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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 

赴外交換計畫報告 
 

 

基本資料 

學生資料 

姓名  陳韋翰 交換校名 成均館大學 

校區（若有） 首爾 

原就讀系所 廣電系電視二甲 交換系所 影像學系(Film, Television and Multumedia) 

前往國家、城市 韓國 赴外學期    2019 至  2019   春季班 

交換資料 

出入境日期 
出境: 2019 年 02 月 22 日 

入境: 2019 年 06 月 25 日 

赴外共 124 日 

3/4 開學，除了假日，只有多請四天出遊 

交換校獎學金： 
 

  
每學期 60000 新台幣 

該獎學金概述(名

稱?名額?申請手

續?) 

         學海飛颺 

交通 課程 

航班抵達後，如何到達姊妹校？ 總修讀學分數 15 

地鐵。 (但其實公車更方便) 必修學分數  

簡述姊妹校周邊的大眾交通運輸 世新抵免學分數  

地鐵惠化站，公車很多，也有校車 選修課程清單 1 Beginner Korean 

姊妹校住宿 2 Visual Editing Workshop 

住宿約略費用             1700 美金 3 
Introduction to Media 

Psychology 

室友身份         中國人*3 . 台灣人*3 4 Marketing Management 

每房住宿人數 6 (M house) 5 

Seminar for Experience of 

global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宿舍設備 三房一廳一廚兩衛一陽台 6  

建議攜帶物品 轉接頭跟衣服就好 7  

整體住宿約略說明 空間寬敞，採光明亮，生活機能超佳 …  

  

 



20180524  

Shih Hsin University 

交換心得 
一、本心得表格完成後不需繳交紙本，僅需將檔案轉換為 PDF（上限 1.9MB），傳送至承辦

人員信箱。 

二、請自以下四種心得形式中擇一呈現即可 

三、選擇第一、第二或第三項呈現方式者，必須公開線上檔案三年以上，且需同意因而附隨

之部落格、粉絲專頁、帳號或信箱等個人資訊之公開。 

四、請同時繳交非專屬授權同意書（親簽之紙本），同意主則單位基於交換生計畫或其他校

內業務所需合理使用心得內容。 
形式 規定 

一、影音呈獻 Youtube、個人影音社群等交換心得分享，總時長應超過 15 分鐘。 

連結網址： 之後若有影片，將會補充在此！ 

二、影像呈現 Ig、Flickr 等圖片為主、文字為輔之交換紀錄，總照片數應多於 25 張。 

連結網址： https://www.instagram.com/han87299200 

三、文字呈現 個人部落格，總帖數應多於 5 篇，每篇皆應多於 300 字且附圖。 

連結網址：  

四、文字報告 直接鍵入於下表，需達 1500 字以上，需附至少 10 張照片並說明內容。 

前言： 

相信會觀看交換心得分享的，大部分應該是  

1. 正在考慮是否要交換的人 2. 已經在準備交換的人 3. 錄取後瘋狂逛 Youtube or 部落格文章找

相關當地事物相關影片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的人 

如果是還在考慮的，先告訴各位！請不要猶豫，開始準備。絕對值得，請相信自己！ 

很慶幸我也曾經是經歷這三階段的人，雖然說是交換心得，或許這篇心得文應該偏向利用更多的

常見問題排解 and 提醒，希望能夠幫助到各位，日後也會有影片版本上傳，讓我們一起享受這四

個月不長不短的韓國交換之旅吧 : ) 

 

◆ 這趟交換到底值不值得 ?  

 

我認為整體還是相當值得，在整個過程中，從準備備審資料、準備面試、準備出國資料、出國後

生活調適、國外解決問題、國外溝通交流、返國後規劃思考，對我來說，其實內在收穫明顯是多

於外在的，所謂內在對我來說有進步的就是更加積極主動地去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獨立、心

態(尊重友善包容等 EQ 變高)、新環境適應能力、勇氣。外在的話則是包括語言的學習，環境的見

識，交流的能力，其實語感真的有被訓練到，就算我是從 0 開始，但也學完了一級程度，真的是

學到了很多。對於還在猶豫要不要交換的人，我真的覺得不要猶豫，也絕對不要質疑自己的能力，

從這幾個月中，我學到的一句鼓勵我很深話就是「在你還沒去執行之前，你不會知道你是不是準

備好了」，準備交換對我來說挑戰了相當多的不可能，原本其實也想放棄，但正是因為這句話繼續

激勵著我，也讓我得到了這僅有的韓國兩名交換資格之一。將這句話也送給看著這份心得報告的

人，願意這麼費心地看著大家的心得，你們一定是很棒很認真的人，也相信你會有很好的成績！ 

 

 

http://www.opa.shu.edu.tw/data/file/201605/1463557742cbuk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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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怎麼選課的咧？課會不會太難啊？想抵學分怎麼辦？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說，成均館有相當多課程是以英文授課，不是英文授課的基本上似乎也不會讓

交換生選，至於選課方式也是開啟網頁系統搶課，跟世新很像，但成均館是能夠在前面幾天的開

放時間將你想要的課放到一個叫「Course bag」的選項中，所以到正式選課那一秒，只要在 Course 

bag 中按下 add add add … 就看你能 combo 拿到幾堂課，像我就是搶到兩堂而已，但是也不用太

緊張！因為和世新不同的是成均館可以加簽，會給你加簽單，只要能夠設法得到任課老師的簽名

就可以拿去給成均館的國際處加簽了，基本上就是這樣！ 

 

（然而這邊有兩個小提醒。1. 選課時因為時間大概還在台灣暑假 or 寒假，因此請記得公告選課時間要記

得換算成台灣的時區 1 小時。 2. 若真的要加簽，請做好 Plan，因為既然可以加簽，就代表著各國的交換

生也可以加簽，屆時一定會教室爆滿，老師也會不讓人加簽，也因此最好是提早找到老師 or 提早到教室，

老師一來馬上先手刀過去給他簽不要聳，否則老師可能發現一堆學生要加簽就會說不要了(真實案例)）。 

 

抵學分的話，對於世新來說，因為要課程內容相近才有機會能夠抵免，因此不是這麼簡單的事，

但基本上還是能試就試，但在這邊提醒建議大家在交換期間有空，就認真的先把每堂課的課綱下

載下來然後整理一下吧，否則回國後要再打開成均館的課程系統可能也忘記了（我的案例…） 

 

我這次去的選課上限是 18 學分的樣子，總之我選了 15 學分，老實說跟我大一選不到課後最後的

學分數一樣，其實還是不少，所以其實我在成均館還是放蠻多的時間比例在念書的。我是影像學

系，老實說原本希望能夠選到拍片相關的課程，但後來卻發現我想上的拍片課都是韓文授課，所

以就無法選了，但還是選擇了很多相關的在世新也修不太到的，以及一堂有興趣的營銷課！ 

 

Beginner Korean 

就是萬眾期待的韓文課，這邊也簡單的再說明一下成均館的韓語課程 ！ 

 

語學堂(一週五天每天 8 小時) ----- 韓語課(一週兩天每天 3 小時) 

語學堂的話就是大家最理解的，如果真的能選到這個自然是最好，但每年制度都在改，似乎並非

每學期都開放交換生選擇此方案課程，至於我們這屆的話，另一位交換生黃士益同學就是選擇了

這個語學堂課程(去看他的心得)！從交換生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的話，是真的很累… 因為課程真的

很密集又很充實，作息也要相當正常，否則會很累，100% Study hard 能不能 play hard 就是看自

己的能力了，但因為真的會累，因此都會是整寢中最早睡的。 

到底多充實呢，就要先說一下一般交換生的韓語課了，我們的課程一班韓語課的話就是一學期一

本，也就是一級韓文程度(韓語總共六級檢定，因此成均館的專用書就是六本)，並且配合期中期

末考。而語學堂呢，就是一學期會上完兩本，也就是會有兩次期中，兩次期末共四次。對我來說，

因為我還有其他選修課程希望抵掉也想修一些不同的課，加上學韓語並非我的最大目標，因此就

只選擇了一般韓語課了，但如同我剛才所說，我還是很認真的學完了一冊完整的一級內容，雖然

還是無法很順利的對話，但還蠻常聽懂一些詞彙以及他人對話的結構感覺的，語感程度很難說明，

但基本上可以感覺的到是如果相同時間在台灣絕對無法達成的，而且真的算是很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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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 Editing Workshop  

這堂課其實是我最期待的一堂課，也是最靠近我本科系內容的課，相當搶手，若有興趣最好首 add

這堂。老師是來自業界的，剪過相當多電視劇，似乎也有幾部電影，上課的話老實說並非我所想

像的教技術，這堂課更多的是利用同學的課堂作業來講解觀念跟分析。這學期我們總共剪輯了兩

部劇大概各五分鐘的內容，第一部是父女對話的劇情，第二部則是動作片。兩者各有各的難度，

而老師今天就是將素材的「原始檔案」給學生下載，直接帶回家剪輯，幾個禮拜後上課逐一播放，

並且個別講評，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剪輯風格，也因此同樣的劇本內容，透過不同的選擇可能

會有不同的效果，看著大家的剪輯作品，以及老師的講評，其實認真看著其他人的作品和自己比

較，真的會學到不同的東西，但因為是逐一播放，也因此會感覺有點拖時間就是了…個人還是推

薦可以選這堂，可以拿到業界的原始檔案真的還蠻興奮的。 

Introduction to Media Psychology 

媒體心理學。老師有非常濃厚的韓式英文，但因為 PPT 很豐富充實，而且內容也真的非常非常實

用，這堂課應該是讓我記得最多東西而且也最內化在自己生活中的。媒體心理學，就是講解了相

當多的心理學理論，例如為甚麼我們會喜歡看喜劇、喜歡看悲劇、為甚麼有人喜歡看別人吃東西、

代言人的效應…等，真的相當多，內容也相當充實，非常推薦的一堂課，內容真的物超所值，而

且因為在世新似乎無法修到這種課，也因此真的讓我覺得很不後悔修了這堂！也認識了一些人。 

Marketing Management 

營銷企劃。中文授課。老師叫程駿駿(因為有 7 還 8 堂相同的課名) 

看到中文授課真的覺得很特別，但也不意外，因為中國學生實在太多了，但大家真的都很認真！

成均館有開了相當多的中文授課課程，基本上都開在平日晚上的時段，這堂課就是其中一堂(PS

成均館最強的就是經營學系，基本上就是就業的保證，也因此國內外很多都是為此學系而來)，老

師也相當認真的教學，我真的也學到了相當多的相關營銷知識，真的收穫滿滿。因為自己對於行

銷也是蠻有興趣的，修到這堂課真的讓自己學到很多專業術語跟內容，回國後實習也有曾聽到一

些術語縮寫，就是從此堂課學來的，因此也是大推。會分組報告，開學後一個月左右每個禮拜就

都會有一組報告，報告完繼續上課上完一章節，相當認真的老師，中國學生也都很拚，我也很拚。 

 

Seminar for Experience of global Culture and Entrepreneurship 

 

一學分。特別的一堂課，基本上可以理解成台灣會有一些課是由外師來上，為了增進本國英文能

力之類的班。這堂課人數很少，大概 15 個，我也不曉得怎麼會找到這堂課，但總之只有我是交換

生，每週一小時，老師就是一位很活潑的外國人，上課的主題每學期聽說不同，這學期是音樂，

因此每個禮拜就是來聽歌，聽講解，跟旁邊的同學聊一些老師規定主題的內容，非常輕鬆，我也

因此交到了最多韓國朋友，老師還帶我們去了上水站聽了類似 music party 的東西，一張門票可以

在各間 Live house 中聽穿梭聽歌。沒學到太多東西，畢竟這堂課的實際目的似乎也並非這麼認真

的學習，更多是鼓勵講英文，以及使用英文互動交流。時間也很短，但認識了很多人，也讓我感

受到成均館課程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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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費真的很高嗎？飲食會不習慣嗎？吃甚麼？ 

 

真的不低，一餐正常的在外基本上都是 10000 起跳，換成台幣大約就是 330 左右。但學餐很便宜，

大約 3000-8000 就可以吃飽了！但吃久了會膩。因此其實蠻常吃泡麵跟自己煮的，在這四個月也

奠定了自己蠻多的廚藝基礎，回國後也發現自己更願意下廚了，做家事也會更甘願，垃圾也好像

會更動的起來去清理。 

其餘花費的話對我來說最高的就是衣物了吧，無論到哪國基本上審美觀也是會受到影響的，自己

真的是花了相當大量的錢在衣物上，對於常去韓國的應該懂克制，但沒去過韓國的話就要注意了。 

在韓國基本上除了自己煮的跟泡麵之外，會在平常吃的基本上不外乎就是學餐的各種豬排定食

(5500 平均)、水餃(3~5 千 10 顆)、烤肉(10000-12000 大推學校友利銀行旁邊之烤肉店，相見恨晚

阿我)、三大速食店(Mom’s touch > Lotteria > Mcdonald)、炸雞 (側門 Momis > 弘大 BBQ > BHC) 

 

◆天氣適應會不好嗎？我應該帶甚麼去嗎？ 

 

我自己的適應狀況其實還不錯，但韓國真的非常的乾，室友就蠻不能適應的。在這邊也要提醒大

家比迎新時間再提早 1 個禮拜過去是我蠻推薦的，我 2/28 交換生說明會，2/22 就先過去，並且

和一樣去成均館的一起用 airbnb 訂了一個禮拜的房間，雖然其實又是一筆開銷，但我認為這個禮

拜還蠻值得的，原因是對我來說因為從來沒來過韓國，因此其實在這個禮拜讓我在語言上有了先

一步的適應，以及適應完全看不懂任何一個字，想當初我第一天連炸醬麵都看不懂，外帶回家時

手機壞掉，差點回不了家，還要尋求路人幫我 map 一下房卡的地址在哪…然後回房後就因為方才

點餐的困難以及突然的安靜而想家了呢…現在想起來真的也是一個特別的經歷啊 XD  

回到主題天氣，春季班的學生的話，像我 2/22 去，其實還是有冬季末的感覺，在接下來的一個月

多其實還是有很長的時間需要穿長袖，推薦大家如果煩惱該帶甚麼衣服的話，基本上我還是推薦

帶越少越好，當初我也是為了行李苦惱了許久，但我一個男性的行李老實說怎麼整理就是沒其他

女性交換生們誇張(30 公斤壓線去的都有)，我帶了兩個 24 吋行李箱，一個裝滿，一個放一些雜物

吹風機之類的跟伴手禮(伴手禮蠻重要的! 有認識外國朋友就送，沒認識就自己吃思鄉。) 總共大

概 21 公斤左右，其實後來還是覺得有點帶太多，但難免還是會緊張所以相信大家到時候整理應該

還是會塞一堆吧 XD 但就是希望以帶越少越好為原則啦，因為一定會買。一定。基本上我只帶長

袖長褲，短袖只帶了兩件預備，但真的沒帶的必要，因為後面就都穿弘大買的全部了。 

基本藥品還是能帶一下，尤其感冒藥，難保不會生病，雖然其實韓國藥局也很多但還是要帶，成

均館有很高級的保健室跟醫生，人也都超好!真的要看醫生就去那吧…在社團大樓二樓…否則貴。 

 

以下的話留給可能沒去過韓國甚至不怎麼喜歡買衣服台灣其實沒怎麼認真買衣服的男性 

基本上衣服如果不要求品牌的話就是在弘大，一點點品牌就是去明洞，個人幾乎都是在弘大買的! 

一件衣服基本上就是 10000，有些好看的會特價到 7-8 千也可以買，超過 12000 就別買了，尤其

前期，因為之後會發現逛來逛去每間店會賣的衣服有些基本上都一樣或相似型，但價差可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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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均館的宿舍如何？出去自己租好嗎？成均館附近有什麼東西？ 

 

身邊有幾個例子的確是自己跑去明洞租的，主要是不希望門禁，但我是覺得完全不必要，就算真

的去夜店那就５點回來就開門了。成均館有非常多宿舍，最遠的甚至要搭車 30 分鐘的樣子…但還

好我的運氣不錯在 M house，基本上就在學校附近，也有捷徑可以到(日後補影片 or IG 問我)，宿

舍很大，真的很大，我們是六個人一間，三個大陸人三個台灣人，其中兩個大陸人是留學生，因

此是要讀 4 年的，但這兩位大陸人其實就成了我不太滿意宿舍的原因，主要除了文化認同之外其

實還是有部分的生活習慣問題。因為有廚房，所以其實蠻常煮東西的，大家的廚師技能也是在交

換生活中增進了不少！是說其實一開始是很期待跟其他可能歐美語系的國家同宿舍，但可惜這學

期學校將同語系的盡量放在一起了~  

成均館大學在惠化站，其實也是相當多人的一站，前後都有很多吃的跟逛的，大創也很多，也因

此才說宿舍用品不需要自備太多，因為生活機能真的很方便，缺甚麼基本上出門走一下就買的到

了！食物的話只能說真的很多，選擇也非常多樣，真的相當熱鬧！ 

 

◆總結 

 

交換生活其實能夠相當精采，但老實說，也不一定 100%如同想像，但有辦法學到更多東西、看到

更多東西是一定的，要問我是不是這四個月有什麼後悔的事的話，其實就是我覺得其實我可以花

更多時間出門遊玩，雖然還是玩了很多地方（照片一堆），但總覺得還是可以更好！交換生活對我

來說著實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真的變得更加積極，回國後其實也多了一些機會，更重要的是，成

為交換生其實也給了我很多向他國人交流，闡述自己的想法的機會，而我也努力的執行了！我的

人生因為這次的交換生活變得更加精采，這個交換心得無法完全的將我四個月的各種經歷以及感

動描述完，但總之，我必須說交換生活真的不會讓人後悔，帶來的好處真的很多！ 

若有其他的問題，也相當歡迎到我的 ig 私訊並詢問! 加油嘿~~ 

IG :  1. han87299200 

 

 

圖片隨意補充時間！更多內容歡迎到我的 IG 觀看唷！ 

 

 成均館有個專門接待交換生的稱為「Hi Club」，會帶你一開始的迎新說明會，甚至夜店活動 

  ，在日後則是各組帶隊的領隊在日後可能會再約出來吃飯或出去玩，但像我們組長很忙就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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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均館其實也沒有到很大，但很高，常常辦很多活動，第二張圖就是大草原，夏天就會都是

草皮，校園演唱會阿、迎春祭、社博之類的就都會在此擺攤，學生甚至會在這野餐！ 

 

 韓國交換生最爽的之一大概就是校園演唱會，學校一間比一間大咖，但其實流傳著成均館的

校慶演唱會通常都不會辦太好(雖然今年是 Red V 團也好像很嗨)，但總之我是跑去了慶熙大。 

 

 影音剪輯認識的  (2 大陸 1 香港)       ； 媒體心理學認識的，沒課時當家教，賺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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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德國人，媒體心理學認識 右上外師課，一群很可愛的韓國人；右下營銷企劃，大陸  

 

 

 

 

               

                                                                   

 

 

 

 

 

 

 

 

 

 

 

 

 

其實認真去認識，真的會認識很多人，上面這些人都是主要和我比較有互動的人！也都有聊過一

陣子，尤其是外師課的人以及最後一張宿舍的合照這群人還有媒體心理學認識的第一位韓國人，

 韓文課，德國法國美國芬蘭等 

沒認識到一個芬蘭的人讓我很後悔 

(第一堂課座位好好選。認真。) 

 

 

 Hi Club 認識+順便認識了他們的室友。 

剛好都是美國跟德國人，帶我去人生第

一次正式夜店，轉大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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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給了我很多特別的經驗跟想法！當然可能還有和其他人互動，但可能就沒這麼直接聊過了～ 

 

再來就是一堆來自和同為台灣人交換生的出遊照片！ 

 

 

 

 

 

 

 

 

 

 

 

 景福宮。著韓服免費入場，但太監服(綠色那套)除外(認真)，原因的話應該很好猜！ 

 

 

 

 漢江公園。必去野餐，推薦待到晚上，衣服多穿點，也有很多街頭藝人，跟情侶。 

 

 

 

 

 

 

 

 

 

 

 

 晚上的漢江公園。相信路上韓國女生的拍照能力，他們都很厲害的，比你還會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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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景。 左上南山首爾塔，右上樂天世界塔，下方駱山公園。 最推薦南山塔，整體夜景感受

舒服度跟自然感我比較喜歡，相較起來樂天就有點工業感，不太自然，但也很漂亮，但貴。 

駱山公園對於成均館的學生來說公車還蠻好去的！不去首爾塔至少也可以先來這，非常適合

賞櫻，當時去的時候還有人正在取景拍片！算是很夯的地方，但拍照有點不易牆太高。 

 

 

 

 

 

 

 

 

 

 

 

 

 

 

 龍山汗蒸幕。應該算是最夯的汗蒸幕地點，真的很好玩，不要怕跟別人洗澡，大家都一樣。 

建議嘗試睡過夜，大家一起躺在廣場也很好笑很有趣。 

 



20180524  

Shih Hsin University 

 

 

 

 

 

 

 

 

 

 

 

 

 

 

 濟州島四還五日遊。 

這幾天真的可稱最開心，超級好

玩，真的也是必去的，海灘很多！ 

 小法國村。 建議搭配南怡島(我沒去)

的行程，可以規劃個假日兩天去，小

法國村很好拍照，也很可愛~法國村

有定時表演，最好早上就去。 



20180524  

Shih Hsin University 

 

 

 

 

 

 

 

 

 

 

 韓國東部江陵、束草。 僅次於濟州島的最愛的行程，日出很美，可以搭過夜地鐵「無窮花

號」過去。海邊的話去了一個「安木海邊」這個海邊是我整個韓國最愛的，甚至認為比濟州

島的還好，海邊旁也有整排咖啡廳，讓你可以享受海景第一排，吹海風也很爽。 

 

 

                                                                                       

 

 

 

 

 

 

 

 

 

 

 

 

 

 

 

 

 

 

 

 

 

 

 

 

 

 首爾市立美術館。首爾美術館很

多，但我只去了這個，蠻有趣的，

商店賣的很多東西也很可愛可以

當紀念。 

 建大。 除了吃烤腸之外，貨櫃市集也

是蠻好拍照的！氣氛也很好。 

 弘大。 有趣逛過應該就會知道占

卜塔羅店氾濫阿，可以去玩玩看，

我也推薦一間店，請去看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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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冰。大推，所有口味我全吃過了。 

        惠化站後面的那個小商圈就有一間！ 

 

 

 

 

 

 學餐的食物大概長這樣！比起外面這些都非常便宜而且也不難吃！ 

 

 

 春天櫻花。可惜自己其實沒拍太多學校櫻   

花的照片，但真的很好看，實際如何就等大家自己

來體驗囉。如果要賞櫻，聽說慶熙大學相當合適！ 

 

 

 

 

 

 

 

 

 

 

 

 

 

雖然無法將所有東西都分享上來，但相信大家

從這些照片就能知道，這四個月真的去了相當

多的地方，看到了相當多新的東西！想知道更

多內容分享的話也歡迎再到 IG 觀看阿，也歡

迎私訊我詢問任何問題嘿!謝謝大家!! 

IG: han872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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