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研修回饋調查表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梨花女子大學

研修期間：西元 2013 年 8 月 29 日 至 2014 年 6 月 20 日
研修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建築系

系級：

姓名：

建築系四年級 __

程盈嘉

一、住宿
(一) 住宿地點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 是  否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單人房 ■ 雙人房  其他：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2 人房  寄宿家庭
 自行租屋  其他：
其他住宿資訊來源： 研修學校  朋友  網路-網址：

(二)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1,460,000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幣別： KRW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2,460,000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幣別： KRW
雙人房：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幣別：

(三) 住宿地點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 有  無
備註：房間內無，需要到會客室等公共區域才有無線網路

二、校內相關費用
(一)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有  無
項目：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ee

費用： 60,000

幣別： KRW

項目： On-Campus Health Center Fee 費用： 20,000

幣別： KRW

(二) 校園內是否有提共無限上網：■ 有  無

三、課程
(一) 選課方式
■ 線上選課  紙本選課  其他：
(二) 課程難易度
 困難 ■ 普通  容易
(三) 學分抵免
是否有抵免學分： 有 ■ 無
學分抵免難易度： 困難  普通  容易
抵免學分數：_______堂課

共

_____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四) 語言學習資源：■ 是  否 (如：語言學習中心)
1.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交換生皆可修習韓文課，只需要開學前參加學校的韓文班分配
考試即可。如果分班考試缺席就不能修課。

四、交通
(一)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 公車 站名：梨大後門（이대후문） (學校距離： 出後門可見)
計費方式： 市內公車(刷卡)1050KRW，機場巴士 10,000KRW
■ 火車 站名： 新村站（신촌역）

(距學校距離： 步行 5 分 )

計費方式： 刷卡 1050 , 不刷卡 1150KRW；距離遠車費增加
■ 捷運 站名： 梨大站 （이대역）

(距學校距離：步行 5-10 分)

計費方式： 刷卡 1050 , 不刷卡 1150KRW；距離遠車費增加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其他：
計費方式：

五、生活
(一)生活用品採買地點
■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一、Orange Market。梨大出大門左轉即可見
二、Lotte Market 999。梨大站 1 號出口步行 5 分鐘
三、Grand Market。新村站 7、8 號出口旁，地鐵內有出入口連通。

來源：http://yingjiacheng.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10.html
■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一、Olive Young。梨大正門出去直走 2 分鐘，在右手邊。
二、Watsons（屈臣氏）。梨大正門出去直走 2 分鐘，在左手邊。
(二)醫院診所與藥局
■ 學校附近：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一、校醫（包含牙醫）。學校內。
二、Severance 醫院（세브란스병원）
。學校後門出去後往左前方走約

5-10 分鐘。
三、藥局。梨大站 4 號出口直行 1 分鐘。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六、飲食
(一) 校園
■校內餐廳 宿舍餐廳 ■宿舍含廚房設備 ■其他：

學生食堂（宿舍附近）

(二) 校外
請大略分享校外附近用餐地點，並以條列式說明
．餐廳名稱： ISAAC 類型： 三明治、果汁 (早餐、下午茶)
價位： 2,000-3,500

步行距離： 10 分鐘

．餐廳名稱： 봉구스밥버거 類型： 飯糰
價位： 1,500-3,500

步行距離： 10 分鐘

．餐廳名稱： 알밥하우스 類型： 石鍋拌飯、豬排
價位：4,000-10,000 步行距離： 8 分鐘
．餐廳名稱：이화안동찡닭 類型： 醬雞
價位：20,000-35,000 步行距離： 8 分鐘

(三) 其他建議
在韓國，很少看到真正的早餐店，因為韓國人通常都在家中吃完早餐
才出門，所以早餐的部分不能像在台灣一樣依賴早餐店。另外，韓國
的大宗便利商店是 GS25，而不是 7-11。最後，韓國的物價比台灣稍
高，所以外食一餐的價格 5,000-10,000KRW 都屬正常(台幣 150-300
元)；建議有些餐點可以多人共食，例如部隊鍋、醬雞、五花肉等。

七、其他建議
關於換匯：因為韓國有民間的換錢所，而且匯率大多比銀行高，所以
建議在台灣只需兌換前期所需的額度就好，之後到韓國當代再用台幣
或者美金換韓幣會較划算；不是每一間換錢所都接受台幣換韓幣。另
外，依照我所去的時期來看，暑假到 9、10 月這段時間的匯率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