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研修心得報告 

 

 

 

 

學校：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系所/年級：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四年級  

姓名：黃筱涵 

研修學期：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研修國家：韓國釜山 

研修學校：國立釜慶大學 

 

 

  



一、 緣起 

由於國中開始就很喜歡韓國文化，閒暇時間會看看韓劇、韓綜等，平常

也很愛聽韓國音樂。自從得知學校有出國交換的機會，加上一直以來嚮往國

外的學習生活，我便開始自學基礎韓文，以及將學校學分盡可能都修完，希

望能把握這次機會到國外增廣見聞。 

二、 研修學校簡介 

國立釜慶大學(부경대학교)位於韓國第二大城市-釜山，由1924年創立的

釜山工業大學和1941年創立的釜山水產大學於1996年併校設立，由於地理位

置靠海，在水產、海洋工業領域具有高水準的研究。釜慶共分為大淵及龍塘

兩校區，龍堂校區多以電機工程科系為主，一般商業管理科系則分布在大淵

校區。 

釜慶大學是釜山極少不用爬坡的學校，交通也非常便利，校園內很漂

亮，秋天會有楓葉和銀杏，冬天可以賞櫻!  

  

         釜慶銀杏大道                                                      釜慶秋天的楓葉 

校園內皆設有銀行、郵局、便利商店、餐廳、咖啡廳等，校外則為一小

商圈，有不少餐廳、文具店、生活用品店等，生活機能相當便利。 

 

釜慶大學附近的商圈 



通常交換生都會安排在世宗一館學生宿舍，房間有獨立衛浴，也有冰箱

和地熱，冬天在宿舍內穿短褲短袖都沒問題! 

宿舍內部空間 

從學校宿舍走大約20分鐘就可以到釜山著名的地標-廣安大橋。 

 

 

 

 

 

 

 

 

                                                                    廣安大橋    

三、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在開學前一個禮拜，負責交換生的老師會用微信將選課消息通知給當期

交換生並給予協助。選課的管道有分手機APP和電腦選課系統，如果是熱門

的課怕選不到，可以兩個方式都準備好，這樣成功選課的機率就會比較大。 

 

  手機APP版選課系統 



 

      電腦版選課系統 

因為當時韓國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基本上課程都採取網路授課，分為    

LMS(觀看課程影片)及ZOOM(視訊授課)兩種上課方式。我選的課程有韓文基

礎及韓國文化，釜慶的韓文基礎課程和一般的語學堂比較不一樣，語學堂會

依照你的程度來分級，每週至少有四天的課程，學得東西會比較扎實，而釜

慶的韓文基礎課程則是學習基本的40音及簡單的文法教學，學期間會出兩到

三次的口說及寫作作業，以及期中和期末的兩次考試，都是以線上方式進行，

課程皆以英文授課，教學方式很詳細但不會太難，如果有想要特別學習韓文

的同學可以參考一下! 

             學生教學系統                                                           基礎韓文授課方式 

另一堂我選的是韓國文化課，這堂課也是以英文授課，課程內容主要是

帶你認識韓國的歷史以及韓國的音樂、電影、藝術等當地文化，期中、期末

皆以報告作為考試。 



 

四、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1. 生活必須 

(1)電信 

我使用的是朋友推薦的 ”親故通

信”，是特別為台灣、中國人申辦，店面

基本上都是在首爾，但他們有微信客服

人員可以諮詢，和他們確認好方案，就

會將SIM卡郵寄到學校宿舍，前提是必

須有韓國銀行卡可以轉帳。 

 

(2)外國人登錄證 

通常學校會協助辦理，但可能會2個月左右才能拿到，也可以考慮

自己先預約辦理，需要的東西有護照正本+影本，和護照用大頭照，這

些東西可以在台灣就先準備好，當然釜慶圖書館也有影印機可以使用。 

 

(3)銀行開戶 

剛開始我們問了很多間銀行，都因為

還沒有外國人登錄證所以無法辦理，最後

是對外國人比較友善的釜山銀行可使用護

照辦理，但也不是每個分行都可以，建議

多跑幾間! 

                                                                                                                  釜山銀行 

申請好後就可以將身上的韓幣匯至銀行，也可以請家人在台灣的

銀行使用電匯方式匯錢到韓國的戶頭，若想使用網路銀行及實體簽帳

卡，還是要等到登錄證下來才能申請。  

 

將這三項都辦理好後，就可以網購，也

可以體驗韓國的日常生活-訂外賣! 韓國的貨

運真的特別快，通常一個禮拜內就會收到，

可以送到學校宿舍的寄物箱，下單時要備註

說明，到貨時會寄簡訊告知寄物箱的密碼，

但要注意過一兩天沒拿會依照時間收錢喲!  

 



2. 校園生活 

平常如果在宿舍讀書讀不下去的話，我都會到圖書館或附近的咖啡

廳，學校的圖書館不僅有公共的讀書環境，也有很多設給個人使用的小

空間，讀累了一樓也有沙發區可以休息。 

      

                                          個人座位區                                                             一樓沙發區 

除了圖書館，咖啡廳

也是不錯的選擇！韓國路

上的店家十間有五間會是

咖啡廳，而且通常都不會

限時，也會有插座，學校

後門就有很多間! 

            

 

3. 校內活動 

由於新冠肺炎的關係，以至於這學期的群體活動都取消，但為留學

生創立的I-FRIEND社團一樣有持續經營，只是活動都改成線上方式進

行，而我們組的組長在我們交換期間，時常帶我們去釜山有名的景點參

訪，還有品嘗韓國的特色美食! 

           

                 和i-friend組員初次見面                            和i-friend組員一起吃部隊鍋 



    

                          釜山二妓台                                           一起到廣安里騎腳踏車 

學期末釜慶大學還為我們辦了一個體驗跆拳道的活動，雖然是唯一

的活動，但還是很開心能參與，結束後還拿到了學校送的午餐和釜慶大

的手提袋! 

       

                         體驗跆拳道                                                   學校送的小禮物 

4. 韓國旅行 

          
              甘川洞文化村的小王子                                          影島大橋開橋  

 



         

           麗水aqua planet海洋世界                                    順天體驗韓國學生服 

       

          大邱E-World樂園的83塔                                              全州韓服體驗  

      

                    慶州 東宮與月池                                          慶州 秋天的粉紅亂子草         

除了釜山以外，我最愛的城

市就是慶州！ 這裡不僅保留著

古色古香的韓屋建築和歷史文

化，韓屋村內也開了不少特色美

食、咖啡廳及小物店，吸引了不

少遊客前來參訪，也是我來韓國

第一次看到這麼多的人潮。 

 



                     

                     光州 內藏山賞楓                           濟州吉祥物-  因疫情戴口罩的石頭爺爺 

  

                                           濟州 城山日出峰                                   濟州島 不能不喝的橘子汁! 

五、 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1. 以英文授課的課程較多。 

2. 圖書館除了大眾讀書空間，也設有多處個人使用的小桌子，一樓為則休

息空間。 

3. 學生間競爭力強，除了期中、期末外，其他時間圖書館一樣很多學生。 

4. 因疫情關係，皆以網路授課為主，分為視訊授課及期限觀看授課影片。 

六、 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1. 增進自身韓文與英文能力。 

2. 體驗韓國當地文化。 

3. 獨立面對國外生活所遇到的困難。 

4. 認識來自各國的朋友，了解不同國家的價值觀。 

七、 感想與建議  

本來我應該會是在108-2學期來釜慶交換的，但因為當時新冠肺炎疫情

實在嚴重，也很猶豫到底要就這樣放棄還是延後交換，最後的決定是延後一

學期，畢竟這是一生難得的機會，希望能把握這次好好到國外學習，雖然學

校很多活動都取消了，當地許多繁華地帶也沒有以前那麼的熱鬧，不少店家



也因為疫情而倒閉，但我一點也不後悔在這個時間來交換，因為我體驗到的

是和歷年交換生不一樣的生活。 

首先是來韓國第一件要做的事情-隔離14天，在這之前從台灣到釜慶

大學要先搭飛機至仁川機場，入境韓國前要先經過幾個防疫資訊的流

程，入境拿完行李後，要搭防疫巴士至KTX光明站，再搭乘高速鐵道至

釜山站，到站後必須先進行核酸檢測，鼻腔真的是會超級不舒服，檢測

完後，才搭乘釜慶大學的校車回到宿舍，到宿舍已經是凌晨一點多了，

路途很艱辛，但是人生難能可貴的經驗! 

隔離期間除了自主學習韓文外，基本上都是在吃與睡間度過的，因

為三餐都非常的準時送到房間，份量都很足夠，有時候還會太多，一餐

還沒吃完下一餐就準備要來了，吃不完的食物全部要放到冰箱，等到14

天後才能一起收拾，所以必須拼命地吃完，不能浪費食物! 

感謝釜慶大的老師們，不僅每天都要來幫我們送飯，還要處理我們

每個人在隔離期間的疑難雜症，最後還為我們交換生辦了一個跆拳道的

體驗活動，真的非常謝謝老師們的付出! 

除此之外，也因為學校的活動都取消了，讓我有更多自己可以利用

的時間，能到韓國各地走走看看，我也的確去了很多地方，雖然都不是

那麼熱鬧，但往好處想，不用人擠人或是為了買一個東西而大排長龍，

而我去的那些地方，像是順天、麗水等等，可能是一般到韓國的遊客不

會去的，相信如果我這次沒有順利來韓國交換，以後可能也沒機會去，

光這點我就一點也不後悔在疫情期間來韓國交換，而且也在這裡認識了

一些新朋友，有的是來唸研究所、有的是語學堂，平時沒事就會聚在一

起吃喝玩樂，有特別的節日也會去朋友家一起煮飯、玩桌遊，有任何韓

國的時事也會跟對方分享，對於這趟交換旅程我非常滿意，在疫情期間

都能玩的如此開心，相信未來疫情結束後，幸運能來韓國交換的同學，

一定也能過得一樣精采!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        黃筱涵      所屬系所 / 年級：  工管四乙                    

聯絡資訊(同意公開)：          k20132932@gmail.com                               

研修國家：   韓國      研修學校：   國立釜慶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下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 Systems Managemant 

Engineering               
研修期間：西元   2020  年  8 月  6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22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科系相關，交通方便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是(系所名稱   Systems Management 

Engineering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20  年  2 月 27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20  年  4 月 1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20  年 7 月 10 日 

申請所需資料清單(若有網址請提供)： 

1. 申請表 

2. 英文 GPA 版成績單 

3. 護照電子檔 

4. 研修/讀書計畫 

5. 財力證明 

6. 3張護照用大頭照 

7. 韓文或英文能力證明 

8. 北科大提名書 

9. 英文在學證明 

10. 行政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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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貼白底證件照1張(6個月內拍攝的2吋照片) 

2. 護照正本及影本 

3. 身份證正本及影本 

4. 標準入學許可書正本   

5. COVID-19 PCR 檢測陰性報告書 

申請所需時程： 2020/7/15      (申請日期)   2020/7/22     (取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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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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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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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學分    下限   3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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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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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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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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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公社               (距學校距離：學校宿舍走5MINS  ) 

  計費方式：       1,200KRW               

火車 站名：                       (距學校距離：           ) 

  計費方式：                      

■捷運 站名：     2號綠線-慶星大.釜慶大站                 (距學校距離：   步

行15MINS/搭公車8MI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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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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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O-地鐵慶星大.釜慶大站附近                                                            

MEGA MART-學校步行15-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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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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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chon 類型： 拌飯 價位： 7000-9000KRW  步行距離： 15MINS     

餐廳名稱：차이나식탕 類型： 麵食 價位：5500-7500   步行距離：15MINS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