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內容大綱 

 

研修學年度/學期 108學年度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工管系 四年級 

中文姓名  李哲安 

研修國家  泰國 

研修學校  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 kmutt 

 



一、 緣起 

 喜歡泰國文化 

 體驗國外教學環境 

 學習泰文 

 

二、 研修學校簡介 

蒙庫國王科技大學(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 kmutt)前身為1960年教育部所立的吞

武里先皇技術學院，學校取名自拉瑪四世。目前學校設有三個

校區，分別為:Bangmod校區、Bangkhuntien校區、Ratchaburi

校區。在2020 QS大學年度排行榜中，KMUTT世界大學排名在

800-1000之間，在亞洲大學名列第146名。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這次來到KMUTT 的SOAD ID 交換一學年，在泰國的大學普遍

會分成THAI  PROGRAM跟 INTERNATIONAL PROGRAM，而

SOAD整個學院都是INTERNATIONAL PROGRAM 所以基本上

跟同學和大部分老師都能溝通，另外SOAD有許多歐美籍的教師，

因此在SOAD比較不用擔心英文無法溝通的狀況，但有極少部分

老師的英文還是不太好，同時因為我選修大二的STUDIO 

CLASS主要是以工作坊模式進行，所以有些講師沒有辦法使用

英文這點比較可惜一些，因為很多時候課程後有Q&A可以很深

入的了解實務上的各種經驗分享但就完全沒辦法聽懂。儘管同

學很努力地試著翻譯但是因為涉及到許多實務上的專有名詞較

難以翻譯 ，所以還是一知半解。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因為我一直很想進入設計學院學習，因此我修了很多課，平常

課後會到處晃晃尋找靈感或是繼續跟朋友討論，當然也少不了

跟交換生的各種派對。大家平常到曼谷的必逛景點也是變成周

末的消遣。由於我在台灣本來就有學泰語，所以我的泰國朋友

們很願意多教我一些，平常日常生活每天都可以學到很多很多

泰文，一年過去我的泰文能力也真的有所進步。另外因為很喜

歡泰國文化，所以對泰國史有一些了解，在假日離開曼谷去其

他城市時也看到了許多之前在書上看到的遺跡，同時我的泰國

好友們會跟我分享他們對這些歷史事件的看法與其他觀點，我

覺得相當有趣。 

 

 



五、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列式列舉) 

1. 國際學院裡是全英文教學 

2. 大部分大學規定學生必須穿著制服，但SOAD可以不用

穿制服。 

3. 許多外籍師資 

4. 校方資源非常多學生很便於使用，舉例來說 金工工作室

只要簽名就可以進去使用，另外還有木工、雷射切割工

作室，每個科系各年級有自己的工作室，隨時可以使用。 

5. SOAD離市區較遠因此大多同學會開車，另外，有很多

課程不是在教室上需要自行前往，必須自己想辦法。 

6. 泰國本籍學生學費高昂(INTERNATIONAL PROGRAM) 

六、 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列式列舉)  

1. 認識來自各國的朋友以及文化分享 

2. 與各國朋友合力完成作業 

3. 泰文與英文進步 

4. 深入了解泰國文化 

5. 深入了解工業設計領域知識 

七、 感想與建議  

首先非常感謝學校給我們的協助，由於泰國的法規規定，其實

外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還滿多繁雜的手續需要辦理，而學校給予

我們許多資訊、建議和幫助，另外，這次剛好遇上新冠肺炎，

校方也及時給交換生許多協助，真的非常謝謝KMUTT。 

在這次交換生涯中體驗到了許多從未想像的事情，當初由於對

泰國文化很感興趣，加上自己本來就有在學泰文，因此抱持著

可以每天大量練習泰文的心態到了泰國，沒想到，到泰國念大

學或碩博士的國際學生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結識了來自各個

國家的好友。在上攝影課時總共有19位學生，而國際生有8位，

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合作真的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從學期一開始碰上的爆炸案、學運到認真學習工設領域的知識

還有接受泰國獨特設計力的薰陶再到最後肺炎疫情爆發，這一

年真的是經歷了好多好多不可思議的事。 

給日後想要申請泰國學校的學弟妹一些建議，關於語言問題，

在泰國的觀光區幾乎所有人都會說英文，儘管發音不大標準，

但還是可以溝通的，重點在於你申請的大學位置不一定位在觀

光區，所以必須要做好對方聽不懂英文的準備，如果因為店家

不會說英文就選擇離開會使你錯過非常非常多有趣的事物! 

用文化交流的態度來到泰國會有許多顛覆你想像的事情發生!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李哲安   所屬系所 / 年級：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四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FB 李哲安                                   

研修國家：      泰國     研修學校：KMUTT SOAD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工業設計系(ID)                

研修期間：西元  2019    年  7 月 31  日 至  2020     年  7 月 2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有學姊去過，另外設計系環境很不錯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  否(其實 KMUTT 有

PRODUCTION ENGINEERING 但是屬於 THAI PROGRAM)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8年7月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9    年 1  月 11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9    年  7 月 15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https://global.kmutt.ac.th/academics/exchange-programs/inbound-exchange-
student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230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泰國經貿辦事處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www.tteo.org.tw/main/zh/services/5202/56233-

Non-immigrant-ED--(%E7%95%99%E5%AD%B8%E7%B0%BD%E8%AD%89).html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1.       護照正本 ( 需有六個月以上之有效期 ) 

2.       國民身份證影本  ( 正反面各一份  並依原比例剪下釘於申請表

左上角 ) 

3.       二吋彩色白底,頭部 3.6 公分至 3.2 公分大小,照片一張  ( 六個月

內 ) 

4.       (大學以上者)須附 : 

(1)    機構需抬頭指定給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以確認該學生之入學資

格信函請註明申請留學簽證類別 信函正本(一個月內有效) 

(2)    機構需抬頭指定給學生之入學許可函正本(一個月內有效) 

(3)    機構執照影本(經有權力之主管簽名蓋機構正章) 

(4)    資助者之20萬英文銀行存款證明和三個月以上詳細存款記錄存

摺簿正影本(須更新至申請日前一日) 

https://global.kmutt.ac.th/academics/exchange-programs/inbound-exchange-student
https://global.kmutt.ac.th/academics/exchange-programs/inbound-exchange-student
http://www.tteo.org.tw/main/zh/services/5202/56233-Non-immigrant-ED--(%E7%95%99%E5%AD%B8%E7%B0%BD%E8%AD%89).html
http://www.tteo.org.tw/main/zh/services/5202/56233-Non-immigrant-ED--(%E7%95%99%E5%AD%B8%E7%B0%BD%E8%AD%89).html


5.       簽證費新台幣 2,300 元整                                

申請所需時程：當天上午申請下午可以拿到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新台幣) 

※課程需要的工具與部分耗材需要自行購入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200000    新台幣以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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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比較沒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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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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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期開始前有外籍生的生活泰語課程，但是時數很短，在學期開始

後也有開設泰語課，但內容比較像是介紹泰國文化，因此我沒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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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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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校 朋友 網路-網址：                                                               

住宿費用：7000(不含水電)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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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門口       ) 

  計費方式：依車型、距離價格不同                      

其他：          雙條                  (距學校距離：     校門口      ) 

   計費方式：晚上九點前7塊九點後10塊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22-35  ※※※※體感溫度時常高於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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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1樓有)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偏高 但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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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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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tesco lotus 在 Bangpakok 

2.big c 在 Bangpakok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1.central plaza rama2 在 ram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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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校內附有校醫 

2.校園附近非常多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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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周邊          類型：    路邊攤或小餐館都有     價位： 40-200        

步行距離：5分鐘                                     

其他建議 

1.曼谷基本上永遠都很熱，無論氣象預報顯示現在幾度，體感溫度

總是不可思議的高，因此考慮在外租屋的人要記得將冷氣電費考慮

進去。 

2.大部分學校是必須要穿著制服的，在上課之外，像是進圖書館或

各處室，如果穿著短褲或是會露趾的鞋子都是不得進入的，(KMUTT

的 SOAD 可以不穿，但在期中考期末考時必須穿，否則禁止進入考

場) 

3.如果身邊沒有朋友會講泰文，永遠不要搭嘟嘟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