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黃薇臻
所屬系所 / 年級： 創新設計研究所三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istrue25@gmail.com
研修國家：
德國
研修學校： Fachhochschule Trier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Communication design
研修期間：西元 2014 年 09 月 26 日 至 2015 年 08 月 29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德國為世界大國，且在設計領域以實用功能主義聞
名。希望借由交換的經驗累積對於德國的文化深度，並活用於日後工
作或是生活。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o是 (系所名稱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4 年 01 月 0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4 年 03 月 20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4 年 05 月 19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成績單、語文能力檢定證明、
研修計劃。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是 o 否
簽證費用：$ 240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德國在臺協會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親自簽名之有效護照正本(護照有效期
限須比簽證生效日至少多三個月以上,空白頁至少三頁 以上) 、兩份
護照影本、兩份以德文或英文書寫並由申請者親自簽名之長期簽證申
請表 、 申請者親自簽名之簽證申請聲明書正本及影本一份、 3 張
三個月內兩吋白底近照、 英文版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正本及影本兩份
(在學者,請提供已就讀全部學期之英文成績單及在 學證明正本及影

本各兩份。) 、若有德語上課證明,請提供正本及影本兩份、德國入學
許可正本及影本兩份、德國停留期間之財力證明正本及影本兩份。

申請所需時程： 2014/08/22

(申請日期)

2014/09/26

(取得日期)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 線上選課 o 紙本選課 o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30 學分 下限 無
是否可跨系選課：✔ 是 o 否 o 其他：
課程難易度：o 困難 ✔ 普通 o 容易
學分抵免
 是否有抵免學分：o 有 ✔ 無
 學分抵免難易度：o 困難 o 普通 o 容易
 抵免學分數：_______堂課，共_____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語言學習資源：✔ 有 o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o 是 ✔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德語初級 A1 課程由德國當地學校國際事務處提供。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10080 元 (每學期)
(新台幣)
其他項目：
費用：
其他項目：
費用：
整體總開銷：

(新台幣)
(新台幣)
(新台幣)

住宿
住宿地點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是 o否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單人房 o雙人房 o其他：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人房

單 人房 o 寄宿家庭 o自行租屋 o其他：
其他住宿資訊來源：o研修學校 ✔ 朋友
o網路-網址：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8000 元
(新台幣) o一週 ✔一個月 o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o單人房：$
(新台幣) o一週 o一個月 o一學期
o雙人房：$
(新台幣) o一週 o一個月 o一學期
o多人房：
人房：$
(新台幣) o一週 o一個月 o一學期
✔學校宿舍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o 是 ✔ 否
若有，是否收取費用：o 是 $
(新台幣) o 否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公車 站名：
Nikolaus Koch Platz
(距學校距離： 400 m
)
計費方式：
使用學生證可免費搭乘。單趟公車為 96 元新台幣
✔火車 站名： Trier Hbf
(距學校距離： 1.4km
)
計費方式： 使用學生證可免費搭乘至 Koblenz Hbf 與 Saarbrucken
Hbf 之間的火車。
o捷運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o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o其他：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o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5 度~ 39 度。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o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o 有 ✔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 偏高 o 普通 o 偏低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
例如：捷克布拉格 vs.台北為 1.2 比 1 (即為當地物價比台北貴 20%)
德國特里爾 v.s.臺北 為 1.5 比 1，但生活用品可能物價比更低，而餐
廳吃飯或是奢侈品物價比則偏高。

生活用品採買地點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超市 ALDI 是相對便宜的超市，在市中心內接近巴士站 Karl Marx
Haus 的地方。 Porta Nigra 市中心旁有 Euro shop 可以採買到一歐元
的生活用品。中央市場的周遭可以看到 dm 藥妝店，可以購買沐浴乳
洗髮精等生活用品，他們的自由品牌平價又好用。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Trier Hbf 旁有一家最大的超市量販店 Kaufland，可以採買到各式各樣
價格稍高但是品質很好的食材。Trier Hbf 前也有一家 Minh’s 亞洲超
市可以採買到許多亞洲口味的調味料。
醫院診所與藥局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Nordallee krankenhaus 巴士站旁邊就是一間大的醫院 Krankenhaus
der Barmherzigen Bruder。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市中心 Kornmarkt 的角落有一間小鎮最大的藥局，招牌是紅色的 A
字樣。Apotheke Am Kornmarkt Inh. Jorg Hoffmann。

飲食
校園
✔校內餐廳 o宿舍餐廳 ✔宿舍含廚房設備 o其他：
校外
請大略分享校外附近用餐地點，並以條列式說明
餐廳名稱： 校內餐廳
類型： 學生餐廳
價位： 100 元台幣
步行距離： 50m
餐廳名稱： New Mintons 類型： 便宜餐館
價位： 200~300
元台幣
步行距離： 400m
其他建議
德國當地飲食大多以肉類油炸及沙拉為主，自己開伙省錢好吃又健
康。
其他建議
建議學校在交換學生申請的網頁上能多公開這樣的調查表資料，讓未
來想要前往國外交換學生的同學能有更多的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