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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交換動機 

        接觸更多⼈，使⽤不同語⾔和不同⽂化交流⼀直是所我熱愛的事。從⼩學
習英⽂的我，跟外籍⽼師的交流算是第⼀次的「異⽂化接觸」。那時候年紀雖
⼩，但就已經強烈感受到歐美⼈和台灣⼈⽣活上的差異。⼤學⼀年級升⼆年級
的暑假，為了去測試我的英語能⼒；⼀⽅⾯想要探索美國並體驗美國這個國家，
⽽出了第⼀次遠⾨：到美國舊⾦⼭進⾏了為期兩個⽉的留學⽣活。那⼀次的體
驗，不僅僅是打開我的視野，更是激起我學習其他語⾔的⾾志。短短的兩個⽉
中，我交到了⽇本、墨⻄哥、哥倫⽐亞、德國、荷蘭、⽐利時⋯⋯等等國家的
朋友，了解到不同國家的⽂化差異是可以如此的巨⼤！由於朋友當中，⽇本⼈
佔多數，再加上我姊姊是⽇⽂系畢業⽣，在她的⽿濡⺫染之下我多少會講⼀些
問候語，這也讓我更受到⽇本⼈的歡迎。回到台灣後，我更加努⼒研讀⽇⽂，
並對⾃⼰許下⼀個願望：下⼀站⼀定要到⽇本去讀書，去體驗他們的⽂化！ 

        有了這個契機後回到台灣，我更加努⼒的學習⽇語。跟著學校的腳步修習
⽇⽂（⼀）、⽇⽂（⼆）與⽇⽂（三）的同時，我在外的⽇⽂補習班與學校的
推廣教育中⼼都有同時修讀⽇語課程。對我⽽⾔，學習⽇語是⼀種興趣，是⼀
種可以消解疲勞的休閒活動！隨著⽇語能⼒的提升，我和當初在美國所認識的
⽇本朋友的聊天⽅式，也從最⼀開始的全英⽂，慢慢轉變成⽇⽂夾雜英⽂的模
式。看著⾃⼰⽇⽂的進步，開⼼的⼼情⼜轉化成動⼒，最終把我這個「⾮語⾔
相關學系」的學⽣推向⽇檢Ｎ１。然⽽我的⽇語學習並⾮就此打住。⾃知⽇語
程度和⺟語⼈⼠相差仍是⼀⼤截的我，開始⼤量接觸⽇本⽂化、歷史，並且廣
泛接觸各種⽇語媒介：⽇劇，動畫等等，以增強⾃⼰的⽇語涵養。然⽽接觸的
越多越發現到，想要真正的學習道地的⽇⽂，最好的⽅法就是去⽇本當地學習。
這也確實契合了我當初給⾃⼰的承諾。最終我投下校級交換的申請，開啟了我
交換的第⼀步。 

        除了上述的因素之外，想要體驗⻑期獨⽴⽣活也是⼀⼤要因。在台灣，由
於我是台北⼈，並沒有住宿的煩惱。且每天三餐的料理也幾乎都由爸媽幫忙解
決，⾃⼰是不⽤花任何腦筋就可以有飯吃。但⽣活在如此幸福環境中的我也確
實意識到若不去做點挑戰、嘗試，在之後遇到困難時恐怕將不知所措。也因此
⼀直都想著有機會⼀定要出國去交換留學體驗⻑期的異地⽣活！此外，由於個
⼈喜歡做料理，但在家中廚房歸媽媽所掌管，外⼈不得任意進⼊的情況下，我
很難去把⾃⼰的想法化為現實。⽽藉由交換的⼀⼈⽣活，我將可以在不受限制
的情況下，⾃由的挑戰各式料理的製作，對我⽽⾔是⼀⼤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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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學校介紹 

⼀、學校簡介 
         愛知縣⽴⼤學（Aichi Prefectural University，縮寫為APU，當地⼈俗稱
「縣⼤」）是⽇本中部地區知名⽂科⼤學。在愛知縣內最知名的⼤學莫屬舊帝
國⼤學之⼀的「名古屋⼤學」，在其排名之後者為「名古屋市⽴⼤學」，⽽縣
⼤排在第三名。⽐較顛覆⼀般⼈所想像的是，在愛知縣內排名前⾯的⼤學並⾮
私⽴⼤學，⽽是公⽴⼤學！這有別於⽇本關東和關⻄地區的⼤學排名。 

        愛知縣⽴⼤學有兩個校區。外國語學部、⽇本⽂化學部、教育福祉學部和
情報科學部（新設）設置在「⻑久⼿校區」。此校區座落在可以遠眺⽊曾的御
嶽⼭和瀨⼾⼭坡的丘陵上。看護學部則是設置在「守⼭校區」，位於名古屋市
的東北部的東⾕⼭中，是枝垂櫻（しだれ桜）的賞花聖地。兩個校區的師⽣總
⼈數約為三千五百⼈，和⼀般⽇本學校相⽐，規模算是相對較⼩。然⽽也正因
為如此，縣⼤的研究輔助相當完善，每個學⽣可以分配到的⽼師協助是相當⾼
的。 

        除此之外，由於學校於最近幾年才翻新過，校舍都是相當的新，設施也是
⾮常新穎。更讓⼈振奮的是，此校的外籍⽼師⾮常之多，對於學習各種語⾔都
是⼀⼤助⼒。 

（校園⽣活⼀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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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選擇 
        縣⼤所提供的宿舍⼤致上就兩個：「共⽴系列宿舍」與「外國留學⽣會
館」。共⽴宿舍是由共⽴メンタネンス公司所經營的學⽣宿舍所提供，⽽外國
留學⽣會館是由公家機關，名古屋国際センター所提供。兩者差異⾮常之⼤，
以下做說明： 

        看來看去，我猜⼀般⼈看到上學要花⼀個半⼩時左右就會放棄了吧！這跟
我當初想法⼀模⼀樣，完全可以理解！我個⼈因為⼀些因素，兩個宿舍都住過
（⼀開始住在共⽴的「上社」宿舍，後來搬到會館去住），若要問起我後不後
悔搬出到留學⽣會館，我的答案肯定是：不會後悔。兩個宿舍各有各的好處，
到底該怎麼抉擇端看個⼈喜好⽽定。⽽在此，我先粗略分類怎麼樣的⼈適合住
哪種宿舍，最後再放⼊我個⼈主觀意⾒供⼤家參考。 

        ⾸先就所在地⽽⾔，共⽴宿舍所在的本鄉和⼀社⾞站（以及我所住過的宿
舍所位於的上社⾞站）周邊的⽣活機能可以說是⾮常優異，該有的都有；同樣
的位於港區役所站的留學⽣會館，周邊的⽣活機能也是⾮常⾜夠，在這兩點上
可以說是不分軒輊。然⽽就上學時間⽽⾔，共⽴宿舍所在位置離學校近⾮常多，
不喜歡花時間通勤的⼈當然推薦共⽴宿舍。供餐的部分，共⽴有提供早晚餐這
對學⽣⽽⾔真的是⾮常⽅便，不會做菜也覺得做菜⿇煩的⼈共⽴會是較好的選
擇。房間上共⽴所提供者遜⾊於會館，以下為實際房間圖： 

宿舍 共立宿舍 留學生會館

所在地

男宿：ドーミー本鄉 
位於本鄉站 

女宿：ドーミー社台 
位於一社站 

（也有可能是上述以外宿舍）

位於港區役所站

單趟通學時間 
（包含走路時間）

男宿：40分鐘內 
女宿：50分鐘內 1小時20分鐘左右

供餐 附早餐跟晚餐 自行料理

房間形式
最陽春的小房間 
約2.5坪

類似飯店套房有陽台 
約6坪

入住者 原則上皆為日本人 只會有3個日本人

價格 一個月約49,000日圓 
一開始不用押金

一個月22,300日圓 
最一開始要1萬元押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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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為本鄉宿舍實際照⽚）                      （上圖為留學⽣會館實際照⽚） 
    ＊電視需另外加錢 

由圖可⾒，實際房間⼤⼩差異⾮常的⼤。共⽴宿舍所提供的房間（正確上來說，
以優惠價提供給留學⽣的房間）都不附室內帶衛浴設備，也沒有⾃⼰的廚房；
相較之下會館提供的房間有⾃⼰衛浴設備也有⼩廚房可以說是⼀應俱全，如何
選擇就看你對房間是如何要求的了！下⼀個考量是你隔壁住哪種⼈。共⽴原則
上都是⽇本⼈居住，所以你隔壁住的⼈有極⾼機率是⽇本⼈；留學⽣會館如同
其名是「留學⽣」的宿舍，住在裡⾯的⽇本⼈只有三位，他們將協助⼤家⽣活
上⼤⼩事的辦理。不知道其他地⽅是否也是如此，但就我在名古屋和從⽇本朋
友⼝中所得知，⽇本住在同⼀房間內的「室友」是幾乎不存在的，可能因為⺠
族性的關係，⼤家習慣⾃⼰有⾃⼰的房間。想要跟⽇本⼈有更多交流者，可以
參考後做出決定！最後是價格部分。兩個宿舍價差看似很⼤，但畢竟共⽴宿舍
是包兩餐，所以⽐較貴是因該的。且此外，共⽴宿舍可以說是最⼤的優勢為：
⽔電費也都包含在上述價格內，因此夏天可以冷氣天天開，冬天可以暖氣加濕
器不關都不⽤怕費⽤爆表。會館則是實⽀實付，所以會使⽤的⽐較⼩⼼點。兩
個宿舍皆已含網路費，所以不⽤再額外⽀付。以上簡單⼩分析，端看各位如何
決定，希望有幫助到⼤家做選擇。以下將帶⼊我個⼈想法和主觀思考，如果有
興趣者歡迎閱讀後在下判斷。 

        ⾸先如我⼀開始所說單趟通學時間⼀個多⼩時確實⾮常⻑，但是以⽇本⼈
⾓度⽽⾔，這是⾮常普通的時間。⽇本學⽣若是和家⼈同居每天通學者，單趟
花費差不多就是⼀個⼩時多，因此這樣說來住在會館其實也不是特別的偏遠。
我個⼈也只花⼀個禮拜就習慣了這漫⻑的坐⾞時間。要習慣的秘訣就是尋找在
地鐵上可以做的事情，我個⼈是利⽤Duolingo這個程式練習⻄班⽛⽂順便打發
時間。就房間⽽⾔，房間⼤⼩我個⼈認為2.5坪實在是太⼩。再加上剛剛所說每
個⼈都是⾃⼰⼀個房間，想要靠所謂「室友」去認識⽇本⼈是沒機會的。⽽要
如何在宿舍認識⽇本⼈這到後⾯再講解！另⼀個對台灣⼈來說的⼤問題是：衛
浴。共⽴宿舍都是⼤澡堂配上簡單淋浴間，⾃⼰房間是沒有衛浴設備的。這對
不習慣「坦誠相對」的台灣⼈⽽⾔將會是⼀⼤挑戰。但話說回來，我當初⼤概
洗了兩個禮拜的澡（上社連隔間式淋浴間都沒有）後，已經對這個⽂化習慣，
且也因此交不少⽇本好友！且雖然和⽇本⼈住在不同房間，但畢竟是同⼀棟宿
舍，⽣活環境能讓你隨時都充斥在⽇⽂當中，對⽇⽂學習是有幫助的。另⼀⽅
⾯，會館由於⼤多數都是「外國⼈」居住，在四樓的Lounge隨時都會有活動、
派對等等，如此⻄式的⽣活環境對台灣⼈來說應該也是不常⾒！對我⽽⾔，交
換除了讀書外，⽣活體驗也是⾮常重要的考量項⺫，因此若我沒機會兩個都住
的話，會館將會是我的選擇。理由⾮常多，就⽇語學習⽅⾯，我在學校所交到
的⽇本⼈朋友就⾮常⾜夠，並不需要再靠宿舍來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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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內常⽤設施 

（⼀） 學⽣餐廳（⻝堂） 

 （餐廳外觀） 

（⼆） 學校超商（購買・⽣協） 

（超市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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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吃飯的場所之⼀。縣⼤有分第⼀⻝堂跟第⼆⻝堂，兩者僅有
些微差異，個⼈認為⻝堂⼆的⻝物看起來稍稍好吃⼀點，但選擇少⼀
兩樣，價格也⼤概貴個30⽇圓左右？！

        是學期初以外的書店（學期剛開始時會另外開⼀個地⽅專⾨賣
書），和平常買便當、點⼼、⽂具的地⽅。個⼈常常⼀限（⽇本版本
的早⼋）結束後到這邊採買⻝物去iCoToBa享⽤！



（三） iCoToBa 

（交換⽣和⽇本學⽣吃飯聊天） 

（四） 圖書館 

（五） 體育館和其他運動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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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名稱是「多語⾔學習中⼼」，是我覺得縣⼤最有特⾊且最有
魅⼒的地⽅！此處提供場所讓交換⽣和⽇本當地學⽣閒聊、吃中餐，
甚⾄還有免費電腦提供打報告查資料等等！個⼈只要是空堂時間都會
來這邊待著，除了和⽇本⼈聊天外，和其他交換⽣的交流都是從這邊
開始的！

        縣⼤的圖書館說⼤不⼤說⼩不⼩，但⽐起我的學校（東吳⼤學）
資源是豐富很多。圖書館除了有電影欣賞區外，也有可以讓學⽣免費
影印的電腦室（端末室），當然要在那邊做報告也是沒有問題！學⽣
讀書的空間⾮常⼤，⽐起東吳圖書館⼜窄⼜⼩的位置真的是好很多。

        ⽇本體育館正如同⽇劇、⽇本漫畫⼀樣，⼊內真的要脫鞋，並換
上室內⽤體育鞋！體育館有健⾝房、桌球室、和⼀個⼤室內場地可以
⽤來打籃球、⽻球、室內⾜球！ 

        室外運動場地更加多元：有⼀個完整的⾜球場、棒球場、⼸道場
和⼋個網球場。可以說是應有盡有！



參、修習課程簡介 

⼀、選課前⾔ 
        ⽇本選課跟台灣沒有太⼤的差別，⼀樣分成必修（必修科⺫）和選修（選
択科⺫）讓學⽣去選擇，其中也有台灣所謂的通識教育（教養科⺫）。最⼤的
不同點在於⽇本的課程靈活、變化程度上遠⼤於台灣教育，選擇也是遠多於臺
灣。縣⼤⾮常值得稱許的是，在⼊學⼀開始的測驗中只要通過標準，就可以選
擇⼀般⽇本⼈的課程。⾔下之意，可以和⼀般的⽇本⼤學⽣⼀起上課，⽽不只
是和交換⽣⼀起上⽇語課程。到這邊聽起來都很理所當然，但接下來的點應該
是絕無僅有：你可以選擇「任何」課程，就算該課程並⾮開設在你所屬學部。
這⼀點真的是⾮常⾮常⽅便，連⼀般⽇本學⽣都無法跨學部（跨系）修讀他系
的課程，但我們交換留學⽣就有這個權利。有想要多體驗的課程的⼈，千萬不
要錯過這個機會。 

        ⾄於學分抵免問題，就要回歸到⾃⼰系上。簡單來說，學分抵免原則上和
⽇⽅學校沒有關聯，⽽是跟你台灣學校有關係，因此若有學分壓⼒者，請在出
國前和系上或校⽅管理學分的⼈⼠討論好，以免在⽇本修了⼀堆學分回來卻完
全不能抵免的窘境。另⼀個需要注意的是學分計算⽅式。以縣⼤為例，⼀學分
是⼀個禮拜⼀堂課，⼀堂課為1:30分鐘，中間沒有下課。這和台灣學分算法也
是不同，必須在出發前確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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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內容與上課⼼得 

（⼀）プロジェクトワークＢ 
	 （授課教師：苅⾕　太佳⼦） 

          （和愛知淑德⼤學學⽣課後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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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課程對台灣⼈來說是以⾮常少⾒的形式在上課。這個課的⼤
義是透過實踐來學習「學習」的⽅法。課程⺫標主要是先找出⼀個想
要達成的⺫的，並再分組討論並研究如何達成該⺫標。⺫標的設⽴每
⼀學期都不同不過將由全班同學來決定。我們這學期的課程⺫標是去
了解「⽇本⼈和外國⼈的溝通上的異同」。由於交換⽣各個來⾃不同
國家，每個國家也當然各有各的⽂化，談話上的習慣也因此有所不同。
課程皆以分組⽅式進⾏，每個禮拜⽼師會發⼩議題，各⼩組討論後再
進⾏全班發表。當然畢竟是討論各⾃國家和⽇本的不同，除了班上討
論外，⽼師還安排了名古屋⼤學醫學院院⻑親⾃和我們⾯談⽇本社會
⼈⼠的說話禮儀和習慣，也安排了同樣是愛知地區知名⼤學的愛知淑
德⼤學的學⽣和我們討論時下⽇本年輕⼈的談話習慣⼜是如何。 

        在上完課後，深刻了解到就算同樣是⽇本⼈，不同年齡層的⼈的
想法也是完全不⼀樣。且就算是同年齡的⽇本⼈，和我們的想法也不
⾒得完全相同！對想要更進⼀步了解⽇本⼈想法的⼈，這是⼀⾨值得
推薦的課！



（⼆）⽇本語⽂章表現 
	 （授課教師：⽥辺　淳⼦） 

 （每次早⼋上課後必定買甜⻝犒賞⾃⼰） 

（三）⽇本語三 
	 （授課教師：黒野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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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任何⾮⽇本語學系⽽來到⽇本交換的同學，這⾨課我建議⼀
定要修！⽇本語⽂章表現主旨在於教導同學基本⽇語⽂章架構，隨著
課程的腳步，「である体」、「書き⾔葉」將變得更加熟悉，最終能
夠完整且正確使⽤語法、詞彙，寫出⼀篇漂亮的⽇語⽂章。 

        ⽼師上課會發⾃⼰的講義（實際上⼤部分交換⽣的課程都是如
此）。作業的量偏多：⼀開始的作業是上課講義後⾯的練習題；課程
到中後段後，會增加作⽂作業。看起來不會很多，但實際上課程中後
段後所有的科⺫（不論是學部或是交換⽣的課程）功課都會加重，因
此⼀科如果同時有練習題加作⽂的話會格外顯得繁重。 

        成績計算的部分，此科⽼師對成績沒看這麼重，所以算分⽅法和
公定的換算不會相同，⼤家不要因為⼀次考試失常⽽擔⼼。主要由出
席、⼩考、期中考、期末考外加作業來評分。

        這堂課是讓我作⽂能⼒再進化的推⼿。⽇本語三主旨在於培養學
⽣「⼤學⽣活中必要的學術性⽇語表現以及運⽤能⼒」。課程的進⾏
⽅法為，⽼師每兩到三個禮拜會給學⽣⼀個新的議題（可能和最近的
政治，經濟，社會問題有關），每個議題將會使⽤⼀⾄兩的禮拜讓學
⽣分組討論，分析並評論問題的爭點，然後各組做意⾒交換。最後再
花⼀個禮拜讓學⽣把⾃⼰想法，以⻑篇作⽂⽅式寫出，下⼀堂課⽼師
會把⼤家作品印出來，互相討論分享！ 



（以下皆為學部課程，若開學的⽇⽂程度測驗分數不達標準不能選） 

（四）外国史各論 
	 （授課教師：川畑　博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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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師⾮常⽤⼼！在第⼀堂課就會挑出很多議題供⼤家選擇，
並且在每次分組討論前都會準備和議題相關的新聞評論、論⽂等供⼤
家參考。由於都是較為⽣硬的議題，使⽤的⽇⽂也相對艱澀，對於⽇
⽂學習絕對是⼀⼤幫助。 

        此課程我最喜歡的地⽅在於⻑篇作⽂後，⽼師會讓⼤家互相觀摩
作⽂，並且⼀對⼀寫作輔導。這種⾼質量的課程在台灣應該是找不到
的！每次課都會吸收不少⽇本⼈思考模式、思緒等等，可謂受益良多！
成績的計算是由20%出席率外加80%⻑篇作⽂的評分綜合評價（⽼師
⼈⾮常好，只要你有⽐⼀開始進步，絕對是給你⾼分以⽰肯定）。

        這堂課隸屬於我所在的⽇本歷史⽂化學部，主要是在講解⼤航海
時代（地理⼤發現時代）葡萄⽛、⻄班⽛、荷蘭等歐洲各國與⽇本當
時幕府時期時的關聯性，以及對於⽇本有著如何的影響為主軸，也同
時從世界史的⾓度，探討⼤航海時代世界各的的發展。 

        川畑⽼師是位⾮常博學，⼜富有教育熱忱的教授！本⾝就是縣⼤
⻄班⽛⽂系出⽣，畢業後攻讀法律研究所（剛好跟我同系，很有親切
感），有多年駐中南美經驗，對於⼤航海時代可謂了解透徹！在這堂
課中⽼師帶領我們⽤不同⾓度去思考「⼤航海時代」的意義，以及其
於過去、現在各造成了什麼影響。和我們⾼中所上的歷史課程有別，
受益良多。 

        其中最讓我佩服的是，⽼師精通⻄班⽛語、葡萄⽛語、英語，和
⾃⼰的⺟語：⽇語，常常翻譯葡⻄第⼀⼿資訊給我們，讓我了解到國
外和⽇本對於⼤航海時代有不同解讀。此外還舉辦很多研討會，邀請
葡萄⽛和⻄班⽛的教授前來演，真的讓修課學⽣有滿載⽽歸。此外，
⽼師上課模式不同於⼀般亞洲教育，上課時喜歡不斷的提問問題，以
刺激我們思考，我到現在依然對上課內容印象深刻！ 

        這堂課的評分⽅式是由出席、上課的參與度（⽼師會問每個⼈問
題，不⽤刻意舉⼿回答）、作業（格式不⼀）與期末考綜合評價，但
⽼師上可也表明對於交換⽣和正規留學⽣和⼀般⽇本學⽣評價標準會
不同，所以對於⽇語程度有點擔⼼的同學，也還是請你⼤膽選下去！



（某次的研討會，還附有同時翻譯！） 

（四）歴史⽂化演習（ゼミ） 
	 （授課教師：樋⼝　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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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堂我花最多最多時間的課程，但也確實是收穫最多，讓我
⽇⽂進步最快的課程。對⽇本教育有興趣，會想要去⽇本讀書的⼈應
該多少都聽過ゼミ這個詞。上網找翻譯可能會得到「演討會」這個答
案。畢竟這個詞是從英⽂過來的，所以直接從英⽂翻譯成研討會也沒
有什麼不對，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ゼミ是⽇本特有的課程型態，實
際上會如何進⾏因⽼師不同⽽有所不同，但⼤致上都是由指導⽼師帶
領少數學⽣進⾏學術研討。說⽩話⼀點，ゼミ的作⽤其中之⼀就是幫
助⼤三、⼤四學⽣開始準備或是開始撰寫畢業論⽂（是的，⽇本⼤學
畢業是要撰寫畢業論⽂的！）的課程。 

        看到這邊應該會有所感覺：這堂課絕對會很硬。也確實，這堂課
對於⼀個交換⽣⽽⾔，⾮常的⾟苦。ゼミ對於⼀般⽇本學⽣⽽⾔都是
個苦⼒課程，更何況對⼀個交換⽣呢？在此我要⾮常感謝樋⼝⽼師，
他認我⽇語能⼒⾜夠，⽽把我拉進他的ゼミ，希望我能藉此體驗「真
正的⽇本學⽣⽣活」，我也答應⽼師跟隨⽇本⼤四⼤五甚⾄是研究所
學⽣⼀起進⾏研究。⽼師是「⽇本思想史」的專家，所以我們ゼミ所
讀的論⽂都是相關議題與知名作者對相關議題所做的評論：慰安婦問
題、靖國神社的歷史意義、⽇韓的仇恨⾔論⋯⋯等等。對⼀個法律系，
且⽇⽂程度還不到的我⽽⾔，第⼀堂課真得是吃不消。不要說是討論，
連聽懂都有很⼤的問題！且第⼀個⽉所發的論⽂沒有⼀次可以看完，
上課要理解⼤家所討論的內容並發表意⾒根本不可能。但也因次我下
了很多苦功，每天回家都細讀論⽂，去查每個單⼦，去瞭解每個事件
的歷史背景，終於在第⼆個⽉開始我有辦法跟上⼤家的速度，並了解
他們所討論的重點何在。到課程中後段，也開始能夠發表⾃⼰的意⾒
並參與討論！這半年，我的閱讀理解、批判思考以及意⾒表達能⼒⼤
幅提升，這都多虧了ゼミ！ 

        私⼼認為，若你的⽇⽂程度不想要停滯於N1，想要更接近⽇本
⼈的話，除了和⽇本多相處，參加ゼミ絕對是不可或缺的選擇。且樋
⼝⽼師對學⽣很友善、講話⾵趣，分數上也「⾮常」甜（評分全部以
出席和參與討論來算），真⼼推薦⼤家來修他的ゼミ！



肆、交換⽣活⼤解密 

⼀、課外活動 

（⼀）前⾔ 

（⼆）迎新派對・歡送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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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活除了讀書學習專業科⺫和語⾔之外，課外活動的參與也
是相當重要的⼀環。想要更加了解當地⽂化，和⽇本⼈亦或是其他交
換學⽣交朋友的話，參加課外活動更是必要的！以下就幾個縣⼤和宿
舍所舉辦的活動簡單做說明！

  縣⼤活動主要分成兩種：學校主辦、iCoToBa主辦。派對都由
iCoToba的⽇本學⽣舉辦。個⼈認為參加迎星是⾮常重要的事，尤其
對於那些是住在「共⽴宿舍」的同學們。原因是⼤部分留學⽣都會選
擇住留學⽣會館（原因不明，但⽇⽂不夠好住在共⽴將會是⼀⼤困擾，
所以說不定學校在推薦宿舍時有看每個⼈⽇⽂程度做調整），要是你
的課選的⼜跟⼤家都不⼀樣，你就無形中被孤⽴開。因此參加迎新和
歡送會是聯絡感情⾮常重要的⼀個管道。且在派對上出席者，⽇本學
⽣將佔多數！這也是個練習⽇⽂和教⽇本朋友的好時機。



（三）iCoToBa所舉辦的無數個活動 

（四）學校所舉辦的ツア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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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最基本的迎新、歡送派對之外，在iCoToBa還會不定時的舉
辦⼩型活動。譬如：台⽇中茶葉介紹、德國⻝物週、袋⿏⾁漢堡製作、
美國選舉分析、⽇本書道體驗、乒乓球⼤賽⋯⋯等等，種類遍及各種
領域，也都會跟各國有關，真的是⾮常有趣！對於留學⽣的我們來說，
不但是⼀個可以更加暸解彼此⽂化的場所，也是可以免費享⽤美⻝的
⼤好機會！

        學校⼀學期⼤約也都會留學⽣（⾮僅限於交換⽣）舉辦⼀次校外
教學活動。地點每次都不會相同，就這次⽽⾔，是到常滑市和知多地
區參訪名古屋著名的味噌、製酒⼯廠，也⾛訪了古代燒窯⼩徑。由於
學校會跟參訪當地博物館和餐廳交涉，留學⽣只要⽀付⼀點點⾦額即
可享受傳統⽇式定⻝，還可參訪各個名勝古蹟，可以說是⾮常的划算！
想要省錢體驗⽇本各地⽂化者，不要錯過。



（五）留學⽣會館派對和ツア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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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個活動來源就是留學⽣會館所舉辦的活動。由於會館是公家
機關，會有當地政府補助，⼤部分時候的活動、派對都無須額為⽀付
參加費，就算需要⽀付也只要⽀付⼀⼩部分。但若為留學⽣⾃⾏舉辦
的活動，譬如BBQ⼤會，就會需要⽀付⾦額給舉辦者（畢竟⻝材，材
料等等都是他們去準備的）。我個⼈和縣⼤的留學⽣⾮常常參加會館
所舉辦的活動。⼤型以⾄於四、五⼗⼈⼀同參加祭典，⼩型以⾄於各
⾃準備⾃⼰家鄉料理，四、五⼈⼀起分享各國佳餚等等。在會館⽣活
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各式各樣的party和各種tour，這都是住在共⽴宿
舍所無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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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團與打⼯ 

⼆、⽣活⼩插曲 
        我在⽇本⽣活的這短短5個⽉內，經歷了各種事情，乃⾄於我在台灣都沒經
歷過的突發事件，在⽇本都遇到了。其中最印象深刻（也是導致我會換住宿的
原因）者，莫過於失⽕。沒錯，我剛搬進共⽴宿舍滿⼀個⽉，就發⽣了失⽕事
件。四⽉⼗⼋⽇凌晨約莫四點半時，似鬧鐘的鈴聲突然⼤響，正在熟睡中的我
被鈴聲吵醒，當下⿊煙已經慢慢進到房間內。但由於還在睡意當中，並沒有發
現到異狀，直到我開房⾨才發現⼤事不妙。詳情就不便多說，但在經歷那次事
件後，我和宿舍的⽇本好友通通都搬到其他地⽅居住。只想提醒各位，若交換
期間真的遇到這種狀況，請不要驚慌，把學過的逃⽣法則都拿出來使⽤，和當
地學⽣或其他交換⽣⼀起想辦法度過難關，並再適當的時機請儘速聯絡台灣家
屬和報備給台灣和⽇本當地學校。性命絕對⽐任何東⻄都還要重要，且若真有
毀損，⽇本當地⼀定會給予賠償所以請不要擔⼼！ 

（⽕災現場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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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團活動⾮常盛⾏，且通常都會要求參加同學積極參與。個
⼈對社團活動沒有涉略（我有點懶，且課業偏重），所以有興趣的同
學請⾃⾏去研究！我⾝邊有些交換⽣有參加社團且也過著很開⼼的社
團⽣活，所以想要體驗者不要害怕⽇⽂程度不佳，⽇本⼈是會很親切
接受交換⽣的！ 

         打⼯也是個不錯的⽣活體驗選擇。不但能賺錢，還能夠學習超
市、居酒屋等等⽇語上的應對，⼝語和聽⼒絕對會加強。不過由於我
只交換半年，⼤部分的業者會希望找⻑期⼯讀⽣（只少⼀年左右），
且打⼯會要求要有⼿機號碼（附通話功能的電話契約最短也是⼀年），
我因為只去半年也只有申請網路功能，在各種限制下我放棄了打⼯。
但我如果是去交換⼀年的話，絕對會去打⼯體驗！不只是練習⽇⽂，
也能賺取出遊資⾦，何樂⽽不為？



伍、交換⼼得與感想 

        短短的交換期間，我體驗了許多。⼀般⼈聽到交換⽣，都認為只是出去玩，
學不到什麼東⻄。但事實上並⾮如此！交換不只是學習⼀種語⾔最快的⽅法，
更是培養獨⽴⽣活，拓展世界、價值觀最有效的⼿段之⼀。寶島台灣，雖已盡
收世界⼤千美景，但畢竟⽣活在此者皆為台灣⼈，在這⽣活當中所遇到者，皆
為和⾃⼰擁有相近想法之⼈，對台灣以外世界的看法⼤多也已台灣的⾓度出發。
然⽽交換⽣活，你將處於異地，和不同國家的⼈每天相處，接觸的新聞媒體也
都是以該地政經⽂化⾓度出發，和我們在台灣所接觸者絕不相同。再加上各國
⺠族性的引響下，對事情的看法也將會⼤不相同，譬如就英國公投脫歐盟事件
來說，⽇本、韓國、和台灣⼈看法雖⼤致相同，但出發點就不⼀樣；德國、美
國、英國⼈對這事件的看法就⼜有不同⾒解。 

        除了拓展視野外，你將對⽣活上時間掌控、⾦錢上分配技巧⼤幅進步。在
台灣，⼤部分同學都是和家⻑同居，三餐料理不⽤說，每個⽉領有⼤量零⽤錢
者⼤有⼈在，⾃⼰從不需擔⼼今天中餐，晚餐該吃什麼，更不⽤在意可花費⾦
額剩多少，看到想吃的東⻄就買，想喝的飲料就喝。在外⽣活，物價⽔準不相
同的環境下，在台灣的⾦錢觀在⽇本就完全不適⽤。在台灣對便宜的定義，在
⽇本可就不適⽤。你必須去適應1000⽇圓內才是⽇本⼈所謂的便宜⼀餐，要節
省點也⾄少要500⽇圓才有辦法到超市買便當吃。⽣活過⼀段時間就會發現，其
實最便宜是⾃⼰開⽕，你也會開始學習做飯技巧！上網找⻝譜，到便宜超市和
⽇本⼤媽搶限量⻝材，每天構想今天晚上要吃什麼，甚⾄是思考明天中餐要帶
什麼便當。但等開⽕之後⼜發現，每天花在煮飯吃飯的時間太多，連採買⻝物
都很花時間，你可能讀書時間被壓縮了，⼜要開始學習時間分配。這⼀連串都
是學習的經過，且都是在⾮⺟語的環境下進⾏。時不時也要和⽇本朋友、交換
朋友在外聚餐慶祝，這些花費也不容⼩覷，要如何去節省也都是要經過學習。
在交換的這短短五個⽉中，我時間管控與⾦錢控管能⼒可謂⼤幅進步，且這都
是我在台灣和家⼈⽣活所無法迅速學習的！ 

        就語⾔學習⽅⾯，誠如上述，也是⼀⼤躍進。我的⽇語在去⽇本前就可以
說是實⼒堅強：⾮⽇⽂系修習⽇⽂兩念半⼀次考取N1。這對交換⽣活確實是⼀
⼤助⼒，從剛到⽇本⼀開始就可以和⽇本⼈溝通⾃如。但也正因為如此，我的
⽇語學習⽐⼀般更加快速。由於⼝說和聽⼒沒有問題，在和⽇本⼈溝通時我能
夠時常抓到⾃⼰不會的單字。且每次我都會將這些單字記錄下來（這些單字⼤
多是在台灣絕對不會學習到的語彙）。此外，⽇本⼈常⽤的⼝語⽂法，也因此
烙印在腦海裡，⾃⼰講⽇⽂時變得可以輕易⽤上，這也是在台灣無法學習的⽅
式。 

        交換對我⽽⾔，是⼀場⼤冒險。我個⼈⾮常喜歡學習語⾔，也很喜歡和不
同⼈交流。在⼤⼀暑假去美國留學的兩個⽉裡，我就已經對這世界充滿了好奇
感：原來這世界是可以跟台灣如此的不相同、原來不同國家的⼈⽤同⼀種語⾔
溝通是如此美妙的事情。我⾮常感謝學校給我這個交換機會，也⾮常感謝家庭
⽀持我來⽇本交換，沒有各⽅的⽀持與幫助，靠⼀⼰之⼒是不可能完成這次的

�19



交換⼤冒險。若要問我在這短短的五個⽉中我收穫最⼤的是什麼，我得回答將
是：朋友，⼈脈，與和⼤家的回憶。不同國家且不同學校的交換⽣⼀同到同⼀
學校學習，這都是得來不易的緣份。且由於不少時間⼤家都相處在⼀起，這也
造就了⼤家堅定不移的友情。此外因為我⽇語能⼒優於⼤多數交換學⽣，我所
教到的⽇本朋友數量也遠多於⼀般⼈。這對喜歡去⽇本旅遊的我⽽⾔，不但是
⼀⼤喜事，更能夠幫助我回台後繼續⽇語的學習（⽇本朋友將常來台灣旅遊，
我們也將藉由skype來聯絡感情，這些⽇常⽣活中⽇語的使⽤都⾮常寶貴）。
對交換⽣⽽⾔，這些情誼絕對是最珍貴的寶物。以後到各地⼯作，旅遊甚⾄是
就學，我都不怕⼈⽣地不熟，因為各地都有我的好友。 

⽇本，⾮常謝謝你，讓我留下如此美好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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