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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中文至少 3000字或英文至少 2000字及 6張圖片(含

說明)，12 號字： 

Outline of the report: Please describe your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ections 

with a minimum of 3000 words in Chinese or 2000 words in English and six pictures(each 

with captions).  Font size: 12  

 

1. 緣起 Origin 

 這次利用大四的這個學年申請交換生，其實早在大二下學期開始就有這樣子的打算

了。當時為了想要達成這個計畫拚命的修學分、準備 N1 考試，就是希望能減輕四年級

的學分壓力。經過一年半左右每天早八、還有不斷參與系學會和 TA 等等各式各樣的活

動來累積自己的經驗及實力後，終於來到我鎖定的大四期間交換留學的申請。 

 對於書審的準備，我利用這一年所累積的，像是日文口譯志工、學會幹部、老師的 TA

等等的經驗，全部都填寫上去，對於學業的成績我也是盡力去維持，所以在第一關的書

審我算是順利通過。而針對面試的部分，我將對自己的了解與計畫和對於我想要交換的

學校的特色與風氣有所把握後，其餘的就是多關心國際時事的新聞和盡可能的去演練面

試時可能會發生的情況。到了最後一關時，不免得有些緊張，但是並無大礙，在面試時

經過幾次的問答後，最終我順利取得一年的交換留學資格，並撕到我想要的日本大學「國

立千葉大學」。 

 撕完榜後其實才是挑戰的開始，對於簽證的辦理一點也不能馬虎，遵守負責老師給予

的期限與條件十分地重要，如果有任何問題提前與即時詢問都可以很有效的減少處裡的

時間與雙方的麻煩。再來就是對自己的學分要有清楚的了解，積極參與系上的抵免說明，

和計算、規劃自己要修習與抵免的學分，還有抵免學分的流程，避免有無法抵免狀況發

生，嚴重的話很有可能影響自己能否順利畢業。最後，對於自己將要留學的國家及大學

的現況要有一定的了解，因為這關係到出發的航班與到當地後要如何與對方做聯繫或是

宿舍的入住等等，直到下了飛機、入住宿舍之後都還是不能夠掉以輕心，小心使得萬年

船。到了當地後，就開始準備新學期的到來。 

 

2. 研修學校簡介 Introduction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我選擇的大學是日本國立千葉大學，這所大學擁有十

個學部，其中國際教養、法政經、園藝和看護的四個學

部是在日本國立大學之中唯有千葉大學有的學部，而千

葉大學將它的前身—千葉醫科大學的學部與風氣繼承了

下了，成為了一所獨具特色擁有多種學部的大學。 

 這次我參加的千葉大學 J-PAC 留學計畫之中有分為日

本研究及國際教養兩個組別，我選擇了日本研究並被分

配到了國際教養學部。簽證、在留卡、入學通知還有役

男的出境許可都準備就緒之後，我就依照千葉大學給我

的書面資料隻身前往日本。到了日本之後，千葉大學並

沒有提供接機的服務，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前往學生宿

舍，收到的書面資料都有詳細的說明路線與聯絡電話，

所以到宿舍報到其實並無太大的問題。到了宿舍之後，

千葉大學的 CISG(Chib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Group)社團有安排志工帶我入住

(圖 1)千葉大學內的通學路 

 



宿舍，所以一切其實都很順利。在宿舍報到並安置好行李後，就先是辦理我們的健康保

險以及銀行帳戶，宿舍都有安排好時間，只要依照日期跟著志工去辦理即可，再來是確

認學校的說明會以及選課等等的雜項，選課時也要留意自己的學分與課程是否有達到文

藻的抵免標準，並且也要在千葉大學修得足夠的學分，這些都會在學期開始前的說明會

會有詳細的說明。接著，千葉大學會安排每人一位學伴為期半年，這也會有認親的活動，

所以一切聽從學校安排即可。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Courses You Took 

 留學生在千葉大學的選課流程跟學部生不太一樣，我們是採書面紙本的方式，學期開

始後有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讓大家去試聽，之後可以再決定要不要修。而日文課方面，

千葉大學有分 100~800 的等級，100~600 屬於初階，而 700~800 是高階，如果在一開始

就想選高階的話，必須先參加 800 級的分班考試，合格後才能選。800 級其實並沒有很

難，接受過文藻日文洗禮的我們相信大家都綽綽有餘，而 800 日文課的內容有很多可以

讓我們選擇像是口語發表、報告寫作、閱讀等等，可以依照自己所需要的課程或是學分

去做選擇，上課的情況因為是高階所以基礎的語法和字義基本上不會太有詳細的介紹，

主要都為聽、說、讀、寫的實際運用居多，文藻的日文課基本上都是要用高階日文去抵，

所以若是想要抵學分，建議在千葉大學選高階的日文課會比較保險。 

 以上是留學生的日文課的選課，接著說明一下如果要選其他課程或是想跟日本學生修

一樣的課程的話要怎麼做。在我們的選課單中，其實也有日文課以外的課程可以讓我們

做選擇，尤其是自己所屬的學部的話，盡管有些限制但基本上都是可以選修的。那若是

想要修習選課單上以外的課程的話，就要上千葉大學的網站去查詢自己想要選的課程，

依照查到的資訊可以再繳交選課單的期限前線先去試聽，並且最好跟授課的老師確認自

己是否能夠修那門課，如果都沒有問題，就可以在選課單最後的空白表格填寫相關的資

料最後送出即可。文藻日文的三大學程，在千葉大學的選課單上基本上是沒有可以抵學

分的類似課程，所以在出發前就可以跟系主任討論，或是事先上千葉大學的網站去找自

己所需要的課程。 

 而在千葉大學上課的狀況依照課程及老師的要求而有所不同，若是要跟文藻做比較的

話，就是千葉大學其實沒有文藻那麼嚴格，所以自發性的學習和自我控制其實十分重要，

對於教授所給的資訊、要求、繳交到告的時限也都要自行掌握好。至於學習的成效，我

認為依照每個人的情況不同所得到的結果也不一樣，只要積極學習其實都能得到不錯的

效果，尤其是日文能力真的可以得到突飛猛進的進步，所以把握學習的機會和不怠惰可

以說是最為關鍵的。 

 

4. 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and Social Life 

 課餘我也有參加很多千葉大學的活動、校外的活

動、社團等等，千葉大學有為我們留學生辦了很多

的體驗日本文化的活動、巴士旅遊、寄宿家庭等

等，只要多多關注千葉大學的訊息就不會錯過。而

我自己很喜歡打排球，所以有參加了一個排球的社

團，跟大家一起打球參加合宿也十分的開心，接著

是 CISG 社團，在最一開始的宿舍入住也是由這個

社團幫忙，這個社團也有辦理很多活動，特別是針 (圖 2)日本家庭拜訪交流 

 



對海外留學生的，在那裡我認識了分長多的外國留學生，是一個非常好的交流機會，大

家一起去海邊、參加烤肉、冬季合宿的滑雪、餐會酒聚，真的非常開心。再來就是千葉

大學的 English House 的單位，在這裡你可以練習英文，與母語是英文的留學生交流，也

有非常多的活動可以參與，所以除了日文的學習，在千葉大學也是有很好學習英文的環

境。最後千葉大學的大學祭也十分熱鬧，而我們也可以參加在千葉大學的台灣留學生會，

跟大家一起擺攤，也是非常有趣。 

 

(圖 3)CISG 千葉大學留學生交流社團長野縣冬季合宿 

 

 

(圖 4)台灣留學生會千葉大學祭準備 

 

 上述都是校內的活動，接著是校外的活動。跟朋友去逛各種祭典、為期一周的關西自

由行、一個人去找住在鹿耳島的朋友的一星期、去箱根泡溫泉順便去找正在那裡實習的

同學和學弟妹們、每個月 4~5 次跟留學生的聚會等等的吃喝玩樂都不在話下，而其中最

特別的經驗就是，代表千葉大學三天去千葉縣的長南町國小擔任三天台日國小交流的口

譯志工。在那三天認識了非常多的小朋友，也體驗了日本國小的學習狀況和環境，也是

我第一次分段口譯和耳邊口譯的經驗，對於身為一個日文系翻譯學程的學生而言，是一

個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而跟小朋友們的互動也是非常的開心、感動。 



 

(圖 5)千葉縣長南町國小口譯志工—6 年 A 組老師及學生 

 

 

(圖 6) 千葉縣長南町國小口譯志工—6 年 B 組老師及學生 

 

 最後說一下宿舍周邊的環境，宿舍離千葉大學有一段距離，步行大概 30 分鐘左右，騎

腳踏車的話大概 10 分鐘，而電車的話，宿舍距離最近的稻毛車站步行也要大約 7~10 分

鐘左右，搭上車到千葉大學所在的西千葉站的話只要 3 分鐘就可以到達，所以搭電車的

話加上步行到車站的時間最少也要 13 分鐘左右，不過這裡要注意的是，上午開往西千葉

的總武線延遲的頻率非常的頻繁，所以若是有上午的課最好還是提早 30 分鐘以上出門會

比較保險。在從出發宿舍 10 分鐘左右的步行路程有兩家超市，而在房間內也有附設一個

小廚房可供使用，所以若想要省錢不吃外食的話可以到超市購買食材回來自炊。整體上

往學校的交通其實不是算太方便，宿舍房間然不大但是一個人使用算是十分足夠，房租

也不是太貴，所以其實還時挺可以的。千葉大學和宿舍附近也有非常多的食堂，自己的

話特別推薦學校附近的 POPOKI，便宜好吃，店的內部也十分的有特色，有機會不妨去



看看。關於花費的話，其實如果省一點，不要常去聚餐、外食，扣除房租一個月 1~2 萬

台幣其實是很足夠的，若是不夠用的話，可以跟千葉大學那裡商量並申請課外活動資格，

基本上就可以打工了。 

 

5. 研修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Advantages Gained on Exchange (Please use bullet 

points.) 

 透過這次的研修經驗，我所學習到的具體效益： 

1.日文聽說讀寫的進步 

2.與各國的留學生的交流，進一步開闊視野 

3.加深對日本的印象與社為的理解 

4.體驗和台灣不一樣的學習環境 

5.透過各種機會、管道，體驗日本文化和與日本人交流 

 

6. 感想與建議(Overall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透過這次的留學經驗，讓自己對於日本的印象和對自身的了解又重新審視了一遍，來

到千葉大學不只是追求對知識上的學習，更是一種自我磨練，身在異國的同時更能發掘

或是理解、正視一些問題自己從未想過，甚至是從未意識到的，這是讓我覺得最寶貴的

經驗。在玩樂中學習，在學習中玩樂，然後去咀嚼其中的過程，汲取經驗再去省思、反

省，對我而言是再有趣不過的遊戲了。自己給大家的小小建議就是，重視這次的留學過

程，不只是玩樂，重點是你從這當中帶回並吸收了多少東西，我認為這才是此行的目標。 

 

 

 

 

 

 

備註 Notes： 

1. 請依規定標題書寫，但格式仍請自訂。 

Please complete the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headings regulated above, though you can make your own format. 

2. 容量限制：8MB 

Capacity: 8MB 

3. 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 

Do not include pers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ID number, date of birth, telephone number, and add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