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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青山学院⼤学」是⽇本私校中數⼀數⼆有名的⼤學。與東吳⼀樣，都是基督教學校，
也有兩個校區，甚至連校訓都⼗分相似。 

就我所知，青学不只是歷史悠久的傳統⼤學，更是不斷創新，致⼒於培養國際化⼈才
的現代化學校。⽽我也正是因為看上了這⼀點，才決定前往這所學校交換！ 

青学的兩個校區分別位在時尚繁華的澀⾕和遠離塵囂的相模原市。 

澀⾕校區科系⼀覽： 

⽂学部、教育⼈間科学部、経済学部、
法学部、経営学部、国際政治経済学部、
総合⽂化政策学部。 

相模原校區科系⼀覽： 

理⼯学部、社会情報学部、地球社会共
⽣学部、コミュニティ⼈間学部（新學

部，即將於明年春學期正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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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選擇校區/學系…… 

附屬於⽂學部的⽇本語⽂學系位在

澀⾕校區，加上從沒去過⽇本的我
對於澀⾕滿是憧憬，本想⼀股腦地
選澀⾕，但考慮到國際宿舍龐⼤的

租⾦（10萬⽇幣/⽉）、通勤時間
（⼤約40分鐘）和交通費，最後選

擇了遠離塵囂的相模原校區。 

相模原校區位於神奈川縣北部的相
模原市，確切的位置在淵野辺⾞站，

約10分鐘路程。兩校區的校園都滿相似的，⼀排綠茵⼤道貫穿整個校園，有歐式風
情，也有現代感設計的教學⼤樓，還有教堂。室內空間採光良好，乾淨寬敞，利⽤公

共空間設置桌椅供學⽣⾃習。 

學系的部分，我選擇「地球社会共⽣
学部」。它是2015年新開設的學系，

宗旨是培養學⽣成為國際化⼈材，將
來前往東南亞輔助當地國家經濟、社

會等等的發展。學校將學⽣的英⽂程
度細分為⼗階段，每段班皆由外籍⽼
師全英⽂上課，⼀週有六堂英⽂課。

特別的是，學⽣在⼤學四年中⼀定要
去泰國或⾺來西亞交換留學。也因此這個校區的交換⽣也主要以泰國跟⾺來西亞⼈為

主。 

⽽我是這個校區第⼀位台灣交換⽣，更是唯⼀考過N1的學⽣，程度與其他交換⽣有落
差，學校因此破例安排我與私費留學⽣（在青山讀四年⼤學的學⽣）⼀起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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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課程…… 

⾸先，學校規定交換⽣每學期最低應修14學分，因此照理來說，交換⽣的必修科⽬-⽇

⽂課就佔了6學分，其中包含4堂⽇⽂課和1堂⽇本現勢課︔其餘的8學分是選修科⽬，
交換⽣可以⾃由選擇所有科系⼤部分的課。 

先前有提到學校安排我與私費留學⽣⼀起上⽇⽂課，於是以下的⽇⽂課程內容將是私

費留學⽣的上課內容。 

! ⽇⽂課 

1. ⽇本語中級A-1．2 
課程偏重說跟讀。⽼師每個禮拜會發時事新聞，閱讀完後與組員們討論學習單的問
題。例如，3C產品依存症、比特幣、川普與⾦正恩會談等等。 
另外，還有針對⾃⼰讀的科系做發表。 
整體來說是⼀個可以增廣⾒聞、學習如何表達意⾒的課程。 

2. ⽇本語I(A)-1 

3. ⽇本語I(B)-1  
這兩⾨課是由同⼀個⽼師帶的。會區分成A跟B主要是分別注重聽寫跟說讀。但由
於兩堂課是連續著上的，聽寫跟說讀也混在⼀起。 
⽼師會發學習單，邊放NHK的節⽬(探討⽇本社會現象，例如：網路駭客、美⾔代
替苛責的社會風氣、動漫產業背後的⿊暗地帶等)，邊讓我們寫下聽到的關鍵字，
並填到空格內。在⼀邊對答案的過程中，⽼師也會講解⽣詞以及跟節⽬內容相關的

話題讓我們⾃⼰去消化、思考。 
有時也會發新聞報導與學習單，限制10-15分鐘讓我們作答。主要是培養我們閱讀

以及理解⽂章、找到關鍵字的能⼒。 
另外，每個禮拜會輪流⼀分鐘左右的發表，主題⾃由，可以分享趣事、煩惱等等。
本學期的⼤報告是隨機訪問學校的⽇本同學，並整理訪問的結果跟數據，輪流上台

發表。主題⾃訂，⽽我選擇的是「為何⽇本女⽣喜歡化妝」。 
荒卷⽼師非常溫柔體貼，由於班上每位同學的⽇⽂程度都不⼀樣，⽼師上課內容也

會彈性調整。有時讓我們練習如何寫⽇⽂E-mail給⽼師、有時會有⽂法相關的⼩考
試，藉此讓我們留意⼀些基本但容易出錯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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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授課 

1. Culture Resources& Media 
⽼師是研究⽇本漫畫與⽂化資源之間的關係的專家，因此這⾨課，⽼師從⽇本漫畫
切入，藉由介紹⽇本漫畫起源等相關背景知識、具代表性的漫畫家、漫畫在⽇本社

會中的評價等等，間接讓我們了解⽇本漫畫的價值以及在⽂化、社會價值觀等⽅⾯
扮演的重要角⾊。 
整學期沒有期中與期末考，只需要繳交期末報告。 

2.  Topics in Japanese Culture III  
這⾨課偏重於介紹「⽇本傳統⽂化」。每個禮拜都有不同主題，並會由來⾃不同領

域的專家⽼師來講課。 
到⽬前為⽌的上課內容有： 
八王⼦⼈形、歌舞伎、狂⾔、花道、書道、醬油與⽇本飲食⽂化、和服浴衣體驗、
和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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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pics in JapaneseCulture IV  
這⾨課偏重於介紹「⽇本酷⽂化」。每個禮拜都有不同主題，並會由來⾃不同領域
的專家⽼師來講課。雖然有些酷⽂化歷史悠久，但不同於傳統⽂化的是，有許多新
/現代的元素加入、融合並成為新潮、現代年輕⼈喜愛的⽂化。  
到⽬前為⽌的上課內容有： 
Weather News Company、機器⼈、摺紙、動漫、扇⼦、電視頻道、Kawaii⽂化、風

呂敷(⽇式包⼱)、遊戲等。 

備註：Topics in Japanese Culture III 和 IV 

除了講師單⽅⾯授課之外，⼤部分都有實作、 

體驗時間，很⽣動精彩、⼀點都不無聊！ 

備註：Topics in Japanese Culture III 和 IV 

都沒有考試，但每週都⼼得報告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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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般課程(與⽇本同學⼀起上課) 

1. 社會調查法I  
這⾨課都是在上理論的東西。由於社会情報学部需要培養做問卷、分析資料、辨別

資料可信度等等的能⼒，課程內容以問卷調查為中⼼，介紹⼀些基本卻核⼼的知識，
讓學⽣在其他實作課可以學以致⽤(但我沒有修實作課)。 
以下⼤致列舉每週課程內容： 
什麼是社會調查、社會調查的意義、歷史、調查事項分類、根據調查結果進⾏分類
等。 
有時⽼師會發⽩紙，需要在上⾯回答⽼師出的⼩練習題(沒有正確答案，只需要寫
下⾃⼰的想法即可)。沒有報告與期中考，但有期末考。 

2. 現代の世界と⽇本 
這⾨課屬於⼩組討論課。⽼師每週會發⼀則英⽂報導，內容⼤多是探討全球性議題，
例如：光害、少⼦化問題、夜貓⼦壽命比早起的⿃兒還要短等等。我們在課堂上回

答旁邊的練習測驗(有點像在做英⽂閱讀測驗)，回家作業則是右下角的八題針對⽂
章內容的討論題。⽼師要求我們除了回答⾃⼰的想法以外，還要輔以數據資料以⽀
持⾃⼰的意⾒。並在隔週課堂上⼩組討論，共同完成⼀張學習單。在討論尾聲，⽼

師也會在課堂上出新的問題要我們討論，並雖機抽組發表意⾒。 
本學期後半段的課程變成辯論⼤會。 
這⾨課沒有期中期末考試，但每週要交作業。 

3. グローバルビジネス(Global Business) 
這⾨課是講座課，本學期⼀共有四位活躍於不同領域的專家、CEO來演講。每個

⽼師平均講課3.5週。內容有醫學、⾦融、社會情報學、與中國市場現況等等，這
四個主題都跟全球貿易有密切的關係。 
沒有其中期末考，但需要交個⼈報告。 

備註：雖然我所屬「地球社会共⽣学部」，但交換⽣可以⾃由選擇其他科系的課程。

⽽以上三堂課皆是社会情報学部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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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環境…… 

我非常滿意這邊的環境，原因如下： 

1. 遠離塵囂，不會到處⼈擠⼈，可以很悠閒⾃在 

2. 相模原校區更⼤更美，校園裡有許多草坪，可以野餐也可以放空 

3. 宿舍就位於學校正對⾯，上課前五分鐘出⾨即可 

4. ⾛路3分鐘有超市，什麼東西都有賣，也有⼤創︔⾛路10分鐘就到⾞站 

5. 距離淵野辺⾞站前2站的町⽥和後3站的橋本都各有⼤型購物中⼼、電影院，可以開

⼼購物，開⼼吃 

關於吃住…… 

住 ⾸先，我住的是國際宿舍，不屬於學校宿舍，比較像是share house，也可以說是

學校跟國際宿舍租床位提供給青学的學⽣。所以宿舍不只有青学的學⽣，也有社會⼈
⼠，不同年齡層不同⽂化背景的⼈齊聚⼀堂，不但能拓展視野，也能交到許多志同道

合的朋友。 

接下來，有關公共空間的部分，⼀樓有交誼廳(沙發電視撞球桌)、⼤廚房與迷你健身
房︔⼆樓有⼤澡堂(男女分天使⽤)和視聽室(可以看電影、玩wii)︔三樓到六樓有⾃修

室。 

最後，房型的部分，有分單⼈跟雙⼈房，單⼈64000⽇圓/⽉︔雙⼈34000⽇圓/⽉。⽽

想省錢的我當然選擇了雙⼈房。（房間圖） 

房間說⼤不⼤，說⼩不⼩，總之雖簡單卻很完備。⼀進⾨就是⼀步長的⼩玄關，從右
開始先是有鞋櫃，後是衣櫃︔⽽左邊有兩扇拉⾨，屬於儲物空間，可以⾃由運⽤(我與

室友⼀⼈⼀半)。床是上下舖，桌椅和保險櫃各兩組、⼀個冰箱，和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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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1：不論單⼈或雙⼈房，浴室、廁所⼀律是共⽤，男女分層，所以不⽤擔⼼隱私之

類的問題。 

備註2：⼀層⼀個wifi分享器，所以離分享器遠的房間內會接收不到wifi，在町⽥⾞站

的Yodobashi買4000⽇圓左右的路由器，放房間內就可以⾃由使⽤網路了！ 

備註3：房間採光良好，也很通風，整體來說我給優等。但唯⼀⼩缺點是隔⾳不太好。 

 

吃 我不是在學校食堂解決午餐，就是⾃⼰下廚做晚餐。除非是出去玩⼀整天，或

是去逛街，不然平常很少去餐廳。因爲⽇本吃的都不便宜，尤其花1200⽇圓就可以吃
飽的店家少之又少(抑或是我食量太⼤︖！) 。 

平常在學校，午餐時間的食堂總是⼈滿為患，50分鐘有點不夠，常常在流動販賣區或
是便利商店買快速便當解決午餐。(但便當都是以⾁為主，沒有青菜，只有醃漬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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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有充⾜的時間煮飯菜，所以我時常去超市採買三天份的食物，每天下廚。嚴格來
說好像也沒省到多少錢，因為食材也不便宜，有些甚至⼀餐就吃完了。但可以均衡飲

食，從健康層⾯來看也沒什麼不好！ 

關於⽣活…… 

總歸來說，住在這邊要什麼有什麼，去哪裡也都滿⽅便的。接下來，我就⼤致說⼀下
⼀個⽉的開銷吧！ 

食 26000⽇圓 

住 34500⽇圓 

⾏ 8000⽇圓 

育樂(包含出去玩的⾨票、逛街購物)50000⽇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總共118500⽇圓。 

數值僅供參考！有時玩很兇或是⼀不⼩⼼失⼼瘋爆買就會超過...再加上由於現在才六

⽉(在⽇本待到八⽉底)，平均⼀個⽉的花費還說不準。 

到⽬前為⽌出去玩的頻率是⼀個禮拜1.5次。包含去附近的百貨公司購物、跟朋友去東
京玩和參加學校的活動。 

既然都是⽀出，那有沒有收入呢︖ 

1. 我有在學校的英語聊天室打⼯，擔任English Chat Leader。⼯作內容很簡單，就是跟
⽇本學⽣⽤英⽂聊天！但由於是排班制，

⼀個⽉的⼯作時數也只有4⼩時，不過
不無⼩補啦！ 

要在外⾯找打⼯也不難，身邊也有些交
換⽣在便利商店或咖啡廳打⼯。也不⽤
太擔⼼時數問題，因為⽇本有⽴法規定

外國⼈在⽇打⼯⼀個⽉/⼀週最⾼⼯作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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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常常會寄許多資訊給我們，像是前幾個禮拜就收到⼀個打⼯機會，內容是在暑
假帶三天兩夜的英⽂營隊，有⽀薪！6/8去⾯試，還在等結果！ 

備註：到時候去青学交換的學弟妹們可以留意⼀下相關資訊。 

關於校內活動…… 

青学對交換⽣很好！平均⼀個⽉會有⼀次活動。以下列舉到⽬前為⽌參加過的： 

1. 4/22 淺草⼀⽇遊：江⼾東京博物館→天婦羅定食→淺草和服體驗 

2. 5/11 Coffee meeting交流茶會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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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京博物館和服體驗

這次的茶會主題是傳統⽇本遊戲！ 

第⼀部分的⼩組破冰遊戲玩了logo⼤對決。有

很多我們常看到但不會特別留意的logo，⼤家
畫出來的圖案都⼤不相同，氣氛超嗨的！ 
第⼆部分是⼩組輪流體驗/玩茶道、劍⽟、紙
牌遊戲、摺紙、陀螺等等。 

buddy們都穿上浴衣



3. 5/13 採茶體驗 

4. 5/14 亞洲⽂化⽇ 

因為只有短短五分鐘的發表時間，於是我選擇藉由飲食⽂化來介紹台灣。 

我準備了鳳梨酥與阿⾥山⾼山茶當有獎徵答的⼩禮物，同學們都非常積極投入！ 

當有⼈跟我說聽完我的介紹真的想去台灣品嚐美食時，那種感動跟成就感真的無法⾔
喻啊！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13



5. 6/10 新入⽣歡迎⽂化研修in山梨縣：採櫻桃→太⿎鑑賞→桔梗信玄餅⼯廠⾒學→做

扇⼦體驗 

6. 6/15 歌舞伎鑑賞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14

採櫻桃

⾹草花園

山梨縣有名的鍋料理
與交換⽣、留學⽣、⽇本學⽣

位在半藏⾨站的「国⽴劇場」是以外國⼈為導

向的歌舞伎座。因此在正式表演之前會由主持

⼈做深入淺出的完整介紹，也與台下觀眾們做

不少互動。 

這次的表演名為「連獅⼦」，是個講述⽗⼦情

深的溫馨故事。 

雅緻的布幕、樂隊吹奏⾳樂、有節奏感的⿎聲、

義太夫輪流講述故事內容、演員精湛的演技和

舒適的觀劇氛圍...真的是非常值得且難得的體

驗！ 

備註：由於表演之中禁⽌拍照，就沒有放上詳

細的照⽚了。



7. 6/21 Coffee meeting交流茶會II 

備註：有些活動有限制名額，有的採抽籤制、有的採先搶先贏制。 

其他我沒有參加的(校內社團舉辦的交流會、學校介紹外⾯協會的活動)： 

1. 5/3-5/5⾼萩Home Stay Program  

2. 6/16 Sports & Sandwich Party  

3. 8/8 相撲鑑賞 

4. 北海道暑假Home Stay Program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15

這次的主題是運動會。分成
⽩、紅、藍、⿈四組做對抗

賽。 

扯掉別組的尾巴、趣味競賽
(莢⾖⼦、兩⼈三腳、雙⼈跳

繩等等)。

http://www.apple.com/tw


關於校外活動…… 

1. 3/28六本⽊森美術館 

2. 4/8 相模原市櫻花祭典 

頭上⽅的樹應該是滿開的櫻花的！！但是今年花期較短，還沒等到櫻花祭典綠葉就爭
相冒出來了！不過拍照還是⼀樣美。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16

與之前來東吳交換的森山⾒⾯！他是我剛到⽇本第⼀個⾒的朋友！ 

我們去了森美術館，⽽我最喜歡的是美術館的觀景台。那時櫻花正滿開，往下俯瞰
有好多淡粉紅的櫻花樹，⼼情超級好。 

晚上就去附近的櫻花公園、櫻花坡，感受⽇本幸福的櫻花季節！



遊⾏隊伍分別來⾃各個「神與愛好會」，抬著很像轎⼦的東西，每個⼈元氣⼗⾜、興
⾼采烈地邊踏著舞步扛著轎⼦，⼜中邊⾼喊著⼜號。 
遊⾏隊伍旁邊有許多⼩吃攤販，也有政府、民間機關擺攤位與市民互動。相模原市役
所前的廣場則有許多團體在台上表演，非常熱鬧！ 

 

3. 4/21 池袋Sun Shine⽔族館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17

與之前來東吳交換認
識的森山的第⼆次⾒

⾯！Sun Shine⽔族館
雖然不⼤但卻時不時

地有各種精彩表演， 

我們在這邊度過⼀整
個下午！

很像在天上翱翔的企鵝



4. 4/28 明治神宮、原宿⽵下通 

5. 4/29 ⾼尾山健⾏ 

6. 5/1 鯉⿂旗祭典 

7. 5/3 江之島、鎌倉⼤佛 

8. 5/4 上野動物園、淺草、晴空塔 

9. 5/6 昭和紀念公園賞花 

10. 5/13 泰國嘉年華 

11. 5/20 昭和記念公園野餐 

12. 5/26 築地、銀座、汐留、台

場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18

很幸運地在去明治神宮的這⼀天遇到⽇本傳統
婚禮。跟台灣不同的是他們都身穿和服，比較

親近的家屬⾛在後頭，肅穆莊嚴。 

原宿⽵下通感覺不論什麼時候去都⼈滿為患的

樣⼦，⼀條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街可以逛⼀整
個下午！很多服飾店都⾛原宿風路線，無法駕
馭的我只能在店裡繞⼀圈，兩⼿空空地⾛出店

外。（可以省錢XD）

聽朋友說秋天的⾼尾山會是滿山楓樹林，⼀定很
美！ 

這座山非常入⾨，幾乎都是緩坡，⽤動細胞不好
的你/妳也可以輕易上⼿！山上有神社、商店
街，還有觀景台。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富⼠

山，很幸運地那天是個萬⾥無雲的好天氣！ 

下山可以坐纜⾞欣賞不同角度的景⾊！



6. 4/30 鯉⿂節 

7. 5/3 江之島-鎌倉⼤佛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19

總共有2000隻鯉⿂在天上游！

風⼤到把潮濕的沙⼦吹起來，

打在腿上很像被漆彈打到⼀樣
痛。



8. 5/4 上野動物園(-淺草-晴空塔)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0

從江之島燈塔觀景臺望出去的景⾊。儘管天
氣已經很好了，朋友說要再更好才可以看到

富⼠山...。

熱⼼的阿伯熱⼼指導動作，幫我們
拍了好多照⽚。

被 の 
動 ⽇ 
物 ， 
療 免 
癒 費 
的 入 
⼀ 園 
天 ！ 
！ 
這 
天 
剛 
好 
是 

み 
ど 
り



9. 5/6 昭和記念公園賞花 

與我的buddyつづみ(Tsuzumi)去⽴川的昭和

記念公園賞花！這座公園超級⼤，裡⾯有需多

花園，入場需要⾨票。 

10. 5/20 昭和記念公園野餐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1

這天剛好是都市綠化⽇，免費入園，所以與交換⽣、⼤陸留學⽣跟⽇本朋友去野餐。

⼀下玩牌、⼀下打⽻球，非常開⼼！ 

公園裡有⼀座湖，還可以體驗划船或採鴨鴨！



11. 5/26 築地-銀座-汐留-台場 

12. 5/27 淺草、晴空塔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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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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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6/2 江之島、鎌倉⾼校前 

14. 6/3 鎌倉⼤佛、橫濱港未來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3

第⼆次去江之島，⾛跟第⼀次不⼀樣的
路線，搭船繞到旁邊再橫越整座島，意

外地看到了不⼀樣的美景。 

這次的燈塔有開放⼾外觀景台。 

鎌倉⾼校前沒有看到酷似灌籃⾼⼿的男
⾼中⽣，只有穿的短裙青春洋溢的女⾼
中⽣，還有⼀團觀光客。

第⼆次去鎌倉⼤佛，感覺又不⼀樣了。去看⼤佛之前還
扭了⼀個⼩佛應景⼀下！(這次有開放⼤佛體內參觀。) 

我很喜歡橫濱港未來！是個填海造陸的新興城市，有樂

園、購物中⼼、中華街、拉麵博物館、紅磚倉庫跟碼頭... 

晚上的港未來更是美不勝收，漫步在橋上時還有古典⾳

樂作陪，會有在天堂的錯覺。



15. 6/17 靜岡⼤間⽔壩、夢之吊橋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4

⽇本朋友開⾞帶我們去靜岡「夢之吊橋」！ 

離我們住的地⽅有三個半⼩時的⾞程。⾛海線，途中停下⾞吹吹海風再繼續上路！

夢之吊橋⼀次限乘11⼈，只有兩條⽊板的寬度，橋很晃，如果有集⼼臟病⾼⾎壓

懼⾼症於⼀身的朋友最好不要輕易嘗試！ 



16. 6/23 衣笠 

17. 6/24 台灣嘉年華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5

去⽀持室友なるみ(Narumi)的傳統⽇本舞蹈表

演！ 

晚上再與其他交換⽣會⾯⼀起吃⼤餐慶功！

先在上野公園
野餐，下午與
其他⽇本朋友
會⾯後⼀同前
往台灣嘉年華。
讓他們品嚐了
⾖花、麵線、
臭⾖腐、粉圓、
⽜⾁捲餅、蚵
仔煎、⼀⽅⽔
果茶、炸雞排、
台灣啤酒等等。
雖然價錢比台
灣貴兩倍，麵
線的味道也不
到位，但很開
⼼⼤家都很捧
場地直說好吃！



18. 7/1 鎌倉⼀⽇遊 

交換⽣朋友的⽇本朋友邀請我們參加社團活動，帶我們去鎌倉做深度旅遊。⼀路上細

⼼努⼒地介紹每個地⽅的歷史！ 

去了長⾕寺、(第三次的)鎌倉⼤佛、⼩町街。剛好趕

上最後⼀天的繡球花季！五顏六⾊的繡球花點綴在叢

叢綠葉當中真的美呆了！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6



關於學校給予交換⽣的⽀援…… 

1. 有提供接機服務(從成⽥機場到宿舍⼤約三個半⼩時，省下不少交通費跟迷路的時

間) 

2. 有專屬的學伴(buddy)，是好朋友也是在你剛到⽇本發⽣任何問題可以在第⼀時間
協助你的好夥伴 

3. 剛到學校的第⼀週有各種詳細的說明會(如何選課、校園環境介紹、如何利⽤學習
資源、郵局開⼾、辦⼿機卡等等) 

4. 國際處與buddy們會舉辦各種⼤⼤⼩⼩的活動，增加與⽇本學⽣交流的機會︔也會
寄校外其他協會辦的活動須知給交換⽣ 

5. 國際處⽼師們都溫柔婉約，有任何問題都會盡⼒幫忙解決 

備註：沒有提供交換⽣獎學⾦ 

感想…… 

能在⼤學⽣涯中赴外交換，真的是非常珍貴的體驗和回憶！第⼀次去⽇本，就獻給了

交換留學。曾對這個國度抱有無限幻想與憧憬的我，竟然⼀圓了「⽇本夢」！為了不

想浪費在⽇本的每分每刻，我開始(晚睡)早起、打開了我所有雷達，出⾨就是不斷留

意身邊的所有景⾊跟⼈事物。 

⼀開始得知只有我⼀位台灣⼈時滿失落的，總覺得這⼀學期只能靠破英⽂跟⽇⽂維⽣。

(不過之後有跟中國留學⽣⼀起上課，可以講到中⽂)但現在的我卻很慶幸⾃⼰是唯⼀

的台灣⼈，因為我有很多機會可以練習講英⽂跟⽇⽂！ 

住在國際宿舍也讓我交到⽇本朋友，還當起了中⽂⼩⽼師，教⽇本朋友中⽂，也交換

彼此的⽂化。 

在交換留學的過程中，我遇到了許多很有想法、多才多藝的朋友們，不但拓展了我的

視野，也刺激我思考⾃⼰未來的⽅向。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7



附錄⼀ 

⾺來西亞、美國、台灣、⽇本⼈在⽇本朋友家做⽇式章⿂燒！ 

⾺來西亞、緬甸、台灣、⽇本⼈在⽇本朋友家煮韓式起司燒⾁鍋，還配台灣珍珠奶茶 

 

到⽬前為⽌已經辦了無數次珍珠奶

茶派對，⼤家都很喜歡台灣珍珠！
(從台灣帶過來的) 
成功收買⼤家的⼼(?)⽼實說我也是

離家後才第⼀次⾃⼰煮珍珠，雖然
花了不少時間翻攪，還要時不時地

注意⽕侯跟⽔量，但朋友們都會參
與煮珍珠的過程，儘管漫長但⼀點
都不無聊，反⽽能跟朋友聊更多了

呢！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8



附錄⼆ 

⾺來西亞的交換⽣朋友Mai帶了兩套傳統服飾，為了在齋戒⽉結束後的第⼀天慶祝⽇

上穿，也借我穿其中⼀件！第⼀次這麼貼近⾺來西亞⽂化，也因為她，我更了解穆斯
林的種種(例如，儘管教義上只規定不能吃豬⾁，其他⾁類⼀定是要有halal標誌才可以
吃、齋戒⽉對穆斯林的重要性、穆斯林家庭的規定等等)，增廣⾒聞！

青山学院⼤学交換⽣活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