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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 Leuven 介紹 

當初會選擇這間學校，完全是沖著他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大學城來的。如果你下了魯汶

火車站後對著某位路人問魯汶大學在哪裡，你大概會得到一句：「這裡就是魯汶大學。」 

 歷史 

比利時荷語魯汶大學(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簡稱 KU Leuven)，位於布魯

塞爾以東 25 公里的魯汶市(隸屬弗拉芒-布拉班特省)，是 1425 年由教宗馬丁五世下令

成立的天主教大學，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學。不過如果你和我一樣是一

位在決定離家出走前會做足功課的人，或許你會發現比利時也有另一間魯汶大學──法

語魯汶大學(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簡稱 UCLouvain)，那是 1968 年由

原本魯汶天主教大學分裂的旁支，位於瓦隆-布拉邦省內的奧蒂尼-新魯汶市。兩間學

校的分道揚鑣，是比利時弗拉芒語區 (荷蘭語的分支)和法語區劃線分明的最佳例證。

所以參考資料時要留意一下，別弄錯了！ 

 校舍分布 

KU Leuven 在比利時是首屈一指的大學，尤其在科研方面近幾年皆坐擁「歐洲最佳創

新大學」的封號，可想而知儘管 KU Leuven 算是一座多元大學，但理工乃是 KU 

Leuven 的強項。所以在這裡不難結識來自理工領域的友人。雖然 KU Leuven 的各個

學院分布於魯汶市各處、錯落於學生宿舍和店家之間，但不同領域的學院還是採取群

聚的方式設立──大體而言，經濟學院、社會科學院和法學院坐落於魯汶市環內的市中

心周圍，醫學院位處魯汶市環外西邊一帶，理工學院則位於魯汶市環外西南一角、散

布在阿倫貝格城堡附近。對於身為經濟學院的學生來說，基本上上課的教室以及有機

會前往的行政大樓(KU Leuven University Hall)、住宿組(Housing Service)、健康中心

(Health Centre)和國際事務處(International Office)都集中在 Naamsestraat 這條路

上，選住宿地點的時候可以考慮找附近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魯汶校區之外，

在申請交換計畫時 KU Leuven 會詢問欲至魯汶校區、布魯塞爾校區、還是安特衛普校

區交換，不同校區所提供的經濟學院課程不盡相同，在做選擇的時候可將課程、生活

環境等等考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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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 Leuven University Hall 

 

課程資訊 

 課程簡介 

身為比利時數一數二的國際型大學，KU Leuven 提供了不少英語課程予國際學生，但

不同校區針對學士生和碩士生提供的課程數目不同。如果是學士生去交換的話，布魯

塞爾校區提供的課程選擇較多；而碩士生在這三個校區的課程選擇皆比學士班來得多，

不過魯汶校區提供的課程比較偏量化分析，而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校區則提供比較多

實務管理等質化課程。因為不能跨校區選課，所以勢必得做出取捨，不過在同校區跨

院選課是行得通的，只是最好還是向經濟學院(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簡稱 FEB)的經辦單位確認過比較保險。除了較為硬梆梆的學術課程之外，魯汶校區也

有提供歐洲相關的文化課程(Study Abroad Programme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Society ，簡稱 PECS)以及外語課程予交換學生，學士生和碩士生皆可修習，外語課程

的部分除了荷蘭語以外其他都是要額外付費的。 

 上課方式 

當初在選課的時候我內心也是交戰了一番，因為對專業課程、文化課程以及語言課程

都滿有興趣的，但考量到想安排時間旅遊以及 KU Leuven 考試得分不易的問題，最後

我只選擇了 3 門碩士班課程──分別是 Strategic Financial Management、Reporting 

for Banks、Reporting for Insurance Companies。KU Leuven 的教學方式和台灣類

似，大部分時間是老師在台上講課，學生在台下聽課抄筆記，碩士班的課比較有機會

因為班級人數較少，所以老師在課堂上有時會點學生回答問題。我個人的感覺是 KU 

Leuven 的老師主要分兩種，如果是一般教授的話學術底子都很強，感覺都有各自十分

投入的學術領域，如果把握機會私下請教相關領域的話會獲益良多；而有些課程則是

由專業的業師指導，像是 Reporting for Banks 和 Reporting for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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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es分別是由擔任歐洲監管機構的委員以及比利時 Deloitte的業師所開，如果

沒有相關背景會修得很吃力，同學也清一色是當地的碩士班學生。 

 評分機制 

KU Leuven 有許多課程的評分依據都是幾份作業加上一次段考，而只有一次期末考的

課程也不在少數，尤其是學士班的課程。所以課業和旅遊的時間安排上就很重要，像

我就是玩一玩發現時間不夠索性犧牲掉耶誕假期。(不過跨年期間還是玩了一波~) KU 

Leuven 期末考的時間和大部份歐洲學校不太一樣，安排在跨年後，所以基本上當你還

在逍遙時其他學校的同學已經水深火熱，而當他們解脫時就沒人和你一起同甘共苦。

在評分標準上，分數會落在 0~20這個區間，10分以上就算通過，12分以上就代表不

錯了。一門課容不容易通過端看老師的出題方式和評分寬鬆度，但碩士班的課比較不

易拿分。如果希望課業和旅遊並重的話，4 門課我覺得是極限。而如果你和我一樣想

聽不同的課但又不想被考試綁住的話，其實可以修習那些自己想要認真學習的課，其

他的課則採用旁聽的方式，有些老師會開權限給想旁聽但沒修課的學生，若想取得該

課程的上課資料只要到課程網站 Toledo 去註冊那門課就可以了。 

 選課流程 

在跑完 KU Leuven 的交換申請流程之後(這個時候要前往哪個校區交換已經確定)，對

方的承辦人員會請你填寫一份 learning agreement，在這份表單上你需要填寫交換期

間欲選修的課程，並交給商學院 OIA 的承辦人員簽名後掃描回傳給對方的承辦人員。

正式開學後的 2 周內，KU Leuven 的學生皆可透過該校的選課系統 ISP(Individual 

Study Programme)進行選課，這段期間仍可調整欲修習的課程，不過一旦最終決定

想修習的課和當初不一致的話，交換生必須將有調整的部分填寫在 learning 

agreement 上，一樣掃描寄給商學院 OIA 的承辦人員簽名後，再寄給對方的承辦人員。

另外，KU Leuven 許多課程會提供多個考試時間，在選課的這段時間別忘了進入另一

個考試時間登錄系統 IES(Individual Examination Schedule)勾選你想要的考試時間。 

 

生活與文化交流 

 Orientation Activities 

KU Leuven 的 orientation activities 橫跨開學週前後一週，共三週。 

開學前一週是國際學生接踵而至的密集週，因此學校每天皆提供 registration session

以及 city tour 供新生參加，這兩個活動需要事先上網預約。在 Registration session

中，除提供申請居留證、住宿、腳踏車、垃圾分類等生活資訊外，也會請學生勾選申

請 bus pass、sports card、culture card 的意願，其中除了 sports card 是免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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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 pass 和 culture card 都各要 20 歐，如果想要 bus pass 綁 Mobib card1的話則是

25 歐。參加 registration session 後，大約隔一、兩天就可以到行政大樓領取學生證

和一張繳費單(包含 bus pass 等費用)。由於之前有發生過有學生申請 bus pass 結果遲

至學期快結束時才拿到的離譜事件，因此這次感覺行政效率有變高，我 9/18 參加

registration session 申請 bus pass 之後，9/24 就收到 bus pass，但也有朋友遲至 10

月中才收到。至於 bus pass 的必要性我覺得見仁見智，如果你打算都用腳踏車代步，

又或者你的住處前往教室和火車站搭公車都顯得不方便的話，買 bus pass 就有點多餘，

像我基本上覺得走路走一走就到了，所以沒怎麼在用 bus pass，而且 Google Map 上

顯示的公車時間也不完全準確，聽有些朋友說公車也滿常誤點的。但如果你覺得走路

一趟就要 15~20 分鐘很遠，或是不喜歡下雨出門還要撐傘走路，那辦一張 bus pass

算是滿划算的，因為單趟公車票要 2 歐，十次券 16 歐(要事先至雜誌店或小超市購買)，

只要搭 10 次就回本了。另外開學前一週我也參加了 Dutch Crash Course，印象中有

開兩個場次，這個活動算是一個荷語課的暖身操，讓你淺嚐一下學習荷語的感覺。老

師上課很活潑，不過因為不覺得一個學期內能學好這個語言，所以我最後沒修荷語。 

KU Leuven 的開學週基本上由不同學院的 compulsory information session 拉開序

幕，顧名思義這個 session是強制的，每個學院辦的 session時間不同，內容就是針對

該學院的選課、考試、評分方式以及行政人員作介紹，也會有一些 city tour 或是跑大

地的活動。針對希望之後能利用學校運動設施的學生，KU Leuven 也提供一週的

Sports Kick-off活動，內容滿豐富的(有運動場館介紹、弓箭課、瑜珈課等等)，記得到

課程網站 Toledo 報名，名額有限先搶先贏。我當初報名了弓箭和運動場館介紹，但沒

注意到 KU Leuven 的運動場位在阿倫貝格城堡那一帶，從市中心走路要 30 分鐘，結

果整個大遲到沒參加到弓箭課程，整個殘念。KU Leuven 的運動課程收費標準不一(有

些免費)，想在學期間動動身子的話可以向運動場服務台索取 Sports Guide 參考，但

學期間的每堂課都要事先報名。另外，開學前後兩個周末也有舉辦一些活動像是總圖

巡禮、Stella 酒廠參觀、腳踏車一日遊等，相關門票集中在開學前一週某個下午開賣，

一樣先搶先贏。我滿推參觀 Stella 酒廠的，不但能認識魯汶最普及的啤酒 Stella 的製

造過程，參觀完後還送了 2 瓶 1 罐的免費啤酒，單喝加菜都好用。 

 學生組織 

其實 KU Leuven 開學那段時間的 orientation activities 有很大一部份是由各種學生組

織貢獻的，所以這邊簡單介紹一下身為經濟學院的交換生大概會接觸到的組織： 

                                                   

1 Mobib card：比利時的交通儲值卡。(如果只會搭魯汶的公車和比利時境內火車的話，我個人覺得不

需要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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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O：KU Leuven 校級的學生會，對外代表 KU Leuven 全體學生，對內則

協調各學院的學生組織，其內分為體育、文化、國際事務 3 個部門。交換生

有機會參與 LOKO 國際事務部門針對國際學生所舉辦的各種活動。 

 Ekonomika：經濟學院下的學生組織，所舉辦的活動大部分只限經濟學院的

學生參加。 

 Pangaea：KU Leuven 一個促進跨文化交流的組織，常會舉辦歡迎國際學生

和比利時學生共同參與的活動。該組織也提供一個學生可以交流和休憩的場

所──Pangaea Office，就位在 Andreas Vesaliusstraat 上，只要你花 5 歐成

為會員，就可以獲得一個 Pangea 的馬克杯以及咖啡茶飲無限期免費享用。 

開學期間你會收到來自這 3 個組織各種活動資訊的邀請信，也可以留意他們的官網或

粉專。託他們的福開學那三週我參加了 international dinner、welcome BBQ、

international party 等活動，也參與了 10 月初由 Ekonomika 舉辦的 Oktoberfest，

和一群外國同學到德國啤酒節共襄盛舉。另外，Pangaea也提供buddy媒合的窗口，

我們那次 buddy programme 的申請時限到 10/15，但就我所知並非有申請的人就一

定會被分配到，早點申請被分配到的機會比較大。我很幸運被分配到一位熱心的

buddy，在開學時協助我解決了棘手的住宿問題，學期間有空時也會約出來吃飯聊天。

如果對國際文化交流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考慮擔任 Pangaea 的志工，另外兩個組織我

沒特別聽說交換生可參加，但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問問。 

除了校內的學生組織，也可以加入魯汶的台灣同學會。(可以搜尋他們的 FB 粉專

「KULeuven TSA 比利時魯汶大學台灣同學會」申請加入) 在這裡你可以認識前來魯汶

念書或交換的台灣朋友，除了不定時的聚會和活動外，各種生活上的疑難雜症也能在

這個大家庭中獲得同鄉前輩的經驗指引。 

 生活採買 

初來乍到除了自己和帶來的行李以外，基本上可以說是家徒四壁，所以為了維持生計，

認識一些採買生活用品的管道是必須的。建議在抵達魯汶以前可以先留意幾個 FB 上的

二手物交易平台，像是「Leuven Junk Shop」和「Students second hand shop 

Leuven」，另外「台灣人在比利時」以及前述所說的魯汶台灣同學會等社團裡也不時

會有人 po 出清文，可以藉機撿便宜。 

而這邊也整理一些我去過的商店清單(和前輩應該大同小異)，供即將遠行或已經置身

異地的你參考： 

1. 電器用品：Fnac、Blokker(廚具也可在這裡買) 

2. 居家小物：HEMA(基本上應有盡有且價格便宜)、CASA、Dille & Kamille、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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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市：Delhaize(Heverlee 的東西較多且較市區那間便宜)、Match、Colruyt(倉庫

型大型超市)、Lidl、SPAR、Carrefour 

4. 亞洲超市：Circle(種類較齊全)、Everest(較便宜)、華潤(聽說是另一個新天地但因

為在環外太遠所以我沒去過) 

5. 二手物品店：SPIT(如果不介意用二手餐具的話，在這邊購買可以省很多~) 

另外，總圖廣場前面在周五上午會有市集，主要販售衣物、包包等；週六的上午到下

午四點在市中心則會有攤販擺攤，主要販售新鮮蔬果和花卉。週日的時候魯汶很多店

家包括超市都不會營業，所以食材和日常必需品等最好提前一天備好。 

 交通 

 布魯塞爾機場(BRU)到魯汶 

魯汶最為國際學生稱道的莫過於他離布魯塞爾機場的火車車程只要 15 分鐘，不

過壞消息是從 2020 年開始這段車票由 9.2 歐漲至 9.3 歐。如果想省車錢的話可

以用 Google Map 查詢機場到你在魯汶住處間的公車，據說單程只要 1.5 歐，但

可能要花上 1.5~2 小時的時間，且根據目的地和搭乘時間的不同不一定會有直達

的公車。在考量時間和轉車麻煩之下，我沒有用公車從機場前往魯汶過。 

 魯汶市內 

由於魯汶市很小，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是用腳走的。如果要租腳踏車，多數學

生會向 Velo 租借，Velo 的收費方式是根據車款收取租金再額外收一筆 130 歐的

押金，如果是租比較舊款的車，六個月的租金是 58 歐，一年是 72 歐；比較新款

的車六個月的租金是 69 歐，一年是 95 歐。想要租腳踏車的話建議早點去，除了

有比較多款式可選，要加購額外配件也比較不會碰到缺貨的狀況。另外腳踏車也

可以直接在車行或二手網站上購買，只不過向 Velo 租的好處是之後若需維修可

以免費。此外，在魯汶騎乘腳踏車必須遵守相關規範，除了避免逆向行駛，也要

裝上車燈並確保會亮，違規的罰金好像是 50 幾歐，再加上還要找車位和擔心被

偷的問題，所以我最後就決定不租了。另外魯汶市內的交通也可以搭乘公車，所

有路線皆由一家叫 De Lijn 的公司經營，每班公車都會經過火車站。車票的話如

前述──單程 2 歐，十次券 16 歐；註冊時若有申請 20 歐的 student bus pass 則

可以 1 年內無限次搭乘，但只限魯汶市內，在比利時其他城市的 De Lijn 公車是

刷不過的。 

 比利時境內 

比利時跨市鎮的交通以火車為主，購買車票除了可以到火車站櫃檯或自動售票機

購買以外，也可以下載比利時國鐵 app「SNCB」線上購買，方便省時。另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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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也有提供不限起訖站的十次券──超過 26 歲的十次券叫「Rail Pass」，一張 83

歐；26 歲以下的十次券叫「Go Pass 10」，一張 53 歐，另也可購買一次券的

「Go Pass 1」，單趟 6.6 歐。周末的時候也有 weekend ticket，不過大多時候還

是用 Go Pass 10 最划算。而比利時不同城市像是根特、安特衛普市內也有當地

的公車、電車系統，布魯塞爾市內則還有地鐵，如果持有 Mobib card 並儲值，

就可直接嗶卡搭乘，會比單買票划算一些。 

 比利時境外 

比利時算是西歐的交通樞紐，去歐洲其他國家都很方便，相信這是令多數交換生

青睞的點之一。基本上透過 Skyscanner 這個網頁都可以找到最便宜的機票，

Skyscanner 也會提供各種購買該機票的管道，不過機票最好還是直接透過航空

公司的官網購買，如果透過旅行社代購的話，後續要更改或取消機票會比較麻煩。

另外買機票的時候也要注意起飛的機場，一般大家所知的布魯塞爾機場(BRU)是

比利時國際線的主要機場，還有一個也在布魯塞爾的夏洛瓦機場 (Charleroi 

Airport，簡稱 CRL)則是許多廉航的起降地，Ryanair 就有不少航班是在這邊起

飛的。從魯汶前往 BRU 火車只要 15 分鐘，不過是均一價 9.3 歐，不得使用 Go 

Pass 或 Rail Pass(前往機場會有閘門，用 Go Pass/Rail Pass 絕對嗶不進去)；若

是從魯汶前往 CRL 的話需要先搭火車再轉公車，算上轉車的等待時間大約 1~2

小時，車費可以使用 Go Pass 加上 6 歐的公車錢。不過因為前往 CRL 的車班較

少，加上我們當時選擇的航班是上午近 7 點起飛，所以在 CRL 機場過了一夜，最

後因為機場連夜施工所以大家都睡不好。買機票另外一點要注意的是行李限額，

基本上窮學生買的最便宜機票提供的行李限額最低，其中以 Ryanair 最摳，只允

許帶一個長 40 公分、高 20 公分的手提行李。若嫌額度太少，除了在搭機前事先

購買行李額度外，也可考慮申辦一張 ESNcard(魯汶的辦理地點在 Pangaea 

Office)，可在一年內享有 8 次 Ryanair 機票 85 折及免費 20 公斤的托運行李額

度，但必須在出發一個月前購買才適用。除了搭乘飛機，前往鄰國的交通也可考

慮搭乘 Flixbus 或火車，雖然花費的時間較多但有時可省下不少錢。 

 

交換注意事項 

 行前準備 

 簽證 

比利時每年的學生簽證辦理程序大同小異，可參考比利時台北辦事處和前人分享

的 SOP。我自己備齊這些文件的順序是： 

https://taipei.diplomatie.belgium.be/zh-hant/coming-to-belgium/visa/long-term/studying-in-belgium
https://blog.xuite.net/nicolehsiao/blog/477664689
https://blog.xuite.net/nicolehsiao/blog/47766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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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學證明(當收到 KU Leuven 寄的 admission letter 後，記得按信中指示主動

請對方負責人將入學證明寄給比利時台北辦事處) 

2. 良民證(須分別經過地方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外交部領事局公證) 

3. 體檢(至杏群診所大約一週後拿到體檢報告) 

4. 財力證明(我是用擔保人的方式，也可向 KU Leuven 申請 blocked account) 

5. 匯簽證管理費 204 歐(屬「交換學生簽證-在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學習」)的收據 

6. 現場繳交上述文件以及 3 張簽證申請表、護照正本和影本、官方簽證表(荷語) 

從著手備齊各項文件到拿到學生簽證大約耗時一個月(到現場繳交文件後大約隔

週就拿到了)，勞神傷財噴了將近 2 萬元。(到辦事處繳交文件當天還會冒出簽證

費和公證費加起來將近 1 萬元的費用…) 因為我暑期有實習的緣故，所以我大概 6

月中就開始跑流程了，不過因為良民證和體檢表的效期從申請到入境比利時要在

三個月以內，所以也要衡量自己飛去比利時的時間，不要太早申請免得效期過了。 

 住宿 

KU Leuven 並不會主動提供交換生住宿，而是統一在學校的官網 Kotwijs 提供所

有學生住宿的相關資訊。房型基本上可以分成與他人共用浴廁和廚房的 kot、有

個人浴廁的 studio、及幾人合租的 apartment，價格約落在 300~700 歐之間。

如果想申請學校宿舍或學校有合作的私人宿舍的話，建議收到入學通知以後就要

申請，因為系統大約開學前四個月就截止了(2019 年的截止日是 5/2)，有些住宿

還會要求填寫自薦信。不過學校宿舍感覺不易抽到，我們那屆的台灣朋友當中只

有一人抽到學校宿舍。若沒抽到學校宿舍也可到 Xior 網站尋找，Xior 是一間學

生宿舍出租公司，營業據點分布在比利時和荷蘭的學區。這間公司的好處是他有

提供半年的租約，而且屋內若有修繕需求經反映後也會有專人處理，但越接近開

學的時候住宿可能都已經出租一空了，且往往寄信會無人回應，我 8 月時請我的

buddy 致電詢問得到的回覆是：「都租光了。」 

如果申請學校宿舍和Xior的宿舍都碰壁的話，剩下的就是向私人房東租房了。因

為學校宿舍不足的關係，所以 KU Leuven 和魯汶市政府也合作建立一個審核機

制，貼有藍色或綠色「K」字的房子就是經審核過的，基本上這些私人宿舍都可

以在學校官網 Kotwijs 上找到。然而，只交換半年的交換生在未抵達魯汶前會面

臨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學校官網上大部分的房型都只租一年以上。我當時就是

面臨這種窘境所以決定先找落地時的短期住宿再慢慢尋覓，短期住宿的部分我是

申請學校的 guesthouse，不過因為 guesthouse 在接近開學時也很搶手，我 8

月初申請時只申請到四天三夜，因此建議可以早點申請或是也可尋找 airbnb。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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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透過 buddy 的幫忙在 FB 社團「Te huur: Kot in Leuven」順利找到房子，

直接在 guesthouse 住宿期滿後無縫接軌，也很幸運地是住到有保障的住宿；另

外也有人在開學後透過學校 Housing Service 志工的幫忙找到住宿。基本上在魯

汶交換不怕沒房子住，但若要避免各種風險的話，早點看房、確認房屋狀況再出

租還是上策。 

 保險 

就我所知大部分的人是沒辦保險的，而為了保險起見我個人是有向台灣的保險公

司申請符合申根保險規格的旅平險，不過在入境時海關並沒有要求出示申根保險

證明。此外，註冊後所繳交的費用只包含責任險，如果在台灣沒保旅平險想在當

地保醫療險的話，可以向有和 KU Leuven 合作的保險公司 CM 申請，保費基本

上是以一季計算(1~3 月、4~6 月、7~9 月、10~12 月)，不論何時申請，保險範

圍皆從季初起算，要保時可以先寄信跟 CM 確認保險時間，學生的保費一個月

7.45 歐(2020 年)，保險金額基本上涵蓋 75%的醫療費用。 

 行李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都會有自己出國或是離家時個人的行李清單，所以基本上

就看你自己的需求帶即可，像是常備藥品、私人保養品等等。這邊小提醒幾個點： 

1. 冬衣的部分首重防風外套和手套，能防水更佳。(我覺得魯汶氣溫低時還好，

但風一大就會冷到刺骨) 

2. 若有偏好的台灣泡麵和零食可以多帶些。(這邊的亞洲超市放眼望去幾乎沒

什麼認識的，除了旺旺和義美) 

3. 如果電鍋非大同不用的話可以帶一下，但這邊也可以買到 25~35 歐不等的

電飯鍋。(幸運的話有機會接手二手的大同電鍋) 

4. 數張護照大頭照以及辦理學生簽證時的文件。(辦理居留證會用到) 

5. 足夠的歐元。(最好預留 1~2 個月的生活費，加上租屋會需要繳納 1~2 個月

的租金作為押金，建議帶 2000 歐會比較保險) 

6. 可以準備些台灣明信片或名產，做國民外交時真的好用。 

 出門在外 

 居留證 

在參加學校的 registration session 時，學校會發給你申請居留證的 guideline，

只要按照指示將必要文件一一掃描寄給指定的學校信箱，學校就會幫你將這些文

件呈報給魯汶市政府，不需要自己跑一趟。(若抵達時已經錯過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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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可能還是要向學校確認一下是否得自行跑這些程序。) 整體而言申辦居

留證的所有流程如下： 

1. 9/13 寄出所需文件 

2. 9/18 拿到 annex 152 

3. 9/25 警察確認住址(記得事先將名字貼在信箱或是門鈴上) 

4. 10/17 存指紋和繳 18 歐(收到市政府信件通知後要先預約才可至櫃檯辦理) 

5. 10/28 領到居留證(收到市政府郵寄信件後，持該信件和個人身分證件至櫃檯

領取) 

從申請到領到居留證我的狀況算很快的，我也有聽過有人 11 月底才拿到，但我

們這屆好像沒聽過太離譜的例子。總之盡早辦理、警察來檢查時最好盡量待在家

或請室友協助證明(打電話或視訊之類)，感覺比較能快點拿到居留證。 

 開戶 

魯汶常見的銀行有 KBC、ING、BNP，我身邊大部分的朋友都在前兩家開戶，基

本上開戶會要求的文件有：護照、annex 15、入學證明。我是向 ING 申請開戶

的，開戶的流程是：1.到櫃檯申請開戶(其實可以一早就到，不用特別預約) 2.收

到通知信後到櫃檯簽 opening documents 3.領到郵寄的銀行卡。ING 吸引滿多

朋友去辦的，因為在 ING 開戶之後會得到 40 歐(大概幾個月後匯進戶頭)。但整

體的感覺是 ING 好像比 KBC 雷，像我從來都沒收到應該要寄給我的讀卡機，而

我有朋友一次收到兩個讀卡機，另一位朋友則是從來沒拿到銀行卡。基本上碰到

問題不要枯等，直接到櫃台反應才是上策。 

一般在銀行開戶所拿到的銀行卡是上面印有「Bancontact」的 debit card，其實

在歐洲的一些小店常常都只接受現金和 Bancontact 卡，並不接受 visa 或

mastercard 等信用卡，但在網路上購物這種 Bancontact 卡就不太好用(需透過

讀卡機授權)。不過如果從台灣帶來的信用卡提供的海外回饋夠高的話，我認為

不太需要另外申請一張信用卡。若交換期間有機會到非歐元地區玩的話(很多東

歐國家都不是使用歐元)，我滿建議可以辦一張 Revolut 卡，這張卡是 visa 卡，

其優點是各國貨幣間的換匯是按即期匯率，不加收手續費，從歐洲銀行匯款到這

張卡中也不會被酌收手續費。 

 

                                                   
2 Annex 15：臨時居留證，主要用於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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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卡 

為了避免人剛抵達比利時就與外界失聯，我在台灣有事先買了 30 天的歐洲旅遊

上網 sim卡來用。在魯汶安頓好以後，我就向Mobile Vikings申辦一張 sim卡。

由於Mobile Vikings這家公司不是一家實體的電信公司，所以所有服務包括申辦

門號、更改資費、繳帳單都可以在官方網頁及 app 上完成，非常方便。如果有疑

問想請教的話，也可透過 FB 粉專詢問，回覆速度滿快的，服務態度也很好。另

外，Mobile Vikings 有推出和其他企業(例如 Booking.com、Fnac、Decathlon

等)合作的 Viking Deals，如果透過 Viking Deals 的平台向這些廠商下單，可以

累積 Viking Points 抵免電信帳單的費用，不過要消費日後的幾個月才會認列。

若想到實體店面申辦的話，魯汶也有 Proximus、Base、Orange 的門市可辦理。 

 

個人小心得 

不知不覺落落長寫了這麼一大篇，以上都是個人經驗的小筆記，感謝你耐心看完，沒

看完全部也沒關係因為我也不知道哈哈。想想當初自己是在各種他人的反對與支持，

以及內心的渴望與猶疑等矛盾下，最後決定踏出交換這一步。我不敢貿然斷言交換值

得不值得，很多事情的價值並非金錢、時間等標準能夠衡量的，但我個人的建議是：

考慮清楚自己想在交換中得到甚麼──是想親眼看看書中讀到的那些風景建築？想認識

來自各國的朋友？還是想體驗在國外讀書的感覺？如果覺得交換是達到這些目標的小

船，那就上船吧！而一旦上了船，也別忘記最初的那個自己，是為了甚麼決定交換的，

才不會迷失自己的方向。 

 

KU Leuven 總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