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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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8-2020/01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研二 

中文姓名 王鈺文 

研修國家 荷蘭 

研修學校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一、緣起 

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當交換學生這件事，但在同儕之間的推薦下決定鼓

起勇氣去試一試，研究所即將畢業在工作之前也給自己一個空檔，去別的

國家體驗他們的上課方式、在歐洲住上半年、也可以到各地去旅遊看看這

世界，於是最後選擇了荷蘭這個國家，因為荷蘭人的英文程度很好不用怕

語言不通荷蘭也是個自由開放的國度治安也好，於是就決定這麼去冒險

了。 



二、研修學校簡介 

在荷蘭的每間學校都分配好科系了，由於我是管理學院的學生所以也

就直接選擇了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這所學校，這間學

校的地理位置很好旁邊也有學生宿舍，如果運氣好被分配住在學校旁的宿

舍走路3分鐘就可以到上課的教室了，學校旁邊就有購物商場所以周邊不

管是餐廳或是超市都不缺乏，而在學校裡也有餐廳，餐點賣的有比外面便

宜一些，如果修一整天的課午餐也可以到學生餐廳解決十分方便。學校附

近也有捷運站和火車站要到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搭捷運20分鐘就可以到達

了。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在學校我修了”Dutch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和”Current Issues in 

Business and Society”兩門課，”Dutch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這堂課是開

給交換學生修的課，所以上課的學生有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課堂上老師

會讓我們兩人一組練習對話，也會在課堂上要學生回答問題，上完課回家

一定要記得複習，課程進度很快畢竟要一學期學好荷蘭語是非常困難的，

期末則會有口試和筆試，另一堂”Current Issues in Business and Society”這

門課是和本地學生一起上的課，老師注重於與學生交流意見，上課常常是

老師提出一個主題要學生去討論說出自己的想法，並且會給我們一些主題



讓我們分組報告分享自己的觀點。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我的宿舍在Prins Hendrikkade距離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兩站公車站的距

離，地理位置十分好，如果是有朋友一起申請兩人房的人通常宿舍是在這

一區，不過離學校會比較遠到學校大概要半小時的時間，在指定日期來荷

蘭會有專車接駁到住宿的地方，宿舍附近有超市、餐廳、電器店、美妝店

還有衣服店，生活機能算是很方便，或是也可以步行或騎單車至市中心購

物，如果要去其他國家宿舍距離機場或是Flixbus公車站也不會很遠，所以

想去很多國家的同學一定要考慮到交通的問題。 

  

我是下學期去交換，因此到荷蘭沒多久就要換上長袖了，冬天來歐洲

一定要記得帶一件防風防水外套，一到冬天風吹過來特別的冷，在國外這

麼長時間千萬別感冒了，可以自行準備一些藥品以備不時之需，畢竟在國

外沒健保醫療費會很嚇人， 

在下半年度到歐洲最期待的就是12月的聖誕節，聖誕節期間學期就結

束了，除了荷蘭當地有聖誕市集也可以到其他國家逛市集，體驗歐洲濃厚

的聖誕氣氛，人手一杯熱紅酒圍在桌旁站著聊天，此生一定要來歐洲體驗

一次啊!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1. 上課皆是以英文授課 

2. 互動式教學 

3. 學生會表達出自己的觀點與同學、老師討論，甚至是與老師持相反意

見 

4. 重視出席率，每次上課都會點名或簽到 

5. 口頭報告重於日常功課 



6. 大部分的人會帶電腦去上課(抄筆記、查資料) 

7. 學生重視自己的權益 

8. 下課休息沒有人會睡覺或坐在位子上 

9. 很多學生在圖書館討論分組報告 

10. 上課時間有可能是在中午 

六、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列式列舉)  

1. 體驗與台灣不同的教育方式 

2. 提升英語能力也比較不害怕和外國人說話 

3. 遇到問題要靠自己解決，讓我更加獨立自主 

4. 變得更勇敢，凡事都有第一次不要害怕 

5. 要打理生活的一切，不管做家事或是煮飯都要自己來 

6. 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有助於文化交流 

7. 可以到各國看看和台灣不同的風景 

8. 讓我發現台灣的好 

七、感想與建議  

想要交換學生的同學們很推薦可以去荷蘭，因為這裡的人幾乎都很友

善、英文程度好、環境漂亮、交通運輸工具也很新不會像有些國家不但舊

又有怪味，如果遇到不知道的事問人他們都會很樂意為你解答，也可以體

驗國外的上課方式，讓自己更有自信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上課之餘休假時

也可以趁機到其他國家旅遊，看看每個國家不一樣的風景。 

飲食方面，荷蘭當地超市AH有很多分店，平常自己煮飯都是到AH

去採買食物，不會煮飯的人也可以買餐盒加熱就可以直接吃了很方便；衣

服方面，可以到市中心的primark，獨立一棟總共有五層樓的衣服可以逛，

每到假日人潮都很多，大家都是一籃一籃在買，因為很平價品質也不錯；

交通方面，長期在荷蘭一定要辦ov卡，這張卡跟悠遊卡一樣很方便只要儲



值錢在裡面搭乘交通運輸工具上下車刷卡就完成了，由於交通單次買很貴

所以用ov卡是以距離計費的會划算很多，如果要去遠一點的城市也可以上

網找火車一日票卷會省很多錢。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王鈺文      所屬系所 / 年級：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研二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研修國家：    荷蘭     研修學校：  阿姆斯特丹應用科技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商業與經濟     

研修期間：西元  2019 年 09 月 01 日 至  2020 年 01 月 31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地理位置好交通便利是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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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1 月 15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8  年 12 月 1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9  年 05 月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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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歐)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申請所需時程：            (申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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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費用：    345/月    (歐) 

其他項目：               費用：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525    (歐)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線上選課   紙本選課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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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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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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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5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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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jlmer Arena       (距學校距離：   450m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Bijlmer Arena       (距學校距離：   450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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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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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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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超市：Lidl、AH Bijlmerplein                                                            

2.生活用品：Blok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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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C    類型：   速食店  價位：  10 歐   步行距離： 600m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