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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語文學院遊學心得 

 

                原就讀學校/科系/年級：長榮大學媒體 3A 

                學生姓名：江○汶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7.8/1~8/31 



  由於我校只有 6人去,又是第一次和朋友出國遊學，我很緊張，當然這也反應

在我的行李上，非常滿！當天我和同學一同抵達機場，還有充裕的時間，所以

我們在辦理快速通關的申請後，我們邊吃邊等其他人的到來。集合後，我不由

得再度慶幸，幸好有安排隊長，不然要自己琢磨怎麼通關，雖然我有跟團的經

驗，但還是不太清楚，果然一起找比較快速呢！ 

  抵達日本開始了上午學習、下午遊玩的日子，我們就讀的語言學院所招募的

學生幾乎都是臺灣學生，雖然學院的校長是日本人，但是會長好像是臺灣的女

性，我們一開始以為會有不同國籍的人一起上課，沒想到居然都是臺灣人呢!那

裡的教導我們的老師雖然都是日本人，但是對我們很友善，也很努力的教導我

們，真的都是很親切的人。下午，在日本留學、也兼職學院事務的臺灣學長是

主要安排我們的活動內容的負責人，他帶著我們這群臺灣高中生還有大學生，

透過電車的交通工具前往各個目的地，讓我們也認識到電車是如何搭乘的，也

因為我們住宿的地方在東武練馬，所以每天都要電車上下學，因此學院給我們

每人辦一張 pasmo卡，就類似悠遊卡，學長說之後如果要用的話，這張卡片的

期限是一年，真棒！而且搭配他們的 app就可以知道可以幾點做什麼線和哪一

班的車，因為學長安排的活動都是通過特定的線，所以跟著大家搭，回來的時

候他也有給回程的方式，所以，其實並不緊張，而且也認真的跟著學長安排的

有趣活動再走，活動之後我們也會偶爾在沿途的車站站點附近逛逛，而由於我

並沒有特別想去朝聖的地方，所以基本上我都是跟著大家走，因為我最感興趣

的就是日本的文化以及日本職人的專業精神。 

  學院有事先請我們視一些教材來選擇，自己要待在哪個班級裡，有基礎 A、

基礎 B、初級、中級，我雖然只有上過一學期校內的基礎日文，但是我想讓自

己更努力，所以挑戰選擇初級的班級，雖然吃力，但是很充實。 

  飲食的話，我算是還滿習慣的，我也基本上都吃和食比較多，所以我嘗試了

很多很不錯的美味，像是烏冬、蕎麥麵之類的，拉麵也吃了不同家的，有些的

對我來說湯頭有些偏油偏鹹，不過值得稱讚的是麵，每家的麵都非常好吃，我

覺得滑順、Q彈有勁的感覺，而且店家也給你選擇麵的軟硬度，就可以滿足每

個人的需求，真的很貼心！普通拉麵我覺得還好，700日幣或是 800日幣左右

的一碗，不過網路大推薦的店家的話，價格最高就 1000日幣左右，不過，其實

也有不錯的選擇，我們也常常會去逛大超市，5點多是主婦們以及上班族會來

買食材或是晚餐的時間，算是超市的一個尖峰時段，但是過了 6點多 7點多，

你會看到有人員在貼貼紙了，代表那個食物已經過了它最好的新鮮期，有打 7

折或是 8折的，甚至會有半價的，這樣的情況在熟食區和海鮮以及生肉品區最

為常見，而 9點過後，有些甚至有可能會再降價，低到 300日圓左右的也有，

不得不說，這實在是太吸引人了，因此我們也常常會前往購買特價品，也幸好

我們那間裡面的東西都很齊全，廚房用具、烤箱、微波爐、冰箱、甚至是洗衣

機、烘衣機，什麼都很齊全，就像住在樣品屋裡一樣，很不錯。 

  我很喜歡日本的美食、習慣、文化，也希望自己深入了解更多元的日本。 



 

在池袋車站門口外面，天空很美麗。 

 

 
在小型的水族館裡，也有可愛的小丑魚。 

 



 

和朋友一起在拉拉熊主題餐廳。 

 

阿美橫丁的街上可以清晰看到晴空塔。 



 

吉祥市附近的公園非常大，也非常美麗。 

 

 

在江之島的海邊，很多人來踏水和游泳。 

 



東京語文學院遊學心得 

 

        就讀學校/科系/年級：長榮大學應日系 2A 

                學生姓名：林○文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7.08.01-08.31 

 

 

 

 

 

 

 

 

 

 

 

 

 

 

 

 

 

 

 

 

 

 

 

 

 



1. 準備 

出國前先搜尋了東京都 8 月份的天氣概況來準備衣物，沒有帶太多的個人物

品，像盥洗用洗或者餐具等等便宜的消耗用品我都是去日本才買。然後男生

在出國前如果還有沒服役的記得線上兵役科辦理緩徵不然不能出國。 

 

2. 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上課的地方是在池袋的東京語文學院，中級班上課的情形還蠻不錯的，不像

在台灣的教學是用中日的方式上課，而是用全日文的方式授課，並且所有新

的單字句型也是用日語來解釋的，上課方式也非常得活潑，老師會說日本笑

話、玩些小遊戲和請同學發表昨天做了甚麼事情等等的休閒方式來讓妳練習

到更多的日文，上課時也會不時的發問問題請妳回答，如果答不出來會引導

同學回答題目，成效來說的話算是非常好的，每天受到日文的洗滌絞盡腦汁

的喚起所學的日文來回答問題和聽到正宗日語的發音，這些都讓日文能力增

進了不少。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上午基本上都是上課行程，下午才是一連串的課餘活動，許多課餘活動可以

讓妳更深入了解日本的文化和活動，我覺得對於學習日文而言也是一個不錯

的體驗，像是花火大會和茶道等等的體驗讓妳更加了解日本的慶典和傳統文

化的精神，很多活動的場所也都可以遇到很多前來遊玩的日本人，可以藉由

聊天交日本朋友來提升日文能力。 

4. 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 

學校環境還蠻不錯的交通位置也非常方便就在池袋西口附近。住宿方面非常

不錯我是住在兩人一間的大空間，聽房東說這裡以前是被分割成兩間的最近

才打通變成一大間，住起來蠻舒適的也有網路可以使用，而且有自己的衛浴

設備還有一個小廚房和準備給我們使用的電磁爐所以生活起來非常方便，而

且住宿位置也離千川車站很近所以非常方便。日本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雖然

剛開始坐車看不懂密密麻麻的路線圖，但是熟悉之後非常方便基本上想去的

地方都能搭車到。飲食方面也相當不錯雖然有吉野屋、松屋等等的平價美

食，但如果想吃更好的食材又便宜的話買一個電磁爐專用的鐵鍋就非常實用

了，吃的可以比外面高級而且又不貴，因為即期的肉品到了晚上(每間超市

打折時間不一樣)都可以打到 5~8 折左右非常的方便，每間百貨公司下賣便

當的店也是時間一到所有便當都會打 5~7 折，零食點心方面也比台灣多元和

很多的種類。 

5. 費用篇 

生活支出是必不可少的，先不考慮去日本要帶回來的紀念品或零食等等的額

外支出，一天的 3 餐就是一個固定的支出了，基本上想吃一個像樣的餐點能

吃得有些飽足感的也要 400 元左右，但基本上這種價格的店也不算多，平均

價格大概落在 700 左右，所以只算吃的我給自己每天 2000 的預期心理，如



果是自己買回去煮的話基本上都還蠻便宜的，但有時候會去吃一些比較好的

或者買飲料等等的就有機會超過，還有一個必要的支出就是車費，雖然學校

有幫我儲值 1 萬多的車費，但是因為日本的車費還蠻貴所以後來自己也有補

了差不多 6000 左右的日圓。 

6. 感想與建議 

這次去日本這一個月真的學到了很多，也讓剛開始接觸日文不大多和很少說

日文的我有很大的啟發，在中級班的課程中老師的授課方式讓我覺得非常的

好，多多開口後就不會再那麼害怕說出不標準的日文等等的了，而且一個月

的時間也可以好好的觀察日本人的生活型態，也發現了很多以前對日本的過

度的迷思，而且第一次離鄉背井住在外國禎的是一個很好的體驗，尤其用非

母語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真的是感到有趣和成就感。建議的方面飛機建

議做日航的因為可以兩個行李箱都 23 公斤，如果不小心買太多比較不容易

有超重罰錢的問題，而且還會給你一些店家的折價券可以得到更多的折扣，

生活方面有建議想要自己煮的先看好宿舍付甚麼設備供你使用，如果是給你

電磁爐的話只要買個可以應用在電磁爐的鍋具和其他調味料等等的就夠了，

不需要大費周章鍋碗瓢盆都買了，因為不僅貴帶回來也是個問題，基本上日

常生活用具到日本買就好秉持著日本用一用而已的想法所以不用買到過好的

日常用品那會給自己添麻煩，日本電車路線複雜建議去之前下載車站時刻表

的 app 這樣比較方便，不然如果刷錯路線會很麻煩，不建議買一日乘車券除

非你很確定你要去的地方真的都符合且有去很多地方，因為一日乘車券限制

多很多要去的地方需要轉乘 JR 就不能使用了反而還會讓自己出不了站要額

外付錢才能出去，所以建議還是把錢儲值在 pasmo 或 suica 裡比較方便而且

很多店家和販賣機也能用這個刷就像悠遊卡一樣，如果離開日本時卡裡的錢

沒花完也沒關西有效期限是最後一次用的 10 年後以後來東京玩還是能用，

而且機場的免稅店也是能刷的不用擔心有餘額的問題，而且餘額沒花完要退

卡的保證金還要手續費不建議退卡。一蘭拉麵在日本直接走進店裡就有位置

了不用排隊。然後大多數的購物場所向唐吉軻德或像太陽城之類的景點在網

路上都查的到折價券可以幫自己省很多錢。最後一點既然去日本學習日文了

雖然是遊學團也有玩的成分在，但是還是建議除非不會溝通的再說英文，基

本上菜單上也都會標註平假名就算念得多不順都沒關西試試看用日文對著店

員念出自己想要吃的美食，不僅有成就感還能讓自己更進步，不要害怕去說

日文秉持著沒有人認識你不怕丟臉的精神大聲的說出日文吧!! 

 

 

 

 

 

 



 
日清泡麵博物館自己的泡麵自己做 

 

 

 

 

 

 

 

 

 



 

 
橫濱皮卡丘大量發生中 

 

 



 

與馬來西亞鄰居的自助燒烤和壽喜燒(外面一個人就要 3000 多了 自己買 3

個人在宿舍吃到飽也不過快 4000) 

 

被評為世界第一但料理的早餐 



 

和服與茶道的體驗課程 

 

只有日本才吃的到的稀少大峰葡萄(比巨峰還大很多) 



  

 

長榮大學 2017暑期日語遊學成果報告書 

 

 

 

 

 

 

 

 

東京語文學院遊學心得 

 

          就讀學校/科系/年級：長榮大學應用日語系 2A 

                    學生姓名：花○潔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7.08.01-08.31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至少 1500字及 6張圖片(含說明)，12號字： 

1.緣起/準備（可就行前準備、簽證之辦理、接機等準備事項進行陳述）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可就該研修學校特色、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學習成效等事項進行陳述）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可就參加之課餘活動或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進行分享) 

4.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就研修學校之生活環境、住宿、交通、飲食等事項進行陳述） 

5.費用篇(請就生活支出或研習期間必要支出等費用進行陳述） 

6.感想與建議 

當初在桃園機場集合時，我非常地不安，因為所有團員只見過一次面，我是隊長要負責集合

大家，還好最後大家都有順利集合。到了成田機場，很快就看到接機的老師，但是因為東京

下大雨延誤了巴士，所以我們又在機場等了兩個小時

後才坐車到宿舍。住宿的方面，我覺得廚房提供的物

品很齊全，鍋碗瓢盆都不缺，也有微波爐和電子鍋、

烤箱。但是房間兩個人住真的太擠，早上一定得把棉

被捲起來才有地方可以吃早餐。由於上的是比我自己

本身的程度再高一點的課程，所以一開始老師的講課

速度讓我跟不太上，但老師會用手勢和動作來讓我們

了解課本的內容，所以我還是能了解大致的內容。到

了要結業的時候，我發現老師的話我開始可以慢慢地

抓到關鍵字去理解老師的說話內容了，我覺得來日本 

的一個月聽力有進步。 

（上課地點－東京語文學院） 

學校為我們安排了許多活動，雖然天天跑行程很累，但是也玩得十分過癮。尤其是在第二天

就去了迪士尼樂園，真的玩得非常開心。 

 

還有穿著浴衣去看煙火大會是個

很美好的經驗，不僅體驗了日本祭

典的熱鬧氣氛，還觀賞了美麗的煙

火。 

 



        （煙火大會） 

在目白庭園也穿了和服，雖然在穿著過程中，腰被一層一層的纏起來有點不舒服，但完成後

大家都變得非常漂亮！ 

還有在東京鐵塔上觀賞到了一覽無遺的風景、在大

江戶溫泉體驗泡湯的樂趣、在品川水族館看海豚表

演……等等，這些景點都讓我留下深刻且美麗的回

憶，也希望下次有機會時能再次造訪。 

 

 

（東京鐵塔夜景）          （品川水族館海豚表演秀） 

住在日本的一個月，我看到許多日本的在地特色和風俗習慣，讓我比起短期的自由旅行更接

近日本人的生活。 

像是：平常上學時會看到媽媽騎著腳踏車前後各載一個小孩去超市買菜，這是在台灣不曾看

過的景色，讓我覺得非常驚奇。或是因為住的東武練馬車站附近就有大型超市，所以下課之

後很常去超市購物，自從發現過了七點超市的肉品和生鮮食品會打折後，我和室友們就很常

在那個時段去搶便宜。這些都是有趣的經驗。 

而在電車上也可以觀察到許多有趣的現象，像是：日本的女生不管是要去上班或外出約會幾

乎都穿裙子，台灣的女生則是穿褲子居多；要去參加日本演唱會的粉絲會打扮得很漂亮，還

會拿著應援的扇子，並穿上演唱會的Ｔ恤；電車的尖峰時刻則是個很恐怖的經歷，有一次回

宿舍時遇上下班時間，瞬間體會什麼叫做沙丁魚罐頭。 

這次的短期遊學，我在學校的休息日去了許多地方。從一開始很怕坐錯車到後來可以在號稱



最容易迷路的新宿站找到出口。我在日本票選最適合居住的吉祥寺尋找飄散著書香的舊書

店、在惠比壽的東京都寫真美術館觀看世界報導寫真展、在橫濱跟著皮卡丘一起大遊行，每

次去的地方都各有特色，但都同樣讓我感受到了日本的風情。

 

（橫濱皮卡丘大遊行） 

 

（繁忙的澀谷十字路口） 

但畢竟對日本還是不熟悉，所以也曾經鬧出不少誤會。有一次我們要坐從台場回池袋的電車

時，上車時感覺好像坐錯車了，因為我們竟然有位子可以坐！？而且還異常的豪華。由於非

常怕坐錯搞要多付車錢，所以在車掌小姐過來賣零食的時候，連忙問了她，結果她就把我們



帶去隔壁的車廂，一打開我們就鬆了一口氣，是普通站著的車廂。後來才搞清楚是因為日本

急行電車會有自由座和指定座，我們在上車時不小心上了指定座的車廂，所以才會造成這次

的烏龍。 

另一次則是在日清杯麵博物館時，餐廳服務生問我們なんめいさまですか。 （請問有幾位？）， 

結果林瀚文聽成ラーメンさまですか。（是拉麵大人嗎？），結果他疑惑地轉頭問我們說他

在說什麼啊？原來是他把な聽成ら的發音了，事後大家講起這件事都會笑。 

在這次短短的一個月中，我從不敢開口說日文到要回國時已可以進行簡單的交流會話，我覺

得這對我非常的有幫助，雖然本身就是應用日語系，但是在台灣能開口說日語除了課堂以外

的機會比較少，所以這次的遊學團讓我開口講了許多日文，讓我覺得收穫良多。 

 

 

 

 

 

 

 

 

 

 

 

 

 

 

 

 

 

 

 



 

本心得將公開置於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網站，我  □同意 or ■不同意  公開姓名系級。 



  

 

長榮大學 2017暑期日語遊學成果報告書 

 

 

 

 

 

 

 

 

東京語文學院遊學心得 

 

          就讀學校/科系/年級： 

               長榮大學/媒體設計與科技學系/三年級 

                    學生姓名：張○瑾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7.08.01-08.31 

 



1. 

因為是第一次出國，心情既興奮又緊張，在前幾天把旅行的所需用品買齊，還仔細地確認有無缺少任何東西。

因為是在桃園機場搭機，住在南部的我要先於前一天晚上坐客運到台北，當天早上再從北捷轉桃捷搭到機場。

在機場準備搭機時，必須先排隊入關，經由同學得知，只要事先在網路上辦理，就能不經由海關人員檢查，直

接指紋認證通關，但我當天才曉得，以致於沒有提前辦理，所以只能乖乖排隊等待。飛機上的餐點不符合我胃

口，沒有吃完，但空姐服務周到，不時會詢問是否需要幫忙。在機上還能看電影、聽音樂和玩遊戲……等，不

過大部分電影沒有中文字幕，只能看螢幕、搭配日文或英文發音，猜出在影片中的對話。雖有些微不滿，但整

體上來說還不錯。 

2. 

語文中心位於池袋區域附近，應該是房價貴的原因，建築物並不大。教我們上課的老師全程用日語教學，雖然

有時會聽不太懂，但老師們這時會用肢體語言表達，好讓大家理解，遇到學習上的困難時，也會耐心地一一指

導。此外，老師們會問有關於台灣的文化，例如夜市、物價、景色或食物……等，通過交流，了解兩國的文化

差異與特色。同學與老師們也會彼此教童年的小遊戲，包含黑白猜拳和大風吹，大家玩得不亦樂乎。在最後一

天的發表會上，每位同學各自上台分享在日本這一個月下來的感想，其中我們班還要照片和名產，其中最讓我

驚艷得是有人帶了小型的破魔矢，引起許多人的圍觀呢。下午大家一起去吃到飽火鍋，在那裏頒發結業證書，

還和老師們拍照，隔壁桌的學生甚至和老師唱起<周杰倫>的歌呢，最後，每個人都依依不捨地與老師道別。 

3 

.課餘活動去了許多地區，其中不在行程中，荻窪車站附近的【杉並動畫博物館】令人印象深刻，裡面介紹了關

於日本動畫歷史，還能體驗聲優的配音工作和動畫製作。那時正好在展示《我的英雄學院》這部動畫的展覽，

展示了草稿、分鏡與人物設定，因為喜歡這部作品，加上未來想從事電腦設計類的工作，所以收穫良多，而且

在館裡徘徊許久，到關閉時間才離開。 

4. 

日本有許多和台灣不同之處，比如路很平，水溝蓋也很少；公園裡的烏鴉多；車子和手扶梯靠左，一不小心會

習慣靠右；每間房子的外觀都不同；日幣重量很輕，一圓很像假幣；電車尖峰時刻項背相望，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僅隔一釐米；很少路邊攤；賣吃的店家幾乎都用投幣式結帳機；廁所都用可容式衛生紙；打開廚房水龍頭的

水可直接引用；幾乎沒有機車，大多都是汽車和自行車；自行車前後都有大籃子可裝物品；超市有自動結帳機；

公車價格比電車貴；日本人口味偏重甜和重鹹；每餐均會附冰水。 

5. 

日本的物價比台灣高出許多，因此每餐價格通常在日幣一千元上下，一個月大約會花九萬日圓，其他物品也比

我國高出許多。為了減少支出，平時會去超市購買日常用品和三餐，而且日本的關店時間比較早，大概八、九

點多，便當類的食物開始打折，甚至半價，每次都會和同學守株待兔，先確認要買的東西，然後先在附近閒晃，

等時間一到，立即衝過去搶。而且日本的熟食區種類各式各樣，選擇的機會變多，非常方便。除了在語文中心

學習，下午還有其他行程，這時就需要車費，因為日本昂貴的車費眾所皆知，雖然語文學院已在票卡中幫大家

儲值這一個月行程的所需費用，但是我們還會自己另外去其他想去的地方，所以會不夠用，必須時常加值，久

而久之，也成為一筆可觀的費用。此外，來到國外觀光，不可錯過的就是買名產。既然來到日本，想買點伴手

禮給家人、親戚與朋友，加上喜歡日本動漫與景點，不知不覺，越買越多，全部加起來的價錢遠遠超出想像，

行李箱差點超重，幸好我向同行的一位學姊借了後背包，才勉強把物品全數放進去，有人不得以還用郵寄的方

式運送回國，多了一筆運費呢。 

6. 

希望能採取一天上課、一天遊玩的方式，而不是早上上課，下午遊玩，這樣做較能集中精神上課。但這次遊學

還是玩得非常盡興。 

 



 

 東京迪士尼 

 

 

 

 
  

  新宿車站附近的百貨公司 

 



    東京鐵塔 

 

                                             
 

 

 

明治神宮 



    橫濱杯麵博物館 

 

 

                        品川水族館 



 

※心得報告內容大綱，請就以下主題分享，至少 1500 字及 6 張圖片(含說明)，12 號字： 

1.緣起/準備（可就行前準備、簽證之辦理、接機等準備事項進行陳述）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可就該研修學校特色、選課程序及狀況、上課情形、學習成效等事項進行陳述）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可就參加之課餘活動或與當地及其他外國學生或民眾之文化交流經驗進行分享) 

4.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就研修學校之生活環境、住宿、交通、飲食等事項進行陳述） 

5.費用篇(請就生活支出或研習期間必要支出等費用進行陳述） 

6.感想與建議 

 

 

 

 

 

 

 

 

 

 

 

 

 

 

 

 

 

 

 

*以下方塊請勾選同意或不同意，謝謝! (本紅色字體請於正式心得報告中刪除) 

 

*勾選不同意公開姓名系級的同學，至於網站上的心得報告會將您的姓名、系級、學號等個人資訊刪除。 

本心得將公開置於國際交流與兩岸事務處網站，我  □同意 or □不同意  公開姓名系級。 



長榮大學 

語文學程 4A 陳○雯 

 

    在出發的前三天，因為家住北部，工作也告一段落，就提前回台北做準

備。因為要在日本生活一個月，要準備的東西很多，就不小心把一些重要的小

東西在做上高鐵那一刻才想起來，只好請人幫忙寄去北部給我。很不幸的，出

國前兩天遇到颱風來攪局，導致南部停班停課，還好在發布停班停課前，已運

送到台北，在出國前一天，我的小物總算在很驚險的狀況下收到了。 

    出國當天，因為一些小狀況，導致有點小衝忙的搭計程車去機場，大家集

合完畢後，一起去排隊 cheakin，再一起排隊入關。因為正值暑假旺季，出國人

潮有點多，入海關時有小排了一下，同行的團員，有兩位已先申請了快速通

關，完全不用排隊就進去了，當下才知道，原來入關也可以事先申請，帶著羨

慕的心情繼續哀怨的排隊入關 XD。 

    17:10抵達東京成田機場，一出關就看到語文學校的老師舉著牌子迎接我

們，因為還有其他學校的同學班機不一樣，因此我們在機場等到大家到齊了，

帶我們去宿舍的巴士到，才出發離開機場，過程等了大約 2個多小時，好久

阿！抵達宿舍後已經不早了，隔天還要上課，所以我們就趕快弄弄準備休息迎

接明天的早晨。 

    第一天上課有適應不良，因為我的程度卡在了中級班有點吃力、但在初級

班又太簡單的狀況，腦袋一直轉不停歇，導致我有點受不了……。半天的課程

結束後，老師帶我們去晃了池袋附近的周遭，了解學校附近到車站之間的環

境，日本建築物和路跟台灣都不一樣，剛開始還有點記不住路呢！ 

    在日本除了上課，還有去東京各個著名景點，在日本上了一天課後，隔天

去了海上迪士尼樂園，因為當天有好多國外遊客及當地日本人，熱門的遊樂設

施都排了好多人，至少都要 2小時起跳！雖然有快速通關可以抽，但有限制一

人 2小時才能抽一次，所以幾乎也都在排隊度過，一整天下來，最耗體力的就

是排隊了！後面還去了日本另一個樂園—富士急樂園。這輩子第一次被刺激遊

樂設施嚇到就獻給它了 XD，它的雲霄飛車很刺激、又很長，一般在台灣遊樂園

的雲霄飛車，都是衝一下讓你有刺激到，就結束了，而富士急不只讓你深受刺

激，還不停止繼續衝，真的讓人超崩潰的啦！我們還有穿和服去觀賞花火大

會，體驗日本的夏日祭典，從以前看日劇就一直很想體驗看看，這次終於有機

會體驗到了！整天下來的感想是，煙火很漂亮，但人真的超多，和服又很緊，

其實整個人蠻浮躁的，覺得好佩服日本人可以忍受這種天氣穿著和服在路上走

著。假日沒行程時，我們相約去吃網路介紹的世界第一鬆餅，因為它是主打早

餐，但我們因早上下午都有行程，到那邊已經快晚餐時間了，所以完全沒碰到

人潮，很順利的就進去入座了！入座後當然大家都點了必點的鬆餅！口感我覺

得鬆餅真的很綿密，但分量太多了，自己一個人吃其實真的吃不完，建議可以

兩個人分食比較好！ 



    在日本交通費真的很貴呢！隨便來回最便宜也要 400日圓左右，假日有時

沒排行程，自己勤奮點去其他地方遊玩，就要多花好幾千日圓去另外儲值，消

費真的好高。伙食費的部分，因為住宿的附近車站有超市，晚餐我常常一個行

程結束後，為了省錢，都等到坐回住宿地方的超市買便當，差不多約七點過

後，都會有很多即食食品，都直接是打對折賣的，超級便宜！是省錢的最佳好

朋友。 

    在日本這一個月，受益良多，每天都生活在說日語的環境下，練到及學到

非常多，練到了道地的日本語、學到了許多在台灣比較不注重的狀聲詞，以及

搭車時常常聽到的警告語等等等……，希望明年畢業後，還有機會再來日本進

修！ 

 

 

 

 

 

 

 

 

 

 

 

 

 

 

 

 

 

 

 



 
大家穿著和服坐地鐵去看煙火大會，超多人、超熱鬧！ 

 

 

去參觀啤酒工廠，啤酒喝到飽 XD 

 



 
去江之島吃在地著名的生吻仔魚丼飯 

 

 
去吃網路上很紅的 Bills餐廳，他的鬆餅聲稱世界第一的鬆餅喔！ 

是從澳洲那邊開過來的分店 

 

 

 



 

  

去吃了日本期間限定的主題餐廳❤️ 

 

 

 



 

最後一天，和老師們一起吃飯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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