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海飛颺 出國研修報告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會計系 辛穎婷
交換學校:法蘭克福應用科技大學
(Frankfurt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交換期間: 01.10.2017 bis 30.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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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高中時，我曾參與學校舉辦的暑期英文營
，學校請外師到學校設計課程為學生上課
，那一個月是我從一個不愛英文的人到開
始感受到學習語言樂趣的轉捩點。後來每
逢暑假我都會特別關注暑期出國遊學的資
訊，但在和家人的討論下決定等我上大學
在爭取擔任交換生的機會也不遲，畢竟出
國學習一年與出國學習兩個月的深度肯定
有差別。
在我大學三年級，除了學習本科會計外，
我也不忘高中的初衷，時不時就參與國際
處辦的分享活動，在收集資訊的同時，我
開始以更成熟的態度去思考我到底想從出
國學習中得到甚麼?直到大二修習的一堂課
才又讓我茫然又懷疑自己初衷的心安定下
來，大二上時有幸進入企管系王慕容老師
的商業簡報技巧，這個班人數不多，老師
是一位來自英國的老師，在課程中，我們
每兩個星期都需要上台全英報告，他的上
課模式讓我又回想起高中的英語營的時光
，重燃我的熱情，同時也藉由這門課程讓
我認識曾前往德國多特蒙擔任交換生的資
管系學姐，在他的建議及鼓勵下更堅定了
我成為德國交換生的決心，這門課也讓我
認識一位德國交換生飛利浦，在與他閒聊
及文化交流後讓我確立想去德國交換的念
頭。

二. 研修學校簡介

後就開始由他們主動聯繫，他們會引導交
換學生於學校網頁上找尋到他們建構的就
讀申請網站(Mobility-Online)，交換學生僅
需跟著他們的步驟一一進行，如建立學生
資料庫,選課,與學伴的聯繫方式,及住宿相關
事宜，由於學校已建立起完善系統，且每
年接待相當數量的交換生，因而交換生處
理入學手續變得非常方便簡單。

法蘭克福（德語：Frankfurt），正式全名
為美因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
），是德國中西部黑森州的第一大城市，
也是德國第五大城。城區擁有73萬2688人
，如合併周邊城鎮計算則約有230萬人，整
個法蘭克福 - 萊茵河 - 美茵河都會區約有五
百萬人口。法蘭克福是一個民族文化多元
化的城市，一半以上的人口有著移民背景
，而四分之一的人口為外國公民，走在路
上，有著移民背景的人隨處可見，因此平
時在街上閒晃也不顯得格格不入，法蘭克
福足以被比擬為文化大熔爐城市。
法蘭克福法蘭克福應用科技大學腹地不廣
，由九棟大樓所組成，並沒有明確的"校園"
劃分。學生人數約為14,000人，學生人口
組成也非常國際化，個別來自100個國家，
這兩學期中就認識了除了來自歐洲國家,還
有美洲國家,非洲, 印度的學生。
學校負責與交換生接洽的辦事處同為
international office,在彰師大申請交換成功

(附圖1: mobility online須完成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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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法蘭克福後學伴會帶領交換生辦理
1.德國通訊(手機預付卡購買)
2.校園介紹(繳交學雜費331歐-包含Hessen
州內的交通費/開通學生證,校園網路)
3.德國戶籍登記Anmeldung
4.保險證明(公保與私保學校皆可接受)
5.銀行開戶(可選擇與學校一起辦理)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由於商學院為法蘭克福應用科技大學主要
交換學程，因此英文授課科目相對多些，
針對internation business adminstration 學
生共有12堂，而提供給Finance 的學生課程
另計。除了商科課程外學校還有提供多元
的語言課程，包含分級德文課程,多元英文
課程,及多國語言課，這三部分的課程我都
有參與，德文從A1.1修到A2.2，英文課程
則嘗試修了"learning Engilish through
films”,” health and society”,而下學期待德文
進步些時，還修了以德文教學的日文課程
，上下學期正規課程及語言課程相加我總
計修滿50學分。

，另一方面是他們提供的課程相對更多
元。
英文授課課程(不包含財經系課程)
300 Marketing, Logistics and Production
310 Financial and Management
Accounting III
320 Statistics for Business
330 Macroeconomics
340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s
350 Cultural Diversity
400 European Integration/ Law
410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20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430 International Trade

順帶一提，校園中的社團活動並不興盛，
只有少數幾個學生組織，但學校每天有開
不同的體育課程，有時在校園中會看到雙
雙成對練習salsa的學生，我個人是選擇參
與法蘭克福另一所大學"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的體育課程，一方面是因為我第
一學期宿舍就住在他們學校體育大樓附近

440 International Finance
450 Business Ethics
(附圖二:英文授課課程)

學校教授的教學方式和彰師大教授大同小
異，都以台前搭配ppt講授為主，但教授與
學生間的互動相對多，還有一點非常值得
學習的部分是學校教授大多非常善用"網路
教學平台 moodle"( 如附圖)，學期初教授都
會給一組密碼給出席課堂學生登入課程，
網站上通常會放置學期教學架構及教學PPT
或補充資訊，有些教授也會設置題目題給
學生自我測驗學習成果。
以我修習過的課程為例，420 international
marketing的教授每堂課都會有一個議題,學
生需要在時間內討論並上台提出解決方案
或分析案例，於我修習的學期，教授還
提出隔周上課的教學模式，一星期實體課
程一星期提交作業老師給予答覆。
另一門Business Ethic是假日全天授課，不
過總共開課天數僅有三天，第一堂課是倫
理案例討論，例如職場性騷擾的界定,或是
當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衝突時我們該如何
抉擇，透過這些案例討論，讓我們更理解"
做倫理抉擇"的困難度，課堂上學生也都非
常積極地發表意見及個人經驗，因此難免
有爭執，而尊重彼此意見也是我們需要理
解的道理。討論倫理議題始終非要爭個對
錯，你有你的道德價值觀我有我的，討論
議題的目的為，將問題攤開，互相提出個
人意見，讓彼此分析事情的觀點更全面。
最後兩堂課程為報告日，學生需熟讀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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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並報告，學生報告也並採取"說教式"的
方式報告方式，而是偏向"介入式"，會特別
設計案例供大家探討，有時甚至會出現"金
錢是否能帶來幸福?"這類的討論。
學校的課堂風氣非常隨和，意思是教授從
不點名，過去曾到過一門只有我出席的課
，但教授依舊處變不驚,不慍不火的為我一
個人上完課程。還有各個教授的教學方式
挺多變的，會採用遠距等等。而學生上課

and gender, healthy and society等課程協
助學生精進英文，這類的課程相較於一般
英文授課學科更著重於英文學習，也相對
輕鬆。值得一提的是，修習各類語言課的
交換學生也能拿學分，正規生是不行的。
四.德國 法蘭克福生活分享
-住宿環境
第一學期的宿舍是由學校分配，我是住在
Studentwerk名下的學生宿舍Ginnheimer
Landstraße，一個月211歐

第二學期是與其他兩位學生共租WG，三人
共用浴室及廚房。一個月411歐，居住環境
打掃就需由室友們自己互相協調。

(學生宿舍)

通常人人一手筆電或是平板，作筆記或是
搭配PPT，通常來上課的德國的學生都很認
真，上課也都積極發言與作筆記。我的觀
察中，許多學生其實都已經有實習或是業
界的工作經驗，因此在發表意見時也能提
供一些實際案例。
學校提供的德語課程也非常完善，是採取
分級制度A1.1,A1.2,A2.1,A2.2,B1.1,B1.2..
一路到C2，在開學前都會提供交換生一個
月的密集德文課程，顧名思義每天上3個小
時的課程，而開學後依就個人選修課程每
周一次課。學校也有提供其他語言的學習
課程，包括中文,韓文,西班牙文,法文,土耳
其文,俄文,阿拉伯文等等，其中法文與西班
牙文在德國的學習人數占大宗。不過如上
面提及的，老師教學語言為德文。
對於英文課程，學校不僅提供基本正規教
學，還有主題式的英文課程，例如family

(附圖三: moodle網路教學平台)
，有個人房，與其他學生共用浴室及廚房
，每天會由清潔人員打掃公共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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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房間)

另一個我愛去的地方是室內攀岩館
Dynochrom，入場加鞋子租借共12歐，其
實價格並不便宜，但我自從和朋友去了一
次後就上癮了，攀岩是一個需要利用全身
肌肉的運動，甚至是手指頭，由於我是初
學者，我還無法善用力量，常常僅用手背
的力量去硬撐，但如此一來就無法進階到
更難的程度。各任覺得室內攀岩和瑜珈一
樣，都是在"緩"中發力，並與身體溝通。

在湖裡漫游，真的非常享受!還常常看到有
人帶著超大鴨子帆船躺在上面，不過蛙式
是一定要練好的，還需要足夠的體力才能
游到對岸，不然湖中心的水挺深的，德國
人幾乎從小就是被丟在水裡長大的，矮不
隆冬的小孩都比我勇敢的在深池游泳。

-課外活動建議
在法蘭克福市區如果用點心，還是能找到
一些假日好去處。舉些我這一年愛去的幾
個地方。冬天時期，可以去Eissporthalle
與朋友溜冰，入場費5歐，鞋子租借4歐，
沒有時間限制，冬天還有一個室外場地，
跟情人來就超級浪漫的拉，手牽手一起滑
，或是許多高手都是那裏的常客，每次必
見他們在練習!

(附圖五:室內攀岩館)

(附圖四:Eissporthalle)

戶外人工或天然湖是夏天的另一個好去處
，入場費通常3歐，不過具其他朋友所述，
其他城市的湖通常都是免費的。夏天時，
可以躺在沙灘上享受暖陽閱讀睡覺，還有

(附圖六:Waldsee)
夜店與酒吧是另一個在德國生活常去的地
方，一般夜店價格都是12歐，不過在一些
日子會是免費的，例如星期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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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smus的學生都是常客，大家會先相約在
酒吧或是宿舍廚房Predrink灌醉自己，這樣
到夜店就不需要買貴桑桑的酒，或是窮學
生可以選擇隱身在Goethe University中的
Cafe Koz, 每周二四開放，會有dj在場，還
有相對便宜的酒飲，深受學生愛戴，是釋
放壓力或是朋友聚會聊天的好地放方!
(附圖七:Predrink-出發-夜店 SOP)
暑期或寒假期間可以考慮參與學校各類體
育活動，有點類似營隊的感覺，寒假期間
我和朋友一起報了滑雪團，是我這年心目
中最愛的一個星期!我們從初學的小坡一路
練習到中坡，練到第三還第四天後才得以
搭乘纜車上山，下山時一直與內心的恐懼
抗衡，內心底層非常害怕一不小心滑落山
頂，有時眼淚都快被逼出來了，但撇頭一
看右邊一群四歲孩子快樂的跟著老師帶隊
的蛇行下滑，再往左邊一看是一對70或80
歲的夫妻優雅前行，我又能繼續前進啦，
或滾或衝刺的下山，我個人是有個滑比較
順的訣竅就是咀嚼口香糖，就會有一種跩
跩的感覺，內心莫名散發自信感，滑起來
也會比較順。自信心真的是做好所有事情
的訣竅呀!除了正規學滑雪外，還有德國活
動都離不開的飲酒社交活動，例如舉辦手
動足球賽還有得以免費暢飲葡萄酒滑雪橇
活動。

(附圖八:滑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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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一些有意願出去玩卻懶得排行程或是
沒時間排得同學也可選擇參與PM2AM的活
動，他們有點類似旅行社，但價格便宜，
而且主要交通工具為大巴，吃住簡單，適
合刻苦耐勞的學生們，藉由這個行程也能
與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遇上，投緣的就能
一起行動一起玩。我個人是參加四天三夜
的克羅埃西亞行程，來回34小時的大巴，
有一天半是睡在公車上的，我總共去了四
個點，都是走走逛逛，自己挖掘，為了這
趟行程我還買了套泳衣，不想錯過克羅埃
西亞Split的海灘及國家公園中向著瀑布的
天然泳池。

五.研修之具體效益(條列式)
學校課程方面
體驗德國教育型態並反思
了解德國的社會議題與學生意見
國際觀點
促進文化交流
加深對台灣文化,社會,政治好奇及了解
語言方面
英文溝通之精進
扎實的德文學習
心態方面
體驗"慢步調"與星期日的放假生活哲學

(附圖九:克羅愛西亞旅行with PM2AM)

六.感想與建議
這次能夠出來交換可以算是人生中非常重
要的決定之一，特別是在"心態"方面，由於
身為大四學生在出國前對於職涯規劃一直
充滿疑慮，但歷經這一年在異地生活而緩
下的日子，給了我更多沉思時間，以及接
觸來自不同背景人的人生觀點，而變得更
加理解自己。
在第一學期雖然沒有嚴重的適應不良，但
語言水準不夠的情況讓我無法順利的正常
交友XD，且難以融入熱愛半夜出門party的
Erasmus人群，起初確實感到迷惘與沮喪，
但我最終還是發掘了可愛的越南小圈圈，
7

和幾個朋友開起宿舍的小home party ，圍
圈共同調酒，興致來時一起在宿舍廚房切
磋廚藝，也漸漸理解如要要過得輕鬆快樂
，交朋友這件事是不能規劃與強求的，在
德國精彩的生活不只一種，也嘗試著透過
前面提及的各種管道接近在地人，或許在
語言方面不是特別流利，但我們還是能透
過觀察而更能理解在地的生活方式。有時
在異地寂寞到了頭，特別是長時間關在房
間沒機會與他人接觸的時刻，就需要自己
找到出口，我通常都是以獨自街頭慢跑的
方式抒發，或是每周一次的體育課程也非
常紓壓。這一年中也是建立不少友誼，有
的長時間相處而深刻的友情有的則是短暫
卻深刻。有可以五天連續party講求及時行
樂髒兮兮瘋瘋的荷蘭室友，想要組開放式
婚姻家庭的上海朋友，計畫在30歲當一位
單親媽媽的越南朋友，不使用任何社交軟
體的印度鄰居(類似人物無限上升中)，毫無
詳盡計畫要到越南攀岩一整年的學餐同學
，20出頭就娶了4年前在澳洲認識的韓國女
友，剛與土耳其男友分手的德國女孩，
Party 上認識非常積極學中文且永遠計畫詳
盡的德國男孩，他們都是我未來還會持續
聯絡的朋友。
德國文化是相對包容性很大的民族，對於
除自身以外，對於他人的行為與價值僅少

嚴厲的批判。人與人的交往與年紀，權位
無關，所有人都是就事論事，學生與老師
，20歲或36歲，雇員與主管，每個人都是
是平等的。還有關於對於女性的約束，在
那裡可以見到各種女孩風格，胖的瘦的上
了年紀的，天氣一熱都穿上熱褲細肩帶上
衣，或是裸上身的躺著亦是漫步在沙灘，
在那裡沒人評論胖亦是黑，少人議論女生
是否穿的過於暴露，而是保持著尊重與欣
賞的態度，身為女性只需懂得如何發聲與
拒絕，就能避免掉在這裡所謂的危險。一
下子，就少了許多對於個人的外部定義，
我可以就是我。曾經困擾著我的自我認同
，在德國讓我找到了答案。
從學校Culture Diversity 課程中曾學到，若
是想降低一個人到一個新文化環境的衝擊
感，且加速適應及融入，要特別記得語
言、運動、主動這三要素。學習語言，是
對當地文化的尊重，語言也是文化建立基
礎，若是能說得一口好德文，交朋友相對
容易許多。而透過運動也能快速地拉近距
離，從合作或對打中培養不須過多語言的
表態的默契，最後換得無聲的相視一笑。
最後，積極主動好奇的心態是其中最基本
的，把握在可以問問題的時間，在課堂，
在酒吧的閒聊。如果往後有要到任何國家
留學的同學可以記著這讓我受益良多的三
要點!祝大家一切順利。

我們需要極可能的去挖掘更多選擇，才能
從眾多選擇中挑出最適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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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以下是我德國交換一年實際花費粗列及分布圖。
由圖示可知其實在德國生活大比例的支出來自於房租，至於伙食費若是於便宜超市購買食材少去餐聽，一個星期的餐費與台灣伙食費相差無幾，
且若是減少旅遊次數更能減去一大筆開銷，或是少吃一些壽司，少去幾次夜店，及成功申請到政府補助金額，就能將花費降到最低!
匯率:歐轉台 35計算

單位:

租金(學生宿舍:211歐*6個月/WG:400*6個月)

127,000

學費(含彰師大學費及德國交通費)

73,170

保險

13,900

旅遊

119,360

伙食費(超市/外食/壽司大餐)(40歐/一周)

67,200

廣播費

4,760

來回機票/行李/簽證

46,100

其他(衣服/書籍/生活用品/夜店/溜冰/攀岩…)

48,510

總計

500,000

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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