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朱芷萱
所屬系所 / 年級：
經營管理系四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研修國家： 捷克共和國
研修學校： 捷克理工大學
研修學期：o上學期 R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電子工程系
研修期間：西元 2016 年 02 月 11 日 至 2016 年 07 月 01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提供免費住宿、地理位置優越、生活費較低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R 是(系所名稱 電子工程系開設的管理課程)
o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6 年 09 月 16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6 年 09 月 24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6 年 10 月 30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請參考 CTU 網站：
http://intranet.cvut.cz/incomers/erasmus-exchange/apply
1. 至 CTU 系統(https://mobility.cvut.cz/registration/)註冊、
填表、選課、上傳英文版在校成績單後，列印。
2. CEFR B2 以上語文能力證明文件(TOEIC/TOEFL/IELTS)。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þ 是 o 否
簽證費用：$1200 (新台幣)
(＋1250TWD 良民證、公證、文件認證+55EUR+2900KC 申辦保險)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捷克在台經濟文化辦事處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請參考捷克在台經濟文化辦事處網站：
http://www.mzv.cz/taipei/en/visas_and_consular_information/long_term_
residence_permit_for_the/index.html
1.
2.
3.
4.
5.

護照 (還有三個月以上之期效)。
兩吋證件照 2 張。
捷克交換學校之錄取通知單。
財力證明(180,000TWD)。
無犯罪記錄證明(俗稱良民證)。

申請所需時程：西元 2015 年 11 月 26 日(申請日期)
西元 2015 年 1 月 12 日(取得日期)
(必要的時候可以打電話詢問一下進度)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R 線上選課 R 紙本選課 o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各系規定不同 下限各系規定不同
是否可跨系選課：R 是 o 否 o 其他：
課程難易度：o 困難 R 普通 o 容易
學分抵免
 是否有抵免學分：o 有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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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有 o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o 是R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各個交換學生自行開設該國的母語課程。CTU 也有捷克文可以修。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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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是 o否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o單人房 o雙人房
þ其他： 雙人房，六人共用廚房、衛浴設備。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þ 學校宿舍 o 寄宿家庭 o自行租屋 o其他：
其他住宿資訊來源：þ研修學校 o朋友
o網路-網址：

住宿費用： 4000kc/month (向 CTU 領錢，至 Reception 繳費)。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5400 (新台幣) o一週 þ一個月 o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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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
o是 o否 þ其他： 可與你的 student buddy 聯絡，看他有沒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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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þ捷運 站名：
Dejvická
(距學校距離： 200m )
þ輕軌 站名：
Thákurova
(距學校距離： 50m )
計費方式： 申辦 CTU 學生證時，一併購買半年或一年票。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þ 有 o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þ 有 已架設局部
o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o 偏高 þ 普通 o 偏低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
捷克布拉格：台北＝1.3：1
生活用品採買地點：
學校附近：
1. Klaufland 在學校附近的 Vítězné náměstí 地鐵站，搭 8 or 20 號輕
軌到 Nádraží Podbaba，共 3 站。

2. Albert、小超市，皆可步行抵達。
其他： IKEA(有直達車在圓環)、TESCO
醫院診所與藥局
學校附近： CTU 校園裡有醫院。
飲食
校園
þ校內餐廳 þ宿舍餐廳 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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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KC = 1.34 TWD)
1. 餐廳名稱： (忘了。在美心酒家旁邊)
類型： 令人懷念的 pizza
價位： 單片 30-35 kc
步行距離： 60m
2. 餐廳名稱： 國際酒店
類型： 中國餐廳，可點合菜
價位： 100 kc
步行距離：https://goo.gl/maps/MYQVN6mHPY82
3. 餐廳名稱： Budvarka
類型： 在地人推薦的捷克傳統料理
價位： 170-250 kc
步行距離：https://goo.gl/maps/c5axd5zLP622
4. 餐廳名稱： Mlejnice
類型： 豬腳也是捷克的傳統美食，很好吃(建議兩人吃一份豬腳)。
價位： 220-350 kc
步行距離：https://goo.gl/maps/oX5JLs6LTAx (不在學校附近)
5. 餐廳名稱： Good Food Coffee & Bakery
類型： 帶著走美食。一定要吃的改良版煙囪捲，有鹹的也有甜的(大推草
莓＋巧克力＋冰淇淋)。
價位： 90-150 kc
步行距離：https://goo.gl/maps/nXaanmjzG9q (不在學校附近，近查理橋)

其他建議
去 Kaufland 買菜自己煮唄～可以做蛋餅、饅頭、鬆餅、義大利麵
還有滷肉飯(TESCO 的米蠻像台灣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