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尚未畢業，
多利用學校的資源豐富自己的人生經歷。
我當下明白，我不確定收穫會是什麼，但是走一遭，
肯定會不一樣。
而他，成為主要鼓勵我出國交換的核心人物。
選擇荷蘭。
這不是一個太令人驚奇的選擇，卻還是很多人覺得唸
設計應該到德國這工業設計大國。
個性驅使，加上我從大學就一直關注著「循環經濟」
、「永續課題」、「環境互動」等等，我選擇了一個
學習風氣相當開放，以及世界上推動未來永續議題相
當前衛的國家，對於環境保護與友善，荷蘭不是唯一
，而在地理環境與天然資源極為相像的情況下，卻經
常被台灣視為學習的對象。
我並非在此專業領域深根，帶著好奇的學習心態，我
便上路了。

What

我交換的學院隸屬Faculty of IT & Design，
學程屬於Communication & Multimedia Design研修的
課程有Photography In Focus、Information Visualisation、Service Design，旁聽Autonomous Design Project。
Photography In Focus
是一堂嚴謹且需要大量課餘時間的學程，我喜歡攝影，
於我而言，攝影從來不在於技巧，在於用心看到的東西
。
但是這堂課的收穫是讓我知道技術層面輔佐作品的層面
，以及更細心的觀察環境。
除了自備相機，其餘學校設備齊全。
從熟悉攝影棚內的操作、與拍攝Model之間的溝通、克
服戶外拍攝的困難，到指導教授對於畫面的要求與建議
種種，構成了這堂課的學習核心。
Information Visualisation
課程內容與實際操作的層面有些落差，課綱在於設計師
如何將big data可視化能清晰與他人溝通 ; 但上課內容在
做一支動畫，動畫內容是將一則訊息交代清楚，但凡事
有可學習之處，我在之中了解動畫是一門相當的專業，
團隊的合作能有多大影響。
Service Design
是我最關注的一堂課，來過荷蘭的人或多或少能感受到
，一踏入這個國土，
服務設計比例之重，何謂服務設計？
舉例而言，從落地schiphol airport，你會發現指引清晰
，與公共交通運輸的連接順暢、超商的動線與自助服務
淺顯易懂、staff工作態度從容依然能給予適當的協助..等
等。
這所有的system都是服務設計的一環，我們感受其中卻
不知道這要花費多少的心力，多了解人性的使用習慣等
等，才能完整一個服務。
這堂課是以分組進行各組有興趣的project，我們組是針
對荷蘭的自行車停車點，設計一套系統改善單車族停車
所遇到的問題，
比如：提早確認附近可停車場所、空缺位置、定位與防
盜系統等等。
利用big data能執行的範圍相當廣，尤其荷蘭的公共交通
運輸系統本身相當發達與完善，所以荷蘭人蠻習慣這樣
科技層面的設計想法。
提案改了相當多次，而來自不同國家、環境背景不同的
關係，想法都會有很大的不同。

承接project的進行，可以逐漸看出教育環境的差別。
A.
Interior、Furnishing& Industrial Design is my major.
對於提案的一開始我提出了許多關於空間、動線與公共建設
的關係，其他組員（皆是荷蘭本校生）覺得相當有趣，
但是是他們不熟悉的領域，在慣用app與科技層面的思考，
之間的溝通便有磨合。但是對於之間的磨合可以看出荷蘭人
接受他人意見彈性較高，他們會嘗試聆聽，交流，
甚至對於不熟悉的領域他們也會給出意見。
對荷蘭人而言，團隊上的合作在於溝通非專業知識，
若你很會做事卻悶不吭聲，會和「Bad Partner」劃上等號，
非常異於亞洲，能力非一切，讓他人了解並交流想法
才是共同前進的方式。
B.
Feedback. 對師生之間荷蘭非常重視的一環，
無論上哪一堂課，所有的教授都會要求進度上要隨時跟他們
尋求「Feedback.」 在我稱為回饋機制，此機制能確保教育
者與學習者能隨時保持資訊流通的狀態，
而其實亞洲所謂「師生制」在荷蘭並不明顯，教育者更像我
們的朋友，不太會感受階級的差別與壓力，教育者相當開放
且樂於接受所有意見與想法，
學習者總有意想不到的火花也是讓他們自身學習的方式。
以上面所說的project而言，有的產出一個app、有的產出一
台推車、有的創造一張桌子等等。
open minded 的環境會造就更多的可能性。

一年下來在荷蘭看過不少展覽與參與其他學校的課程與畢業
展，雖參與的都只能稱為冰山一角，但真實的， 我所體驗的
荷式教育非「套裝制式體系」，係以學習者為中心。
C.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later?”
這是我們在校園內最常聽到的問候與話題，
意指離開學校後你要去做什麼？
這可以再更廣的檢視歐洲人對於私生活的重視，
他們幾乎（可以的話）不把工作與生活混為一談，就算只去
海邊曬太陽、在路邊喝一杯，
對他們而言都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環。
此外，
走跳穿梭許多博物館、美術館、展覽，
感觸很深的一環是「人民素質」。
在歐洲看展的人們小至爸媽手中咿呀學語的小孩，長至年邁
80好幾的長輩。看了總是心裡感慨，反觀台灣這類場所門可
羅雀，除了一時較具噱頭的展覽能吸引許多人去拍照，除此
之外這樣的資源鮮少人認真享用。
如同書法中需有飛白才能凸顯筆墨的力度與平衡，
生命亦是。
可要深談此類議題，與「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
經濟、政治與教育體系等等的成熟度相關，
非一時效仿即可，但是態度上是需要學習的。

研修生活與具體效益
研修學校簡介&教學內容

The Hagu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海牙大學
位於荷蘭第三大城市海牙（The Hague），創立1987年
，是一所新型態的現代性大學，2017年國內應用類大學
排名第一。
主要以英語授課是國際生選擇相當大的原因之一，
Bachelors大學部科目（共11個）：國際商務管理、國際
財務管理、政府公共事物管理、國際與歐洲法、國際交
流管理、國際體育管理、歐洲文化研究、加工與食品技
術、安全與保衛管理、工業設計、用戶體驗設計；
Masters碩士部科目（共4個）：工商管理、會計與控制
、歐洲法律與政策、國際交流管理；

How

與台灣教育環境差異

在臺北科技大學念設計的四年間，心裡深深淺淺一直
嚮往執行交換計畫。
除此之外，
從小每年都會到國外家族旅遊、在成長過程參與大大
小小的遊學與研修計畫，這讓自己成為不受限於臺灣
內視野的青年，於我而言，是重要且充滿感激。
而哥哥畢業於美國Georgetown MBA，在我畢業之前
，我們有過一次談話。

緣起

Why

Viva La Vida

Viva la vida的意義是，為生命喝采，也指活在當下。
交換生活必須要會「玩」，才能完整體現出國的價值。這價
值非純粹旅遊回憶，若玩得透徹，
便同時伴隨著「成長」、「獨立」的能力。

這一年走了15個國家，數十個城市，旅行經驗足夠且逐漸找
到自己的步調，享受慢活在一個城市，理解一個地方多一點
不太喜歡汲汲營營，喜歡自然勝於都市。
旅途中要絕對的保持彈性，就如同人生不是計畫好就會一帆
風順。自助遇到意外之事是百分之百，這時候即是培養
「解決問題」的能力。在我數度遇到逆境，心裡就想：
要不就坐在這裡哭泣，要不就站起來把事情解決。
可以難過，只是終究要獨立。在外生活從不易，離開舒適圈
首先即是一大挑戰，在風光美麗的照片背後，我想旅外者心
中都有顆堅韌的心才足以支撐自己不斷探索這個世界。
然而，越走，越發現自己多渺小。
台灣是個小島，真的很小。 把視野放大卻從來不難，
期許自己能越來越謙卑地學習下去。
「研修具體效益」，我想這詞有些攏統。
或許學到了什麼可以列舉，比如教育環境的差異、與人的溝
通、不同國家的風情民俗、廚藝進步神速..等等。
但是最主要習得的是一個生活態度，
而這份態度會伴隨我往後的人生，會怎樣呈現？
未知。
Viva la vida，活在每個當下，知道自己為了什麼而活。
人生若能逐漸體現這一年所見所聞所想，將非常具有價值。
由衷感恩所有在這段時間伴我成長的人們，所有資源協助。

Flowing
談我的感想與建議？
感想我談得夠多了（有看的這裡的人我深感佩服與感謝）。
若要尋求人生方向？市面上與網路上有源源不絕的心靈雞湯，我
沒有能力提供專業的建議，
只能用這一年參與的兩樣事件來分享。
首先，「游墨之間」為朋友與我共創的，
書法文化推廣的自發性團體。
傳統文化與各類不同領域的專業結合，在台灣辦過不少公益展覽
與活動。（詳情FB搜尋：游墨之間/ moreinkbetween)
這一次，藉由朋友的邀請，我們到了德國柏林展開了一場異國文
化激盪的旅程。
「游於心Flowing」是此次展覽的主題，意指藝術的最高境界是
跟隨心志而創作。此趟邀請了台灣的現代舞者、畫家、建築新秀
、視覺設計、音樂設計、專業攝錄與書寫者一同創造的展覽的原
型，再與當地DJ、日本書法老師、氣功老師、藝術家共創完整度
90%的展覽，而剩下10%留給所有的參與者來完成。
很有趣、新奇的經驗，我們從來不是專業傳授書法的團體，而是
我們不願看見這樣美的傳統文化就此式微，於是想盡各類荒誕不
經的方式來讓國內外的群眾更加注意，傳統可以不只這樣。
我們得到許多Feedback，有人覺得他們從未看見這樣的「書法
」、有人覺得我們帶他們回到了小時候的記憶、有人困惑我們為
何在傳統上搞怪、有人希望我們每年都回到柏林。
很多意見，伴隨著我們成長，藉由這第一次在國外辦展的經驗，
我想表達的是，「可能性」的發生你永遠意想不到。
交換前我不會想到自己就站在柏林，跟外國人一邊跳舞一面講述
我們的文化。
突然，機會來了，而你看見了，盡情地去享受吧，有時遠比計畫
來得更美好。

Circular Economy
組織裡分享討論荷蘭永續案例、新聞，提出疑問、批判，
一起活動策劃或找合作機會的平台。
更單純一點，就是一群對永續志同道合的人們。
無論您是否為相關專業人士，都可以從自身的角度與背景出發
提供想法，開放而且自由。
加入的時間尚晚，
但有幸在回台之前參與了組內第一次的見面會。
活動大致分為
「一頁分享」與「台灣循環經濟基金會」的分享。
一頁分享是我們成員利用一頁的簡報分享任何有關永續的議題
，內容不限。
我分享了「好城市Good City」這本好書，我聽見了記者分享荷
蘭農業的發展、營造業者分享了荷蘭能源自生的小屋、工程師
分享難到不行的方程式、還有荷蘭公共建設所使用材料等等。
又是一次激盪，我站在冰山上，了解自己所見所聞只是一角，
但是收穫良多，更因為往自己感興趣的領域跨出了一小步而到
喜悅。
以上，微不足道的分享，
只能給出一個想法，也是我拿來鞭策自己的想法
選擇＆自己
你所在人生每個時刻選擇的，造就下一個自己。

感想與建議
﹁游於心﹂柏林當代藝術展
﹁荷式循環永續研究小組﹂

另一個經驗是我在網路上參與了
「荷式循環永續研究小組」一個未公開的組織。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 四年級 周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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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
School Life

攝影課作品
Studio Works

服務設計產出

Service Design

Viva La Vida

循環聚會 Circular Economy

游於心柏林展 Flowing

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標題內容須含：選送生研修學年度/ 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中文姓名、前往研修國家及國外研修學校名稱)
研修學年度/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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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周佳穎

研修國家

荷蘭

研修學校

海牙大學

The Hague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一、緣起
二、研修學校簡介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六、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七、感想與建議
備註：
1. 請依規定大綱項目書寫，但格式不拘，可採用圖文並茂附加插圖
2. 字數限制：至少 2,000 字以上
3. 容量限制：8MB
4. 請另附研修相關照片原檔 20 張
5. 請勿呈現重要個人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住址等)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周佳穎
所屬系所 /年級：工業設計系四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joychou1995@gmail.com
研修國家：
荷蘭
研修學校：
海牙大學
研修學期：o上學期 o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IT & Design
研修期間：西元 2017
年 8 月 15 日 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對永續經營、友善環境與設計領域有興趣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o 是(系所名稱
)o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7
年 5 月 15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7
年 5 月 24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7
年 5 月 31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財力證明、學生保險匯款單據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o 是 o 否
簽證費用：$ 2000 左右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NTIO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www.ntio.org.tw/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護照正本、護照影本、大頭照兩寸兩
張、中英出生證明、MVV、交換學校入取單
申請所需時程：
20170719
(申請日期)
2017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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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其他項目：
費用：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台幣)
課程與學分抵免

(新台幣)
(新台幣)
200000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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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T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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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1____堂課，共__15ETCS___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Photography In Focus_
學分： 15ETCS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攝影與社會___
學分：
2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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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交換學校所提供之住宿選項
o交換學校宿舍
o交換學校配合之校外租屋公司
o交換學校提供之校外租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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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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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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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 hag HS
(距學校距離： 走路 5 分鐘
計費方式： 從學校到市區大約扣 1.5 歐元
o火車 站名：
承上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一站距離就扣 2.4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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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o無

)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0 度 C～15 度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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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校所在國家城市與比例 荷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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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ga Store 大賣場，宿舍對面
Albert Heijn 超市＆Jumbo 超市，Den hag HS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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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aglanden Medical Center/ GGD Haaglanden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01/ Den Haag HS 後站出口對面就是學校

)
)
)

02/宿舍就距離學校走路 10 分鐘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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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自己去超市買食材，廚房烹煮。比較划算也能省下比
較多的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