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2016學年度 1學期
應用英文系四年級

賴品官

研修學校: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 研修學年度/學期 2016 3.1-6.30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台北科技大學,英文系,大四
一、 緣起

上大學的時候就有想過在就學的時候去交換學生發現北科也有交換生的計劃於
是在心中種下了一個種子說我未來一定要去找交換一次！而選擇大四去是因為
這個時候可以獨立又可以去體驗生活的一個階段加上專題已經結束了, 所以沒
有什麼太大的課業壓力。 因為沒有去過韓國然後也很嚮往韓國所以我的第一志
願就一直是韓國.
選擇梨大的原因是因為覺得他是一個國際化的大學外加漂亮美麗的校園所以就
選了他為我的心目中第一名 然後也是因為自己是唸語言系的所以想去韓國把韓

文也學好一點回來未來會有需要用到覺得蠻實用的。 看了很多韓國相關的資料
之後更加確定自己要去的國家與學校然後就開始著手準備申請資料了然後經過
一番程序之後成功的申請上了！很開心即將去完成這個小夢想！

二、 研修學校簡介-梨花女子大學
梨花女子大學（韓語：이화여자대학교／梨花女子大學校、英語：Ewha Womans
University，簡稱「梨大」）是韓國首爾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建校於 1886 年，
是韓國第一所女子大學。原名叫做梨花學堂，是朝鮮高宗為紀念當時首先在韓國
開創女子教育的監理教醫生 Scranton 的太太而命名的。1948 年改名為梨花女子
大學。梨花女子大學也被認為是韓國最優秀的女子大學。學校科系完整， 無論
文學院、理學院、醫學院、國際 學院、藝術學院等皆有完善設置， 是全韓國科
系最周到的大學。
該校位於首爾西大門區大峴洞，校內至今仍保存許多古老的建築，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就是位於校門入口的大講堂（Welch-Ryang Auditorium，原為基督教教堂）。
學校目前有 14 個學院，67 個系所和主修，並另有國際教育學院。該校 2010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第 348，亞洲排名第 45。
有名大樓單位: ECC，Ewha Campus Complex 是學校最醒目的建築，也是觀光客
最常來拍的一棟建築物，隨著四季不同交替開花，景色極美。整座建築可分為 B1

～B6。B5、B6 為地下停車場，B1~B3 為上課教室和讀書室，B4 則設有多樣化
的商家，例如花店、便利店、餐廳、 咖啡廳、銀行、電影院、影印店、書店、
眼鏡行、3C 商品也。但學校學生並沒有特別的優待這點真的比較美中不足。

學生食堂-Posco Building

最有名的飯捲，尤其招牌口味鮪魚飯捲也是最多人點的，也是我的最愛。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梨大的完善英語授課課程，以及其科系的完整能夠滿足學習韓語的動機，以及提
供豐富的英語課程，以便不擅韓語的交換生修習，梨花女子大學的確是國際化的
大學。
我本學期在梨大所選的課程有三門
第一門是一週有四次上課的韓文密集班
第二門就是體育課我選的是羽球, 老師會說一點點中文但是基本上課程是全部
用韓文上那有比較難得他才會有一點中文提示對我來說我覺得韓文的聽力會進
步非常多
第三門我選可以抵學分的專業寫作但這個課比較特別的是他是研究生的課所以
會上的比較不一樣方式跟大學教的模式比起來更自由但是真的學到很多創意方
面跟創作方面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每一個國際學生都會配有一個peace Buddy 這個就是一個韓國人學伴陪你打理
切生活上的所有事情然後因為這個組織他會安排很多課外活動所以我幾乎他們
辦的活動都有參加而且都是因為是團體的關係所以費用非常的實惠。參加了電影
節、農場體驗、午餐聚會等等⋯ 平常也會跟韓文班的同學還有一些交換學生區
個是觀光景點玩真的是一個不同的體驗。
五、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天氣-台灣因為偏濕所以去到韓國非常的乾，有些人可能還會流鼻血。除了這個
大部分都是比較清爽的,連夏天也是只有熱不會黏黏的。
飲食-飲食的部分韓國都是吃辣的然後也有不辣但是就要挑.他們的主要小吃是辣
炒年糕跟黑香腸。也有非常有名的飯卷只是不同於日本的醋飯，使用我們平常在
吃的飯沒有加醋的飯。他們也非常愛烤肉誰烤肉店也是很多的選擇。
生活習慣-他們會自己下廚但是他們不會太倒廚餘的分類所以他們都會把廚餘都
倒在水槽裡面這一點是我覺得比較不習慣的地方. 飲酒的文化也蠻盛行的所以

晚上幾乎他們很喜歡吃完晚飯再續攤去喝酒吃炸雞.
他們長幼制度非常的嚴重所以感覺老人都可以無條件地對我們年輕一輩的做任
何事情連不太禮貌的事情都我們都要默默接受只因為他們是長輩,相較台灣的人
情味非常的重所以我們都是互相照顧幫忙與尊重的.
六、 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韓文課程-梨大的韓文課程是非常有名的果然上過課之後才體會到什麼為什麼他
有名因為教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厲害而且也非常的專業,老師也非常的有耐心,如
果發現進度落後的同學也會加以關懷課後輔導這一點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韓語環境-有了韓國的環境自然而然就會學得更快!
資源的利用-學校有閱覽室非常的便利跟美麗,就算唸到很晚心情也不會變差.列
印,圖書館資源也是非常豐富!

七、 感想與建議
結束了四個月的交換生活，覺得不管是在專業領域上面或是生活上面都有很大的
提升覺得自己因為交換生活而變得更獨立成熟，也在這趟旅程中更認識自己.
也覺得一個學期真的有點短,但因為短所以更加珍惜每一天在那邊的時光,也反省
自己以前多麼虛度光陰,回台要好好珍惜利用時間就像在韓國時期一樣.
這一趟不只是一個交換生活而更多的是交會我成為一個更好更進步的人!感謝所
有機會跟讓我出國支持我的學校,家人,朋友們!真的會是一輩子最難忘的回憶!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賴品官
所屬系所 / 年級：
應英系/大四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annielamb2003@hotmail.com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梨花女子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英文系
研修期間：西元 2016 年 03 月 01 日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韓國最美資源最多的學校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英文系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5 年 9 月 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5 年 10 月 1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6 年 1 月 2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國際事務處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100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韓國駐台代表處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護照,入學許可書
申請所需時程：
1/2
(申請日期)
1/9

(取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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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下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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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___堂課，共____3_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專業寫作_______
學分： 3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 高級寫作________ 學分： 2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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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語,選修課程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500
其他項目：
其他項目：
整體總開銷： 500

(新台幣)
費用：
費用：

(新台幣)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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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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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00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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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梨大站
(距學校距離： 5 分鐘

)
)
)

計費方式：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計費方式：
其他：
計費方式：
無

(距學校距離：

)

(距學校距離：

)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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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vs.台北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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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創,梨大站 2 號出口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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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有診所,後門有醫院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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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AC
類型： 吐司
價位： 2500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其他建議

步行距離： 5 分
步行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