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緣起及行前準備 

會選擇參加這次的遊學團是因為我對韓國的文化和流行很有興趣，再加上我已經大學四

年級了，希望能在畢業前給自己一個難忘又特別的經驗，才決定要好好把握機會去體驗這 12

天 11夜的韓國生活。 

由於是第一次出國，有很多關於行李限重、託運及登機什麼的都不了解，所以在行前準

備上花了很多時間，像是護照的辦理、採買出國用品，還有要考慮帶多少量的保暖衣物，因

為韓國當地的溫度是零度以下而且又下雪，又為此買了雪靴和羽絨外套。 

 

 第一天-抵達韓國白石大學 

出國當天，我的心裡既興奮又緊張，跟著我此趟遊學唯一的搭檔宜芸學妹約好在小港機

場集合，雖然是早上 7點的飛機，我 4點就起床準備了，但是我在飛機上完全沒有睡意，就

這樣一路興奮到仁川機場。 

10點多抵達仁川之後，我們繞了好久才出來，還一直找不到接機的人，最後我們發現在

人群中有一個人拿著長榮大學的牌子，才驚覺是給我們接機的人。接機的人是白石大學的學

生金聖權，也是這幾天替大家翻譯的學生，在等待其他接機的韓國學生以及大陸學生團抵達

仁川之前，聖權哥就帶我們倆逛逛仁川機場也順便吃了午餐。後來三點左右，其他來接機的

韓國學生也到達機場了，我們一見面就互相自我介紹，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個韓國學生會用

簡單的中文句子跟我們打招呼，還有三個中文系的韓國學生主動前來跟我們聊天，那時候覺

得大家都好熱情。 

最後終於等到大陸學生團抵達機場了，我們要出發搭遊覽車前往白石大學。在機場裡面

的時候看到外面天氣很好且沒有下雪，但是韓國學生卻說外面是零下 12度，我怎麼都不敢相

信，直到走出機場大門的那一刻，我真正感受到原來零下溫度是這樣的感覺。搭遊覽車抵達

白石大學時已經天黑了，晚上更能感受到天氣的寒冷，崔世運老師以及韓國學生們帶領大家

前往宿舍，他們在宿舍大廳簡單的說明這幾天的行程，然後讓大家早點回去休息，準備好開

始隔天起的韓國生活。 

 

 

 

 

 

 

 

 

 

 

 

 

 

 

 

 

 

這是白石大學的學生宿舍，兩

個人一間房。 

室內非常溫暖，地板會發熱，

所以冬天也能在宿舍內穿短褲

短袖。 



 第二天-陶藝體驗，航空服務體驗，emart購物 

我們早上 8點起床在一樓大廳集合，韓國學生們帶大家一起去食堂吃早飯，剛開始我有

點不習慣韓國的早餐是吃米飯，而且三餐都有辣的食物，不過吃到最後會覺得這樣吃其實還

挺健康的，雖然我有點不敢吃太辣，但還是會吃一些。最喜歡的菜是炸地瓜、蘋果沙拉以及

海苔包飯，這些是我每次都會夾很多的食物，有時候廚房的大嬸會很貼心的準備粥或是麵線，

說是特地做給我們的家鄉菜，雖然跟台灣的比起來較清淡，但其實都很好吃是真的。 

  
▲白石大學建築物，一樓是食堂，一樓以上

是圖書館，每天從學生宿舍走來食堂吃飯要 

▲白石大學的食堂內部，旁邊還有小型販賣

部，主要販賣零食為主。

花 15分鐘的路程。 

   

   ▲由左至右分別是在學校吃的早餐、午餐及晚餐 

吃完早飯之後，韓國學生就在外面幫大家分小組發名牌，而我和學妹都被分在第三組，裡

面還有幾個大陸學生，第三組是由四個跆拳道系的韓國學生擔任組長，他們分別叫做恩妃、秀

兒、熙燦、DOBI，也就是說這幾天下來他們四個會帶著我們這組一起行動。 

接下來就是陶藝體驗，一開始陶藝老師先講解如何製作陶藝得時候，我很仔細地聆聽著，

在陶藝體驗之中，我完全靜下心來專注地捏著我的陶土，可能是以前曾經捏過的關係，陶藝

老師和很多韓國學生都說我做得很漂亮。 

 下午的航空服務體驗，由航空服務學的學生帶著大家體驗他們的課程，那時候一走進他

們的專科教室就使我們驚嘆，因為這間教室是把真實的機艙原型搬來，真的是太厲害了，而

且他們的課程也很有趣，像是航空服務課程教我們如何服務乘客、化妝課程教我們如何畫出

空姐妝容、美姿美儀課程教我們如何擁有優雅的走路和微笑打招呼，以及航空安全應變課程

教我們遇到空難如何安全逃生，光是上完體驗課程就很吸引大家去讀這個科系。 



  

▲航空服務學的專科教室 ▲航空服務學的美姿美儀課程

在體驗課程結束之後，我們搭遊覽車去 emart購物，那時候我跟學妹一台購物車，聖權

哥以及我們組的兩個組長秀兒和 DOBI帶著我們一起買，由於我沒有事先做好功課，所以我是

到 emart的時候才問韓國學生，哪些泡麵零食是推薦的，他們都很熱心的推薦很多東西，雖

然我們這邊有聖權哥會翻譯，但是 DOBI跟秀兒都會用手機的翻譯親自跟我們對話，除非太長

的句子翻不出中文的時候，才會讓聖權哥去翻譯。短短的採買時間之內，我們還是買了許多

東西，連韓國學生都覺得我們很厲害，抱著滿滿一箱的零食搭遊覽車會學校吃晚飯。 

 

 第三天-韓文課，KPOP體驗，保健學部體驗 

第一次在韓國上韓文課，上課的內容是基礎發音以及一些簡單的基本會話，雖然我在台

灣已經有學過基礎了，不過我蠻喜歡老師上課的方式，老師時不時會跟大家分享韓國的生活

文化還有她大學時發生的趣事，讓這堂課既可以學習又能了解韓國文化。 

下午是 KPOP體驗，韓國學生帶我們進去了一間舞蹈教室，沒想到我們居然要學跳舞!今

天老師教的舞蹈是 Bigbang的 Bang Bang Bang、EXO的 Growl還有 Pick Me，我是一個節奏感

極差的人，連跟著做操都會慢半拍，更何況是跳一段舞蹈，我就很努力地記舞步然後偷看前

面的動作，EXO的 Growl對我來說真的太困難了，其他兩首歌我都還跟得上。老師在帶大家練

習跳個幾次之後會分兩大組，一組上來跳而另一組休息，我覺得自己整體跳的不是很好，畢

竟才剛學不久，對舞步不是很熟悉。後來我在底下休息的時候，看到旁邊的韓國學生都很 high

的跟著一起跳舞，我都覺得他們好厲害，每一個都很會跳舞，我用手機幫他們錄影的時候，

他們也很 high的對著鏡頭舞動，真的覺得大家都好可愛。 

                
▲上韓文課，左-學妹，右-我   ▲KPOP體驗，與中國學生和韓國學生合照 

 

 



在激烈的舞蹈運動之後就是白石大學的保健學部課程體驗，一開始的護理學讓大家體驗

使用聽診器、溫度計、血壓機，還有穿著手術服，再來我們去眼鏡光學的教室體驗量視力、

洗隱形眼鏡和磨鏡片，因為是第一次有機會可以使用這些器材，所以對我來說都非常新奇有

趣，尤其是穿著手術服真的是很特別的體驗。 

            
 ▲穿著手術服和韓國學生合照    ▲保健學部的專科教室 

          

▲眼鏡光學的量視力體驗       ▲眼鏡光學的磨鏡片體驗 

 第四天-樂天世界 

吃了早飯之後，大家搭著遊覽車一同前往樂天世界，記得學校距離樂天世界的車程不短，

大家都在車上睡死。抵達之後，映入眼簾的是色彩繽紛的糖果店以及紀念品店，任何一個東

西都能吸引我的目光，在搭手扶梯上去入口的時候，DOBI問我敢不敢做恐怖的設施，我馬上

大力地搖頭，因為我在台灣的遊樂園從來沒坐過太激烈的遊樂設施。後來我們進入了室內的

園區，在旋轉木馬前面大家拍了一張大合照，我真的是滿臉新奇的表情四處張望，回頭後才

發現其他組跟我們組的大陸學生都早已散去各處了，剩下我和學妹還有聖權哥、載河哥、我

們組的組長 DOBI及熙燦，於是我們兩個就和他們四個一起行動。    

  
▲樂天世界門票      ▲與韓國學生在樂天世界 的合照 



一開始我們都在室內玩比較沒那麼刺激的設施，雖然每次他們要帶我們去玩下一個設施

之前，我都會問可不可怕，當然室內不會可怕到哪去，室內最可怕就是海盜船，即使他們都

使力拉我去後排，我都堅持坐中間，但坐中間我還是很害怕，每次設施結束時都被他們笑我

都一臉魂魄消失的模樣。 

這一天樂園內到處都是遊客，每一項設施若沒有先預約快速通關的話都要排隊排超久，

也有可能是因為室外太冷所以遊客都聚集在室內，後來我們就移動到室外去。首先我們第一

個挑戰的是高空蹦極，韓國學生說這是迷你版的自由落體，但我還是很害怕高空的設施，畢

竟我連台灣的大怒神都沒坐過了，他們一直叫我要勇敢、要挑戰自己，想一想都難得來到這

了，什麼都不玩也很浪費票，於是我就豁出去也跟他們去排隊，在等待排隊的時候居然被我

們遇到飄雪，我的心情變得很興奮因為是第一次看到飄雪，當我拍照拍得正專注的時候，沒

想到已經輪到我們，我上去的時候緊緊握住 DOBI的手，結束時我只記得我的心臟差點脫離身

體。 

接下來挑戰的是高空鞦韆，我在底下看的時候就覺得這一定比剛剛那個可怕一百倍，我

還是硬著頭皮上去玩，結束後我真的腿軟了，我想我應該不敢再坐第二次，後來我們玩的其

他設施都沒有這兩個刺激可怕，每次經過自由落體的時候，我都會一直慫恿韓國學生上去玩，

他們也是很害怕猛搖頭，我也笑他們膽小鬼。 

外面真的越晚越冷，我的手都凍到紅掉了，於是我們就移動到室內，但因為人真的太多

了而排不到設施，剛好也快要接近集合時間，我們就在一個地方休息買了粒粒冰吃，韓國學

生走過來指著粒粒冰說「買給我」，我也就買來請他們吃，大家就邊吃邊等集合，準備搭遊

覽車回學校了，大家都在車上累到睡死，雖然因為人太多而沒玩到太多的設施，但還是結束

了這開心又好玩的一天。 

 

 第五天-韓食體驗.韓國傳統文化體驗 

一早起來我馬上拉開窗廉，看到了被白雪覆

蓋的學校，我很興奮地打開窗戶想感受外面溫

度，這天真的變冷了。每次在去食堂的路上，我

們都會跟 DOBI他們學韓文，而他們也會跟我們

學中文，所以每次走在學校路上的時候都不會無

聊，而且也因為我們和韓國學生在樂天世界一起

玩了整天，大家也比較熟了一點會互相打鬧開玩

笑。 

 

 

吃完早飯的時候，我們分組坐要討論周末的首爾行要去哪些地方，但是早上因為聖權哥

不在，所以我們沒有人翻譯，韓國學生用英文問我們周末三餐想吃什麼，可是大陸學生好像

英文不太好而聽不懂他們問的問題，我就這樣變成他們暫時的翻譯，用英文摻雜一些韓文單

字片語跟韓國學生翻譯我們的想法，然後用中文跟大陸學生講韓國學生問的問題，偶爾用

GOOGLE找圖片讓韓國學生更能理解我們想表達的，等到聖權哥來了我們才順利的討論結束，

後來我們就開始聊起來了，還互相加了 Facebook、Instagram，就這樣一直聊到下一個活動開

始。 

 

 

被白雪覆蓋的學校 

 



我們到了一間烹飪教室，烹飪老師要大家學習做韓式料理，一開始老師先在前面示範海

鮮煎餅、安東燉雞及韓式餃子，我在旁邊把步驟一個一個記下來，韓國學生還誇獎我很聰明。

後來我們各自散開開始動作，我是負責做韓式餃子，由於這是我第一次下廚，我對自己的廚

藝非常沒信心，旁邊的韓國同學過來幫我嚐味道的時候，我看他面有難色，我還問他是不是

很難吃，他就幫我調味道，後來大家都做完之後就端著自己做的料理去隔壁教室吃，我本來

很擔心自己的會很難吃，可是看 DOBI跟秀兒品嚐過後都說很好吃，我自己吃了之後也覺得還

好沒有很失敗。 

      

▲剛做完韓式料理要開動了   ▲韓國的打糕，外面 qq的，裡面包的栗子泥 

 

下午我們休息了很長一段時間之後，就到教室體驗製

作韓式手工紙製品，我們要製作一個小收納盒可以帶回國

做紀念。在做盒子的時候真的是要非常專注，手還要很巧

很仔細的黏上包裝紙，我在做的時候一直被韓國學生鬧，

後來我還差點做不完，還好有學妹的幫忙，我才順利做完。 

▲體驗製作韓式手工紙製品 

 

 第六天-韓文課，咖啡師體驗，酒店經營調酒體驗 

今天的韓文課學的內容是簡單的會話，是另一位不同的老師上課，這個老師上課也很有

趣，說話的時候臉上表情很豐富，而且很喜歡逗大家玩，整堂課都充滿了歡樂。 

上完韓文課之後，我們就去觀光學部的教室體驗泡咖啡跟調酒，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們

的調酒教室好精緻，而且我還是第一次體驗到親自調酒，雖然我們這次做的是無酒精的調酒，

但是對我來說很有趣，我在倒量杯的時候手還抖得很厲害，真的是超丟臉的。 

  

▲咖啡師體驗         ▲酒店經營調酒體驗 



晚上的時候，突然很臨時的被叫去交誼廳集合，原來是因為重新分組所以要再討論周末

的行程，不過我們兩個還是被分在原來的第三組。在討論的時候也遇到了不少問題點，最大

的問題就是第一天聖權哥會提早離開，第二天則是不會一起來，變成是我們這組是唯一沒有

翻譯的，我自己是覺得還好，畢竟我還能跟韓國學生溝通，但其他人似乎覺得很不方便，後

來不得已才取消去東大門的行程，然後第二天會讓中文系的正率跟我們這組一起暫時行動。 

 

 第七天-KPOP體驗，天安市區參觀(購物保齡球唱歌房燒肉)，課後撞球 

一大早又到了 KPOP的舞蹈運動時間，老師又帶著大家複習上次教的那三首歌，另外又教

了 Twice的的 TT，沒想到最後老師居然要驗收那三首歌，而且要分三組，一組一組上來驗收。 

我在上面超級緊張的，因為我只有 Bigbang的 Bang Bang Bang跳得比較熟，其他都跳得還好，

後來我就豁出去了，很隨興的用自己的方式去跳，沒想到最後還被老師點名說我跳得不錯，

韓國學生也開玩笑地叫我 Idol，最後我們拍了大合照結束了 KPOP體驗。 

  

   ▲KPOP體驗，學妹正在跳舞     ▲KPOP體驗，第三組大合照 

 舞蹈課完畢後，韓國學生帶著大家坐巴士去天安市區逛街，一抵達市區後，我們就先進

去一間百貨公司逛了 H&M，那時候熙燦跟恩妃姊陪我挑衣服，我每拿一件都會問問他們的意

見，他們都很認真幫我篩選，有時候他們會教我「買這個給我」的韓文，我都拿來跟韓國學

生開玩笑。後來還去彩妝店、屈臣氏買彩妝保養品，我還是一樣沒做好功課，到那裏直接問

恩妃姊推薦什麼口紅、什麼面膜。接下來我們就去打保齡球，因為有大陸同學不會打，我就

用我會的方法去教她，大概是因為這樣開始我們才慢慢跟我們組的大陸學生熟起來。然後還

去了唱歌房，熙燦還跟我們說他很會唱歌，像歌手一樣的歌喉，我剛開始還一臉不相信的以

為他在自誇，結果他們點了幾首來唱的時候，我只能說韓國學生真的好會唱歌，因為我不太

會唱歌所以只是在旁邊聽大家唱。 

  
▲保齡球館前，第三組合照     ▲唱歌房 



 晚餐的時候我們這組去吃了燒肉店，我們兩個跟大陸學生們一起坐，韓國學生坐我們後

面，有一次我去夾肉回來的時候，韓國學生向我招手叫我過去，我坐了下來，原來他們叫了

一瓶燒酒想請我喝一杯，於是我喝了一杯又吃了燒肉，覺得真的很爽快而且很好喝，韓國學

生還覺得很驚訝地說居然有台灣人會喜歡燒酒的味道，他們說有些韓國人其實不太喜歡燒酒

的味道但還是會喝，然後還教我韓國倒酒的禮儀以及酒遊戲，後來我們玩得太開心而沒注意

到大陸學生已經吃完了，我們就結束了晚飯準備去搭巴士回學校。 

 回到學校後，大陸學生都回去房間了，韓國學生找我們兩個去打撞球，因為平常晚上都

很閒很無聊，所以我們也就跟著一起去了，他們教我們打撞球，我們還分組比賽，輸的要幫

贏的那隊付錢，我這組雖然最後輸了但我還是玩得很開心。 

  

  ▲燒肉吃到飽，學妹在烤肉      ▲與韓國學生去打撞球 

 第八天-自由文化體驗(明洞、弘大) 

今天我們很早起床出發搭巴士又轉地鐵去明洞，本來想先進去樂天免稅店逛，可是因為

太早來而還未開始營業，於是我們就在外面吹了一段時間的冷風，這天真的超冷的，我也是

手指凍到完全不能離開口袋裡的暖暖包。等到免稅店開門之後，我們就分頭進去開始購物，

熙燦跟恩妃姊帶著我和學妹一起走，我因為忘記帶機票而沒辦法結帳，韓國學生都笑我是傻

瓜，我也是第一次去免稅店買東西才忘記帶的，於是我請學妹先幫我買，然後我們要在免稅

店裡面買的其實不多，恩妃姊就問我們還有什麼想買的嗎，我就說想買的都在外面，後來想

說等 12點集合一起吃午餐再逛外面的商店，在這之前我們四個就去美食區的咖啡廳坐著吃蛋

糕、吃冰還有聊天，我們聊了很多東西，像是聊了自己主修什麼，未來畢業後想做什麼等等，

大家就好像朋友一樣的聊著。 

 

與韓國學生在樂天免稅店的

咖啡廳坐著，吃蛋糕、吃冰還

有聊天 



 

中午的時候我們去吃了飯捲、辣炒年糕跟拌飯，我只是覺得韓國的食物真的好辣，於是

我只吃了個原味飯捲。後來我們就開始逛外面的商店街，逛了很多間化妝品店，還有 Line的

主題商店，也拍了很多照片，其實沒有逛很久我們就準備要離開去弘大了，在走路的時候，

大陸的學生跟我說她覺得大家都走太快以致於有很多想買的東西沒有買到，於是我就幫她跟

韓國學生反應，後來韓國學生也跟我說，她覺得很慶幸我們聽得懂他們想表達的，因為她覺

得她會中文但不是說得很好，可是還好我們都能了解，也聽得懂英文跟一些些韓文，才能把

韓國學生想說的話轉達給大陸學生們。 

抵達弘大之後，我看到弘大的街上超多人，我們還在入口拍了一張合照，拍完就馬上開

始逛街，我在一間包包店買包包的時候，挑戰用韓文跟老闆對話，韓國學生還誇獎我很厲害。

後來逛了一陣子之後，韓國學生就讓我們自己自由活動一個小時，五點在定點集合吃晚餐，

韓國學生他們去咖啡廳坐著休息，我和學妹就開始到處買了一大堆要給家人朋友的東西，買

完就提早回去集合，晚餐是吃必勝客吃到飽結束了這一天首爾行。 

               

▲我在 Line的主題商店拍照      ▲與韓國學生在弘大吃必勝客吃到飽 

 第九天-韓文課，跆拳道體驗，天安市安全體驗館，韓式炸雞 

今天我起床時候好像感冒了一直咳嗽，因為前一天在首爾冷到了，所以一整天都有氣無

力，吃東西也吃得很少，韓國學生知道我感冒後，也很關心我問我有沒有吃藥，我也說我有

吃過了，暫時還有體力可以跑行程。 

這天的韓文課是第一次上課的那個老師，我們複習了上次的內容也教了新的東西，可能

是因為大家越來越熟的關係，課堂上也熱絡了起來，三個小時的韓文課很快的就過去了。 

下午我們去體驗了跆拳道學系的課程，大家都要換上跆拳道服，我的心情突然好興奮因

為是第一次穿這樣的服裝，剛換完就有韓國學生誇獎我漂亮，我們還一起拍照留念，後來就

開始聽老師介紹以及觀賞學生們的表演，他們表演得讓我很感到驚嘆佩服，大家都好厲害好

帥氣，特別是女生打跆拳道真的太帥了。然後老師讓他們的學生一對一教我們基礎動作和防

身術，我發現我真的超級沒有體育細胞，很多基本動作都做不對，踢腿還踢到整個身體往後

摔，像個笨蛋一樣，DOBI他們都會走過來指教我正確的動作，但我還是踢不好，不過跟我搭

擋的韓國學生一直鼓勵我叫我加油，防身術我倒是學得蠻好的，雖然中間在學習的時候，也

一直被我的組長們鬧，不過我覺得跆拳道真的是一個很難得又特別的經驗。 



  

  ▲跆拳道體驗，第三組合照       ▲跆拳道體驗，與韓國學生合照 

接下來我們就搭遊覽車去天安市的安全體驗館，在這裡我們體驗了火災逃生、垂降、地

震體驗還有教我們如何使用滅火器。體驗結束之後我們就回學校了，在路上熙燦就跟我們說

他和 DOBI隔天不會去愛寶樂園，因為他們之前選擇去樂天世界所以這次不能再去了，我也只

說了好可惜，他說沒關係，就當作是休息日一樣，後來他一路上一直跟我們聊天也學習中文，

可能是因為越來越接近回國的日子，大家都越來越珍惜相處的時間。晚上韓國學生還叫了很

多份韓式炸雞，大家就在交誼廳邊吃邊聊天。 

 

 第十天-愛寶樂園 

一大早我感覺這天也是超冷的，我只希望我的感冒不要更加嚴重，因為我今天是玩整天

的室外設施，想必一定又會吹到不少冷風。搭遊覽車的時候，我發現很多韓國學生都沒有去，

有的大陸學生好像也因為感冒沒有來，遊覽車上整個人超少，況且大家可能因為到了活動後

期，都顯得有些疲憊。 

到愛寶樂園的時候，因為我們提早太早到，還在車子上等了二、三十分鐘才下去，我們

在入口排隊分組，我們是室外組，沒想到我們這組的人都是原本第三組的人，但組長只有恩

妃姊帶我們，另外有加入兩個韓國學生以及聖權哥也是負責帶我們室外組，我們進去之後又

分開兩批來玩，恩妃姊跟兩個韓國學生帶我和學妹一起活動。我真的很佩服他們，天氣那麼

冷還能玩高空的設施，今天我也沒玩很多，幾乎都是比較不刺激的設施，而且我總一直站在

暖燈下面取暖，因為實在是太冷了，比較可惜的是下午我們錯過了滑雪的時間，還有動物園

區因為天氣太冷所以沒有開放。我記得在其他人都去玩過山車的時候，恩妃姊問我，後天就

要回去台灣了，會不會哭呢？我心裡覺得我應該是會哭，但是我說了謊跟她說我不會哭，不

知道為什麼這幾天真得越來越感傷，可能是因為好不容易跟這些韓國同學熟起來了，卻又快

要離開他們，後來我們把握剩下的時間拍了很多照片，晚上也看了美麗的夜景，這一天又很

快地劃下句點。 



  

   
▲在愛寶樂園與韓國學生的合照      ▲愛寶樂園夜景 

 第十一天-韓文課，結業式，小歡送會 

真的很不希望這最後一天過得那麼快，最後一次的韓文課結束之後就到了中午，韓國的

學生走進來，我都看得出來他們似乎也都很疲憊，熙燦看到我們對我們說了一句好久不見，

後來他們就帶著大家去食堂吃午飯。在盛完飯之後，恩妃姊向我們招手，要我們兩個跟他們

一起吃飯，因為只剩下今天的時間可以相處了，我們在飯桌上聊著即將離別的話題。 

下午的結業式，只有少少的韓國學生帶著我們到了一個很像禮堂的廳，感覺大家想給我

們驚喜的樣子，一進去之後大家一一入座，韓國學生在台上準備了中文歌還有禮物送給大家，

濃濃的感傷氛圍使很多人都落淚了。後來老師希望有人能上台分享這幾天的感想，有一位大

陸學生先上台分享了，在她分享完之後，老師說希望台灣的學校也能派出一個上來，當然不

是我上去就是學妹，本來我想要裝死不上去，因為從小到大我最討厭上台講感言這件事，沒

想大家我聽到後面的韓國學生都在呼喊我的名字，沒辦法我也只能上台說了，雖然我因為緊

張講得有點語無倫次，但是大家反應都還不錯，最後在結業式還得到不少的禮物。 

結束後我們去吃了在白石大學最後的晚餐，恩妃姊一樣邀請我們兩個跟他們一起吃，吃

到一半的的時候，他們想約我們晚上一起去校外聚會，有點像是歡送會的樣子，既然是最後

的聚會，我們也就答應了。我們約好晚上八點半出發，在那之前就先整理房間整理行李，後

來在大廳的時候我把 DOBI他們攔住，拿出了特地從台灣帶來的芒果乾還有前幾天晚上寫的卡

片送給他們，他們似乎很感動，DOBI又哭了，秀兒跟我們說心中的感謝是言語無法表達的，

看到他們很喜歡，還特地把這些禮物拍照 PO文，我也覺得很高興。 

晚上的時候恩妃姊、秀兒跟熙燦來找我們，原來他們還約了聖權哥跟 Sang Mi姊一起，

我們就一起出發到學校外面的小餐館一邊吃火鍋一邊聊天，大家還一起玩遊戲，也互相約定

下次一定要再去韓國找他們或是他們會來台灣找我們玩，大家就像好朋友一樣相聚著剩下的

時光，今天我真的過得很開心。 

在愛寶樂園跟學妹的合照 



  

▲韓國學生準備中文歌送給大家   ▲最後的小聚會，與韓國學生的合照 

 第十二天-離開 

由於大陸學生的坐飛機時間地點跟我們不同，再加上這天又遇到韓國的大遷徙日，大家

都要返鄉過節，路上會塞車塞爆，所以我們必須跟著大陸學生一起早上 7點搭遊覽車，然後

他們下去金浦機場的時候，我們就在車上等著。等到韓國學生回來之後，我們就再次出發去

仁川機場，結果我們大概 9點的時候提早很早到達機場，我們的飛機是下午三點，距離班機

還有六個小時的時間，秀兒跟恩妃姊留下來陪我們，老師跟熙燦以及聖權哥剛送我們來不久

就要回去了，雖然真的很不捨，但我們還是擊掌互道再見。 

後來在機場我們也是拍了很多照片跟休息聊天，直到我們要進去了，我又不小心流眼淚

了，學妹也是，進去的時候還不時一直回頭看著他們，這下子真的要離開了，12夜 11天就這

樣結束了。回到台灣之後我也給韓國學生報平安，在高鐵站時學妹給了我一封信，我們也在

那離別了，回來的感覺真的很奇怪，明明剛要熟悉另一個環境，卻又很快地回到最初的環境。 

 

▲秀兒與恩妃姊跟我們道別 

 

 

 

 

 

 



 感想與建議 

12天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要我選擇的話，我會希望時間可以再拉長，因這幾天下來我

們都在學校裡面活動居多，也只有幾天的校外活動，所以體驗的還是有限，我覺得很可惜的

是沒有去體驗桑拿房以及穿韓服，然後我很後悔我沒有買很多東西，因為沒事先做好功課。

但是比起購物，我覺得有沒有體驗到韓國的生活文化、在當地看到了什麼以及如何跟韓國學

生交流比較重要，我剛開始本來也是很害羞不敢開口說韓文或說英文，但後來我了解出國就

是勇於講出來，說不好沒關係，因為要說出來才會有交流，才能結交到外國朋友，我到第二

天、第三天開始，不管參加什麼活動都很踴躍的第一個舉手，然後很主動去跟他們聊天，他

們也會主動找我講話，韓國朋友對我和學妹的印象也很好。其實我也只是會聽一點韓文，但

是到最後不知道怎麼了，我的組長像是熙燦跟恩妃姊都乾脆直接用韓文跟我講話，我真的不

懂的時候才會請他們講英文。 

這 12天 11夜的韓國生活對於我可以說是最難忘又最特別的經驗，因為是第一次出國，

又剛好是去一個我以前很嚮往的國家，在那裏我體驗了韓國的生活文化，而且也結交認識了

很多韓國朋友，學了很多口語化的韓文也練習了我英文的口說能力，還有教了他們很多中文，

我很喜歡這些朋友也喜歡這幾天的生活，這幾天很感謝他們總是很熱情的幫助我、照顧我，

我也感覺得出來他們也很喜歡我們，回國之後即使分隔兩地，但我們都還有持續在連絡著，

希望將來有一天能有機會再見面相聚。 

  
▲我在學校與雪拍照        ▲白石大學的雪景 

 

 

 

 

 

 

 

 

 

 

 

 

 

 



 費用 

項目 細項 金額 

交通費 公交卡 18,000韓元 

Emart 零食、泡麵、暖暖包 100,000韓元 

樂天世界 
紀念品 80,000韓元 

粒粒冰 5,600韓元 

天安市區 

寶齡球 5,000韓元 

唱歌房 2,000韓元 

燒肉吃到飽 12,000韓元 

樂天免稅店 
甜點 16,000韓元 

化妝品 34,000韓元 

明洞、弘大 

送人的禮物 120,000韓元 

衣服 55,000韓元 

化妝品 46,200韓元 

必勝客吃到飽 14,000韓元 

愛寶樂園 午餐飲料 15,300韓元 

仁川機場免稅店 送人的禮物 74美金 

總金額 74美金+523,100韓元 

 

 

 

 

 

 

 



  

 

長榮大學學生 2017 白石大學遊學研修體驗團成果報告書 

 

 

 

 

 

 

 

 

白石大學遊學研修體驗團心得 

 

          原就讀學校/科系/年級：長榮大學/航管系/三年級 

                    學生姓名：余○○ 

          研修國家：韓國 

          研修學校：白石大學 

          遊學期間：2017.01.15 ~ 01.26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至少 1500字及 6張圖片(含說明)，12號字： 

1.緣起/準備（可就行前準備、簽證之辦理、接機等準備事項進行陳述）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可就該研修學校特色、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學習成效等事項進行陳述）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可就參加之課餘活動或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進行分享) 

4.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就研修學校之生活環境、住宿、交通、飲食等事項進行陳述） 

5.費用篇(請就生活支出或研習期間必要支出等費用進行陳述） 

6.感想與建議 

  想參加這次遊學是因為本身對韓國文化有興趣，加上有自學韓文，所以想到韓國去看一看。去遊

學這段期間正逢韓國的冬天，相對於台灣的天氣是無法體會的，所以在準備衣服上真的有點困難，

還請教有冬天去過韓國的老師、長輩、朋友和上網查資料，詢問衣服如何穿搭。出發當天，搭乘七

點的飛機，也就是說天還沒亮就要到機場 check in、托運行李等，大概坐了三個小時的飛機到仁

川機場，看到機場的時候真的很興奮，好多架飛機，而且都來自於不同航空公司，像是大韓航空、

韓亞航空、國泰航空……等，下飛機後搭乘機場捷運，這時看指標發現，只有韓文、英文、日文這

三種語言，我們就看著日文中的中文指標走，成功的搭乘捷運到行李領取處，這時又發現一個問題，

領取處好多區，還好有背班機號碼，不然就要尋找很久了。算是順利的我們入境韓國了，也遇到白

石大學的接機的學生，他就帶我們在機場晃晃、吃飯，幫我們和服務生溝通。就在機場休息到嘉興

學院的學生抵達，之後再一起抵達學校。白石大學很像長榮大學一樣，就在高速公路旁，而且學校

裡就有一個公車站。學校雖然偏僻，但是很漂亮而且真的很大，好幾棟大樓。學校是分八個學部，

而學部內細分很多系，這次遊學也體會不同系的專業。 

第一天的課程是讓我印象深刻的體驗，就是航空服務系。我們走進到一個機艙教室，椅子是 A380

的機型艙內裝置的椅子，然後體驗他們的站姿、走路、彎腰要 45度，最特別的是開機艙門，門真

的很重，就連一個男生都會會覺得吃力，更何況空服員幾乎都是女生，必須要有體力還有能力，才

能成為正式的空服員，真心佩服他們航空服務系的學生。上完課，就和韓國學生們去逛大賣場，購

買生活用品和零食。韓國學生還推薦他們喜歡吃的零食給我們，而我們想買的零食也 會帶我們去

找。那時我突然想到韓國的香蕉牛奶，就用韓文說，他們就很積極的找而且還問我中文要怎麼說，

他們說中文真的很可愛，因為中文有四個聲調，但韓文沒有，所以對他們來說有點困難。 

  在這幾天也體驗護理系，互相測量耳溫、心跳聲、血壓，還穿上手術室中的服裝，穿衣服的時候

雙手還不可以碰到其他東西，真的是蠻困難的，一定需要另一個人幫忙，覺得醫護人員真的是辛苦

了，畢竟我們只有稍微體驗覺得有趣。再來就是保健醫療，由於測視力的不一樣，台灣的是用 C

的開口方向，而他們是用數字，他們還特地學中文的數字，真的覺得很用心。我們還體驗磨鏡片，

把一個大鏡片磨成像眼鏡大小，這個體驗需要的是耐心，雖然感覺磨很久的實間但是大小好像還是

沒什麼改變，讓我哭笑不得。再來就是體驗韓國飲食，自己做韓國菜，雖然很想把食譜帶回來台灣

做但是調味料有點多而且台灣有些沒有，所以就放棄了。第二個印象深刻的體驗是，帶我們韓國學

生都是跆拳道的學生，他們很開心我們穿上跆拳道的衣服。在體驗的途中，我不會的，他們認真教

我，雖然做的不好，但是他們還是給予稱讚。 

  和韓國學生互動真的是一個大挑戰，由於我們這一小組的韓國學生沒有中文系的，而是厲害的跆

拳道，所以要中文對話真的很困難，還好他們英文都還不錯，所以我們就是韓文和英文參雜地說，

真的聽不懂再求救到白石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我們就這樣一起互動了十天，學到了不了不少韓文，

有些聽得懂就很有成就感。還記得有一天，因為那位留學生有事要處理，變成我們要負責幫中國學

生做翻譯，真的嚇死我們了，還好免強撐過那一小段時間，當下下定決心回台灣要好好把韓文學起

來。有兩天是到樂天世界和愛寶遊樂園，雖然語言不通用簡單的英文和韓文，我們和韓國學生很開

心的度過那兩天，他們帶我們去坐恐怖的遊樂設施，雖然很害怕但是他們的熱情真的無法不一起和



他們玩，所以這次遊樂園我也突破了自己，所以到了第二個遊樂園，就都也敢玩，也拉著不敢玩得

韓國學生一起玩(遊樂園這兩天是由不同的韓國學生帶著我們)，語言不通，但是我們成了好朋友。

和他們逛街也很有趣，他們對於彩妝都很了解，還推薦給我們眉筆、眼線筆、到很厲害的口紅，他

們都不吝嗇的告訴你還幫你跟店員詢問。十幾天互動下來，大家都有感情了，他們還為我們舉辦歡

送會，唱中文歌、寫繁體中文的信給我們，對他們來說中文字真的很難，他們一筆一畫的寫，真的

很感動，感動到都流淚了。最後一天的離別真的難過，因為不知道甚麼時候還會相遇，真的很捨不

得，雖然嘴巴一直說再見，腳還是在原地，最後還是道別，下次見。 

  這次的白石大學遊學，收穫真的不少。認識很多朋友，互相學習語言，得到老師和學生的幫助。

體驗韓國飲食和文化，更認識韓國，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認知和想法，所以意見不同時要學習聆聽

或接納，適時提出自己的意見。而且不懂的要及時詢問，有問題就勇於提出來。這次的遊學經驗，

讓我成長不少，也讓我心胸更寬大，更能接受更多不同的事物。 

 

 

 

 

 

 

 

 

 

 

 

 

 

 

 

 

 

 

 

 

 

 

 

 

 

 

 

 

 

 

 



附錄 

 

第一次看到雪景，超級興奮的，但是對韓國學

生他們不喜歡下雪因為會很冷很冷。 

從宿舍拍學校的樣子，這天早上還下著雪，走

出去時，雪的厚度可以淹沒腳了，看來下一整

個晚上了。 

 

 

 

 

 

 

航空服務系，練習走路的教室 

他們還怕我們走路尷尬還播音樂給我們聽，雖然

我覺得還是很尷尬。 

覺得他們很厲害穿著高跟鞋可以走的很順暢，像

模特兒走舞臺步一樣。 

 

 

 

 

 

 

 

 

 

體驗進手術房醫生和護士從洗手到穿手術衣的

步驟，手還不能亂碰其他東西，如果沒有另一個

人幫忙真的很困難。 

 

右手邊的圖是磨鏡片，磨了好久好像沒有變

小……這是一份艱難的任務。 



和韓國學生分工合作一起煮的韓食，每個人做一

樣菜，做完後一起享用美食。 

 

下方藍色盒子是韓國傳統文化的作品 

 

 

 

 

 

 

 

 

 

 

 

跆拳道體驗，還是看他們表演比較帥氣，帶領我

們的韓國學生就是跆拳道的學生，我不會的地方

他們都很認真的教導。 

 

 

 

 

 

 

 

 

 

 

 

樂天世界，用簡單的韓文和英文與韓國學生一起玩

遊樂設施，互相鼓勵坐恐怖的遊樂設施，這天後大

家的感情逐漸變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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