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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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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送學校、系所、年級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三年級

中文姓名

林靜觀

研修國家

俄羅斯

研修學校

托木斯克州立大學

一、緣起
我一直是一個喜歡冒險、體驗不同文化的人，自從高中去德國交換之後深深愛上了這種體驗
方式，不像旅遊只拜訪一個地方幾天，透過在一個地方生活一段時間，你才能真正的瞭解當
地的文化、認識更多人，體會在各方面和台灣不同的地方，所以一得知北科有那麼多交換學
校，非得要把握機會不可，一入學就開始搜集資料準備完成交換的目標。本來就對俄文有興
趣，加上難得有機會拜訪西伯利雅這塊神秘的土地，所以就毅然決然決定去托木斯克大學挑
戰挑戰自己了！

二、研修學校簡介
托木斯克州立大學是西伯利亞第一所大學，也擁有此地區歷史最悠久、最大的圖書館，科系
廣泛，有很多機會可以接觸不同課程。學校內就有一些小型博物館和音樂廳，會不定時舉辦
文藝活動。托木斯克是個大學城，包含私立的學校共有八所大學，所以是個充滿活力和年輕
人的城市。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托木斯克大學提供交換生很大的選課空間，雖然名字是註冊在特定科系下，但是在課程上可
以選擇任何科系的課程！所以最後我分別選了資工學院的程式和系統分析課，歷史學院的俄
國文化研究，另外還有俄文課和體育課。我所選的程式課強度非常高也非常扎實，一週有兩
次的理論、三次的實作和一次的討論，而且資工學院的教學方式是以模組為單位，每個月都

會有一次考試，而且在考試前還要透過線上測驗達到一
定的門檻才能參與，而且平常有問題老師並不會直接告
訴你解法，最多只會給你方向，最常的是請你回去自己
思考，雖然很辛苦，但在這樣的訓練下也讓我對程式的
掌握度大大提升。相較於程式，雖然系統分析的壓力比
較小但也是不容易，上課老師會簡單的講解理論或是設
計互動活動，實際課本內容則是要自己回家讀，然後通
常每週都會有要結合所讀內容分析應用的作業。這樣的
方式既能應用理論也能提升學生的分析能力。俄文文化
研究課非常有趣，每週都會就一個面向做討論，例如商業、生活等等，老師也會和我們分享
實際的情況，然後每個學生也會分享和自己國
家的差異，幾乎每週都會有課後要做的準備，
可能是隔週繳交的報告或是先為下次上課的討
論準備材料。俄文課每週有三堂其實也算蠻多
時間的，老師教學非常認真，因為是初級班，
以實用為主讓我們生活中可以用到，每堂課都
會有作業，學到一個程度之後還讓我們每天寫
日記練習。最後體育課其實一開始只是為了逼
自己多運動而選的，沒想到是七週的半馬訓練
課程，非常緊湊的訓練，加上自主訓練一週只
有休息一天，一開始也覺得自己做不到，可是透過循序漸進的訓練最後我做到了！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其實這裡的國際學生非常多，而且當地學生對
外國學生也很友善，如果自己積極參與活動，
增加認識當地人的機會，就很容易認識朋友能
夠常常和他們出門逛街等等。除了自己積極接

觸外，這邊也有國際學生的社團可以申請學伴， 讓一開始的適應期有人幫忙，他們也會不定
期在週末帶國際學生一同出遊。學校也有舉辦國際學生之夜，像我們幾個台灣交換生就有代
表台灣上台表演！其他的歌劇院、博物館等等文化活動也有很多演出的觀賞機會，除此之外
托木斯克周圍圍繞著森林，景色非常美很容易就可以去森林裡或是河邊散步。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1.最大的差異是考試方式，這邊常常是採用口試的方式，重要的不是你能不能給出正確答案而
是你懂不懂。
2.作業的部分很多都不是上課會直接給答案，而是要用上課學到的應用，然後用自己的方式分
析產出報告
3.有些科系教學是以模組為單位，雖然整學期課差不多，但是每個月都要考一次試
4.週六有課是正常現象

六、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認識並且包容不同文化
2.訓練自己的邏輯思考能力
3.學習分配好自己的時間和規劃學習策略
4.面對挫折和壓力時更能夠自己調適心情
5.讓更多人認識、了解我們的家—台灣

七、感想與建議
利用交換前的暑假，我扛著我的行李背著我的背包，體驗了第一次一個人的自助旅行，現在
想一想好像真的蠻瘋狂的，走過了歐洲九個國家，見了一些在北科認識的外國朋友，在她美
的家再次相見的感覺真的很奇妙，就這樣旅行了兩個多月，啟程前往俄羅斯這個神祕的國度，
收心準備迎接一學期的挑戰。
在托木斯克英語非常不普遍，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連機場的人英語都不太好！而且俄語語速
都非常快，所以建議挫折容忍度大一些或是有一定的俄文底子的來。畢竟在語言不通的情況
下，他們因為看起來蠻嚴肅的，常常沒辦法透過表情判斷他們的情緒，一開始真的會蠻辛苦
的，當然也是因為這樣其實漸漸聽懂的對話變多時成就感也是很大的！雖然大部分的俄國人
（特別是中年以上）平常總是一副撲克臉，但其實真的認識他們後會發現它們人其實很好也
對外國人很好奇，我覺得敢主動搭話很重要，有些人只是不敢開口，如果你主動跟他們聊天，
可能會意外的交到很多好朋友呢。交換的一開始真的偶爾會萌生自己到底在這個鳥不生蛋的
地方做什麼的想法，也會因為語言感到氣餒，但隨著各方面都漸漸上軌道，事情越來越多，
天氣也越來越冷，慢慢的調適心情，開始享受這個難得的經驗，頂著風、雪、雨還是要固定
跑完自主訓練，這裡的課程要顧，還要抽空和台灣的組員討論專題內容，絕對沒有在台灣輕
鬆，不過想一想，應該沒幾個人有機會體驗這樣的生活吧？就這努力的生活，瘋狂一次吧！
當你開始享受這一切的時候就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除了交到了很合得來什麼都能聊的

朋友外，還有一位熱情的教授帶我去他家附近的森林散步，以及去他家吃一頓午餐，體驗俄
羅斯人的生活。不知不覺一轉眼，就到了倒數的日子，雖然申請提早考試大部分的課程都提
早結束，但也開始了忙著見不同朋友的日子，也許很多人交換是為了要去周圍的國家玩，這
沒什麼不好，每個人都能有自己的目標，但我的目的是要體驗這裡的學生生活，我週一到週
六都有課，不是練程式、跑步就是讀俄文、想專題、打報告，沒有去很多地方玩，但是我很
高興我撐過了這一切，也交到很多好朋友，不知道我會不會再回到這塊土地上，可是有一天
我一定會在某個地方跟這些人見面！
「你不用很厲害才開始但你必須開始才會很厲害」鼓勵每個還在猶豫要不要交換的你、妳，
勇敢地闖一次，一定不會後悔！

備註：
1. 請依規定大綱項目書寫，但格式不拘，可採用圖文並茂附加插圖
2. 字數限制：至少 2,000 字以上
3. 容量限制：8MB
4. 請另附研修相關照片原檔 20 張
5. 請勿呈現重要個人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年月日、住址等)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林靜觀
所屬系所 / 年級：
資訊與財經管理系/三年級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Instagram: jeanumdiewelt
研修國家： 俄羅斯
研修學校： 托木斯克州立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資工
研修期間：西元 2019 年 9 月 2 日 至 2019 年 12 月 27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對俄語有興趣且此校世界排名不錯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年
月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9 年 3 月 15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9 年 4 月 19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http://en.cjiap.tsu.ru/node/23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否
簽證費用：$ 256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莫北協駐台辦事處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mtc.org.tw/new/ch/main.php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邀請函、申請表、護照影本、愛滋篩檢
申請所需時程： 一周
(申請日期)
(取得日期)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北科學費
(新台幣)
其他項目：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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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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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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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開學約一個月後會有分班考試供國際學生參加 ，提供不同程度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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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房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學校宿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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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00
(新台幣) 一週 一個月一學期
就您所知，其他房型費用：
單人房：$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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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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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U library
(距學校距離： 100m
計費方式：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距學校距離：
計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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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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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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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舍附近有三間步行 5-15 分的小超市
其他：請以條列式簡單說明店名、交通位置等
大商場 Lenta 從宿舍出發可搭乘 29 號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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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LOVE PIZZA
類型：
披薩
步行距離： 20
餐廳名稱：
PUMPKIN
類型： 輕食甜點
步行距離：30

價位：
價位：

150-250
200-400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_除了校內的 TSU-online 社團，也可以參加連結不同學校的 Buddy
Building Club 國際生社團，可以增加餐與活動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