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研修心得報告 

 

 

 

 

 

 

修學年度/學期：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至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年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管系 四年級  

中文姓名：林靖淳 

研修國家：韓國  

研修學校：成均館大學  



一、 緣起  

我從高中開始就喜歡韓國，但一直沒有機會能夠出國，那時候覺得當交換

學生對我來說開銷應該是比較低的，所以選擇去韓國當交換學生。韓國成均館

大學的商學院在國際上可是數一數二的好學校，因為我本身是商科的學生所以

對商業類比較有興趣，所以選擇成均館大學交換。 

 

二、 研修學校簡介  

成均館大學是韓國歷史上最悠久的大學，也是三星集團贊助的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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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學。成均館大學共有首爾(人文與社會科學類院系)和水原(自然科學類院系)

兩個校區。而兩個校區都有語學堂可以讀，不管在哪個校區都可以互相選課，

學校每天也有提供免費的交通車，供學生兩校往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A9%E5%9B%BD%E5%8E%86%E5%8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5%B0%94%E5%9B%BD%E7%AB%8B%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BA%97%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6%E4%B8%96%E5%A4%A7%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KAIS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6%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5%8E%9F


住宿方面，我住學校宿舍。一學期 1600 美金，不能指定宿舍，但都離學

校很近。因為成大的交換生很多，宿舍也有三、四棟，房型有雙人房也有六人

家庭房，室友不一定是同國籍，因為我的室友分別是夏威夷仁和馬來西亞人。

剛好我住的 I house 有廚房，所以在廚房交到了許多朋友，廚房真的是交朋友

的好地方。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第一學期我選了四門課，韓文基礎班、國際物流(英文授課)、當代韓國社

會與文化(英文授課)和滑雪課(韓文授課)。第二學期我只上了語學堂，二級和三

級。 

 



韓文基礎班是給交換生上的超基礎韓文，課程內容就是 40 因和簡單的對

話，程度大概不到語學堂的”一級”程度。 

國際物流，這是一門經營管理系的必修課，所以 3/4 都是韓國人，但也有

不少外籍生來上。因為這堂是 Blended-learning Lecture，就是所謂的混和式

學習，老師上課的教學會全程綠影上傳 i-campus，不只有錄螢幕，還有攝影

機會跟著老師的位置做移動。老師是韓裔美籍，所以說著一口流利的英文，完

全沒有韓國腔調。這堂課是使用原文書，有期中考和期末考，還要寫兩個 case 

study，每周除了上課還要小組討論，沒錯就是跟韓國人一起討論!缺點是，雖

然老師說一定要用英文討論但是因為是韓國人所以有時候還是會用韓文討論，

最後要把問題討論用英文寫下來交報告上去當作出席成績。這堂課真的是壓力

非常大，他們學生的英文很好，課堂上也很踴躍發言，遲到或缺席的人也很

少，但這是一個很好體驗跟韓國人一起上課的機會。 

另一門，當代韓國社會與文化是成大專門開給交換生的通識課，這門課 80

多位學生，就是介紹韓國的社會，因為都是跟母語是英文的人一起上課覺得偏

弱勢，每次老師一問問題，我就要一直想說這要怎麼用英文回答。但可以認識

很多交換生，說英文當作練習。 



 

最後一個滑雪課是一門超熱門的課，全程韓文授課，是在學期結束後才到

滑雪場上課。四天三夜，從早 9 點到下午 5 點的密集訓練，總共 6000 多台

幣，供食宿、滑雪服裝和設備，唯一要準備的就是滑雪手套。第一次滑雪很害

怕但很有趣，一開始有分級但我們都是新手就不用去考試分班了。教練是滑雪

場的專門教練，但一個教練對 10 幾位學生，所以課程度有點慢，最後一天考

試我們初級班是考 S 型轉彎，轉 10 個彎還蠻簡單的，比起從最高處滑下來還

是這個簡單。這幾天應該是我在韓國印象最深刻的幾天了，早上滑雪晚上跟韓

國人一起喝酒聊天，過了很新鮮又開心的四天。如果秋冬來交換的一定要來上

這課! 

韓國一學期還蠻短的，上學期 3/2~6/20，下學期 9/1~12/22 都會在聖誕

節前結束。我上下學期選擇了不一樣的上課程，想說可以體驗不一樣的學習方

式。和韓國人一起上課的話可以了解台灣和韓國在課堂的差別，禮貌這一點就

不用說，遲到和早退這是很少見的，課堂上真的非常認真，下課了不是到圖書

館讀書就是去打工了，因為韓國大學的成績是用「相對評價」，所以都很認真

的想拿到 A+。另一個學期我選擇讀語學堂，早上 9 點到下午 3 點的課程，是



分等級上課的，我們班從 17 歲到 27 歲都有，大部分是中國的學生，但是外國

學生也很多。聽、說、讀、寫都會交，只是每天都有作業甚至報告要做，非常

的充實，韓文實力也會迅速的提升。(語學堂於 2017 秋冬學期開始不開放交換

生選課，詳細資訊請閱 fact sheet)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成均館大學的 HI-CLUB 是負責交換學生的社團，一位 BUDDY 會負責四到

五位交換生，但是韓國人自己都很忙，大概是有問題才會請他幫忙，另外 HI-

CLUB 也會辦歡迎會、歡送會還有戶外野餐的活動。在我學了兩個多月的時候

朋友帶我去了語言交換，韓國有很多這種語言交換的地方，在弘大、新村、梨

泰院、江南的咖啡店，只要點一杯咖啡(有些語交要加錢)，就可以進行語言交

換，例如用中文或韓文跟韓國人聊天，也可以用英文跟西方人聊天，總之就是

訓練韓文的地方，畢竟在韓國除了學校之外，說韓文的時間太少了，所以利用

說韓文交朋友也是很好的選擇。我要介紹一個組織 KINSA 它是一個幫助國際學

生的組織，會舉辦活動甚至幫韓國公司徵才。我參加過兩個活動，一個是韓國

料理的烹飪活動，而另一個是青年大學生北韓和統一論壇，和韓國大學生參觀



DMZ 的活動，而且都是免費的，覺得非常值得。 

  

最近韓國的觀光做的非常好，所以我常常在韓國旅遊公社上看最近有什麼

活動、慶典可以參加，或是其他城市，釜山、濟州島之類的都可以去玩。

韓國的地圖軟體지도真的非常好用，自己出去玩都不用怕迷路。 

 

而生活在韓國怎麼能不體驗 KPOP 呢?音樂網站每次都會開放免費入場觀

眾，只要上網申請就好了。還有許多外國人免費的演唱會，也是要提前申請

的，這時候就會覺得當外國人真好。 



 

五、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1. 第一節課從九點開始，一堂課為九十分鐘 

2. 遲到缺席不常見 

3. 成績是用相對評價  

六、 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 學習第二外語 

2. 增進專業知識 

3. 增加人脈，認識其他交換學生 

4. 學會靠自己解決問題 

5. 了解不同文化 

6. 挑戰自己沒做過的事 

七、 感想與建議  



做交換學生是很臨時才決定的，也和一開始

想得不一樣，在韓國我的生活費一個月大概要 2

萬多台幣。因為韓國要進入無現金的社會，所以

我都刷卡(在韓國有開帳戶)，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才花得比預期還多。但很開心的是，當我自我介

紹的時候，大家都知道台灣在哪裡，很多韓國人

都說他們來過台灣，很喜歡台灣之類的，然後就

這樣開啟了話題，也交到了許多外國朋友。我在韓國體驗了很多事物，例如酒

文化，他們吃完晚餐不是解散而是繼續往下一攤去，所以也練了好酒力。 

在韓國的交換生活，我過得非常充實，四個季節都非常美所以去了很多地

方旅遊，冬天沒有想像中的冷因為會有暖氣，食物也非常和我的胃口，不吃辣

的人可能會有點吃力。在韓國的這一年應該是我這輩子最難忘的回憶，希望學

弟妹不要害怕，勇敢的踏出去！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林靖淳        所屬系所 / 年級：    工管系四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FACEBOOK 林靖淳 @chunny93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成均館大學                     

研修學期：上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經營管理系            

研修期間：西元  2016  年  9 月 1  日 至   2017 年 6 月 22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經營管理系在韓國排名較高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經營管理系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6 年  3 月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6 年  5 月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6 年  6 月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是 

簽證費用：$    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駐臺北韓國代表部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申請所需時程：            (申請日期)              (取得日期)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線上選課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15     下限              

是否可跨系選課： 有些科系無法跨系選課             

課程難易度：普通 

學分抵免 

 是否有抵免學分：無 

語言學習資源：有 (韓國語學堂)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原本交換生可以上語學堂的，但 2017 年第 2 學期改成只有韓語

http://www.mofa.gov.tw/Mobile/OfficesInROC_NoDiplomatic_Detail.aspx?s=7DEC7150E6BAD606


系學生才能上語學堂，其他科系學生有其他種的韓文課。                                                 

學費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滑雪課(四天三夜)      費用：   6000 多   (新

台幣) 

整體總開銷：         6000 多                   (新台幣) 

住宿 

住宿地點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是 

校內宿舍型式包含： 雙人房或 6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2  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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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0 多 US1600          (新台幣)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皆相同 

雙人房：$                 (新台幣) 一學期 

多人房：   人房：$        (新台幣) 一學期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是  

若有，是否收取費用： 是 $     1000 多       (新台幣)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公車 站名：  成均館大學入口    (距學校距離：  300M    ) 

  計費方式：   1200KRW 起跳                   

捷運 站名：  惠化站         (距學校距離：  500M       ) 

  計費方式：  1250KRW 起跳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10 ~ 35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有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有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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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 VS 台北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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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O、其他超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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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有健康中心  (持學生證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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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捲天國    類型： 韓式  價位：  4000KRW 以上    

餐廳名稱：   中國餐廳    類型： 中式  價位：  4000KRW 以上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