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生出國研修心得報告 
研修學年度/學期：107/1 

薦送學校、系所、年級：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三年級 
中文姓名：張景如 

研修國家：日本(東京) 
研修學校：芝浦工業大學 

一、緣起  
　　從小到大都對日本非常的嚮往，也因此在就讀高職時選擇了日文科，甚至
在高二時選擇去日本的姊妹校高中交換留學了一年，體驗了短暫日本高中的生
活。經過那一年的文化體驗，讓我學習到許多不論是日文或是待人處事的方法
，也因此決定之後如果有機會，要再去日本走一遭，更深入的認識日本這個有
趣的國家。 
 
 
二、研修學校簡介  
　　芝浦工業大學，是本部位於日本東京都的一所私立大學，設置於1949年。
一般簡稱芝浦工大或芝浦。前身是1927年，有元史郎在東京創立的東京高等工
商學校，現在的芝浦工大則建立於1949年學制改革之時。目前設有工學部、系
統理工學部、設計工學部。芝浦工業大學主要有三個校區，兩個位於東京，一
個位於琦玉，而我所就讀的校區則是琦玉的大宮校區，距離學校最近的車站是
東大宮車站，從車站步行到學校大約需二十五分鐘，學校有提供免費校車讓學
生搭乘，大約十分鐘一班，十分方便。大宮校區的腹地雖然大約只有台北科技
大學的兩倍，但放眼望去樓與樓之間有種植許多樹木，看起來非常寬廣，校園
充滿愜意的氛圍。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留學生在芝浦並沒有特別屬於哪一個科系，而是學校會特別針對留學生開
設十門左右的課程，主要使用英文授課且偏工業，日本的同學也可以修。學校
這樣設計為的是要讓我們銜接課程較輕鬆又可以有認識日本同學的機會。不過
由於我的日文較英文好，因此除了選擇針對留學生的兩門課程，CAD PRO-E 
3D建模與高級日文課之外，又額外向學校申請了幾門日文授課課程，分別是現
代日本社會和solidwork 3d建模，這兩門課都是全日文教學，課堂上主要也是日
本同學。 
　　我所選的課程中，有兩個類似的課，都是教3D建模，只是使用不同的軟體
，因為我在台灣只有接觸過一點3D建模，所以在修這兩堂課時並不輕鬆，常常
聽不明白老師要表達的意思，尤其課堂上使用的單字都是一些專有名詞，更是
加深了學習難度，不過我都有努力的完成每堂課老師交付的作業，遇到不懂的
地方都主動問助教，所以跟其他人比也不至於落下腳步。 
　　而我修的另一堂課現代日本社會，它的內容我認為是最有趣的，每堂課老
師都會選一個主題來探討，像是日本的人口、高齡化或教育的問題，往往我們
所認識的日本文化都是很表面的，但這堂課告訴了我很多日本社會現階段所面
臨到什麼樣的問題，並讓我們去思考可以如何解決，在學習的過程中會發現，
很多日本存在的問題其實跟台灣一樣，但日本人有不一樣的解決方式，不能說

哪一邊比較正確，但從互相交流與學習中，可以讓我們想出更多解決事情的好
方法。 



　　日文課主要按照能力分成三班，初中高級班，在開學時先進行一場分班測
驗，在第二周開始就到學校幫你分的那班去上課，我雖然被分到高級班，但其
實程度也大概是日檢三級左右，學習壓力並不大，老師教學的速度也適中，一
班大約四十人左右，跟其他課比是較為輕鬆的課程。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在來日本之前我一直以為學校會安排宿舍給留學生，也完全不認為日本學
校會讓外國人自己去找房子，畢竟許多留學生的日文可能連基本會話都有困難
，更何況是要自己去外面租房子，沒想到在去日本一個月前，學校竟然通知我
們沒抽到宿舍，要我們自己去處理房子的問題，雖然他們有推薦幾間合作的房
屋仲介給我們，但仲介所開出來的房子坪數大到可以住四個人以上，價格當然
也是四個人分才合理的數字，因此我們被逼得需要自己去租房，因此在日本最
先學到的就是如何在日本租房子。 
　　在日本租房子非常困難，尤其當你是外國人，更不會輕易的租給你，所以
即使我們一到日本就連跑了七家房仲業者詢問房子的事情，還是沒有一家房仲
願意租給剛到日本且沒有日本保證人的外國人，我們也詢問日本學校方是否願
意幫我們擔保但遭到了拒絕， 好險最後問到了一間share house願意讓我們使
用護照跟在留卡簽約，才順利找到住所。也因為這個經驗，讓我對在日本租房
子的流程及所需資料相當了解，但了解歸了解，真的要符合他們的租房規定還
是很困難的。 
 
 
五、與台灣學習環境之比較(請條列式列舉) 
　　日本與台灣不論是教學方式與課堂上的氣氛都差別很大，以下舉出幾個例
子來說明。 
１．日本老師完全按照進度表教課 
２．日本老師與學生互動較少 
３．學生在課堂不會飲食 
　　日本教授其實很體現出日本人的精神，就是做事情很規矩，會照著原定計
畫走，不會像台灣教授有時候教課是看心情的，比較自由。最大的差別我認為
是日本的教授不太與學生互動，常常上課時非常認真照著進度在講課，也不提
跟課堂無關的內容，雖然表面上看似很好，但其實也因為這樣，上課起來顯得
乏味沒有樂趣。因為沒有互動，教授也聽不到學生的心聲，無法及時做課程調
整，有好幾次教授講的速度太快，底下幾乎一半以上的同學都不明白急著舉手
問助教，教授在前面還是繼續講他的課，無視底下同學的疑問，我一開始還懷
疑是否是我剛好遇到的教授都如此，但問了其他人留學生，他們說自己遇到的
很多教授也都是一個樣，令我突然感受到台灣教授的好。 
 
六、研修之具體效益(請條列式列舉)  
１．日文能力的提升 
２．培養獨立自主的能力 
３．更深入了解日本的文化 
４．對未來發展的方向有新的看法 
　　自高中來留學的那一次，其實對日本文化就或多或少了解了一些，但此次
來日本又體驗到更多日本人不同的面貌，有好有壞，但就更認識到日本這點我
認為是非常值得的，因為我未來想要進入日商工作，勢必會接觸到許多日本人
以及他們的企業文化，所以在那之前先了解日本人的做事方法，也會讓我對之
後選擇工作的條件做一些調整。 



 
七、感想與建議 
　　其實我覺得人生來日本留學一次是非常棒的體驗，在我還沒有來到這個國
家時我非常愛它，不認為它有任何缺點，甚至一心想搬離台灣到日本定居，盲
目的愛著日本。但經過兩次的留學，看到許多過去不曾發現的點，雖然當下會
稍微覺得震驚，原來日本也是這樣的阿，但綜合所有優缺點，日本還是一個非
常值得我們學習及旅遊的國家，我現在對日本不是盲目的愛，而是看到它的缺
點後還是願意包容的那種愛。 
　　我常建議許多人想來日本留學的人，跟他們說來日本生活心臟要夠大顆，
因為台灣人真的太熱情了，導致我們常常會認為其他人也會對我們那樣好，但
其實不然，日本人的民族性是很保守害羞的，甚至有點自卑演變成的自傲，如
果你都能接受，那就來吧。 
 

 



赴外研修調查表 

姓名：張景如       所屬系所 / 年級：文化事業發展系/三年級  
研修國家：  日本東京          研修學校： 芝浦工業大學  
研修學期：□上學期     當地研修科系：無分系  
研修期間：西元  2018  年 9 月 3  日 至   2019 年 1 月 22 日 

初期規劃 
選擇此校原因：   希望靠近東京  
是否有相對應科系： □ 否 

赴外學校申請 
何時開始準備資料：西元  2018    年 3  月 1  日 
何時繳交資料提出申請：西元   2018   年  3 月 15  日 
何時獲得錄取通知：西元  2018    年 4  月 29  日 

簽證申請 
是否需要申請簽證：□ 是 
簽證費用：$  1100          (新台幣) 
申請/核發簽證單位(如駐台辦事處)： 日本駐台辦事處  
申請簽證官方網頁：      https://www.koryu.or.jp/tw/about/taipei/  
申請所需文件(請逐一列出)： 
。 6個月以上效期之護照正本(另有舊護照者，請一併提出)  
。 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一份 
。 最終學歷畢業證書正本及影本一份 
。 留學簽證申請書一份；填入：申請人的正確電話(若現住址與身分

證上的地址不同，請附上正確住址和電話)申請表格上和護照上請由

本人親筆簽名( 表格和護照上簽名請務必相同 ) 
。 照片1張；2吋六個月內之彩色光面 
。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正本及影本一份( 請務必清晰 )。 入學許可書

正本及影本一份。  
申請所需時程：    3 days  

費用 
當地學校需繳交費用 
學費：     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無         費用：       0       (新台幣) 
其他項目：        無       費用：       0       (新台幣) 
整體總開銷(含：簽證、交通、伙食、住宿等)：   90000   (新台幣) 

課程與學分抵免 
選課方式： □ 線上選課  



選修學分數上限與下限：上限    24      下限     6  
是否可跨系選課：□ 是 
課程難易度：  □ 普通 
學分抵免 
• 是否有抵免學分： □ 無 
• 學分抵免難易度： □ 容易 
• 抵免學分數：_______堂課，共________學分 
• 當地研修之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北科大抵免課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__________________   學分：  
語言學習資源： □ 無 (如：語言學習中心) 
• 是否額外收取費用： □ 否 
請簡單說明學習的語言、方式及申請單位等 
  
  

住宿 
交換學校所提供之住宿選項 
學校是否提供宿舍： □否： 
您採用的住宿方式： 
□自行租屋 
住宿資訊來源： □朋友  
住宿費用：47000日幣/月 
您所住宿的房型費用 
□單人房$   14000       (新台幣) /一個月 

交通 
研修學校是否有提供接機服務： □ 否 
若有，是否收取費用：□ 是 $            (新台幣) □ 否 
 
學校附近交通工具 (距離可以步行距離計算) 
□火車 站名：     東大宮                  (距學校距離：  １．５ＫＭ        )  

生活 
當地平均溫度(攝氏)範圍：     ２０  
校園內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住宿環境是否有提供無線上網(Wifi)：□ 有 
當地英語使用普及率： □ 偏低 
當地物價與台北之比較 
交換學校所在國家城市與比例   日本： ３     vs.  臺北：1  



飲食 
校園 
□校內餐廳 

其他建議 
  

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