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茨坦應用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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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P秉持著多元學習、師生平等共學之精神，在這邊，不同的聲音都能被接納。負責交

換學生的是一位熱情友善的Anke女士及組織FHP Connect，他們將會協助交換學生所有

事宜包含舉辦各種活動。因為疫情關係，所有課程皆為線上課程，相較於台灣，這邊課

不分年級科系，皆可互相交流。我在這邊選了三堂課，分別是互動設計系的Hands on! 

Indesign und Co. ，這是一堂教你如何運用Indesign進行文字排版，一週只有一小時，課

程內容輕鬆但豐富，老師常常邀請學生分享彼此看法，並一起進行發想討論。以及產品

設計系的Analoges Zeichnen in der Praxis-Handwerk/Technik，一堂教你如何掌握繪畫

技巧，運用觀察力去描繪出生活的事物。最後則是這學期新開的德文語言課，老師是一

個超級瘋狂的人，會一直鼓勵學生發問，整堂課兩小時90%德文授課但完全沒有壓力，

老師會因為學生不發問而難過、突然唱歌、曬貓咪。令我很不好意思的是因為我的德文

程度還不到流利，兩堂課我都是唯一不會講德文的學生，一位老師就用全英文授課，另

一位則是上課前30分鐘會先用英文介紹課程，上課時我便能運用時間完成課堂任務。

相較於台灣，這邊的教育比較注重『學生學到什麼』，所以蠻常有一個問題討論一整堂

課，但老師從不會因為『趕課』而拒絕回答學生的問題。印象很深刻的是老師邀請我介

紹台灣的文字系統，包含怎麼使用注音鍵盤、排版上與英文德文的差異等等，這正是交

換的用意。學期接近尾聲時，疫情趨緩讓我們得以進行實體授課，第一次上課是去參加

一位教授的展覽，我的教授便帶我認識其他小有名氣或是曾與北科有交流過的教授，所

有人對北科都是高度讚賞。我也藉此認識班上的同學，實在的體驗真正的交換生活。



/德國生活
交換學生的課業壓力其實不大，我也有更多時間可以探索德國。德國最大的優點就是公

園、湖泊、森林超級多，隨時隨地都能坐下來放輕鬆。舉例來說：Tiergarten、Wanns-

ee、Tempelhofer Feld、Mauerpark等等，柏林人隨時隨地都能開派對，在這些地方你

都能遇到一大群的人在狂歡。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是Tempelhofer Feld，舊址是

一座機場，當初還特地辦公投去反抗政府的開發案，才得以保存這個地方。在那裡你能

看見練習風帆車、街舞、滑板、鋼索、直排輪的人，形形色色的人文，便是柏林最大的

魅力所在。我也去了其他城市，像是Bad Neustadt、Coburg、Bamberg、Dresden等，

見了許多曾經是北科的德國交換生。在交換結束前，更是去了奧地利6天，體驗同樣是

德語系國家，但卻多了份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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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交換期間最難能可貴的就是能在不同的制度下體驗不同的一切，也能挑戰自己在陌生的

環境下能有多大的能耐。同時能感受到同年齡之間思考模式的不同，德國人偏向直接，

反之我們比較委婉。還有國際觀的培養，尤其身為長期處在兩岸議題中的台灣人，從別

人口中聽見對台灣的看法還有他們自己國家的種種，你會發現不是只有台灣有複雜的政

治議題，有很多我們平常透過新聞無法獲取的知識，都能透過與其他人交流得知，此次

交換無疑是大學、甚至是人生中最棒的一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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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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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第二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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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奕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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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Gary 🇩🇪�
波茨坦應用科技大學(FH;P)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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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設計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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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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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Gary 🇩🇪�
位於波茨坦市中心，生活圈靠近首都柏林，能更深入接觸德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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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在台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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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aipei.diplo.de/tw-zh-tw/service/visa-einreise/-/169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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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正本、申請表格(網站可下載)、護照影本、證件照、入學許可、
英文在學證明及成績單、財力證明、德或英文動機信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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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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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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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5(253.5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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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區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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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萬�

Gary 🇩🇪�


Gary 🇩🇪�


Gary 🇩🇪�
一學期有50點積分，選課時依照課程喜歡程度分配，點數越多選上機會越大，但交換生有選課優先權，選什麼都會上，如果沒有學分抵免照理說是無上下限。�

Gary 🇩🇪�
FHP沒有語言中心，但此學期開始開放德文語言課程，會事先調查有意願修課人數之德文程度，而後進行課程開放，此學期為A1及A2-B1程度課程，上課為線上授課，如果發現程度不符合可申請調班。�

Gary 🇩🇪�
Hands on! Indesign und 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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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CTS

Gary 🇩🇪�
Analoges Zeichnen in der Praxis-Handwerk/Technik

Gary 🇩🇪�
4 ECTS

Gary 🇩🇪�
非常不建議工設系家室組選擇FHP，此間學校沒有完全本科系課程，有的話也僅2/6/10ECTS的課程，少數為10ECTS，相較於北科每學期4學分(8ECTS)，很難進行學分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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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m, Campus Fachhochsch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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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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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證可免費搭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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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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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
基本約莫德國比台灣(1.2:1)，但取決於食物，超市有的東西比台灣便宜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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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y 🇩🇪
宿舍網路要到網站下載契約並填寫完
以電子信箱方式寄過去，一學期30歐，
需自備網路線及路由器、或以筆電做
路由器也可以

Gary 🇩🇪
因疫情關係，鮮少前往校園，所以以宿舍為中心介紹(宿舍距離學校步行約25分鐘)

Gary 🇩🇪
REWE-類似台灣頂好全聯，距離宿舍步行約5分鐘

Gary 🇩🇪
Kaufland-類似台灣大賣場，距離宿舍步行約20分鐘，位於火車站內部

Gary 🇩🇪
因疫情關係，鮮少前往校園，所以以宿舍為中心介紹(宿舍距離學校步行約25分鐘)

Gary 🇩🇪
Apotheke-藥局，宿舍附近超過15家，最近的一家跟REWE同個購物中心

Gary 🇩🇪


Gary 🇩🇪
校園有學生自助餐廳，但因疫情無法前往，宿舍單人房
含有個人廚房，可自行在超市購買食材回家烹煮，附近
也有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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