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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nglish
類似台灣的通識課，但內容很紮
實!老師會把用法解釋得很清楚，
教你怎麼用才更精確，可以學到很
多台灣英文課學不到的東西。
Intermediate Korean
老師上課很有趣，用全韓文授課，
一個學期下來聽力真的會大進
步。教材是成均館語學堂自編的韓
文課本，都是生活中常見的單字跟
文法，很實用!

M-House
 位置:離學校大門走路 5 分鐘
 人數:6 人房
 設備:家庭式套房(3 間臥室、2 間
浴室、廚房、微波爐、吸塵器、還
有超大冰箱!!)
總花費約：139000
機票：17000
簽證費用：0
住宿費用：50000
每月餐飲費：15000
每月當地交通費：1000
其他支出：11000(因為去了很多地方
玩…)

行前準備(申請流程、辦理簽證等)


申請流程:流程基本上跟著國際處跑就可以了，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證件。
簽證: 到韓國駐台北代表處辦理 D2 簽證，需要準備的資料上代表
處的網站就能查到，從申請到可以領取證件大概要一個禮拜，記
得要提前辦好!
肺結核檢查:成均館宿舍 check in 的時候要交肺結核檢查，沒有
的話是不能入住的!!有的醫院要一個禮拜才能拿報告，提前去檢
查比較好。
外國人登錄證:超級建議在台灣就申請!!!
當時到韓國後才跟著學校一起辦(大概 3 月初)，因為申辦的人很
多，拖到快 4 月底才拿到。如果在台灣先申請，到韓國後去按個
指紋，一到兩個禮拜就能拿到。
* 沒有拿到它之前，不能出境韓國，所有需要實名認證的事都不
能做，像線上刷卡或手機轉帳都不行，也不能申辦網路會員(跟便
宜的網購說再見) ，建議在台灣先申請好，之後會比較方便!



行李準備:
衣物:申請春季交換的話，可以不用帶太厚重的衣服，把空間省下
來帶生活用品，韓國的春天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冷。
生活用品:
 吹風機:韓國的電壓是 220V，帶台灣的吹風機過去用會燒壞
(室友的真的燒壞了…)，所以建議去那邊再買比較好。路上的
Artbox 就有在賣，小支的不到 300 塊，很便宜的~~~
 轉接頭:因為電壓跟插座都不一樣，所以轉接頭要買可以轉換
電壓的，插頭是三個圓孔的那種。
 衛生棉:韓國的衛生棉比較貴，通常一包都是 200 元上下，建
議直接帶自己習慣用的過去。
 衛生紙:韓國都用捲筒衛生紙，盒裝的價格比較高，平常習慣
用盒裝的話，也是可以先帶個幾包去。



換幣:行前帶了 2 個月的生活費，剩下的請家人匯到韓國帳戶。
行前: 當時帶了台幣、美金跟一個禮拜份的韓幣。通常在韓國換
錢所，用美金換韓幣的匯率會比較好，但偶爾台幣會高一點，可

以下載 creatrip 看當天匯率，再決定要用台幣還是美金換。
交換期間:成均館大門口就有一間 woori 銀行，到那邊開戶之後，
再請家人幫忙匯過來就可以了，不過海外匯款抽的手續費比較
高，所以建議一次匯完。(室友是用台灣提款卡，在韓國 ATM 一次
提出來，聽說這樣手續費比較少，覺得可以試試看!)


手機門號、網路: 推薦 KKday!
申辦方案: 他們有一個留學生方案，價格是台幣 770 元，買 sim
卡的時候會先存 4 萬韓元進去，用完之後再去儲值就可以了。去
韓國前就上網訂的話，到機場就可以直接領。
* 因為韓國幾乎到處都有 WIFI，其實用到自己網路流量的機會不
多，選這種用多少存多少的方案會比較划算。
地點:仁川機場跟弘大都有店。
注意事項:拿護照去辦的手機門號只能用 90 天，拿到登錄證之後
要去變更才能延長，他們會再收變更費 2 萬韓元，如果早點申請
登錄證，就可以省下這筆錢!

交換期間(食衣住行育樂、選課注意事項等)


仁川機場到首爾:請坐機場大巴!(一次 1 萬韓元)
扛行李坐地鐵真的會很累，尤其有時候換線或是出站沒有電梯，
就只能手動搬下樓，很慘…



韓國生活
食物:在韓國的這一學期，幾乎沒吃過不好吃的食物，不太吃辣的
人，去那裡也會忍著辣把辣炒年糕吃光光(認真的)。
 價位:通常是 100-250 台幣
 學餐:成均館的學餐很好吃，每天菜單都不一樣，還會免費供
應無限量的泡菜。最推薦經營館裡面的學餐，韓國學生都喜歡
那裡的烏冬麵，但個人覺得炸豬排也是不錯的選擇，價格都在
70~150 上下，真的是外面吃不到的好料。





咖啡廳:韓國人超級喜歡喝咖啡，不只路上一堆咖啡廳，學校
裡也到處都是，每個館都至少有一間。路上公認 CP 值最高的
是 paik’s coffee，好喝又便宜，大杯 85 元在韓國真的是很
親民的價位。在韓國喝咖啡其實很難踩雷，隨便買都蠻好喝
的，不過珍珠奶茶隨便買都雷……
口味: 雖然韓國人喜歡吃辣，但還是找的到很多不辣的食物，
對飲食清淡的人其實很友善的。

衣服:真的很好買……………自己覺得弘大跟梨泰院是最好買
的，梨大雖然也很有名，但衣服重複性蠻高的，很多店家賣的都
大同小異。除了逛實體之外，網購也是個好選擇，可以找到很多
便宜好貨。
住宿:
 宿舍(M-house):成均館的宿舍蠻棒的，設備很齊全，而且離學
校近。通常文化背景相似的學生會被排在同一間，像日本、台
灣、大陸的學生可能就會一起住，我們當時整間都是台灣人哈
哈哈。M-house 也有住一些韓國學生，運氣好的話，有機會可
以跟韓國人當室友!
* M-house 離學校步行 5 分鐘，但要走小路，一開始去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走，可以跟在韓國學生後面或問學伴


考試院:如果想住單人房，考試院也是一個選擇，很多歐美學
生都會住考試院，價格跟學校宿舍差不多。之前去過外國朋友
住的考試院，大概 3 坪大，書桌、床、浴室就是全部了。公用
設備的話，每間考試院提供得不太一樣，找房子的時候要多做
一點功課。另外要特別注意安全性，像我朋友一開始住的考試
院，房門就算鎖上了還是可以從外面打開，曾經有住戶喝醉半

夜衝進她房間，超可怕……。
交通:學校跟宿舍都離地鐵惠化站很近，走路大概 10 分鐘。不過
其實坐公車會更方便，離宿舍更近，而且站點很多。如果不小心
錯過末班車，還有夜間巴士可以搭，從中正過去真的會覺得很幸
福。
旅遊:除了有名的釜山跟濟州島之外，韓國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像是江陵、束草、麗水都很漂亮，可以趁交換的時候去走走。



選課注意事項
學分規定: 成均館的課大部分都是 3 學分，大學部最多選 18 學
分，沒有最低下限。不要以為 18 學分很輕鬆，他們的課都不好過…
而且考試都是在同一個禮拜，期末通常除了考試還會有報告，選
到 18 學分又想拿好成績的話，真的要很認真讀書。個人覺得交換
生選 3~4 堂課(包括語學堂)是最剛好的。
線上選課流程:照著學校寄來的 PPT 操作就可以了。如果看到 GLS
系統一直是韓文的話，記得要先登出，然後在登入畫面重新選英
文版，進去之後就會換成英文了。成均館的選課系統蠻複雜的，
要花一點時間研究學校寄來的 PPT。
選課時間:韓國大學都是搶課，不是篩選制，所以一定要準時選
課。學校公告的選課時間是以韓國為準，往後一個小時才是台灣
時間。
Course catalog:選課前學校會寄課程清單，要注意看想要的課
程，有沒有開放名額給交換生，沒有的話是選不到的，開學之後
要再跑加簽。
 IEC(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urse):學校專門開給交換生
的課，很好選，加簽通常都會上，而且分數很甜。
 一般課程(有開放交換生名額的):可以跟韓國學生一起上課，
交換生名額比較少。畢竟是人家的正規課，課程品質會比 IEC
好一點。
加簽:一樣是第一堂課拿著加簽單去找教授。有的教授可能會堅持

不收，這時候可以試試看跟他說你要抵學分，真的很需要這堂課，
反正讓他感受到你迫切想修這堂課就對了。



課程內容與心得
韓文課:成均館的語學堂分 2 種，一種是 RKP(正規語學堂)，另一
種是 IKP(交換生專用的語學堂)。不管是哪種，都會先做分班測
驗，出國前有一次閱讀測驗 ，到韓國後還會有一次閱讀+寫作測
驗(寫作不會的話可以跳過)
 RKP(12 學分): RKP 這兩年有限制科系(主修/輔修韓文、外文
或亞洲文化相關，或是你在成均館的主修是韓文)，符合資格
才能報名 RKP，要交申請動機跟推薦信 2 封。上課時間是星期
一到五，早上 9 點到下午 3 點，適合真的對韓文很有興趣的人。


IKP(6 學分): 我選的是這堂，因為不符合科系資格…。但往
好處想，這樣就有時間能選其他想聽的課，也可以體驗跟韓國
人一起上課的感覺!
上課時間:一週 6 小時
韓文授課:1~2 級是用英文+韓文授課，3~4 級是全韓文授課。
雖然是全韓文，但老師語速不會很快，而且會搭配肢體語言跟
PPT，理解上不會有問題。
級數變更:雖然有考過分班測驗，但大家程度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老師會先上一點點課，看大家能不能適應，如果覺得太吃
力或太簡單，還是可以加簽到其他級數上課。
* 建議在去韓國前先學一點韓文，至少把拼音學會，這樣就不
用從 1 級開始上。因為 1 級是從發音開始教，一個學期下來可
能碰不到多少文法。
課程內容:我上的是 3 級課程，雖然上課時數比 RKP 少很多，
但課程內容還是很充實，聽說讀寫都會訓練到。課堂上有很多
訓練口說的機會，像第一堂課要用韓文自我介紹，之後上課老
師也會常常點人回答問題。每上完一課之後，老師會發練習
卷，讓我們聽對話寫逐字稿，這對拼字跟聽力都有很大幫助。
老師很活潑又很親切，會一直鼓勵你給你自信，不知不覺就會
覺得學韓文很有成就感!
在韓國最喜歡的就是語學堂，跟可愛的韓文老師，超想念她~~~

Business English:






課程內容:老師是美國人，全英授課，課堂上只能講英文。班
上大概有 2/3 是韓國人，其他 1/3 是留學生。第一堂課會有能
力測驗，看學生程度適不適合這堂課，過低的話老師會建議你
退課，因為修了也不會過(超恐怖)。
上課基本上都是跟著教材，會有超 級 多小組討論，一個月換
一次組別，老師時不時還會點人上台演練。另外，每個禮拜都
會有作業，一定要準時交，不然那次作業會直接沒分，老師不
給補交的。
考試方式:期中、期末考跟期末口說測驗。
期中、期末考:只有閱讀跟聽力，雖然大部分都是老師上過的
東西，但想跟成均館的學生競爭，還是要摸摸鼻子認真念書。
期末口說測驗:每組上台演一齣小話劇，一定要使用教過的單
字跟慣用語。分組的時候，老師會規定組內不能全部都是母語
相同的人，所以小組內可能會有大陸人、韓國人或馬來西亞人
等等，討論過程也會是全英文進行。
課程心得:老師雖然嚴格，但上課很有趣，會把容易搞混的地
方講的很詳細。上過老師的課之後，才知道原本以為很簡單的
時態，其實有很以前沒學過的細節。整個學期下來，覺得進步
最多的是閱讀速度。老師會每堂課都會要求我們在一分鐘內讀
完財經文章，然後回答問題。經過一個學期的訓練，能明顯感
受到閱讀速度的差異。很推薦想精進英文的人修這堂課，雖然
很累，但能從老師身上帶走很多東西。

Marketing Management:






課程內容:這堂課是專門為交換生開的，也是全英授課，雖然
是小班制，只有 10 幾個人，但能跟其他交換生有很多互動機
會。老師是在英美留學過的韓國人，雖然有點口音，但不至於
影響理解，上課方式也比較歐美，喜歡跟學生互動。老師有時
候會讓我們討論個案，再以小組為單位發表意見；有時候是提
問題讓我們各自回答。
評分方式: 期中、期末、作業、小組報告跟個人報告，原本課
綱上沒有作業跟個人報告，但老師突然想到就出了，所以不太
一定。期中、期末都是 30 分選擇題跟 70 分 Essay，上課不一
定教過，要好好讀書………
課程心得:這堂課比較適合有學過行銷的人，因為很多概念老

師都會直接跳過。自己是完全沒有基礎就選的，所以要花很多
時間把基本概念補起來，才能應付考試的申論題。



校園生活
學校環境:成均館雖然有很多山坡，要爬很多樓梯，但是校園環境
真的很漂亮!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景色，尤其春天的時候，整排櫻花
樹開花的樣子，真的很美，每天上課都覺得很幸福。

(學校後門的風景)
學伴:通常學伴會是你第一個韓國朋友!成均館的學伴是 Hi-club
成員跟 Maple 成員擔任，他們大部分都在國外待過，英文非常好，
不用 擔心 溝通 問題 。我 很幸 運遇 到一 個不 錯的 學伴 ，因 為是
Hi-club 幹部，個性很活潑，剛開學就馬上約吃飯，還請吃東西。
但不是所有學伴都很積極，先不要抱太大期待，聽過一些學伴完

全沒聯絡或是不太理人的例子，所以跟自己想像中不一樣的話，
也不要太失望，這是正常的。
成績評定:韓國的成績評定是採相對制，用 A+到 F 表示。像台灣
這樣 60 分及格的是絕對制，相對制是用排名決定成績。以成均館
為例，一個班裡面拿 A 以上的人不能多於 50%，而且最少要有 10%
的人拿 F，所以不管分數考多好，只要排名在最後 10%就一定是 F。
這種制度讓大家都會拼命念書，很嚴格的阿~~~~~~
草地節:3 月中的時候，學校會在經營館前面的大草地舉行活動，
會有很多攤販、藝人表演，還有免費贈品(會送一大堆飲料零食，
一定要去拿!!)。記得活動期間是三天，白天可以在草地上野餐看
表演，或是租儒生服拍照；晚上會播電影，可以跟朋友們躺在草
地上一起看電影，光想像就覺得超棒，當時播了那些年我們一起
追的女孩 (韓國人超愛這部)
大學慶典:5 月是韓國的大學慶典季，建議有空一定要參加，會覺
得自己真的是韓國學生。雖然每間大學辦的活動不太一樣，但一
定會有藝人表演，而且卡司都很強大，根本是小型演唱會!
成均館今年搭了超大的氣墊溜滑梯，請了 6 組藝人，一樣有各種
免費贈品可以拿(紀念 T、唇膏等等等，真的超讚)。除了自己學
校的慶典外，也可以去參加其他學校的。我當時去了 3 間學校，
覺得氣氛最棒的是高麗大學，把校園裝飾得很有氣氛，一直到晚
上 12 點都還很熱鬧，可以看到很多學生在帳棚下喝酒聊天，完全
就是韓劇裡的場景阿!



交換感想
交換一個學期下來，最有感的是軟實力的成長，例如眼界的開闊、
人際關係、適應力等。與不同文化碰撞、融合的過程其實很酷，
可以感受到彼此思維上的差異，但也會發現相互間的默契，而變
得更有包容性。回國之後沉澱交換期間的種種，其實會發現自己
在不知不覺中改變很多，原本以為做不到的事，其實都只是沒有
勇氣去做而已。現在回想起韓國的那四個月，心裡還是滿滿的。
很慶幸自己當初下了這個決定，也很感謝爸媽的支持和國際處提
供的管道，讓我能實現自己第一個夢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