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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修學校簡介 

學習院大學是位於東京都豐島區的私立大學，JR 山手線目白站徒步約一分鐘即可抵達目

白校區。學校的歷史可以追溯至西元 1847 年為日本朝廷貴族開設的學習所，二戰後成為貴族

子弟和平民都能入學的私立大學。雖然近年來較少，但早期日本皇室成員都會就讀學習院大

學。著名校友有日本現任的明仁天皇、前首相麻生太郎、宮崎駿與小野洋子等等。校區內充

滿歷史感，校門和上日文課的南 1 號館就是日本國家登錄有形文化財。學習院大學也常給人

學生都是大少爺和大小姐的印象，但實際去交換後，日本的同學說明只有少數從學習院幼稚

園一路直升上來的才是有錢人家，多數還是一般人就讀。 

   

 

二、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這學期修讀了 5 堂日文課和 3 堂法學科專業課程總共 8 門課。在選課前，學校有安排

跟指導教授面談的時間並給予選課的建議，去上課前教授有先跟各科老師打過招呼，不論是

選修或旁聽課程都相當的順利。 

1. 日 文 課  

學習院大學的日文課程有分為上級、中級和初級，

各個級別又有區分不同授課目標，在開學前會安排分班

考試，試卷分成簡單的協定留學生版和較難的私費留學

生版本。因為申請資料有附上日檢證書，所以拿到私費

留學生版的考卷，題型包含語彙、文法選擇和寫作文。

外語中心會依據考試的結果建議課程的級別，但也不強

制，有法國的同學雖然被分到中級，跑去上級班上課時

老師也是很歡迎他的加入。 

所參加的上級班的主題分別是｢統整・傳達｣、｢大學程度文獻的閱讀｣與｢資料調查･發

表｣，例如每周觀看專題報導的影片，將內容整理在一張 A4 紙上，隔週上課時依據自己的筆

記來回答問題並在課堂上互相檢討答案，除了要文法正確的日文以外，上級班更注重簡潔、

準確的傳達資訊。印象深刻的是老師曾在課堂上說，明顯是初學者的話日本人會體諒你講

錯，但能流暢的談話後若是在某些場合犯了文法上的錯誤，就容易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其

分班考試結果與推薦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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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是閱讀的課程也非常有趣，每個禮拜閱讀《図書》《文藝春秋》等雜誌上刊載的文章，內

容從南極的冰床挖掘到納粹時期兒童運輸等等應有盡有，更有很多平常不會用到的單字或是

片語，一學期下來提升不少詞彙量。相較於上級班，中級班比較多和他人共同討論、發表意

見的機會，例如有不同國籍的同學組成的小組以新聞內容做延伸討論以外，另有發表課需要

採訪日本人並整理內容做成約 10 分鐘程度的報告等等，聽力、口說與書寫全方面的學習。我

在交換前雖然有考過日檢，但是完全沒有用日文寫文章的經驗，經過這學期每周交一至兩篇

作文的訓練後，雖稱不上熟練，但不至於像半年前分班考試時看到作文題目時手足無措。 

2. 法 律 系 課 程  

法學科專門科目的部分在指導教授的推薦下

選擇了｢與競爭相關的美國法規制｣、｢

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Law｣和｢商法演習｣。

｢與競爭相關的美國法規制｣課程開頭講解日本獨

占禁止法，相當於台灣的公平交易法，後期則閱

讀美國的判例，有不理解的地方老師會予以講

解，期末則是要將英文的案件整理出事實關係，

雙方當事人所提出的論點和法院所下的判斷內容

寫成日文報告提出。 

｢Transnational Commercial Law｣則是商事法的全英文授課，原本是開給法學部和國際社

會科學部的高年級課程，然而後者為學習院大學 2016 年新成立的學科，因此沒有高年級生，

選修的人數不多，其他日本同學都沒來上課時，曾經連續幾周只有教授和我一對一授課，算

是相當難得的經驗。另外也不用擔心英文口音問題，教授是日本知名的商法、宇宙法學者，

有固定為德國的法學雜誌撰文，也曾來台參加與談，教授的英文非常好，課堂中也會講述許

多案例來解釋，簡單明瞭且易懂。採互動討論的授課方式，每周上課前需要先預習約十頁的

英文講義，查生字時要寫下日文備用，可以同時增加英日文詞彙量。 

另外來日本的大學絕對不能錯過｢ゼミ(zemi)｣這種演習、研究課程，上課方式是由學生報

告和討論，老師再解說或是評價，因為是少人數的班級，每個人都需要自己準備約 10 分鐘的

內容和一份レジュメ(要旨)給同學，報告完其他同學都要針對該內容提出問題或是評論，日本

同學都戲稱這部分為公開處刑。我參加的是｢商法演習｣，準備資料的過程相當辛苦，為了應

對報告後同學可能提出的質問，需要統整的範圍十分廣泛。這次被分配在三菱東京 UFJ 銀行

的組別中，負責的主題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機關構造和 Corporate Governance 態勢的構築，鑒

於台灣和日本公司的機關構造有所差異，老師剛開學直接列書單讓我回去準備。即使查了很

多資料，報告當天仍然有疏漏，被問到公司的獨立董事有哪些人物時，也只能回答個大概，

不足及需要改進的部分則在期末書面報告時補充。 

ゼミ除了課程有趣以外，課後的飲み会(飲酒會)和學期中的合宿也是相當難得的經驗，特

別是法學科ゼミ的人數少，依照人數平均下來補助金額相對多，期初期末的聚餐只需約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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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千日圓，去靜岡縣伊東市的合宿更是有補助來回交通費和溫泉旅館的住宿費，結算後花費

不到五千日圓就能享受兩天一夜的小旅行。 

 

   

 

 

 

 

   

 

 

 

 

 

 

 

3. 日 本 語 教 室  

由日文系同學每周以不同主題來授課

的日本語教室，也有日文系的老師在現場

指導，有點像給日本同學教學實習的場

合。討論的內容相當生活化，例如有一次

主題是講解オノマトペ(日文的擬聲語、擬

態語)，就準備不同種類的點心，從口感上

的差異應用不同的形容詞表現。講解季節

差異的日文時剛好適逢楓葉季，大家就一

起到六義園狩獵紅葉（紅葉狩り）。 

合宿第一天於旅館內的會議室上課，去程的列車上同學都在專心研讀資料。 

學校有經費補助的ゼミ聚餐和自行參加的二次會 

ゼミ的上課方式 Table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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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換學校提供之輔導機制 

1. Student Assistant 

Student Assistant(SA)是由學校外國語教育研究中心提供給外國留學生的日語小老師，一

個學期最多可安排 13 次，和小老師約好時間後就到中央研究棟 6 樓的專用教室內進行輔導。

主要內容是日文課作業的檢查和訂正，因為小老師每周輔導完後都需要寫報告給系上老師存

檔，如果有老師改完發回的部分仍有疑問，可以請 SA 同學代為詢問。非常幸運遇到了溫柔的

小老師，除了輔導時間內檢討日文作業，其他法學科的報告也勞煩她檢查，之後還約好一起

出去吃飯等等，學習面和生活面都得到幫助。 

2. Learning Support Centre 

西 2 號館的 204 教室有開設學習支援中心，各個領域的研究員

或老師以輪班方式定點協助學生解授課業問題，從論文的書寫方

法、英文寫作、選課輔導，到課業外的學習問題皆可以在此諮詢。

每個時段固定會有兩三位老師在場，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來取得幫

助。像是我以前從沒寫過日文報告，就到了 LSC 詢問日文報告格

式上的要求，完成的報告也拿去給老師做檢查，善用學校所提供的

資源達成學習目標。 

3. 國 際 交 流 中 心  

(1) Buddy Program 

國際交流中心提供每位交換生 2 至 3 位日本人 Buddy，協助生活上的大小事，例如填寫

學校資料、選課、購買電車定期票等等。Buddy 的日本同學有分為兩種，一種是自願當志

工，另一類則是想在學習院申請海外交換至少需要當過一期的 Buddy。之前有在網路上看到

去年交換的學姊寫說遇到不負責任的 Buddy，也是有聽到這樣的案例，畢竟跟有支薪的 SA

小老師不同，Buddy 的花費全都需要自費。很感謝自己的 Buddy 一有空就會傳訊息來問候、

約出去吃飯看電影，還一起參加了北區花火大會等等活動。在還沒有 SA 協助修改作業前，我

的 Buddy 義不容辭的接下小老師的重擔，一邊檢查文法一邊碎念著這個作業對日本人來說也

很難，相信對 Buddy 而言也是相當有趣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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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巴士旅行 

國際處一學期會安排一次免費的巴士旅行，每學期地點都不同，這學期是去箱根，參訪

了箱根神社、箱根關所，中午在芦ノ湖湖畔享用美味的日式套餐，下午則到本間木工所體驗

寄木細工。值得一提是「寄木」此種日本箱根地區特有傳統工藝技法，將多種不同的木材切

割成細小的部件，再拼合在一起，利用木材的顏色和紋路差異組合成複雜的幾何圖案，角度

和位置需分毫不差，工序繁複。體驗的課程是製作較簡單的杯墊，不過實際操作後相當費

時，藉著此次體驗接觸到日本的傳統工藝，師傅堅持傳統技法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3) 免費的藝文活動體驗 

國際處在學期中除了會舉辦多語言交換和協定學校的介紹，其他如書法體驗活動、文化

講座，或是校外團體提供給外國學生的觀覽票券都可以向國際交流中心報名和索取。這次有

幸參加 NHK 交響樂團的定期演奏會，進到了 NHK 音樂廳(每年舉辦紅白的場館)，雖然是免

費的票，但位子都是高價位的 S 席或是 A 席，坐在一樓前排觀賞時都能看清演奏者的表情。 

 NHK 音樂廳 

四、  住宿環境與生活 

1. 住 宿  

學校提供兩處有簽約的宿舍，但一學期一所協定校只提供兩個補助名額，沒抽到籤的我

選擇入住 Share House。以下仍一起介紹學校提供的宿舍。 

(1) AZALEA HOUSE 

位於東京練馬區平和台車站附近的國際學生寮，學習院補助後一個月 25000 日圓，若沒

補助則是 59000 日圓再加上禮金 35000 和押金 50000 日圓，兩種皆水電費另計，房間內附三

點式衛浴和小廚房和冰箱，另有投幣式洗衣機和公共交誼廳。從宿舍到學校步行加電車約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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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敬塾 

位於東京都文京區的男性專用的學生寮，一個月 100000 日圓，交換生可以申請到 50000

元的補助，雖然比較貴但寮內有食堂供餐。聽同學說裡面有嚴格的學長學弟制，還有酒會的

時候會玩得很瘋，住在這裡的同學有時候寮內聚會隔天的日文課缺席時，老師表示能予以諒

解。 

(3) Share House 

鑒於留學期間只有短短的半年，不想浪費時間在通勤上，最後選擇距離學校只有兩站距

離，通勤時間 5 分鐘的山手線大塚站附近的 Share House。比起自己租套房需要準備高額禮金

(約房租 1 至 2 個月份、退租後不退還)和押金，Share House 的優點是免禮金、押金，不用保

證人，還有附家具家電，也可以認識很多新朋友。有些物件為了維護居住品質會對房客進行

審核，或是要求必須有國內聯絡人等要件。去日本前，恰巧在 8 月時找到這間 2016 年 6 月新

開幕的少人數、女性專用的 Share House，一個月包含共益費(水電、網路、管理費等)約五萬

日圓。跟公司確認資料和付訂金後，9 月就可以直接辦入住。因為是新物件，床和櫃子等家具

都是全新品，物件內附的設備完善，包含居家必備的洗衣機、烘衣機、烘被機、熨斗，廚房

裡鍋具刀具餐具和小家電，到娛樂設備包含 42 吋電視和 DVD 放映機等一應俱全。其他備品

如衛生紙或清潔用品等都包含在共益費中由管理公司補充。基本上只需提著行李箱就可以入

住。除了設備完善，最滿意的就在於地理位置十分方便，走去池袋 Sunshine City 只需十五分

鐘，甚至走到附近公園就可以遠眺晴空塔。 

遇到好室友的話，在日本除了學校之外也能度過歡樂的生活。假日時和室友一起烤蛋糕

或是煮火鍋。在這裡常常交流的有打工度假簽來日的台灣人和神戶出身上京工作的日本人，

平常除了聊天、和日本室友請教日文以外，過節的時候一起搓湯圓，或是聖誕節舉行炸雞派

對，一起約去群馬縣滑雪，還有在 UNIQLO 上班的室友也可以用員工價幫忙買衣服等等，好

處出乎意料的多。 

如果擔心留學期間沒交到朋友只能在宿舍窩半年，建議可以嘗試看看 Share House 此種居

住型態，但同時這種分享生活也可能會有壓力，所幸只待半年，有需要安靜的場合可以跑去

附近的巢鴨圖書館或是到學校自習，整體而言半年間經歷了精彩又充實的 Share House 生活。 

   

Share House 內設備齊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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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飲 食  

(1) 食堂･學校餐廳 

校內主要有食堂、便利商店、學生 Hall 附設小賣部、Subway 和法式料理日比谷松本樓

的分店目白俱樂部。單品最便宜有 250 日圓的咖哩飯和拉麵，比較常吃的是 420 或 450 日圓

定食，偶爾會有節日限定的特別套餐。自己只吃半年所以還好，但要讀 4 年的同學開玩笑說｢

學校一流，學生三流，食堂五流｣，只能說各人口味喜好不同。平常中午會和泰國、韓國同學

一起到食堂用餐，偶爾空堂時間較長，會跑到池袋吃迴轉壽司或是到新大久保吃韓式料理。 

學校位處目白車站附近的餐廳並不多，不過特別要推薦｢寿司う月｣的午間套餐，一個銅

板 500 日圓就可以品嘗到師父現捏的壽司或是海鮮蓋飯，好吃又便宜，深受當地居民和學生

的喜愛。 

  

   

 

和室友舉行聖誕節派對           一起去群馬滑雪                 新年到明治神宮與法明寺參拜 

學校食堂每日不同的午餐定食與學校附近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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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行料理 

天天外食的話費用十分高昂，因此自炊是留學生的

必備技能。住宿的大塚車站附近有連鎖大型超市 LIFE

和業務超市，每周有固定的百元特價日或促銷活動，基

本上食材價格跟台灣賣的差不多，但在物價高的日本就

相對便宜，且晚上八點過後有很多打折的熟食可供加

菜。特別是在超市可以明顯感受到日本的季節感，成列

許多季節限定商品或是便宜的當季盛產食材，曾買到五

條叉牙魚只要日幣一百元，拿來煮火鍋或鹽烤都十分美

味。其他像配菜區或琳瑯滿目的冷凍食品則是方便又好

吃。 

3. 銀 行 開 戶 、 手 機 與 網 路 申 辦  

雖然只待半年，但存放生活費和領取打工薪水仍需要開戶。日本有規定即使擁有長期簽

證的外國人也需要待半年以上才能開戶，依各家銀行有不同規定。規定最寬鬆的是日本郵局

的郵儲銀行(ゆうちょ銀行)，只要有在留卡與印鑑即可開戶，但未滿半年仍無法開通匯款功

能，也不能接收外國匯款。 

為了方便提款，我有另外再去申請校內有設置 ATM 的三菱東京 UFJ 銀行帳戶，這家是

日本的四大銀行之一，據點多提款方便，可接受海外電匯，也有提供網路銀行的服務，相當

便利。還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在於可以選擇迪士尼式樣的存摺本和提款卡，可做為日本生活的

紀念品。 

  

 

通訊的部分，則分別申請 IIJmio 上網專用的 SIM 卡，一個

月 3GB 花費 900 日圓，與只要有網路就可使用的 IP-Phone 

SMART 的 IP 電話，雖然[050]開頭的 IP 電話與電信公司契約的

[090・080]開頭的號碼使用上有所差異，但日常的資料登錄或是抽

選活動都可以正常使用。 

可營業時間外申辦的電話窗口和迪士尼的存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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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個人行程規劃 

過去曾到日本旅遊和 homestay 交流，但停留時間都不超過一個禮拜，因此趁著這次為

期半年的交換留學，計畫要踩點東京 23 區和日本各地未曾到訪的地區。 

平常日課程結束後，會和留學生同學在市區內觀光，常去

的如池袋、新宿、原宿和澀谷，或是到上野暢遊美術館與博物

館。憑學生證可以免費參觀東京國立博物館與科學博物館的常設

展之外，學習院大學有加入国立美術館キャンパスメンバーズ

(加盟校名單在 http://www.campusmembers.jp/join)，加盟校的

大學生可享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西洋美術館、新美術館三館的

館藏常設展免費入場。有許多展覽都有學生優惠或是企業合作的

優待票，可省下一筆不小的門票費用。 

 

假日則搭著巴士或電車走訪近郊，去河口湖眺望富士山美景，或是到江之島遊覽美麗

海岸風光。偶爾會請日本同學推薦一些好玩的景點，剛好研討課上認識的日本同學在埼玉縣

川越的冰川神社當巫女打工，休假的時候就請她帶路走訪小江戶川越與著名的冰川神社，雖

然朋友沒穿巫女服時不能替御守祈福，不過能聽到一些在神社打工的小故事，算是相當難得

的經驗。 

半年內也和許多日本朋友碰面，從以前就認識的有著共同興趣的友人，以往一年頂多

見一次面，留學期間有機會一起參加活動，到埼玉、橫濱或是遠征福井縣、福岡，去神戶也

一起到朋友家住。最特別的或許是在農曆年前，很幸運的抽中旅遊網站免費贈送給在日留學

生的北陸觀光行程，從名古屋出發，除了能親眼欣賞一年一度的白川鄉合掌村點燈，更參觀

了日本三大名園之一的兼六園、岐阜縣飛驒高山老街與福井縣永平寺。 

   

 

 

 

Campus Members 的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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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個人綜合感想 

半年的交換留學生活其實十分短暫，不論是日文或法律系的課程能學習到的東西都相

當有限，難以具體的說明有什麼顯著的學術能力之提升。不過在大學生涯的最後，仍然很慶

幸自己當初有下定決心申請交換，能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另一個環境生活，體驗不太一

樣的人生，相信這都是對自己很好的鍛鍊。 

出國前曾對自己說除了要好好學習，更要多出去走走充實生活。回想這半年間幾乎走

過了半個日本，做了很多瘋狂的事情，曾到大阪環球影城遊玩後搭著夜巴回東京早上再衝去

上課，或是一周內去了兩次連日本人都不太常觀光的福井縣，回國前一天借住在日本姊姊家

裡，和她聊到這半年的經歷時，就被笑著說｢もう日本満喫したんだね｣，已經充分體驗日本

了吧。 

 

 在日本度過半年後平安地返台，印證著自己生活能力與獨立性的成長，適應新文化、

新生活，跟房仲交涉、到區役所辦理文件、繳納保險費等等，詢問前輩，上網查詢資料，都

是實際做過後獲取經驗，習慣獨立，學習靠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經過這次交換生活後，希

望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都能因此變得更加獨立自主與成熟，而這些莫非要謝謝支持我的家人和

朋友，以及感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出國與感謝過程中給予協助的師長和相關人員，讓我赴日

之路十分順暢，也度過美好又難忘的留學生活。 

留學期間的旅遊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