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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緣起/準備： 

    一開始是媽媽要我去參加的，我也爽快的答應了，畢竟能去日本遊學一個月

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機會，我真的很幸運。心裡也想：「這或許是讓自己成

長、改變的好機會。｣於是就這麼開啟了我的日本遊學之旅。 

    出國前幾天去採買東西，然後前一天才整理，對我來說時間上是蠻充足的。

衣服都用大的夾鏈袋裝起來，這樣比較節省空間。因為不知道有免費的洗衣機，

所以帶了差不多一個禮拜量的衣服，但是去了之後發現其實根本不用帶到那麼多

套，因為去一定會再買衣服阿。因為也不知道會附鍋子，所以也自己帶了一個鍋

子（早知道就少帶這些東西了，最後一天也不用那邊辛苦的塞行李）。 

 

2. 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東京語文學院完全由日籍老師授課，全程日語教學。依照程度分班，因材施

教，讓每位同學都能循序漸進，快樂學習。小班制教學，增加老師與學生之間的

互動，提升學生開口說日文的次

數，同時老師也能針對每位學生

詳細指導，讓學生得到最好的學

習效果。 

    我覺得很貼心很棒的一個地

方是，學校還有提供學生心理輔

導及生活支援。這樣從異地來求

學的學生便能解決許多煩惱與不

便。 

    當時在看每個班級的授課內容時，我是以有些學過有些沒學過來決定自己要

上課的班級，最後就選了「初中級班｣，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不會太難但又可以

學到新的東西。而且我覺得真的不用太擔心，每個老師都很有耐心，也很親切，

上課都很活潑生動，非常有趣，並且他們一定會努力解釋到你了解為止。 

 

3. 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個性膽小的我，剛開始都不太敢開口說話，但是透過上課時和老師會話（老

師總是不厭其煩地解釋到你了解為止），還有一次一次和日本店員接觸，慢慢的

變得有信心，心理的畏懼感也消失了，甚至也忘了什麼是害怕（真的很喜歡這樣

不畏懼、勇敢的自己）。以前雖然知道要改變，但卻一直做不到。這次卻能在短

短的時間內，有了這樣的突破，真的很開心。環境真的會逼著你成長，因為在那

裡，你只能靠自己。 

    課堂上，老師都會問昨天去哪裡﹖怎麼樣﹖所以我就會特別去記地名，然後

想一下大概要說什麼，不知道的單字就去查。坐車的時候也是，會記站名怎麼念，

然後仔細聽廣播，一邊訓練聽力，一邊檢視自己聽得懂多少。有一天學校安排我

們去看 Lion King的歌劇，也是讓我們練習聽力。 



    課堂以外，通常都是問路、免稅、點餐或是詢問有沒有某樣東西的時候會說

到日文。回國前為了寄明信片，還上網查了「寄到台灣要多少錢的郵票｣的日文，

這句話印象就會特別深刻。 

 

4. 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 

    東京語文學院位於池袋，我們住的宿舍則是在蓮根，每天都要從蓮根車站坐

都營三田線到巢鴨，然後轉山手線到池袋，再走一段路才會到學校，這樣每天通

勤大概要花 1個小時左右。 

    學校本身沒有很大，三層樓高。每天上課都要打卡，從 9：30上到 12：20，

中間有 2次 10分鐘的休息時間，通常老師會和我們聊天（幫我們上課的都是日

籍老師，然後不會固定同一個老師），下午是學校排的校外參訪活動（有時候是

自由行程實踐）。學校附近吃東西買東西也都很方便，早餐通常都在便利商店買，

午餐最常吃的就是松屋和吉野家，因為價格比價便宜，然後有時候會到車站裡面

吃。 

    我們住的宿舍是 4個人一間，然後 2個人一間房間，有浴室、洗衣機、冰箱、

微波爐、吸塵器、免費 WIFI和廚房，還有附鍋子，有時候大家晚上就會一起煮

青菜和味增麵吃，非常省錢。基本上我覺得住起來蠻舒適的，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書桌。附近有三家便利商店、兩家超市、兩家藥妝店、

一家便當店和松屋等等，幾乎都在車站出去那條路上，算很便利的。而且日本的

回收分類做得很確實，有規定哪幾天可以丟可燃垃圾，哪幾天丟不可燃垃圾。 

 

5. 費用篇： 

    我本身帶 150000日幣，但是東京的物價高，如果三餐都要吃飽，還有自由

行程的車錢和買其他東西的話，我覺得是不太夠的。因為我都是省吃的錢拿來買

東西，所以常常沒吃飽，加上一直走路，肚子就很容易餓。所以如果不想帶那麼

多錢在身上，但又怕錢不夠的話，建議也可以再帶一張信用卡，VISA、MASTER CARD、

JCB、美國運通卡等在一般商店皆能使用。然後最好每天都要記帳，畢竟跟別人

借錢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多少都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6. 感想與建議： 

（一）感想 

    在 8月 1日到來之前，心中常常有一個聲音：「天啊！我要去日本一個月耶！

｣始終有著一種不真實的感覺，但內心卻還是像以往要出遊一樣，既興奮又期待。 

    但是，當真正踏上日本後，心情卻出乎意料的平靜，甚至有點緊張不安。對

我這個超愛日本的人來說，也對自己這樣的反應感到十分的疑惑和不可置信。大

概生活了快一個禮拜之後，想想或許是因為這次來的性質和以往不一樣吧。 

    這趟旅行最主要的目的是「學習｣，學習日本的文化和語言、學習如何在沒

有家人的陪伴下生活、學習獨立長大。因為知道出國一趟花費的錢一定不少，所



以給自己的期許也比較大，當然希望自己能有所收穫，才不會辜負父母辛苦賺的

錢和這個難得遊學的機會。 

    回到台灣以後，很多人看到我都問：「妳是不是瘦了﹖｣站上體重機之後才意

識到：「咦！我真的瘦了耶！｣而且足足瘦了 3公斤，這點讓我很開心。但也很怕

回台灣後不用幾個禮拜又胖回去了。回來後第二天和妹妹一起去買鯛魚燒，她突

然跟我說：「妳知道妳哪裡改變了嗎﹖｣我搖搖頭「妳敢點餐了！｣（以前都會和

妹妹推來推去看誰去點）聽她這麼一說後，我才注意到這點，那種感覺真的很棒

很奇妙。 

    從家人朋友的話中意識到自己的成長與改變，這是讓我感到最開心的！讓我

知道自己這個暑假並沒有白去日本東京遊學！並且這趟旅行已經成了我人生中

重要難忘的回憶，現在回想起來，內心還很蕩漾！ 

（二）建議 

    走路、搭車的時候就多觀察四周，多看看招牌廣告之類的東西，看到不懂的

字就查，畢竟難得到了全部都是日文的環境。這樣一方面可以練習看日文，另一

方面也在學習日本的設計和文化。 

    不管從這趟旅程學到什麼，一定要好好記住那個變得不一樣、變得更好的自

己。即使回到了台灣，還是要繼續把那個感覺延續下去，自信努力的做自己！ 

 

7. 照片分享： 

（一）美食篇 

 來日本必吃之拉麵﹠壽司 

  

蓮根宿舍附近的拉麵店，         池袋車站附近的拉麵店， 

到日本第一天的晚餐。           大盛中盛小盛價格都一樣，白飯免費。 



  
位於秋葉原的拉麵店，好吃！      位於池袋每盤 108日元的旋轉壽司店， 

                                集 5盤還可以玩遊戲抽扭蛋。 

 

   
位於涉谷的壽司店，用自己的專屬螢幕點餐，就會有像火車一樣的盤子把你

點的餐點送到你前面，超好玩的！ 

 

 各種美食 

  

迪士尼餐廳奢侈的享受，           位於東京鐵塔的海賊王主題餐廳， 

一餐 2040日幣。                  吃到飽，但沒有很好吃。 



    

原宿竹下通裡的日式可麗餅店。        位於池袋的串燒店。 

 

  
吉野家牛井飯。                  吉祥寺遊麗（幽靈）居酒屋， 

                                裡面超有氣氛。 

 

 我最愛的甜點 

   

自由之丘超級好吃甜點，留法級師傅做的就是不一樣！但是一個都不便宜。 



    

池袋車站裡的熔岩起司蛋塔，每次    茶道吃的甜點， 

經過都超香，所以就買了一個來吃。  超好吃，一點都不會覺得膩。 

 

 日本東京之到處趴趴走 

  

第 3天就去迪士尼海洋樂園，       東京鐵塔，夜景超美！我們還挑戰爬 

真是太幸福了~~~                  600 層階梯上去，超熱血！ 

 

    

穿浴衣去看戶田橋花火大會，煙火又大又美，真的令人永生難忘！也算實現

了人生的一個小小願望。只是木屐太難穿了，所以就穿拖鞋，這大概是唯一

美中不足的地方吧。 



  

富士急樂園，也很好玩，            和服體驗。和服比浴衣還緊，都沒辦 

只是都不敢玩雲霄飛車，太可怕了。  法吸一口完整的氣，呼~~~。不過穿起 

原本想玩「顫慄迷宮｣（鬼屋），      來真的很漂亮很有氣質。 

但時間不夠來不及玩，有點可惜。 

 

  
品川水族館，                          淺草雷門＋忍者體驗。 

是我目前看過最棒的海豚秀。 

 

  
橫濱拉麵博物館，自己自製泡麵，可愛又好玩。 

從好久以前就一直想來了！雖然那天下雨，風又蠻大的，但還是很開心。 



   

三鷹吉卜力美術館，也是一直想來朝聖的地方。 

最喜歡看宮崎駿的動畫了！美術館裡的每樣東西都能勾起我小時候的回憶。 

 

   

江之島踏浪。         明治神宮參拜。                NHK見學。 



東京語文學院遊學研修體驗團心得 

長榮大學/應用日語/3年級/翁○甄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6.08.01~08.31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遊學團，出發之前非常的期待也準備了許多東西就怕有東西漏

掉沒帶到。八月一號當天爸爸媽媽開車載我到小港機場，我的旅程就這麼開始

了。 

抵達東京以後，語文學院的老師就到機場來接我們到住宿的地方，路程大約一個

小時就到了之後就帶我們到房間哩，我們住的是兩房一廳(兩個人睡一間)雖然房

間有點小，不過有個小廚房還不錯。第一天讓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要洗澡卻沒有

熱水可以洗，是隔天跟老師說才有來開好熱水器。在房間安頓好之後老師跟我們

約好隔天八點教我們怎麼從住處搭車到學校。 

第二天一早老師就帶我們從蓮根的住處走一小段路到了車站以後再搭車到巢鴨

站在轉車做到池袋，接著又走一小段路才到學校，整趟路程足足花了五十分鐘

呢。 

到教室以後我們開始自我介紹，這時候我才發現原來遊學團不只有我們長榮大學

的同學，還有其他來自台灣北中南的各個大學的同學，全部加起來大概有七十幾

人吧，老師上課講話蠻有趣的但是老師是日本人，有時候講話會有點聽不懂，這

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我記得第二天一下課老師就帶我們到池袋走走順便介紹有什麼好吃好逛的地方。

一解散我跟于倢便馬上到我們期待已久的無敵家去吃拉麵

 



隔天每天平日都是去學校上課，下午有安排行程。在那邊我還跟我在日本唸書的

朋友見了面，一起吃了一頓飯。 

第三天到了我期待已久的迪士尼，因為沒去過海洋地所以特別期待，但那邊的設

施都有點恐怖而且太多人了我們只能去小美人魚館玩比較不恐怖的設施，比較可

惜的是沒有排到胡迪的設施，還有吃飯排了好長一段時間。不過整天下來還是依

樣玩得很盡興。 

 



 
東京迪士尼結束以後隔天老師帶我們去了東京鐵塔，我們從下午待到晚上 那邊

的夜景真的非常漂亮，可惜要上去最上面看夜景也要排好一陣子才能上去。但看

到上面的夜景都值得了。 

 

再來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禮拜六的戶田橋花火大會了，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行程



之一，當天一早我們就到學校讓老師們幫我們換浴衣，穿上去還真的有點熱呢，

尤其是穿木屐走路真的太辛苦了好佩服日本女生呀。等大家都弄好出發也差不多

三四點了。接著一群人就出發前往戶田橋，到了那邊之後真的是每個人都穿浴衣

還有很多情侶一起去看煙火，看了覺得很幸福，雖然超熱。尤其到會場還要走好

大一段路，走的又熱腳又痛呢。 

 

 

第一次來日本看煙火大會，真的是很新奇的體驗尤其還穿著浴衣，覺得這邊的煙



火真的好美而且也放了一個多小時。結束之後回去的路上真的好比跨年現場，拖

了好久才終於到家。 

8/9那天我們去了 suntory酒廠由於我沒滿 20歲只能喝喝蘋果汁 

  

而當天結束之後我跑去了神奇寶貝中心 裡面真的超級可愛! 

 

8/10那天我們去了品川水族館 看了海豚表演秀，真的好厲害哦，而且還看到了



超美的水母跟海獺，好多魚都超可愛的。 

 

當天結束我們就跑去原宿逛逛，拍了日本女生一定要拍的拍貼機 

 
(8/11)我們到了台場去逛街，而當天開始我的左眼就有點不適了但不知道怎麼回

事，後來痛到連逛街都逛不下去也很畏光，我幾乎都坐著等時間到在集合，老師

帶大家一起去大江戶溫泉，雖然很想泡溫泉但裸湯跟這麼多認識卻又不熟的同學

我便放棄這個打算，改泡足湯就好。 



 

到了隔天我的眼睛越來越嚴重腫成一個包 真的不得已我請老師帶我去看醫生，

花費了一萬日幣。結果是我的角膜內層發炎又受損，害我一個禮拜都不敢戴隱形

眼鏡只能當瞎子。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外看醫生 

之後眼睛好點我們就利用禮拜天坐車到箱根玩，但出發時間太晚幾乎沒什麼玩到，

還花了來回一千多的車票錢 只去了一個強羅公園 

 
                                             8/15我們去了上野動物園 

隔天我們沒有上課 直接搭遊覽車到了富士急樂園玩，但裡面的遊樂設施真的都



太恐怖了 一堆都不敢玩 ，就連最有名的鬼屋我也不敢玩，只能在外面拍拍照

 

 
8/20我們搭車搭好遠到了江之島跟鐮倉，到了那邊一定要吃最新鮮的海產 



 

接著我們爬樓梯上去上面的神宮拜拜後來又到海邊玩，雖然有點飄雨部過不影響

我們的行程。我們還搭到了鐮倉高校去拍灌籃高手的場景呢 

 
在最後一個禮拜我們去體驗了和服茶道，才知道原來這些也是有很多規矩要遵守 



 
而去吉卜力美術館那天我睡過頭了原北以為趕不上去美術館，但那是我很想去的

美術館 所以一路一直衝，還好終於趕上預約時間進去了，真的慶幸當時有趕去

不然一定會很後悔。 

最後的假日我們去了橫濱，也去了拉麵博物館自己做拉麵，可惜的是天氣都很不

好都一直下雨。海邊的風也很大 

 

最後兩天是結業考試跟上台發表自己在日本的趣事 結束之後老師跟校長請大家



去居酒屋歡送會，可惜座位是分開坐，沒辦法真的跟每個人好好聊天。但依舊很

開心，期待回家卻也捨不得離開日本。 

在學校上課的過程雖然有些聽不懂不過大致上還可以，而學校在池袋真的是很方

便，要去哪裡都不會太久，池袋也很熱鬧，常常可以在那邊就耗上一整天。除了

住宿的地方有點遠，不過還可以接受啦。 

整個月下來自己的開銷大概花了六萬塊。覺得有點多，因為日本真的太好買啦。 

我覺得大家會參加這個遊學團一起來到東京就是一種緣份，很開心參加這次遊學

團，認識了好多朋友，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感覺很好。31天讓我學到了很多，也

發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有好有壞，但這都是學習的過程。未來有機會

一定要再參加遊學團到處走走看看。 

 

 

 

 



 

 

 



  

 

長榮大學學生 2016東京語文學院遊學研修體驗團成果報告書 

 

 

 

 

 

 

 

 

東京語文學院遊學研修體驗團心得 

 

          長榮大學/應用日語學系/3年級 

                    學生姓名：許○雯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6.08.01 ~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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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去日本遊學一個月，第一次跟朋友出遠門非朝期待。以往都是跟家人出門只能聽安排，這次

留學雖然要上課但有自由時間能自己安排行程，大家都很期待。利用 yahoo 的電車查尋轉乘及細細

計算票價，大家一邊規劃一邊興奮，耶發現朋友中擅長規劃心思細膩的一面。 

  在下飛機後跟語文學校的老師會合搭巴士前往宿舍。搖搖晃晃的車程，圖比想像中稍遠，在景色

漸漸變成寧靜的住宅，終於到期待已久的宿舍~小巧精緻的格局設計很吸引，坪數不大卻巧妙利用

空間。房間、壁櫥、廚房、流理台、衛浴設備(有浴缸)分常完備，還附贈一組大罐洗髮精潤髮乳哈

哈哈自己帶去日本的根本沒用到，廚房還有鍋具等等，碗筷在池袋車站旁大家 100円商店就能買到

~洗碗精洗衣精等等也都能在那邊便宜解決!還有很多實用可愛的東西。交通的電車真的要慎、選、

時、間!體會到日本沙丁魚電車真的很恐怖就是很擠很擠、很緊很緊、密度飽和，堪比穿浴衣的 10

倍緊度，比穿和服痛苦。 

  住在連根，每天早上通勤 1 小時左右去上課，皆全日文授課。 

老師們非常有特色，不光是國籍有台灣、蒙古、日本、還有尼泊爾籍，上課方式也不相同，有些偏

講解式講課，有些邊演邊講解，還配合豐富的圖解跟我們交流，不斷嘗試介紹新事物，ˊ能不白費

錢到日本遊學，所以選比程度在難一些的課程，相較他們我日文能力稍嫌不足，但還是一起挑戰。

常常對於全日文的上課感到吃力，沒接觸過的文法和單字都要用日文理解，經常老師講解完大家開

始做題目時，還茫然著聽不懂到底是甚麼意思要寫甚麼，當老師發現我理解比較慢時會下來慢慢教

我，盡量解釋道我理解，就算回答問題也會再配合大家不同程度問問題做到最大的激發，會因為大

家只來一個月就隨便教教，分嘗認真自細又負責。 

  東西其實沒有想像中都那麼貴，之前短暫旅遊日本兩次過就有這種感覺，可能也是遇上打折季打

折季開始，百貨公司衣服很多 5 折、3 折、甚至 1、2 折!而且不像台灣都打折的不乾脆，是真真切

切 3 折就一大區 3 折，全店 sale 就全店 sale，一個爽爽買。台灣也有設的專櫃也常有 3 折區等等，

3000 日幣就可以買到質量 OK 樣式不錯得衣服，流行牌子甚至能挖到 555 日幣上衣不輸台灣小店 6、

7 百衣服，UNIQLO 也是 2、3000 多能找到不錯看的。日本超市，蔬菜不少都比台灣略便宜，自己

做做菜真的很省，尤其消夜這類額外支出(上課跟到處玩真的很耗體力很餓)，晚上日本沒那麼多吃

食店，或是吃起來價格跟正餐差不多，如果買鹽、一顆高麗菜、柴魚粉調味、菇類、麵條，每樣

100 日圓左右就能買到，女生大概可以分三、四餐吃都飽飽的，而且解決日本菜色普遍蔬菜不足的

問題，兼顧間康跟荷包，也可以在超市買到日據、卡通常常出現的料理嘗鮮，像是螃蟹罐頭，卡通

還是漫畫裡會被媽媽藏起來，偶爾有好事才”奢侈”一下拿出來吃。滿心期待買來吃，結果根本不

螃蟹超失望的~(配麵吃不錯，單吃就……) 

  這次來日本一趟最大的莫過於文化衝擊，對日本的印象更深刻了。以往出國雖都是自助，但 3

天短短下船的沖繩來不及深入了解、一個禮拜的東京行程滿滿來不及細細感受，半個月的希臘全新

接觸沒有文化刻板的差異。一個月，有學校的安排有自由行程安排，還有意外多餘的空閒時間，可

以慢慢逛超市、可以住在住宅區精巧套房裡、要配指定時間丟指定垃圾、要自己趕電車上課、可以

一個人閒晃迷路找路、靠自己問路、跟朋友規劃行程、一起吃好吃的、一起探索小巷美食、一起適

應口味變化、一起看妹子、研究路人穿搭妝容、店家擺設的變化、各種懶懶或可愛或兇巴巴的野貓、



禮貌的日本人、不禮貌的日本人、奇怪的老頭、電車上的神經病、溫柔照顧哭鬧的寶寶的媽媽、語

言學校老師幫忙搶到外國人很難進的門票、學校佔好絕佳的花火大會位子、美到世界末日的震撼煙

火，好多好多……我想，跟團或自助，一定體驗不到吧。沒有老師們推薦跟提點、沒有自己查路問

路、沒有那麼多安排好卻又能兼顧自主行程的規劃，一定辦不到吧。 

  日本不向想像中所有人都那麼有禮貌，也有禮讓交換位子讓我們同團坐一起的日本人，日本不像

想像中服務周到顧客至上，有麻煩就翻臉、臉臭招呼的店員。覺得一切都是難得的體驗，有更喜歡

的部分也有不再崇拜的部分。我想不論以後去再多地方，都不會忘記這趟旅程，它讓我發現更多自

己，堅定更多東西，成長了自信。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覺得大概只有這趟遊學最能表達了

吧，不只是看風景吃好吃，有享受也有學習跟突破，把讀的東西發揮，把發揮的轉為學習，這個月，

就是如此，各種的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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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語文學院遊學研修體驗團心得 

 

          原就讀學校/科系/年級：長榮大學應日 3A 

                    學生姓名：連○悌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6.0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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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緣起/準備 

  7月 30號才開始整理行李,在這之前一直忙著打工上班,行李真的動都沒動過,甚至沒想過要帶

什麼到日本去過一個月的生活,等到自己有時間,空閒下來之後,才意識到,很快的我即將踏上前

往日本的旅程,整理行李時是茫然的,要帶多少衣服?要帶什麼日常用品?洗髮精要帶多少才夠

呢?.....等著實讓我煩惱了一番,整理完看著行李箱裡的一個禮拜的衣物和各種日常生活用品盥

洗用具指覺得空蕩蕩,我真的要去日本一個月嗎?一切都覺得好不真實。 

  在前兩天也去銀行換了日幣,那時候匯率大概是 3.2左右,現金總共帶了 8萬日幣,依在日本生

活一個月,基本的三餐加額外行程的交通費再加伴手禮等等零零碎碎的花費其實是很吃緊,甚至

是不夠的,因此有事先將提款卡換成能夠使用刷卡功能也能國外提款應急的 VISA金融卡,能夠使

用的金額是依照金融卡裡有多少錢就能刷多少,而裡面的錢正是我打工積纉而來的。 

 

 



 

2.研修學校簡介及學業篇 

  東京語文學院位於東京交通運輸的樞紐中心-池袋,每天要從蓮根搭 30~40分鐘的電車到池袋,

再徒步走到學校,通勤的時間將近一個小時,一開始相當不習慣,之後回到台灣反而覺得走到哪裡

都是近的。 

  在學校,依照程度分班,老師是日本人,第一次真正的全日文上課,前幾天常常覺得有聽沒有懂,

老師說的話也一知半解,被老師問到問題最多的反應是想很久才能回答簡短的語句,上課的第一

件事是簡單敘述前一天的戶外見學活動及自己所見所聞經驗分享,一開始都要在一天結束後的晚

上思考明天要講些什麼,並寫下來好讓自己上課能夠照著念,但過幾天發現就算不照著念也能現

場直接發表,進步很多。上課的內容大部分是日本常用的語句,老師跟學生互動的十分密切,非常

有趣,有時還會讓我們就某個議題進行辯論,讓我們能夠活用日文。早上上完課,下午是見學活動,

體驗各種日本的文化,例如茶道、和服體驗,去東京的許多地方參觀,例如 NHK電視台、台場大江

戶溫泉。 

 



 

3.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 

  在日本的這一個月早上除了上課,下午學校還安排了見學活動,空白的時間也要自己安排行程,

例如:每個大人小孩都嚮往的東京迪士尼樂園,恐怖刺激的富士急樂園,可以將東京美景盡收眼底

的東京鐵塔,在台場的大江戶溫泉體驗日本的泡湯文化,穿著浴衣到神戶橋參加花火大會,到江之

島品嘗道地的海鮮.....等等,這些地方都是我從來沒去過的,對我而言是非常新鮮而且收穫良多

的生活。 

  除了學校安排的行程之外,在假日的時間我們也自己排了許多行程,其中最特別的是吉祥寺的

幽靈居酒屋,居酒屋裡面的布置相當特別,用心,服務人員都身穿喪服,扮成幽靈的樣子,天花板上

掛著滿滿的蜘蛛玩具,只要一拍手蜘蛛就會啪啦啪啦得掉下來,現在回想當時大家被幽靈姐姐拍

手嚇到的樣子都覺得相當有趣好笑,但最大的賣點還是仿真的棺材,服務人員會在用餐到一個段

落時詢問是否要玩遊戲,答錯題目的話就要進棺材,很可惜的是我們並沒有玩,隔壁桌的日本人看

起來倒是不避嫌,輸了也大方地穿上領口右上左下的壽衣躺進棺材讓人拍照。這一天不但體驗到

了日本的居酒屋文化,還難得的看到活人躺進棺材的景象,是讓人畢生難忘的一天。 

 

 

 



 

4.國外研修之日常生活 

  日本的鐵路系統相當發達,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搭乘地鐵,線路非常繁雜,沒有實際搭乘過很容

易在地鐵站裡迷失,從我們的住處到池袋必須花 30~40分鐘搭車,其中還必須換一次車,如果在尖

峰時段才搭到車就得同時跟各行各業的上班族搶搭電車,在電車裡也不像在台灣會空著博愛座,

博愛座上通常都坐著人,並不是只有年長者會坐,一有位置,都會馬上坐下,畢竟在日本通勤一個

小時上班上課都是正常的事,沒有位置坐真的會站到小腿痠痛,在日本的一個月行程相當緊湊,平

日都得很早起,晚上回到住處都已經 9點左右,走了一天的路,搭了一天的車,都覺得非常疲憊,所

以只要有時間,就抓緊時間休息,睡覺。 

  在日本的一餐,便宜的丼飯、便當也要相當台幣 100塊左右,但在超市買材料、蔬菜回來煮會很

省錢,一餐換算台幣可能不到 50塊,如果有時間,結束一天的行程還不累就會自己下廚,不但便宜,

而且又能吃得營養均衡又健康。 



 

5.費用篇 

  這次遊學我總共帶了 8萬塊的日幣家 visa卡裡 3萬塊左右的台幣,大部分的日本商店都有使用

visa卡的功能,出門逛街幫家人帶日本產品一定要隨身攜帶護照,很多電器店家或是百貨公司出

示護照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如果是有免稅服務的店家,達到免稅金額還能免除 8%的消費稅額,可以

大家一起買到免稅的金額,免除消費稅後的稅秡金額會相對划算很多。 

  另外,搭乘地鐵的費用比起台灣也不便宜,一開始學校幫我們在西瓜卡裡存了一個月的定期票

以及 1萬 2日幣的護踝活動交通費,可是外加自己的行程,我還存了大約 4000日幣進去,所剩的錢

也不過 300日幣左右。 

  日本的藥妝十分有名,但不同的店家,相同的商品,價格可能會相差懸殊,我們就常常一個地方

的藥妝店逛了很多家,互相比較價格才會決定哪個東西要在哪家買,如果有免稅服務就一起結帳,

會再便宜一點。去日本花最多錢的地方大概就是藥妝和各家服飾店了吧,這些真的是讓我們女生

失心瘋會花很多錢的地方呢! 

 

 



 

6.感想與建議 

  這次來日本遊學,不但學了一個月的日文,也體驗到了日本的風俗民情,到了東京很多地方,吃

了很多好吃的食物,做了很多從來沒做過的事,身為讀了兩年日文的應日系學生,卻一次都沒去過

日本,沒在日本真正的使用學到的語言,是非常可惜的,藉由這次的機會能夠發揮所學,並提升自

己,真的很幸運,在日本的每一天都過得比在台灣充實,雖然每天一想到要搭人擠人的電車,搭完

電車還要走很長一段路才能到學校,戶外活動大部分也要走路,每天每天都過得很累,可是過得很

愉快,每天都很充實,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很開心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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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語文學院遊學研修體驗團心得 

 

          原就讀學校/科系/年級：長榮大學/應日系/三年級 

                    學生姓名：陳○欣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6.08.01 ~ 08.31 

 



 

               ←江島神社前。 

 

 

 

 

 

 

               三鷹美術館外面→ 

               今天一樣特意穿 

               一樣的衣服。 

 

 

 

                        ←海洋迪士尼樂園 

                          很可惜沒玩到後面 

                          這項遊樂設施，人潮 

                          太多了。 

 

                            參加花火大會前→ 

                            剛穿好浴衣的我們。 

 

 

 

 

 

 

 

 

 

 

 

 

 

 

 

↑                                             ↑ 

富士急樂園，這裡的遊樂設施真的相當刺激         8/31 回國當天在機場與老師拍照，大家都抱 

在底下看著也令人害怕呢！             著玩偶，相當可愛呢！ 

 

 

 



一想到可以在日本住上一個月，實際運用所學知識，真是讓人滿心期待呢！從一開始到國際處

報名到之後辦理相關手續，這些手續都代表著我離日本更近一步，想著是怎樣的學校，宿舍環境，

一同和同學討論在日本要吃拉麵吃壽司，點點滴滴的一切現在想想還是記憶猶新呢，彷佛昨日才剛

完成報名。出發前日，可能是因為太興奮了，我們早上四點多就起床，完全無法入眠，一早起床還

大聲啷啷著昨天睡覺誰打我，家母也相當驚訝我們三人竟是如此般的早起，家父還跑了兩趟將我們

的行李載去機場，我們就這樣滿心期待的開始了充實的日本生活。 

一下飛機，我們還感嘆著成田機場的廣闊，相較之下小港機場真的不大，我們還差點走過頭，

錯過海關。一出去，看到大家竟然都在外面等我們八個人了，我們才慌忙的趕過去，才恍然大悟我

們是團內最後出來的，看到黑瀨老師驚呼的問我們去哪，我們才笑笑的說:「就出海關拿行李這樣

而已啊」，接著推著各自的行李上巴士，前往位於蓮根的宿舍。一路上，我們邊興奮的看窗外景色，

邊聽前方的老師說明注意事項，拿到遊學資料、宿舍鑰匙，很快的就到宿舍了，說到宿舍呢，乾淨

明亮，裡面應有盡有，冰箱、洗衣機、鍋碗都有，但就是狹小了一點，而且在日本沒有我怕的生物，

我在這個月可以稱得上過得最舒適的宿舍生活。就這樣的開始了我們的日本生活，隔天我們第一次

從蓮根搭電車到位於池袋西口的學校，第一次上課要這麼複雜這麼累的走到學校，真的是相當不適

應，還沒到一半就開始懷念機車了。第一次上全日文的課，還真的負荷不了，戶口老師形容事物很

生動，畫也相當栩栩如生，我們都能瞭解老師所要表達之內容，大家熟悉彼此後，戶口老師也會安

排比較活潑的課程，更能訓練我們的靈機應變，在短時間內用日文組織文章並表達其答案，這個月

戶口老師的課讓我學習到更活用的會話，聽力也有進步，另外一位老師也是令我相當喜歡，就是西

村老師，老師是史努比的超級大粉絲，從鉛筆到包包，所以的一切都是史努比，真是超級羡慕的，

這次去日本可惜的是我沒有進到史努比博物館內，但是有買到趴著版的史努比，還是很雀躍，在館

外也是另我超興奮，從一開是四隻腳走路的史努比到用兩隻腳走路的史努比的雕像，完全可愛，整

個想全部帶走，早知道就訂票了，覺得太貴才沒訂票，現在想想覺得有點可惜啊。 

這個月可以說是把東京著名景點都去了呢，東京鐵塔、晴空塔、迪士尼、富士急樂園、上野…。

全都是讓人想再去一次的地方，其中我們還完成了爬東京鐵塔這個挑戰，600 階其實也不多，可怕

的是它的高度，邊爬還覺得塔在晃，讓人腳底麻麻但又不想放棄，完成 600 階後從中間看出去的

景色加倍美麗啊，頂樓夜景的更加無懈可擊，搭電梯到頂樓看似很輕鬆的路程，但往上升的那一瞬

間那高度超恐怖，但相當值得。一樣相當有挑戰的是迪士尼樂園和富士急樂園，迪士尼的驚魂古塔

內部設計很逼真，外部很吸引人目光，覺得是一項附有劇情不刺激的設施，搭乘後完全被騙了，就

是自由落體，排隊時還想說有小孩也在排隊，肯定不恐怖，原來都是我們太弱了，這股氣氛到了富

士急樂園當然還是在，我們都選擇簡單不具挑戰的設施，當天我們還穿著了一樣的衣服，一大早五

點起床就是為了搭巴士出去玩，一股興奮湧上心頭，一下車就看到富士山宏偉的立在眼前，忽然覺

得世界很大，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另世人敬佩，一睹富士山的樣貌又搭乘溫和的遊樂設施，也與同學

一起創造出美好回憶，覺得五點起床都不疲憊了，這天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在出發到樂園的路上，

我座位隔壁是帶隊老師，覺得他超專業，問什麼問題都知道答案，有點可惜沒有多提問我就這麼睡

著了。一樣令我深刻的當然還有穿浴衣參加花火大會，浴衣樣式很美，覺得穿著浴衣的我們超青春，

而花火大會人潮堪比跨年晚會，為了能順利搭車回家我們提早離場，沒能觀賞到最後有點可惜。此

趟收穫最多的當然是購物，還記得在新宿時大家分開逛，我這才知道出門在外靠自己，我就這麼靠

自己免稅了，平常都是跟著同學，還記得我們在 GU 免稅了三次，次次都破萬，這趟旅行我們人人

的護照都增厚了，在一定的金額內創造出最大價值，我認為我安排的相當好，每天省錢記帳，也不

忘品嘗日本水果、美食，不管藥妝、零食、衣服，我們收穫滿滿的回台灣。此趟遊學很充實，學習

到許多活用語，也增加了口說的勇氣，也認識了日本如何分類，各式各樣的不能用言語形容的一切，

覺得這個月像是一場夢，很快就夢醒了，但是細節永遠存在我心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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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語文學院遊學研修體驗團心得 

 

          原就讀學校/科系/年級：長榮大學應日系 2 年級 

                    學生姓名：曾○婷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6.0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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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總想著要出國出國 但是都沒有實際的行動 這次朋友在學校網站上看到了訊息 便問了我要不

要一起去 我看了行程覺得我很心動 所以就說服我的爸媽讓我去啦 出國的東西很多 我先去換護

照 然後在家裡想要帶些什麼 爸媽幫我保保險 因為我身體不太好 接著就開始過每天倒數的日子

啦 

 

 

 

 

(準備登機~!!!) 

 

 

 

 

 

 

一開始以為學校在池袋 宿舍也在池袋 但後來聽老師說宿舍在蓮根 每天要花大約一小時出門 那

時候真的覺得好累 因為我很討厭通勤 也討厭早起 第一天尼泊爾老師帶我們去搭車 走路去學校 

那天真心覺得好累好熱 終於抵達了東京語文學院 外觀沒有很華麗 裡面也沒有說很大 但是給人

一種特溫馨的感覺 跟在台灣的補習班感覺完全不一樣 第一天上課的老師是戶口老師 我覺得他非

常的有趣也很親切 雖然有時候他講日文我沒辦法理解 但他會用畫的或是身體語言來讓我明白他

想表達的意思 上課不會讓人覺得無聊 而且台灣學習語言都是讀寫比較強 聽說比較爛 也藉此練

習我的聽力和口說  

 

 

 

 

 

(第一天上課的日子~) 

Picture by 黑瀨老師 

 

 

 

 

 



我最喜歡的行程是迪士尼 我從小就超級無敵想去迪士尼了!在迪士尼的一天裡 我沒有感到一絲疲

倦!可是我們玩了一個讓我無法忘記的設施-驚魂苦塔 之前有看過影片簡介但其實還是不知道他是

怎麼個玩法 結果竟然是黑暗中的自由落體阿!!!!!我最怕黑跟自由落體了!下來時還有點身體不適 

幸好看到可愛的東西又讓我恢復精神了!我這一天裡買了超級多東西 真的超級喜歡迪士尼的! 

 

 

 

 

 

 

(我發現日本的店員工作人員都好會拍照喔! 

每張大家的合照都超美的~) 

 

 

 

 

 

 

 

 

 

 

 

第二喜歡的是和服跟茶道!以前看日劇就好想要穿穿看和服 在應日系上的活動頂多穿到浴衣 沒有

和服 這次能夠穿的到和服真的很開心 雖然僅僅十分鐘 但那十分鐘我是最美的阿哈哈哈 穿和服

的時候老師們都好認真 讓人感覺的到慎重的感覺 茶道的時候本來想要像老師一樣全程跪著 但是

跪到最後整隻腳都麻掉真的撐不下去了 連站都站不太起來 所以真的很佩服日本人可以跪很久!茶

道前的點心非常好吃 粉粉的裡面的餡料甜甜的 紅豆沙很細膩 我好喜歡!!! 

 

 

 

 

(穿著和服拍照 和瑄瑄嘿嘿) 

 

 

 

 

 

 

 

 

 



我們有一天的自由行程去龜有 在一個像湯姆熊的地方有烏龍派出所的派出所 這時候突然發現有

個人跟阿兩好像!不對阿他就是阿兩!原來是假日有真人版的兩津會出來跟大家打招呼啦~ 當然不

免俗要跟他來張合照呀! 

 

 

 

 

(咦?兩津跟我差不多高欸!) 

 

 

 

 

 

 

 

 

 

 

 

 

由於之前看忠犬小八的電影 就很喜歡小八 渋谷車站有一個小八的銅像 已經去跟他打過招呼了 

但最近在東京大學農業部那邊有小八和主人相聚的銅像!當然要去看!路癡的我繞了一大圈才找到

他們 不過看到的時候內心充滿無限感動 這部電影總算在現實生活中有個好的結局了 小八不再是

一個人了 

 

 

 

 

(小八與主人上野英三郎博士重

逢了!) 

 

 

 

 

 

 

 

 

 

我要講的最後一個是富士急樂園 在去之前就有耳聞那邊的戰慄迷宮非常可怕 我真的是會怕又想

玩 實際去的時候覺得那邊每個設施都好可怕哈哈哈 我們玩的設施幾乎都是小朋友的 我們要去玩

水道飛車時 要先走過一個路橋 經過時有車下來 我朋友說 快看! 我看了一眼 還來不及反應 我



的全身就都濕掉了!他是故意整人的吧!!!玩完水道飛車我們休息著 我就去戰慄迷宮外面 看外面

我就不敢進去了說真的哈哈 雖然還是很想探險 但最後我放棄! 

 

 

 

 

(超級可怕的戰慄迷宮哈哈 真的想

進去啊) 

 

 

 

 

 

費用方面 我帶了二十萬日幣去 心裡總想著要省錢不要亂買 但最後我還是把二十萬都花光光了 

哈哈 最後在機場買的土產還是用刷卡的 我很會花錢啊!如果再去一次我還是一樣會買超多吧哈哈

哈 

感想與建議 這次的活動我都很喜歡 嘗試到很多以前沒嘗試過的事情 比如爬了 600階的東京鐵塔 

比如在水族館看海豚秀坐第一排 被海豚潑濕 比如在一個地方一萬日幣就消失了 比如在竹下通遇

到台灣的童星兆玹 好多第一次都是我會永遠記得的回憶 雖然我們都是大學生了 但還是覺得老師

帶我們很辛苦 有些人還會跟錯 有些人問題一堆 感謝老師對我們的照顧和包容 

建議的話 我覺得有個女生很不懂得尊重日本的文化 在要去大江戶的時候他沒有走斑馬線斜切 還

說全世界都是我家 在裸湯裡面 那個女生本來自己去泡 但他看到他朋友進來 超大聲的尖叫 那時

候全部的人都在看他 他沒有道歉反而笑著跑回裸湯池 在目白庭園大家跪著在跟老師們挨拶時他

卻在後面坐著 在吉卜力時 裡面明明不能拍照他卻偷拍 以上雖然是個人行為 但畢竟預約活動的

是東京語文學院 怕到時候影響到學校的名譽 下次可以請老師跟不守規矩的同學說 或是行前先提

醒他們 日本是很美的地方 希望每個人都能愛護並尊重他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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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就讀學校/科系/年級：長榮大學應日 3A 

                    學生姓名：黃○ 

          研修國家：日本 

          研修學校：東京語文學院 

          遊學期間：2016.08.01 ~ 08.31 

  



4 月的時候，朋友傳了一張截圖給我，內容是有關學校張貼的遊學團資訊，看到那資訊

的時候我雖然很想去，但想了想家人一定不會讓我去的，不過我還是隨便回傳了個：走啊！

。想不到朋友回：你認真？你去的話我也想去耶！。之後我就在思考要怎麼說服媽媽。沒想

到媽媽意外的大方說：去啊。可能是因為學校安排的活動，加上會有老師一起去，還有朋友

們也在的關係感到放心吧。不然以前我怎麼吵鬧說想去日本，他都只會說：不要！有地震有

癡漢！絕對不准去！。後來我們也開始邀了身邊比較好的朋友們一起去遊學，沒想到大家的

家長都很阿莎力，說去就去。轉眼暑假就到了，我們一行人共八人，大家還跑到圖書館的討

論室裡面做了行程規劃真開心，規劃也是旅行的樂趣之一！我們就一邊期待著一邊等待八月

的來臨。 

眼看著７／３１就到了，那天我去了善良的朋友家借宿的一晚，那晚期待到整夜睡不著

，翻來覆去的天就亮了，我們吃完早餐就前往機場，上了飛機後覺得飛機真是人類創造的奧

妙，轉著電視上的頻道發現有柯南今年的電影版心裡感到澎湃開心，好險前兩天（７／２９

純黑的惡夢在台灣上映）沒有去電影院看(柯南的粉絲，每年都會去看首映）真是對的決定。

從五月就開始在期待飛機餐的我，心裡想著日航的飛機餐一定很棒，但它卻令我失望了萬幸

的是雖然甜點還不錯吃。轉眼間三個小時就過了，感謝著上蒼沒有在我第一次的飛機體驗讓

我暈機、耳鳴等等的。 

日本這塊國土，我來了！下了飛機後第一次見識到了成田機場的廣闊，貼心的語文學院也派

了遊覽車來載我們大包小包的行李，司機先生很辛苦地幫忙把所有人的行李拿到車上去，真

的辛苦也謝謝他了，看著日本的街景好美麗我就不小心睡著了，不知道經過多久後到了我們

的宿舍 連根！充滿我們回憶的地方。看到宿舍第一眼的感想除了好小、為甚麼沒有桌子呢，

這樣不就不能認真讀書了嗎？以外，還覺得日本的宿舍真是高級呢．．．。我們的日本生活

就開始了！ 

第二天，是我們第一次上課，老師一大早就讓我們集合，帶我們坐地鐵去上學，這是我

人生中坐過最擠的交通工具，心理感嘆日本人能夠忍耐呢...經過一小時的折騰，我們總算到

了語文學校，找到位子坐好後不久，有一位很活潑又很可愛的老師進來了，戶口老師跟我們

介紹了他自己，然後叫我們寫了一張簡單自介的單子，便叫我們上台去介紹自己了，也說了

每天都會有口語練習，聽到的時候心裡想，早知道就不要選這個程度最好的班級了，每想到

還有口語練習甚麼的~班上隨便一個都比我們程度好很多，如果講錯文法甚麼的很丟臉耶!好

麻煩喔。但久了之後又覺得，好險當初沒有退縮選別的班級，來到這個班級真是太好了，聽

力和口說都進步很多，也教到其他學校的朋友、和認識了熱情又可愛的老師們！我覺得其中

學到最多的大概就是狀聲詞ぐんぐん了，在台灣的日文課通常不會教到狀聲詞這種東西，台

灣跟日本的聲音感受度也幾乎不一樣，只能透過在動漫裡面學到比較簡單的狀聲詞。 

正課之餘，語文學院也貼心的安排許多午後活動給我們。剛來第三天就去了東京迪士尼

，這是我第一次去迪士尼樂園，從接駁車到每個專屬樂園的景色都很壯觀，還沒習慣走很多

路的自己，當天只能用累癱了來形容，走路等待走路等待，大概就是一整天的行程，但是等

待兩個小時玩一項設施也算值得，遊行也很棒，雖然很累但是好開心。隔天去了東京鐵塔，

它頂樓的景色很美麗也拍了很多照片，在到中間那層時，有幾個朋友走樓梯上去，可惜那天

我不舒服，有點遺憾。煙火大會學校送了我們一人一套漂亮的浴衣，老師們也辛苦地幫我們



穿上，那是我看過最令人驚豔的煙火....還有好多好多感覺，每一天都充滿著歡笑，這份快樂

的回憶絕對不會忘記。 

我請媽媽大概換了五萬五台幣，每天規定著自己吃飯的錢除非去吃居酒屋之類的以外，

不能超過三千，那些前得拿去買東西，到最後發現，在日本裡越平價的東西越好吃，一天大

概花兩千左右在吃飯而已。 

東京，是我第一次出國去的都市。從看到遊學團的資訊、與朋友們決定要一起去、媽媽

同意我出國參加遊學、暑假時大家一起在圖書館的討論室規劃行程、第一次坐飛機的緊張感

、踏上日本那塊土地的感動，去的每一個地方，買的每件衣服和小物，東京鐵塔頂端的美麗

夜景，綻放的煙火，和服的重量．．．到現在回到台灣，每一份感受都歷歷在目。 

在這一個月，原本走個一百公尺就會累的爛體力，進步到一天走上好幾公里都不會痠的

雙腳。原本連第一天上課要自我介紹都不太敢講的自己，到後來期待每一天發表時間的自己

。原本聽不太懂服務人員或老師講話的自己，到能夠 80 %了解他們想表達內容的自己。學會

了狀聲詞、聽力進步了好多、變得能勇敢說話、閱讀速度有變快、在可怕的大車站內也不怕

會迷路了，還增加了好多美好的回憶。 

 

 

我們去吃了涉谷的魚貝壽司，壽司特別又好吃，外面的那面牆也很美適合拍照呢。 



 

在班上認識到兩位景文科大的女孩，可愛又親切。 



 

第一次穿上和服，第一組真幸運，拍了好多照片，可惜的因為人數問題不能跟自己團的朋友

們拍照，只能跟邊邊兩位不認識的拍。 

 



因為皮膚容易過敏不能去泡全湯真可惜，不過足湯還是很舒服!可愛的學妹偷偷拍我們，拍的

真美。在台場也買了一堆衣服好開心。 

 

大家一起穿了在日本買的情侶衣服，FUJIQ 好玩!玩到濕透透。結束要回家時剛好下雨，老師

算的時間真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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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會想參加這個活動是因為覺得暑假應該要做一點有意義的事，之後也取得家長的同意，而踏上

這個一個月的日本旅程。出國的資料有點複雜，就有很多地方需要跑，拿很多的資料去繳交，不過

之前都沒做過這些事，覺得也蠻新鮮的。在出發的前三天開始準備行李，拿東拿西總是覺得會少帶

東西，從盥洗用品到電器，每個東西還要再重新點一次，深怕自己會忘東忘西，我想這就是第一次

出國的人的緊張吧。還好最後還是備齊了所有的東西準備出國，到了機場之後，人真的超級多，第

一次出國真的很緊張。搭了四個小時的飛機來到陌生的日本，所有的東西真的完全不一樣，看到的

都是日本人，日本字，連手機都不能使用，之後老師帶我們搭車到了宿舍，見到了要同住一個月的

室友，為期一個月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第一天上課，老師是位日本女士，講中文就跟我們講日文一樣，不過他會講英文，在溝通方面還算

可以，我們的老師總共有四個，三個女士，一位男士，上課風格都不一樣，不過都很認真，也都很

有趣，男老師有來過台灣，覺得台灣也是個很不錯的地方，而其中一位女老師還特地拿他媽媽做的

小束口袋送給我們當禮物，讓我們都很開心。 

在日本很多習慣都和台灣人不一樣，像是車子和行人的行進方向，手扶梯的方向，還有一些生活習

慣(不要邊走邊吃)之類的，雖然一開始很不習慣，但後來漸漸地還是接受了，因為我們算是住在離

上課的地方有點遠的蓮根區，所以每天都要搭電車通勤上下課，第一天真的讓我嚇到了，電車上的

人真的跟日劇一樣誇張，真的超級壅擠的。 

在我們上課的途中有一個地方叫做巢鴨，那邊有一個商店街，通稱巣鴨地蔵通り商店街，那邊被譽

為是奶奶的原宿，年輕人喜歓逛原宿，而奶奶喜歓逛巣鴨地蔵通り商店街，那邊賣的東西真的都比

較復古一點，附近還有一個地藏王的廟，不過當天有下雨，就沒有逛特別久了。 

 

 



第二個點是戶田橋花火大會，當天大家到定點換完衣服之後，又等了一段時間(女生換比較久)，之

後穿著木屐往花火大會地點前進，路上的人真的多到誇張，整個電車站都是滿滿的人潮，女生和男

生都穿著浴衣，附近還有賣一些吃的，我有去買一碗冰，味道還算可以，煙火真的超級漂亮又很大 

和日本比起來，台灣的一些煙火真的只像是鞭炮，和日本的花火大會真的沒辦法比，讓我覺得很震

撼，回去的路上人一樣也很多，是個很棒的體驗 

 

 

第三個點是江之島，江之島是一個位於神奈川縣裡面的一個陸連島，島上的江島神社是日本三大辯

才天神社之一，很多當地遊客和外國遊客過來，有個很特別的”生”吻仔魚丼，不過我們沒有點到，

下次有機會再來吃看看。附近有人在衝浪，上面的神社外面也掛了很多許願的卡，附近還有一個海

灘可以過去踏踏浪，散散步，但是因為當天天氣雨下得一陣一陣的，有點可惜 



 

再來介紹我很喜歡的點是三鷹之森吉卜力美術館 

吉卜力美術館是位於日本東京都三鷹市的動畫美術館，裡面都是放宮崎駿的作品，從新的到舊的作

品通通都有，裡面充滿了小時候的回憶，龍貓，神隱少女，紅豬，天空之城..等等膾炙人口的作品，

裡面有一個小劇院，撥放大約 30 分鐘的龍貓小片段，不過都是日文，可能要有點程度的人才看得

懂，但其實看看動畫也知道他大概在講甚麼，裡面有一隻龍貓車，霍爾的移動城堡，外面有一隻天

空之城的巨人，是個勾起了以前滿滿的回憶的地方

http://iyong.pixnet.net/blog/post/26215464-%E3%80%90%E6%97%A5%E6%9C%AC%E3%80%91%E4%B8%89%E9%B7%B9%E4%B9%8B%E6%A3%AE%E5%90%89%E5%8D%9C%E5%8A%9B%E7%BE%8E%E8%A1%93%E9%A4%A8%EF%BC%8E2016%E6%9C%80%E6%96%B0%E8%B3%BC


 

 



最後一個我想介紹的點是上野的商店圈，通稱阿美橫丁，我覺得逛了日本很多的地方這邊東西便宜，

選擇性多，還有很多的服飾店，鞋子店等等，附近有一個很像台灣黃昏市場的攤販聚集區， 

我在這邊買了很多東西，吃的和衣服，花掉不少錢，附近還有上野動物園和上野公園，很多人在公

園抓寶，也是個不錯地方  

然後我想介紹一下環境和飲食，日本其實吃的東西不會和台灣差很多，畢竟台灣也有很多日式的料

理，但是日本的食物大多都偏鹹，尤其是拉麵，可能有些人無法接受，我就算是其中之一，不過日

本路邊幾乎每一間店都有相當的水準，而台灣常常會吃到覺得難吃的食物。應該也算是日本的職人

魂吧。 

讓我最驚豔的應該是日本的街道就像很多人提到的一樣真的很乾淨，人也很守秩序，路邊的機車不

多，大多都是腳踏車，比台灣進步很多。而且日本行車真的很禮讓行人，就算紅燈行人要過，通常

也都不會按喇叭，會讓行人優先，這點的確很加分，在吃的方面因為可以煮東西，如果想在這方面

省錢的話，就多多利用超市的東西，煮起來其實和台灣的價錢差不多，日本外食真的不便宜。 

 



最後的心得感想，我想說謝謝學校有辦這個活動，去的真的很值得，雖然一開始沒辦法和同學

校的人一起住，但是藉此也認識到了其他學校的學生，一個月的時間說短不短說長不長，在學

習方面可能真的沒辦法學到很多，但是藉由這個活動真的開闊了我的視野，也讓我會想再去其

他國家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