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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碩二

中文姓名

王尚鵬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國立首爾科技大學

一、緣起
從大學開始就一直很期待想要當交換學生，大學時期學校的交換資源相
對較少，就錯過了參與的機會，所以當初在設立研究所的目標就把申請交
換當成是研究所階段的目標之一。
2017年剛好有機會去了韓國旅遊，那之後對於首爾就有一種特殊的情
感，也開始學習韓文，所以在交換學校的申請時，就以韓國為我申請的首
選，一方面是希望能精進自己的韓文能力，也希望可以認識韓國朋友，更
希望可以深入瞭解一個存在文化差異但又如此熟悉的國家。

二、研修學校簡介
當初依照自己期望的進行學校申請，結果也很高興能申請到自己期望的
學校，雖然學校在充滿觀光客的首爾，但是首爾科大在蘆原區，並不是觀
光客聚集的景點，反而相對的是韓國人在地居住地，所以減少了中文與英
文的使用，更能完全進入一個文化的體驗，也更能夠深入當地與韓國人成
為朋友。
學校附近的店家都是以在地韓國食物為主，減少了觀光區的購物商店，
但生活用品購買還是都很方便，附近Homeplus、大型商場都可以買到自己
需要的日常用品。首爾科大的校園環境清幽也很漂亮，知名韓劇－奶酪陷
阱 才以首爾科大為大學的拍攝場景，如果是韓劇迷的話，應該會很喜歡
且融入首爾科大的生活環境。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在交換的學期中，我總共修了三堂課，一堂是系所主課－財務會計，這
堂課以英文授課，老師也會配合學生的程度來安排課程，私下也會關心外

國學生的學習狀況，但以課程難度來說這堂課是比較偏難的，所以會比較
適合會計系或是熟悉會計的人來上課應該會更能適應，但是有問題還是能
直接與老師聯絡，老師都會再更詳細教導的。
其他還修了網球課與韓文課，韓文課是為了增進自己的韓文能力，這堂
課是為了外國學生開設的，老師都會安排適合的課程來授課，並且入學前
都會進行韓國語能力水平測驗，所以課程上不太需要擔心難易度問題，校
方都會幫外國學生安排適合的課程；其實真的很推薦大家選自己擅長的體
育類型的課程，因為我相信認識韓國朋友跟他們相處是許多人去交換的目
的，所以透過體育的合作，私下有更多交流的機會，而且體育課程的上課
氛圍也相對輕鬆，這樣就能認識到更多的韓國朋友，我在這段期間認識的
韓國朋友都是這樣認識的，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基本上每間韓國大學都有語學堂課程，提供外國學生提升韓文能力，但
是收費標準差異蠻大的，首爾科大也有自己的語學堂課程，如果是以學好
韓文為出發，語學堂會是蠻好的選擇，但是時間會被擠壓，就是可能每天
都在上課的程度，所以還是要做取捨。我自己是希望把時間留給自己去探
索韓國的文化，所以我是沒有選擇語學堂的課程，但是跟朋友相處的時間
就多很多，也讓自己對首爾的了解更多。在地學生社團也會提供給外國學
生很多幫助，也會帶外國學生到處參觀，像是板門店這種比較難參訪的景
點，有他們的幫助就會方便很多，所以除了課內之外，課外的活動也是很
多可以參與，也可以與在地人有很多不一樣的文化交流。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
1.韓國大學評分方式的原因，學生之間的競爭力較大
2.韓國人在意年齡與地緣關係，所以群體活動明顯
3.附近24hr咖啡廳很多，無時無刻都可以讀書與討論報告
4.校園內的設施齊全，郵局、銀行、超商一定有
5.首爾科大內有公車，所以交通很方便

六、研修之具體效益
1.對韓國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2.韓文能力提升明顯，並熟悉日常用法
3.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感覺真的不一樣，離開舒適圈會使自己對未來更
努力
4.獨立在一個地方生活，對於自己的成長是很重要的
5.認識到在地韓國朋友，也促進國民交流

七、感想與建議
成為交換學生是求學過程中很特別的經驗，也是未來回想起來很難忘
的回憶，所以有機會大家都應該申請交換，去自己喜歡的國家生活一陣
子，也能夠與其他國家的學生相處，就能發現不同文化背景之下成長的學
生，為什麼會有如此差異大的思考，彼此可以從中了解並成長，也會對於
自己的人生規劃、看世界的角度都有更廣闊的思考，離開舒適圈是成長最
快的方式，也能夠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對未來的幫助是很大的。
能在畢業之前，沒有壓力的到自己喜歡的國家，認識到很多朋友，是
我求學過程中最難忘的事情，雖然申請過程常常讓人煩躁，但是結果真的
很值得，一開始自己設定的目標都有達成，真的很幸運，也感謝韓國朋友
們的照顧，如果有機會還是想要再回去韓國讀書，因為韓國真的是一個很
棒的地方，韓國人也都很好相處，如果是想要申請交換，但是猶豫要去哪
的，韓國會是一個我推薦給大家的好選擇。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王尚鵬
所屬系所 / 年級：經營管理系/碩二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p3327274@gmail.com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國立首爾科技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研修期間：西元 2019
年 03 月 04 日 至 2019
年 06
月 21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學校環境、位置與教學內容等整體考量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8 年 09 月 26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8 年 10 月 14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8
年 12 月 3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Application form、Recommendation、
Letter Study Plan、Transcript、Passport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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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台北韓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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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頭照、入學證明許
可、護照影本、護照正本
申請所需時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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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費用：
50,00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生活
費用：
100,000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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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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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Financial Accounting__
__Korean Language_____
__Tennis______________

學分： 3
學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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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外語學習中心詢問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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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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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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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 站名：
孔陵站
(距學校距離： 步行 5 分鐘
計費方式： 首爾地鐵收費

)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15 到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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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plus、Daiso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CGV、大型綜合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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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名稱：
類型：
價位：

步行距離：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韓國人平常生活常吃的食物，校園附近都有 (烤肉、烤腸、炸雞、
韓式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