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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前準備 

 日語能力 

 校內的申請資格為 JLPT 日本語能力檢定 N2 合格，但交換半年之後回過頭看，N2 應只是

最低門檻。日語檢定測驗項目偏重於言語知識、文法以及閱讀等方面，但留學生活中，僅有這

些能力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溝通、表達的能力。生活中各項瑣事、課堂上的學習和理解、與

日本同學間的交流等，無處不需日文，因此聽力和口語表達，都需要更多的準備。另外在某些

課堂上會需要撰寫報告，因此寫作也是需要特別加強的部分。 

 校內審核 

 校內的申請期間大約落在 10 月中下旬，申請需要的文件包含履歷表、自傳、留學動機、

讀書計畫等資料。經過校內審核後，會由學校將名單推薦予大阪大學，此時將會需要以英文填

寫大阪大學方面的申請表，全部提交完畢後才會獲取正式的交換資格。 

 留學簽證 

 取得正式交換資格時，阪大方會以郵件通知，並且提供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CESR）以

及留學簽證申請的相關資訊。90 天內短期滯留以外的留學生，皆須於取得在留資格認定證明

書之後，才得進一步做留學簽證的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申請，於網路上填寫相關資料，

經審查、核發後，將由阪大校方以國際快捷（EMS）寄送。收到之後再攜此證明書，以及簽證

相關文件至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辦理即可。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針對短期交換留學生，亦有提供在日期間一個月 8 萬日圓的獎助學金。

申請的類別分有一般與日本研究兩種類別。其中日本研究類別限於以日本為研究對象的碩博士

班學生。由於碩士論文中有以日本法制作為參考對象，因此本次的申請選擇了日本研究類別。

除了共通的獎學金申請書之外，日本研究類別的申請另須交付以日文或英文撰寫的研究計畫書。

而在回國之後，兩種類別皆須繳交留學狀況報告書。以日本研究類別領取獎學金者，在完成論

文、畢業之際，另須將論文影本提交予交流協會。 

 此外特別應注意的是，短期留學獎學金的申請截止日期亦為 10 月下旬左右，與阪大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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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申請十分相近，因此建議各種申請資料皆要提早準備，以免屆時手忙腳亂。 

 宿舍申請 

 阪大有提供學生宿舍供短期留學生住宿，但因為宿舍房間數量有限，故約在隔年 1 月初時

須自行線上登記，採取先搶先贏制。若沒有登記到，即須透過不動產仲介在外租屋。在阪大學

校網站上隨時可以查詢學生宿舍的相關資訊。由於眾多宿舍中只有幾個是提供給留學生，除地

點、設備、費用各有不同外，亦有分男女，因此在線上登記前建議先看好自己要選的是哪個宿

舍，避免登記的當下搞不清楚狀況，錯失名額。 

大阪大學介紹 

 阪大與法學部簡介 

 大阪大學，在日本簡稱為阪大（はんだい；Handai），是位於日本大阪府的國立綜合大學，

也是日本 7 所帝國大學中之一員。在 2018 年最新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阪大排名為第 63 名，

在歷年排行中也皆在前百名內。阪大向來雖係以醫學、理工科系著名，但其法學部在日本大學

中法學專業的偏差值排名中也居高不下。 

 阪大的法學部實際上區分為法學科以及國際公共政策學科，研究所方面則設有法學研究科

以及高等司法研究科。由於高等司法研究科係以日本司法考試為目標的法曹養成機構，因此一

般而言，台灣法律系碩士班學生的交換留學計畫係以法學研究科為對象。 

 校區與交通 

 阪大共有豐中、吹田與箕面 3 個校區。法學部與法學研究科係位於豐中校區內。豐中校區

位處大阪府豐中市的北邊，鄰近阪急電車石橋站，以及大阪單軌電車（モノレール；Monorail）

柴原站。從阪急石橋站搭乘電車至大阪梅田最多只需 20 分鐘，車站周圍的商店街亦有許多美

食、商家與超市，機能性、便利性頗高。此外，校內亦有連絡各個校區的校車，時刻固定，間

距約 30 分鐘一班，最重要是無須收費。若修課分別在不同校區，即可搭校車前往，十分方便。 

 校內設施 

A. 圖書館 

 阪大共有 4 座圖書館，分別為總合圖書館、生命科學圖書館、理工學圖書館、以及外國學



3 

圖書館。法律系學生最常使用的應是位於豐中校區的綜合圖書館。若欲利用圖書館設施，須自

行至圖書館櫃台申請圖書館利用者票。除了一般借閱外，較特別的是阪大圖書館有提供跨校複

印的服務，只要經申請即可取得位於其他學校圖書館的文獻資料影本。研究生需要的文獻若在

阪大圖書館找不到，即可透過此方式取得資料，無須特地前往其他圖書館查詢。此外，圖書館

內除了提供一般閱覽、自修的座位外，另設有ラーニング・コモンズ（Learning Commons）的

供學生使用電腦、進行討論，對於學生而言是非常友善的自習空間。 

B. 生活協同組合 

 簡稱為生協，相當於台灣的合作社的概念。留學生的加入費用為 3000 日圓，交換結束退

出時可取回。成為組合員之後，憑組合員證在校內食堂、書局、便利商店皆可享有優惠價格。

此外，亦可透過生協以組合員價購買車票、寶塚大劇場門票等票券。可以說是生活在阪大校園

中，比起學生證更為有用的一張憑證。 

C. 健康中心 

 在日本雖然亦有健保制度，但尚須自付 30%的醫藥費，仍是十分昂貴。校內的健康中心，

每天安排有不同科的醫師進行門診，因此身體若有不適，即可在校就醫，無須負擔醫療費用。 

D. 留學生交流情報室（Information Roo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IRIS ） 

 提供留學生各式各樣情報以及互相交流的空間。在這裡可以結交來自不同國家的留學生，

以及喜歡和外國人交流的日本學生。此外，亦可在此申請接待家庭（Host Family Program），

雖不同於寄宿家庭，不會在當地接待家庭中住宿，但一個月至少一次的會面、共同出遊，可以

藉由日本家庭的帶領，更迅速的了解日本文化、風俗民情，亦有助於增進日語能力，是非常好

的體驗機會。 

E. 法學院留學生相談室 

 除了上述的留學生交流情報室，在法學院裡亦設有留學生相談室。對於到阪大法學的留學

生而言，這裡可以說是在大阪除了宿舍以外的第二個家。課餘時間可以到這裡悠閒的看書、寫

作業，和其他留學生、日本學生交流。最重要的是，不管在學校或是日常生活中遇到甚麼樣的

困難，都能夠這裡尋求到幫助。相談室的負責人 酒井女士，就像媽媽一樣對留學生們非常照

顧。下課之後來到這裡，就會像是回到家一樣，能夠獲得許多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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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學生相談室在學期開始前亦會舉辦新生說明會，同時分派予每位留學生一名由法學部日

籍學生擔任的輔導員，協助辦理剛到日本、剛進入學校各種所可能會遇到的事項。而在交換期

間，一個星期至少會有 1 小時的時間進行日文指導等等，時間、內容等皆由留學生與輔導員自

行決定。此外，相談室在學期中亦會舉辦許多小活動，例如留學生以及輔導員們各自提供一道

自己國家的家常料理，透過各國美食相互交流的 Potluck Party，以及學期結束時相互道別的

Farewell Party。在阪大的交換留學生活中，對我而言，留學生相談室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存在，

它讓我的交換生活變得比預想的還要更加充實，關於阪大許多美好的回憶都是在這裡。 

F. 宿舍 

 本次交換期間住的是大阪大學位於吹田市的津雲台國際學生宿舍，在阪急山田站與南千里

站的中間，到兩個車站的時間步行皆約 13 分鐘。而欲到達法學部所在的豐中校區，最快的路

線是至山田站搭乘大阪單軌電車至柴原站下車，出站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到學校。宿舍位於住

宅區，因此十分安靜。附近有大公園也有超市，離車站也不算太遠，車站旁亦有餐廳、超市、

百元商店、郵局，生活機能還算不錯。只是宿舍的地理位置較高，因此不管是從山田站或是南

千里站，都需要爬一段長坡才能回到宿舍，算是宿舍生活中最難熬的部分。 

 津雲台宿舍為單人房，廁所、浴室、洗衣間、以及廚房皆為共用空間，但每間房內有個人

冰箱可以使用。一樓有交誼廳，平時大家會在這裡聊天、寫作業、舉辦各式各樣的小活動。由

於津雲台宿舍是專門提供給留學生住宿，所以可以在這裡結交各國來的朋友。但因為歐美留學

生居多，其中亦有許多人是剛學習日文不久，因此宿舍裡溝通上更常用的是英文。除了歐美留

學生之外，台灣留學生也不算少數，所以剛到宿舍的時候會有一種自己還在台灣的錯覺。而因

為都是台灣人，除了生活上大家互相有照應外，比起在學校認識的同學們，要一同旅遊也相對

容易，因此有許多的出遊，都是和津雲台宿舍的室友們一起，即便沒有出遊，大家也常相約在

宿舍附近尋覓美食，完全消弭了在異地生活原該有的孤獨感。 

修習課程 

 法定上課時數 

 阪大校方規定，交換留學生一週的上課時數需滿 10 小時，由於阪大一堂課為 1.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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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無下課，換算過後等於需選修至少 7 門課。但不限於法學部的課，其他共同教育科目，或

是日語課程也可算在內。 

 課程種類 

A. 法學課程 

 日本大學的上課形式與台灣的差異不大，大學部一般而言是レクチャー（講授型）的課程，

期末因老師而異可能是以筆試或是繳交報告進行評分。比較特別的是部分老師會開設ゼミ（討

論型）課程，接近台灣的專題研究，先由老師訂定主題，再由學生進行報告與討論。交換留學

生除了ゼミ需經該課程教授同意之外，其他可以自由選修。至於法學研究科，和台灣的研究所

相同，皆是 seminar 的形式。日本的法律系學生畢業後就讀研究所的人數不多，每堂課的人數

也不會像台灣動輒十幾人，因此一學期可能會有不只一次的課堂報告。此外，由於阪大法學部

中留學生的比例頗高，法學研究科中也有部分學生在大學時期並非係以法律為本科，因此開設

了許多基礎法學課程，例如學部的「日本の法制度」、研究科的「公法の基礎」即是。每週將

會安排不同科目的老師進行講授日本法的基礎內容，讓初次接觸日本法律的同學能夠快速的對

整體日本法有粗淺的概念。這類型的課堂通常僅以出席率為評分標準，沒有額外的考試或報告，

性價比非常高。 

 法學研究科的交換生可以自由選修研究科與學部的課程，但法學部的學生則無法修習研究

科的課。對於交換生而言，學部與研究科的課程並沒有誰比誰輕鬆。學部多為由老師講授，一

開始很容易會因跟不上老師講話的速度，聽不懂內容而感到沮喪，但搭配著講義，隨著時間就

會慢慢的進入狀況，故最棘手的其實是期末測驗，除了要理解一整學期所習得的概念，還得再

最後用日文寫出答案，在這部分平時寫作的練習就十分重要。而法學研究科除了報告棘手之外，

課堂上參與討論亦是重大的壓力來源。對我而言，法學專有名詞即便以日文的形式出現，由於

多為漢字在理解上並不困難，但要將這些看似很熟悉的名詞用日文從口中說出，卻是一大障礙。

且作為一個交換留學的研究生，我認為不只是要去學習別人的法律制度，將自己國家的情況說

明清楚，讓其他人認識亦是十分重要的任務，因此在課堂上將日本的情況與台灣比較，並且向

大家說明，也是在上課的過程中很大的一項挑戰。 

B. 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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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阪大法學部聘有非日籍教授，因此法學部裡開設有全英語授課的課程。另外共通教育科目，

亦即台灣所說的通識課，亦有許多以英語講課的科目。由於抱持著既然到了日本就該好好學習

日文的心情，在這次的交換過程中，並沒有選擇這類型的課程。 

C. 日本語課程 

 日語課程的部分，交換留學生主要可以選修大阪大學國際教育交流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xchange；CIEE）專為留學生所提供的「総合日本語（JA）」課程。

一週有 3 堂課，可算入規定的 7 堂課中。選修此課程前需於線上進行測驗，以測驗結果決定自

己的級數，JA100～JA600 一共有 6 個級別。JLPT 日本語檢定 N2 合格的程度約落在 JA500 或

JA600，課程包含聽說讀寫各項日本語技能的養成。如果想要特別加強閱讀、寫作或是會話等

能力，另有 JR、JW、JC 等課程可選擇，但須經特別程序申請才能獲得學分。 

 這次交換是在 JA600 的班級上課，因為 JA600 屬於上級，故課程偏向撰寫論文、即席演說、

問卷調查、街頭訪問、做簡報、發表等等的訓練，內容上可以說非常實用。平時的作業雖然相

當繁雜，但如果有按部就班的學習，一整個學期下來在日語的表現方面，還是會有顯著的進步。 

課外活動 

 學園祭 

 學園祭對於日本學生而言是校園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份。阪大一年之中共有三個學園祭，

分別在三個校區舉辦。5 月初在豐中校區有いちょう祭；7 月初在箕面校區有夏祭り；11 月初

在吹田校區則有まちかね祭。在學園祭中可以看到各個社團的表演活動以及擺攤，看著日本學

生們熱情的叫賣，充滿活力的表演，讓我在脫離大學生活多年後，又再次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 

 社團活動 

 在日本大學裡，除了課業外，日本學生最為重視的就是社團活動，且社團活動的經驗，對

於未來的就職也相當有利。日本大學的社團實際上可分為「部活」與「サークル」，前者是正

式社團，十分嚴謹，一周會有 3 到 4 次的練習，除了有請假制度外，社內前輩後輩制度也非常

分明。後者則是休閒性社團，一週僅 1 到 2 次練習，出席也非常自由。如果時間上允許，很建

議可以找一個有興趣的社團參加，因為平常就算和日本學生一起上課，課堂外其實就不太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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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交流，因此社團活動是可以認識日本朋友最有效率的方法。 

 Let’s talk in Japanese 

 Let’s talk in Janpanese是津雲台宿舍特有的活動，由社區裡的老年人所組成的自願性組織，

於每周四的晚間 7 點半到 9 點，在津雲台宿舍一樓的交誼廳與留學生們以日文進行對話。期間

偶爾會穿插一些日本文化體驗活動，例如和服、茶道、盆舞的體驗等等。這群爺爺奶奶雖然年

紀很大，但都擁有一顆年輕的心，而且英文還講得很流利。在這個活動裡除了能夠很輕鬆的練

習日文對話，也可以從這些爺爺奶奶身上得知到許多連日本年輕人也不了解的日本傳統文化。 

 台灣留學生會 

 台灣留學生會主要是由在大阪大學以正式生身分留學的台灣人所組成，但短期的交換留學

生也可以加入。除了學期初有迎新 BBQ 活動，學期間若遇到日本當地一些節日慶典，例如著

名的淀川花火大會，社團學長也會組織大家一同前往。由於是正式留學生，對於日本各個環境

的熟悉度都比較高，因此有任何疑難雜症都可以請教這些前輩們，尤其若是對到日本留學有興

趣，即可以從他們所獲得的經驗中得到參考。 

 假日休閒活動 

 交換期間的旅遊，主要是利用周末以及國定連假的時間。旅遊的地點多是選擇與大阪鄰近

的城市。在京阪神內各個觀光景點雖富有人氣，但無時無刻幾乎都被觀光客給佔據，尤其中國

與台灣的旅客甚多，各個商家幾乎都派有中文服務人員，如此固然方便，但變相的就是減少了

練習日文、好好地體會日本的機會。然而像是和歌山、岡山、倉敷、城崎等地，雖較未受台灣

旅客青睞，但其美麗的自然風景與當地特有的風土民情卻是更加令人驚豔與印象深刻的。且因

為距離都會城市有些許距離，所以海外觀光客相對稀少，因此可以不受干擾的看看這個國家模

樣、感覺它的氣息。 

 另外，各式各樣的祭典活動也是很好的體驗，例如京都的祇園祭、五山送火、大阪的天神

祭等。而鄰近的甲子園球場、寶塚歌劇也都十分值得朝聖。在台灣，我們有廟會、各種祭祀活

動，也有棒球賽、舞台劇，這些其實都是我們平時也會接觸到的事物，但因為整體氛圍大大的

不同，除了有新鮮的體驗之外，同時也能觸發我們去回想自己家鄉的事物是怎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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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記得當初碩一剛入學，在迎新的自我介紹時，當眾給了自己一個期許就是到日本交換。但

中間因為國考連兩年的落榜，使得所有的心力、目光都只落在準備考試這件事情上，曾經的期

許變成了「上榜就好」、「可以畢業就好」、「找的到工作就好」。什麼交換、什麼留學，就這樣

被我丟到自以為的現實堆裡。然而，很幸運的是身旁總有人提醒著我還有機會可以試、不應該

放棄。因此今年春夏，我拾起了被我遺忘許久的夢想，跨出了原本的舒適圈。 

 日劇、日貨，以及近年來廉價航空的普及，了解日本、到日本觀光皆非困難之事。但是「生

活」，對我來說，這個大家為所熟悉的地方，頓時變得好陌生。而陌生導致的不安感，讓我在

出發前一再的感到卻步，煩惱著自己的日文能力是否足以不讓學校蒙羞，煩惱著即將離開熟悉

的家人朋友是否能夠適應。但神奇的是，這樣的心情在回台灣的前一個月，竟然完全地翻轉成

了對日本的各種不捨，成天喊著的是不想回台灣。 

 在這次的交換期間，透過當地的生活經驗，以及與日本人的交流，與其說更深入了解日本，

不如說重新以另一種角度認識了日本。在此同時也讓我意識到了台灣在哪方面需要改善，還有

哪一方面是我們應該要予以珍惜。而在日本遇到的人們，不管是日本學生抑或是其他台灣學生，

都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以及面對人生的態度。舉例而言，日本的法律系學生，畢

業後參加司法考試的比例很低，大多從事與法律無關的工作。反觀台灣法律系學生，大多數的

情況卻是被考試一年又一年的追著跑。先不論兩種情況的好與壞，但台灣大多數的法律系學生

因為司法考試，自身的視野與可能性被侷限住了應該是事實。因此我開始試想自己除了當律師，

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此外看見其他台灣留學生對於自己未來人生的積極與認真，也使我察覺自

己待在舒適圈太久的惰性，以及欠缺的面對人生應該有的企圖心。我想，這應該是這次交換留

學我所獲得的最大收穫。 

 半年的時間雖短暫，卻足夠成為我人生中最珍貴的記憶。感謝法學院讓我到阪大交換，讓

我在畢業、進入職場前，還有機會獲得如此寶貴的經驗。這份心得報告書，除了想提供做為學

弟妹們將來面對交換留學的參考之外，也是我對於這半年日本生活的紀錄。希望自己未來在迷

惘之時，能夠看著這份報告書，回想起這時候的心情，以更寬廣的視野、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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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活照片錦集 

 

豐中校區--宙（食堂） 豐中校區--法經研究棟 豐中校區--圖書館旁 法學資料室 留學生相談室--Tutor  

留學生相談室--章魚燒DIY 留學生相談室--寫書法 

留學生相談室--負責人 

酒井女士 Farewell Party 

豐中校區學園祭（いち

ょう祭）／台灣留學生

會攤位 

箕面校區學園祭（夏祭

り）／社團表演 箕面校區 日本語課程期末師生合影 津雲台宿舍 宿舍房間 

宿舍交誼廳 
宿舍活動--International 

Dinner 
Host Family--伏見稻荷神社 Host Family--國立國

際美術館 台灣學生會--淀川花火大會 

能劇欣賞 Let's talk in Japanese--

和服體驗 
插秧體驗 吹田祭 京都五山送火--大文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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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博紀念公園．太陽之塔 大阪城 大阪海遊館 大阪梅田夜景 USJ 環球影城 

四天王寺--七夕祈福 寶塚大劇場 甲子園觀賽 奈良餵鹿 平等院 

貴船神社 夏日限定--流水素麵 鞍馬寺 嵐山小火車 清水寺 

八坂神社 熊野本宮大社大鳥居 姬路城 城崎溫泉 白浜．圓月島 

友之島 岡山城 吉備津神社 倉敷美觀地區 德島阿波舞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