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楊筑婷     
所屬系所 / 年級：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創新設計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a20632001@gmail.com                     
研修國家：    德國       研修學校： 德國柏林白湖藝術學院                            
研修學期：o上學期  o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產品設計              
研修期間：西元  2015  年 10 月 10 日 至  2016 年 11 月 01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該校為藝術學院，可互相學習及運用之資源眾多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o 是(系所名稱  產品設計            ) o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年   月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年   月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年   月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o 是 o 否 
簽證費用：$ 205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Deutsches Institut Taipei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依照在台協會網站公布

http://www.taipei.diplo.de/contentblob/3335408/Daten/7017896/Downloa
d_Merkblatt_Studentzulassung_Ch.pdf                         
申請所需時程：  2015/07/21  (申請日期)   2015/10/06 (取得日期)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o 線上選課  o 紙本選課  o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下限    一門課程       
是否可跨系選課：o 是  o 否  o 其他：              
課程難易度：o 困難  o 普通 o 容易 
學分抵免 
�   是否有抵免學分：o 有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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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ficial_Skins and Bones, Interlaced 



Networks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語言學習資源：o 有 o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o 是 o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利用課外時間至當地語言中心學習，當初是選擇 F+U Akademy 和 
Tandem Berlin，兩者皆屬於中價位小班制語言中心。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1741        (新台幣) 
其他項目：     學生學期票       費用：    6362     (新台幣) 
其他項目：              費用：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           8103                (新台幣) 

住宿 
住宿地點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o是 o否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o單人房 o雙人房 o其他：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o 學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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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朋友  
                   o網路-網址： fb:台灣柏林同學會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10103                  (新台幣) o一週 o一個月 o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o單人房：$      13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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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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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公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o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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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面輕軌                 (距學校距離： 5mins 腳程 ) 
   計費方式：     2.7 歐一小時                 
o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7 ~27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o 有 o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o 有  o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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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用品及生鮮食品君台北便宜，專業工具則貴上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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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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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飲食 
校園 
o校內餐廳 o宿舍餐廳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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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雖然英文普及度高，建議還是學習一點德文方便融入當地生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