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戴光陽 所屬系所 / 年級： 應英系職碩三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jerry.tai@gmail.com
研修國家： 土耳其
研修學校： 中東理工大學 METU
研修學期：[v]上學期 [v]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英語教學
研修期間：西元 2014 年 9 月 14 日 至 2015 年 7 月 20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世界排行 85，土耳其首選，有多元科系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v] 是(系所名稱 外語教育系 FLE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4 年 3 月 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4 年 3 月 10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4 年 4 月 1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申請表、歷年成績單、護照影
本、海外醫療保險單、兩吋相片一張 （網址：
http://ico.metu.edu.tr/application）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v] 是  否
簽證費用：$ 1,80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駐台北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一吋或兩吋彩色清晰照片一張(實貼於申
請表格上)、護照正本(護照效期至少 6 個月以上)、護照影本一份、身
分證正反面影本、申請表格一份(至 www.taipei.to.mfa.gov.tr 網站，切
換至 English 頁面下載，並可影印使用)、不接受以通訊方式辦理，申
請工作或學生簽證之旅客，除須於入境一個月前，提出申請之外；申
請時，須備有當地邀請之服務單位所發給聘書或學術機構之入學許可
證明等相關文件，得予以申辦。並於入境後，三十日內，須向當地外
事警察局，辦理申登居留手續。(摘自於 http://www.taipei.to.mfa.gov.tr/)
申請所需時程： 2014.7.10 (申請日期) 2014.7.16 (取得日期)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線上選課 [v] 紙本選課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5 門課 下限 至少一門
是否可跨系選課：[v] 是  否  其他：

課程難易度：[v] 困難  普通  容易
學分抵免
 是否有抵免學分： 有 [v] 無
 學分抵免難易度： 困難  普通  容易
 抵免學分數：___N/A__堂課，共__N/A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__N/A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N/A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語言學習資源：[v] 有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 是 [v]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有專為外國學生開設的 Beginning Turkish I 課程，每週 3 小時，有算
學分。第一堂課時在課堂上請老師簽名讓你上課即可。但成效有限。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無
其他項目： 無
其他項目： 無
整體總開銷： 無

(新台幣)
費用：
費用：

(新台幣)
(新台幣)
(新台幣)

住宿
住宿地點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v]]是 否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v]單人房 [v]雙人房 [v]其他：4 人、8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v] 學校宿舍 4 人房  寄宿家庭 自行租屋 其他：
其他住宿資訊來源：[v]研修學校(ESN 交換學生社團) 朋友
網路-網址：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2,258
(新台幣) 一週 [v]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9,150 - 16,750 (新台幣) 一週 [v]一個月 一學期
雙人房：$ 7,800-12,400
(新台幣) 一週 [v]一個月 一學期
多人房： 4 人房：$ 2,258 (新台幣) 一週 [v]一個月 一學期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 是 [v] 否
若有，是否收取費用： 是 $
(新台幣)  否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v]小型公車 站名： ODTÜ (dolmuş)
(距學校距離： 在校
內
)
計費方式： 2.25 TL
[v]長途公車 站名： Ankara (Aşti Otogarı)
(距學校距離： 在校
內 ) 計費方式： 搭捷運或 dolmuş 前往
[v]市區公車 站名： ODTÜ 或 CEPA (EGO)
(距學校距離： 在校
內或 A1 門口走 10 分鐘到 CEPA )
計費方式： 2.25 TL
[v]火車 站名： Ankara Garı (Ulus)
(距學校距離： 11.3km
)
計費方式： 搭捷運或 dolmuş 前往
[v]捷運 站名：ODTÜ (Metro)
(距學校距離： 步行 1 分鐘 )
計費方式： 3 TL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v] 其他： 計程車 (校內有招呼站、也可打電話叫) (距學校距離： 在
校內 )
計費方式： 起跳 2.70TL，每 1km 加成約 2.30TL （貴！）
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冬天 -5 ~12°C 夏天 10 ~31°C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v] 有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v] 有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 偏高  普通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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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安卡拉 vs. 台北為 1 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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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Şok 生鮮超市：校內有兩間，一間在 çarşı，另一間近 Demiray 宿舍
Carrefour 家樂福：學校對面 CEPA 商場裡，從 A1 門口步行 10 分鐘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Çağdaş 超市、Kiler 超市：從 A4 出口步行約 15 分鐘，往 100.yıl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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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center: 在校內，在運動場 devrim 後面，近 çarşı
藥局(eczane) : 在校內，在 çarşı 有 2 家
Ataturk Egitim ve Arastirma Hastanesi 醫院：A7 出口約 1.5km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Burger King: 在校內，在 çarşı
PTT (Post office)郵局：在校內，在 çarşı，也可以換錢
banka 銀行：在校內，很多間，可以繳費、換錢等
LC Waikiki、H&M（平價流行服飾連鎖）：學校對面 CEPA 商場裡
飲食
校園
[v]校內餐廳 [v]宿舍餐廳 [v]宿舍含廚房設備 [v]其他：學生食堂 (yemek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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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PA 美食街 類型：各式料理 價位：12TL 起跳 步行距離： 10 分
餐廳名稱： Tool Bar/Barikat 類型： 酒吧 價位： 8TL 起跳 步行距離： 20 分

其他建議
校內 çarşı 有多家土耳其餐廳可供選擇，也有 Sunshine Cafe 為大家聊
天聚集處，平時絕少到校外用餐。Yemekhane 用餐僅 2TL。各宿舍皆
有餐廳也都不錯。

其他建議
1)選課前可以先寫 email 給任課老師，並準時到課堂上給老師簽名。
2)在申請 tax number 後即可到銀行辦理開戶，可以用金融卡消費很方
便，並且一定要每天記帳，小心自己的開銷。
3)要主動認識朋友
4)學校有多元社團和運動設施，可以多加利用。
5)校園內多野狗群，非常大隻，夜晚、清晨行動請盡量不要單獨，遇
到狀況要保持鎮定，拿石頭、皮帶、樹枝保護自己。
6)晚間及假日校內接駁車班次較少，請注意發車時間，以免錯失。
（其他建議請見出國研修心得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