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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四年級

中文姓名

陳思妘

研修國家

印尼

研修學校

Airlangga University

一、緣起
因為所修讀的系所課業繁重，到了三年級下學期的時候身
心俱疲，心中興起了想暫停一下、看看這個世界的念頭。
最近常常聽見的詞彙｢南進政策｣，讓我對東南亞產生興趣，一
個不太常有人關注的國家，我就去體驗看看吧。
二、研修學校簡介
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在當地最知名的是醫學院，印尼
大學當中排名第四，由四個校園組成，中主要的三個校區每 1
小時都有校車提供接駁服務， 我所在的其中一個校區相當於一
個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的大小，在正式開學前會有幾天迎新，讓
你透過遊戲好好認識同學、告知一些簽證的必辦事項，並且申

辦銀行帳戶，因為學校每個月會提供價值相當 2200 台幣的助學
金，同時也方便由台灣的家人匯款。學校並不會提供宿舍給國
際學生，但是每位同學都會有一個學伴，學伴會帶你去找學校
附近的租屋，套房價格通常落在一個月 3000 台幣左右，電費約
莫 1 度 2 元台幣，學校校區 B 也有附設的診所，只要持有學生
證都是免費的，可以善加利用。但學校的行政效率非常緩慢，
且狀況連連，務必要弄清楚規定、並與國際事務處保持聯繫，
遇到不清楚的狀況時都可以請求學伴的幫助，千萬不能沉默，
免得自身權益受損。

三、感想與建議
印尼是個四季如夏、終年33度上下的國度，只分為乾季、
雨季，就台灣人來說是還能輕鬆適應的天氣，只是在雨季來臨
時還是要準備好雨具。泗水地區是印尼的大城市，所以交通極
為繁忙，經常會有塞車的情況，但是泗水目前還沒有發達的大
眾交通運輸系統，只有非常久才會來一班的公車，所以大部分
的通車我會下載叫gojek、crab的APP，這個軟體就跟uber很像，
分散在城市裡的司機非常多，幾乎叫車後5分鐘內就會有附近的
司機來接你去想要的定點。印尼的食物通常都是重口味居多，

當地然非常喜歡吃醬料，所以常常點的食物來了只看到整碗都
是滿滿的醬料看不見食物，而且口味偏辣，如果不習慣的人就
可以去找華人餐廳或是其他的日式料理、韓國料理…..等。當地
的文化風俗跟台灣極為不同，幾乎每一個人都會虔誠地信奉自
己的宗教，因此在辦電話卡、銀行帳戶的時候，很可能須要填
寫自己的宗教、不得留白，除此之外，當地有百分之90的人都
信奉伊斯蘭教，整體來看伊斯蘭教非常多禁忌，他們不能觸碰
到狗、不得飲用含有酒精的飲料、並且每天都必須禱告5次，當
禱告時間即將來臨的時候，大街小巷都會用大聲公播放禱告的
經文提醒信徒禱告時間近了，第一次體驗的時候感到相當震
撼，在每年6月的時候便到了伊斯蘭教徒的齋戒月，所有的信眾
們從太陽升起的那刻直至太陽洛下之前是不可以飲食的，據說
是為了讓帄常操勞的身體獲得淨化、休息的時間，飲此在齋戒
節期間，路上的印尼飯館、小吃店通常是不營業的。對於伊斯
蘭教的女性較易更加嚴格，不能暴露四隻以及毛髮，也不能與
異性有肢體上的接觸、更不在生理期踏入清真寺，即使是外國
人也必須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印尼有千島之國之稱益點也不
為過，在每個島國島國都有著不同的特色，像是名聞遐邇的峇
厘島是許多旅客必去的聖地、位在峇里島東側的龍目島也是一

個相當有潛力發展觀光的的島嶼、峇里島與龍目島之間的吉利
群島更是沒有時間的小島，陽光、沙灘、湛藍的海水都令人流
連忘返，印尼的最大島爪哇島，也乘載著印尼的豐富歷史，尤
其是永佑千年古蹟的日惹，無人不曉的婆羅浮屠廟宇佇立眼
前，娓娓訴說他的故事，同時在全世界第四大的國家上還有豐
富的火山生態，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布羅摩火山，崎嶇火山地
形帶來奇特的地形紋理，讓人眼睛一亮。或者是以藍色火焰著
名的伊真活火山，每到了夜裡總是有大批遊客前往，半夜摸黑
爬上離步道都沒有的陡峭山壁一賭鬼火風采。
印尼是個自然資源非常多元的國家，這裡的壯觀、浩瀚、
開闊是小台灣島少見的，印尼人民純樸、自然，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緊密且友善，去過之後我看到了自然的鬼斧神工讓我心生
敬畏，與印尼人相處過後，我更懂得我在台灣生活的幸福，也
體驗他們即使生活簡單也能輕易感到快樂。
雖然有時候觀光客多的地方難免遇到想要騙錢的人，但是只要
自己小心、不要輕信他人即能避免，印尼人常用的語言是印尼
語、自己的母語，所以若不是名勝景點的話，使用英文溝同的
機會並不多，去之前必須有所準備，然而印尼相較台安治安較
差，為防範遇到偷竊、恐怖攻擊，務必提高警戒。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陳思妘
所屬系所 / 年級： 建築系/四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lineID qwert90144
研修國家：
印尼
研修學校： Airlangga University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不分系
研修期間：西元 106 年 02 月 05 日 至 106 年 06 月 09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當地朋友推薦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105 年 09 月 20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105 年 10 月 23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105
年 11 月 15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http://international.unair.ac.id/english/index.php/scholarship/for-int-stu
dents/international-program/amerta-exchange-program-airlangga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190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s://www.taiwannews.com.tw/guide/detail/36117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身分證、照片、護照、護照影本
申請所需時程： 5 天
(申請日期)
106/01/18
(取得日期)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全免
(新台幣)
其他項目： 簽證
費用：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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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期 11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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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限 無
下限
3 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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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0__堂課，共___0_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____無________ 學分：
_______無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_無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無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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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學校會開當地語言的課程並列為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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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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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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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其他： 叫車 app go jek
(距學校距離： 不一定 )
計費方式： 依照 app 訂價
無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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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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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lexy mall 百貨公司 使用叫車 app 較方便
Tujungan plaza 百貨公司 用叫車 app 較方便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Artdate 咖啡廳 校區 B mandiri 銀行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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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有附設診所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台北駐泗水辦事處 在泗水動物園附近
使用叫車 app 較方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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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date
類型： 咖啡廳 價位： 100 內
餐廳名稱： Wapo
類型：家庭餐廳 價位： 100 初

步行距離：100m
步行距離：500m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