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研修學年度/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中文姓名
研修國家
研修學校

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所二年級
陳怡安
韓國
成均館大學

一、緣起
擁有交換生身分，一直都是我的夢想。當初想要去歐洲國家當交換生，因為去
一個國家交換，就可以趁機去其他鄰近國家遊玩，覺得非常划算。但礙於競爭
對手太多與太強，為了讓自己碩二下時可以順利出國，因此開始找其他替代國
家。對於日本非常有興趣，只可惜沒有學好日文，所以無法到日本交換。雖然
在出發之前對韓國沒有特別感覺，不常看韓劇也不常聽 K-POP，但交換生不就
是為了讓自己到未知的世界去闖一闖嗎？為了圓自己這個想法，因此選擇近期
流行的韓國當作此次交換生的目的地。

二、研修學校簡介
成均館大學簡稱成大及 SKKU，是韓國歷史上最悠
久的大學，受日本殖民一度被強迫關閉，戰後成
為一所私立研究型綜合大學，由首爾和水原兩個
校區構成，學生人數逾 3 萬 6 千名。其歷史可以
追溯至於 1398 年成立的朝鮮王朝最高學府成均
館。成均館大學自從 1965 年至 1977 年和三星集
團合作。1996 年，三星集團再次成為該校的贊助
財團。校名「成均」一詞源於《周禮》：「成人才之未就，均風俗之不齊。」
大學排名上，與首爾國立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以及 KAIST 等校常列韓國
前五大。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成均館大學有開一些課程是只給交換生上的內容，內容包括韓國文化、基礎韓
國語等課程。也有開一些正規課程，讓交換生可以跟韓國學生一起上課。
韓國文化：認識北韓與南韓的關係、了解南韓學生在課業上壓力比其他國家
大、了解工作上都很看背景，如同所學校畢業、同鄉等，有關係比較好找到工
作。
基礎韓語：從母音與子音開始學，讓交換生能慢慢用簡單韓語跟其他人溝通。
但是教的太基礎，所以也不是真的能和他人溝通…
組織管理：其實以研究所來說，滿多課程到後來都沒有開成功。本來想選策略
管理、行銷管理類課程，學校表示因為教授關係，所以都不開放交換生上課。
因此這堂課是商學院研究所，唯一一堂交換生能上的正規課程。這堂課基本上
就是大家輪流上堂報告課本內容，在期末有分組簡報。分組是不同國家的人，
四人一組，但是韓國人自己一組。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生活學習方面，其實想要多學一點韓文的人可以上網找一下免費學習韓文的
機構。韓國滿多地方有提供免費課程給外國人。自己本身有去弘大附近的外國
人交流中心學基礎韓文；跟我同寢的中正大室友有去 Seoul Global Center 學
中級韓文。當然如果時間有限，免費課程開課日期都無法參加，可以花錢去補
習班學韓文。
這點我覺得韓國做的比台灣還要好，讓外國人多學當地語言，除了可以讓他們
多認識這個國家外，也比較快速融入當地環境。反觀在台灣真的沒有在學校以
外的地方看過華語中心。
到成均館大學交換的台灣學生，除了北科外還有交大、政大、中正等學校，由
於我們真的很想多跟韓國學生接觸，因此我們還去參加了中國語社團！中國語
顧名思義就是讓韓國人講中文的社團。但進去後發現大陸人與台灣人比韓國人
還多…大概兩次後就沒有再去。
而國際處很好的會舉辦一些活動給交換生，像是三星集團有補助某棒球隊，這
時就給交換生一些棒球賽的票，讓我們能夠到場為三星的球隊加油！也體驗一
下韓國棒球文化，我還有看到全壘打呢，這真的是很開心～
由於去的時間時間剛好成均館大學有舉辦校慶，所以我們也可以參加。學校會
請校車載交換生到水源校區參加校慶活動。有水槍路跑活動和演唱會。也會提
供校衣與請假單給我們。演唱會還看到成均館的加油團上台表演。像是：「成
均館第一名，成均館我的驕傲，成均館無人能敵」之類的口號與手勢。看了都
覺得自己是成均館的一份子。首爾校區的校慶就比較無聊，就是演唱會而已。
但都有請到當紅明星，如江南大叔 PSY、MAMAMOO 等。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列式列舉)


有 24 小時的自習室供學生學習



餐廳非常乾淨，而且有三種不同餐廳



餐廳菜單選擇偏少，但每周更換



有郵局、銀行、美容院、紀念品中心、書店等，機能很好



有提供免費校車讓首爾到水源校區上課很方便



自習室可以吃東西

六、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列式列舉)


深入學習到韓國文化



學習道地韓文



藉由交換生身分，了解不同國家學生的學習態度



讓自己更獨立

七、感想與建議
我覺得能到韓國讀書真的很好，但是否要選成均館作為交換學校，可能要再
考慮一下。當初選成均館是因為名聲大、地點佳，總覺得在課堂上應該可以學
習到很多！但是來到這邊才發現因為教授不想接交換生，所以很多課程都不可
以選，令人滿失望的。而選擇成均館的另一個原因是可以免費上語學堂，這也
是另一個考量點。當初在投交換生志願時一直思考到底要先填成均館還是梨花
大學，但是梨花大學似乎沒看到有人寫說可以免費上語學堂，所以就排在第二
志願。但真正到成均館才發現，研究生是不能上成均館的語學堂，這也讓許多
去交換的研究生非常傻眼。一問之下才知道，之前來交換的研究生可以上語學
堂是因為交換生的大學生很少報名語學堂，造成給交換生的名額還有缺，所以
才願意接納研究所交換生。
也就表示如果以研究生身分的交換生想上語學堂的話，最好還是選梨花大學
吧，因為不知道成均館語學堂是否還有缺額，交換生就這麼一次，我想不要賭
運氣比較好。雖然成均館這學校在課程上很不利於研究所交換生，但如果不是
很在意是否有學到自己專業的人，其實這大學還不錯，因為有其他非專業課程
可以選（專門開給交換生的課）。
到一個陌生地重新生活，不一定要喜歡它，而是多加了解它，讓自己不會只活
在那個舒適圈裡。來交換半年後（自己多留兩個月），雖然沒有更加喜歡韓
國，但當我遇到他人評論韓國時，我可以說出自己的親身見解。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陳怡安
所屬系所 / 年級： 經營管理所二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成均館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研修期間：西元 2016 年 2 月 24 日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韓國前五大學校且可免費上韓語課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5
年 6 月 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5
年 9 月 30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5 年 12 月 7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http://oia.ntut.edu.tw/files/11-1019-9312.php?Lang=zh-tw

日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1.標準入學許可書正本 2. 在學證明
書 3.護照
申請所需時程： 3-5 個工作天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線上選課  紙本選課  其他：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18 下限
是否可跨系選課： 是  否  其他：
課程難易度： 困難  普通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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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1___堂課，共_____3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Organization Theory & Design_學分： 3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組織設計___ 學分： 3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語言學習資源： 有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 是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研究生可以免費上給交換生的初級韓文班,也可選自費加入語學堂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韓語課(暑假/自費) 費用： 43,00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費用：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
43,000
(新台幣)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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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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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4200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雙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多人房： 人房：$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 是  否
若有，是否收取費用： 是 $
(新台幣)  否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公車 站名：
成均館大路口 (距學校距離： 150M
計費方式：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惠化站 (距學校距離： 300M
計費方式：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其他：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無

)
)
)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16 到 32 度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無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無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 偏高  普通  偏低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
例如：捷克布拉格 vs.台北為 1.2 比 1 (即為當地物價比台北貴 2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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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TE MART、HOME PLUS、LEMOM MART 和 DAISO 等等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電影院ＣＧＶ 文具店ＡＢＣＢＯＸ與１０Ｘ１０
美妝店：INNISFREE 、The Face shop..知名品牌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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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裡面有診所，鄰近首爾醫院，ＣＧＶ那條路有一家小藥局
飲食
校園
校內餐廳 宿舍餐廳 宿舍含廚房設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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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價位：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校內有三家餐廳,最常去的是經營館地下室那家,價位中間
附近有韓式、中式、日式、美式餐廳

其他建議
此次交換，帶了十五萬台幣左右，包含暑假自費上語學堂還有住宿
費。也有去濟州島、釜山遊玩，該體驗的基本上都有體驗到，但在吃
方面，比較多自己煮，所以基本上花費的很足夠。所以不想下廚的人
可能要多帶一些盤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