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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從小時候我就對日本文化抱有好感，無論是歌曲、電視節目，還是漫畫或遊戲，
在不知不覺之中能聽懂簡單的生活日語。長大了以後念設計系，早就想親眼一睹日本
生活中細膩的使用者設計，聽聞有交換學生的機會以後，我開始認真地準備日文檢定。 

 為什麼選擇芝浦工業大學？首先是因為學校優越的地理位置，將來如果想去旅
行比較便利。再來是因爲科系，我就讀的互動設計系匹配的科系並不多。最後因為我
聽說這是一間十分國際化的大學，這樣也許我來這裡認識的就不只有日本人。 

二、研修學校簡介  

 芝浦工業大學是位於東京的一所私立大學，西曆1927年創立，1949年成為新
制大學。被日本文部科學省選定為「超級國際化大學計畫（Top Global University 
Project）」大學之一，是東京私立理工科四名校之首，也是東京MOT六大學聯合之一。 

 學校有三個校區，分別是大宮校區、芝浦校區、豐州校區，根據年級去不同校
區上課。三個校區有各自的圖書館，藏書的類型也不大相同。 

 雖然是歷史悠久的學校，但走進這裡就像走進先進的大公司。比方說黑板可以
輕易的上下左右移動、點名採用嗶卡制度、講桌收納著電腦還有直拍掃描器、電腦用

學校帳號登入，隨時能回到上一次使用的桌面，回家用自己的電腦也能遠端開 ...等

等，讓人驚訝的小設計，族繁不及備載。 

 學校雖然設有國際宿舍，但不一定有空位，有可能需要自己去外面租屋。 

 學校的國際事務處會定期舉辦日本文化體驗的活動，另外在不同校區也設有國
際交流社團，如果想要結交朋友，就從這裡切入吧。 

 如果和日本人聊到自己讀芝浦工業大學，對方會有「哦～頭腦真好！」的反應。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原先以為我交換過來也是設計系，但與預期的不同，我就讀的是「三明治學程

（Sandwich Program）」，不被學系限制，想要選修什麼課程都能選修。 

 如果不會日文，只有英文檢定的證明沒關係，學校開有專門英文授課的課程，
且授課內容多樣，另外也有開設日語課。  
 如果會日文，想選修專門科系的課程，學校會在學期開始前以電子郵件寄一張
表單，在上面寫希望選修的課程並在期限內回傳，語言要求日文檢定N2以上，沒有
意外的話幾乎都能選到。 

 日語課紮實且實用，老師會給同學很多練習口說的機會，並教授如何說出道地
日語的秘訣。不只是把日語讀進去而已，也要實際活用一遍，讓大腦記住。聽著老師
教授的日語，不禁懷疑起以前都自己一個人學了些什麽...。 

 我也有選程式 C 語言課，每學一小觀念就出一道難題讓我們解開。我想我遇到
的日本老師都非常不錯，教學細膩用心，尤其他們習慣讓學生學完馬上練習，重視學
生是否有吸收上課內容。 

 在我專業領域的設計課程，這部分就是日文授課了。我選的課是韓國老師授課，
同樣也是很重視學習後實際演練，老師把理論講得很深，花三節課講一個理論，然後
作業做一個簡單的小作品。這點跟台灣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在台灣，可能花一節課講
一個理論，之後都是實作作品的討論，盡可能把實作作品的完整度達到最高。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上課以外的時間，我會去參加社區活動，或者來一場旅行。 

 日本社區制度非常發達，常常舉辦各式
各樣的活動，其中也有針對外國人的日本
文化體驗，有日本傳統禮儀、茶道、如何
使用包巾...等等，另外也有拜訪日本人家
庭的活動，可以了解平常日本人的生活。 

 那次我拜訪的是一位六十歲的日本
媽媽。去神社看成人式、去私家菜園收割
蔬菜、在家吃美味的壽喜燒，即使我是一
個說著不流利日文的外國人，對方簡直像
把我當成親生女兒在疼愛，真的是感動得
不得了。 

 旅行是實際了解當地文化的一種方式，偶爾和遇見的新朋友暢談，這種時候會
深深感受到學習第二語言的魅力所在。日本很大，每個縣各有個性，說話腔調不同，
文化也大相徑庭。 

 某次我來到三重縣的某餐廳，店員是平
均年齡七八十歲的國寶－海女，海女是日
本以前用潛水方式捕魚的女性。隨著時代
變遷及技術進步，不再需要海女潛入冰冷
的海水捕魚，因此現在這個行業已經沒落，
這群帶著可愛笑容的婆婆，是日本最後的
一群海女。 

 婆婆會親自烤海產給你吃，然後一起聊聊天。 



 還有一次我來到擁有豐富歷史建築的京
都跨年。參加八阪神社特有的「白朮祭」，
白朮是中藥中常用的草藥，由於氣味獨特，
日本人認為它有避邪的作用。每年除夕之
夜點燃白朮編成的火繩，然後把火繩帶回
家，是古時候日本人的傳統，不過現在因
為怕發生火災，出了神社門口就要把火燭
熄掉了，我也不免俗點了一根。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新發現，日本真的是不會讓人無聊的地方！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  

 1. 芝浦工大一堂課100分鐘，台北科大一堂課60分鐘 

 2. 芝浦工大老師常讓學生學習完立即活用 

 3. 理論面相對我們多，實作面相對我們少 

 4. 台灣學生比較大方分享自己所學，能踴躍發問 

 5. 日本學生三年級做專題，四年級開始就業活動，如果畢業前沒找到工作會很
不妙。台灣學生四年級做專題，不一定要畢業前找到工作。 

 6. 芝浦工大比較常有讓學生參加研討會的機會，台北科大比較常有讓學生去外
面展覽的機會 

  



六、研修之具體效益 

 1. 培養國際觀，認識別的國家的朋友，讓其他國家的人知道台灣 

 2. 看見別的國家的長處，知道自己國家哪裡還能更好；同樣的，知道別的國家
的短處，知道自己國家優勢在哪 

 3. 增進日語能力。閱讀聽說、更了解敬語系統、能寫簡單日文文章 

 4. 比以前獨立自主，生活技能提升。能保持冷靜解決問題 

 5. 拓展美的鑑賞能力 

 6. 了解日本社會生態，如果將來想在日本就業或生活，是有幫助的 

七、感想與建議  

 1. 不要害羞，一開始就去參加活動看看吧，太慢交到朋友的話，之後會不 時
間相處 

 2. 放下過去的成見，用自己的眼睛去認識每個國家的每個人 

 3. 不用著急，把每個字慢慢說清楚，抱有誠意的話對方會用心傾聽 

 4. 日本生活很便利，不用特地買好日常用品帶過去，去百元商店想得到的都有 

 5. 日本是集點卡社會，觀察一下自己平常都到哪消費，可以用一下他們的集點
卡，不省白不省 

 6. 不要一直窩在家，當然，適度休息是必要的 



 

◁ 入學式大合照 

◁ 箱根驛傳，為芝浦工大加油 

◁ 除夕夜佛寺會敲一百零八下鐘 

◁ 元旦第一天到伏見稻荷神社初詣 



 

◁ 參加聖誕節活動 

◁ 北海道支笏湖的冰濤節 

◁ 從江之島看見的富士山景色 

◁ 日本最美古城姬路城 



 

 

◁ 到了秋天能看見銀杏及楓葉的景色 

◁ 社區舉辦的煙火大會 



◁ 日本秘境夫婦岩 

◁ 日本秘境上高地 

◁ 世界文化遺產金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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