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高雄大學交換學生報告表
壹、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蔡幸璞

英文姓名

就讀系所

經營管理研究所

身份別

□大學

E-mail

pearlabroad@gmail.com

研修學校
研修領域別
研修系所 (全名)
研修期程
研修學校地址

學號

年級 ■碩士生

二

M1023616

年級 □博士生

年級

奧地利北部應用科技大學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Upper Austria/FH Oberösterreich)

■人文社會科學 □基礎科學 □工程與生醫科技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自

103

學年第

1 學期起至

103

學年第

2

學期止

Wehrgrabengasse 1-3, 4400 Steyr/Austria

國外修讀學分數

40.5ECTS
學費

實際研修經費

Hisn-Pu Tsai

0

元；生活費

本校採認學分數
530000

0
元；來回飛機票

元
合計

元
貳、交換學生報告（以下每點敘述至少 500 字並附上照片）
一、準備篇（請就出國前準備、簽證之辦理、接機等準備事項進行描述）
由於所上沒有人申請過奧地利學生的交換，因此凡事都要自己看該怎麼處理，尤其
是奧地利的居留證申請繁雜，光是申請就花費了不少時間金錢。奧地利居留證需要先填德
文的申請表格，附上照片、涵蓋在奧地利期間的申根保險證明，親自交去奧地利台北辦事
處，以及繳交申請居留證的費用。交付申請表後通常 1 個月後會通知已經成功，可以到奧
地利時再領取，但 Steyr 是一個小鎮，負責的政府人員不會通知奧地利在台辦事處，所以
如果沒有訊息告知在台辦事處，辦事處也沒有辦法幫我們詢問居留證的進度。因此通常會
利用申根免簽去當地等待居留證的通過通知。而奧地利北部應用科技大學的國際事務處在
我們出發前會請帶我們熟悉環境的 Buddy 與我們聯繫，看是要在火車站接還是在 Linz 機
場，當然也需要支付車馬費給接機的 Buddy，我的 Buddy 在我出發前特地拍照片、詳細描
述如何從機場到火車站、售票機的使用方式。
二、學業篇 （請就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學習成效等事項進行描述）
奧地利的選課方式跟我們差不多，也都是上網填選要參與的課程，會有告知那些課
程是交換生可以參與的課，若是與當地學生一同上課，其實名額很少，反而大部分的時間
由於必修的交換生課、德語課，都是與各地的交換生一起。很特別的是奧地利的上課時間，
很多課程並不是每天上，有兩天上完拿一學分的課程也有星期六要上課的課程，聽當地學
生說是因為學校的教室有限，所以常常需要錯開。剛到奧地利時也曾經上到晚上 8 點多，
算是非常特別的經驗。而歐美州學生也真的非常主動積極的舉手回答、問問題，而反觀亞
洲學生時常沉默或在被點名時才會說話分享。有些課程老師如同台灣的老師，會用 PPT

45961

上課，但也有老師是利用體驗的方式讓我們了解他要講
的情境，再用手寫告訴我們理論，這個方式是我覺得非
常特別的體驗，到現在仍然記得上課的內容。由於我是
碩士生去參與當地的課程，很多時候其實必須選的是大
學部的課，反而碩士班的課由於衝堂、進階課程，我都
無法參與，但也看到了奧地利大學生的用功，奧地利的
大學幾乎是免費的，學費大概和我們國立大學差不多，
進大學容易但是不容易畢業，因此討論區討論課業、報
告的人非常多，若要去討論區找位置念書都需要一點運
氣。奧地利的德語課程我覺得是必要參與的，畢竟有些
語言細節是和德國德語不一樣，購買食物、看指標等生
活上的細節都會非常有幫助。

三、社團篇 （請就參加之社團、課餘活動等經驗分享）
奧地利學校的國際事務處或是學生
會會舉辦一些活動，像是參觀 BMW、
MAN 的工廠或是更盛大的國際週，通常
在國際週時會有一天請各國的學生準備
各個國家特別的食物或是特產，可以申請
經費，當天也會有學校其他分部的同學到
場參與，非常熱鬧，可以算是交換中最重
要的一天，但也會忙得很累。我參加過兩
次，每個學期各一次的國際日，第一次我
和另外兩位台科大的同學準備了滷雞
腿、滷蛋和珍珠奶茶，其實珍珠奶茶還是
有些人知道，甚至告訴我們她很喜歡喝，
但也有人覺得黑黑的不知道是什麼很可
怕，不過滷蛋就是挑戰他們的嘗試程度了，因為顏色不是熟悉的白色，所以他們時常會問
這是什麼東西，說是一般的雞蛋的時候也會有人不相信、不敢嘗試。而因為是三個人輪流
顧攤子，所以還有機會去看看其他不同國家的食物，通常歐洲國家最常出現在的就是自己
國家的啤酒，會很快地被拿完，也會有多人拿著喝完再拿下一杯，啤酒空瓶的數量非常可
觀。除了食物之外也可以趁機介紹自己的國家，我們可以在身後貼一些照片，有些像是自
然景觀的照片有些歐洲人會感興趣，藉此就可以介紹台灣的自然景觀、人文，我們也遇到
有學生跑來告訴我們他們下學期交換會在台灣，問我們有那些地方好玩的。通常那日也會
有攝影師在場拍攝照片，聽 Buddy 說會放在 Steyr 的當地新聞中，當然我們沒訂閱報紙也
看不懂德文，因此不知道是真是假。

四、日常生活篇（請就交換學校之生活環境、住宿、交通、飲食等事項進行描述）
FH-Campus Steyr 所在的位置是
在 Steyr 小鎮的中心，學校占地小，只
有兩棟建築物，但被河流包圍，無論從
學校哪個方向上學都需要過橋，是一個
與自然非常貼近的學校，而國際事務處
的 Laura 也會幫助我們，無論是課業上
或是住宿上的問題，若有需要我們填寫
的文件或是報告都會用 e-mail 通知我
們，非常幫助我們。由於 Steyr 真的太
小了，不像在維也納住宿可以利用地鐵
住相對離學校較遠的地方，也可以自己
找住宿地點，Steyr 的租屋地方非常難
找，因此學校會先幫我們安排，我們只
需要告訴學校我們要住單人房或是雙
人房，不需要煩惱住的地點。而我就是
住在學校安排的 flat，我們的 flat 是交
換生中最多人住的地方，總共有 10 個
人，學期初都會有不少人想在這裡辦
party，但由於是與當地民眾住在同一
個公寓裏面，因此會被投訴抗議，以至
於後來的 party 都不會在我們的 flat 舉
辦。
奧地利生活真的非常需要自己烹煮食物，若三餐都要像在台灣時外食需要非常雄厚
的財務實力，當地超級市場有好幾家，Spar、Hofer、Lidl……等，Spar 裡面比較像我們的
家樂福，有非常多樣的商品，Lidl 和 Hofer 則是商品比較少但相較之下比較便宜的超市，
而在 Steyr 當地周六時也會有農場來的攤販直接賣給民眾。至於我們會想念的亞洲食物通
常得到 Linz 或是維也納的亞洲超市才買的到，維也納的中央市場地鐵站是亞洲超市以及
餐廳最多的地方，若有去那裏通常會滿載而歸，也可以藉由和交換學生分享自己國家的食
物而有更多的話題。而奧地利的交通算是相當發達，奧地利鐵路 Ö BB 是最常使用的交通
工具，無論是奧地利境內或是到其他國家旅遊，時常會使用 Ö BB 鐵路。由於奧地利鐵路
全票部便宜，從維也納到 Steyr 的票價就需要 34.4 歐元，但若是使用 Ö BB 的鐵路卡可以
打對折，因此一到奧地利我就先辦了 Ö BB 的卡，需要 19 歐，但坐一次從維也納到 Steyr
就省了 17.2 歐元錢，一年下來可以省下不少鐵路的交通費，不過這張卡只限於在奧地利
內使用，其他國家可不適用喔。

五、文化交流篇 （請就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分享）
我的奧地利夥伴實在非常繁忙，因此我在奧地利一
年只見到他們 2 次，大部分的交流經驗都是與其他人的
Buddy 或是一起上課的學生，德語國家的學生很特別，通
常都是以敲桌子代替鼓掌，第一次看到時還想說為什麼大
家要敲桌子，但後來也就慢慢習慣了。和奧地利人交流的
經驗大部分都是非常正面的，我們會討論國家文化的不一
樣，會互相開對方玩笑，但大部分的人是非常樂意給予幫
助和交流的。然而其他國家的交換生就不一定了，我也曾
經遇過非常歧視亞洲人的丹麥人，當然他是特例，時常聽
到他說亞洲人怎樣影響到他的生活，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
因此不懂的怎麼反擊，不過也從當中學習到了一些反擊的
技巧或是不想理會時無視他的攻擊。
與我同住的韓國女生反而是我最常聊天交流的對
象，也曾經和他一起看台灣跟韓國的棒球比賽，也被其他
台灣人問說有沒有吵架，但這位韓國女生非常的樸實，和
她在一起時非常輕鬆，我們會討論在奧地利上課與在自己
國家上課的不同，韓國台灣的習俗節日，算是我在交換當
中遇到的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來到 FH 交換的香港人也非常的多，winter semester 時有
四位，但到 summer semester 則暴增到 10 位，因此不想和不說中文的學生交流都不行。我
遇到的香港人其實大部分都非常的好，但也有不太清潔較懶散的香港人，而且大部分都是
以旅行為交換目的，有些交換一學期的學生去過的國家比我兩個學期的都還要多，非常有
毅力的一遇到假期便立刻收拾行李旅遊。

六、請提供您在異國異校學習與生活的心得，提供未來交換學生寶貴的資訊
我在奧地利交換時期，是我最輕鬆自在也學習最多的時候，學著怎麼在不同的文化、
完全不熟悉的語言環境下生活，即使很多奧地利人都會講英文，但不見得想講，因此具備
一點德語能力還是對我在那邊的生活有所幫助，即使我在奧地利的學分回台灣不能轉換，
但我也覺得是一個特別的體驗，畢竟能在歐洲住近一年也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經驗。然而好
的 buddy 可遇不可求，像是我的 buddy 太忙碌，因此剛到奧地利時需要繳交住宿登記表時
也是我自己與朋友去辦的，雖然政府辦事人員都不太會英文，但也只能比手畫腳盡力溝
通，而與外國學生溝通時使用英文，一開始我其實覺得我的英文實在需要再加強，但久了
之後也可以聽懂不同口音進行溝通、交流，也是我在奧地利交換中最大的收穫，與當地學
生一起做報告也是非常特別的體驗，奧地利學生要求盡善盡美，即使是不熟悉的領域沒有
老師指導也會不斷的找資料充實報告，這是和台灣學生最大的不同吧。當然難得到歐洲一
趟，奧地利又是在歐洲的中心，難免就會想要去旅遊，跨出第一步的一個人自助旅行也是
我最不同的體驗，從找便宜交通、住宿到在當地遇到麻煩需要自己解決，這些都是在台灣
熟悉的環境中所得不到的體驗，而在旅行中體驗歷史、享受大自然的美景也是最大的收穫

之一。

參、花費
一、請詳述交換期間曾支付之所有費用（如學費、電腦設備使用費、雜費、宿費）。
在奧地利交換期間學費是支付台灣的學費，在奧地利頂多有學生會費需要支付，但
金額不大 18 歐，學校影印需要自付，是存在學號裡面，會先要求存 10 歐，學期末有剩會
退，一開始會有住宿押金一個月、鑰匙押金 50 歐，也都是學期末會退還。
二、請概算每月個人生活費支出金額。
大約一個月的食物費用需要 200 歐到 250 歐左右，住宿 230 歐、網路 10 歐、手機 sim
卡月費 15 歐、保險費 54.44 歐，因此大約是 600 歐一個月。旅遊則是要看地點和個人需
求，所以很難細算花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