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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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tegisches Management Lauri Kristian Wessel 6 ECTS 1 semester 

Key Topics in Cultural History: 
Gender Culture Feminism  

Dr. Karin Esders-
Angermund 

3 ECTS 1 semester 

Regional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Michael Thiele 3 ECTS 2 semesters 

Politic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 of Czech 
Republic and Slovakia today – 
field trip 

Michael Thiele 6 ECTS 2 semester 

Käuferverhaltenstheorie Prof. Dr. Kristina Klein 9 ECTS 1 semester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Prof. Dr. Maik 
Eisenbeiß 

6 ECTS 1 semester 

Sociology meets Psycholog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Sustainability in 
Organization 

Dr. Sylke Meyerhuber 6 ECTS 1 semester 

Deutsch B1.1 Katjana Korth 6 ECTS 1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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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教學方式 

德國大學的老師們上課會將 ppt或是上課的內容架構整理的很清楚，邏輯清

晰，因此對於今天會教什麼內容學生較容易跟得上。不像美國的大學生會非常

踴躍的發言，大部分的學生也是在老師詢問過後沒多久才會有幾個人舉手回

答，但回答的學生數是比台灣多很多的。 

目前遇過最喜歡的課，是一堂有關文化討論的課，一班只有 20人的小班制，基

本上每個人都必須要在課堂中發言，老師非常用心引導同學發言，用鼓勵的話

語代替激將法讓同學表達各自對於該問題的想法。因為全班的母語都不是英

文，因此課堂中的學生也都非常有耐心聆聽彼此想表達出的想法，即使英語表

達能力並不是說最好。這堂課讓我收穫最多的，除了發現自己其實對這個領域

非常感興趣外，也在班上感受到一種溫暖的同理心，上起課來非常的自在。 

 

2. 生活環境 

我最懷念的是德國良好的生活品質，一回來台灣就強烈的感受到台灣人口密度

之高，高樓大廈、捷運人潮的擁擠等，在德國，人口密度不高，走在路上能夠

感受到屬於自己的空間，這點也是在我回台灣後不習慣的地方之一，就是台灣

基本上都必須要和他人擠在同一個小小的空間內。不來梅是個小小的城市，沒

有 U-bahn也沒有 S-bahn，僅以公車和 Straßenbahn 作為城內的主要公共運輸

工具，大部分的居民也會使用腳踏車，不過市區內找不太到 city bike，基本

上都是自己的腳踏車居多。在火車站後方有個很大的公園，長度可從火車站後

方一路延伸到大學，如果做 Straßenbahn 要做個 20分鐘左右的距離。這個公園

離我家非常近，有次我在公園散步走了一個小時，也緊緊把公園的一半走完而

已。 

我會說不來梅是個適合養老的城市，生活步調非常悠閒，市中心雖然不大，但

是應有盡有，想要看看老舊的古蹟，市政廳的廣場邊還有著沒有被二戰炸毀的

教堂和市政廳，一旁還有個 Schnoor，裡頭有不來梅最古老的一條巷子。不來

梅有自己的啤酒廠，這個城市有三種自己牌子的啤酒：Beck’s, Haake beck, 

Bemelinger. 我自己比較喜歡 Haake beck。另外如果去餐廳或酒吧，我會點

Alster, 檸檬汁加啤酒。整體來說，不來梅不是一個能夠待一整天到處旅遊的

地方，因為景點大概半天就能逛完了，他是一個需要居住在此地才能慢慢享受

生活的地方，在不來梅的一年我感受到相當平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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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銷費用 

在申請德國學生簽證時，他一定會先要求出示財力證明，當初的費用是一個月

以 720歐計算，去一年的話要拿出 8640歐的費用換算台幣大概三十多萬。但以

德國的物價水準來說，其實是有點吃緊的。首先是房租的部分，以不來梅來

說，320歐住在 Host family 是很一般的價格，那麼在其他更大的都市，例如

說漢堡，那價格就會更高，當然如果是學生宿舍的話那會比較便宜，但不一定

申請的到，或者很遙遠。再來是保險的費用，德國規定久居的人都依定要保保

險，公保的話一個月要 90歐，私保大概是 40 歐左右。以我的狀況來說，320

歐的房租加上 90歐的保險，就已經要 410歐，剩下 310歐當生活費。扣掉學校

要買的書、買生活用品的前、肉菜錢等等，別說去其他城市看看的交通費都所

費不貲，更何況是還想要去其他國家。因此在我看來，到歐洲出國交換其實也

是很中產階級或是較高經濟地位的學生才有辦法做的事情。 

不過我也發現，德國雖然必要的支出如房租、保險，其實生活用品的價錢並不

會比台灣貴，例如說牛奶，有些台幣不到 35歐就可以買到 1L的牛奶，蔬菜水

果的價錢也都和台灣差不多價錢，可是德國的薪水是台灣的三倍之多，相較之

下台灣的物價真的非常高。 

 

4. 交友方面 

在與外國朋友互動的同時，即使大部分的人來自不同國家，會發現只要是歐洲

人，他們會有很多共同的話題，無論是啤酒、節日、日常生活習慣等等，會發

現他們更能聊得來，身為亞洲人的我基本上只能認真聽他們的對話卻無從說

起。後來我和一位來交換來台灣的不來梅大學學生聊過，他說他也有遇到相同

的經驗，會和彼此的 Study buddy 沒有話題聊，會有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還

有另一部分是，會發現大多數的 Erasmus students 會聚在一起，反而很少有和

當地學生交流的情形，這和在台灣的狀況是一樣的。我想可能的原因是，因為

想出去交換的同學們會有比較開放的心態去面對來自不同國家的人，相較於本

地的學生，因為已經有了原本的交友圈和生活圈，就比較難跳脫出來和國際學

生做交流，這也是很可惜的一點。但我想，要遇到一個能夠真的聊得來，並且

彼此都想了解對方文化的人實在不容易，一切都還是很看運氣和緣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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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片（如有，請提供） 

1. 城市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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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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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音電子檔（如有，請提供） 

⚫ Freimarkt in Bremen 
 
For almost 1000 years during the lost two week of October the “5th 
Bremer season” of the year will be celebrated. For 17 days the city on the 
river is turned upside down. Fpur million people are coming every year 
from far and wide to become intoxicated by the event of superlatives: no 
other funfair offers visitors so many attractions as the Bremer Freimarkt. 
About 50 fairground rides provide some tingling moments for young and 
old. Nowhere else such exciting celebrations took place as in the 
hanseatic city by the weser. Every year since 1035 the city celebrated 
these market rights and maintained one of the longest funfair traditions 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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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徵選
中完勝？

首先，要先知道想要去哪個國家？

你的語言能力有達到要求嗎？（文學院/最新消息）
（國際事務處/赴外就讀及短期研習）

你想出國交換的企圖心夠強嗎？





外語能力的
準備

 1. 上課（台大、師大、進修推廣部等）

 2. 網路媒體 eg. Deutsche Welle

 3. 剩餘的時間要花時間自學

 4. 能準備到哪就準備到哪

是為了交換而學語言or因為學了語言才想去交換？



生活開銷

限制提領帳戶：一個月853歐，

一年＝853*12=10236歐＝約36萬台幣

保險：公保較貴(約90歐)，福利較好；
私保較便宜(約33歐)，僅含基本福利

房租：依地區不同而有不同，如果有學生宿舍則較
便宜

 720-320(房租)-90(保險)-20*4(一個月超市費
用)=230歐



為什麼選擇到
德國交換？

系上就有德國交換的program

剛好看到文學院的名額

家人有去過德國

環保意識、政治、歷史、文化

建議什麼時候去？
依系上課程安排，以及自己的人生規劃



德國生活

超級Chill~

上課、安排旅遊景點、享受當地生活

要能夠學會一個人獨處

偶爾跟外國朋友一起出去玩

更多時候跟台灣朋友去其他地方玩

如何適應當地環境？
把每一天在那裡的時光
都當成是一種享受



Weser 河畔



學分、課程

師大的要求：兩門課或六學分

可以到該學校查看有什麼課程是自己喜歡的，程度
好的可以修看看德文課

也可以在申請交換時，將查到的課程放在備審資料
裡，增加錄取機率



德國校園生活



與外國人當
朋友

 Orientation week, 系上考察..

講話投不投機很重要

能不能夠包容彼此不同文化

多交幾個外國朋友讓他們帶你去夜店



Culture 
shock

那代表你的背景知識不夠充足，對於這個文化的不了解

在不了解的狀況下要如何去融入當地？



總結

想想去交換的目的？想學什麼、想享受什麼？

有沒有一顆強大、能夠忍受離鄉背井的心？

有沒有能夠獨力處理事情的能力？

英語非萬能，德語就算再差還是要學好！

準備好之後就奮不顧身地勇往直前吧！



 The pessimist complains about the wind;
the optimist expects it to change;
the realist adjusts the sails. ”



— William Arthur Ward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