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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魏斯馬大學（HS Wismar）交換心得

寫在前面…
在魏斯馬的生活愜意自在，它是個小型的港口城鎮，歷史上曾經屬於瑞典，因此
也保留一些瑞典的風情，現在被歸納為世界遺產。我在這裡擁有許多一個人的思
考時光，也吸納東德小鎮的特殊風情，是回憶裡很獨特的時刻。
有人說過，做交換生的感想，彷彿是在回國以後才一點一滴慢慢地隨著日子產生
出來。我覺得，在國外的生活感想，會在回國以後的日常生活細節裡，像是一位
隱形的教師，偶爾在毫無覺察的時刻，忽然地浮現在腦海中，無意間在某一個街
道、某次與人的談話中，從回憶裏得到了新的啟發。我相信這過程將會使我的生
活如推磨一樣，加添進不同的元素，而產生更豐富香甜的滋味。僅將目前腦海中
的記憶記錄下來，或許也能夠提供想到德國交換的同學一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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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預備
 申請學校
申請的資訊可以到學校的網站查詢，學校有英文網頁，選擇 International
的頁面。
（http://www.hs-wismar.de/en/en-was/international/）網頁裏頭有包含
如何申請、相關科系、以及課程的資訊。幾點需要注意的：
（1）申請期限：
A. 15th June for the winter term
B. 30th November for the summer term
（2）行事曆：
http://www.hs-wismar.de/wer/studenten/studienorganisation/semesterablaufplan/
（3）聯絡負責人：
網頁上頭有聯絡資訊，交換學生相關業務負責人是 Nara，她處理的
業務很多，因此回信的頻率並不高，但是所有的申請文件都是要寄給
她。她同時也是交換生到魏斯馬以後，在繳費事項、選課、課外活動會
接觸到的負責人，因此交換生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她。
A. Narangerel Tsendbaatar
International Office Coordination Student Exchange/Incoming
Tel.: 0049 3841 753-7390
Email: nara@hs-wismar.de
另一位是 Friederike，她是德文老師。在開學之前會收到一封來自於
她，向交換生詢問德文課程程度的信件。因為 Nara 的業務相當多，因
此她偶爾會幫 Nara 做聯繫的工作。她相當善良可愛，曾經學習過中文，
我當時有一些交通和課程的問題，有另外寄信給她，她都很樂意幫忙。
B. Friederike Rößner
Tel. 03841 753 402
E-Mail: friederike.roessner@hs-wismar.de
（3）繳交的表件
我當時繳交三份文件：
A. APPLICATION FORM FOR ADMISSION TO STUDIES FOR FOREIGN
APPLICANTS（外國學生申請在德國學習表件）
B. ECTS -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SYSTEM（跟課程相關表件，其
中需要有彰師大系所與國際事務處的簽章！）
C. STUDENTENWERK ROSTOCK- APPLICATION FORM FOR A PLACE IN ONE
OF OUR RESIDENCE HALLS FOR EXCHANGE STUDENTS AT THE
HOCHSCHULE WISMAR（這是申請住宿的表件）
三份我都是填完掃描成圖檔寄回去給 Nara，不用再寄紙本到德國學校，
因為德國學校的行政處理時間與台灣不同，我一直等到七月才在接到回
覆。但是去年網頁有更新，因此有一些資料可以直接在網頁上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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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http://www.hs-wismar.de/en/en-wer/prospective-students/admission/application
s-forms/online-application-for-exchange-students/




簽證
德國學校在七月的時候寄給我入學許可，學海飛颺獎學金也差不多這時間
公布。得到入學許可以後，要帶著相關文件到台北的在台協會辦簽證。關
於辦理簽證的相關文件，德國在台協會網站有清楚說明，記得出發前要先
預約。我在七月中辦理，八月中拿到，大約是等待一個月的時間。

交通
魏斯瑪不是大城市，沒有機場。搭飛機可以飛到漢堡，轉搭德鐵到魏斯馬，
車程約兩小時。若飛到柏林，轉搭德鐵車程約三小時。我當時是搭到法蘭克
福，轉搭德鐵，五小時車程。雖然比較省錢，但是過程還需轉三次車，帶著
大行李不是很方便。火車票可以提早從德鐵網頁購買，列印即可。
魏斯馬火車站只有一站，叫 Wismar Hbf。從火車站走到宿舍需要三十分鐘，
上坡路。因此第一天到學校時，可以透過學校的 buddy 系統
（http://www.hs-wismar.de/de/wer/studenten/studentische-vertretungen/asta/buddy
-system/）聯繫那裏的學生，請對方到車站接你。可以一起搭公車或計程車
到宿舍。公車票價 1.6 歐，一個行李加 1 歐。



住宿
繳交住宿申請表以後，不久會收到住宿合同（Mietvertrag）
，上頭需要簽上
姓名。費用可以到了德國學校安頓好後，再到銀行匯款，或者等開戶以後再
申請固定轉帳，從櫃檯匯款需要手續費約 3 歐。
宿舍的網路要等到繳交學籍費約 63 歐左右，登錄學生身分以後，資訊中
心會給予一組密碼，上網下載軟體可以在宿舍連網。這組密碼還可以在校園
使用無線網路。



銀行開戶
國際事務處會有學生幫助交換生開戶，在歡迎茶會時可以詢問一下。一般
是到德意志銀行開戶，一星期左右銀行會把卡片、密碼寄到宿舍的信箱。德
意志銀行卡很好用，可在超商付費，也可以在車站買車票，出國也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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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離宿舍最近的是 NETTO，學生最常去，價錢便宜。學校旁則有 REWE，比
較大間，可以選擇的種類更多，裡面有賣 “Ja”國民品牌，價格實惠。Wisamr
也還有 Lidl, Edeka, Real，不同的超市有自己的品牌，是尋寶好去處。
午餐大部分學生都會到學校餐廳(Mensa)，因為價格便宜、環境乾淨，還有
七、八樣食物搭配選擇，另外也有沙拉、飲料、甜點。一餐大約 2~3 歐。
國際事務處位在 21 號建築，地下室有一間溫馨舒適的咖啡店，每天有老闆
娘的手工餅乾、蛋糕，她總會熱情地介紹。午後時光一桌桌學生、教授在這
裡聊天。但只有星期二、三、四開店，是我在 Wismar 懷念的地方。



申請延長簽證
交換生的簽證只有 90 天的時效，因此在到期之前要去辦延長簽證。過程
整理如下：
（1）先到 Nara 的辦公室，填寫相關的文件。填完後請她檢查，她會給你兩
組地址，也會告訴你需要攜帶的證件。
（2）帶著文件與護照，到第一組地址，這裡處理有關在地居住的業務：
Hansestadt Wismar Einwohnermeldewesen und Verkehrsangelegenheiten，到二樓按
鈕取號，等候進入辦公室。這邊的手續約二十分鐘可以辦好。辦事人員會再
給予相關表件。
（3）帶相關表件到第二組地址，這裡是負責延長簽證的業務：Dr.-Leber-Straße
上的 Landkreis Nordwestmecklenburd-Ausländerbehörde，位在頂樓，辦公時間
為星期二 9:00-12:00, 13:00-16:00，星期四 9:00-12:00,13:00-18:00。相關文件：
A. 第一組地址得到的文件。
B. 學校給的註冊證明。
C. 護照。
D.

E.

學生保險證明。
 基本上需要在德國保，到德國以後就可以跟 nara 詢問。但
因為我只交換一學期，延長簽證只需要再三個月，我當時是
請台灣投保的保險公司開立英文證明，有被外事處接受。
財力證明。


若當時出國有父母的財力擔保，就只要拿這項證明。若沒有，
則需要在德意志銀行開戶的時候，辦理 “Sperrkonto”（限制
帳戶），銀行會給予一張證明，這種帳戶開立要 50 歐的費
用，他會直接從銀行帳戶扣。限制帳戶是由銀行限制一個月
的提領金額，目的是要確認學生在德國的每一個月會有足夠
的金額生活。當時他們要求我辦理金額為一個月 700 歐，因
為我的簽證需要延長三個月，所以一共要先放 2,100 歐進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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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行。要注意限制帳戶的金額，每個月要領完 700 歐，否則這
個月剩的餘額也不能留到下個月一起領。
延長簽證費用。






我拿的是臨時簽證，費用為 20 歐，時效是三個月，當天就
可以拿到。限制是，拿這張簽證不能去到非歐盟國旅行，也
不可以去英國。
若申請的是一年的簽證，費用大約是 100 歐，費時一個月，
等候的期間外事處會先給臨時簽證。

課程
我當時申請的是商學課程，英語授課。但是在交換學生之中有來學設
計、建築、工程，歐洲學生大多是拿 Erasmus 獎學金來讀。商學課程申
請最簡單，沒有語言門檻，也沒有相關科系背景的條件。但是設計課程
則需要作品集，這些資訊可能需要進一步再聯繫學校詢問，或在網站上
查詢。
 商學院的開課可以在學校網站查詢



http://www.hs-wismar.de/was/internationales/auslaendische-studenten/exchang
e-students/kursangebot/。英語授課，上下學期開的課不同，可依興趣選
擇。也可以選擇全德文的專業課程，資訊可以詢問 tutor，或上
https://studip.hs-wismar.de/index.php?set_language=de_DE 網頁查詢。
免費德文課
課程中 “German language and culture”，就是德文課。學校提供 A1-B2 的
課程可依程度自己選擇，一周三小時，還可以依需求到其他課旁聽。我
在一學期內修完 A1,A2。Wismar 的德文課非常棒，Friederike 老師上課活
潑，而且表達清晰。Marianne 老師較年長，她的課刺激思考，讓德文課
不只是練習語言，更透過語言了解文化與新聞。



活動
 校外參觀



一學期有兩～三次校外參觀。到 Schwerin、Stralsund、Berlin 等。自由參
加，一起坐巴士，需要付部分費用約 5~10 歐。
運動
（1）體育館：在宿舍附近，供學生使用，免費。可以進入看時間表，
不同時段分別有羽毛球、排球、足球等運動項目可以參加。
（2）韻律舞：可以加入臉書社團 “Aerobic HS Wismar”，一周有兩天晚
上在學校的教室，約兩小時，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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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車
可以到城裡買二手腳踏車約 50 歐，也可以在學校 building 16 地下室購買或
租借。



臉書
 ERASMUS in Wismar [4ever]
 Buddy System (HS Wismar)

寫在最後…
整理的過程有許多的回憶與感受都浮上心頭，那些擔憂與未知，現在竟然都跨越
了。一邊驚嘆，一邊又再次感受到，過程中得到好多的幫助，若是靠著自己是沒
有辦法的。謝謝系所王主任、宋老師的支持鼓勵，國際事務處信件往返的幫助，
HS Wismar 提供的課程、生活訊息，在台灣的親友、德國認識的交換生們日常生
活的陪伴，還有謝謝在車站或道路上善意幫忙的可愛德國人，謝謝信實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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