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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成績單的那天看著建築設計分數的赤字內心真的很徬徨，那時候我再前往專題 " 義築 " 的路上，
那是一個幫偏遠山區的原住民小朋友打造讀書與休憩空間的一個計畫，剛好是個可以讓我思考沉靜
的時候，那時候我想我應該要怎麼樣能讓我過更充實的一年呢 ?
因此我決定去交換，這是我第一次長期的自己待在國外，我選擇了與台灣時差與文化不會相差太多
的韓國，雖然韓國並不是交換的熱門選項，而大家聽到要去韓國交換都會抱著疑惑的眼光，但每個
地方都有不一樣的體驗，因此我毅然決然前往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踏上了韓國的土地，看著陌生的環境陌生的語言，內心多少都有些緊張，接下來的這個學期，我必
須自己面對所有的大小事，但我也相信這能夠讓我有所不同有所成長。

我的學校中央大學在首爾，離捷運站也很近到哪裡也都很方便，這所學校主要是以影視 . 新聞系很
有名，學校對交換學生也非常的友善，不管是住宿或是開戶很多入學程序都很完善，讓我們這些來
自各地的交換生能夠很快的進入狀況。



在忙碌的一周準備就緒後，學期課程開始了，抱著忐忑的心情進入建築系館，因為我的韓文程度還
沒有辦法很順暢的溝通，因此必須用英文來上課討論，令我驚訝的是，韓國學生的英文程度非常
好，這間學校有 1/2 的課程是全英文上課，也非常的積極，讓我真的非常佩服，由於韓國大學裡競
爭非常激烈，大家都不會放過任何提問的機會，有不明白或是有疑慮的事情一定是馬上拿出來跟老
師討論，對自己的東西也充滿自信，而老師都是以輔助，用旁敲側擊的方式持續進行著設計，在台
灣比較像是老師帶著學生，而在韓國是學生帶著老師，讓我有很多不同的學習體驗。

交換學生真的讓人成長很多，因為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需要去是應非常多事情很多不懂得是也必
須主動去提問，因此也讓我變得更主動去追求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也變得比較敢表達自己的想
法，如果有機會一定要把握。

到了一個新的地方一定是要體驗一下當地的文化，學校每學期有 4 次帶交換學生去體驗文化，這學
期去 1. 楊平民俗文化村 2. 棒球賽 3. 南怡島 4. 亂打秀，這些活動都非常的特別，也因為這些活動
認識來自各地的交換生，有空閒的時候就會與一些朋友去旅行，雖然韓國不像歐洲可以去很多國家
玩，但是也有很多城市，而每個的文化風俗也都不太一樣，我們也體驗了一些道地的韓國文化，像
是汗蒸幕跟穿韓服，看到了很多與台灣的文化差異。



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請於封面上方列標題(標題內容須含：選送生研修學年度/ 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中文姓名、前往研修國家及國外研修學校名
稱) 

研修學年度/學期 106 第二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韓國中央大學 建築系四年級 
中文姓名  郭映均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韓國中央大學 
1、緣起 
2、研修學校簡介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4、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5、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6、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7、感想與建議  

 
備註： 
1. 請依規定大綱項目書寫，但格式不拘，可採用圖文並茂附加插圖 
2. 字數限制：至少2,000字以上 
3. 容量限制：8MB 
4. 請另附研修相關照片原檔20張 
5. 請勿呈現重要個人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住址等)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郭映均  所屬系所 / 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yingjun0421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研修期間：西元107 年2月23日 至 107年6月19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文化相近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建築系   )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106年7月1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106年8月10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106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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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簽證費用：$ 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韓國駐台辦事處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http://overseas.mofa.go.kr/tw-zh/index.do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簽證申請表，6個月內拍的2吋照片1張，護照
正本以及護照基本資料頁影本1張，身分證正本以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1張，

標準入學許可書正本  
申請所需時程：3個工作日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費用：              (新台幣) 
其他項目：               費用：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0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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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本學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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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各系所) 



• 抵免學分數：_1__堂課，共__6__學分 
•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architecture design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建築設計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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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交換學校所提供之住宿選項 
□交換學校宿舍 
□交換學校配合之校外租屋公司 
□交換學校提供之校外租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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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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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大學站  (距學校距離：  10 ) 
  計費方式：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黑石站     (距學校距離：  10   ) 
  計費方式：  



□公共自行車 站名：  中央大學站     (距學校距離：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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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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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校所在國家城市與比例  1.5   vs.  臺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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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距離沒有大型超市需要坐捷運或公車10分鐘左右可以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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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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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ato類型：麵店 價位：150台幣 步行距離：  
餐廳名稱： 荒謬的肉 類型：烤肉店價位：300台幣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