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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應用科技大學交換心得 

學校: FH Potsdam  

學期: 105-1 

姓名: 余康正 

國家: 德國/波茨坦 

科系: 設計研究所 Interface Design  

 

 

 

 

簡介 

位於布蘭登堡州州府的波茨坦應用科學大學，是於1991年在兩德剛剛完成統一時成立的新興大

學。於1991/1992年冬季學期正式招收了第一批社會學的學生。波茨坦應用技術大學是這一時期

布蘭登堡洲新建的五所新興的應用科學大學之一。其歷史當然沒有柏林洪堡大學等其它德國大學

悠久，但是德國的此類應用科學大學打破了德國大學學制長；對學生照顧不佳的局面，多注重學

生實踐技能的發展。成為目前學生青睞的對象。 

 

 

 



 
 

緣起 

以前老是夢想著能到歐洲開開眼界，所以從初中就一直拼命想說服爸媽讓我去參加遊學團，但他

們只給我去了日本和台灣，在我一看到學校有交換學生的機會，就下定決心要試試看，而且和爸

媽達成協議：如果通過面試就讓我去！在經過一連串的手續過後，竟然通過了學校的面試及得到

錄取, 當下的心情真是五味雜陳，整個人像被打暈捲近旋渦裡去的感覺！我真的要在從沒去過的歐

洲生活半年了！其實一開始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沒有真實感，但在開始辦理簽證那刻才開始覺得：

我真的要離開台灣了...... 

 

住宿 

我住在位於波茨坦北邊的社區宿舍(Studentwerk Potsdam, Kaiser-friedrich. Str) 這區. 裏面是獨

立的雅房還有套房都有, 除此之外, 還會有自己的小公園供大家散步,烤肉,曬太陽等等聯誼活動. 宿

舍的費用一個月才160歐元, 而且很大,很寬敞. 因此發現歐洲都有嚴格的法律保障每個住家的大小

及高度, 住進去不會覺得很封閉.  

交通 

在歐洲，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就是鐵路和航空啦！由於只要憑歐盟簽證就能在歐洲趴趴走，對學生

最划算的方式就是購買定期火車票了！Eurail Pass是可以自己選擇要的期間和國家，憑著那張火

車票就能搭乘大部分種類的火車，例外像是跨國夜車就有可能需要提前訂位，但基本上這是最划

算的旅遊方法。在德國各邦也有各邦的「邦票」，一人的邦票是21歐，能夠整天在邦內任意搭乘

除了ICE(快車)以外的任何車種以及公車、地鐵等，另外有團體的邦票可以五個人使 

用同一張票，一張只要29歐，是非常划算的一個方案。歐洲的廉價航空也非常盛行，像是

Ryanair和Easy Jet等廉價航空公司，只要提早1.2個月訂機票，就可以獲得非常優惠的價格！但廉

價航空之所以能這麼便宜就是因為機上沒有什麼服務，飛航安全也遠低於一般航空，如果害怕自

身安全有疑慮的人還是能搭火車就搭火車吧！ 

 

飲食 

德國最常見的食物非德國香腸莫屬！由於購買外食隨便都要2.3歐起跳，長久下來也是一筆可觀的

數目呀！所以我基本上都到EDEKA或Netto等生鮮超市購買食材回宿舍下廚。會買的食物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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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牛肉、豬肉、火腿、生菜沙拉、漢堡肉、馬鈴薯球(Knödel)還有義大利餃，當然還要買些蔬

菜水果均衡一下，但因為和台灣相似的調味料不多，每次買新鮮蔬菜回家自己煮的後果大多

是......”相去甚遠”！最後只好買冷凍蔬菜代替了！當然啦，不是每天都窩在家可憐的自己煮飯，交

換學生們偶爾會相約在某些人的宿舍一起吃晚餐(Supper)，不僅可以和大家聯絡感情，還可以吃

到道地的異國料理, 偶爾宿舍會不定時舉辦國際聚餐, 大家烹調自己國家的食物帶去分享順便交朋

友. 

 

夜生活 

在德國，進入夏令時間後，天黑的時間一天比一天晚，偏偏德國人慢條斯理又悠閒的性格，商店

一天的營業時間都不長，最晚8點多就全部都關了，讓在台灣蠻常10點才出門的我大大的不習慣

啊！果真是出國了才知道台灣的好，德國晚上有開的店就只有餐廳、酒吧、夜店和麥當勞，所以

交換生們的夜生活不是聚在宿舍裡玩牌聊天喝酒，就是到夜店跳舞，再不然就是各自窩在宿舍了. 

課程 

在10月初的開學時, 我選擇了一門Frogway Workshop, 是讓我們如何體驗在職場上一個團隊去執

行把一個專案從零到市場上的過程. 我們開始尋找各種服務設計的案例分析, 學習. 我跟組員一起開

始構想物聯網為主題的服務設計去走, 使用了故事分析去尋找市場的需求及分析競爭者的優缺點. 

其次把故事變成擬人化, 且進行街頭採訪及測試我們的軟體原型供測試者提供修改的回饋. 除此之

外, 我選擇了資訊視覺化的課程. 教授帶我們從設計角度去分析對使用者有用或者找出資料的核心

將它簡化及編寫故事去呈現,讓使用者更加容易去瞭解資料的意義. 最後我們以網頁的方式將德國

的多元家庭為主題分解每個家庭成員及搭配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狀態呈現出來2005-2015年的趨勢

變化. 

 

日常生活 

學校位於布蘭登堡州的波茨坦市區, 而我選擇住在波茨坦北邊離學校不遠,因此平時沒課的時間都

可會到學校去做東西. 在我們的設計學院有給我們界面設計專屬的工作室, 幾乎沒課的時間都會呆

在那兒, 與同學一同度過時間及參與他們校內的活動(聯誼, 聖誕活動, 迎新派對)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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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不一樣的教學 

1. 以主題下去討論, 縮小範圍 

2. 案例學習 

3. 表演情景 

4. 每兩個星期上臺分享進度及學系中遇到的問題和解法 

 

研修之具體效益 

1. 教學的方式不一樣 

2. 多元的嘗試報告方式 

3. 綜合的角度思考 

 

感想&建議 

這次的交換是我第一次到歐洲國家去. 剛開始會有少許的文化衝擊比如街頭彩繪, 價值觀的不一樣   

等等, 但差不多1個月後就適應了. 在那邊的生活步調比較慢, 可以專心做和學自己的東西, 且學會       

更加獨立面對每一件事情.除此之外,也得到當地一些的公司友人推薦,希望未來可以再次到那去工     

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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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余康正  所屬系所 / 年級：互動設計研究所 / 2年紀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研修國家：德國  研修學校：  波茨坦應用科技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Interfae Design  
研修期間：西元  2016 年 10月 01日 至  2017 年 03月 31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因王聖名教授的介紹及想多一次的看看國外設計的相
關生態而選擇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Interface Design )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6 年 3月 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6年 3 月 20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6 年 4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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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否 
簽證費用：$   200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德國在台協會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1. 居留證 
2. 護照 
3. 個人照片 
4. 英語語言證明 
5. 保險 
6. 作品集  

申請所需時程： 2016 04 01 (申請日期)     2016 0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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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那邊再選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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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新台幣) 
其他項目： 註冊費     費用：   7,50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費用：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                 7,500              (新台幣) 

住宿 
住宿地點 Studentwerk Pots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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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 學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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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0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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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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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其他：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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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 
德國波茨坦 vs 台北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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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to , Rewe, Lidl (Tram 92, 96 沿路回到Potsdam Hbf 車站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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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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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