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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彭俊榜 所屬系所 / 年級：⼯業設計系家室組 三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garyc0055850314@gmail.com 
研修國家： 德國 研修學校：Hochschule Trier 
研修學期：□上學期■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Interior Design 
研修期間：西元2017年3⽉20⽇ 至 2017年6⽉20⽇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德國是⼯業設計之都，從⼩就想要來這裡⼀探究竟，
剛好這間學校是以設計群為優先，所以便選擇了德國這裡的學校。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是(系所名稱Interior Design) □否 
校⽅網⾴網址：http://www.hochschule-trier.de/index.php?
id=601&no_cache=1 (該校國際處)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2016年2⽉1⽇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2016年3⽉2⽇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2017年1⽉6⽇ 
是否需繳交保證⾦: □是，$  (新台幣)■否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http://www.hochschule-trier.de/
index.php?id=16594&L=1 (每年皆有微調，以校⽅要求為準。) 
研修學校聯絡窗⼜(International Office of Hochschule Trier / Christoph 
Lex / Tel : +49 (0) 651 8103 515 / E-mail : lex@hochschule-trier.de )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是□否 
簽證費⽤：新台幣約2000元(60歐元)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德國在臺協會 
申請簽證單位官⽅網址：http://m.taipei.diplo.de/contentblob/3335408/
Daten/7132067/Download_Merkblatt_Studentzulassung_Ch.pdf (每年皆
有不同，參照網站上要求為準。) 
申請所需⽂件(請逐⼀列出)：每年皆有不同，參照網站上要求為
準。申請所需時程：⼤約⼀個⽉(申請⽇期1/10)  (取得⽇期2/16) 
簽證流程: 繳交簽證及限制提領賬⼾申請資料，待簽證申請成功後，
把旅遊保險及基票資訊傳真給協會，過⼤約⼀週半即可領得護照(郵

http://www.hochschule-trier.de/index.php?id=601&no_cache=1
http://www.hochschule-trier.de/index.php?id=16594&L=1
mailto:lex@hochschule-trie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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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每年皆有不同，參照網站上要求為準。) 
註 : 簽證需申請限制提領賬⼾(Sperrkonto)，假如申請半年，就需要
存入半年的費⽤(例如⼀個⽉需存720歐元，去半年就是6*720=4320
元)。多存可以多提領，但由於這筆錢在到達德國開通前是凍結的，
通常會再扣掉150歐元的費⽤解凍︔賬⼾申請費⽤為新台幣680元。 

出發前準備階段 
機票何處購買: 台灣STA 購買網址: http://www.statravel.org.tw/(需憑國
際學⽣證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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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與學分抵免 
學期起始⽇期：2017年3⽉20⽇~2017年8⽉31⽇ 
學制(學年劃分)是否與台灣相同:□是■否， 
可申請科系及課程(基本上全部設計相關的課程都可以選取，但可能要斟酌
⼀下有可能是德語授課，⽼師基本上⼈很好會幫你翻譯。) 
選課⽅式：■線上選課□紙本選課□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交換⽣無限制，僅須完成北科或者教育部
提出的要求。 
是否可跨系選課：■是□否□其他：附註 : 基本上課程都可以選讀，但
須注意德國課程需申請考試，否則視為沒有修課，意即選課及選考
試是兩回事。) 

課程難易度：□困難■普通□容易 
授課語⾔: 基本都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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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1__堂課，共___4__學分 
•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furniture design學分：ECTS 10 
 main design project 學分：ECTS 10  

 sketching學分：ECTS 5 
original grafische techniken學分：ECTS 5 
photography學分：ECTS 5 

http://www.statravel.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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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學校提供德⽂初階語⾔課程，可供沒有德語基礎的同學認識德⽂，
已學過德⽂⼀⼩段時間者也可透過此課複習，並可與⽼師討論，加
強德⽂能⼒。/ 須購買課本。課堂以課本內容為主要授課內容。⽼師
也會在適當時機提供額外的教材增加較困難部分的練習。 / 申請單
位 : 可透過此學校國際事務處的Christoph Lex先⽣進⾏申請，須於開
學前告知，⽅便校⽅作業。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 
學費：  
□是，約$  (新台幣)■否 
是否需購買教科書:  
■是，約$ 650 (新台幣)□否，來源 : 可在學校圖書部或者市區⼤型書
店購買，價格⼤約落在20 – 23歐元。 
其他項⽬：雜費(德國只有雜費，無學費) 費⽤：266歐元，⼤約8700
台幣。 
是否提供獎助學⾦:□是■否 

住宿 
住宿地點: Cusanushaus (Studentenwohnheim, Katholisches 
Studentenwerk Trier e.V) / Zurmaiener Str. 
住宿申請時間: 2017/1 
是否需要保證⾦: ■是，$ 450保證⾦ + $ 186 第⼀個⽉住宿費(約台幣
21000) □否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是■否 (需提早與對⽅學校洽談才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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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對⽅學校的國際事務
處⽼師代為尋找及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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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6歐元 (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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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歐元 (約20,000台幣，兩⼈分攤)□⼀週■⼀個⽉□⼀學
期 
□多⼈房：⼈房：$  (新台幣)□⼀週□⼀個⽉□⼀學期 

交通 
學校附近交通⼯具(距離可以步⾏距離計算) 
■公⾞站名：Hochschule Trier (距學校距離：就在該校停⾞場旁及天
橋下) 
計費⽅式： 
■⽕⾞站名：Trier Hauptbahnhof (距學校距離：??km，約40分鐘路程) 
計費⽅式：持學⽣證可免費搭乘，若未帶學⽣證，搭乘⼀次須2.2歐
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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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附近交通⼯具(距離可以步⾏距離計算)(若鄰近學校，此項可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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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費、機票開銷、學校雜費、住宿費、⽣活費等
所有開銷)：約新台幣17萬(不含物品寄送或禮品購買。)  

⽣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冬季約5 – 15度，夏季約20 – 25 度，若有
下⾬可落至10 – 15 度 
衣著建議: 冬季基本上必須穿著外套，即便早上天氣可上看15度以
上。夏季則須穿著薄長袖，因為也有可能在夏天出現10度以下低
溫。 
當地與台灣之時差(快或慢幾⼩時): -7.00，⽇光節約時間後調整至-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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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德國⼈普遍能講基礎
英⽂，但多少有些排斥劈頭就說英⽂的⼈。 
當地主要語⾔: 德⽂ 其他語⾔: -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 :  
德國 特⾥爾vs.台北為1.1比1 。普遍來說⽣活物資價格與台北相近，
像⽜奶、起司、⽕腿等等製品在德國較便宜︔海鮮類則貴了許多。
(此項物價比較不包含餐廳價格) 

⽣活⽤品採買地點 
學校附近：需要購買物資或者辦事需要前往市區(Porta Nigra後⽅街
道及⽕⾞站附近)。 

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Aldi – Porta Nigra對⾯街道上，徒步可到。 
Norma - Porta Nigra對⾯街道上，徒步可到。 
Rewe – 在市政府旁。 
Kaufland – 在Trier Hauptbahnhof旁。 

醫院診所與藥局 



Krankenhaus : Nordallee 1 
Apothek : Porta Nigra附近有3家以上 
Dm : Simeonstraße 45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看診或就醫費⽤: 未使⽤過所以不清楚，所需證件: AOK醫療保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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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因為餐廳相當昂貴，所以沒有在特⾥爾市內⽤餐的經驗。 

其他 
該國家或該學校提供之其他補助或福利 
在德國，不論是本地還是國外學⽣均享有相同的福利。在搭⾞⽅⾯，
在特定區域內的⽕⾞、公⾞搭乘免費(Trier以北至Koblenz，南至
Saarbrueken)，唯⽕⾞的優惠僅適⽤RE, RB, IC ⾞種，不含快⾞型的
⾞種(如ICE)。 

其他建議 
由於以往交換⽣會依協會簽證要求及學校註冊要求申請台灣旅遊險
及健康險，因此⼿續較為麻煩，且花費甚鉅(旅遊險約8000元，健康
保險在德國，以AOK為例，⼀個⽉90歐元，⼤約台幣3000元)。因此
想了解有沒有辦法能夠取得兩者條件兼具的保險，減少保費⽀出，
也減少⼿續及等待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