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011 扶輪青少年交換學生 11 月份月報告書 
學生姓名：呂志娟 Selly 
派遣地區：台灣 D3480 
派遣社：新店碧潭扶輪社 
接待地區：比利時 D1630 NL 荷文區 
接待社：Rotary Club Hasselt Herckenrode 
 
最近為自己立起了個新目標，那就是我想要看遍比利時甚至是歐洲的世界遺產，感覺

這成為一個讓我前進的好動力，畢竟比利時國土小，大眾運輸系統很發達，火車一坐

上，連接近荷蘭邊界的我，都可以花上一天去逛逛靠近法國、海岸的布魯日再搭著火

車回家，而且 26 歲以下的青年可以買便宜的 GO PASS，這對交換學生來說簡直是一

項大福音，便宜又方便的火車帶我們到處去參訪。 
 
10 月 22-24 日我又去了次安特衛普，這次我還邀請另外一位台灣女孩 Ember 和我們一

起來。雖然這次去天氣依舊不佳，但是只是下著短暫的小毛雨，並不是像上次那樣下

整天又難過的雨，所以一點也沒影響到我們的興致！星期五晚上放學後轟媽就馬上開

著車帶著我出發到 Kapellen。星期六我先和媽媽及她男朋友去嬰兒用品店為他即將出

生的孫女採購些必需品，在這裡有項習俗是準媽媽的父親要為即將臨盆的女兒備好所

有的嬰兒用品，包做禮物在小孩出生後讓媽媽拆禮物，表示對她們的祝福。其後我們

就去安特衛普中央車站(Antwerp-Central Station)接 Ember。安特衛普中央車站是比利

時最大的車站，也是世界前十美麗的火車站之一。 

 

↑火車站外觀       ↑內側 



 
↑另一面內側 
 
接 Ember 之後我們就前往一個”星期六市場”，顧名思義這個市場是每個星期六擺攤

的，不過特別之處在這個市集會有來自各地的商人，荷蘭、法國、德國、土耳其…….
等等，聽說是這個地方很重要的一場市集，因為在這天大家可以輕鬆的在一地就找來

自各地的新鮮食材，而且有個從荷蘭來的魚商，它攤子旁都會放幾張桌子並賣些小吃

(皆為荷蘭著名的海產)或酒類供來者稍作休憩。 

 

↑攤子上，桌上為白酒及應該為炸鱈魚的魚類  ↑夏季來時吃到的鲱魚 
 
聽媽媽說這個攤子還有另外一家咖啡店(或者該稱 Bar)都是他們每次來都一定要去光

顧的，這家咖啡店坐落於離市集約莫走路 5 分鐘內之處，該店其實是個從 1924 年就

一直經營到現在的店，內部裝潢完全沒有變動過，不過據說以前確實是個酒吧，近些

年才改成有其他飲品的咖啡店，不過來者大多還是衝著它齊全的比利時啤酒而去的，

畢竟比利時啤酒有 800 多種，這家店就囊括了著名的幾十種，聽說還有些人甚至每天



都去呢！ 

 

↑店的外觀        ↑既然來了當然小嚐了種啤酒 
 
這次來安特衛普我其實還有另外個目的是要來個文化洗禮之旅，安特衛普的文化性建

築精彩度絕對不亞於布魯塞爾，印刷博物館、魯本斯之家(Paul Rubens)、聖母大教堂、

鑽石博物館….還有許多我都還沒機會去過呢，這次先去了世界遺產之一的印刷博物館

及巴洛克時期的大畫家—魯本斯的舊宅參觀，雖然我對於畫作時在沒甚麼興趣，但是

通常這些美術館都會搭有華麗的建築體，這幾個也不例外，雖然和其他的比起來還不

算甚麼，但這些當時的上流人物的建築也附有不少的奢華又美麗的擺設，尤其是他們

竟然用皮革做壁紙這點。我想參觀這些舊時期的建築可能也是我會選擇歐洲國家的原

因之一，畢竟這實在太吸引人了。 

 

↑印刷博物館       ↑魯本斯之家 
 
11 月的第一個星期是比利時的秋假，學生有一個星期的假期，而今年的從星期六 10/30
開始其實就算假期中了，10/30-11/1 三天內我參加了扶輪社的旅行到巴黎，由於在 9
月家庭就已經帶我去過一次了，而且那天我們還看遍了大部分的巴黎，所以這次去就

覺得沒有特別的感動，不過和同輩的交換學生們出去果然還是有著另一種體驗。第一

天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巴士上，下午 3 點左右我們抵達了法國，照表定的行程我們應該

要去參觀凡爾賽宮(巴黎近郊)的，可是因為路途上塞車的緣故，我們接近的時候它已

經要閉館了，所以行程改到大凱旋門和香榭大道，雖然我對凡爾賽宮有種莫名的嚮往

感，實在很希望能去，但改到大凱旋門和香榭大道也不錯，因為這是唯一的巴黎著名

景點我上次卻沒來過的，上次看過在杜勒麗花園門口的小凱旋門，原以為那已經很壯

觀了，沒想到大凱旋門幾乎是它的兩倍大，站在底下瞻仰它的光彩只能說實在太壯觀



了！ 

 

↑交換學生 from 台灣及凱旋門    ↑香榭上的 LV 旗艦店 
 
說到 10/30 這天，是 10 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天，歐洲的夏日時間結束了，所以這天晚

上 12 點時我們將時間往前調一個小時，也就是說晚上多了一個小時的活動時間，而

隔天起來太陽也會比較早升起，傍晚比較早落下，我個人對這感到很開心，因為調時

間前一兩個星期早上真是會很不想起床，因為太陽還沒出來，天黑黑，外頭又冷得不

得了，現在雖然還沒到白日最短的冬至，可是至少還有段時間可以有明亮的早晨！ 
 
巴黎的第二天我們去了奧賽美術館及羅浮宮，其實早上可以選擇要跟著領隊漫步巴黎

市區或是參觀羅浮宮，不過我上次去的時候就幾乎都走過了，所以選擇奧賽美術館。

美術館原本是建築於 1900 的奧賽車站，連結奧爾良和巴黎，但後來鐵路取消後即被

列入被保護的歷史建築，直到 1986 年改建成美術館，並從羅浮宮、龐畢度中心…等

集合許多作品來展示。例如梵谷、塞尚、雷諾瓦、米勒…等的多項知名作品皆在此展

出。可惜館內禁止照相，不然我真想將這華麗的建築給好好的拍下來。 
 
下午的羅浮宮可累了，像這樣一天連續看兩個大的不得了的美術館就是如此，早上的

奧賽很盡量的都看完了，可是羅浮宮就不可能了，裡面真的實在太大！所以前一天晚

上我就和 Leon 及 Ember 計畫好我們的參觀路線，不外乎就是一定要看到羅浮宮的鎮

宮三寶：蒙娜麗莎的微笑、維納斯、勝利女神像，還有著名的漢摩拉比法典、梅杜莎

之筏、自由引導人民、迦納的婚禮…等，雖然看起來沒多少，可是整個走下來卻很多，

因為分別分佈在館內各處，所以我們等於是把整個館都快要走遍了。 



↑周圍有層層防護的蒙娜麗莎的微笑 ↑羅浮宮著名的三角錐金字塔入口 
 
這天晚上我們去了塞納河搭船，沿路還有導覽介紹周邊建築，而且還有中文版的喔！

這對我們三個來說真是輕鬆不少，因為如果是跟著扶輪社的領隊時它一定是用法文和

非常奇怪的荷文來講解，他們可以聽法文倒是還好，反觀我的荷文已經沒有說非常好

了，還是一個住在法語區的人說的荷文講解，常常是聽的一知半解。夜晚的巴黎在河

上看就已經夠美麗了，之後我們還上到巴黎鐵塔上面去一覽巴黎全景，雖然燈火通

明，卻不會有大都市討人厭的氣氛，而是由各個美麗的建築物散發出一種讓人陶醉的

氛圍。 

 

↑巴黎夜景 



 
第三天就是最後一天了，早上我們去了蒙馬特及聖心堂(Sacré-Cœur)。蒙馬特是巴黎

北部的一個小山丘，那裏聚集了許多的藝術家，甚至可以說是”畫家”的巢穴，有許多

的畫家坐在街頭販售自己的畫作，還有當場為遊客畫畫像的…等熱鬧極了！ 

 

↑蒙馬特山丘看下去的巴黎      ↑HARD ROCK CAFÈ 
 
11/2-3 這兩天則是另外一位台灣學生 Tina 來我們家過夜(sleep over)，不過天公不作

美，整天都一直下著綿綿細雨，雖然不大，可是一直下雨的濕冷天氣在很惱人，中午

接到她之後我們就前往我到比利時的第二天就去過的一個露天式博物館—Bokrijk，但

是前沒先做功課的後果就是冒著雨坐著公車去，一下是公車坐過頭，一下是到了門口

才知道原來這裡只有從 3 月開放到 10 月，在這裡很多的參觀景點冬季都是不開放的，

所以我們只好坐著車回到 Hasselt 市區去逛街，其實和朋友聚在一起出去玩本來就不

需要甚麼特別的計畫，在一起聊天、閒逛的種種氛圍才是最令人開心的。 

 

↑Bokrijk 其中一個入口     ↑Hasselt 時尚博物館，現在正在進行宗 
  教與時尚的特展(DEVOUT/DIVINE) 

 
再來的 11/4-11/7 仍就是秋假中，我又跟著 ROTEX 辦的旅行去了倫敦，我真的非常喜

歡這個國家、這個城市，或許是在比利時待久了突然到了全英文的環境，對自己可以



了解周遭所有事物感到歡喜，雖然英文不是我的母語，但好歹也學了三五年有了，在

以英文為母語的人看來我們台灣小孩這個年紀的英文程度是非常好的了！我們這趟

旅程是先搭乘巴士到法國的 Calais 轉郵輪到英國的 Dover，第一天我們從 Dover 港口

到倫敦的路上還有先去了英國最古老的基督教建築之一的 Canterbury Cathedral 參

觀，雖然我並沒有宗教信仰，可是我卻很喜歡參觀教堂，因為我覺得歐洲的這些有點

歷史的教堂真的都建的美輪美奐，彩色玻璃、大量的雕飾、天花板上的壁畫…等等，

而且很多的教堂以當時的技術來說都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存在。 

 
↑Canterbury Cathedral 
 
第二天我們去了溫莎城堡(Windsor Castle)及杜賽夫人蠟像館(Madame Tussauds)。溫莎

城堡是英國君主的主要行政官邸，現多半是皇家的官邸及周末休憩之處，據說塔上升

的旗子是英國國旗就表示女王不在，但如果是英格蘭的旗子就表示你可能會很幸運的

看到女王，因為那表示女王正在城堡內。這座城堡最初的時候是由威廉一世於 1070
年就已建立了，不過經過歷代的君主的改建、擴張，加上還有於 1992 年大火時燒毀

了大半部分，後來才修復回來的，供遊客參觀的很大部分也都在大火時被燒毀後修復

的，為有一些房間並沒太大的損害，仍保持原來的樣貌。至於下午的杜賽夫人蠟像館

可以說是超厲害的一個博物館，這原本是 1835 年杜賽夫人建於貝克街的蠟像館，其

中最為重要的部分為恐怖屋，裡面展示了法國大革命時的犧牲者們和新制的殺手，不

過因為我和來自日本的橋本五月一起行動，五月並不敢看所以我們就走了很貼心的略

過走道。 



 

↑溫莎城堡        ↑杜賽夫人蠟像館 
 
第三天其實就是我們在倫敦的最後一天了，因為我們這天晚上就要坐夜車回家了！早

上我們先跟著扶輪社的領隊遊市區，沿途看過英國的各個知名建築物，雖然和去巴黎

時一樣都是法文和聽不懂的荷文(為同一人，它是比利時扶輪社負責 YEP 旅行的人)，
不過至少這裡我可以自己看手冊裡的英文解說，所以不愁沒人翻譯，我們一路從倫敦

塔橋走道白金漢宮，然後下午去了大英博物館，不過我們道的時候就已經 4 點多了，

所以沒有參觀多久就出來了，對此感到有點可惜，不過其實這天最令我們期待的果然

還是之後的自由時間，ROTEX 發給我們倫敦地鐵一日券、參觀手冊、地鐵地圖、晚

餐錢…等各項東西，讓我們能依自己所望的參觀倫敦。我們和幾個美國人一起去了

King’s Cross Station 看了哈利波特的 9 又 3/4 月台，雖然感覺好像騙人的…，因為事

實上 9-10 月台間不可能有柱子，中間是軌道相隔，我們看到的只是做出來供遊客參

觀用的，然後還去了倫敦眼摩天輪，雖然很貴卻覺得上去很值得，半個小時看遍倫敦

夜晚全景，而且聽說我們去的那兩天正是倫敦的一個紀念日，所以那個晚上全市 360
度煙火不斷，美不勝收。 

↑白金漢宮前的英國警察     ↑大英博物館 



 
↑國王十字車站 9¾月台     ↑倫敦眼  
 
回到布魯塞爾時已是 11/7 星期天早上 9 點出頭，因為假期時媽媽會到她男朋友家

(Kapellen)去，所以我即從布魯塞爾直接搭著火車前往 Kapellen，並且 Guy(媽媽的男

朋友)的小孫女 Amélie 在這個星期五出生了，所以我去的時候有大半的時間是和他們

一起待在醫院的。 

 
↑可愛的 Amélie 與我 



 
又過了一個月，這表示我的荷文課 1.2 也告一段落了，考試成功的過關了，雖然成績

並不怎麼如意，畢竟我是假期前一天考了手寫，假期回來的星期一考口說，自己想想

這樣玩法要考好實在有點難，而且假期都和其他交換學生在一起，一定都是英文溝通

的，讓我回到比利時後有一小段時間的不適應呢。 
 
11/9 這天是我們學校的校外教學(或稱做協同教學)，我們去了去年新開於布魯塞爾的

一坐美術館—Magritte Museum，之前去旁邊的樂器博物館時就注意到它了，一直想找

機會去，沒想到突然得知學校校外教學校就是去那，另外我們還去了位於 Genk 的天

文館，這就還好，反正都是一堆專有名詞，對我來說雖然在台灣都學過了，可是要了

解真的還是有點難。這天其實沒有過得很開心，一是我忘記帶午餐了所以沒吃，但也

沒任何人管我，二是感覺到這裡這個年紀的學生真的還是很幼稚，甚麼東西都可以拿

來開玩笑，可以把同學的椅子抽走，也不怕他受傷，不過看到美術館裡有些露骨的畫

作就開始拿那些來嘲笑，看影片看到睡著也可以拿來大肆宣揚並嘲笑，雖然我知道這

對他們來說是一種親近的態度，可是有時候就倫理常識判斷真的太過火了。 

 

↑館內大廳        ↑展示物 
 
11/10 星期三這天下午我們 1630 荷文區的交換學生一起去了位於 Tienen 的糖廠參觀，

現在在這對我來說最快樂的時間莫過和這十來個同伴在一起的時候了，糖廠本身是也

蠻有趣的，我們看到從甜菜一路加工到成為超市販賣的砂糖的過程，中間還有部分的

過濾物就是我們喝的瓶裝飲料的糖分來源，結束後我們還收到一包糖做禮物呢！ 

 

↑絞碎的甜菜正往下個步驟運送去   ↑工廠內部 
 



11/11 這天是一次大戰的停戰紀念日，在比利時是國定假日一天，而隔天剛好是星期

五所以彈性放假一天，我就計畫了要和 Leon 要去根特(Gent)來個一日遊，然後他會來

我們家過夜，隔天再一起去魯汶或是布魯塞爾，但是一樣天公不做美，星期四開始的

這幾天比利時有風暴(storm)，但當我們到那時發現實在天候太差了，大風大雨只好讓

我們取消這次的活動，及早回家。不過聽說這幾天(一直到 14 號星期天)的風暴造成比

利時很大的災害，是比利時半個世紀以來最慘的一場水患，Hasselt 就有不少工廠的地

下室積水嚴重，周末出門時還看到路上到處都有深深的水灘，星期天鐵路系統還一度

停擺，星期一上學經過河時還因為水位暴漲淹到旁邊的路面上所以要改道通行，而這

還不是最慘的，布魯塞爾、Charleroi、Namur 等地都有更嚴重的災情還沒解決，有的

地方甚至水淹及膝，有兩人不幸死亡，真希望這些狀況能趕快解決。 

 

↑根特-聖彼得車站      ↑水患—河水暴漲 
 
這個月其實過的有點複雜：一方面終於面對到了些不管是和家庭或學校間的問題，很

努力的想解決，家庭和顧問方面都抱著很大的期待我會迅速的精通荷文，可是去學校

大家卻都只跟我說英文，縱然我試著用荷文回答他們或是發問，他們依舊是用英文來

跟我對談，讓我沒甚麼機會練習，而荷文課方面又太輕鬆簡單了，家人卻一直覺得那

對我來說很難，希望我用點心去讀才可以進步，但其實我已經把書裡的東西讀得非常

熟了；另一方面這個月我又有到處去旅行、參訪所以很開心，不管是去過、沒去過，

天氣好、天氣糟，出去玩總是精彩豐富又有趣的，雖然很忙碌，但我忙碌的很開心，

希望接下來的日子能越來越好，而我將於 11/24 換家庭了，一方面有點期待只有扶輪

社交換學生才有的換家庭的感覺，一方面卻又對這個待了將近三個月的家感到些許不

捨，不管怎麼樣，一切見下回分曉。Tot ziens!!(下次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