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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式各樣的文件 

文件 所需的申請表格 所需費用 備註欄 

1.護照 外交部領事局 NTD 1200 旅行社代辦＋200 

2.簽證 德國在台協會 30 歐元 臺北市 104民生東

路三段二號四樓 

簽證組電話：02 

2518 4088 或 02 

2501 6188 分機 

304 

3.英文良民證 縣警局 NTD250  

4.國際學生證 國際學生証 NTD250 台灣台北市忠孝

西路一段 50 號 13

樓之 10 

(台北車站對面

K-mall 13 樓) 

886-2-23880885 

5.國際青年之家住

宿會員卡 

國際青年旅社卡 NTD600 台北市北平西路 3

號 3 樓 3037 室(台

北火車站樓上) 

TEL：02-2331-1102 

or 02-2331-2655  

 

 

 

壹、護照 

□ 普通護照申請書 

□ 國民身分證正本（驗畢退還），並請將正、反面影本分別黏貼於申請書正

面 

□ 照片一式 2 張 

□ 未成年人（未滿 20 歲）申請護照應先經父或母或監護人在申請書背面簽

名表示同意，並黏貼簽名人身分證影本。 

□ 護照規費新台幣 1200 元 

□ 繳交尚有效期之舊護照。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1831&ctNode=18&mp=1
http://www.taipei.diplo.de/zh-tw/01/Visabestimmungen/Visa_20types/e_20type_20long_20term_20student_20visa.html
http://www.yhtaiwan.com/taipei/apply.doc
http://www.yh.org.tw/html/form_HI_car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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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簽證 

□ 護照須有 2 年以上之效期 

□ 申請表正、影本各一份，分別貼妥二吋彩色近照各一張(三個月內之近照) 

□ 二吋彩色近照一張 

□ 簽證申請聲明表 

□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 學歷證明大學英文版成績單二份，正本驗畢歸還 

□ 大學入學許可之證明。正本驗畢歸還，並附影本二份 

□ 交換學生計畫書。正本驗畢歸還，並附影本二份 

□ 英文良民證 

□ 財力擔保信 

二、申請手續：  

1. A.B.C.E 類簽證須要 6-8 星期的工作天。D 類簽證則視獎學金種類而定，

請直接洽詢。  

2. 受理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四 13：30 到 15：30。  

3. 簽證須本人親自辦理。 

三、簽證費： 

30 歐元，請按本處公告之匯率換算，以新台幣支付。若簽證申請未獲核準或撤

件時，將不退費。 

＊實際受理的時間 14:00~15:30 多，切記每份資料要多影印幾份，如果可以的話，

建議請個家人陪同。 

＊將申請表帶至辦事處寫吧！因為，保證您德語再好都會出小差錯，請櫃檯小姐

檢查好以後，再拿下去對面的便利店影印，不然會後悔！ 

參、國際學生証 

□ 申請表格、二吋照片一張 

□ 準備學生証正反面影印本或國外入學許可影本 

肆、國際青年之家住宿會員卡 

□ 申請表格〈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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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讀網站 

外交部領事局 http://www.boca.gov.tw/mp?mp=1 

德國在台協會 德國在台協會 - 歡迎來德國 

國際學生證 http://www.yhtaiwan.com/taipei/member-isic.asp#a 

國際青年住宿旅館 http://www.yh.org.tw/ 

 

STA TRAVEL 學生

青年旅遊網 

http://www.statravel.org.tw/ 

 

德國生活網 http://www.livehere.de/ 

 

 

 

 

這張圖片是我要離開德國前，做給跟我一起住的朋友們的禮物。 

 

 

 

 

 

http://www.boca.gov.tw/mp?mp=1
http://www.taipei.diplo.de/zh-tw/01/Willkommen.html
http://www.yhtaiwan.com/taipei/member-isic.asp#a
http://www.yh.org.tw/
http://www.statravel.org.tw/
http://www.livehere.de/


 6 

二、德國生活篇 

1.食：  

□泡麵零食 □ 台灣的茶包 

一定要帶，盡量的塞進行李，不要以自己已經很洋化，一定會很後悔，因為

我就是最佳的例子。而且部分的外國人對我們的泡麵蠻有興趣的。至於海帶湯這

種海鮮食品就留著自己品嚐吧！ 

茉莉花茶包是大家最喜歡的！沖泡茶包加一大匙的糖，是大家最喜歡的！ 

    在德國要怎麼買東西，煮東西呢？大家應該很好奇吧！ 

住的地方附近有兩間超市：EDECA, NORMA 

要怎麼買呢？通常你看到 G&G 的就是最便宜的，不用擔心買到黑心貨，德國的

品管甚嚴格。 

Breakfast: Toast &Milk &Cereal 

Lunch: It depends on you. 

Dinner: Bread Sandwiches 

德國人通常一天只吃一次熱食，中餐或晚餐 不一定。我強烈建議自己煮東

西，不但便宜，又可以從中得到樂趣且學到很多各國的料理。 

您的廚櫃裡一定要有的東西： 

1. 麵粉 Mehl  2.糖 Zuker  3. 油 Öl 奶油 Butter  

在德國有些東西，一定是要嘗試的： 

1.啤酒「Beer」，順帶一提的是，有時候有些雞尾酒也很不錯，可以挑戰

一下！ 

2.「香腸 (Wurst) 」口味繁多，見仁見智 ( Nurnberg Wurst mit Brotchen) 是

我最喜歡的！ 

3.「優格〈Joghurt〉」我是天天都一定要吃的。 

4.「巧克力」，他的德文拼法跟英文一樣！ 

5.有些冷凍食品也很好吃，自己去探索吧！ 

   6.喜歡喝茶的人，可以嘗試看看不同的花草茶、水果茶，甚至回來台灣時

帶一些回來送給親朋好友〈口味繁多，都很不錯喝〉順帶一提的，注意外國

人的喝茶習慣喔！ 

Ingolstadt 鎮上有三間中國的商店，離 Saffbrau 最近的一家，是風評最好的一家，

它的東西種類多，且便宜，雖然是大陸進口的，可是有一定的品管，我們最喜歡

去買它的「青島炸春捲」，我們買次炸春捲，所有的交換學生，都在一旁垂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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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衣 

 

外套還是要帶，雪衣可以在德國買。 

Ingolstadt 鎮上的服飾店： 

1.New Yorker( 衣服風格較年輕，青少年族群的最愛) 

2.H&M(衣服風格較 New Yorker 穩重一些) 

3.C&A(比前者再成熟一些) 

4.K&L 

以上四間是鎮上較大間的服飾店，其他還有一些小型服飾店，各有各的風格。 

3.住 

＊ FH 會幫您找，不用擔心 

以下是 FH 的幾個學生宿舍： 

1.Schaeffbraeu strasse 9 (一個月 305 歐元) 12 個人共用廚房，客廳，衛浴，是所有交換

學生的社交場所喔！(我就是住在這裡喔！在這裡就像一個大家庭) 

2.Poppenbraeu srasse 1 (一個月 275 歐元) 跟 Schsff.差不多，比較小一點。 

3.Beckerstrasse 15,17 (每一間房間的價格不同) 一個人一套小衛浴、一間小廚房，沒有

大家聚會的場所，所以住在 Becker.的學生常常跑到 Schaff. &Poppen. 

4.villa(我不清楚) 

5.Oster.. 

每間學生宿舍，各有各的好，被分配到哪裡，德國的國合組會安排。 

 

1~3 離學校都很近 

4、5 離學校走路約 40 分鐘 

 

 

 

 

 

 

                                Schäffbräu strasse 

□毛衣 X3 □毛襪 X5 

□圍巾 X1 □毛帽 X1 

□手套 X1 外套   □厚 X1   □薄 X1 

□衛生衣褲 X2〈羊毛背心〉 □保暖的鞋子〈靴子〉 

□較正式的衣服 X1 □泳衣 X1 

□拖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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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旅行 

機票 

我和另一位學姊一起訂的，單程機票 25500 含稅〈去〉。請一定要買來回年票(半年的就

夠了！)不要想不開阿，旅行前的功課要多做一點阿！ 

歐洲境內交通 

1.德國國鐵網〈要玩什麼，決定於您，所以請自行上網查資料〉 

建議要出去玩可以到 Ingolstadt 的 Rathaus information center 詢問，那裡有賣週

末 Bayern ticket.買 Bayern ticket 可以免費做公車，就不用走 30 分鐘的路程到

haupbanhof. 

What is Bayern ticket：一張 27 歐元的票，可以找五個人共乘，但您如果只有兩

個人的話，也是可以，當然五個人分 27 元會比兩個人分便宜。 

在德國買火車很簡單，自己點選就可以了，一定會買的，除非你連英文都看不懂。 

2.Eurail pass(非常好用)如果來德國之前可以計畫自己想要出去玩的地方，是再好

不過的一件事情，可以先在台灣買好 Eurail pass；不然也可以到德國後，再請台

灣的家人幫您寄來，請仔細想想，都已經一趟機票到歐洲了，應該要好好把握機

會！這半年，我和另一位嘉殷學姊，跑了 9 個國家，從中學習到非常多的經驗，

從計畫旅行，遇到語言完全不通的環境、三更半夜找旅館等等，很累人，但是真

的進步很多。 

3.歐洲境內機票 

   這個請自己去比較，建議大家可以到「歐洲自住旅行充電站」找資料。 

例如： 

1. airberlin 

2. easyjet 

3. condor 

 您去的國家不同，就要選擇不同的航空公司；在此奉勸各位，坐飛機是很貴的，請衡

量一下自己的荷包喔！ 

必讀網站 

德國國鐵網 http://www.bahn.de/ 

Eurail pass http://www.gobytrain.com.tw/europe/pass/map.asp 

Youth Hostel http://www.gobytrain.com.tw/europe/pass/map.asp 

歐洲自住旅行充電

站 

http://www.eurotravel.idv.tw/ 

 

 

http://www.airberlin.com/site/index.php?page=start.php&LANG=eng&all=1
http://www.easyjet.com/en/book/index.asp
http://www12.condor.com/tcf-de/index.jsp
http://www.bahn.de/
http://www.gobytrain.com.tw/europe/pass/map.asp
http://www.gobytrain.com.tw/europe/pass/map.asp
http://www.eurotravel.id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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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旅行注意事項： 

 

1.換洗衣物(請不要想要每天換一套衣服！) 只會累死自己而已！ 

2.大小適中背包、貼身腰包(用於治安較差的國家)，側背的小包包。 

3.簡便盥洗用具、藥品 (我非常推薦面速力達姆) 

4.筆、小記事本(由於是自助旅行，常常需要抄寫公共運輸的時刻表！) 

5.自身安全，因為我們的膚色不同，易辨別，所以在某些觀光勝地要特別注意

扒手。 

 

德國交換學生甘苦談 

〈1〉關於你的 BUDDY 

這件事，不要想的太美好，並不是每一個 BUDDY 都是非常的 NICE，一切

都是天注定，千萬不要一心想要靠 BUDDY；自己要學會問路、自己去買東西。       

在 INGOLSTADT 的人大部分都很和善，只是英文說的不是非常的好，但一定有 

辦法讓你得到你所需的，不要害怕開口，像我在第一天出去外面閒逛時就迷

路了，雖然 INGOLSTADT 不大，但是還是可以迷路的，問路不知道問了幾遍，

還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最後是一位好心的老奶奶帶我們回家，不過陰錯陽差地我

們認識了差不多 1/3 的 INGOLSTADT。 

〈2〉很誠心的建議您！ 

在出發前真的要認真的做一些功課，舉一個例子，我們這一屆有一位從加拿

大來的女生，她在任何場合都非常吃的開，大家都喜歡她，因為她的語文能力很

強，英文無庸置疑，她還會說德文跟法文，旅遊知識背景雄厚，舞又跳的好，不

管是讀書還是出去玩，樣樣精通。 

在一開始的時候，一定會感到挫敗，我們畢竟不是歐美體系國家的學生，

討論的話題當然會有出入，要慢慢學會適應，不要覺得丟臉，勇敢的承認你不知

道吧！他們會很樂意教你的；但是，換句話說，當別人問起亞洲的問題，你卻不

知道，可能就要檢討一下囉！這樣是不行的，會讓外國人看不起的，不要當「井

底之蛙」呀！ 

〈3〉學德語 

     很慶幸，自己在來德國之前有先學德文，因為我們九月時上的語言，是用

英文解釋德文，那也就罷了！但是不要忘記阿，用英文解釋德文，如果您從來沒

有在上過英文解釋英文文法的課，那你就別想在這裡聽的懂什麼，這是實話阿！ 

我敢說，如果我沒有在台北的德國文化中心先上過課的話，我到現在可能火

車到站都不知道喔！ 

〈4〉會作菜 

     學會幾到可以請大家吃的食譜吧！我們就請過外國人，「糖醋雞」、「壽司」..。 

提醒您！外國人最喜歡吃酸酸甜甜的食物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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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辣的東西，就不需要拿出來現了！只是多此一舉罷了！還有，顏色怪異的食

物，也不要請大家吃，例如，綠豆湯！ 

 

 

 

 

 

 

 

 

 

 

 

〈5〉學習安排自己的旅行行程 

  步驟一、列出想要去的景點 

  步驟二、查詢火車路線圖 

  步驟三、結合想去的景點，與火車路線圖，計算路程，是否有時間上的浪費，

切忌，不要為了「多」一個點，浪費了三個小時，非常的不划算！ 

  步驟四、規劃好路線後，訂住宿，請務必到全球青年旅社網搜尋！注意！部分

的青年旅社並非位於市中心，所以在交通接駁方面也是需要很仔細的做下紀錄，

以免到了人生地不孰且語言不通之地，遇上「大麻煩」。 

  步驟五、背著包包出發去。 

以上五點，是我和另一位學姊遊歷了九個國家後的一點點小結論，希望能對大

家有幫助。 

  我在此，只不過是說說皮毛而已，實際上的操作，就留給大家挑戰囉！ 

〈6〉張開眼睛，處處是學習的機會 

    在前面，提起過出門前要多做功課！儘管做了很多功課還是會有不足之

處，這時候就是學習的時候囉！ 

     向西班牙人學學怎麼做 OMELET、法國人做沙拉、墨西哥人做 TACOO….，

各式各樣的美食，相信這會是你一生難以得到的經驗！ 

    學學從小在寒帶國家長大的俄國人怎麼打雪戰、做雪球，還有一流的溜冰

技巧。 

     練習踢踢足球，去跟從小就與足球為舞的德國人較量一下吧！保證很有收

穫，有益身心健康！ 

     這半年，可以讓你驗證，課本那曾經很遙遠的圖片，可以體會書本說的異

國文化；也會發現從未看過、聽過、老師從未教過的，帶著一本筆記本，幾隻筆，

相機，踏上這次的探險，寫下一景一物，你所見吧！ 

 



 11 

 

 

 

 

 

 

 

 

非常重要 Check list 

卡類 □護照 □簽證 □ISIC □YH 卡 □信用卡 

其他證件 □機票 □歐元 □旅行支票 □歐洲火車

票 

□照片 

指南 □字典〈翻

譯機〉 

□開始在德

國自助旅行 

□手指德國 □記事本 □計算機 

隨身物品 
□小背包 □小腰包 □隱藏式貼

身袋 

□個人急救

包 

□手錶 

□眼鏡 □相機    

日常生活用

品 

□盥洗用具

組 

□衣物 □藥品 □針線包 □保養品 

□衛生棉 □暖暖包 □瑞士小刀 

(可有可無) 

□輕便拖鞋  

旅行必備 

 
□太陽眼鏡 □雨傘 □防曬油 □小水壺 □小手電筒 

地圖 □good 

friends 

   

 

別忘了帶著一顆冒險的心！謙虛學習的態度！ 

最後，祝大家都有一個跟我一樣美好的回憶在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