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茨坦應用科技大學交換心得

學校: FH Potsdam 
學期: 106-1
姓名: 陳品瑄 
國家: 德國 波茨坦 
科系: 設計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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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館內教室



緣起

課程

從大一開始就有參加學校交換學生計畫的念頭，只是為了顧好學業一直沒
機會進一步規劃，直到大四課業較輕鬆才重新拾起這個夢想，會選擇波茨坦
應用科學大學交換是因為我對Interface Design科系的課程非常有興趣，
又聽說德國的設計學院有強大的教學系統，就選擇了這間學校做我的第一
志願。

在學期一開始我選擇了三門課程，Motion Exp.- Noise, Grain, Glitch和鋼
筆書法還有基礎德文課程，其中Motion Exp.- Noise, Grain, Glitch這門課
程是教學After Effect特效的課程，學生都是對After Effect有一定基礎的
程度，教授上課會準備簡報，雖然都是德文授課，但是可以透過翻譯簡報了
解上課內容，這裡不像在台灣單向的授課模式，而是學生隨時可以發表想法
、提出疑問，雙向的討論課程內容；雖然這門課不需要分組準備報告，不過因
為課程人數較少，每次上課都像小組在討論，教授更像是帶領的組長，在一
旁指導、提供意見，也因為不用分組報告，比較可惜沒有機會跟當地學生做
交流。另外，鋼筆書法課是比較偏向實作的課程，教授會提供紙筆讓學生在
課堂中練習書寫書法，但教授不會特別教你如何書寫，希望你拋去特定的書
寫模式，自創特別的文字跟寫法，是很特別的課程。德文課因為是另一所大
學開設的課程，有特定名額給自己學校的學生，額滿了就不招收校外學生，
很可惜我只有上過一堂課就被告知已經額滿了…不過這堂課有許多不同國
家的國際學生，大家的德文程度都差不多，上課也都很踴躍發問問題，感覺
是可以認識很多朋友的一門課。



上課模式輕鬆，學生學習態度認真



住宿

學校沒有附屬的學生宿舍，我申請的是波茨坦社區宿舍(Studentwerk 
Potsdam, Kaiser-friedrich-Str.)單人雅房，廁所與廚房需要與大家共用，
房間裡設備很齊全，冰箱、書桌、書架、衣櫃、床…都有，不過一開始沒有窗簾
跟床單有點不方便，可以到當地超市或是IKEA購買。宿舍的地點沒有非常
靠近市區，離學校也有一些距離，不過樓下路口就是公車站，搭乘605或606
可以直達市區，車站對面就有超市，超市幾乎可以買到所有的民生用品。洗
衣間在宿舍地下室，洗衣每次2.5歐，烘衣2歐，晾衣服的空間有很多晾衣架
可以使用。

宿舍房間



在學期一開始需要繳交一筆註冊費，其中也包含一學期的交通費，繳完費後
學校給的學生證上面會印有註冊記號，每次搭車只要出示學生證就可以了，
不過地區只限於柏林ABC區，而波茨坦就位於柏林的C區。離開了柏林，在歐
洲其他國家旅行我都會用「Go Euro」APP尋找最便宜的交通方式，他會分
別排列出搭乘鐵路、巴士、飛機的票價與時間，可以選擇認為最適合的交通
方式購買車票，我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巴士，雖然票價通常是最便宜的
，但是常常要耗費長時間搭乘；Ryanair廉價航空有時也可以找到便宜的機
票，不過需要提早購買，飛行的國家也有限制，機場位置也常常不在市中心，
要早點規劃安排。

交通

在餐廳最常吃到豬腳、香腸配馬鈴薯，再配上一杯德國啤酒，就是最道地的
德國菜！但是餐廳的價位都不便宜，最經濟實惠的方式還是到超市購買食材
自己下廚，我最常買這裡的馬鈴薯、蘿蔔、甜椒、番茄等蔬果，都很大量又便
宜，乳製品也是很便宜，優格的品牌跟種類多到可以每天吃不一樣的口味，
牛奶便宜到可以當水喝，酒類比水便宜常看到當地人整箱搬；不過人在他鄉
總是會懷念家鄉味，我還曾經為了煮麻油雞特地到柏林的亞洲超市買台灣
的麻油跟米酒，就是為了煮出跟台灣一樣味道的麻油雞XD

飲食

難得有機會能到歐洲交換，在課外多餘的時間我常安排到其他國家旅行，
透過旅行不僅可以看到以往只會出現在書本上的風景，更能藉由走訪當地
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住宿在青年旅館時還能認識不少來自世界各地
的朋友。在台灣是海島國家，國際新聞的報導也不多，很少關心世界上各國
發生的事情，來到歐洲後因為身處這個文化大熔爐，自然會想了解各個國
家的歷史文化，在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時，更能跟他們討論最近發生的新
聞動向。

旅行



能在畢業之前有這樣的機會到外地學習、充實眼界，非常的難能可貴。藉由
到外地生活的方式，更能培養獨立自主與外界應對的能力，語言的交流也很
重要，如果想要來德國交換，一定要先有德語的基礎對話能力，雖然當地人
會講英文，但是普遍對話還是用德文，上課也是用德文，有時候聽不懂無法
跟別人溝通是很崩潰的事情，建議也可以到當地上密集語言課程，短時間就
能增進許多德語能力，不過要花費較多的學費跟時間學習。

感想與建議

與台灣學習環境比較 
1. 師生互動模式輕鬆，較無壓力
2. 學生上課認真，課堂上很少有睡覺、用電腦的情形
3. 設備資源豐富
4. 對學習的熱情

研修具體效益
1. 了解教學模式差異
2. 培養自主的能力
3. 資訊多元豐富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陳品瑄         所屬系所 / 年級：    互動設計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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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face Design              

研修期間：西元   2017  年 09 月 29 日 至 2018 年 02 月 27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對科系課程有興趣，想了解國外上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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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02 月 0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7  年 03 月 07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7 年 06 月 16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https://goo.gl/gEfn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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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  

2. 申請表格 

3. 動機信 

4. 入學許可 

5. 證件照  

6. 英語語言證明  

申請所需時程：  2017/07/11  (申請日期)   201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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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學後使用學校

選課系統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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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1____堂課，共___2_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Motion Exp._____   學分：  10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設計專題講座___   學分：   2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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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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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tudentenwerk-potsdam.de/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5,95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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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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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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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Netto 就在宿舍對面，還有 REWE(搭乘 605/606 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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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z der einheit/west 站附近有許多民生用品店，Deutsche Bank 分行

也在這附近，市政廳在 Rathaus 站，可以辦理入籍跟退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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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餐價錢便宜，不過選擇不多                                                      

大部分時間都在宿舍煮飯，少在外面用餐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