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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習課程名稱： 

修習課程名稱 任課教授 學分數 研修學季/期 

Deutsch Intensiv für 

Austauschstudierende (A2) 

Frau Maria Vida/ 

Herr Ivica Taskovic  

4 WS 2017 

Akademische Mittelstufe (B1) Frau Djamila 

Lahrèche 

6 WS 17/18 

Aussprachetraining (B2/C1) Frau Elisabeth 

Althauser  

2 WS 17/18 

Akademische Mittelstufe (B1) Frau Djamila 

Lahrèche 

9 SS 2018 

    

    

    

    

(表格不足請自行加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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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分享（如學術方面、生活方面、開銷概算等，約 1500

字） 

- 概述 

2017 升大四的暑假飛往德國，展開為期一年/兩學期的交換

計畫。在此前為之準備約一年時間：修課規劃、學分計算、

德語學習、關注相關資訊等。出國前夕一如規劃且幸運地完

成大學學分並考取德語Ａ2 證書，過程驚心動魄、疑神疑鬼、

僥倖、慶幸、成就感等酸甜苦澀不算少，但更多的是事後意

想不到的收穫。拎上承載白日夢卻美好的行囊，和一派輕便

心態，旅程和歸期便一併開展。 

 

- 行前準備 

前往德國要辦理的簽證以及相關業務，確實繁複且耗時。然

而視之為「磨合」也不失好處，畢竟德國國內的辦公文化便

是如此：事前（至少月份們起跳）預約、善用電子郵件、電

話客服（經常需要等待轉撥或者萬年忙線）……與台灣講求

迅速即時的緊湊感相差甚遠。然而題外話是，德國辦公態度

實事求是，好在值得信賴、明確俐落；壞在融通性低、踩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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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爆雷。因此在德國請務必謹慎，事前規劃是重點。 

簽證是第一項挑戰。八月底出境我提前三個月開始申請，過

程中經歷護照外借和無數書信來往。首先必須爬最即時的文

章，因為德國在台協會的制度相對而言並不透明，且許多變

因其實因人而異。所以最好的辦法是面試時設想之後可能會

發生的問題並當面提問，得到的答案最肯定。其次是加入

Facebook「德國台灣同學會」等粉絲專頁，更新速度和問題

廣泛度都實用。另外德國在台協會不定期會舉辦演講或分享

會，例如去年我參加了簽證說明會，受惠不少。儘管多數人

對德簽申請一片哀鴻遍野，但個人經驗來說確實不困難，就

是繁瑣耗時，只需謹慎且準備充分，剩下就是耐心等待。 

宿舍申請相對而言就更加容易，只不過必須靠運氣。當初在

申請學校，填寫表格時一併勾選「宿舍需求」此項，如此一

來學校就會安排宿舍，但並不保證有名額。若有，接下的程

序將由電子郵件通知，步驟簡單、且網上有宿舍的圖片、價

格和室內設備等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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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當初申請學校、宿舍以及簽證的日程表。 

2017/4/17  

2017/5/10  

2017/5/17  

2017/5/19  

2017/5/23  

2017/5/23  

2017/5/26  

2017/5/27 DHL $1007 

2017/5/29  

2017/5/31 email  

2017/6/02. Fri.   

2017/6/06. Tue 
(19:16 

2017/6/20  

2017/6/27  

2017/7/05  

2017/7/07 Fri. +9  

2017/7/11 tue.  

2017/7/24 12:30  

2017/7/24 13:00  

2017/7/24 19:00  

2017/7/27  

2017/8/07  

2017/8/14  

2017/8/21  

 

- 學術 

我選的全是德語課，有暑期四週準備班（每日）、一週兩天

六小時密集班，也有一週一天兩小時的發音課，前二者是專

門開設讓交換生選修的，後者則是校內的學生都能參加。因

此前二者程度溫和且分班分等，當然文法單字也更扎實，適

合初學者，程度要求雖說是 B1，但只能說也有許多程度不

足的學生（例如我…）願意嘗試，雖然辛苦點但肯定會進步

的。而後者全校性的課程程度就高出不少了，因為能申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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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的學生肯定都考過國際德語檢定，程度約 C1，所以老

師並不會再著墨文法或單字，而是局部加強，例如寫作課、

口說課、讀報班等等。也許聽來讓人卻步，但就像台灣一樣

有一至兩週可以加退選，所以不妨各種課都試試水溫，會有

意外收穫。 

除此，上學期曾選修漢學系課程兩門，一是英語授課、一是

德語授課，然而結果都是無疾而終，如今回想甚是可惜，不

只課程，老師同學和整體氛圍都值得深入認識。然而無可奈

何，一方面是語言能力不足，所以選擇有限且難以參與，一

方面是當初決定以學德語優先，因此放棄了兩門好課。若無

上述問題，個人是絕對推薦的。 

除了學校課程，法蘭克福有許多語言中心，因為想繼續在德

國讀研，所以從三月起報名了密集班，每日四小時的課程小

班制，進步幅度特別快。如果讀者也有相似目標，建議找學

校之外的語言中心，成效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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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銷 

德國開銷於歐洲相對便宜，而法蘭克福開銷於德國相對昂

貴。整體而言，一個月 720 歐元（限制提領戶要求）必須過

得頗節約，娛樂社交別太多，吃喝簡單解決就能做到。而我

的情況是一個月 1100 歐元，包含宿舍月租（210€）、電話費

（10€）、伙食(200€)、休閒(150€)、治裝(150€)… …綽綽

有餘了。然而這些都不包含旅遊和額外語言中心的學費。另

外必須繳交 362€（每月約 60€）的學期費，這部分包含交通

費和一些公共建設免費或折價的入場費。實用又實惠。 

 

- 生活 

A.  氣候/穿著 

冬季學期請準備厚外套或羽絨服，以及一雙在雪地上好

走的鞋子，手套圍巾等雖不是必須，但建議帶上以防萬

一。若不想增加行李負擔，也可以在德國直接購買，選

擇很多的。而夏季學期就甭擔心了，基本比台灣稍涼一

些而已，唯一會讓亞洲人比較錯愕的是，德國並不是所

有室內都有冷氣，有時公車或者地鐵也挺悶的，但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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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能在台灣生存的我們，在德國也絕對沒問題！就是嘴

上喃喃碎幾句難以避免而爾。 

B.  住宿 

我的宿舍在法蘭克福是相當相當便宜的價格，但 CP 值

還算可以的，有一個個人房間，房內有獨立洗手台化妝

鏡，衣櫃書櫃、床及床墊，和一張書桌。一層有 18 戶，

共享浴室和廚房，你將擁有自己的小櫥櫃，和個人信

箱。宿舍內部有洗衣機和烘乾機必須投幣使用，還有鋼

琴間和桌球間。住宿的大小事項都必須找

Hausmeister：入住搬宿維修檢舉遺失等等全包 

C.  交通 

交通部分一定要下載 DB Navigator 這個 App，不管是

公車地鐵火車或火車都能查詢，非常實用而且實際，實

際是因為法蘭克福交通實在不太按時刻表走，所以查看

此 App 就能及時知道哪班公車又誤點或者哪段地鐵在罷

工。另外德國大眾運輸是查票機制，就算沒有買票也進

得了地鐵，但當然是違法的，若被查票的話將罰款和登

記（吧，我不確定但別以身試法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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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娛樂 

平日下班下課若天氣好可以找個戶外咖啡廳、或者

Biergarten，一面曬著暖暖的陽光配淡啤酒誠是一大夏

日享受。若想找一些特色餐廳，從市中心一路延伸至老

歌劇任君挑，而中式餐館則集中在中央火車站，至於夜

生活請至河岸另一頭的 sachsenhausen，另外萊茵河岸

的夜景、鎖橋也是熱門景點。若懷念起 KTV，法蘭克福

也有一家歌源每週更新的店，亞洲語言的歌幾乎都有，

當然英語德語也不缺。而身為旅遊愛好者，別忘了好好

利用全國最大的法蘭克福美茵機場，各種航空與目的地

幾乎都能找到。 

- 結語 

這一年來德國交換，稱得上人生截至目前最無與倫比的決

定。無論是德語進步的幅度、認識的朋友們、或者自主獨立、

眼界開闊等，都是我在台灣甚至一年內難以完成的。過程中

的高低起伏就不多說，但收穫誠實令人驚艷，箇中滋味就交

由讀者細嚐並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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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片（如有，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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