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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iffith University有許多校區，大部分都在 Brisbane，不過我選的課都在 Gold Coast campus，記

得在選課或是填寫任何表單前就要先想好自己要在哪個校區修課，千萬不要選兩個以上不同的校區，因

為每個校區都相隔很遠，別讓自己花來回四小時的時間通勤只為了那一門課。其他校史、校區地圖有的

沒的我就不加贅述，自己去學校官網逛逛練練英讀能力吧(?!): http://www.griffith.edu.au/ 
 

26-2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Griffith的學院有很多，以交換學生的身分選課不會限制你能修什麼，每學期的修課規範不太會變，

學校的 Staffs都會在你開始修課前告訴你哪些課不能修，基本上只要有開都可以修。以我為例，因為剛

去的時候英文不是很有自信，所以我幾乎都是修我原本就會的領域，後來才知道每個學院都有開一個該

學院專屬的英文課，就該領域的專業英文做加強，是為了國際學生開的，大概是因為在 Griffith我看到

的學生八成都是國際學生，澳洲人反而滿少的。 

 

在澳洲的大學每一門課相較於台灣都是大課，一門課大多 10學分，常常包括了 2~3小時的講述授課

(Lecture)、1小時 Workshop或 Tutorial、實驗課，一門課常常都是有 2~3個教授合作開課。申請澳洲

的學生簽證，至少要修 30學分，所以我就只修了三門課，到後來我發現對我來說這樣已經有點累了，因

為我想要的是有充足的空閒時間來體驗澳洲文化到處走走看看，但若你想要的是充實知識，那你就多修

一點吧!至於抵免問題要請洽教務處，因為我個人是快畢業了才出來交換，沒有抵免需要~ 

 

務必定期收學生 email，學校全都是以學生 email告知學生重大消息，除非有急需聯絡本人的情況才

會打電話。 

 

在台灣我的主修是海洋科學，所以我在澳洲也大多修了科學相關的課: 

一、Earth System 

其實就像在台灣學的地科，算是很基礎的課，我是修來複習的。 

○教授 1：Dr. Clyde Wild 

我都偷偷叫他聖誕老公公老師，很和善，可以感受到他的教學熱誠，剛開學的時候他是我唯一聽得懂他

在講什麼的老師。 

○教授 2：Dr. James Furse 

比較隨興的老師，不過比較幽默風趣，雖然常常聽不懂他的笑話。曾經為了一個地質問題問他很久但是

我怎麼樣都還是不同意他的解釋，但他非常有耐心的企圖要說服我。 

○Lecture:每周三小時，教授把三小時打散成三天，每次一小時，一小時上一個單元，還滿充實的!有上

課 ppt。 

○Workshop:每周一小時，教授準備了練習題，每次上課前建議自己先做完，上課都會一題一題檢討。基

本上所有題目都做過搞懂的話考試會過，Lecture也專心做筆記並熟讀的話大考才會拿高分。 

○Laboratory:隔週上，每次三小時，分小組做，一組 4~5人，做完就可以走。每次會有一份實驗報告，

建議去上課前先讀過一次。大部分的實驗都挺無聊的(大概是因為真的很基礎)，但實驗器材都滿完備的。 

 

 

http://www.griffith.edu.au/


二、Introduction to Marine Science 

○教授 1：Dr. Charles Lemckert 

做海洋物理的老師。幾乎很難聽懂他的課，他好像很喜歡講笑話但是都沒有人笑，一開始以為是我英文

太爛沒想到後來也聽其他同學抱怨過，要上懂他的課就只能課前預習了。 

○教授 2：Dr. Shing Lee 

印象中是做蟹類研究的，香港籍老師，上課講比較慢所以我都聽得懂，很願意幫助學生的老師。 

○教授 3：Dr. Kylie Pitt 
應該是做水母研究的老師，在課堂中是主講海洋生物，很有教學熱誠也很有個性，可惜是學期最後輪到

這位老師上課，感覺學生都沒力了，沒什麼人來上課。 

○Lecture:每周兩小時，早八(滿累的)，整學期分成三段，一開始是海洋物理，第二階段是海洋基礎知

識(有點偏海洋化學)，第三段是海洋生物。有上課 ppt。 

○Tutorial:每周一小時，老師會課前出題目給學生思考，上課大家一起討論題目。通常討論過的題目考

試常出現。 

○Laboratory:這門課最好玩的部分，因為會帶學生去野外玩，這學期是帶我們去 Jacob Well，搭著教學

船一路在河口區域做採樣實習，還有登上濕地去採樣和學習紅樹林知識。採樣回來的樣本還會在實驗室

做分析，最後要交報告。這學期總共交了兩份實驗報告，是要照科學論文的格式寫的，我分數都不高，

大概是討論寫不夠詳盡。 

 

三、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教授: Ms Sonia Kirby 

應該是外聘老師，教學非常用心，但是我都聽不懂她在講什麼(只有笑話聽得懂)，大概是我個人問題。

之後會不會再來帶這門課我就不清楚。但是很樂意私底下跟學生互動，也喜歡聊天，很願意給學生很多

建議和幫助，每個禮拜都寫內容好長好長的 email給學生，跟學生報告進度，大家的學習狀況，小提醒

等等。 

○Lecture:每周兩小時，我都聽不懂。老師上課前都會給 Reading Material，我想就是要把所有的閱讀

材料都讀完上課才會跟的上，但我覺得老師給的滿大量的，我第一個禮拜的還沒讀完就放棄了...所以後

來我這門課還是被當了，被當原因請繼續看下去.... 

○Workshop:每周兩小時，分小組，一組 4~6 人，一整個學期要完成一個大主題的環境評估，幾乎整學期

都在忙這個，要查很多很多資料，打很多很多字。查資料查到後來我都覺得我了解昆士蘭比台灣還多了。 

○Final Exam:共六題申論題選三題寫，因為這門課從頭到尾我都很困惑，所以我期末考沒過。這門課有

個很該死的規定就是期末考要過這門課才會過，不管你前面拿多高分.....所以我前面小考和報告都分數

很夠，終究仍然因為這個期末考被當了.... 

 

26-3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課外生活對我來說跟台灣比起來比較不一樣的就是下廚、旅行、交朋友的經驗了。 

在澳洲天天外食對我來說是不可能的，太過昂貴，CP值最高的 Subway要$7 AUD 可以買到一條最便宜口

味 foot-long的，其他都貴很多，所以我三餐都自己下廚，只能說這一學期下來簡直是上了好媳婦養成

班，偶爾還會邀請朋友來嚐嚐我的手藝!在澳洲剛開始逛超市感覺什麼菜都不認識，有些是台灣看不到的

菜，到後來越逛會對菜價越敏感!我住的 homestay房間有小廚房，所以我就自已在房間煮完自己吃，相

當方便! 

 



    說到住宿，Griffith有提供國際學生一個服務網可以申請 homestay和 airport pick up，申請

homestay的手續費要價大概 5810台幣，然後可以選擇要 homestay提供兩餐、一餐還是自理三種，然後

學校就會幫你找好 homestay，airport pick up服務也會直接去機場接你到你的 homestay。申請到之後

至少住一個月，之後可以自行選擇要搬走還是繼續住，自理三餐的 homestay每周租金$170 AUD(如果要

包一餐或兩餐的當然價格就更高)，原則上是包水電，我住的 homestay還有另收每月$30 AUD的網路費。

住滿一個月後我覺得 Home爸 home媽人都很好相處也對我很好，雖然距離學校有點遠(騎腳踏車一個半小

時或搭公車一小時)，但找新地方住、找新室友和搬家也很麻煩，水電費等等的也是未知數，我後來就繼

續住下去了。由於從頭到尾我都是住 homestay所以對於 share house等等的資訊我就不太明白，但我得

說，目前還沒有聽過有比我的經驗更好的了，我真的非常幸運，通常 homestay會遇到 hosts很怪很難相

處的，或是很好相處但是房間沒有空調快熱死的，然後住 share house的總是有房友髒亂或很吵的問題

的，所以對於住宿要有很大的心理準備。至於學校宿舍呢?我看到價錢就傻眼了，一個學期約 12萬台幣(而

且是最便宜的)，跟外面的 share house沒什麼兩樣，隔音不太好，唯二的好處就是可以使用游泳池、上

課很方便，所以我完全沒有考慮學校宿舍。 

    不申請 homestay還是可以申請 airport pick up唷!是免費的，會去機場接送到你住的地方!但是回

國要去機場就要自己想辦法! 

    旅行的部分從一開始不知道怎麼規劃，跟著朋友，發現朋友都是找包套行程。例如說三天兩夜 Fraser 

island包吃包住包交通包導覽 xxx元等等的，只要在網路上搜尋以要去的地點，就會跳出很多旅遊業者

的網站了，澳洲的旅遊業相當發達也都滿有保障的，我唯一不好的經驗只有去大堡礁的時候買到很兩光

的業者，沒有告訴我們要搭哪艘船就放我們下車，然後我們就錯過那艘船了，幸好那邊的其他旅遊業者

很多，我們又另外買了別家的行程再過去。旅行的部分有我剛剛在表格中分享的 Orientation trip是去

Byron Bay，不知道是否每個學期都是去同一個地方，那是一個認識新朋友的好機會，不過我剛到澳洲的

時候因為語文的關係很害羞，所以我都跟香港的朋友躲在角落，只有另外認識兩個比較要好的德國朋友。

那個網站經營的都是給學生參加的，不過後來學期中的其他行程幾乎都相當貴，我後來比較一下也覺得

價錢不太划算，如果知道怎麼自己規劃旅行的話就不用考慮這個公司了!此外剛剛的表格分享的 Student 

Guild也辦很多優惠活動，可以多多 follow!繼 Byron Bay之後除了 Gold Coast附近到處晃晃之外，還

去了 Brisbane、Amazing Race(Griffith Mates)、Mt. Tamborine、Whale Watching(Student Guild)、

Beach care(Griffith Mates)、Noosa、Rainbow Beach、Fraser Island、Ipswich、Dreamworld(Student 

Guild)、Sydney、Cairns、Great Barrier Reef、Red Cliff，我拍了許多照片並附上日記在 Facebook

相簿裡，有興趣可以去看或是問我! 

    現在澳洲的學生簽證已經同時允許打工了，不過有時數限制，如果我每記錯的話是雙周不得超過 40

小時，一開始我在 Griffith的求職網找到了水下攝影師，是在幼兒游泳班幫幼兒拍照作為廣告用照片，

但是投了履歷沒有回音，特地去到現場想要的履歷還沒營業...；接下來我在 Griffith的國際學生 fb版

看到一位學生貼文徵人，是房地產公司徵求會講亞洲語言的學生來當工讀生，就是帶著中國顧客到處走

走看看，使他們願意買當地的房子，就是地陪的意思啦!去面試了，發現董事長是台灣人，他面試完說保

持聯絡不過後來完全沒有連絡我!最後我找了 homestay附近的麵包店，找到麵包店的粉絲專業連絡上老

闆，並寄履歷給他，他請我親自到店面試，一開始說我的履歷很棒，後來一問到我待在澳洲的時間多長，

我老師告訴他 11月底就要走了，他就跟我說掰掰了...。總結以上經驗，如果只有跟我一樣交換一學期，

最好一到澳洲就馬上行動，親自把履歷拿到店內交給老闆是最快速直接的，然後不要老實報告自己待的

時間(噓!)，聽說亞洲人經營的店都會詐欺員工，要小心!最好找看起來有保障的營業場所應徵工作，不

建議打黑工，尤其女孩子要更注意自身安全! 

 

 



26-4交換/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增進英語能力 

結交國際朋友 

見識其他國家學術及制度的不同 

擴展視野 

學習獨立自主 

訓練危機處理能力 

獲得自己規劃旅行的經驗 

 

26-5 感想與建議 
 

    覺得在澳洲的體驗都是課外生活學習的一部份，但是在那一項已經寫很多了所以就把交朋友的經驗

寫在這裡! 

    在 Griffith university感覺起來國際學生特別多，至少有一半的學生都是國際學生吧!所以好處就

是除了可以認識澳洲人以外，也可以認識不同國家的人!像我就在社團認識了伊朗人、哥倫比亞人，然後

在校園裡認識韓國人、中國人、香港人、德國人、義大利人、越南人、瑞典人......，我的 homestay室

友也有巴西人、日本人、瑞士人......在澳洲感覺是個文化大熔爐，可能是因為環境很好又是旅遊勝地

的關係吧!不過近期中國人和韓國人特別多，前些年是日本人較多，大概每個時期隨著國際趨勢波動會有

不一樣的改變吧! 

    來到澳洲當然要談談澳洲人~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澳洲人生性懶散，在工作上也許不是很喜歡這種文

化，但是生活上我就非常羨慕，他們相當享受自己的閒暇生活，而不是像亞洲人一樣死命工作的個性~大

多數的澳洲人都是友善的(除了某些公車司機)，聽說前陣子有”排華”的種族歧視，但漸漸少了，現在

反而澳洲人會想學中文為了跟中國人做生意(據說高中課程還排入了一點中文課!)。在此告誡女同學來到

澳洲要提高警覺保護自己，”會自己找上門來邀請單獨約會的澳洲陌生人”99%沒有正常意圖，不過不管

是哪一國人都一樣啦....總之自己隻身在異地還是要保護好自己! 

 

 

26-6相片（2～3張貼進 word檔案，含說明，並 Email原檔給國際處承辦人） 

 

 

 



 

↑澳洲東岸幾乎都是這樣綿延的金色沙灘 

 

 

↑澳洲的象徵動物之一~袋鼠!! 

 



 

↑去 Orientation trip有其中一個水上活動就是划獨木舟，有很大的機會可以看到海豚海龜! 

 



 

↑社團活動:Latin club 

 

 

↑社團指導老師時常舉辦公園 Salsa 活動，就可以跟附近的居民一起跳舞! 

 



 

↑社團老師有一次在 Q1觀景層辦 Salsa活動!可以看到黃金海岸夜景! 

 

 

↑我的 homestay family! 

 



 

↑在澳洲的最後一天煮了一桌台灣菜給全家吃! 

 

 

↑Go shopping with home爸 home媽 

 



 

↑Griffith Mates辦的 Amazing Race! 

 

 

↑去公園玩跟著小朋友一起爬樹 

 



 

↑居民自家種的誠實酪梨，自己投錢自己拿走 

 

 

↑澳洲很常見的鸚鵡! 

 



 

↑Mt.Tamborine 有家咖啡店叫 Polish Place有很多鸚鵡會幫你吃你吃不下的點心飲料!牠們還具有自己打開糖罐的神技 

 

 

↑Mt.Tamborine 有個可以眺遠大草地~景色很壯觀! 

 



 

↑很少有跟澳洲國旗拍照的照片~ 

 

↑一大群海底總動員裡的鵜鶘 

 



 

↑德國朋友想吃中式料理，就邀請了亞洲朋友來家裡各準備一道菜~ 

 

 

↑座頭鯨，當我看到牠們的時候都快淚流滿面了，被這麼巨大的生物給深深感動! 

 



 

↑會放這張是因為腳背太美了。 

 

 

↑瑞典朋友慶生轟趴 

 



 

↑天冷冷下雨天公車遲遲不來，內心也在下雨 

 

 

↑跳進 iCloud 

 



 

↑在這淨灘覺得垃圾很難找，不像在旗津沙灘可以從頭到尾都趴在地上撿都不用站起來。 

 

 

↑夢工廠動畫公司的主題樂園-Dreamworld，尖叫 all day 好過癮 

 



 

↑搭電車的時候遇到一群發瘋的 cosplay男 

 

 

↑Earth System 的老師和助教 

 



 

↑在澳洲的圖書館或是一些說 no food的地方其實都是可以吃東西，剛去的時候超懷疑 

 

↑在 Noosa的沙灘上可以看到好多烏賊殼 

 



 

↑Noosa海岸線山路 

 

 

↑清澈的令人窒息的海水 

 



 

↑Rainbow beach-日出與狗 

 

↑Fraser Island的 Lake Mckenzie(應該沒拼錯)，跟水晶一樣清澈的湖水 

 



 

↑Fraser Island的其中一個湖，那天剛好天氣不好，湖邊的沙灘像雪一樣! 

 

↑去 Ipswich露營的時候發現野生無尾熊母子!! 

 



 

↑露營時自己一個人拿著手電筒在湖邊夜探，發現好多綠色小精靈! 

 

↑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真的會親眼來看到雪梨歌劇院! 

 



 

↑如果真的在路上遇到這麼高的袋鼠應該會嚇死吧! 

 

↑雪梨蠟像館 

 



 

↑海鷗和人都在做日光浴 

 

 

↑雪梨-Manly-North Head，走到腳好痛。 

 



 

↑雪梨-Manly-North Head，這裡原本是當初殖民者登陸的地方，還留有一些舊城牆，走步道的時候還要從老鼠洞穿過去 

 

 

↑大部分的照片都是玩的照片，其實我也是有在認真做報告的。 

 



 

↑學校咖啡店辦粉紅乳癌捐款日，店員的鬍子也變粉紅色了 

 

 

↑萬聖節溫馨小聚，幫德國朋友和義大利朋友妝扮完後我就回家睡覺了~ 

 



 

↑學校圖書館的聖誕書~ 

 

↑第一次看賽馬 

 



 

↑Cairns 的一個神祕小溪流，水很乾淨，潛下去可以看到很多魚! 

 

↑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來到大堡礁，水真的是清澈的太犯規了!! 

 



 

↑在台灣要看到手掌大的硨磲貝就要偷笑了，大堡礁的硨磲貝都這!麼!大! 

 

↑能夠在大堡礁潛水過就此生無憾了!! 

 



 

↑聖誕節有些住家會裝飾自己的房子參加比賽! 

 

↑我住的 homestay 好高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