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臥龍崗⼤學法學院交流⼼得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Sydney, New South Wales 

法三B_ 洪孟歆 _ 03141250 

105學年度第2學期 

澳洲臥龍崗⼤學法學院交流⼼得＿洪孟歆 !1



⽣活 
交通/宿舍/休閒時光 

交通 - Shuttle bus + Train + Uber 
	 臥龍崗⼤學位於雪梨南邊的臥龍崗市，距離雪梨市中⼼⽕⾞⾞程約
90分鐘，但是因為臥龍崗是⼀個⼩城市，往雪梨市中⼼的⽕⾞⼀⼩時⼀
班。平常在臥龍崗市區則有免費的循環公⾞(55A, 55C)可以搭，平⽇營運
到晚間⼗點，週末只到晚間六點⽽已!!! 不過現在臥龍崗已經有Uber，整體
⽽⾔就更⽅便了，曾經某個週末我們看完電影後，沒有公⾞當時也沒有
Uber，我們⼀⾏⼈⾛了將近⼀⼩時⾛回宿舍。另外臥龍崗市也有付費公⾞
可以搭，但是因為我住的宿舍只有shuttle bus有設站，⽽平常要去的點
shuttle bus都會到，所以我不常搭付費的公⾞。在NSW，付費交通⼯具使
⽤opal card 會比較⽅便，也會有優惠可以搭配使⽤。 

宿舍 - Campus East 
	 這次申請宿舍的過程不甚順利，因為我們以為要拿到offer後才去申
請宿舍(排志願序)，所以拖到了申請宿舍的時間，其實後來才發現臥龍崗
校⽅“建議”不要等到有offer才申請宿舍，這樣才更容易申請到⾃⼰想要的
宿舍，但是學校也是很幽默，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被錄取我為什麼要申請宿
舍呢︖因為⼀申請宿舍的時候，就是各種繳費的開始，反正在繳費系統上，
繳費成功的綠勾勾永遠都是能很快速的顯⽰，但是要修改或是退費就要慢
慢等喔！另外，只要申請宿舍的程序跑完就必須先繳保證⾦，學校之後才
會寄信跟你說你被分到哪間宿舍，所以萬⼀沒有成功拿到offer無法去就
讀，那宿舍保證⾦就會被沒收。基本上臥龍崗⼤學⼀定會讓東吳的學⽣有
宿舍住，只是不同宿舍有不同價位，愈晚申請就愈容易被分到貴的宿舍，
這邊就各⾃考量要不要在沒拿到offer前先申請宿舍。順帶⼀提，不是愈貴
的宿舍愈優秀喔！⼀切靠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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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本⼈在宿舍申請過程更為坎坷⼀點，因為臥龍崗⼤學搞錯
我的交換時間，他們以為我要去交換⼀年，所以原本我跟我朋友指定要⼀
起住⼀學期的兩⼈房宿舍就沒有順利申請到。⽽且，當你收到宿舍繳費單
時，⼀定⼀定要特別注意是⼀學期還是⼀學年的⾦額，我當時就發現他們
要跟我收⼀學年的錢，就只能寄信跟他們說他們搞錯了，後來他們再寄⼀
張正確的單據來，繳錢之前⼀定要特別注意⾦額喔！ 

	 申請宿舍的過程很雜很煩，但我還是很喜歡我的房間，我最後是被
分到 Campus East - Flexi Catered - Wombarra 24C，CE 是⼀間佔地很廣的
宿舍，我這間是三⼈房，⼀週315澳幣，兩位室友都是本地澳洲⼈，因為
不是 Self-catered 所以我都是使⽤公共廚房，雖然是三⼈房，但每個⼈都
有獨⽴的房間，僅是共⽤衛浴設備和掃具。 

PS. 我們⼀致認為這房間的價值都在這⾯全身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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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of  my roommates are 1st year of  uni. 

	  

休閒時光 

	 平常課後我最常去海邊跑步，CE外⾯有⼀條很長的步道，附近有兩
個海灘 Fariy Meadow Beach 和 North Beach，個⼈覺得後者比較美，所以
都只去North Beach，另外星期六有時間也會去跟學校的⼈⼀起打沙灘排
球，臉書上有⼀個社團會公佈時間。週末，尤其星期天(不論距離，⼀整
天交通費⼀律2.5澳幣)，我們常常利⽤這天到雪梨市中⼼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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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B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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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Beach

Sydney Fish Market Bondi Beach

The Rock MarketCity Hall



課程 
國際公法/刑法暨刑事訴訟法A/國際⼈權法 

	 這學期我選的課都是可以和國內抵學分的課程。澳洲的課分成
Seminar 和 Lecture，Seminar像是討論課，⽼師提問後學⽣討論︔Lecture

就是⽼師在台上上課，基本上不會有師⽣互動。在澳洲這邊很注重寫essay

跟引註的能⼒，他們有⼀定的格式，在澳洲是⽤AGLC，臥龍崗⼤學網站
上有教學，或是開學後可以去圖書館上課。 

國際公法 International Law (8) 
	 這⾨課是由⼀位加拿⼤的⽼師授課，表定⼀週兩⼩時的Semiar，但
⽼師都當Lecture 在上課，所以我們都只是在台下聽⽽已，期中交⼀份
essay，期末考試是開書考。這⾨是最不吸引我的課程了，基本觀念講完後
⽼師會著重在澳洲的情形，但我對澳洲的背景知識不夠，有點難融入。 

刑法暨刑事訴訟法A Criminal Law and Process A (8) 
	 這⾨課是⼀週⼀⼩時的Lecture，加上兩⼩時的Seminar，我的兩位⽼
師都是澳洲⼈，lecture是講基本概念，包括背景跟未來展望︔seminar則會
有問題可以仔細討論某概念的具體適⽤。期中是交⼀份problem question，
期末⼀樣是開書考試。我蠻喜歡這⾨課的，透過案例去討論刑法概念，也
可以在seminar課上和同學有不同的交流，現今的澳洲是由許多移民組成的
國家，同學有來⾃世界各地，和他們討論之下會激發不同有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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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權法 Human Rights Law (8) 
	 這⾨課由⼀位墨西哥籍教授講授，⼀週兩⼩時的課(lecture 加上 

seminar)，期中交⼀份1500字的critical essay，期末交⼀份4000字的
analytical essay。這⾨課雖然是選修，但它的負荷量更甚必修課，每週預習
資料龐⼤，內容艱深，尤其是前⾯幾堂討論哲學的部分，但這⾨課是我在
交換期間最喜歡的課了，教授會⽤很多⽅式引導學⽣思考，當時剛到澳洲
上課的時候很不習慣也都聽不懂，所以我私下跟⽼師約時間詢問上課內容，
⽼師會很有耐⼼⽤各種⽅式想辦法讓你理解他要表達的概念，漸漸地熟悉
⽼師上課模式後，更深深愛上這⾨注重思辨性思考的學問。⽼師⼈真的很
好、很有耐⼼，總是⿎勵我們多發⾔、多問問題、多思考，也對我們這群
交換⽣特別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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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Luis, of  Human Rights Law

交作業的⽅式是統⼀交到LHA Hall 

(Building 19)，那裡會有機器可以掃條
碼，最後再依科⽬編碼投入不同的箱⼦



社交 
	 臥龍崗校⽅及宿舍會提供我們建議到達澳洲的時間，會讓我們參與
新⽣週好認識更多交換⽣，也就是orientation week。當時認識了不少⼈，
但我們主要還是和今年初來東吳參訪的澳洲學⽣比較有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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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ster Pub Crawl Autumn 
’17 
臉書上常常會有各種活動，
沒事的話可以多多參加，能
認識很多⼈

Bubble Soccer  
宿舍舉辦的迎新活動 

With Italian Exchanged 
Students 
在新⽣週認識來⾃義⼤利的法律
系交換⽣，這真的很難得能遇上
同科系的交換⽣！剛好也住同個
宿舍，所以相約⼀起煮飯吃晚餐



 

 

澳洲臥龍崗⼤學法學院交流⼼得＿洪孟歆 !9

Paintball 
剛開學的時候就在社團擺台
週買了⾨票，只是時間⼀直
湊不出來，就拖到快期末才
去玩，⼈多⼀點會更好玩喔！

Harbour 
Cruise 
這是在五⽉
底由UOW 

Law Students’ 
Society所舉辦
的活動，會
到達令港搭
郵輪



旅遊 
	 紐西蘭/凱恩斯/布⾥斯本/墨爾本 

	 澳洲在學期中會有⼀週復活節假期，⽽學期結束時間依據各科期末
考時間，因為學期最後兩週學校會把所有科⽬統整齊來重新安排考試時間，
我蠻幸運的在6/14就把最後⼀科考試考完就放！假！了！⽽學⽣簽證的時
間可以到8/15，所以我利⽤了最後⼀個⽉的時間在澳洲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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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ewell Party at Kinn Thai Farewell Party at GYG

Skydiving in Taupo 
在紐西蘭做了最狂的⼀件事，說⾛就⾛
的⾼空雙⼈跳傘！ 

其實臥龍崗也是雪梨的跳傘點，有興趣
的話也可以在那試試看。



澳洲臥龍崗⼤學法學院交流⼼得＿洪孟歆 !11

Scuba Diving in Cairns 
在凱恩斯時候參加了⼀⽇深潛＋浮潛體驗營，我們到了⼤堡礁去，但因為⼤
堡礁很⼤，⼀天的時間沒辦法到太遠的地⽅，所以這次沒有看到很美的珊瑚

South Bank Parklands in Brisb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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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sbane Lookout Mt. Coot-tha 

Brighton Beach in Melbourne

The Great Ocean Road in Melbourne



⼼得 
⼈⽣態度/時間規劃 

坐⽽⾔不如起⽽⾏ - 勇敢踏出舒適圈 

	 參與交換計畫的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家⼈和朋友的⽀持非常重要，
很感謝他們在這段時間的陪伴，也謝謝他們在我猶豫的時候⿎勵我不要放
棄。出國交換⼀直是我的夢想，可是在⼤⼆的時候，我開始問⾃⼰這到底
值不值得︖問⾃⼰回來能不能補完學分︖更問⾃⼰會不會出去什麼經驗都
沒有獲得，回來後還跟不上校內進度︖這種種的疑問⼀直左右著我的決定，
⽽剛好在去年我有機會到雪梨⼀趟，家⼈也⽀持我說先到臥龍崗⼤學⾛⾛
吧！九天的雪梨⾃由⾏，我⾃⼰規劃⾏程、研究雪梨交通、辦簽證、訂飯
店等等，當時到臥龍崗⼤學去，我跟我家⼈坐在法學院外⾯討論所有影響
我決定的原因，最後我只問⾃⼰如果因為校內課業⽽放棄來澳洲交換，我
會不會後悔︖肯定是會的啊！曾經有位教授在課堂上說過，想交換的學⽣
往往太在意⾛出去後可能失去的事，卻沒有想過⾛出去後會得到的經驗。
所以我還是選擇去交換了，畢竟這次的⾃由⾏後，我喜歡這座城市，喜歡
這城市給我的感覺，我想親⾃到那⽣活體驗當地⽂化。 
不為考試⽽讀書的⼼態 

	 我在澳洲修的三⾨課程，看起來不多，但在臥龍崗⼤學學制下，⼀
般學⽣最多修32學分，也就是最多修四到五⾨課程左右，我們又有語⾔及
⽂化上的差異，修三⾨課其實是有負擔的。我必須很慚愧地說，在澳洲這
段時間是我唸書唸得最認真的時候，明明知道怎麼提早預習都是看不完，
卻還是堅持到上課前都還在看，剛開始我們四個每天的對話幾乎都是：「你
等等去哪︖圖書館喔︖」我們⼀起在圖書館念書，回宿舍後也是⼀起在⼤
廳唸書，⼤約⼀個⽉後我們都熟悉上課模式，才開始有休閒娛樂。 

	 會這樣唸書除了跟不上外，也是因為澳洲的⼤學教育重視學⽣⾃習，
我⼀週的上課時數也才七個⼩時，因此我有更多的時間去念⾃⼰有興趣的
章節，⽽我每週⼤概花⼗個⼩時左右預習跟複習。相比之下在台灣，我們

澳洲臥龍崗⼤學法學院交流⼼得＿洪孟歆 !13



⼀週光是上課時數就落在⼆⼗個⼩時左右，其實很難精讀每個科⽬。也是
在這段時間，我才真正體會什麼是因為想知道⽽唸書，當然不可否認的是，
在澳洲說有學分壓⼒嗎︖其實真的還好。每次⾃⼰在寫報告快撐不下去的
時候，就很沒⽤的跟⾃⼰說：⼤不了回台灣再修，回台灣修兩學分的課還
比較容易！(學分抵免的⽅式是澳洲學分數除以三，並無條件捨去換成台
灣學分) 當然我們不能這麼消極啊～很累很想放棄的時候，我們四個就互
相⿎勵，然後我還會打電話回家討拍。最崩潰的時候就是期中交第⼀份作
業，那時候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學問，更不知道引註的⽅式是什麼，不過真
的牙⼀咬撐下去就過了，盡⼒地寫、努⼒地學，學到的就是⼀份可以帶回
來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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