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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巧緣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成均館大學

一、緣起
大一時開始接觸並學習韓文，原本想申請106學年度的第一學期去韓國交
換，但因為課業的關係，最後決定在畢業前、學分已全部修完時再進行交換，
避免學分不夠導致延畢的問題。
選校部分，因為成均館大學是韓國姊妹校名單中世界排名最前面的，因
此選擇了它。但事後想想，其實選離市區最近才是最重要的!排名不是最重要
的!因為其實交換生活中，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玩樂!
二、研修學校簡介
成均館大學（성균관대학교/ Sungkyunkwan University/SKKU），韓國歷
史上最悠久的大學，已有600多年歷史，為一所私立研究型綜合大學。
成均館大學由首爾和水原兩個校區構成，人文與社會科學類院系與語學
堂位於首爾校區，自然科學類院系位於水原校區。

成均館大學校門口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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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在這次交換中，我只修一堂6學分的韓文課(Intensive Korean)。這堂課共
分成四級，開學時會有筆試幫忙分級，若完全沒有基礎的話，直接繳交白卷
即可!考完試隔幾天後，會在某一間教室用紙本的方式公布級數。1、3級上課
時段為(一)、(三)的15:00-17:50，2、4級上課時間為(二)、(四)的15:00-17:50。
不過，在我們這學期發生了一件事—1級人數太多，所以把1級分為「從韓文
字母開始上」和「從文法開始上」兩班，「從文法開始上」那班變成2級(星
期二、四上課)，而原本的2級生，只能選擇要往上到3級，或是降級到1級。
當時我就是原本的2級生，後來決定往上到3級上課，上課明顯感受到單字量
不足，文法方面因為我自己有買2級課本，所以比較沒有不適應的問題!

3級韓文課

3級韓文老師

另外，如果想修12學分的韓文課的話，其實只要和對方國際事務處表達
想修的意願，基本上就算不符合規定也是可以修的!當初其實我有向對方申
請，對方也同意了，但北科這裡不知為何不允許學生和對方國際事務處聯絡
(實際上是可以的!在交換期間中正、交大…等學校的室友都說他們聯絡過!)，
且強制幫我們做了一些決定，所以錯失了上語學堂的機會。因此，在這裡告
訴大家正確的觀念，也同時希望想上語學堂的人不要再次失去機會。
選課部分，成均館國際事務處會寄信，裏頭會有PDF檔，詳細的解釋如何選
課，所以選課部分不用擔心!除了用電腦外可以下載「수강신청」這個APP用
手機加退選課，還可以看已選課人數，跟最重要的「交換學生開放的名額」

，有些課是不給交換學生的!但若真的很想修或是人數已達上限，還是可以
試試看開學後的紙本加選，這些資訊在Orientation時會有人說明。此外，成
均館大學是沒有期中撤選的!要撤選的話，似乎要與原校的國際事務處聯絡，
雙方都同意撤選時才可以撤選，很麻煩。

수강신청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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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學生證大概開學三周後才會拿到，所以如果這段期間你想進去圖
書館的咖啡廳或讀書的話，可以下載「KINGO」這個App。直接點開KINGO，就
會有QR Code，直接把QR Code拿去掃感應的地方，即可進入圖書館!

KINGO App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課外部分，成均館大學會有三天左右的社團博覽會，跟北科的社團博覽
會很像!我自己本身有去過hummingbird社團一兩次，這個社團是大家(幾乎都
是韓國人)一起用英文討論議題，討論完有時會一起吃晚餐或是去漢江野餐!
另外，我的其中一個室友有參加熱舞社，可以依據喜歡的舞風決定要練習的
天數，在期中考後幾周有成發。
此外，成均館大學不時有免費贈送東西的活動!校慶時也會有!校慶除了藝

人外，也會有贈送東西，這學期贈送的有3CE口紅、雙周拋隱眼、衣服、餅
乾和飲料….等都是可以免費拿到的，幾乎都是在經營館發放，如果有機會到
成均館交換的話，記得要觀察經營館有沒有特殊活動!

校慶免費拿的東西

校慶藝人表演((G)-idle)

宿舍的部分，我是住在M-house，M-house是離學校第二近的宿舍，第一
近的是I-house。宿舍是校方隨機選的，但會把同個國家來的人分在同一寢室!
(M-house是6人一間，再每兩人一小間睡覺的房間(大中小三種大小)，書桌是
擺在外面。一間裡面有洗衣機、冰箱、冷氣、地暖(溫度由警衛調)和廚房，但
不是每個宿舍都是這樣，G-house洗衣機就是公用的，且每次洗都要錢，而且
沒廚房，I-house則是兩人一房。)某種程度上，我覺得M-house很棒，而且距
離宿舍一分鐘路程就有Homeplus(超市)，距離兩、三分鐘處有一間郵局，當
最後要回臺灣時，可以先在郵局寄東西回家。

M-house外觀

書桌(另一側還有三張桌子)

廚房、冰箱與洗衣機

M-house兩人一間的房間(中)

在開學沒多久後，Hi-Club會賣成均館的棒球外套，一件45000韓元，有
點貴，但是它滿厚的，是臺灣冬天可以穿的外套!材質也比想要的還要好，而
且還可以在袖子上繡你想要繡的字(我自己是繡韓文名字)，所以之後要來的
人，不妨可以考慮看看買一件喔! Hi-Club統一賣的是黑色(深藍)或灰色的，如
果想要其他顏色的話，可以到經營管B3買，但價錢我記得會更貴!

棒球外套正面(黑色)

棒球外套背面(黑色)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1. 成均館大學裡，中國人很多
2. 第一節課9點開始，每節課90分鐘
3. 韓國人會有排外情形(少數)
4. 幾乎沒看到素顏上課的女生
5. 學校裡有很多家咖啡廳(韓國人很愛喝咖啡)
6. 有很多課會使用線上點名

棒球外套(黑&灰色)

六、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 學習第二外語
2. 認識其他交換學生和韓國人
3. 深入旅遊首爾或其他縣市
4. 學習解決問題
七、感想與建議
※感想
在這四個月中，最感謝的是我的爸爸、媽媽，給我足夠的錢，支持我走
我想走的路，讓我在交換的生活中，不因錢而煩惱。在韓國的日子中，遇到
與認識很多人，大家都很善良、好相處，讓我在韓國的每一天都很充實、有
趣，有問題時，大家也會互相扶持，我很開心也很感謝，因為認識他們，讓
我的交換人生中多了更多意想不到的驚喜與歡樂。
如果時間能重來的話，我一定會更毫不猶豫地選擇來韓國成均館大學交
換，和這裡的朋友們，再次相遇，並再次創造更多有趣、特別的回憶。
※建議
1. 外國人登錄證
學校雖然可以幫忙辦理外國人登錄證，但花費的時間非常長(學校說5
周，但實際上6、7周後才會拿到)，所以非常建議自己先去預約外國人登錄證
辦理，網路上有很多文章說如何辦理，可以上網參考。以我自己的經驗，出
發前兩三周上網預約時，已經只能登記到差不多到開學的兩個星期後的時候
了，所以越快上網預約越好。
2. 手機
手機的部分，在還沒拿到外國登錄證前，可以辦一個月30000韓元，網路
6G的方案，拿到外國登錄證後，可以辦另一種方案(實名認證)，比較便宜，
而且網路是10G，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很瘋迷produce系列的話，實名認證後

就可以投票囉!但我自己只辦網路6G的方案，所以不太清楚另一種方案的價
格。學校附近有很多電信，我自己是到成均館的經營管B3辦理的，那邊有會
說中文的店員，所以可以放心地到那裡辦理!
3. 開戶
拿到外國登錄證前，就可以辦理帳戶了喔!但需要韓國的電話號碼，沒有
韓國的號碼的話，其實也可以和別人借號碼。學校旁邊有woori bank，可以去
那辦理，銀行裡最左邊的櫃檯的人是可以說中文的，會比較好溝通。拿到外
國登錄證後，再去銀行辦理實名認證，經設定後，就可以用手機轉帳囉!也能
用虛擬帳號去網購衣服了!! 但記得一定要跟他說你要手機轉帳，不然有些銀
行員會忘記幫你設定!!
另外，銀行那邊每個月會扣20000韓元，也就是說一開始也會跟你收一筆
20000韓元的費用，到最後你去辦理停掉帳戶時，會把每個月的20000元還你!
所以記得，一開始他向你收的20000韓元不是存到戶頭裡的錢!那是每個月都
會扣的錢，是不能使用的，請記得再另外存錢!
4. Buddy
這裡Buddy是用你在成均館交換的科系來分的，所以如果你是要待在首爾
校區的話，建議交換的系所直接選在首爾校區的。
以我為例，我是機械系的(機械系在水原校區)，所以Buddy是在水源校區
的，但我住宿在首爾，課也在首爾，因此很難見面。除此之外，一開始學生
證也被放在水原校區的國際事務處，還必須跟首爾校區的國際事務處說明並
等待一天，學生證才送到首爾校區。
5. 大學路
大學路其實很好逛，不要小看到，除了Etude House倒光了外，幾乎甚麼
都有，很多好吃的東西也都在大學路上，貢茶和珍煮丹(珍煮丹現在還在裝
潢，應該之後就會有了)都有。想買衣服的話，有一家店(不是RED EYE)裡面
男、女生的衣服都有!除此之外，wonderplace也會有一些有品牌的衣服，有
時會特價，也可以去看看，若想看電影的話，wonderplace樓上就有電影院
(CGV)。另外，韓國的店家汰換率非常高，所以常常突然會有店倒閉和開幕。

6. 住宿
在這學期，Orientation的時間是2/28，學期結束是6/21，而入住和退宿
的時間分別是2/26和6/22，雖然每學期應該都不相同，但可以給看這篇心得
的人一些參考，可以先想想機票要訂的日期。另外，學校的宿舍會有不能進
出的時間，半夜1點到凌晨5點是出不去也進不來的!就算宿舍裡的人想要幫忙
開門，也是開不了的!在這段時間想進去宿舍的話，就只能求警衛了!(這是有
人發生過的，不是開玩笑的喔!)不過，在期中和期末考當周與前一周，都是
沒有限制的，所以可以任意時間進出宿舍!如果想去夜店，就趁這時吧XD
7. 寄東西
回臺灣前，可能東西會有太多的情形，這時可以去郵局寄行李!也有人是
上網找在韓國專門寄行李回臺灣的臺灣人，價格會便宜很多，但就需要將行
李特別拿去指定地點。郵局方面，需要使用那裡所販賣的箱子，封箱膠帶郵
局有，不用特別準備，剩下的資訊，網路上也都有，可以上網查詢。以我自
己的經驗，我寄14.7公斤，用AIR的方式寄，寄後7天包裹就到臺灣的家了!!

寄往臺灣的價目表

在郵局封箱中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彭巧緣
所屬系所 / 年級： 機械工程系 四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l29522523@yahoo.com.tw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成均館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Mechanical Engineering
研修期間：西元 2019 年 3 月 1 日 至 2019 年 6 月 21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北科學校名單中排名最前面&在首爾，且能免費上兩期語學堂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8
年 1 月 19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8 年 3 月 5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8 年 12 月 28 日 (成均館大學，北科是 4/1)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如北科國際事務處網站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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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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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身分證、標準入學許可書正本及影本
申請所需時程： 2019/1/10 (申請日期) 2019/1/16(有提早一天拿) (取得日期)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北科學費即可
(新台幣)
其他項目： 外國登錄證
費用： 約 1140 元(學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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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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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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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堂課，共________學分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中級韓國語_____ 學分： 6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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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學分跟普通課程一樣線上選 ; 6 學分的韓文課和 12 學分的語學堂，學校會寄
信問要哪個，開學時會有分班考試，之後會自動幫你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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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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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萬多(1700 美金，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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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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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楚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1200 元，公車轉公車或捷運，會有折扣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惠化站
(距學校距離： 10 分鐘

)
)
)

計費方式： 每次進去 1250 韓元，再來依距離有時會加 100 韓元，捷運轉公車
會有折扣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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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26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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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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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創(DAISO) - 有兩家，一家在惠化站四號出口對面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Homeplus –有兩家，小間的就在 M-house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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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楚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M-house 走路五分鐘左右，圓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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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엉터리생고기 類型： 烤肉吃到飽

價位： 11000 韓元

步行距離： 大學路

餐廳名稱： 내가찜한닭

價位： 12000 韓元

步行距離： 大學路

類型： 安東燉雞

餐廳名稱： 놀부부대찌개 類型： 部隊鍋 價位： 8000 韓元

步行距離： 大學路

餐廳名稱：

혼곱창

類型： 烤腸

價位： 8000 韓元

餐廳名稱：

설빙

類型：

價位： 90000 韓元/碗 步行距離：

雪冰

步行距離： 學校側門巷子

惠化一號出口附近巷子裡
餐廳名稱：
惠化一號

미친양꼬치

類型：

餐廳名稱：

마미스치킨

類型： 炸雞

餐廳名稱：

정돈돈까스 類型： 炸豬排

餐廳名稱：

아마스빈 버블티 類型： 珍珠奶茶 價位： 3500 韓元

餐廳名稱： 떼루와
正門右轉

烤羊肉串吃到飽

價位： 15900 韓元

價位： 5500 韓元
價位： 8000 韓元

步行距離： 學校後門
步行距離： 大學路
步行距離： 大學路

類型： 黑糖珍珠奶茶 價位： 2200 or 3800 韓元

餐廳名稱： 海底撈 하이디라오 類型： 火鍋
惠化站 4 號出口對面

步行距離：

步行距離： 學校

價位： 9900 韓元(學生套餐) 步行距離：

餐廳名稱： 명륜진사갈비 類型： 烤肉吃到飽 價位： 13500 韓元 步行距離：學校正門旁
餐廳名稱： 아리가또맘마 類型： 炸豬排
餐廳名稱： 마당너른집 類型： 蔘雞湯
惠化一號出口附近巷子裡

價位： 8000 韓元
價位： 14000 韓元

步行距離： 大學路
步行距離：

其他建議 :
泡麵很便宜，但不要吃太多。學餐最便宜是 3500 元，經營館的學餐比較好吃!600
周年那棟的..恩…可以試試就好。你現在看或是剛到韓國時，看上面的價錢會覺得
很貴，但別怕，你很快金錢觀就會改變了，會覺得一餐 8000 元很正常，3500 超
便宜。這裡的海底撈有學生套餐，肉雖然很少，但可以吃水果、紫米紅豆粥…等
吃到飽!
其他建議
1.這裡衛生棉很貴，女生的話可以自己先帶一些衛生棉來!
2.韓國泡麵有時會吃膩，可以先帶一些臺灣口味的泡麵
3.從機場到宿舍，請搭機場巴士(6011 號)，不然你會在地鐵搬行李搬到很厭世
4.女生的話，化妝品和保養品不用帶太多，因為在這你會買更多
5.若是下學期到韓國，夏天衣物不用帶太多，因為很好買(女生的話)
6 若你是男生的話，衣服在弘大買會比較容易&多
7.韓國天氣很乾，記得要帶或買乳液!!
8.韓國 3 月有很嚴重的霧霾，記得帶&戴口罩!!
9.若三個月內會離開韓國，買東西到一定金額時即可退稅(代表剛到韓國時，是無
法退稅的，因為可能 4、5 個月後才會回台)
10.記得帶手提行李秤!因為在會回國時，會非常需要秤行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