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國立大學交換報告 

國大 

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簡稱 NUS 或國大）創立

於 1905 年，是亞洲最頂尖的大學（2021、2022 QS 世界排名第 11，亞洲排

名第 1）。國大的課程皆為英語授課, 交換生不用集中在一起授課而是跟當地

學生一起學習。此外，國大師資多元豐富，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講師

（像我三門課的教授分別來自台灣、馬來西亞跟捷克斯洛伐克），每年也有

2000 多位交換生前往國大交換（今年適逢新冠疫情人數少滿多的），可以認

識許多不同國家的交換生與他們交流碰撞。 

選課 

NUS 有規定前去交換的同學每人最少要修習 3 門課（12 學分），最多 5 門

課。從選課代碼可以看課程難易度（交換生最多只能選到 level 4 的課） 

Ex. MNO3701 (MNO 是開設此堂課的學系、3 是課程難易度：level 3) 

個人覺得有時 level 只是參考，有時等級低的還比等級高的難…… 

NUS Business 的課雖然個人報告跟團體報告很多，但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loading 會不會很重，每天慢慢寫一點，把時間安排好的話其實有超多時間

可以玩） 

 

DAO1704X Decision Analytics using Spreadsheets 

雖然這是 level1 的課，但這堂是 3 堂裡我覺得最難的 QQ 這堂是在學統計

（exponential、poisson distribution、sensitivity analysis 那些，跟政大上的內

容差不多但考試更難……）。平常會用到大量 excel 函數跟 solver/report 求解

答，期末考則是紙筆測驗。每週都有課程影片、同步 zoom 課程跟小考，還

有 2 個大作業、1 個團體報告：做敏感性數據分析跟 1 個期末考。老師每週

上一個統計主題，主要是講解觀念、公式跟 excel 的 solver、函數的運用，講

解得滿清楚但課堂教的東西個人覺得不足以應付大作業跟期末考。（今年期

末試題太難雖然有考古題但幫助不大 ……連 local 們都說很難……） 

 



SE2221 Old and New Music in Southeast Asia 

大家來到 NUS 不一定要全部都修商院

的課，可以考慮選修一堂自己有興趣

的文化課或語言課（選課時可以直接

把想要的外院課排到志願裡面，不用

像之前那樣要分開選）！像我選的東

南亞音樂課，主要是學習東南亞國家

的傳統民族音樂 gamelan，他的起

源、文化意涵、象徵性等。助教課時

會在音樂教室敲打各種不同的傳統樂器（gong、balungan、bonang 等）。

Gamelan 屬於合奏型音樂，只要一個人敲打錯誤其他人可能都會亂掉，可以

說十分考驗大家的默契。這堂課有 2 次小考、1 次大考、1 個個人報告、1 個

團體報告跟樂器考試，整體來說是個輕鬆有趣的課。 

MNO3701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可以說是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門課！這堂課主要是讓大家初步了解人資在做

什麼跟它的重要性，還有從老闆跟員工等不同角度去分析 cases。新加坡大

學商院上課模式偏向歐美，上課時老師不會講解太多，主要採取討論人資議

題的方式鼓勵同學上課多發言及提出自己的見解。因為上課參與分數佔比不

低，所以你會看到大家瘋狂的舉手發言（見到這一幕時超震撼，因為政大的

老師問問題時都沒人要回答）。剛開始壓力其實很大，因為不適應這種教學

模式，但試著舉手發言後會發現其實沒那麼可怕，還會有點成就感 XD  這堂

課有 2 個 one pager 個人論點、1 個個人 4 頁小論文、1 個 2 人報告跟 1 個

團體報告（團體報告 15 分鐘, 結束時還有 30 分鐘到 1 小時的 Q&A 時間） 

生活及文化交流 

[住宿部分] 

剛開始國大只給交換生 Utown Residence 跟 PGPR 這兩個住宿選擇，第二、

三輪後才有釋出其他宿舍像是 Hall 跟 College。Utown Residence 跟 College

是國大較新的宿舍，兩者都位於大學城（很漂亮) ，很多交換生都會希望住

到這兩個（很難抽中），而且這兩個跟部分的 PGPR 是國大少數有冷氣的宿



舍區，如果很怕熱的人可以選填這裡。想要認識 local students 的同學可以考

慮申請國大的 Hall 跟 College，國大總共有 6 個 Hall 跟 4 個 College，每一個

Hall 跟 College 都有自己的特色（像 Hall 的部分，Kent Ridge 跟 Sheares 是

活動最多最熱鬧的 Hall，Temasek 跟 Eusoff 以體育聞名，Raffles 以音樂聞

名，King Edward7 以話劇聞名）。我是第二輪才抽中宿舍的，國大一開始分

配給我的宿舍是 PGPR，但 PGPR 就是純粹住宿，活動很少，所以我向住宿

組遞交 appeal 寫出我想改住 Hall 的理由，住宿組也很快的幫我轉到 Hall。大

家如果想換宿舍可以努力向國大爭取，不要害怕！NUS 的行政人員都很和

善，通常有什麼需求不要太離譜他們都會儘量幫你。我後來住在 Raffles 

Hall，雖然它相對其他 Hall 比較安靜，但也是有不少活動。NUS 的 Hall 跟政

大的宿舍差很多，他們是單人房然後男女用樓層區分。Hall 的學生滿熱情

的，就算是不認識的人他們也會互相打招呼，就連上個廁所也都會互相打招

呼超酷。Hall 群組常常會公布最新的活動，大家不用怕，報名就對了！可以

認識新朋友！（活動：ex 舞會、手作珍奶、種植物、出去吃宵夜等等一堆，

還會一天到晚發零食飲料超讚）當然住 Hall 優點多多缺點也還是有啦～～

Hall 因為活動比較多所以相對比較吵，他們發出的聲響通常要凌晨 4 點後才

會降低，此外 Hall 的房間是沒有冷氣的（很熱……新加坡可是每天都 30 幾

度……），而且位處熱帶地區蟲子超多，不開窗不通風，開窗立馬一堆蟲子飛

進來……房間床蝨也不少，通常你醒來會看到腳上一堆包，超級癢，抹白花油

跟萬精油也沒什麼效果。所以還是要看自己能接受哪種宿舍（但首先要先抽

中啦），畢竟要住 4 個月還是要慎選～ 

 

 

 

 

 

 

 



[交流部分] 

新加坡的官方語言雖然是英文，但大部分的人都還是會些許中文，所以在適

應方面沒什麼大問題。而且很多新加坡人都去過台灣，所以聽到你是台灣來

時還會抓著你一直講台灣的食物有多麽好吃、風景多麽好之類的 XDD 。認

識人方面，如果想認識台灣來的交換生可以加入 Facebook NUS 台灣人社團

（滿推薦的！畢竟同鄉的互相照應也會比較安心）; 如果想認識其他國家的

交換生，國大的 NUS Peer Advising 時常會辦各種不同的活動給交換生參加

（千萬不要漏看自己的 nus email）, 像是一起去 local 們的家吃飯、一起去食

物中心吃美食、一起在植物園裡野餐等等，你可以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交換

生，大家互相介紹自己的國家跟在新加坡體驗到的事情真的非常有趣！NUS 

Peer Advising 也有 Buddy Program，不同於政大隨機分配，國大在配對

buddy 時會依照你所填的興趣喜好去配對（超級用心），像我說我是個甜點

控，我希望我的 buddy 可以帶我吃遍新加坡甜點（NUS 真的配給我一個愛吃

甜點的 buddy 超好笑）。Buddy 在這 4 個月帶我走訪了新加坡許多景點、向

我介紹新加坡的歷史跟建築、請我吃很多好料、在我遇到困難時也會馬上前

來協助，真的超感謝 NUS 給了我一個這麼完美的 buddy。 

交換注意事項 

行前準備：雖然 nus 會寄很多封信（疫情期間有一半是關於 covid……），但

只要照著步驟弄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唯一要注意的是 student pass 

application（STP）要盡快弄，因為 ICA 那邊需要 1 到 2 個禮拜審核。然後記

得要攜帶幾張大頭照不然在新加坡拍大頭照很不划算。 

[行李部分] 

1. 藥品：大家記得帶一些成藥或是診所開的藥去新加坡，剛開始可能會

有點水土不服（新加坡的食物相對台灣而言鹹很多，很多菜色也都會

辣 QQ），而且新加坡 hall 的 meal plan 滿多人食物中毒的，如果腸胃

不適時服用自己帶的藥比較安心也不用花時間去搜尋新加坡的腸胃藥 

2. 轉接頭：新加坡的電壓是 220V （台灣是 110V） 

3. 吹風機到新加坡再買就好，很多交換生帶 110V 的吹風機插在轉接頭上

還是燒壞。如果可以第一天到新加坡就馬上買，因為新加坡的學生



（男女都是）都不太用吹風機，我之前為了借吹風機敲了 6 間 local 的

房門，local 們再幫我敲 5 間房門才借到一台…… 

4. 計算機（一般/工程/財務）：如果有修習會計、統計、財管金融的課記

得要帶計算機 

5. 抹布：到宿舍要擦桌椅跟櫃子，請在台灣買好…那邊抹布很貴… 

[吃飯部分] 

在新加坡的餐廳吃飯一定要自己帶濕紙巾或衛生紙，在新加坡濕紙巾是要付

錢的（餐廳不會跟你說）。帶衛生紙跟濕紙巾的另一好處是可以用它們來佔

位，新加坡的熟食中心（Hawker Center）很常會看到有人放一包衛生紙在桌

上佔位。 

[治安部分] 

新加坡的治安真的超級超級好，在 Hall 裡大家的房間都不會鎖門，我剛開始

去時他們還用超怪異的眼光看著我問我為什麼要鎖門，local 們說新加坡很安

全東西不會被偷 XD 而且我常常跟別的 Hall 的同學在宵夜街吃完宵夜時獨自

走回 Raffles Hall（RH 在半山腰），那時已經是凌晨 2 點了但學校的路燈很

亮，連我這種超怕黑的人都能很安心的一個人走回宿舍。 

另外，新加坡雖然隨處可見攤販再販賣榴槤，但榴槤不可以帶上捷運！除非

你能把它包到別人聞不到味道。還有捷運上不能太大收喧嘩，會被旁邊的人

制止。 

 

 

 

 

 

有任何問題皆歡迎提問！ 

FB：Alice Shen（沈奕君） Email：aliceshen89@gmail.com 

mailto:aliceshen89@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