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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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羿妏 交換校名 聖公會大學 

校區（若有）  

原就讀系所 新聞學系 交換系所 新聞放送學系 

前往國家、城市 南韓，首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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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3_日 

入境: 2019 年 07 月_02_日 

赴外共_130_日 

修課期間約_80_日；旅遊約＿50＿日 

交換校獎學金： 

無  
有，

  
(請點選)約______新台幣 

該獎學金概述(名

稱?名額?申請手

續?) 

   無 

交通 課程 

航班抵達後，如何到達姊妹校？ 總修讀學分數 8 

搭乘地鐵至溫水站，出站後步行十分鐘。 必修學分數 5 

簡述姊妹校周邊的大眾交通運輸 世新抵免學分數 0 

地鐵一、七號線溫水站 選修課程清單 1 韓國語語學堂 

姊妹校住宿 2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住宿約略費用 90 萬韓元，學期結束後一天 1 萬韓元 3  

室友身份 台灣人 4  

每房住宿人數 3 人 5  

宿舍設備 
床、衣櫃、書桌、乾濕分離衛浴、鞋櫃、

公共廚房及冰箱 

6 
 

建議攜帶物品 個人藥品、轉接插頭 7  

整體住宿約略說明 
學校有兩棟宿舍，其中提供給交換生的宿

舍就位於語學堂教室對面，上課很便利  

…  

交換期間生活花費 抵達首週約 10000 新台幣；平均每月約 20000 新台幣；共約 120000 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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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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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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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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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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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世新之後，便有注意到交換學生計畫這部分，而之所以選擇韓國作為交換學生的地方，是因為自

己時常關注韓國相關事物，聽 KPOP、看韓劇、使用韓國美妝品、品嚐韓國料理等，為了能真正生活看

看，而有了到韓國交換的想法。從遞交申請交換的資料到面試、真正入選成為交換學生的過程，雖然

這中間壓力很大，等待入學證明以及匆忙的準備申請 D2 簽證，但真的在那邊生活、上課之後，便覺

得這些較為繁雜的事物都沒什麼，是很值得的。我是大四上學期申請，因此在學分方面我已經提前修

完，並沒有學分抵免的壓力。另外我有自己於課外時間至師大進修韓語，如果有想至韓國交換的人，

可以考慮先有個基礎再前往韓國，可以加快適應的腳步！ 

出發： 

為提前適應韓國生活，我與同行的書瑋同學在開學（3/4）的前一星期（2/23）抵達首爾，在台灣出

發之前有與聖公會大學的老師取得聯繫，並獲准提前在 2/25 入住宿舍，而在這之前我們選擇於弘大

民宿待兩晚後才搭乘地鐵至學校，位於地鐵一、七號線溫水站，然後步行至學校。 

           

 ▲搭乘韓亞航空，當初是先購買單程機票出發，到韓國後才決定回國日期。 

http://www.opa.shu.edu.tw/data/file/201605/1463557742cbuk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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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基本生活方面： 

與我們接洽的尹老師會說中文，而我和書瑋的學伴也因為剛好是中文系的學生，因此即便不懂韓文，

還是可以溝通的，我們的學伴善玉可以說是交換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人，不管是協助我們處理繳納宿舍

費或者辦理外國人登錄證，抑或是以看網路短劇學習韓語的方式教我們日常生活用詞，處處都可以感

受到學伴的用心。 

              

▲與尹老師合照。                            ▲學伴善玉在學期末送我們客制行李帶。 

在這邊也提醒要前往韓國交換的同學，可以提前上網查詢外國人登錄證的辦理方式，因為辦理時間需

要提前預約（通常可以預約之時間很快就會額滿）、等待證件寄送需要花費三星期的時間，建議同學

們可以先上網預約辦理時間，這樣一到當地便可以快速辦理。 

手機號碼、銀行帳戶可視個人需求是否需要辦理，因為韓國許多功能其實是需要這兩項的配合，像是

叫外賣、網購、搶票等這些實名制的原因，因此這兩個缺一不可，但如果上述這些並非自身需求，則

不一定要辦理，因為他們提供給外國人的 SIM卡為充值型電話卡，費率計算與台灣較為不同，可以自

行斟酌。 

聖公會大學的位置在溫水站，前往市區像是弘大搭乘地鐵約莫半小時，不算太遠且因為有地鐵的關

係，從學校出發去首爾各地其實都還算是方便的。學校附近的話推薦大家可以去吃中華料理，炸醬麵、

炒碼麵、糖醋肉平價份量也大，另一家是豆腐鍋專賣店，韓國同學們很常去，小菜很好吃、份量跟價

位也很剛好；而在溫水站的下一站「驛谷站」可以逛的地方選擇種類較多元，許多生活用品可在這購

買，像是 HOMEPLUS（似台版大潤發、愛買）、大創（販賣商品琳瑯滿目，比台灣的選擇性多且平價）、

菜攤（買一大包菜可分好幾天料理，因為外食消費較高，自己煮可以比較省一些）、另外還有各式各

樣的餐廳，像是韓國知名的連鎖店不用跑到市區便可以吃得到（本粥、香港飯店、MOM’S TOUCH、元祖

奶奶菜包肉、荒謬的生肉等） ，此外分別在鄰近溫水站的九一站有知名的「樂天超市」，富平站則

有「E-MART」，若有想進行零食、泡麵大採購的都可以去這兩個地方，不需要跑到市區，十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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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料理販賣的半半套餐（炒碼麵＋糖醋肉）。▲豆腐鍋專賣店。 

課程： 

聖公會大學提供一學期免費的語學堂，第二學期須自行付費。課程分級的安排會在第一堂先進行考試

以及與老師面談後才公佈班級，老師們會依照當期狀況來決定分班，聖公會的語學堂學生人數並不

多，以小班制教學，因此有時候並不會一定是從第一級開班授課，會按照整體狀況去做調配，而我們

這學期的只有開設一、三、四級的班，像是如果有想上第二級的學生情況就會有點複雜，這也是學生

人數不多的小缺點。班上學生有來自各地的交換生以及在當地生活的外國人及台灣人妻姊姊們，像是

日本、巴西、德國、緬甸、越南、柬埔寨，可以認識到各國的同學們，另外語學堂的課程包含聽說讀

寫課程，在十八週內以全韓語的教學方式，每天早上九點至下午一點的過程，透過不斷的口說以及書

寫，真的有助於自己在韓語實力的進步，除此之外學校有文化體驗、演講大賽，其中文化體驗裡，學

校帶我們至韓國知名電視台 KBS去參觀，了解整個電視台的歷史故事，參觀結束後剛好適逢櫻花正要

盛開的時期，我們也順便欣賞到剛綻放的櫻花們。在語學堂的期間，老師們的教學結合課本、課堂外

的知識，將課程包裝的很有趣，以鼓勵且有耐心的指導方式下，讓學韓語這件事是可以感到輕鬆而沒

有壓力的。 

       

▲我與授課老師合照。           ▲三級班同學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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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 KBS電視台。                                ▲汝矣島櫻花綻放中。 

除了修習語學堂課程之外，我有另外選擇一堂英文課，原先在選課期間有選了一堂全韓文課程，但礙

於韓語能力的限制，只能聽懂課程的 60%，於是我最後只保留了英文課程，雖然老師以英文授課卻也

還是有機會與韓國同學互動，他們雖然會嘗試跟我講英文，我反其道而行先開口說韓文，主動爭取自

己練習的機會，只要敢說其實韓國同學會很願意聽你講的。這堂英文課讓我收穫滿滿，原因在於老師

上課的方式偏向引導你去思考，不給你正確答案，傾向學生能夠將自身想法表達出來，即便上課的講

義有滿滿的文字，背後帶給你的卻是無限的反思，這堂課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中文翻譯課

名則是文化溝通課程，因為我和書瑋為班上為二的台灣同學，在回答問題以及寫下問答題答案的同

時，更能讓我們回想自己生長的台灣，有什麼樣的文化是可以跟韓國同學以及老師來做一個分享，透

過報告的過程中，也意外地讓自己可以更認識自己的家鄉，因此這堂由 Steve 老師所授課的課程，十

分推薦給有機會來聖公會交換的同學可以考慮申請看看。 

          

▲與 Steve 老師合照。                       ▲一起修課的韓國同學們 

上課以外的日子： 

來到首爾之後不外乎就是各種韓國人常做的事情都想做一遍，到練歌房唱歌、吃烤肉、漢江野餐、叫

外賣炸雞、去漂亮的咖啡廳度過悠閒的午後等，有著韓國同學的帶領，也讓這些事情變得更有趣。在

這裡也推薦來首爾交換的同學，首爾隨意去一家咖啡廳都可以從裝潢、餐點感受到那股寧靜且優雅的

氣息，配上一杯濃郁的美式咖啡還有一塊蛋糕，絕對是午後時光的好選擇；另外旅遊書上推薦的美食

像是馬鈴薯豬骨湯、雪濃湯、蔘雞湯、烤腸、安東燉雞等我也一一嘗試過，是回台灣後會想念的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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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江公園野餐。                                  ▲一起到練歌房唱歌。 

           

▲韓國歐巴帶路去吃的烤腸名店。            ▲韓國同學帶我們去烤肉吃到飽。 

         

▲景福宮體驗穿韓服。                     ▲在宿舍叫炸雞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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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咖啡廳每家皆有不同特色，但一致皆以簡約風格作為店面的設計，讓客人感受到舒服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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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旅遊： 

在開學前一週抵達首爾時，把握滑雪場關門之前，與書瑋同學參加了一日團江原道滑雪行程，在雪面

上的玩耍，實實在在的感受到韓國冬天的氣息，結束滑雪行程也不忘要來上一碗辣炒年糕，給自己冰

凍的身體暖和一下！ 

     

▲在韓國的第一次滑學體驗，地點位於江原道 OAK VALLEY。 

在三月時，選擇不參加一日團行程，改搭乘鐵路、巴士抵達京畿道加平，搭船上了南怡島，而也終於

感受到冬季戀歌的浪漫場景究竟長什麼樣子，雖然天氣還是偏冷，造訪景點的遊客人數卻依舊熱絡，

午餐時間在這吃了道地的春川炒雞，而下午我們還去晨靜樹木園，一年四季都有不同展示，但我們去

的時間剛好適逢還沒開花，園區大多為燈飾的擺設，建議大家可以氣候稍為暖一點的時候再來，可以

欣賞到的風景更多更美。 

       

▲南怡島必拍景色。                          ▲晨靜樹木園建議天氣暖一點再來會更好。 

語學堂結束後，五月初我搭乘國內線航班，不到一小時內抵達釜山，安排了四天左右，基本上就將觀

光客該去的景點都去到，相較於首爾，釜山步調便稍微慢了一些，搭地鐵的時候不會太過忙碌，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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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客人的態度也更為友善，釜山有很多美食很值得品嚐像是豬肉湯飯、鱈魚湯、魚板串等，都可以

嘗試看看，而釜山很推薦大家一定要去松島走天空步道、搭纜車，以步行天空步道的方式，感受海水

隨風吹拂臉龐的感覺，透過搭乘纜車的方式，由上往下俯瞰整個釜山的海面更是令人讚嘆不已。 

          

▲搭乘松島纜車往下俯瞰景色。                  ▲釜山甘川洞文化村。 

五月底的時候則是去了一趟濟州島，礙於不能租車，我和書瑋一路都是搭乘公車居多，在濟州島旅遊

的時候彷彿真的是來度假，悠閒且慢步調的氣息在路上隨時能感受到，而選擇任何一座海水浴場，海

灘與海水的景致都非常漂亮，可以看到海水有著從深藍、淺藍、綠漸層交錯著，非常美麗的風景，讓

我覺得這趟濟州島行程很值得，而另外在濟州島也吃了很多海鮮以及品嘗到知名的黑毛豬肉、 橘子

類的相關商品滿街都是，食物好吃、景色很不錯，只可惜沒有車子可以開，因此只能玩了整個島的上

半部，有機會要把下半部也玩過！題外話，我有問過韓國同學說為什麼那麼多韓國人會一直想來濟州

島，他表示：「因為來濟州島有搭飛機，像是出國卻又不是出國的感覺，所以韓國當地人喜歡就近來

度假一下。」聽完這個回答也不免讓人會心一笑。 

          

▲濟州島最迷人的地方在於清澈的海水有著鮮明的漸層顏色，看到這片海心情也隨之愉悅。 

六月則選擇到坡州一日遊，赴臨津閣搭乘接駁巴士參觀 DMZ，沒有提前預約板門店參觀行程稍微可惜

點，但是自由行的人是可以到坡州這邊，購買票券後搭乘專屬巴士，前往參觀第三隧道、上都羅山展

望台遠眺北韓那方以及進都羅山車站內參觀，過程中不多贅述，我認為自己親自走一趟才會感受到那

股凝重的氣息，透過望遠鏡、參觀都羅山車站（如果有機會開通後可以到平壤），更可以了解兩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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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狀況發展。 

     

▲可以購買紀念票券進入都羅山車站。           ▲從展望台眺望過去的北韓景色。 

結語： 

這趟交換之旅讓我以文字敘述來形容的話，「是一場夢，而這場夢在這也要先暫停一下。」感謝爸媽

大力支持，還有在我申請過程裡幫助過我的每個人，以及一起來交換的書瑋、我的室友芷妤在韓國的

生活對我各方面的照顧，最後是在韓國認識的韓國同學們和日本同學們，沒有你們可能無法於短時間

之內快速進步韓語能力。交換之旅這場夢，讓我不僅僅是學業上有了知識的增長，更多的是拓展視野，

出去一趟你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好多事情是你不清楚的，來一趟交換在這生活後，無論是聽韓國

同學對於社會現況的說明抑或是在平常與同學們的相處上，才可以知道文化差異到底在哪，沒有誰是

最正確的，而是讓我更懂得如何去學習如何尊重、學習各式不同的文化，汲取不錯的地方，進而改進

自己。現在是結束交換學生的身份了，但如我上方所說的只是先暫停，有機會一定會再拜訪韓國的，

也繼續增進自己的韓語實力。 

大學四年在人生中就只有那麼一次，學弟妹們有意申請交換學生的千萬別猶豫！試試看說不定可以有

意想不到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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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先在這裡告一段落，如果還有其他問題想提問的同學們，可以私訊我臉書：Vanessa Ch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