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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起初選擇大四下交換是想說，既然學分都已經滿了，不如就在畢業前換個地方

生活看看，當純就這個原因而已。 

 

二、 研修學校簡介 

Westsächsische Hochschule Zwickau ，這間學校位於德國東部的薩克森

邦，，汽車工業特別有名，學校常常舉辦有關於汽車的活動，非常適合車輛系

的同學來這裡研修。學校有分四個校區，上課地點一所在科系而不同。每年有

世界各地將近百位的交換生來到這學校交換。Zwickau它是一個擁有豐富歷史

（幸運的是今年剛好是他們建城 900年，有一連串的慶祝活動），還很寧靜又令

人感到放鬆的地方，雖然看起來年輕人口嚴重外移，沒有繁華又熱鬧的商店

街，但它小而精緻，該有的都有，還可以看到羊群在河邊吃草，偶爾還會看到

熱汽球在空中，吃飽飯在宿舍附近的河邊散步。最高的建築物是在市中心的教

堂，空氣很好，夏天時的夜晚滿天星星，還很寧靜，只有整點教堂的鐘聲和偶

爾電車行駛的聲音，每次旅行後再回到這個小城市，都能達到最有效的休息，

然後再重新打起精神，繼續下一個學習和旅程。可能有人會覺得這裡很無聊，

但我很喜歡。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也許 Zwickau 這個城市太小了，在這裡生活的老人很多，年輕人也不太說英

文，各個商店的店員幾乎都不會講英文，完全顛覆了我對德國人英文很好的印

象（可能是我之前認識的德國朋友英文太好了），你跟店員說英文，他會劈哩啪

啦回你一大堆德文，我只能笑笑，這意味著為了生活下去勢必要學一點基本德

文了，所謂逆境中成長，待了四個月下來好像多少能體會這句話，但來德國之

前一點德文都沒有接觸過，更不用說德文有幾個字母我也不清楚，開學時因為

種種原因錯過了一些發音課，於是後來上德文課時完完全全受了打擊，老師說

的話沒有一句聽得懂，課完全跟不上，實在有點丟臉然後激起我要奮發向上的

心，回去宿舍趕快求救摩洛哥室友和網路上練發音，到後來幾堂課後被老師稱

讚發音進步很多，才找回了一點信心。德文課一學期上課時數很少，對於像我

這種初學者來說，要能在短時間內把德文學習到跟英文從小學到大的程度一

樣，實在有點困難，但在這裡生活得越久，越有一種德文一定要學好的使命感

在，越覺得德文很重要！當我看得懂路上招牌在寫什麼的時候，開心的心想

「終於在這裡不是文盲了！」然而在交換期間和外國朋友聊天主要還是用英文

在對話，還會常常把某些英文單字講成德文單字（因為他們實在太像了！）或

是只記得那個物品的德文不記得英文，這樣是要怎麼讓德文進步，也是很困

擾。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第一個月，在 tutor 的陪伴下完成了銀行開戶和去市政廳入籍種種繁瑣事務，

然後你就會知道，德國人會在這種行政事務上處理的很嚴謹之外，最重要的是

所有事情可能都要等很久，因為他們就算是平日也不是每天都上班，就算那天

有上班也不是像台灣一樣從早上八點開到下午五點，她可以是星期一五不工



作，星期二四只開上午和下午中間休息一小時，而星期三只上午工作，有時候

他們還會在門外貼一張紙說休假去了，有時候等很久根本等不到人。另外辦一

個銀行戶頭，可能會花個兩三個禮拜才分別收到銀行卡、提款密碼等等四封

「紙本信件」，我也是一方面很敬佩德國人對於這種個人資料與錢的保護這麼安

全之外，也想念在台灣有時候假日郵局還會開，或者開戶第一天就拿到存摺和

信用卡這種事情。 

 

還有一個剛開始讓我文化衝擊的事情是，竟然大部分店家平日都開不超過八

點，星期日更是所有店家除了餐廳都不開。德國人的工作時間短，意味者休假

時間也很多，但工業與經濟發長都在全球名列前茅，也許就是因為上班時間

短，他們工作得更有效率。剛開始我就在想，那德國人假日不就都沒有商店可

以逛，但其實他們只是想舒服的待在家裡休息，多留一點時間跟家人相處，慢

慢進入夏天的時候，長期在寒冷的冬天缺凡陽光的他們，公園就是他們假日最

愛去的地方。 

 

來到這裡也才明白，為什麼之前在台灣帶的歐洲交換生可以三不五時就喝酒或

者去酒吧和夜店，因為這些事情對他們來說在歐洲是再正常不過了，反觀在台

灣是不太能接受的文化，但那已經完全融入了他們的生活，而且說實在的，德

國啤酒真的便宜用又喝！真心誠意的推薦來德國一定要喝啤酒，不管是超市裡

琳琅滿目的啤酒還是餐廳的生啤酒都值得嚐嚐看！特別紐倫堡的黑啤酒。德國

人真的愛喝啤酒！也因為這樣在街上常看到被打破的酒瓶散落在地上，看的也

漸漸習慣了。更令人驚豔的是，我們學生宿舍樓下竟然有酒吧，不定時會舉辦

特定主題 party讓我們學生狂歡，他們也可以把學校體育館弄成像夜店那樣，

但也只是單純一起喝酒，一起跳舞，只是一個正當的讓所有學生可以在夜裡狂

歡到早上的地方。如果你覺得酒吧的酒很貴，或是想去跳舞之前就讓自己醉一

點這樣舞才跳得出來，那去超市買酒回來在宿舍跟朋友們先 Pre-drinking 一

下，再去參加 party 會更好玩一些，這樣對於滴酒不沾的朋友來說可能有一點

點無聊。參加 Party 絕對是認識各地交換生以及當地學生最快速的一個方式，

剛來德國的第一個月，自己已經參加了無數個 party以至於現在沒那麼常去了

（狂歡一天的累要用兩天睡眠補回來）。 

 

五、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 

1.教授注重在學生的發言，即使學生不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教授也耐心等

候或是用其他方式引導學生思考這個問題，就是要我們開口說出自己的一點想

法，然後就會發現，西方國家的學生比較傾向主動發言。 

2.課堂非常準時開始也非常準時下課，例如 9點整的課，老師和學生都在 8:59

在教室裡準備好了。 

3.教授說下課時，學生敲打桌子以表示感謝教授。 

4.小班制的課程桌椅的排列會比較特別，像是大家圍成一圈，比較能有互動式

的學習。 

 

六、 研修之具體效益 

1.完成了長期住在國外的這個夢想 

2.這半年來踏入廚房的次數比出生到出國前的這 21年來還要多，昂貴的外食使



我不得不自己開伙煮飯，進廚房不再笨手笨腳 

3.比先前更獨立一些，大部份事情都要自己處理 

4.更學會與自己相處，傾聽自己的聲音 

5.也交到了非常要好的外國朋友，相處過程中學會如果接納與尊重不同文化 

6.沒有什麼不能處理的事情，學會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即使語言是一個障

礙，但總會有辦法的 

7.更勇敢了，除了攸關生命其他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8.更敢說英文了 

9.走訪一些城市和博物館，瞬間增加了許多知識 

 

八、感想與建議 

申請和等待的過程是非常漫長的，好幾次都覺得沒希望了或是在想對方學校是

不是不要我，簽證過程尤其繁瑣，這些撐過去之後，到出發前夕，還一直想著

要不要就這樣放棄了，想著跑這麼遠幹嘛，待台灣不是好好的嗎，可是想著這

是夢寐以求的，一但放棄我一定會後悔到死。現在回來台灣了，很感謝自己當

初做了決定出國交換的決定，這是給自己一個很大的挑戰，並且很充實，很開

心過完這半年了，也覺得自己心靈上成長了許多，不管好的還是壞的感受都是

一個美好的回憶。 

 

 

相片分享: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潘郁蓓    所屬系所 / 年級：  材資系材料組 四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ubpan@outlook.com                                    

研修國家：  德國  研修學校：   Westsächsische Hochschule 

Zwickau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沒有對應科

系             

研修期間：西元 2018 年 03  月 05  日 至 2018 年 08 月 31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體驗工業大國的工業學校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7    年 3  月 16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7   年  4 月 18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7    年  11 月 17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https://www.fh-

zwickau.de/internationales/incomings/studierende/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226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德國在台協會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s://taipei.diplo.de/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有效護照、簽證申請證明書兩份、英

文動機信、入學許可、限制提領帳戶、三張證件照、英文版成績

單、交換錄取證明、英文版在學證明 

申請所需時程：   2017 年 4 月 (申請日期)   2017/11/17 (取得日

期)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雜費和學期交通票  費用：   509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費用：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180000  (新台幣)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線上選課   紙本選課   其他：直接到教室簽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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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0___堂課，共____0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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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utsch-Intensivkurs                                                          
  Vom 03. September bis 18. September 2018 findet für unsere neuen 
internationalen Studierenden ein Deutsch-Intensivkurs statt.                                                          

住宿 

交換學校所提供之住宿選項 

交換學校宿舍 

交換學校配合之校外租屋公司 

交換學校提供之校外租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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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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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870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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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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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ßenbahn 路面電車      (距學校距離：  74m  ) 

   計費方式：   單程 2.2 歐                   

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年均溫 18.6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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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校所在國家城市與比例   Zwickau 3      vs.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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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lworth: zentrum 的宿舍走出來往主廣場走不到一分鐘                                                        

    Netto Marken-Discoun: 宿舍附近最便宜的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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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醫 ahnarztpraxis Prifert & Prifert   學校對面                                                       

 牙醫 Zahnarztpraxis Dr. Julia Theiler   面對宿舍右邊過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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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Solo Pizza E Vino Italienisches Restaurant In Zwickau        

類型：   義式餐廳      價位：  8~20 歐       步行距離： 離宿舍 5 分鐘     

*餐廳名稱：     Wenzel Prager Bierstuben Zwickau         類型： 捷克餐廳     

價位：   15 歐左右      步行距離：  5-10 分鐘    

其他建議 

   外食除了土耳其捲餅(4~7 歐)其他都還頗貴的，介意花費的話超

市買時才回宿舍自己煮最省。                                                         

其他建議 

____Zwickau 不是一個大城市，如果純粹想來歐洲旅遊的朋友，這裡

不是一個好選擇，因為交通不方便。如果喜歡小城鎮，體驗東歐的

風土民情，Zwickau 絕對是最好的選擇，一來會愛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