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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身處於國際化的世代，我們的文化受到各國的引響甚多。而我

從韓國的音樂開始認識這個國家，逐漸對韓國產生了興趣。在

朋友的介紹之下參加了北科大國際處的 Student Buddy 

Program， 在這裡認識了幾位韓國朋友，他們的熱請與友善讓

我喜歡上了韓國人，也決定了要去親眼看看這個貼近我們生活

卻不熟悉的國家。 

二、 研修學校簡介 

成均館大學是韓國歷史上最悠久的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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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被日本強迫關閉，戰後於 1946 年恢復辦學，為一所私立研究

型綜合大學。2019 年 QS 世界大學排名第 100 位，QS 亞洲大學

排名第 18 位，常與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以及韓國科

學技術院等校列為韓國前五大。成均館大學現由首爾和水原兩個

校區構成，學生人數逾 2 萬 5 千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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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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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BA%97%E5%A4%A7%E5%AD%B8


風俗之不齊。」 

 
成均館大學正門 

 

學校由位於首爾的人文社會科學校區與位於水原的自然科學

校區所組成，每日有免費接駁車來往兩校區，車程大約一個半小

時，亦可搭乘地鐵。 

  
    首爾校區-成均館舊址           水原校區-三星圖書館 

首爾校區位於半山腰，從惠化站四號出口步行大約 15-20 分



鐘，一號出口亦有校車可以從地鐵站直達校園內，一次的費用大

約是 10 元台幣，班次很多所以即使大排長龍也不會等很久。惠

化站周圍稱為大學路商圈，以劇場聞名之外服裝店美食店也非常

多。從惠化站往學校反方向走大概半小時即可到達許多韓劇取景

的梨花洞壁畫村與夜景勝地駱山公園。 

  

梨花洞壁畫村 

 

駱山公園夜景 

水原校區附近也有許多商家所以完全不會因為不在首爾市而

有偏僻的感覺，相較於首爾校區較大校園也較平坦，且有富麗堂



皇的三星圖書館，缺點就是有時需要至首爾校區辦事，不過有免

費接駁車且離地鐵成均館大站也不遠所以也滿方便的。 

成均館大學每學期交換學生非常多，故在制度上很完整，在

這一學期中幾乎沒有遇到困難，即使有只要去國際處詢問後也能

很快解決。首爾校區所在的地鐵四號線又是四通八達很方便的地

鐵線，所以除了上學要爬山之外個人認為沒有什麼缺點，我認為

交換學生最重要的就是讀書與玩樂，成均館大學的品質與地理位

置能夠滿足這些條件，所以我認為是交換學生的好去處。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我選擇的是成均館大學附設的語學堂的課，每天一到五的

早上九點到下午三點扣掉修習大概是每天五個小時的密集韓

文課，因為學校間合約的關係交換生室不用繳語學堂昂貴的

學費但代價是不能選其他大學部的課。我在台灣已有自學了

一些一級的文法語單字所以在分班考試時雖然寫作空白選擇

題也只寫了前二十題但還是分到了二級。語學堂採取小班教

學，一個班至多 15 人，並且有兩位老師輪流上課。每天的耳

濡目染之下確實進步非常快，我從第一堂課老師說的話大概

只能聽懂 50%，一個月後已經能夠與老師稍微對話，經過兩

個月二級畢業時已經能夠跟老師聊天了。成大語學堂的一個



學期為兩個月，故順利的話交換學生是可以學完兩期的。相

較其他語學堂一期三個月非常適合交換學生。 

 班上同學在二級的時候中國人佔一半，到三級時全班 15

個人只有一個日本人跟我一個台灣人。所以除了學習韓文之

外最大的收穫就是了解中國人了吧，期間也交到了幾個中國

朋友。大家對於政治也只是基於好奇的討論較多，偶爾還是

會遇到態度強硬不尊重我們想法的中國人，也只能默默吐槽

這個人見識狹隘。 

 每一期的期中考過後會有一個文化體驗課程，每學期每個

級別的課程都不盡相同。我二級時去學習了跆拳道、三級時

是去景福宮。有點像校外教學，寓教於樂、翻轉教室的感覺。 

     
  文化體驗-學習跆拳道          文化體驗-參觀景福宮 

四、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外) 

我在成均館大學加入了管樂部，因為原本就有持續練習，



基於想繼續吹樂器與想體驗韓國大學社團所以加入了。在這

裡交到了很多韓國朋友，每個禮拜六團練結束後大家一起吃

晚餐後去酒吧喝酒聊天或是去練歌房唱歌，體驗了很多大學

生的活動也與他們學習韓國文化。 

課餘時間也常探訪首爾與鄰近市的景點，更有兩次去到韓

國的南部，一次跟室友去了鎮海與釜山、另一次與韓國朋友

去順天與全州。在韓國只要會一點基本的韓文就能玩得很盡

興，許多系統也會提供中文服務，不得不說韓國在觀光做得

很棒，在觀光區常會看到韓英中日四國語言，有些地方更貼

心的有繁體字善待台灣與香港的朋友。對我來說，每一次的

出遊都是學習韓文的機會。再次應證了要學習語言最好的辦

法就是到那個國家生活的說法。 

  
鎮海軍港節-慶和火車站&余佐川羅曼史橋 



  
釜山-松島天空步道       釜山-甘村文化村 

  
順天-電視劇拍攝場(드라마촬영장) 

 

韓國的五月是各校校慶(祝祭)的日子，學校除了協助學生舉辦各

種活動之外還會搭建舞台給學生表演，主辦團更會請到藝人來表演。

大部分學校都會分外場與內場，內場需用本校學生證換取出入證才能

入場，成均館大學因為有兩個校區所以可以看兩場超棒的。 



  
成均館大學祝祭(首爾校區)-綠色手環為出入證 

 社團表演 

  
藝人表演-洪真英&TWICE 

 



 
成均館大學祝祭(水原校區) 

當天下過雨所以許多人用塑膠袋綁在腳上防止鞋子沾到泥巴 

  
藝人表演-宣美&WINNER 

 

 這學期很幸運的國際事務處第一次舉辦給交換生的 DMZ 參訪活

動，名額有限所以收到 email之後就要馬上報名。DMZ為Demilitarized 

Zone(非軍事區)，也就是俗稱的三八線。從學校坐遊覽車至 DMZ 的

幾個景點參觀，一路上有韓國導遊用英文講解。而且重點是完全免

費，佛心學校。 



  
DMZ-臨津閣 代表對北方親友思念的絲帶綁滿了臨津閣 

   
DMZ-都羅山驛 

南韓火車的最北站，聽說一天有兩班車開至北韓開城運送物資。 

五、 生活實用 tips 

1. App: map creatrip airbnb 

Kakao map:生活必備 app，查公車茶餐廳必

備，在韓國 google map資訊不多所以要用 kakao map或是 naver 

map。 

Naver map:個人覺得介面較複雜所以不常使



用，但在搜尋餐廳時可以兩個並用。 

Creatrip:裡面有許多介紹韓國玩樂景點或優或

各種資訊，比部落客還要道地的介紹，非常推薦給大家。 

Airbnb:相信大家都不陌生的 app，韓國有需多

民宿可提供選擇，出門旅遊必備。 

2. 通訊預付卡 

成大經營館 B3 通訊店，開卡費₩10,000，每個月必須儲值

₩20,000(2G 的流量)，用完可儲值。學校與宿舍還有許多咖啡廳

都會有 wifi，很省的話可以考慮使用，不過缺點是只能用三個

月，第四個月就要再繳一次₩10,000 的開卡費還有₩10,000 的

儲值費。 

學校附近有一家店員都是中國人的彩虹通信，免開卡費，一個

月 6G 流量，月繳多少忘記了，有興趣的可以去店家詢問。 

在弘大附近，中國同學大推的方案。 



3. 現金/信用卡 

本人帶現金 NTD80,000 去明洞換錢所換錢，其餘使用匯豐信

用卡(現金回饋 2.2%)，可刷卡就刷可，現金是相當夠用的。 

4. 住宿 

宿舍有床墊、被子、枕頭與 wifi，需要購買生活用品附近有

Daiso、Artbox、樂天超市(女宿附近與男宿附近都有)。 

六、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 

1. 全年 24 小時自習室。 

2. 教授與學生對遲到與缺席要求較高，在校園見到奔跑趕上課的

人也是屢見不鮮。 

3. 與絕對評分的100分不同，韓國採取要與同學互相比較的相對

評分。 

4. 在韓國人的人生中就是不停地考試，所以會看到很多大四生

不只準備畢業考試也在準備就業考試，對我來說有一種考試

決定人生的感覺。 

5.  相較韓國其他學校，成均館大學特別地作業報告多，考試也

多。 

6. 學生對於玩樂與讀書的分配較明確。該讀書的時候可以每天



熬夜讀六七小時，該玩樂的時候也可以每天通霄喝酒。 

7. 學校對於讀書環境與資源很大方。校園裡充斥著許多自習室與

公用電腦，甚至在學校附近有一棟樓都是自習室。當然也可能

是因為學生較習慣於學校讀書故確實有這個需求。 

七、 研修之具體效益 

1. 學習韓文達到足以對話的程度。 

2. 深入了解韓國文化與風俗。 

3. 結交他國朋友。 

4. 從他人口中重新認識台灣。 

八、 感想與建議 

除了學習韓文外最大的收穫大概就是對於台灣的重新認識，

結交的朋友中不乏中國大陸的人，才知道原來他們的教育即是台

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他國朋友對台灣的認識也僅是觀光業與電

子產品，對於熱愛的家鄉台灣的國際定位與未來該如何發展感到

困惑之餘，也發覺必須好好思量自己未來的方向。 

我認為在大學時能夠出國交換學生是非常寶貴的經驗，嘗試

著在不同國家學習與生活，除了能讓英文進步或第二外語進步之

外，或許還能夠找到學習的動力與對於生活的熱情。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張皓鈞  所屬系所 / 年級：  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四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t103320002@ntut.org.tw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成均館大學(SKKU)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經營管理系     

研修期間：西元  107 年 03 月 02 日 至  107 年 06 月 26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有免費語學堂課程(自 106-1 學期已取消)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1.Chemical Engineering  2.Biological Sciences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7 年 09 月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7  年 10 月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7  年 12 月   日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免費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駐台北國代表部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overseas.mofa.go.kr/tw-zh/brd/m_20387/view.do?seq=7&srchFr=
&amp;srchTo=&amp;srchWord=&amp;srchTp=&amp;multi_itm_seq=0&
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d=&amp;compa
ny_nm=&page=1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申請表、2 吋證件照、護照、護照基本

資料頁影本、身分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入學許可正本                                  

申請所需時程：   5 個工作天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外國人登錄證申請費用   費用： 40,000 韓圜(學校協

辦)、30000 韓圜(親自辦理)。    

其他項目：   電話費    費用：   約 100,000 韓圜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20 萬  (新台幣) 

http://overseas.mofa.go.kr/tw-zh/brd/m_20387/view.do?seq=7&srchFr=&amp;srchTo=&amp;srchWord=&amp;srchTp=&amp;multi_itm_seq=0&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d=&amp;company_nm=&page=1
http://overseas.mofa.go.kr/tw-zh/brd/m_20387/view.do?seq=7&srchFr=&amp;srchTo=&amp;srchWord=&amp;srchTp=&amp;multi_itm_seq=0&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d=&amp;company_nm=&page=1
http://overseas.mofa.go.kr/tw-zh/brd/m_20387/view.do?seq=7&srchFr=&amp;srchTo=&amp;srchWord=&amp;srchTp=&amp;multi_itm_seq=0&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d=&amp;company_nm=&page=1
mailto:t103320002@ntut.org.tw
http://overseas.mofa.go.kr/tw-zh/brd/m_20387/view.do?seq=7&srchFr=&amp;srchTo=&amp;srchWord=&amp;srchTp=&amp;multi_itm_seq=0&amp;itm_seq_1=0&amp;itm_seq_2=0&amp;company_cd=&amp;company_nm=&page=1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線上選課   紙本選課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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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一__堂課，共___2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Regular Korean Program 2__學分： 6       

                        __ Regular Korean Program 2__學分： 6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校外實習______   學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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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前會透過 email 詢問三種韓文課中要上哪一種，Regular Korean 

Program 即為語學堂課程，主修韓文者優先錄取，intensive 與 regular

會先進行線上考試，開學前會再進行一次分班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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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雙   人房  寄宿家庭 自行租屋 其他：         

 
住宿費用：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1700 美金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 是  否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公車 站名：   성대입구     (距學校距離：  10 分鐘  ) 



  計費方式：      1200 韓圜                

捷運 站名：      혜화           (距學校距離：  15 分鐘  ) 

  計費方式：      1250 韓圜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10 分鐘  )            

   計費方式：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5(三月)~25(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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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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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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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