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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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 / 兩學期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北科大 / 土木工程系 / 三年級 
中文姓名  鐘泉知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東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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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起源 

我在進入大學之前夢想之一就是一個人獨立在國外生活，進入北
科之後大一時就常常一邊在網路上搜索各交換生的出國研修心得
一邊查詢出國的方法。查詢資料後發現要出國交換的話都必須要
有語言檢定的成績，大部分的交換學生都是用英文檢定來申請出
國的，一方面我的英文不太好所以以其他語言為目標(再前往韓國
之前把韓語讀到3級的程度)，另一方面韓國的歷史文化背景與台
灣時相似，以及2000年開始韓流的影響台韓交流越來越密切最終
選擇了韓國東國大學。 
 

2. 研修學校簡介 
東國大學(又稱DGU)是韓國的一所佛教私立綜合大學，校區位於
首爾校區及慶州校區，首爾校區的地理位置還不錯交通便利，距
離觀光地明洞(명동)只有一個地鐵站的距離，並且鄰接在南山校
內就有登山步道可以散步到另一觀光景點N首爾塔(N-서울타워)
，東國大以警察行政學系與戲劇電影學系而聞名，例如全智賢、
金柱赫、徐仁國、金智媛、允兒、娜恩 等...盛產藝人的地方，但
是通常它們都不太會來學校ㅋㅋ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我在東國大學的研修期間選修了鋼筋混凝土學、以及體育-護身術



，首先在東國大學交換學生的形況開學前業務承辦的老師會用
e-mail傳選課表，裏面包含了專門給外國學生研修的課程(上課方
式全英文)以及一般大學生研修課程(全韓文)，在韓文能力不好的
情況下不推薦聽一般的課程因為韓國教授們大部分以團體討論+
個人報告的方式在進行課程，當然不是語言不好就不能選的意思
只是過程會很辛苦，專門給外國學生研修的課程想當然不會遇到
韓國的同學但是會教到各個國家的朋友，體驗在台灣感受不到的
文化差異。 
 

4.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學校提供的正式課程之外東國大還提供給交換生語學堂
(어학당)的課程可以選擇，東國大的語學堂分為1級-6級，初級班
上課時間為下午1點到5點，中高級班為上午9點到下午1點(二級的
情況較為特殊上下午班都有但不一定能選擇時間)，我2018年度來
的時候是可以從1即開始讀起但是2019年之後沒有2級的程度不能
研修語學堂的課程，以每個年度研修學校的資料為主。 

 
5.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 韓國學校大部分是使用相對成績(A+,A,A-...)比起北科的絕對成
績來說同學之間的競爭更激烈。 

● 韓國校內圖書館有3棟(區)設計的環境能讓學生專心讀書，圖
書館內還有一個專屬休息的空間。 

● 另外還有設置有近百台的電腦室，隨時讓學生能查閱資料或聆
聽線上課程。 

● 韓國大學注重多方面發展，在履歷上參加社團及服務的經驗都
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個人感覺但是我覺得北科忽略了讀書以
外的自主活動。 

● 韓國大多課程是使用小組報告的方式，報告過程中能學到未來
出社會之後的社交技巧，這個地方也體現了韓國人的團結性。 
 

6. 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 了解不同國家即使在相同的工程領域注重的方向不同 
● 透過各種不同國家來的學生了解了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以及

必須守護堅持的民主價值 
● 韓國媒體時常關心國際時事而台灣媒體只會...導致台灣人民普

遍對國際時事漠不關心 
 
 
 

 
7. 感想與建議 

● 食 



韓國的物價比起台灣偏高，想吃到便宜又吃得飽的食物大概就
是學生或公司食堂，校內有5個食堂價錢平均為₩4,500，在校
外用餐的話基本上都是₩8,000左右，義大利麵(파스타 )、
PIZZA(피자)、炸雞(치킨)大概一餐為₩10000-15000，另外在韓
國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咖啡廳or酒店(술집)，校內咖啡廳價格不
算太高以美式咖啡為例(通常最便宜)大約₩2,000，去校外有氣
氛的咖啡廳的話大約為₩5,500(美式)+₩6,000(糕點)價格幾乎跟
正餐差不多甚至會超過正餐的費用。韓國酒文化中常常會有1
攤2攤3攤...整個晚上就不停的吃東西聊天喝酒，聚會的中也會
去노래방、吃冰、喝咖啡可以說韓國人的體力都非常好ㅋㅋㅋ

，每次跟大家聚會完錢包都瘦了ㅠㅠㅠ 
 
在韓國伙食費算蠻大一筆開銷尤其是常跟韓國朋友一起出去，
節省伙食費的方法有購買校內的食卷（南山宿舍樓下咖啡廳有
賣）、自己煮、收集咖啡點卡 
補充：韓國食物普遍偏辣就算跟店員說去掉辣椒胡椒還是會辣
，不能吃辣的人可能要好好考慮。 

 
● 衣 

韓國是一個有快文化(빨리빨리)的國家，在服飾這方面也可以
觀察到一些特色。由於韓國時尚變化的速度很快所以在所以去
弘大或明洞街頭購買的比較注重設計而不是品質，相對來說服
飾的價格也比較便宜。如果想體驗快時尚的話可以考慮去高速
巴士地下街、小區巷子...我甚至看過男生服飾不錯看並且3件
₩10,000的價格，每一季首爾都會在東大門的DongDaeMun 
Design Plaza(DDP)舉辦時尚秀，對流行有關心的話可以過去看
看最近的熱門流行。 
 

● 住 
來東國的交換生可以申請住宿舍，校內住宿只能申請一學期
(包括假期)，去一年的交換生在第二學期就要自己找住宿，東
國大學首爾校區有多間宿舍，目前聽到給台灣交換生住的有兩
間。我本身是住南山宿舍，南山宿舍:一個學期₩1,457,400，位
置就在校內上課十分方便，進出宿舍要使用門禁卡每天
12:00~5:00是門禁時間，門禁時間可以出入只是會被扣分，忘
記帶卡的情況可以跟1樓的警衛借卡、登記，借完房卡要盡速
拿會去還不然會被警衛罵，洗衣房(24小時)位於宿舍一樓男女
分開有洗衣機+乾燥機，洗衣間有機器可以購買洗衣卡₩1,000(
離校時可以退費)，洗or烘衣服₩1,000/次，房間有獨立的地暖
設施或冷氣，冬天時我在宿舍內穿短袖也不會冷，整體設施都
很新每層都有飲水機垃圾丟交誼廳的大垃圾桶就行了。另外韓
國廁所衛生紙大部分都是直接丟馬桶沖掉，建議使用捲筒式衛



生紙。 
 
基本上我是推薦住宿舍的但重點是能不能遇到好室友，由於來
東國大台灣男生不多，男生的情況很容易跟不同國籍的朋友住
，生活習慣不同的話會有點辛苦(舉手)，基本上學校會把來自
同大學的交換生排在同一房間。如果想換室友的話有點困難還
沒有聽過成功的案例。 
 
以下宿舍我沒住過其他交換生敘述的可以參考 
筆洞樓:一學期約₩1,200,000 位置距離學校徒步5分鐘，裡面有
廚房，要自己倒垃圾，洗衣機不用錢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鐘泉知    所屬系所 / 年級：土木工程系 / 三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東國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建築工程   
研修期間：西元  2018 年 8 月  28  日 至  2019  年  8  月 28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有提語學堂課程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建築工程系      )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8 年  01 月 15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8 年 03 月 04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8 年 04 月 17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申请表(附件) 
在学证明书 (英文) 
成绩单 (英文) 
推荐信 
国民身份证复印件(包括家人姓名) 
护照复印件 
电子版照片(证件照)  
保险凭证复印件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 否 
簽證費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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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簽證申請表, 表上貼6個月內拍的2寸白底彩色照片1張 
2. 護照 
3. 身分證(或居留證)正本及影本  

4. 標準入學許可書  
經認證大學錄取人士, 只需繳交第 1~4 項文件 
東國大學2018年為認證大學  
申請所需時程：  3 - 5 日 (工作日)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無 
其他項目： 行政手續費  費用：₩100,000 
其他項目：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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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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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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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國大學有提供語學堂可以學習韓文 
申請方式負責老師會使用E-mail聯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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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overseas.mofa.go.kr/tw-zh/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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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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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400  □一週 □一個月 ◼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考試院 
◼單人房： ₩500,000  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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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公車 站名： 충무로역2변출구.대한극장앞 (距學校距離： 步行10
分鐘 ) 
  計費方式：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충무로역   (距學校距離： 步行10分鐘 ) 
  計費方式：  
◼公共自行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步行10分鐘 )  
   計費方式：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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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食一餐約200台幣  
交換學校所在國家城市與比例         vs.  臺北：1  
生活用品採買地點 
學校附近： 
走路15分鐘道明洞有大創 
地鐵4號線3站到首爾站有樂天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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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충무로역 8號出口有耳鼻喉科 
藥局到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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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용우동 類型： 烏東面 價位： ₩7,000  步行距離：7分鐘  
餐廳名稱： 漢堡王 類型： 速食 價位：  ₩7,000  步行距離：10分鐘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