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林欣儀          所屬系所 / 年級：工業工程管理四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FB：Jennifer Lin                          

研修國家：      土耳其      研修學校：    Middle East 

Technology University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Industrial 

Engineering   

研修期間：西元 2016 年 2 月 1 日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物價親民、學校名聲好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Industrial 

Engineering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5 年 09 月 0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5 年 10 月 01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5 年 11 月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http://ico.metu.edu.tr/application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200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101 附近商務大樓土耳其駐

台辦事處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簽證申請表格（以英文填寫，簽名需與護照同款，並黏貼一張一或二吋大頭照

在上，表格請上我辦事處官網 www.taipei.to.mfa.gov.tr 英文版網頁下載） 

2.       另附 5*5 彩色六個月大頭照乙張 

3.       護照正影本 

4.       身分證正影本 

5.       學生證正影本 

6.       在學證明英文版 

7.       土耳其學校的邀請函 

8.       （兩校締結姊妹校／交換學生之合約） 

9.       機票訂位紀錄／預計啟回程時間及班機 

http://www.taipei.to.mfa.gov.tr/


10.   於土耳其停留期間的所有住宿資訊 

11.   銀行的存款證明英文版，金額無限制，請自行估算在當地的生活花費 

12.   兩位在土耳其的推薦人（含姓名、公司名稱、職稱／關係、電話、地址及電

子信箱） 

13.   審核過程中如需其他文件，以我辦事處告知為準 

  

                         

申請所需時程： 兩個禮拜左右 2016/01 初    (申請日期)   2016/01

中          (取得日期)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線上選課   紙本選課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25 的樣子 下限  原學校自行規定        

是否可跨系選課： 是   否   其他：              

課程難易度： 困難   普通  容易 

學分抵免 

 是否有抵免學分： 有  無 

 學分抵免難易度： 困難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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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 是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Tender :類似交換語言學習，由 METU 當地學生所希望修習語言和我

想要修習語言媒合，由 Native Speaker 教你，自行安排時間與授課內

容。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0      費用：      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0        費用：       0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         0                      (新台幣) 

住宿 



住宿地點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是 否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單人房  雙人房  其他：  4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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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學校  朋友  

                   網路-網址：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2500 左右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雙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多人房：   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自行查看下表 

 

 

 

 

 

 

Please indicate at least 4 choices in the table below.  

Rank your choices from 1 to 4 (1 indicates your top choice). 

DORMITORIES FOR FEMALES 

PREFERENCE 

RANKING 
Dormitory 

Number of 

Residents in 

the Room 

Monthly 

Price per 

Person 

(Turkish 

Liras) 

Area 

(m²) 

Bed 

type 

WC - 

Bathroom 
Kitchen 

Fridge 

Availability 

  OSMAN YAZICI KONUKEVİ 4 277 14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DEMİRAY DORMITORIES 4 212 34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DEMİRAY DORMITORIES 2 285 20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KONUKEVİ2 2 780 8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KONUKEVİ2 2 862 18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ODTÜ GELİŞTİRME VAKFI 

KONUKEVİ 
3 962 28 Bunk In the room Shared In the room 

 1st DORMITORY 2 345 15 Bunk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DORMITORIES FOR MALES 

PREFERENCE 

RANKING 
Dormitory 

Number of 

Residents in 

the Room 

Monthly 

Price per 

Person 

(Turkish 

Liras) 

Area 

(m²) 

Bed 

type 

WC - 

Bathroom 
Kitchen 

Fridge 

Availability 

  DEMİRAY DORMITORIES 4 212 34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DEMİRAY 

DORMITORIES 
2 285 20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KONUKEVİ2 1 1470 23 Normal In the room Shared In the room 

  2nd DORMITORY 2 345 15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KONUKEVİ2 1 952 11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KONUKEVİ2 2 780 16 Normal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KONUKEVİ2 2 682 14 Bunk Shared Shared In the room 

 KONUKEVİ2 4 556 32 Bunk In the room Shared In the room 

 
ODTÜ GELİŞTİRME VAKFI 

KONUKEVİ 
1 1428 12 Normal In the room Shared In the room 

 
ODTÜ GELİŞTİRME VAKFI 

KONUKEVİ 
2 989 16 Bunk In the room shared In the room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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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車 站名：  學校 sunshine café 附近           (距學校距離：      

學校內     ) 

  計費方式： 2.5TL/趟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MUTE 校門口就有忘了                 (距學校

距離： 走路會到   ) 

  計費方式：  3TL/趟             

公共自行車 站名：RING        (距學校距離： 校內    )            

   計費方式：    校內巡迴巴士免費          

其他：    hitchhiking            (距學校距離： METU 附近    ) 

   計費方式：   不用錢              

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28?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有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 偏高  普通  偏低(校內完全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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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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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內就有超市 

   一個在校園核心地帶，一個在 Demiray 宿舍附近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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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有保健中心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校園內猶如小型社會圈，不出校門即可生活。位於市中心，車

站在學校附近， 

學校內也有巴士可以搭到市中心或是車站，也有小黃。交通不是

問題。                                                           

                                                            

飲食 

校園 

校內餐廳 宿舍餐廳 宿舍含廚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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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feteria     類型： 學參        價位：30新台幣左右一餐      步

行距離： 巡迴巴士都會到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學校內有很多餐廳，宿舍有幾乎都有廚房，不用安心吃的問題。校

園內也有超市可以輕鬆買到食物材料。                                                          

                                                            

 

其他建議 

_土耳其有點乾，要記得帶一些乳液。 

物價跟台灣差不多，人民熱情， 

不過出了校園英文是 GG 的，不太能夠用英文溝通。但是比手畫腳絕

對沒問題。他們不會歧視亞洲人，會很樂意跟你聊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安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