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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抵達布里斯托	 	 

Traveling to Bristol 

 

1.1 如何抵達Bristol / 我的宿舍 (How to arrive at Bristol / 

my accommodation? ) 

 
基本上從台灣出發到University of Bristol，可以選擇從London入境，或是直接從

Bristol入境。 
  

1.1.1 From Bristol Airport 

� Taxi 

出了機場大門「左」轉，可以看到路邊停著排班的taxi，但不能隨便招一台坐；

就沿著這走道，左手邊有個很不起眼的「小辦公室」，推開門後就是taxi的客

服中心，只要跟櫃臺小姐講好「人數」和「地點」後再付費，就可以得到一

組號碼，到外面就可以找到屬於你的taxi了！一台車20鎊， 多可以坐4個（等

於一個人5鎊，但前提是有同行者） 

 University Hall的區域叫Bishop，路名是 Parry’s Lane 

 DC or CC宿舍在city centre；DC在3 St. George’s Road，CC在Denmark 

street 
  

＠評語：最方便的了！行李還送到家，但機票＋taxi還真不便宜！ 

 

 

★ Flyer 

出了機場大門往「右」手邊走，就會看到flyer的公車站牌（附近還有給候車

旅客坐的椅子），站牌下有公車時刻表可以參考。(請注意星期六和星期天的

時刻表不一樣，在表格上方有Saturdays和Sundays的連結，如果你是在這兩天

抵達的，請按這兩個連結看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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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331號的終點站是Bristol Bus/Coach Station；330則會停在Anchor Road，

就是在At-Bristol前面，可能是離DC和CC 近的點；或者也可以在Clifton 
Triangle West下車，這一站就在Triangle的那家很Posh的餐廳前面。如果真的

不知道怎麼到宿舍，可以聯絡舊生去接。 
 

住在University Hall的同學，可以直接搭到終點站Blackboy Hill Top。成人票

單程5鎊，來回7鎊；如果有學生証，單程和來回票都是4.5磅， 好準備剛好

的零錢，有的司機身上準備的零錢不足，找錢會有困難。 

 

＠評語：沒有taxi來的方便，但相對高價的機票，不無小補囉！ 

 

  

1.1.2 From London Heathrow Airport 

� 直達Coach 到 Bristol Bus Station 

所有亞洲線都會從第三航廈入境，跟著指標走，先下斜坡道、長長的地道，再

搭個電梯出來就是位在第四航廈的bus stop了。 剛到應該沒有young person 
card，所以single way是 31.5，return open則是37鎊（直達Bristol）。 

 
可以先上 這裡 訂票（選Heathrow T4 to Bristol），然後把票列印下來，上車前

拿給司機看就可以了 

 

@評語：不用拖行李走轉來轉去，是個不錯的選擇！ 

 

 

� 先搭地鐵，再轉coach到 Bristol Bus Station 

（1）跟著機場指標，找到underground，買single ticket到Victoria station。  

出了地鐵閘口往手扶梯方向走，出站後過馬路直走（請走外面的人行道比

較走），到了下一個交叉路口就可以看到右前方的coach station。（Map of 
London underground） 

 

（2）從coach station 搭 到Bristol bus station。 

進了coach station之後，可以參考電視牆上的時間表找到Bristol的候車門（多

是6號)，上車時把列印下來的訂票記錄給司機看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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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6區的Heathrow 到1區的Victoria Station單程 6鎊；coach到Bristol單程定價8
鎊，但如果早訂可以撿fun fare可以買到1鎊票，因此本選項單程 低7鎊，請

至 National Express 及早訂票（選London Central） 

 

＠評語：辛苦歸辛苦，這可是很省的！ 

 
 
 
 

1.2 如何抵達各主要地點 (How to reach university 

buildings, city centre, etc. ) 

★ 宿舍在哪裡？ 

（1） Postgraduate宿舍地圖 
（2） 暑期住University Hall或其他Undergraduate的宿舍都在這裡 
  
 

� 教室怎麼去？   

（1）走路 

        學校平面圖 

 更多的宿舍資訊和Bristol相關地圖 

  

（2）搭公車 

 學校免費接駁車 

公車 1、54 從火車站到市中心，經由Park street到Whiteladies road再 

到Westbury road (鄰近 University Hall) 

公車 41 從火車站到市中心，經由 Park street到 Whiteladies road 再到  

Parry’s lane (University hall) 

公車 8、9 從火車站 到市中心，經由 Park street （鄰近Deans Court & Chantry  

Court），到 Clifton Down（鄰近 MIH）  



BristoPedia 

 6 

布里斯托台灣同學會 
University of Bristol Taiwanese Society 
 

理財	 

Finance 

 

2.1 銀行綜論 ( Banking ) 

在英格蘭的主要幾家銀行為：Natwest (全名National Westminster)、HSBC、

Barclays、Lloyds TSB。蘇格蘭則以Royal Bank of Scotland與Barclays為主。這些

都是有實體分行(branch)的銀行，也是一般留學生 常開戶的銀行。 
 
此外尚有許多沒有實體分行的「網路/電話/郵寄存款銀行」(Internet / Telephone / 
Postal Banking)，例如Sainsbury, TESCO, Direct Line等，這些非實體銀行是利用

網路、電話或郵寄等提供服務。這些銀行由於需與各大銀行競爭，且不需負擔設

立分行的成本，故往往存款利息較高。但存戶與銀行往來常常需要透過電話、

ATM等，較為不便。若為僅在英國待一年之碩士班學生，不建議辦理；若為長

居英國的博士班學生，則可考慮。 
 
早年非歐盟留學生(尤其來自亞洲)不多的時候，銀行仍會因為競爭激烈，而提供

各種優惠，例如開戶即贈送獎金或贈品等等。但近年來非歐盟留學生大增，利用

銀行各種優惠圖利的糾紛也陸續產生，故現在外國學生至任何大銀行開戶都沒有

特別優惠了；只有英國學生才有。 
 
選擇哪家銀行開戶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建議首要條件以方便為主（分行地利之

便），其次再考慮存款利率、其他金融商品（如信用卡、定存利率、存匯手續等） 。

各家銀行服務功能、提供之帳戶種類、利率、是否提供信用卡等等都不盡相同，

請斟酌個人需要。 
 
一般銀行營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9am-5pm，部分銀行週六上午仍有營業。英國並

無如同台灣一般的存款簿，每月或每季你將會從銀行收到清楚的當月/季帳目清

單（Bank Statement）；多久寄送一次bank statement視各家銀行規定。Bank 
Statement被視為財力與住所證明，因英國的財務徵信是以居住地址和人名建立在

Experian和Equifax這兩家財務信用資料公司。因此申請駕照、簽證及裝設電話等

其它事宜時，常會被要求出示此項文件，以證明你住在此一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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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帳戶 ( Bank account ) 

新生開立第一個戶頭，原則上需攜帶護照、在學證明、住址證明等。在學證明與

住址證明都需由學校開立。如您是已入學學生，可至Senate House，Student Finance 
Office要在學證明，亦可洽詢系上秘書開立；如您是語言課pre-sessional course的

學生，可洽詢Language Centre。部分銀行會要求此證明書上需寫明該行名稱，例

如：”To: Natwest Bank”。 

請注意！開戶所需攜帶之文件請仔細洽詢您要開戶的銀行，

因每家銀行規定不一，且規定常會修改，故最直接的作法就是

親自走一趟分行去詢問。  
 
大部分英國銀行開戶並不需要存入固定金額，帳戶內沒有存款也可以開戶。一般

銀行帳戶分為Current Account (Step Account)和Saving Account兩種。前者為一般

即期帳戶，可隨意存提款；後者為儲蓄帳戶，有些saving account類似current 
account可以任意提款，有些則不行，請洽詢銀行。 
 
各家銀行均提供許多種類的Saving Account，其利率不同，存領款限制也不同，

您可以仔細研究比較。Saving Account可開立一個以上的帳戶，故您可同時開立

不同利率的帳戶，視情況搭配出 適合自己的帳戶組合。 
 
無論你在那一家銀行開戶，current account的利息幾乎等於0沒有影響，但若你開

了saving account就要注意，銀行給的利息是已被扣稅的利息，全時國際學生

(full-time international student)不用被扣稅，若希望拿到完整沒有被扣稅的利息，

你必需向銀行要免稅表格填寫。如果你是 

學生並預計停留英國四年以下，請填寫R105 Form 

學生並預計停留英國四年以上，請填寫R85 Form 

 
此兩種表格是宣告你不是這裡的永久居民，不需要被扣稅，若需更詳細的資訊，

請參考Inland Revenue網站。 
 
 

2.1.2 金融卡 (ATM cards, debit cards) 

完成開戶手續後一至二週內會收到金融卡、支票本、存款簿等(視各家銀行規

定)。此金融卡為三合一卡，包含了提款卡(Cash card)、轉帳卡(Debit card)、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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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保證卡(Cheque guarantee card)三種功能。含有轉帳功能的金融卡 大的優點是

購物時可刷卡，直接從你銀行帳戶支付扣款，免除身上攜帶大量現金或找不到提

款機之不便。只要帳戶中有足夠存款 或在透支額度內，其不受現金提款卡每日

提款上限的限制。另一個特點是店家(一般是超級市場)可以扮演提款機角色，即

是在你刷卡結帳同時可以要店商額外提支現金給你(Cash Back)。但三合一卡沒有

信用卡可以下個月再行付款的優點。以經濟考量當然消費以信用卡優先，因為其

可幫你賺進結帳前一個月利息，此外又可累積點數。 
 
目前英國所有銀行的金融卡已經完全改成晶片卡，故除了晶片卡本身以外尚有一

組四位數字的PIN碼。有些銀行在您開戶後會自動將您的晶片卡開卡並將PIN碼

寄給您(通常會比晶片卡晚到)，但有些銀行會要求您在收到卡片之後先執行開卡

的動作，才會寄出PIN碼。收到銀行的PIN碼之後，可至任何提款機進行更改密

碼，將其改為您自己的密碼。此PIN碼非常重要，您不應該告訴任何人，包括銀

行行員。 
 
英國的金融卡有兩種等級：MAESTRO(原SWITCH)與SOLO。一般外國學生一開

始開戶都只能收到等級較低的SOLO卡。SOLO卡基本上在絕大多數商店都可以

使用，與MAESTRO無異，但仍有少數商店或網路商店不收SOLO卡只收

MAESTRO。MAESTRO卡則是英國為了與歐洲同步，而將原本的SWITCH卡系

統更改而成。使用MAESTRO卡可透支100鎊(SOLO則不行)，供用戶在緊急時仍

有現金可用。因MAESTRO卡與歐洲一樣，故可持此卡在歐洲各國商店直接刷卡

消費；當然此時需當地貨幣與英鎊的匯差。 
 
一般來說，SOLO卡對留學生而言已經夠用了。如您不喜歡SOLO卡，可在開始

使用一至兩個月後，向銀行要求升級至MAESTRO卡；銀行會視您的財務與消費

進出狀況，決定是否核發。 
 
除了MAESTRO/SOLO系統之外，英國另一大系統為DELTA系統，如Barclays使

用的Connect Card即屬於DELTA。此系統屬於VISA國際組織，故可全球通用。 
 
另外，一般銀行尚提供存款不足 (Overdraft) 暫時免收利息之優待，可洽詢辦理

以免一時沒注意到餘額而週轉不靈被罰款，尤其以Direct Debit的扣款方式， 容

易有Overdraft的情況，一般罰款為35~38鎊，如果你有閒時間，可以去銀行爭論，

要回此罰款，但次數多了便不容易達到目的。 
 
 
 

2.1.3 信用卡 (Credit c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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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於開戶時及核發信用卡，視各家銀行而定，例如Natwest通常都會給。若開

戶時銀行不發信用卡，可等候一兩個月，建立銀行對您的信用後再申請。信用卡

MasterCard和VISA都有可能，也是依銀行而定。 
 
一般國際學生獲得的信用額度都不高，約350-500英鎊不等。如有特別需要可聯

繫銀行暫時提高信用額度。如您打算長期居留英國，且信用持續良好，則可每隔

一段時間要求銀行提高您信用額度。 
 
請注意，一般分行通常不處理信用卡業務，故任何信用卡相關問題，都需打電話

或寫信至各銀行的信用卡部門，無法本人跑去分行處理。 
 
通常信用卡帳單的繳交應在到期日前三至五個工作天以前完成為佳，英國銀行系

統不如台灣服務好，在台灣可以到期日再繳款，但在這裡若到期日才繳款會被扣

循環利息。 
 
 

2.1.4 支票 (Cheques) 

支票在英國流通非常廣泛又好用，有很多機會嚐嚐開/軋支票的樂趣。英國的票

據交換需要4個工作天，軋匯(支)票4個工作天後錢才會真正入你戶頭完成交換結

算(Clear)。在Clear之前開票人可通知銀行止付，但必需繳交止付手續費。然而以

支票保證卡開出的支票是無法止付的。若是跳票一般需交罰款。跳票在英國並不

列入信用徵信公司的資料，不過銀行會留有記錄，對日後申請透支可能會有影響。 
 
任何支票在票面日期後的六個月內都是具給付效力的支票，超過六個月的支票猶

如廢紙一張，銀行可以不履行給付義務。遠期支票(Post-dated)並不能阻止持票人

要求取款，持票人若是提前在約定的提示日要求給付，開票人沒有拒付的權利，

然而銀行可決定是否要給付。若開票人只填受款人或金額其中一欄，而要 終受

款人自填剩下的一欄，這種票有可能會因為筆跡不一樣被拒付款。當然支票經過

塗改、筆跡難以辨識等等，銀行也會拒收。 
 
另外，若家人由台灣電匯至英國戶頭，一般須2-4個工作天。除了一般結匯手續

費以及電傳費用外，一般到了英國這裡的銀行會再從中扣除三至十磅不等的手續

費，主因是在臺灣結匯的銀行和你在英國帳戶的銀行沒有直接業務往來需轉手他

行。因此，除了匯率是另一考慮因素外， 好事先問清其與英國往來之銀行再買。

票匯則是在台灣的銀行以它在英國境內銀行所開立的戶頭開英鎊支票給外匯結

匯人持/寄至英國存入個人帳戶兌現，其實也就是支票往來，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才不加收手續費，需要4個工作天匯票才會真正入你戶頭。因外幣現鈔買進比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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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旅行支票買進高，因此若學成返國時英鎊沒用完，可考慮提領英鎊現鈔回台

灣，然而攜帶大筆現鈔得要注意失竊之風險。 
 
 

2.1.5 Direct Debit 

可以跟銀行要求辦理免費之直接轉帳(Direct Debit)或定期扣款(Standing Order)繳
交一些費用服務。諸如：信用卡、電話、電費、瓦斯費等帳單，此類非定額繳款

給公司行號則適用前者來自動扣款，又Direct Debit提供若出問題完全負責之保障

之好處；而像房租這種定額且定期可轉入公司或個人的銀行帳戶則適用Standing 
Order(住Chantry Court的住戶也是透過Direct Debit來交房租的)。 
 
Direct Debit算是方便又好用的服務，免除忘記交錢而被罰款的困擾。只是記得如

果不再需要付款，記得跟銀行確認已經取消此筆direct debit以免被重複扣款。 
 
 

2.1.6 Online Banking 

英國的網路銀行服務相當完善，基本上涵蓋了所有功能。可以說除了一開始開戶

與存領款之外，可以用網路銀行完成所有事情，不需要親自跑去分行。但申請網

路銀行的手續與麻煩程度視各家銀行而不同。原則上HSBC會在您一開戶即提供

網路銀行的帳號，之後的動作都可以在網路上完成；而Natwest的申請程序則較

為複雜麻煩。 
 
申請網路銀行之後，可加入所有您的帳戶，包括current account和saving account
等，以及信用卡部分也可加入。此後您可隨時透過網路掌握您帳戶內剩餘多少存

款，以及信用卡使用情形等等，相當方便。故強烈建議申請。 
  
 
 
 

 

 

2.2 台灣學生常往來各家銀行概述 

2.2.1 Nat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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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West是離校區 近的銀行，比較大間的在University Road口，小間的則在sports 
centre旁，學校總圖書館旁邊就設有提款機，非常方便。 大的缺點是，NatWest
會要求國際學生填永久地址，也就是台灣的地址，在學生開戶旺季（十月），就

容易把信件搞錯，寄回台灣，所以如果開戶之後，久久未收到銀行的訊息，如果

向銀行詢問是已確定寄出的話，請提醒家人察看是否有從英國寄來的信件。 

� 戶頭： 

NatWest服務人員通常會建議開兩個戶頭，一個是利息很低的step account；另

一個則是利息較高的first reserve account，只要不提款就能有利息。因此可將半

年內暫時不會用到的錢先放到first reserve裡。  
 

� 金融卡＆信用卡： 

上述所提的兩個戶頭都會附上可當debit card的金融卡，也就是solo card。而信

用卡則在開戶時就可以跟行員要求要申請，一開始的額度為350~500英鎊，至

於為何有不同的額度，請洽NatWest。 
 

� NatWest網站與網路銀行： 

NatWest網站的網址為： http://www.natwest.com/，在開戶時亦可跟行員要求

要申請網路銀行，申請成功之後，銀行會將網路銀行id號碼寄給您，依照id號

碼既可在此網站上順利使用網路銀行。此網站亦可申請e-savings，利息也相當

高。 
 

 

2.2.2 HSBC 

對於住在CC和DC的同學而言，HSBC的College Green分行算是 近的銀行。離

兩棟宿舍各約一分鐘路程，相當方便。在HSBC開戶需攜帶護照以及學校所開的

證明，證明上寫明您的住址與就學時期。詳細要求文件您可走進HSBC分行直接

問Reception的人員。 
 
一般而言開戶成功之後約一週即可收到晶片卡、支票簿與存款簿等。晶片卡通常

一開始都是SOLO卡，可在使用此卡片一兩個月後申請升級MAESTRO卡。HSBC
相較於其他銀行的一個好處是開戶當場就會給你一個網路銀行(Online Banking)
的ID號碼，憑此號碼上HSBC網站註冊之後即可啟用Online Banking的功能，很方

便。但要注意有的行員比較粗心，有時候會忘記給您這個ID，請記得要詢問行員，

免得之後還得再跑一趟分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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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的話，至分行填寫存款單，至櫃臺辦理即可。提款的話，除了使用卡片在

ATM領錢(上限250英鎊)之外，還可以到分行櫃臺提款。該注意的是，在銀行櫃

臺提款必須帶著自己的身份證件(例如護照或UK駕照)以及支票簿；在支票簿上

寫下你要領取的金額，然後在櫃臺邊當著行員的面簽下你的名字，才能領錢。 
 
另外，亦可由網路直接線上申請國際學生戶頭，快速方便，核發的是Solo卡，但

也會核發支票。 後再到其中任何一家HSBC分行繳交文件或直接郵寄即可。詳

情都在HSBC網頁上。 
 
這帳戶一樣是利息很少的current account，但如果你的存款數大，行員會建議你

再開一個saving account，你不需做任何事，他們會直接把你的資料調出，再幫你

開一個利息較多的Saving account便完成，但此帳戶是沒有金融卡的，只是一個

可以線上操作的帳戶。 
 
HSBC的信用卡不如NatWest的好申請，視每個人情況而定。有時候銀行幾週內

就會主動寄出申請表給你，有時候要等上幾個月，甚至一年的時間；主要是看你

在該銀行的金錢往來信用。不過如果您很想要有信用卡，也可以試著在開戶的時

候跟行員爭取看看，通常他們會親切的建議你如何可以快速取得信用卡。 
 
 

2.2.3 Barclays 

Barkleys有提供專門給國際學生的帳戶（international student current account），

如同前述所說current account 幾乎沒有利息。另外，亦可開Savings account以存

較大的金額款項，利息會依存入的額度有所不同，約三個月結算一次。Barclays
是英國 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的會員(此組織是為保護消費者的

權利，根據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設立)，因而有 低存款額

度的限制，當戶頭裡的金額少於2000磅時，銀行每月會收取管理手續費5磅。 
 

� 金融卡： 

Barclays所發的卡為connect card，亦即提款及轉帳(debit )的功能合一，且其為

Delta (VISA)卡，因此適用於全球，而不僅限於英國。在英國國內提款機跨行

提款，不收手續費。 
 

� 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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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銀行開戶時，需攜帶護照和在學證明（向各系的office申請，而唸pre-session
的同學跟Language Centre申請即可），並請熟記台灣的永久英文地址、英國的

居住地址、及母親的英文譯名，填表時會需要用到。開戶的時間約一至二個禮

拜，辦完開戶手續之後，銀行會陸續寄出密碼和debit card的信函。 
 

� 網路銀行： 

開國際學生的帳戶，也可使用Barclays網路銀行的功能。但須先在Barclays 網

站的on-line banking 項目註冊，一至二週會陸續收到使用網路銀行的密碼和會

員卡。收到會員卡之後，撥打卡上註明的電話號碼開卡，48小時內便可使用網

路銀行的功能。 
 
 

2.2.4 TSB Lloyds 

Lloyds在學校附近有三家，Redland一家，學校小Sainsbury’s 旁一家，還有City 
Centre一家；其中前兩家在Whiteladies Road上。Lloyds算是比較小的銀行，但是

服務態度還算不錯。 
 
current account 幾乎沒有利息，是世界的趨勢，各國各銀行皆然。Savings account
以存較大的金額款項，利息會依存入的額度，以及時間長短而有所不同。 
 

★ 開戶： 

到銀行開戶時，需攜帶護照和在學證明（向各系的office申請，而唸pre-session
的同學跟Language Centre申請即可），並請熟記台灣的永久英文地址、英國的

居住地址、及母親的英文譯名，填表時會需要用到。開戶的時間約一個禮拜，

辦完開戶手續之後，銀行會陸續寄出密碼和debit card的信函（申請時間到核發

時間快速，是筆者申請這家銀行的重要原因）。 
 

★ 金融卡：  

Lloyds所發的卡，會依據申請者的需求與條件，給予不同等級的卡。 常見的

種類是connect card，其功能如同前述。 
 

★ 網站與網路銀行： 

Lloyds公司網站為http://www.lloydstsb.com，在開戶時亦可跟行員要求要申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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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銀行，申請成功之後，銀行會將網路銀行id號碼寄給您，依照ID號碼既可在此

網站上順利使用網路銀行。此網站亦可申請e-savings，利息相當高；同時也可以

在線上管理自己的銀行存款業務。 
 
 
 
 
 
 
 
 
 
 
 
 
 
 
 
 
 
 
 
 
 
 
 
 
 
 
 
 
 

生活在布里斯托	 

To live at Brist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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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飲食 ( Food ) 

3.1.1 超級市場 (Supermarkets) 

★ M&S  
這家的食物價格是很高的，但是品質也是很好的， 近的兩家分店是在市中心

及千禧廣場。 
 
� Sainsburys & Tesco & Somerfield 

這三家大型連鎖購物超級市場是大部分英國人會去購買食物的地方，在學校附

近和市中心都有這三家超市的分店，食物的品質不錯，價格是中等，也經常有

大打折的時候。 
 
� ASDA  

這家也是大型連鎖超市，而且價格低，但是離市中心比較遠，從市中心走路需

要30 mins 或是在市中心搭75號公車。 
 
� LIDL  

是賣歐洲食物的超市，新鮮蔬果很便宜，離市中心比較遠，從市中心走路大約

要45 mins，搭75號公車可到達。 
 
� Cooperative & BOOTS  

這兩家店有賣三明治和飲料以及零食，分店很多，方便臨時充饑一下，但是單

價比大超商高許多。 
 
� Waitrose 
 是比較高級一點的大型超市，離University Hall 近，請參考相關位置。 
 

★ Morrison 
  也是大型超市，但比較遠，要搭公車到Cribbs Causeway (多班公車可到這裡)。 

裡面有些和其他超市不太一樣的商品,，價錢也不貴。 
 
 

3.1.2 中國超市 (Chinese supermarket) 

中國超市 Bristol有三家中國超市。 
 

★ 建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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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市中心Bristol Bridge附近Thomas street上。貨色較少，但易於到達，從市

中心走路大約１５mins，週一到週六開到下午五點，週日休息。 
 

★ 偉義行 

位在Arches附近的Station Road，可由Center搭乘71或75至Colston Girl’s School
下車，前行約50公尺右轉進Station Road就可以看到。或是搭乘Severn Beach線

火車，可由Clifton down車站上車（地點於Whiteladies road上的Sainsbury’s的後

面），在Montpelier站下車，出站右轉約50公尺，此間中國超市貨色較多，但

價格要再比較。 
 
� TEOHS  

位於St. Paul區，在Lower Ashley Road的路底，M32的終點Junction 3。這家比

較遠，可搭公車5、5A或25在Sussex pl.下車後順著路走，向著有點向右的那條

路走到近終點，大約400公尺左右。這家比較偏東南亞商店，但也有很多中式

食物，而且有台灣的五木拉麵和珍珠奶茶！ 
 

� Student Union 
裡面的UBU Shop也有賣一些亞洲的食材，價錢和一般中國超市差不多，裡面

的咖哩塊物美價廉。 
 
 

3.1.3 傳統市場 (Traditional market and other shops) 

★ ASDA附近 

在離市中心 近的一間ASDA的後面是一個shopping centre。有一間傳統的菜

攤，菜價超級便宜但是品質較低，不能久放，除了菜攤，還有三間肉舖，可以

買到新鮮的肉，經常有醃好的各種口味的雞腿或是羊排，三盒五鎊，物超所值。  
 
 
 

� 果菜批發市場 

距離市中心約一個半小時的路程，平日為餐飲業者及店家批貨之處，營業時間

為上午四點到八點，但星期日則從早上八點開至下午四點，大部份蔬果都比超

市便宜，但常見之蔬果則沒有差別。因星期日的販售大都是當週中盤批貨後剩

餘的，所以品質良莠不齊，請自己多比較。因販售多以箱（或一大袋）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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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起分擔，是省錢的好方法。在大部份的地圖上都可以找到wholesale market，
先找到 Bristol Temple Meads，沿著Bath Road往Bath（或在地圖上應看到往

Brislington）的方向便可在地圖上找到。 
 

★ Gloucester Road上 

從Arches出發，沿路有三家Green Groceries，價錢上大部份比超市便宜，也有

數家肉舖，價錢上要再比較，另外有一家韓國超市及一家零賣香料的香料專賣

店，店裡有絕大部份的香料，也賣米，若只需要一點點香料，可在該處買，價

錢便宜。 
 
 

3.2 生活必需品 ( Daily Necessaries )  

3.2.1 日常生活用品哪裡買? 

★ ASDA 
生活用品項目很多，舉凡食衣住行，應有盡有，且價格較低。 
 

� BOOTS 
專賣跟身體有關的東西，舉凡藥物和清潔保養的物品都找得到，而且分店多。 
 

� Wilkinson 
 和ASDA的價位是差不多，這家店除了沒有新鮮食物和衣服以外，家裡需要 
用到的東西是應有盡有的，而且它離市中心比較近。 
 

★ Argos 
位在市中心Gallery內，是買家電或家具的好地方,可以現場買貨也可以網路訂

貨。 

一樣位在Gallery內的 Robert Dyas 和 Woolworths 也有一些家電和家居

用品,可以逛逛,有時候會有一些特價的東西。 

3.2.2打電話回台灣的國際電話卡那裡買？ 

    ★ 中國超市買 
� Bristol International Student Centre ( BISC)  
� 上網 晶華網站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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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書店 ( Book Stores ) 

3.3.1 連鎖書店 

★ Waterstones 
這是一家在英國很常見的連鎖書店，書的種類和數量都很多，店裡接受訂書。 

 
� Blackwells 

這家也是英國很常見的連鎖書店，上課需要的英國出版的書本，尤其是社會科

學的書籍，應有盡有，店裡也是接受訂書，也可以網路上訂書，在教育館旁邊

的分店裡面還有Nero咖啡店。 
 
★ Borders 

這是兩年前新開的書店，內容和其他的連鎖書店差不多，但是裡面有很多沙

發，可以坐下來看書，還有一大區域是專賣影音的，另外，營業時間比較長，

週一到週六是到晚上九點，周日到晚上六點。二樓有星巴克咖啡店（Starbucks 
coffee shop）。 

 
� OXFAM BOOKSHOP 

這家OXFAM專門賣舊書，價格比一般舊書店便宜，而且有時會有很好的書。 
 
 

3.3.2  二手書店 

Park street 或是 Whiteladies road 上面有很多家二手商店(charity shop)，裡面有

許多二手小說或是雜誌刊物。 
 
 
 

3.4 咖啡店 ( Coffee Shop ) 

★ Nero 
是英國很普遍的咖啡店，而且可以集點數，滿十點再送一杯免費的。裡面有甜

點和冷的三明治餐點， 主要是喝咖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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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ta  
是另一家咖啡連鎖店，學生報經常有免費的咖啡卷，裡面也是有提供甜點和冷

的三明治。 
 

� Starbucks 
星巴克也是英國常見的咖啡連鎖點，如果自己帶星巴克杯子可以便宜10p。 

 
� Coffee Gusto   

這也是一家咖啡連鎖店，和其他家不同的是，它提供的三明治是現做的，而且

是可以加熱的，口味挑選種類很多，所以不只是咖啡店，也是一家很有名的三

明治店。 
 

� Weatherspoon 
這是一家餐廳的連鎖店，不過也有提供咖啡LAVAZZA，而且價格超級便宜

的，一杯80p。 

  

	 

	 

	 

	 

	 

	 

	 

	 

通訊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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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共電話與國際電話卡 ( Pay phone and International 

telephone cards )  

4.1.1 打電話回台灣（Making an International Call） 

★ 透過公用電話： 

需要很多個1 pound and 50 p，然後撥打 00+ 886+ (地方區碼，例如台北：02) + 
電話號碼  

有多家電信公司的公用電話，有的要先投錢才能撥號，有的則是撥通

後，再投錢。  
 

 

� 透過市內電話： 

（1）Local line有繳月租費型的電話機   

    直接撥: 00+ 886+ (地方區碼，去掉開頭的數字0) + 市內電話號碼   

             (例如撥打台北: 00-886-2-236xxxxx ) 
              00+ 886+ 手機號碼(去掉開頭的數字0) 
             (例如: 00 – 886 - 919xxxxxx ) 

    透過國際電話卡(saver) : 按照電話卡背面 

 
（2）National line 沒有月租費型的電話機  

住在學生宿舍裡面，多半是要透過一種電話卡叫做 Dog ‘n’Bone才能打外線

電話，搬進宿舍的時候就會拿到這張卡，然後再上網利用信用卡或是現金卡

儲值，無法上網的人可以到 Student union shop 和 BISC 這兩個地方買五鎊

的儲值。 

直接打國際電話的方式，按照Dog ‘n’ Bone卡片的背面指示 

透過國際電話卡(saver): 先要撥通Dog ‘n’ Bone然後再按照國際電話卡上

面的只是撥國際電話，所以是付兩方的錢 (Dog ‘n’ Bone的國內匯率 和

國際電話卡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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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Skype 

下載Skype的軟體，上網付費，室內有網路就可以通話。 
 
 
 
 

4.2 網路 ( Internet )  

 

★ 學校宿舍網路 

大部分的新生都是住在學校的宿舍（例如DC、CC、UH等），這些宿舍都能連

結上學校本身提供的網路，稱為ResNet。在九月開學期間，各宿舍的ResNet都
有一段時間是「免費試用期」，讓剛進住的學生可以立刻享用網路。新生進住

後都會收到一袋ResNet提供的Starter pack，內含光碟、網路線與操作手冊等；

依照手冊上的指示安裝好ResNet要求的幾個程式與完成設定之後，就可以連上

網路了。等開學之後，到Art and Social Science Library旁邊的Information Service 
Computer Centre登記購買ResNet，就可以繼續使用；如果您沒有信心可以照著

指示自行完成網路的設定，也可以在交錢時另外付費購買「到府安裝ResNet」
的服務，就會有專人到你房間幫你把網路裝到好。 

 
ResNet相較於外面私人公司的網路服務，可說是俗又大碗。ResNet一年的價錢

約75鎊左右，如果暑假不住，也可以只購買三個term，價錢55鎊。(一般外面網

路公司一個月網路費都要10鎊上下)。  
 

ResNet從2007年4月開始推行新的流量政策：尖峰時段(peak time)為每天晚上

6pm-12pm，其他時間為非尖峰時段(off-peak time)；尖峰時段每人每週的上傳與

下載量各5 GB，非尖峰時段則毫無限制，可以無限下載！平心而論，這樣子的

流量，不但不比外頭一般網路服務差，更可以說是全英國各大學中數一數二寬

容的服務！ 
 
因為是學校網路，ResNet另一個優點就是可以透過學校圖書館的資料庫，取得

各領域的期刊論文資料；所以只要坐在家裡上網就可以瀏覽幾乎所有的期刊了。 
 
 

★ 一般租屋之網路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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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租屋難免需要租用網路，若您有無線網卡，可耐心搜尋您的鄰居是否有人

慷慨大方地沒有鎖無線基地台，您就可大方地享用，但是機會不大。一般來說，

網路租用有兩個不同的系統Cable及ADSL。 
 

（1）Cable 
若您租屋處沒有室內電話，選用Cable系統是 為划算的方案。Cable系統 大

市佔率為NTL，其次是Telewest，但Telewest是一般 為推薦也 受好評。該公

司的服務佳，其推出的網路電話二合一方案，以及網路電視電話三合一方案，

或可供您作參考選擇。NTL雖然英國 大的網路公司，但風評並不太好，顯然

其服務沒有讓消費者很滿意。 
 

但以上是筆者在2006年年底時所查詢的資料，現在再查（2007年中），發現一切

全變了樣。現在Telewest已被NTL高價收購，合併為NTL：Telewest，而NTL隸

屬於維珍集團(Virgin)，現在所有的Cable系統都在Virgin名下，僅此一家，別無

分號，但並非所有地區都適用，若在部份偏遠地區該公司沒有佈線，您就無法

選用此一Cable網路系統。 
 
 

（2）ADSL（電話線）  
若很幸運地您租屋處有室內電話，或您也想跟BT租用室內電話的話，就有很 
多考慮的選項。 

 
ADSL的Provider何其多，學校的Information Services提供了所有Provider的價格

比較，可以多多比較後再做選擇，但無論您選擇那一家，在申請網路之前，一 定

要向BT申請市內電話線，所以就必須付BT的電話線路租用費，再加上電話月費

及網路費。此外，學校的網頁還教導您如何在家裡與朋友分享網路。 
 
就筆者自己的經驗，便宜不見得就是好，Tiscali的服務很糟，像個只會要錢的

公司，客服似乎都在印度，全數為印度口音的服務人員，完全不推薦。而 Toucan
的服務很好，服務電話大部份免費，且若有推薦人還可以有各25鎊的免費額度

可用。 
 
在此要提醒您，不論是Cable 或是ADSL的寛頻網路，各家方案不一，不只是頻

寬大小不一，可供下載的額度也不一，有的有限制，有的無上限，請您都要多

加留意再做決定。 
 
 

4.3 手機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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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電信市場競爭之激烈，比起台灣毫不遜色。您只要走一趟街上的通訊店(例
如Carphone Warehouse)或者3C專賣店(例如Currys)就可以發現琳瑯滿目的手機，

與各種門號合約配套優惠。以前常傳言英國手機型號比起台灣老舊很多，這種傳

言並不符合事實。全球各大廠牌的 新款手機，台灣通訊行買得到，這裡也大多

買得到。差別只是有時某款手機只有歐洲才有，或者只有亞洲才有等等。甚至有

時候直接在這裡買手機搭配門號簽合約，折算起來比從台灣花錢單買手機然後到

這裡另外買門號還要划算。 
 

英國的手機門號分成：合約月租費制(Pay monthly)，與預付卡制(Pay as you go)
兩種。前者需與電信公司簽合約並每月繳月租費，合約通常 短一年；後者則是

先買SIM卡(通常會附幾鎊的通話額度)，日後再透過買儲值卡或在ATM機器上加

值。選擇何種方案端視您平常通話需求。如您只打算來英國一年，也不會常打電

話，甚至平常都只傳簡訊不打電話，就可以選擇Pay as you go。若您打算待一年

以上，或者平常很愛講電話，選擇Pay monthly的方案，通話費率較低，比較划算。

一般來說，Pay as you go的方案幾乎沒有任何優惠可言，Pay monthly則較容易找

到許多五花八門的優惠，例如cashback(以下詳述)。 
 
在英國買手機或者辦門號，有兩種選擇：至街上店家購買 (例如Carphone 
Warehouse或者各系統商O2, 3, Orange, Vodafone等等的直營店)，或者至網路商店

購買。至於選擇哪個系統，其實都差不多。Orange的特色是他們的Orange  
Wednesday讓用戶每週三可以買電影票買一送一(2 tickets for 1)；O2曾經是各外國

學生的 愛，因為原本他們的月租費方案可支援某種特別的0844的號碼，就可以

用local費率打國際電話，但是目前他們已經更改政策，自2007年4月之後才簽約

啟用的門號已經無法享用此項優惠（但之前簽約的門號仍可享用此優惠），從此

O2就變得跟其他家沒差別了。 
 

如果您只打算買Pay as you go的SIM卡的話，那麼您隨便走進任何一家通訊行，

都可以購買，並沒有價錢上的差別。許多店家也有將Pay as you go搭配手機的方

案，但此方案通常都等於另外付錢購買手機，並不很便宜。所以如果您打算用Pay 
as you go，建議您從台灣帶自己的手機來，然後買這裡的SIM卡。如果您打算辦

Pay monthly，請繼續看以下敘述： 
 

英國的Pay monthly服務，除了月租費抵通話費此項 基本的服務之外，尚有一項

特別的，即所謂「現金回饋」(cashback)，也就是您有機會以現金或支票的形

式拿回部分您繳出的月租費。視手機與費率方案不同，Cashback的優惠程度也不

一，小至減少前幾個月的月租費(例如：每月30鎊、12 個月的合約，優惠前三個

月只要10鎊，則您仍得每月固定繳交30鎊的月租費，但在門號啟用滿半年之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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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次性拿回60鎊的cashback，那就等於前三個月只各交10鎊)，大至前幾個月的

月租費都全額減免(一樣得先繳月租費，一段時間之後才能把錢拿回來)，運氣好

的話甚至可以找到一整年12個月的月租費都可以經由cashback的方式全部領回

來的方案，那就等於一整年都不用付月租費！但請注意，這種看似白吃的午餐並

不容易吃到。通常這種優惠的terms and conditions都很繁複且嚴格，如果太大意

弄錯帳單或者記錯cashback的期限，就不能夠拿回你的cash，此時不論你如何抱

怨都沒什麼用了。所以如果你不怕麻煩，有本事好好保存每個月手機帳單，並且

清楚記得什麼時候該辦理cashback，該遵守什麼規則等等等等，那就儘管享受英

國特有的cashback服務吧！ 
 

一般而言各系統商(如Vodafone, Orange等)的直營店，價錢都比較硬，優惠較少。

各通訊行(如Phone 4 U, Carphone Warehoouse)優惠方案較多，但需要好好比較各

種terms and conditions。 
 
除了這些實體商店之外，想要找到更優惠的cashback方案，線上商店是更好的選

擇。在這裡建議一家筆者已辦過兩隻手機的網站："One Stop Phone Shop"。到目

前為止對於其服務還算滿意，雖然cashback並不是 多(有很多網站更便宜)，但

是他們給錢速度快(通常一個月內就可收到支票)、辦門號與售後服務都算效率

高。不過這只是筆者的個人經驗，可不替他們背書喔！ 
 
 
 

4.4 郵政服務 ( Postal service )  

 
英國郵局營業時間通常是週一至週五9am-5.30pm，部分大型郵局(例如在Galleries
裡頭那間)週六上午也有營業。詳細情形可上Post Office的網站查詢。 
 

4.4.1 信件 (Letters)  

英國國內平信郵資分為1st Class 和 2nd Class 兩種。通常1st Class隔天到，郵資

較貴；2nd Class三天內到，郵資較便宜。明信片在國內寄送等同於一般平信。 
 
國際郵件的郵資計算方式比較複雜，可上郵局網站查詢。但重點是，無論寄送郵

件或包裹，只要是國際的，都得跑到郵局去秤重付錢，不像國內郵件只要事先買

好郵票就可丟入路邊任何郵筒。空運的信件和包裹通常約一週可抵達台灣。海陸

聯運(by surface)則需要八週左右。 
除了平信之外英國還有兩種特殊郵件服務：Recorded letter 和 Special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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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ed letter就像台灣的掛號信，收件人需簽名；一樣分1st Class和2nd Class兩

種，但價錢較高。Special Delivery為英國國內限時快遞，若有遲延、損毀或遺失

可得高額賠償。這種服務郵資頗高，但寄出去的東西都可以追查，比較不用擔心

寄丟，適合寄送貴重文件物品。Special Delivery還細分為9am和1pm兩類，前者

保證隔天上午9點前送達，後者是隔天下午1點之前；價錢當然前者較高。 
 
 

4.4.2 包裹、托運 (Parcel, cargo) 

★ SEVEN SEAS公司 

（1）流程：  
打電話給公司訂空箱子  拿取空箱子包裝  打電話給公司收箱子  
 在台灣等候通知領取箱子 

 
（2）運送方式：  

空運 (至家門口或是港口)  運費高  
海運 (至家門口或是港口)  運費低 

 
（3）價錢：  

送到家門口：送取箱子 ＋ 第一箱的價錢 ＋ 箱子單價 × 其他箱子數量 
 
   送到港口：送取箱子 ＋ 第一箱的價錢＋箱子單價 × 其他箱子數量  

＋ 台灣港口關稅 + 台灣境內運送 

     箱子的單價依運送的方式而不同，費用由高至低為： 

   空運到家 ＞ 空運到港口 ＞ 海運到家 ＞  海運到港口   
 

（4） 便宜的方法：  
很多人一起運送，可以分擔送取箱子的運費，還有第一箱的錢，以及台灣

港口關稅（如果是送到港口的話）。  
 

（5）需注意的事項：  
送箱子每一趟就要收費一次，因此每次訂購空箱子 好超出實際需要數

量，免得到時候不夠用， 後多出來的箱子，再退還給公司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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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Accommodation 

5.1 歸屬學校財產之宿舍 (University hall of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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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University Hall     

此宿舍在 term time 是屬於大學部宿舍，有極少數研究所學生於此住宿。暑假期

間，上語言課程的學生大多被安排於此住宿，另外也提供一些短期住宿給研究人

員、教師。 
                

★ 宿舍           

（1）房間可分為兩種：  
Standard Room（五人Flat） 共用廚房、浴室、廁所 
En-suite Room（六人Flat） 為套房、共用廚房 
 

每間房間皆提供單人床（暑假期間提供床單、枕頭、薄毯子。term time則不提

供，但可租用棉被,枕頭及床單等）、衣櫃、桌椅、書架、床頭櫃、備忘板、網

路插孔及電話（可撥打內線電話至學校分機與各宿舍，撥打外線則須像辦公室

購買 Dog ‘n’ Bone card，亦可打長途。接聽外線電話不用付費，但撥打者費用

比一般電話稍貴）。 
 

（2）廚房：  
包括冰箱、烤箱，提供鍋、碗盤、刀叉、杯子等廚具，每兩週清潔人員會 
打掃一次。 
 

（3）儲藏室：  
有電熨斗、燙衣板、吸塵器、掃把。 

 

★ 其他公共設施 

（1）洗衣房：  
為投幣式，洗衣1.2鎊，烘衣每十分鐘0.5鎊，設有販賣機零售洗衣粉。 
 

（2）Common room：  
提供電視、投影機、鋼琴、撞球桌、桌球、桌上足球遊戲，皆為免費。 

（3）Club 1909：  
此宿舍的私有小酒吧，只於term time 開放。   
 

（4）運動設施：  
與鄰近宿舍共用籃球、壁球、網球場地。可向宿舍辦公室免費借用球具並詢問 
進入場地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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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ＢＢＱ：  

提供場地及用具，可向宿舍辦公室申請使用。申請時須繳押金，用具及場地清 
理乾淨，押金可全數退回。 

 
 

★ 地理位置 

此宿舍位於 Stoke Bishop 區，走路到校區約40 - 50分鐘，坐公車至 triangle 約

10-15分鐘(走路至公車站約5-10分鐘)。  
                  

★ 食品購物 

通常學生會在上下課途中的Whiteladies Road上，在Clifton shopping center裡的

Sainsbury's或鄰近Black boy's hill top的 Tesco購買；離宿舍 近的超市則是在 
Westbury區的Waitrose，但價格比較高。 

 
 

5.1.2 Deans Court  

 
Deans Court（以下簡稱DC）為研究生專屬

宿舍，由Dominion House公司管轄，全棟

三百多個房間，皆為套房，價格均同，但

房間大小不一。3至7人組成一個Flat，共

用一間廚房，宿舍管理提供清潔人員天天

收垃圾，及一週一次廚房清理，但住戶必

需自行保持一定程度的整潔，也要自行處

理資源回收，若極度髒亂，清潔人員可以

拒絕清理，直到住戶自行清理乾淨為止。

DC地下室有洗衣間，洗一次衣服1.40鎊，

烘乾衣服一次一鎊。Flat裡備有吸塵器，還有熨斗和燙衣板提供大家使用。 
DC會不定期舉辦社交活動，但大部份以宿舍裡之公共區（Common Room）為場

地，想多認識朋友不失為一個好機會。另外，DC也會定期到房間檢查火警警報

器及房間清潔程度，若浴室太髒則會收到警告信，任何東西毀損，均可報備並換

新，洗澡水太熱或太冷也可報備。將會有專人來修理。在英國請記住一句話：會

吵的有糖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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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的管理尚可，有Storage Room  可供住戶存放東西，但在宿舍搬遷交接之際，

物品太多時，不一定能夠存放。另外，每年的九月中至九月底，為宿舍大掃除時

間，所有續住住戶均需搬離宿舍兩週，續住同一間房間者，可不搬移物品，管理

者不會前往檢查，但需繳交鑰匙。續住但不同房間者，物品同樣需搬離。 
 
DC是離校區 近的宿舍之一，也是離市區 近的宿舍之一，位置好，相當方便，

四周並無太多商店，因此也不會太吵。 
 
   

5.1.3 Chantry Court  

 
Chantry Court簡稱CC，位於Denmark Street上，鄰近College Green。和DC並列為

University of Bristol的主要兩棟postgraduate students的宿舍，兩棟宿舍都位於市中

心，College Green附近。 
 

CC共有九層樓，除了Ground floor為辦公

室和洗衣房等公用設施之外，其他1st至
8th floor都是宿舍，平均每層有七至八個

flat。每個flat人數不等，從僅有一人住的

studio到 多七人的flat都有。CC外表看

起來就是一棟典型在都市裡的公寓大

樓，不像DC還有自己的中庭花園，而且

也沒有供辦活動用的common room，這

是CC的缺點。 
 

相較於DC所有房間都是en suite且統一價錢，CC的房間大小、價格較有變化。從

便宜的economic room到 貴的studio，之間的價差可達每週三四十鎊。除了有

個人衛浴的studio和en suite之外，CC還有standard room，就是共用衛浴。 
除了放聖誕節和復活節以及Bank holiday之外，CC的管理員是二十四小時值班，

所以包裹或是郵件都有專人接收。另外，也有修繕專員，只要投遞修繕單，就會

有人到room or flat進行修繕。 
想要申請CC一至三樓的房間，必須向經營公司UNITE申請，四至八樓則必須向

學校的Accommodation Office申請。獲得房間的offer後有兩週的時間可以考慮要

不要接受offer，接受的話就要簽約並繳交押金250英鎊。依學校規定無論CC或

DC，一簽約都得簽一整年，所以如果您不打算在Bristol停留一年，比較不建議

住CC或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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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被詬病的就是外來的噪音。其鄰近為

劇院Hippodrome，當劇院更換劇碼時，

搬道具的聲音很嘈雜，甚至會在凌晨的

時候搬道具，住在面向劇院的樓層會受

到干擾。而面向Pub的樓層，每逢週五、

六，因晚上音樂特別大聲，到了半夜也

有醉鬼在馬路上叫囂，或是Pub的工作人

員在外面傾倒酒瓶，乒乒乓乓的玻璃

聲，常會吵醒睡夢中的人。 
 
 

5.1.4 Woodland Court 

 

Woodland Court 簡稱WC，與DC、CC相較起來，是

三棟宿舍中 新的一棟。因為只有兩年的歷史，所以

設備和房間的狀況都相當好，很少聽到有需要修繕的

情形發生！雖然是研究生和大學生混合的宿舍，但基

本上以研究生為主，加上兩者的區域是分開的，不用

擔心會有作息互相影響的狀況。WC因為房間數不多

的關係，環境很悠靜，很適合唸書，但相對來說，它

的社交活動就沒有DC來的頻繁，參與的人也不太熱

絡。但因為位在Woodland Church對面，參加教會活

動體會不同文化的機會是比較多的。 

 
WC和DC皆由Dominion House公司管轄，因此在

管理上也十分相像，房間皆為套房，價格均同，

房間大小相仿。6人組成一個Flat，共用一間廚

房，宿舍管理提供清潔人員天天收垃圾，及一週

一次廚房清理，但住戶必需自行保持一定程度的

整潔，也要自行處理資源回收，洗衣間洗一次衣

服1.40鎊，烘乾衣服一次一鎊。Flat裡備有吸塵

器，還有熨斗跟燙衣板提供大家使用。另外也提供腳踏車位和停車位，對於有停

車需求的人，不啻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宿舍辦公室辦公時間到下午五點，負責收

發信件與宿舍事務協助，其餘下班時間則都有負責的學生管理人員待命，如遇有

急事都有人可以隨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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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來說的話，雖然離市區比較遠（25~40
分鐘腳程，視路線而定），但附近有一間大超市

（Sainsbury + Boots），鄰近的餐館也多，距離

學生活動中心（Student Union） 或健身房 
（Sports Centre） 等都約10分鐘路程，生活機

能很好。但因為距離學生數量多的DC和CC約30
分鐘腳程，所以很希望能和同學住在附近的

人，可能選擇DC或CC比較恰當。（目前由於地

理位置的關係，WC住的科系大多以商科為主。） 
 

 

5.2 不屬學校財產之宿舍 ( Non-University-owned 

residence) 

5.2.1  M.I.H.  

Methodist International House 簡稱 M.I.H.。歸 Bristol Methodist教會擁有。其位

於Clifton，鄰近Bristol吊橋（Suspension Bridge），週圍環境優美，附近就有郵局、

銀行、小超市、書店、及其他不同類型小商店。離各個學院約二十到三十五分鐘

路程。提供學生、社會人士短期及長期住宿。M.I.H.共有32間單人房和6間雙人

房。退房也只需一個月前通知，沒契約問題。包含地下室的廚房及餐廳，共四個

樓層。管理員和她的家人就住在二樓，並與其他助理管理員二十四小時輪班。基

於安全考量，出入須登記，生活規則較多。房間有大有小有舊有新，依入住當時

狀況分配。個人房間內有洗臉台、床舖、書桌、衣櫃、棉被、枕頭等基本配備；

也提供每位學生一套個人餐具。廚房及衛浴共用。雖然人多，但每個樓層都有衛

浴設備，使用上沒什麼問題。租金合理，但洗衣上網都必須另外付費，但沒烘乾

機，衣服必須晾在房間或晾衣間。網路只要申請，就可在房間內連線上網。客廳

及餐廳有提供電視。每星期會有清潔人員清理房間。朋友留宿必須告知管理員，

也必須付費。基本上也是適合住一年或其他非長期留宿的學生。申請手續一樣必

須透過學校Accommodation office 辦理，如還有空房，才接受個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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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Hodgkin House  

Hodgkin House 座落於 Clifton，位置鄰近學生

活動中心，離超市及各個學院都在十五分鐘內

的路程，是為紀念前校長Mrs Dorothy Hodgkin
和她的先生Mr. Thomas Hodgkin而建立的國際

學生宿舍。含地下室共五個樓層。提供58間單

人房出租給學生。租金合理。 
 
 

其房間寬敞，提供床舖、書桌、衣櫃、棉被、

枕頭等生活上基本配備；也提供每位學生一

套個人餐具，廚房、廚具則共用，無須購買，

很適合只住一年或其他非長期留宿的學

生。廚房衛浴共用，人多時必須排隊等候。

另外還有客廳、桌球室、乒乓球室等活動空

間。除客廳外，小書房也可以免費上網。個

人房間內基本上收不到無線訊號，無法上

網，比較不方便。管理員和她的家人也住宿

於此，有事時方便連絡，但相對的，要遵守

的規則較其他宿舍多。 
 

每星期會有清潔人員清理房間。洗衣烘

衣，可每星期領一次代幣，不收費用。有

朋友要留宿必須告知管理員，也必須付

費。如要退房只需一個月前通知，無契約

問題。生活上因很多空間共有，想多認識

朋友的人很合適居住於此，但需要較多個

人空間者則須考慮。要申請的新生必須透

過學校Accommodation office 申請辦理。

舊生如要申請則必須自行連絡。 

5.3 私人寓所 (Private flats/houses) 

★ 找房子的方法 

若你想搬出宿舍，很多方法可以找房子，以下照優先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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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學校的Accommodation Office去找，學校所提供的網頁裡，有豐富且完

整的資訊，不僅是租屋資訊，連同看房子，租退房時需注意的事項皆有提

供。一般來說，單身的學生在Accommodation Office的Bulletin Board 和 

property search就已經很足夠。  

2. 朋友互相介紹或在系所公佈欄裡也可以發現一些學生所貼的分租廣告。  

3. 或者透過房屋仲介公司（Letting Agencies and Estate Agents），不過要抽佣

金，50鎊到數百鎊，原則上是抽第一個月月租的一半，或一定數額由房東

及房客付費各半，在學校Accommodation Office的網頁中，也有提供仲介公

司的資訊及連結。  

4. 晚報(Evening Post)的廣告欄，尤其是星期二及星期四，有關租屋的訊息特

別多。  

5. 雜貨店窗戶及超市告示板上也常有二手物品買賣及招租廣告。  

6.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每週出版三次的Trade It (1鎊多，可在書報攤購買)  

7. 張貼自己的租屋需求，直接讓房東或二房東找上門，i.e. Easyroommate 

8. 網路上的免費（其實很多所提供的電話都是仲介公司的）租屋廣告資訊 

Vivastreet, Friday Ad 

  

 

★ 租屋需注意事項 

• 是否需簽約，約期半年或一年，是否需付訂金。 

• 房租是否包水電瓦斯。  

• 另外市內電話，網路，及電視執照有無包含。  

• 若為全時學生(Full-time student)是不需要付市政府稅(Council tax)。  

• 是否與房東同住，房東是否容易連絡。 

• 英國的陽光是很珍貴的，冬天白天很短。所以可能的話，選擇陽光充足的

房子；然而若窗子大冬天房間會很冷。  

• 此處的房屋樓層地板材料多為木造，故有時需考慮左鄰右舍樓上樓下住戶

對象。 

房客選房子，房東也要選房客，祝尋屋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