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在陌生城市走丟
——流浪歐洲的日子



發生在簽證之前：
財力證明：

1德意志銀行

2Fintiba

極度費時，且該銀行評價不高

https://www.fintiba.com/
●可以存超過720x6歐元，待德國當地銀行辦理完成，
系統會詢問多餘的金額回款方式，一為第一個月一次
匯入，二為平均每月支付

以下為錄取通知書

https://www.fintiba.com/


確定登記學生宿舍成功會收到一封信，（右方）只擷取第一張，
仔細閱讀，有以下資訊：
1宿舍地點
2住宿時間
3匯款資訊：第一個月租金及保證金
4匯款資訊中，需填他給的號碼於備註（Vertragsnummer / 
Contract number），以便對款
5學生宿舍管理室工作時間（說假日就是假日）
千萬避免非工作時間抵達，無法領取鑰匙，造成困擾
6學生宿舍管理室距離個宿舍都需要搭乘公車802∕801

宿舍申請的選擇，強烈建議
Eichendorffring
1單人房附棉被
2有直達車站的公車
3學院步行15-20分鐘可抵達



相關證件：護照、護照影本、錄
取通知／住宿／保險證明／財力
證明、大頭照

網路線／轉接頭／行動電源

暖暖包／隱形眼鏡／個人藥物

保暖衣物：襪子／內搭褲／褲襪

文具：筆、筆記本

轉機者需攜帶台胞證（港澳則否）

旅行用盥洗用具

簡易版

●歐洲冷冬，手機耗電，行動電源必需
●電器用品不建議攜帶，電壓差異（如果真需要，快煮鍋需
是電壓220v，吹風機可當地購買，10-20歐元即有）
●歐洲文具與襪子很貴，帶足夠
●衣物適量即可，到歐洲會失心瘋添購
●盥洗用具較重，斟酌攜帶，德國藥妝店購買很便宜，質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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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平安抵達宿舍

查詢方式：DB
一：直接設定機場至吉森
二：階段性查詢，如下

從Giessen bahnhof 到宿舍Eichendorffring
公車2直達，如果行李太多，可以選擇計程車
（兩個人平分一人約8.55歐元）
如果宿舍是Grunberger Strasse190則無直達
公車，走到Liebigstrasse搭上公車1至
Heyweg，在直行約八分鐘路程
（宿舍請一定謹慎選擇，我就是腦殘選錯的）



Terminal2→terminal1

Frankfurt Flugh.

Frankfurt Flugh.→Frankfurt Haufbahnhof

s8∕s9

Frankfurt Haufbahnhof

RE∕RB：14∕15月台

Giessen bahnhof

Bus 2
Giessen bahnhof

Eichendorffring



待辦事項01



當抵達GIESSEN

宿舍01

市廳02

保險03

銀行04

05 註冊入學

Studentenwerk Giessen
Otto-Behaghel-Strasse 23-27

N26
Sparkasse
其他

AOK、TK、DAK

06 課程選擇

JLU Studierendensekretariat
Goethestrasse 58

Stadtverwaltung Giessen
Berliner Pl.1
Bus：Berliner plaz

https://studip.uni-giessen.de/studip/

入籍：登錄入住資料
攜帶：護照，Studentenwerk發
下的宿舍資料

需要德國銀行帳戶（FINTIBA可以，
完成當地銀行開戶再做更改）

入學許可、保險資料
銀行帳戶餘額文件

可以修習非交換系的課程，建議
是先跟欲修課程所屬科系助理聯
絡，同時可以詢問其課程細節，
須注意是是德文或英文授課

索取宿舍文件與鑰匙
注意：避免週末或國定假日抵達
（10/3德國國慶日放假）

https://studip.uni-giessen.de/studip/


（我當初辦理這家銀行）

提款方便，歐洲內許多國家常設有提款

機Geldautomat

櫃檯辦理開戶，非如台灣當場可以領取

銀行卡等，需等待3-5天，寄發密碼紙

及銀行卡，沒有收到則致信去詢問

（我的經驗是密碼紙寄丟，會補寄，不

接受親自到場領取）後，到銀行請人員

協助更改密碼

線上刷卡需要購買一台驗證碼產生機器

（10歐元，我跟夥伴經常線上購買車票，

權衡之下有購買一台）

前者旅遊書提過可以注意當時有

沒有開戶回饋金，划算；後者是

其中一個夥伴使用

Fintiba

N26

Sprakasse

Sparkasse Giessen：公車5、12：Steinstrasse

Marburger Strasse21

官網：https://www.n26.com/en-eu/

介紹：Greta德國。生活。

JACKY88210

（我在柏林認識的台灣男生很推薦，且回國

前不關閉帳戶，期限六年）

Postbank、
Volksbank……

http://greta830316.pixnet.net/blog/post/221614023-%E3%80%94%E7%94%9F%E6%B4%BB%E3%80%82%E5%BE%B7%E5%9C%8B%E3%80%82bank%E3%80%95n26%E7%B6%B2%E8%B7%AF%E9%8A%80%E8%A1%8C%EF%BC%BF%E5%9C%A8%E5%AE%B6%E5%B0%B1%E8%83%BD
https://jacky88210.wordpress.com/2017/12/08/n26%E9%9A%A8%E8%BA%AB%E5%B8%B3%E6%88%B6%E6%8E%A8%E8%96%A6%EF%BC%81/


如何生活02



2017.10.08 Giessen 城市shopping day
2017.11.30 Giessen初雪

十月天氣最美麗最適合旅遊
十一月開始綿綿陰雨
十二月五度以下是常態
一月天氣多變（雨、雪、冰雹、陽光）
二月仍是冷冬

聖誕假期：
2017.12.22-2018.01.08
（每年可能差異，上校網查詢）
聖誕市集：
11月中旬12月初開始
Prague
Dresden、Nürnberg、Rothenburg、
Frankfurt、München、Hamburg、Berlin
……



歐洲超市

亞洲超市 法蘭克福站內即有一間世紀亞超
（在搭乘U-Bahn地下一樓處）

新開幕，齊全（有午後時光奶茶）
法蘭克福Karstadt地下一樓∕Zeil街上
U-Bahn：Konstabler Wache

藥妝店

電器店

雜貨：
一歐店



Sai Gon Asia Schnellimbiss

Mensa

Ditsch ∕ Kamps ∕ LE CROBAG ∕ backWERK ∕ Heberer

Kabab ∕ Döner

珍珠奶茶
Frankfurt：babo milk tea
Dussedorf：teamate
Berlin：comebuy
Leipzig：comebuy

俗又大碗的快炒（一份可以分
兩餐甚至三餐，5-6歐元）

學生食堂
Studentenwerk隔壁

麵包店（但超市比較便宜）

類台灣沙威瑪
相對便宜，有飽足感



網路

事先台灣買好網卡 EX：Three mobile

德國當地網路：Ortel

歐洲網路：Lebara

德國超市網路：Aldi、Lidl、Penny……

例：夥伴一個是台灣先買好足夠月份的網卡，是英國電
信，一個月固定流量，時間到即失效，即每個月會更動
手機號碼，且屬於英國號碼，唯一難處是，若使用銀行
辦理FINTIBA需要驗證手機號碼，限定德國號碼，如果
同行者是使用德國號碼則不需擔心，同一個號碼沒有限
定驗證次數

超市即可購買，
一分錢一分貨，
便宜但流量少

（我買的，一個月20歐，5.5G）德國所屬電信，
歐盟內均可使用（注：瑞士非歐盟國），唯一困
難只有德國可以購買
第一次需支付30歐元，10歐元SIM卡15歐元網路

（德國講究環保，基地台少，在火車行駛田野過程或商場內網路訊號極弱）



包辦Hessen黑森州內交通：機場航站接駁、火車慢車、公車、TRAM、U-BAHN、S-BAHN

學生證使用

儲值機器

ICE∕IC除外

洗衣服∕烘衣服

學生食堂Mensa付費

圖書館影印列印付費

購買學生票憑證

儲值有兩個系統，一為影印專用，在圖
書館儲值，二為其餘的功能使用，凡是
左圖的機器都可以儲值

洗衣服2歐元，烘衣服1歐元
（窮困如我，通常一個禮拜洗一次，不使用
烘衣機，直揭晾在暖器上面，不用一個下午
就乾，歐洲暖器是鐵板形式，沒有危險疑慮



（註冊當天會得到）
1宿舍網路帳密
2圖書館電腦使用帳密
3選課帳密
4學生證號碼

（來自市廳的資料）
上者為入籍資訊，下者為登錄取消後文件



801
Berliner Platz→ Nahrungsberg→ Ostschule→ Rathenaustrasse

802
Berliner Platz→ Liebigschule→ Aulweg→ Am Unteren Rain→ Kligelbachweg→ Sandkauter Weg→ 
Siemensstrasse→ Rathenaustrasse

公車站牌範例：

學院：philosophikumⅠ、Ⅱ

學院：philosophikumⅠ、Ⅱ

Lidl REWEBauhaus

Studentenwerk



Bahncard 50

Flixbus

如果經常需要放飛自我，請通常選擇火車，推薦購
買（我當初購買時候是25周年，五折卡59歐元）
隨便搭幾次即回本
記名使用，綁定DB帳戶（可以偷偷轉借，但訂票
必須是持卡人帳號，驗票過程不會要求其他證件核
對，除非火車駛離德國境內，可能需要查看護照，
機率小，自行斟酌）

歐洲跨國巴士
Giessen站牌：Mathematikum
（近車站）

準時出發，相對便宜，但耗時
如果搭夜間巴士，不危險，但
需要避免過站



影印店 體育場書店

J.Ricker’sche Universitats-

Buchhandlung

：Ludwigspl. 11

Jockers

：Mausburg7

Thalia Giessen

：Seltersweg 54

AC UNI COPY

：Moltkestrasse 30

Copy Courier

：Licher Strasse 29

Universitat Giessen Institut

fur Sportwissenschaft

：Kugelberg 62

德文課

夜間德文課

（不知道地點會不會更動）

：Bismarckstrasse與

Ludwigstrasse 交叉口

線上報名課程，會通知測驗時間與地

點，作為分級，此夜間德文無須付費

（九月先修則須付費）



平價服飾店

洗髮精∕潔顏慕斯

礦泉水 Mineralwasser
氣泡水 Kohlensäure

生理食鹽水 Kontaktlinsenmittel
洗衣機 Waschmaschine
吹風機 Föhn
郵票 Briefmarken
鑰匙 Schlüssel
護照 Reisepass
票券 Fahrkarte
洗衣機 Waschmaschine

薯條 Pommes
北方水煮豬腳 Eisbein
南方烤豬腳 Schweinshaxe



如何流浪03



（旅遊也是一種學習，我只提供查詢方式，真的要知道行程安排再問）

Q：出去玩都有人一起嗎？
A：很多地方一個人走，像危險的巴黎是自己去的
（不鼓勵，且不宜深夜逗留）

Q：怎麼決定時間地點？
A：先看交通票，再看住宿，
近的城市或國家會一起去
（盡可能不要為了玩耍請假）

Q：住宿很貴嗎？
A：青年旅舍很便宜，宿舍形式的上下舖，有分男女，也
有混合，混合便宜
（我住過混合，但還是要挑選國家）
（最便宜一晚10歐元，住過最貴是瑞士，物價驚世駭俗）

Q：跟陌生人出去過嗎？
A：有的，跟交換生社團上面的旅伴去義大利，在柏林認識斯圖加特
交換的台灣學生

Q：特別的交通經驗？
A：臥鋪火車，從維也納到法蘭克福；
夥伴搭過歐洲之星，注意要微過海關，
必須提早三十分鐘抵達

Q：搭火車注意事項？
A：德國火車誤點率高，轉車間隔不要太小
（其他國家也常誤點，只是我更常搭德國火
車）
線上訂票可以選要不要買座位，需要加錢，
或免額系統替你決定（我都不買，九成都有
座位，會有預留席，火車座位旁會有螢幕顯
示是否有預定，避開坐即可）



旅遊交通方式抉擇
根據我經驗

Flixbus 船／遊船 歐洲廉航

歐洲交通票價浮動十分
大，尤其火車票，流浪
到哪經常需要配合旅費，
越早訂越便宜

（曾經有慘痛經驗，德國銀行卡有一日
刷幾筆的限制，因此當天不能購買，隔
天查詢同樣票種，比前一貴兩倍）

搭過：RYANAIR，WIZZ

●行李限重嚴格，一個手提隨身包，加購
行李的花費九成比機票貴
●事先需要線上check in、列印登機證
（通常出發日前四天可check-in）

船：
自漢堡到哥本哈根途中，跨
國巴士直接開上船
遊船：
萊茵河（Koblenz），小威
尼斯（），威尼斯

如果火車票價錢驚為天人，可以選擇巴士，但
是，必須提前抵達，雖然票券上會顯示搭車地
點，現實中常需要再尋找，錯過無退費服務

EX：
Pisa→Rome
Hamburg→Kopenhagen
Kopenhagen→Bremen
Breman→Amsterdam

有些站牌設置並非靠近主要車站，
須留意位置，避免錯過班次



聖

誕

Nürnberg

Dresden

Pargue

Marburg

Hamburg

德國聖誕市集
限定明信片



德國鐵路指南

DB以外的火車系統

貼心提醒：善用DB
（輸入人數日期時間，DB會找出最便宜購票方式，如果持有Bahncard，記得
選擇，且其只限定一人使用）

瑞士SBB：https://www.sbb.ch/en/home.html

法國TGV：https://en.oui.sncf/en/tgv

義大利trenitalia：http://www.trenitalia.com/

捷克České dráhy：https://www.cd.cz/default.htm

奧地利OBB： https://www.oebb.at/de/

匈牙利MÁV：https://www.mavcsoport.hu/en

http://tripingermany.blogspot.com/2015/06/german-rail-pass-2016.html


廉價航空

RYANAIR

Frankfurt→London

Frankfurt→Pisa

Frankfurt→Madrid

例子：
WIZZ

Frankfurt→Budapest





postcard
●寫TAIWAN，有說法是ROC會寄到大陸
●德國郵票歐洲最便宜0.9歐元



「每個傷痕累累的人身上，應該都有著別人的答案，

也許這就是我們相遇的原因。」

「可是，我從來就不擁有哪個城市，只有一個名字，一個行李箱，一

趟旅程，幾張臉，走著走著，走完一生。被拋棄也拋棄過，被選擇也

選擇過。遺憾的仍遺憾，幸福的也仍幸福。」

BY張西

刻苦克難留學？隨心所欲的盛大流浪？

請永遠記得妳出走的初衷，永遠對得起自己的勇氣與決定。
於我，
我不是要得到多少知識，不是要有多流利的德文，我想知道被扔到一個陌生
城市，我可以走多遠，哭過受傷過，也幸福過，也替自己驕傲過，
我想確定未來的我是不是期望到國外研究所或工作，回到台灣，心底存放答
案，已經足夠。
其餘沿途的相遇，都彌足珍貴。



緊急注意04



假日店休（德國人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休假）

火車準時度：公車90℅、火車60℅

禁止逃票，德國少檢查，一旦查到後果嚴重（查票最頻繁是匈牙利）

註冊前搭公車要付費（跟司機購買），註冊後尚未拿到學生證可以給看文件，拿到學生證後可以直
接搭乘（部分公車必須於前門給司機看）

任何事情都要盡辦理，歐洲人拖延癌症（崇尚自由）

體育課額外收費，沒有學分，不打成績，體育課於他們是休閒

注意課程是學期或學年，如果是學年課，必須告知教授交換期間；如果是交換一學期，則不參加考
試，由論文替代

必須跟教授商量好成績與學分給予的形式（我們交換生無法使用他們症是選課系統，因此，不同台
灣能有正式完整成績單，若未來仍是如此，則向東華國際處索取成績表電子檔，列印後交由教授填
寫，及行政處蓋章）

他系課程均可以修習，學分不一定能夠得到，儘管教授給予成績（經驗：心理系課程吉森行政處不
給蓋章）



歸心似箭：待辦事項again

預約宿舍檢查與交還鑰匙

辦理消除留於市廳的居留資訊申請Exmatrikulation

取消學籍

一定一定一定盡早，最好提前一星期

以上（我上次一個禮拜差點來不及）

（學生證不一定要歸還，但即無法取

回15歐保證金）

（留著：離開當天仍可使用學生證搭

乘往機場的交通、紀念價值）

email給
Studentenwerk事先
預約時間
（日期與確切時間）

只需帶護照

關閉實體銀行
N26則否

舉例
Q：學期10月至3月共6個月，然而，2月課程結
束（考試∕論文繳交）即可回國，但限制提領帳戶
申請為六個月，餘一個月的金錢何去何從？
A：線上Fintiba更改帳戶，寄信通知客服，會被
要求提供護照與更改後資料（我當初是匯到朋友
N26帳戶）

Q：2/8即關閉銀行，而保險為2/15扣款，怎麼辦？
A：15日前帶著Exmatrikulation前去結束保險，
並現金到郵局支付幾日的保險金額，他會提供單據



行李打包

選擇：
EUpackage
https://www.eupackage.com/loginPage.do
Easy express
http://easyexpress.de/shipping/send_package/

購買紙箱（/泡泡袋）
購買膠帶

BAUHAUS：公車802（類台灣特力屋）
一歐店：公車站名Marktplatz

以上兩個寄送方式我與夥伴各使用一種，依照
公斤數需求，約20天平安抵達，只是包裝有點
受損，打包時候要用心
網站都有教學步驟，列印資料後均是到德國郵
局登錄寄送

https://www.eupackage.com/loginPage.do
http://easyexpress.de/shipping/send_package/


臉書：王明惠
信箱：silviasilvia80169@gmail.com
（被我遺漏的訊息可以詢問我）

使用說明：底線處均附連結

mailto:silviasilvia80169@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