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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必修的第二外語是德語，想說畢業之前至少要去一次德國，國際事務室剛

好有舉辦的德國姐妹校參訪的活動，而且去年去過的同學都說讚，所以就報名了。

為期十天的文化交流，內容包括有著名景點的參觀、拜訪駐德台北辦事處、課堂

觀摩……等，相當豐富。 

                           *圖 1：國會大廈 

  這次參訪的學校是吉夫霍恩高職學校一校和二校，兩所學校的差別在於一校偏

向文科職校，如社工、看護。二校則是技術學校，如汽車修護。課堂觀摩中發現，

國外學生上課態度與國內學生真的不一樣，課堂上，同學踴躍舉手回答問題就如

同電影場景裡演得一樣。而課表跟台灣大學生一樣，屬於排課的方式，不像我們

的高中，如果下午沒課，就可以回家休息。印象最深刻的是，下課時教室要清空，

走廊上就成了同學的聊天室。 

     *圖 2：BBS2學校公佈欄 



  身為台灣學生加上這是文化交流，當然要把我們的泡麵發揚到德國，不知道是

場面話還是真心話，寄宿家庭的妹妹說很好吃，真的好開心。還記得最後一天，

我的寄宿家庭帶我去 Party玩，那是一場大型的 Party，這樣子的 Party每年舉

辦的地點不一樣，是由附近的鄉鎮輪流舉辦，話說回來，德國人真的很愛參加

Party，不管是生日趴或是城市趴。 

            *圖 3：德國學生吃台灣泡麵 

  德國人的守時只差沒有以秒為單位來計算遲到；路上的行駛的車輛也會禮讓對

方，即使沒有交警也很有秩序；食物的份量相對台灣真的多上許多，盤子裡大多

是肉，相對的蔬菜只出現在沙拉裡，現在只要想到德國豬腳就有種飽足感。剛開

始的前幾天，可能因為尷尬，不知道要講甚麼所以不太講話，但到後來漸漸熟了，

儘管不輪轉的德語也全搬出來用，德國人不像大眾所想的很冷淡，其實也很有人

情味。 

       *圖 4：德國豬腳 



  這次的文化交流令我收穫滿滿，不只結交了道地的德國朋友、參觀著名景點，

更體會到當地文化與生活態度。我覺得如果經費可行，可以多舉辦一些類似這樣

的文化交流，比起盯著看課本上的圖，倒不如實際踏訪。 

  

*圖 5：我的寄宿家庭 *圖 6：國外學生學習拿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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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系 3 年 A 班  姓名：施茹鵑 

我是翻譯系的學生，第二外語選修德文，一年級開始學德文，都只是從課

本裡認識德國的文化風俗，並沒有真正的體驗他們的生活。我一直對德國

這個工業強國充滿好奇，尤其對於德國人更為好奇。藉由這次的參訪活動

讓我對德國了解更多。 

 

我們一下飛機就直接到餐廳吃午餐，不論餐廳的外觀或裡面都非常漂亮，

我非常喜歡他們用一些小花小草來裝飾美化環境。 

餐廳外面 

餐桌上精緻擺設 

 



第二天我們到漢堡市參觀市政府，做船遊河，欣賞海港的古建築。每一棟

建築物在我的眼裡就像是畫的，以前只能在書上或電視上看到的景色，沒

想到現在就離我這麼近。在德國許多建築物都是超過百年，漢堡市政府外

的雕刻非常的細緻、精緻，顯現出建造當時的故事及歷史。 

 

 
 

 

  
 

第三天我們參訪吉夫霍恩市市中心及遊覽風車博物館。我一邊聽導覽一邊

欣賞建築，走在街道上就像走在童話故事的場景中。 

 

漢
堡
市
政
廳 

遊
河 



 

 

 

街
景 

教
堂
內 

各
國
風
車 



  

 

 

第四天前往柏林，拜訪中華民國柏林代表處，參觀聯邦議會。柏林讓我有

時空交錯的感覺，你的右邊是幾世紀前的古蹟，左邊卻是現代建築。柏林

的交通非常的發達、便利，無論你要到哪裡，地鐵、公車和火車供你選擇，

而且德國人很親切，即時語言不通，我們問路時他們都很耐心的為我們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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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四天，上午我們與 BBS1 的學生一起上課，下午我們分別參觀了福

斯汽車城、Braunschweig 市區、麥亞麵包坊，慶祝聯誼 30 週年與長榮大學

簽訂合作協議。與他們一起上課的四個上午後，我非常喜歡他們的上課模

式，當老師發問時，同學們會主動舉手發言，老師與學生會一起討論問題，

引導學生，我想這些都是台灣學生比較少會做的事。當別的學生發表自己

的看法時，你可以聽到與自己不同的想法，這種互動可以增加學生們的學

習成效與大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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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第二天，我們去參觀 Goslar 市區，Goslar 是個相當古老的城市，因為

沒有受到戰爭的破壞，許多古老建築都保持的相當完整。每一間房子的外

表有不同彩繪、雕刻，非常的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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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最感謝的是接待我的家庭，謝謝你們願意接待一個從未見過面，來

自遠方的我，台灣與德國有非常大的差異，不論是生活方式、文化與教育。

與接待家庭一起生活，讓我更認識德國。與他們一起用餐，聊聊德國和台

灣的不同，一起看電影、逛超市、參加派對，帶我認識他們養的馬、寵物，

參觀我們住的小鎮。許多的點點滴滴我都不會忘記，真的非常謝謝他們，

也很謝謝在德國幫助我們的所有人。 

 

我與接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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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參訪 BBS1.BBS2 

翻譯系三 B 

徐曼瑄 

D24829267 

  
 



 
第一天一到達漢諾瓦,BB1 校長與老師們就立刻帶我們去吃百年的老店。 

這家老店的烤半雞與蘋果汽水，是我覺得在德國吃過最好吃及最好喝的飲料之

一!!!!!!!!!之後就與寄宿家庭見面囉!! 



  

  
我一直聯絡不到我的寄宿家庭,讓我心裡覺得好緊張,很開心的是他們人超好,待

我如家人一樣! 

左上角那張,是我們很幸運遇到 Gifhorn 一年一度的慶典! 

右上角是我的 home 媽 BB1 西文老師 Mercedes 左下角是就讀 BB1 的妹妹

Carlotta 與他男友 Sebastin 右下角是 14 歲的妹妹 Paula 和 home 爸 Holger 



  

 
第二天出發漢堡市去囉!搭著 BBS1 的小巴,沿途的風景很美,讓人彷彿活在童話裡, 

午餐學校帶我們去吃正港的台灣菜,右中間那張是廣場上的街頭藝人踩高蹺, 左

下角是長榮中學的學生與台灣代表處的秘書。 



 
在漢堡市遊港. 

 

這是在 GIFhorn 的街道上的一間中國攤販,還記得長榮中學的董事長還有去跟他

們打招呼,哈哈。. 



 

 
GIFhorn 美美的街道  

 



 

 

這是位於 GIFHORN 的風車博物館,裡面有許多各國的風車. 

 

其中右圖是長榮中學贈送給風車博物館的紀念. 



 

柏林著名的國會

 

 



 

這是德國為了紀念當時猶太人所成立的紀念碑 

 

這短短的十幾天,其實讓我學到了許多,也感謝學校給我們這個機會能到德國與

BBS1 跟 BBS2 的同學們交流. 

從寄宿家庭身上,我體會到他們對我的關心與愛,也很謝謝他們把我當成一家人. 

從一起同行得同學,其實大家都很好也都很關心對方,也謝謝藍主任這次的帶領. 

這是我第一次到歐洲去,從未真正的去看國外的生活與台灣生活的差別. 

不管是風俗民情,還是生活習慣,或是教育機制都與台灣大大不相同, 

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在回去看看那裡的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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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三 A 

石蕙嘉 



現在實在是覺得萬分慶幸，當時沒有因為害怕要英文口頭面試而退縮，最後

也能順利參加到德國姊妹校去參訪，這次去德國，讓我體驗到許多不同的風俗民情，

因為我從來沒有去過歐洲國家，使得我特別興奮及期待，也感謝學校在出發前替我

們上了兩堂的德文課，讓我們學會基本的日常對話，而讓我覺得更加興奮級特別的

是，我們住的是『寄宿家庭』，這是將來就算我們有錢要出國旅行也無法體驗到的！

想當然既然是寄宿家庭，所以不確定性也會更高，到了搭飛機前夕我腦中還是在想

像著我的寄宿家庭的模樣是什麼、爸爸媽媽長什麼樣子等等…。 

從桃園機場起飛，經過十三小時的飛行，到達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機場，接著轉

機，飛行一小時後，抵達漢諾威，我們終於來到德國。一下飛機 BBS1的校長以及老

師們拿著我們台灣國旗來接機，感覺十分親切，經過一陣噓寒問暖後，我們又坐了

約莫一小時的車程，抵達一間擁有百年歷史德餐館用餐，果然！歐洲的一人份量真

的是名不虛傳，一人份就是半隻烤雞！還有我回到台灣依然很想念的『apple 

soda』！ 

  
 

 



吃完豐盛的午餐後，到達姊妹校，場景跟街道跟電影裡演得相差不遠，寄宿家

庭的家人已經在那邊準備認領我們大家了，彼此都我看你，你看我的，想要認出誰

是誰的 host sister，但因為我在台灣時有和我的 host sister(Klaudia)彼此留過

facebook因此我便一眼認出他，而他也一眼認出我，並給我燦爛的微笑及擁抱。 

 
  第二天我們坐了兩個小時的車到德國最北邊的港都『漢堡市』，漢堡是跟高雄是

姊妹市，台灣駐德辦事處處長在台菜餐館宴請我們，在異國吃到如此道地的家鄉菜，

大家都吃得不亦樂乎也覺得格外親切，餐後，一行人到河邊搭船遊覽漢堡市。它的

歷史悠久，建築也更加特別，在搭配上景色真的是完美至極，河面上有很多大型貨

船與郵輪。 

 
 

 



 

 
 

 
 

 

  第三天是禮拜天，所有的商店都休息，我們卻遇上 Gifhorn一年一度持續三天

的節慶活動，我們參觀了教堂、公園、市政中心並且穿梭在巷弄街道中，也一起和

Klaudia看節慶表演，下午我們一起到了風車博物館參觀，那裡的風景相當漂亮，

其中有一座水車是長榮中學捐贈的，到了晚上 Klaudia帶我到 festival，明明我們



早上就一起來過，但一到晚上街道上完全不一樣，變得十分熱鬧，人群來來往往都

在喝著啤酒，也有美麗的摩天輪。 

 

 



 
 

第四天我們從 Gifhorn火車站搭車到柏林，從鄉村到都市，沿途風景優美，約

莫過了兩個多小時才抵達目的地，一下火車，大家都嚷嚷著：天阿！跟哈利波特電

影裡演得月台一模一樣耶！大家都迫不急待的拿出相機拍照。今天我們要到台灣駐

德大使館與他們碰面以及交流，聽到熟悉的語言使我覺得特別親切，之後我們去了

國會大廈參觀，首先聽英文導覽，那邊的氣氛凝重、戒備森嚴，他是德國參觀人數

排名第二名的觀光景點，在裡頭可以看見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遊客。 

 
 



 

 

 

 
 



 

雖然我們是跟 BBS1進行交流，但我們有去參觀他們的分校-BBS2，BBS1與 BBS2

不同的是 BBS1比較偏向商學院以及語言類的，而 BBS2則是工科方面的，好比我們

收到 BBS2的贈禮就是完全是由他們學校內的機器打造而成的，那天參觀的時候，老

師有特別的帶我們去參觀及介紹他們是如何製造出這個禮物的，我們拿到這份禮物

時，大家都嘖嘖稱奇覺得十分厲害。我們在 BBS1有上了四天早上的課，有上英文課、

德文課以及數學課，我覺得他們上課的方式與台灣有大大的不同，好比學生們會在

課堂上勇於發言以及熱烈的與老師討論，我很喜歡這種上課方式，而這些都是我們

該學習的。 

 

 
 

 

 

 



 
上面是我們去參觀福斯汽車城市的照片。 

 

 
上面是 BBS2的同學特別到 BBS1找我們，並且送他們手工製作的手環以及小糖果餅

乾，我們收到的時候都十分驚喜也非常喜歡，我們也互相留了 whatsapp到現在回台

灣都有密切的聯絡也成為了好朋友。 

 

 

 

  

 
 



德國，我來了!!! 

 

 

 

 

 
 

 緣起 
歐洲就像夢想國度，文化的起源和近代科技的發展從其中而生，由其

「德國」是現代工業的代表國，有人說德語很難

學習，但，出門總是需要些勇氣，憑著一股熱誠，

出發前往德國啦! 

出發前需要和當地的住宿家庭聯絡，英文的

世界從這一刻開始轉變，過了很久收到她們的回

信，收到信的當下真的很興奮，還有對方的照片，

更加可以期待這次的旅行。從未搭乘成途飛機，

一趟就要十多個小時的飛機，事前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直到買了飛機上

用的充氣小枕頭後，才放心的將行李箱上鎖。 

 參訪與生活 
 節慶 

第一天剛到和 HOME 爸媽一起去市集，感覺每一個街景都能拍成一張

美麗的明信片，當中的音樂聲和人潮也是越晚越多人，有點像是台灣的

夜市，不過他們一年當中只有這麼幾天唷! 

之後又和同學來逛一次，市集當中很多賣調酒的，當地人喝了都不會醉

好厲害，在他們當地有個很厲害的舞團也有表演，也經在歐洲盃舞蹈大

賽奪得好成績，當地人都很喜歡他們，看著的舞蹈很有感染力，玩了一

些小遊戲，並吃了德國香腸，超好吃的!!!!如果有機會，一定要來試試

看，味道令人難以忘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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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出第一步，  

世界更靠近了!!! 

航運管理學系 4 年 A 班/黃謙驊 



 購物 

在德國，小熊軟糖非常著名，他們有專賣店亦可在超市買到，專賣店的

門口有可愛的小熊迎接你，裡面有很多禮物款的小熊軟糖呼喚你，是個

很棒買禮物的地方。德國的國民衣 H&M，因為德國要開始變天了，夏

季的衣物剛好是下殺的時機，可以不手軟的購買衣服。如果你沒有去到

他們的超市一趟那真的很可惜，因為裡面好多新奇有趣的東西，也能發

現他們的習慣，光是優格就有很多不同種，更別說是奶類製品了，看到

在台灣消失的健達出奇蛋，二話不說趕快來回味一下。 

  

 麵包工廠 

這間工廠是當地很著名，也是很傳統的一家老店，裡面分為兩大部分，

麵包區和蛋糕區，當中他們的配送方法很厲害，一天當中要回收昨夜過

期的麵包，也要將每一間店所訂購的數量準確送出。廠房當中的衛生也

很重要，才能夠有既美味又可口的點心，很榮幸在參訪結束後，能到旁

邊的麵包店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光。 

 

 感想 
每個國家總是有不同的文化、風俗、習慣，當你懂得尊重別人時，別人

也會尊重你，最大的差異並不是語言或想法，當我們用開放的心態去看待，

微笑和相處將是旅程中最寶貴的禮物。 

將所有漂亮的景色都收入眼簾，美好的回憶放置在心中。謝謝學校能有

這次寶貴的機會，讓我們走出去，看看多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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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 4A 孫翊嘉 

 

    其實會想參加這個活動，早在大一的時候就想參加了，只是當時想要報名時

人數已經額滿，當時聽到這個活動是兩年一次，一次是我們去，下一年換他們來

我們學校，當時就跟朋友約定好，大三的時候要一起參加，只是大三報名時超過

了人數，需要英文面試，面試的老師是翻譯系的老師，結果出爐我備取第一個，

可能是我太緊張吧!幸好有人放棄，我才有機會去德國交流。 

    老實說出發前其實我很緊張，因為聽說德國人很嚴肅，也很冷淡，這好像是

台灣人普遍對德國人的印象，越是靠近出發的日子越是緊張甚至有點害怕。 

    9 月 6 號出發 

 

↑坐了 13 個小時的長途飛機抵達荷蘭機場，準備入境歐洲。 

到了 BBS1 我們大家等待我們的 Homestay，我的 Homestay 名子叫做 Conny，18

歲，他問我第幾次來德國，我說第一次，他跟我說希望在你來德國這段期間你會

愛上跟享受在德國的生活，其實想一想德國人也不是這麼可怕，只是第一次見面

不太熟而已。 



 

↑去有 200 多年歷史的餐廳吃烤雞。 

因為我的寄宿家庭上完課要打工的關係有時候晚上沒辦法載我，就體驗坐公車回

家也體驗坐公車去上課，好像只有我每天坐公車，這真是一個很棒的經驗，我的

寄宿家庭還帶我去巧克力工廠參觀， 

 

↑巧克力工廠裡的巧克力火山，是真的會噴巧克力漿的火山，旁邊就一堆人圍繞

坐著一邊喝巧克力一邊觀賞，真的很愜意。 



我們還去朋友家 Party，  

                     ↑Party 

 

↑我跟我的寄宿家庭合照 

要回去的路程上我的寄宿家庭怕我肚子餓又準備很多吃的給我↓ 

 



這一次的德國之旅，老實說其實德國人並沒有想像中的可怕，行程上面我認為有

些地方很趕，來到一個地方沒多久馬上又下一個行程，我認為這可以稍加改進， 

總之這是一個快樂的德國之旅。 

 

再見，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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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 

就讀科系/年級：  國企系 4 年級 

姓名：  吳孟蓁   

 

德國耶!!!!! 完全都沒想到在我大學生活會去這麼遠的國家！  

其實大一的時候，原本就想報名德國文化交流參訪了，可是那個時候剛好人數滿

了，所以就跟朋友約好兩年後一定要一起去德國！結果很幸運的我們兩個都有錄

取。 

這是我第一次飛這麼遠的地方，既期待又興奮。還在台灣的時候，幾乎每天跟朋

友討論到底要準備什麼禮物給寄宿家庭？到底要帶幾件衣服？德國會不會很冷？

行李箱要幾吋？要帶拍立得嗎？要帶台灣的零食嗎？要不要帶泡麵？我們去德

國會不會不適應？怎麼辦德國沒有便利超商，半夜肚子餓怎麼辦？德國人會不會

覺得我們很奇怪？之類的問題。我們幾乎每天都在談論德國。 

原本以為還有兩個多月才會去德國，結果一下子就九月了！時間真的過得好快。

好開心馬上就要飛到德國了！出發那天，我還在學習怎麼煮飯...因為就在出發前，

Mareile﹝寄宿家庭﹞突然跟我說她爸爸想要吃台灣菜…完全不會煮飯的我，就

在出發的前幾個小時，把握時間趕快學煮飯。 

之後跟團員約好要一起做高鐵去機場，在往高鐵的路上，我真的超興奮超開心，

好想快點馬上飛到德國喔！ 



我們坐的是KLM荷蘭皇家航空，很可惜竟然沒跟飛機一起拍照片…一上飛機後，

還是一直都很興奮！而且完全都睡不著，就一直吃東西喝水吃東西喝水這樣。終

於飛了 13 個小時到荷蘭了！一下飛機，自動調整時差，開始逛荷蘭的免稅商店

了。不過什麼都沒有買，買了幾張明信片，寄給自己和朋友。之後又轉機到德國

漢諾威了。 

終於我們到德國了!!!!!  先去吃午餐後，就到 BBS1 跟寄宿家庭相認了。 

因為之前已經跟寄宿家庭聯絡過了，所以大概知道他們長得怎樣，感覺好像是在

跟網友相認。分配好寄宿家庭後，跟孫翊嘉道別，我們就各自回到寄宿家庭家了。

由於出發前已經先跟寄宿家庭 e-mail 了，所以知道他們家有七個人…雖然已經

打好了強心針，可是看到他們家有七個人還是很緊張很害怕。因為我不太會說德

文，很怕無法跟他們聊天。不過現在想想，當初的緊張害怕是多餘的。他們人都

超好的，很貼心。爸爸很帥，媽媽煮東西很好吃，弟弟妹妹人都超可愛的！整個

家庭就是很熱鬧這樣。 

到了寄宿家庭家後，放好行李，洗完澡，喝個水吃的點心，爸爸就載我們去市區

逛逛了。因為剛好那個時間有節慶，所以有很多攤販，很熱鬧好多人，東西好好

吃，酒很好喝。 



 

這是我們家 11 歲的雙胞胎 Mattis 和 Sanne。 他們兩個人都超可愛的。尤其

是 Sanne，就像是芭比娃娃一樣。可是我不太會講德文，所以無法跟他們聊天，

好難過喔！但是沒關係，我們都比手畫腳，不然就是拿紙跟筆出來，把要講的東

西，用畫的畫出來。  

不過因為他們之後要去戶外教學五天，所以接下來就沒有什麼拍照了。 

Sanne 真的好高，才 11 歲而已，就跟我不相上下了。 

 

這兩位是姐姐Mareile還有酷弟Ole。他們兩個英文超好的，而且感情也超級好，

就是感情很好的一家人啦！在家裡跟他們拍了很多張照片。酷弟也很喜歡拍照，

幾乎無時無刻都拿著他的 iPod 自拍。也總是拿著哥哥的相機到處拍… 



 

接下來這兩位是爸爸 Olaf 和哥哥 Nils。爸爸很酷，英文很好！而且人也超級 nice！

總是會想話題跟我聊天。聊一些台灣的特產，古蹟，美食之類的。哥哥很喜歡攝

影，所以相機裡面拍了很多照片。 

 

最後是媽媽 Anke。因為到德國的時候，剛好媽媽在上班，所以是第二天下午才

見到她。媽媽人也很 nice，做的 pizza 超好吃的！ 

 

這是我們的全家福照片。沒錯…我只有用拍立得翻拍的這張。 



短短的十天，我們去了很多個地方。去了柏林、漢堡、Braunschweig、Goslar、

風車博物館、福斯汽車城… 很多很多的地方。不過很可惜，每個地方都只有停

留一點點時間，所以無法很深入的了解當地的特色。不過我還是把握時間，拍了

很多照片。尤其是 Braunschweig 超美的！就很像是童話故事裡會出現的地方。 

 

 

這是我們到德國的第一餐！烤雞大餐。這間店歷史已經有 200 年了耶！超好吃

的不過分量真的好大喔！ 



 

這張就是在 Braunschweig 拍的！很可愛的外觀。 

 

一直很想吃的德國豬腳！原本想說沒那個機會吃到豬腳了，結果逛完

Braunschweig 老師們就帶我們到餐廳吃豬腳囉！真的是 big size 的根本吃不

完…已經吃不太下了，沒想到甜點也是 big size 的！不過真的都超級好吃。 

 

這個就是甜點！非常的甜。不過由於豬腳已經是大分量了，甜點根本就已經吃不

下… 



 

這是要出發到漢堡的路上拍的！德國麥當勞！不過很可惜我們沒有喝喝看珍珠

奶茶好不好喝。 

 

這是在福斯汽車城拍的！可以試坐的保時捷!!!!! 

在台灣或許坐不到保時捷，所以要好好把握在德國坐保時捷的時間。 



 

這天是 Party day！因為要回台灣了，所以寄宿家庭幫我們辦 party。也邀請了

兩個長榮中學的弟弟一起到我家 party。 

 

綠色衣服的男生是長榮中學弟弟的寄宿家庭 Ansgar。 

 

這是 Sanne 跟他的好朋友。 



 

Last day in Deutschland 

這是出發漢諾威機場前的最後一張小全家福﹝哥哥和弟弟在家﹞ 

雖然只有短短的十天在德國，不過很開心可以認識到他們。也很開心有這個機會

可以參加這個參訪團。去了旅遊書上介紹的柏林!!!!!漢堡!!!!! 還有很多很多地方。

好開心！希望學校以後可以有這種參訪團！ Oh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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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科系/年級：翻譯系 四 A 

姓名：洪雅琳 

 

  2011 年 10 月，來自 Gifhorn 職業學校的德國學生來到了我們學校，當時因為學習德文，有

機會跟他們認識，當時我們都因為語言問題沒能和他們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因此當我們知道今

年有機會到德國，在和他們見面時，我和朋友沒有多加得考慮就決定報名參加了，雖然行前繁

雜的準備和緊張的心情，是少不了的，但是終於在九月六號這天，來自台灣的 12 位學生，開

始了我們的德國初體驗。 

  一抵達機場，就看到了 BBS1 副校長-Hindseman 和去年也有來到台灣的 Dirk，看到他真的

很開心，相隔一年我們在德國見面了，大家簡短地打了招呼後，我們出發去體驗在德國的第一

道餐點。 

   

德國餐廳-兩百年歷史                 招牌餐點 

  吃完餐點後，我們來到了 BBS1 正式的和我們 Home stay 的爸爸媽媽見面了，大家都好緊張，

會到一個什麼樣的家庭，會有什麼驚奇的體驗，終於分配家庭後，我們各自回家了，我們家的

媽媽超酷，妹妹也是，自於爸爸則是帥爸爸，家裡的擺設因為媽媽的喜好，充滿了更另類的異

國風情；當晚我們家的妹妹就帶著我們到 Gifhorn 市區去逛逛，很幸運得我們參訪的那幾天剛

好有音樂節，所以連著好幾天，我們跟著很多的德國學生，一起到節慶去玩樂，也品嘗了很多

他們道地的食物，看見了跟台灣很不同的風情。 



  接下來的幾天，我們分別去了漢堡和柏林也到了 Gifhorn 市區導覽，以前總是在德文課本上

看到這些地方的知名建築，從沒想過有機會親身體驗，沒想到這次我們真的看到了，例如柏林

議會、漢堡地鐵站，風車博物館等，當地知名的景點，德國風景真的美不勝收，隨處可見的大

草原，和牧場，涼爽的天氣，減少了旅途上的勞累，溫暖的陽光很舒服。來到這裡我們也拜訪

了駐德代表處辦公室，處長很熱情的歡迎我們，也提供了一個很棒的資訊，關於到德國打工遊

學，鼓勵我們利用這樣的機會，更深入體驗德國的人文風情。 

   

最上層-駐德國台北代表處              柏林-議會廳 

  當然，這次參訪的重點還是在於和 BBS1、2 學生間的交流，利用了兩天時間，由各校的老

師為我們仔細地講解了，學校內部的課程，以及現有的設備儀器，而我們也親自到了課堂上，

和德國學生做了交流，雖然每堂課只有短短的一個半小時，但卻是讓我受益良多，看到了外國

學生和台灣學生最大的差異，以及自己所欠缺的，課堂上老師大多採用問答方式，在討論中獲

得更多的觀點，和台灣總是老師一直說，學生只做在下面抄筆記，是截然不同的，在課堂中，

老師也努力讓我們參與討論，當下才更知道，台灣的學生真的很欠缺思考，只受限於課本上給

予的知識，缺乏了額外的認知。老師和學生們，也都很熱心的幫助我們，協助我們一起討論，

因次大家又認識了更多的人，還收到了學生給我們的禮物，真的很驚訝，只是一起上過一堂課

的同學，卻這麼用心，大家都很感動。 

   

課堂參訪 

 



  這次的參訪，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可以分享，有太多美麗的事情、歡笑的回憶，沒辦法一一細

數，有些更是無法用文字表達，真得很開心這趟旅程，我們跨越了國界、語言、文化的隔閡，

大家建立美好的跨國友誼，不僅僅是我們台灣學生之間，也包含了德國學生，要謝謝所有這次

協助我們參訪的老師們、學生們，大家真的都辛苦了；最後也開心在這趟旅程中，我們看見了

去年的德國朋友，Ulrike、Vlad、Martin、 Dirk，再看到你們真的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