時的 4、6 號電車。隔壁是 Corvin Plaza 大型 Mall，裡面有超市、郵

局、DM 藥妝店、藥局、德國超市 Muller，日常用品應有盡有。距離

ESSCA Budapest 走路 15 分鐘內，這半年來我都走路去學校，非常推薦這

個地點！！ 

文化交流｜日常活動 

  電子報中會有對日常生活更詳細的介紹，包含平常可以從事的休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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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歐洲學生最愛的 party 文化。雖說歐洲與亞洲文化的確有蠻大的差

異，像是與同學見面會互親臉頰這件事，在台灣就絕對不會發生。出發前

或剛抵達也難免會有焦慮、害怕、甚至思鄉等情緒，不過相信我，所有負

面情緒很快就會瓦解，到最後留下的是滿心的感激與喜悅。外國人都很樂

意，也很會聊天，只要我們敞開心胸，不只英文對話會神速進步，還可以

交到意想不到的好朋友。 

交換需注意之事項 

學生簽證 強烈建議！！！早點打電話預約面談！！！ 

  當初為了等 ESSCA 那邊的許可信，拖到 6 月底以後才打電話預約面

談，但辦事處那邊每周只有二、四兩天接受面談，所以最快只預約到一個

月後的 7/25。面談過後還要等一個月簽證才會下來，算我幸運在搭飛機當

天 8/23 順利拿到簽證。建議在 6 月中前，確定房子合約後，就可以打電話

至辦事處預約 6 月底至 7 月初的面談，時間上比較充裕。 

  就算不幸真的沒有成功申請到簽證，據朋友的經驗也是可以到匈牙利

當地再申請居留證，也就是持台灣申根免簽入境。不過程序會拖得更長一

些，除了資料要備齊，確保沒有缺漏，移民署的辦事效率也不太樂觀，可

能會拖一段時間才能拿到居留證。 

學生簽證所需文件： 

 申請表（匈牙利在台辦事處下載） 

 護照正影本 

 學生證正反影本 

 2 吋證件照 2 張 

 機票證明 Flight Ticket 

 住宿證明：房屋租約 Contract 

 房東的產權證明 Ownership Certificate 

 英文版申根醫療保險證明 Schengen Health Insurance 

 3000 美金的存款證明 Proof of Deposit（去銀行開財力證明） 

 ESSCA 入學證明 Letter of Accepetance 

 政大在校證明 Certificate of Enrollment 

 政大的繳費證明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NCCU & ES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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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跟 Cherry 要政大跟 ESSCA 的合約，上面會註明只需繳交政大

就讀學費） 

 簽證 60 歐費用繳款證明 

居留證 

 領取地點：移民署 Immigration and Asylum Office Branch Office 

 地址：Budapest, Szegedi út 35-37, 1135 

 營業時間：（可能有變動，建議先確認） 

週一 08:30-13:30 

週二 13:00-18:00 

週三 08:30-12:00 （這天只開放給學生） 

週四 08:30- 13:00 

週五 08:30- 12:00 

  上述簽證所需的文件都可以準備一份影本帶去交換，除了在領居留

證時，櫃員可能會跟你索取資料，出入境也可避免海關刁難。我總共出

入了移民署三次，而最佳情況是兩次，第一次直接拿申請表及地址卡，

不用排隊，第二次排隊等候領取居留證。我會去三次是因為準備要領的

時候，櫃員才跟我說我的卡還沒製作完成．．．只能說不要期待匈牙利

的辦事效率，也不用急著一到就去領，因為可能還沒做好。 

治安｜偷拐搶騙等問題 

  大多數來到歐洲交換的同學會最擔心治安問題，其實以我個人經驗來

看真的還好，沒有想像中嚴重，只是隨時要注意個人隨身物品。我習慣將

手機、錢包等貴重物品放在隨身斜背小包內，永遠都背在身體前側，遇到

人多的地方會用外套遮蔽，或直接背在外套內側，並以手蓋住拉鍊處。半

夜 party 結束後結伴回家，盡量不要讓自己喝太醉，保持意識，相信大家

都可以安全度過半年交換生活。 

 

如果你看完了以上的生活報告及四份電子報，還有其他疑問的話， 

歡迎與我聯絡：tp953432@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