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科技大學出國研習報告

研修學年度/學期: 108-1
薦送學校：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系所：電子工程所
年級：四年級
中文姓名：盧富勝
研修國家：捷克
研修學校: 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一、 緣起
從大學時期有很多認識的同學出國交換，看著他們滿載而歸的回來讓我
萌 起想交換的念頭，也對歐洲大陸有很多好奇心，雖然本來就是從馬來
西亞留台的學生, 但是還是想到不同的地方體驗.

二、 研修學校簡介
布拉格捷克理工大學(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Prague, CTU)是
捷克當地著名的科技大學，跟台北科大很像，幾乎都是工科的系所，不過
校園更大、更美、沒有圍牆。 CTU 每學期接收來自世界各地，人數大約
三、四百的交換生。除了他們校方的國際事務處處理、負責很多有關交換
生的事宜，CTU 的學生也自 己組成社團：International Student Club
(ISC)，每學期建立一對一的 Student Buddy 制度、籌辦開學前一週的接
待、迎接交換生活動、各種近 郊旅 遊 ， 以 及 開學 後 每 週 一次
的 InterGreation Party – 由來自世界 各國的交換生輪流介紹他們的
國家、 風俗、美食、遊戲等等。這不是義務， 但 ISC 以及各國交換生
都樂在其中、 用心付出。在課程方面，校方也開設 很多英文授課的課程
供交換生修讀。 制度可說是相當完善。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這學期我原本選了幾堂電子系的課程, 可是到那裡才發現我選的課的教
授完全沒辦法用英語和我溝通, 所以最後都放棄了. 只剩下捷克文和一堂
體育課. 建議要去修課程的同學要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因為在捷克像遇到
英語好的本地教授是真的有點困難.
我上的捷克語課程老師人非常的熱情, 在教學過程提出不同語言的同一
個字做比較, 班上有很多不同國家的交換學生, 老師每堂課都會和我們互
動, 也非常常常讓班上的同學互相討論, 讓我們多對話多開口, 學習效果
非常好, 不容易忘記, 在捷克生活中也會常常用到.
這間大學提供了非常多的體育課讓我們選, 從籃球到滑雪, 愛爾蘭舞蹈
甚至忍術也都有, 我自己是選了籃球課, 和一般在台灣上的體育課沒什麼
差別, 只是班上的人數非常少, 大約十幾個而已, 所以我們都可以一直打
到球. 我會選籃球課也是當作每個禮拜的運動.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從國中開始就寄宿留學的我對宿舍的生活一點都不陌生, 一開始還蠻期
待會被派到那一個宿舍, 因為 CTU 就有至少三個不同的宿舍給我們做選
擇, 當然結果是抽籤的. 我非常幸運的抽到離學校最近的 Sinkuleho 宿
舍, 雖然不是最好的, 但是至少不是住在離學校很遠的地方. 這裡宿舍系
統唯一好的地方就是學校會儘量安排同樣國籍的住在一起, 我是唯一的馬
來西亞人所以被安排和一位從中國來的交換生住一間. 相處得還不錯. 我
那一層都是交換生所以我也認識了不少外國人. 大家都很友善.
學校的社團 ISC 類似交換生的學生會會辦很多很多的活動和派對, 可以
說是一個禮拜一場派對, 建議都去參加, 不僅可以融入外國大學生的夜間
活動, 享受著捷克最有名的啤酒, 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 了解他們的文
化. 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在捷克你一定會學會喝酒, 這裡的酒比水還要
便宜, 交換生最愛的活動就是喝酒了. 我在這裡可以說是每晚都在喝酒,
非常快樂.
在這裡生活後你會發現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方便的國家, 不管處理
什麼大小事都一樣. 在這裡的食物真的沒有辦法讓你天天吃, 飲食習慣的
不同會讓你開始學會研究食譜, 自己煮自己吃. 當然我們會常常聚在一起
煮些大餐什麼的, 因為比起你在外面餐廳吃的價錢, 會差很多.
在布拉格會說英語的真的非常罕見, 除了一些年紀比較輕的年輕人意
外, 通常捷克人都不會說英語. 這是一件非常困擾的事情, 這時候你在捷
克文課上學到的東西就可以用到了.
來歐洲交換一定要到附近各國走走看看，你會發現世界之大，你好渺
小。真的會讓你大開眼界，尤其以往在教科書, 旅遊書, 電視 上出現的
著名地標, 如今完整呈現在你眼前, 這感覺真的很不真實. 經過多次的旅
行, 有時候一個人, 有時候一個伴, 有時候是我們一群人,每次的感覺都
不一樣, 我覺得都要去嘗試。尤其一個人旅行, 你會更容易接觸 陌生人,
認識來自地球另一半的新朋友. 還有每次的行程規劃以及問題發 生時的
臨場反應, 在一次又一次的旅行之中都會有所進步, 你會變得更成熟, 更
獨立。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
1. 捷克的專業科目有 Lecture 也有討論課，老師們很注重學生的反應及
回饋。
2. 歐洲的大學基本上都是大學城，很像一個社區，沒有圍牆。
3. 歐洲大學的校園都會有專門給學生使用的 wifi：eduroam，只要在母
校登入連線之後，歐洲境內所有的大學校園皆可使用。於是每次流浪 他
國，找不到免費 wifi 的時候我們都會走到該地區的大學校園使用。
4. CTU 其中一間比較大的宿舍，地下室就設有酒吧供學生聯誼、交流。
5. CTU 的宿舍沒有分男宿女宿，都已經成年了，在不影響他人的前提
下，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即可。
6. CTU 的學生們很喜歡躺坐在校園內的草皮上曬太陽。在北科做同樣的
是感覺就會被取笑.

六、研修之具體效益
1. 英語聽、說的能力一定會所進步, 如果你常常和外國人交流的話.
2. 認識來自四面八方的異國朋友，了解不同的文化、價值觀。
3. 學習獨立自主。
4. 開始會自己煮飯。
5. 更有國際觀.
6. 規劃行程的能力。
7. 認知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台灣普遍新聞媒體的高度跟廣度還有國
際觀實在有點不太夠

七、感想與建議
這次能順利出國交換真的感謝很多人的幫忙: 國際事務處、教官室、系
主任、同學、父母還有之前一樣去 CTU 交換的學長姐， 給了我們很多意
見、支持以及協助我們跑繁瑣的申請流程。已經結束交換 的我，也很希
望更多的學弟妹可以跟我們一樣到海外的世界闖蕩闖蕩，而 目前我能力
所及的範圍就是多多分享這半年多來的經驗。包括申請流程、 畢業學分
的問題、還有交換國家的選擇，我們也是盡量把所有已知資訊都 告訴學
弟妹，讓他們有更多資訊去判斷、更順利、快速地去處理所有事前 手
續。
這半年存在著太多回憶，人也好, 風景也好，快樂的事很多、感傷的事
也有一 點點，我會慢慢整理這半年的照片、慢慢回憶。感謝照片上、不
在照片上 的你們給了我這半年豐富精彩的歐陸初體驗,這將是畢生難忘的
那種。
要是你問我交換值不值得, 我一定會很大力的敲你的頭, 告訴你超級無
敵值得!!!!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盧富勝
所屬系所 / 年級： 電子 4 甲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研修國家： 捷克 研修學校： Czech Technical University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電子工程系
研修期間：西元 2019 年 9 月 12 日 至 2020 年 2 月 5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該校交換學生系統完整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電子工程系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8 年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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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6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https://oia.ntut.edu.tw/p/412-1032-9312.php?Lang=zh-tw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430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Embassy of Czech Republic In Malaysia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s://www.mzv.cz/kualalumpur/en/index.html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1.Application form
2. Two identical photographs
3. Travel document(passport)
4. Proof of sufficient funds.
5. Proof of the purpose of stay. (Letter of Acceptance *in Czech)
6. Proof of accommodation(in Czech)
7. Certificate of Good Conduct from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Malaysia
8. Travel medical insurance for the stay in the Czech Republic
申請所需時程： 2019/07/26
(申請日期)
2019/09/04 (取得日期)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新台幣)
其他項目：
住宿
費用：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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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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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選課就可以選到捷克文, 有特別開給初學者的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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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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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0 (新台幣)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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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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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jvicka
(距學校距離：下車即可看到校園)
計費方式：
學生票 140 新台幣一個月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Dejvicka
(距學校距離：下車即可看到校園)
計費方式：
學生票 140 新台幣一個月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其他：
電車
(距學校距離：下車即可看到校園)
計費方式：
學生票 140 新台幣一個月
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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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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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對面就有超市, Billa, Tesco 都很容易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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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對面也有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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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U Menza 類型：學餐價位:150 台幣一餐 步行距離:離宿舍五分鐘
餐廳名稱：越式餐廳 類型：越南餐 價位:150 台幣一餐 步行距離： 兩分鐘

其他建議
學校和宿舍附近都很多東西可以吃, 宿舍裡也可以開伙, 會比較便宜
其他建議
在歐洲學生證非常好用, 大多數東西都會有打折,不管是吃飯還是交
通, 記得要多注意, 可以省下很多錢. 捷克超市裡的東西也很便宜,
建議多自己煮,把錢省下來去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