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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筑波大學簡介 

  筑波大學位於東京首都圈的茨城縣的筑波市，筑波校區佔地 258 公頃，是日

本面積最大的單一大學校園。筑波大也是入選日本「超級國際化大學計劃」A 類

的頂尖學校。是日本著名的國立綜合大學。筑波大的前身是教育大學所以包含了

體育學系跟藝術研究科，另外也設有醫科學研究科等專業學系。又因為有體育學

系所以校園的運動風氣很是興盛。 

  之前在申請前往日本留學交換前，我便將筑波大學放在前三志願裡。原因大

抵有幾個。首先筑波大學位於茨城縣地理位置上鄰近於東京。交通上到任何關東

的城市大多是方便的。再者，筑波雖說鄰近於東京但實質上算是近郊，所以在物

價上幾乎與台灣大同小可。可以坐擁山水又離市東京市中心不到一小時的車程，

日本的國土大小算是難能可貴的地理位子。順帶一提，筑波大學是國立大學所以

他的宿舍費用跟其他的學校相比是相對便宜的。 

  筑波大學交換生風氣之盛。彷彿身處小型地球村的學院型都市。是我夢寐以

求的讀書環境。交換上了之後才真正體驗何為與國際交軌。每天都與不同國家來

的人們自在的暢談，相互來往並學習到包容以外,更多的是放眼各國文化差異跟

想法視角的不同。有來自巴西，俄羅斯，韓國，柬埔寨，越南，中國，印度。。。

的同學同在講堂上交流意見想法，是以往在東吳沒有體驗過的。在筑波大，走在

路上至少可以聽到五種語言以上。如果你對於英語授課比較拿手的話，可以在留

學生中心拿課，筑波大也很多是以英語上課的授課都可選。跟來自世界各國的大

學生，當然不少一些國外來的教授，一起走在校園裡聊天交流，討論彼此的文化，

除了讓大家更認識台灣外，也破除了很多我對於其他國家的一些刻板印象。 

 

 

 

 

 

Tutor成美さんのラクロスの

試合 



 

 

 宿舍（一之矢３８棟） 

  而每天從一之矢３８棟的宿舍出來，幾乎都住在鄰近的各國留學生大家都相

處得很融洽。一條上學的路下來，有三四個人與我打招呼的日常令我新鮮不已。

畢竟我沒有在外住宿過的經驗，這種學術與生活環境交融的日常對我來說是如此

的可貴與令人感到雀躍。而筑波大學身處山林包圍的環境中，每天與樹林小湖為

鄰的環境是在台灣沒有體驗過的學習環境。筑波大因為地廣,上下學幾乎都需要

倚靠腳踏車代步。每天奔馳在教室之間卻不會感到煩膩。日本的四季分明，夏綠

蔭盎然，秋天銀杏瀟灑，冬天枯枝抽畫成的天際線．．．。每天透過腳踏車巡 

禮的校園都成了我留學生涯的一幅幅美景。（附圖一） 

（附圖一）  

 

  簡單的來介紹筑波大學的宿舍。筑波大有三大宿舍區域。分為一之矢，追越，

平砂。大部分的留學生跟研究生是被分配到北區的一之矢宿舍群裡。在前往日本

前學校有寄發宿舍意願調查。總共有四種不同房價的房型供選擇。我選擇了月付

３０６００日圓的房型。入住前會收一筆三萬日圓的押金，等退住時會扣除打掃

的一萬日圓再一併退還。我的房型附有衛浴，流理台跟書桌等基本設備。以下提

供我的房間空房照以供參考。（附圖二） 雖然我選擇的宿舍沒有交誼廳。但我

也不時會到其他交換生的宿舍棟去串門子或是開ご飯会（煮飯會：每人準備一道

家鄉菜，大家齊聚一堂吃飯聊天）。跟各國的留學生交流（附圖三） 



 

  至於水電瓦斯的部分則是另外收取費用的。我秋天的水電瓦斯費大概一個月

1800日圓給大家當參考。 

 

 

 

（附圖二） 

 

 

 

 

 

 

 

 

 

（附圖三） 

 

 筑波的物價 

  當初選筑波大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茨城這裡的物價幾乎跟台灣差不多。

就日本的物價稅準來說是很便宜的。雖然水果不及台灣的多樣性跟物美價廉。

但是乳製品相對的便宜。來日本可以試著把水當開水來喝。 

 

 食堂 

  在日本５００日圓上下的一餐都算是便宜的，在筑波大你可以選擇吃學



 

生食堂或是麵包店，當然自己帶便當也是一種選擇。 

  因為上課的地點的關係，我多是在鄰近的３Ａ，２Ａ棟的學生食堂吃飯。

天氣好的時候在中央圖書館前的草皮上和三五好友悠閒的看著川流的腳踏

車邊吃便當，享受冬日陽光帶來的溫暖是筑波生一天中的小確信。當然如果

沒有時間我會推薦筑波大非常好吃的麵包店コナクリ，你可以買的到滿滿栗

子的楓糖麵包或是包滿唐揚げ的餐包。

回台灣後我還是時常會想起那小麥香

氣的麵包房。 

（コナクリ） 

 

 

二．課程介紹  

 

  筑波大學每年三個學期的制度可以說是筑波獨有的．簡單來說就是春學期ａ

ｂｃ時段，秋學期也是分為ａｂｃ時段．通常是一門課開設的時段有ａｂ或是ａ

ｂｃ。我去的時候是秋學期．秋ａｂ的課幾乎到１２月中就結束了．而秋ａｂｃ

則是上到二月初。 

  通常入學前於學校會要求你做一份線上的日語能力測驗。等級一到八。入學

後依你的級數來分班。但其實如果你想挑戰自我上比較高階的班級的話其實也是

有機會的。我也有看過四級的同學跟高階的大家一起上課。其實就端看老師願不

願意幫你加簽。我的級數落在７，８級而七與八級的課是一起上的。所以我的課

幾乎都是高階班的課。 

   日本的選課方式大抵跟台灣差不多，但出於我們是留學生的身分在選課上有

比較大的彈性。如果老師願意讓你加簽這門課，原則上只要拿到老師的簽名你就

可以選這堂課。但是如果你有回國後抵學分的壓力，建議在學期初就先和國內的

助教商討好學分互抵的問題，以免發生回國後發現選修的課無法抵學分的狀況。  

再者，筑波的１學分或是１．５學分可以抵東吳的２學分。 



 

  以筑波的課一堂７５分鐘的課為例。中間沒有下課，一個禮拜上一堂課。（但

是也是有連上兩節課的課，例如美術相關的雕塑課或是日本畫）早上是８：４０

開始第一堂課。而早上只有兩堂課上到１１：２５，午休時間到１２：１５開始

第三堂課，下午有四堂課。 

 

 

三．選課心得與收穫 

 

１. フィールドワーク日本語 B（給外國留學生上的課） 

教員: 平形 裕紀子 2017 秋 ABC 水 5 

 

這門這其實是中階的課程，但是基於上課的學生多為高段班的學生老師也一學生

的程度有做難易度上的調整。這堂課幾乎每兩三個禮拜就有一個上台發表的機會。

會先有一個主題讓小組做資料的收集或是去實地採訪，最後在上台與各組做分享。

我們這學期做了很多有趣的題目。例如採訪筑波的各個社團並且實際參與其中，

再跟各國的同學做報告。可以從同學的發表中找到自己有興趣的社團也說不定。 

如此成了我們參與日本大學社團的推手，在採訪途中會體驗到各種有趣的活動之

外。以此為契機我也加入了名為つくっく的料理社團。在課堂上也許與日本人交

流的機會不會很多，但把握好社團的機會還是有很多日常中可以交談的機會的。 

而我也以這個機會把很多台灣跟外國的留學生帶進了這個社團。在回國前這個社

團幾乎有一半的人是留學生，這堂課可以說發揮到意想不到的功效。 

  當然其他的像是カルタ（日本花牌）的製作大賽，各組製作個具有特色的花

牌，並分組比賽。還有諺語的辭典製作．．．每每都是練習上台發表的好機會。

在台灣也許一學期才上台發表個一兩次，在這裡你會習慣上台用日語分享你的成

果。學習從看搞到脫稿演講。當然這並不容易，但從其他的演講者的台風儀表開

始模仿學習，到學習聆聽與發問。最終你也會習慣日本大學這種有點緊湊略帶刺

激的發表循環。 

 

 

 

 

 



 

 

料理社團つくっく實際參與實作 

 

 

２. 東洋の歴史と文化（一般課程） 

教員：朴 宣美 2017  秋 ABC 木 2 

 

  這門課是一位韓國籍老師開的課，探討二戰後韓國走向獨立與民主的歷程蛻

變還有戰後衍生的種種問題。這門課是和日本的同學們一起上的課，不同於專為

外國留學生開的課，課堂更接近實際日本大學上課的速度與狀況。可以聽見同樣

身為大學生的日本人對於同樣事件的看法，進而再探討為何他們會有這種別於自

己的想法也是身為外國學生的樂趣之一。像是慰安婦事件，在日本國內的基本教

育中幾乎沒有提及過，在身為國高中就已經知曉此國際問題的我而言是震驚的，

於是在討論與觀看韓國紀錄片中，同樣有此問題的韓國政府，別於台灣更加積極

的處理這件事的態度也是我們的學習的地方之一。以韓國與日本雙方不同的視角

探討戰後衍生的問題別具意義，新一代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看待上一代處理國際問

題也是很有趣的。上完課後再來比對台灣與韓國相似的處境，有類似的民主進程

也有不同的處理方針是很有趣的。 

 

３．制作日本語 IIB （給外國留學生上的課） 

教員：柳田 しのぶ 2017  秋 ABC 木 5 

 

  這門課基本上就是戲劇製作的課。練習用日語帶到舞台上。並且自己動手寫

出自己的劇本大綱與人物對話。最後再由大家選出兩個劇本來演出。從討論音樂

燈光到舞台走位都是自己包辦。好像高中後這種為一件活動投身的事就變少了。 

這種經驗可說是很可貴的。最後在大講堂上演出準備了幾個月的舞台劇，當輪到

自己時，不時能聽到因為自己的言語動作而笑出聲的笑聲，那時我就想，那就是

最好的掌聲了吧。感謝這難得的齊聚一堂，這緣分讓來自各國的我們牽連成線，

舞出最美的圈。成果發表的那一晚，也因為有坐在台下各個觀賞的眼，各個我認

識又親切的你們，演出成了有互動有回饋的藝術。 



 

 

 

 

 

 

 

 

４．基

礎体

育剣

道(秋)（一般體育課） 

教員：鍋山 隆弘 2017  秋 AB 火 1 

 

  這是一堂與日本人一起上的體育課，當然課堂中也有幾個外國人來修這門課。

這門課基本上就是很基礎的見到課，從基本的正座（せいざ）、握劍的方式到打

擊的步法老師都很細心的教導。雖說一開始很不習慣正座 

但看久老師那背脊挺拔的坐姿漸漸地有會想苛求自己也能有一點那風雅之姿。我

一直想體驗看看劍道，沒想到到日本後可以握起竹劍跟大家一起揮灑汗水。雖然

練習的隔天必會引起肌肉痠痛。但是每周一次早晨在道場和大家一起發出氣勢的

喊出與練劍真的很快樂。 

 

 

 

 

 

 

 

 

 

 

 



 

５．総合日本語 7 演習 B（給外國留學生上的課） 

担当：山田 野絵 2017  秋 ABC 水 1 

 

  這是一堂自我發揮較自由的課。一學期主要的目標是探討如何吸引外國人來

茨城縣觀光。有很多的發表，所以絕對有很多機會用日文訓練口條。從一步步的

計畫研擬到行程規劃，直至到一個完整的主題來吸引特定族群來觀光的企劃。期

間有一個モニターツアー是一個免費一日遊的行程，透過這一天的行程實際走訪

茨城縣具有魅力的地方來激發之後企畫的思考。這個活動參觀了大洗水族館、笠

間的稲荷神社和商店街…等。 

 

 

 

 

 

6.芸術(日本画実習 B) 

教員:程塚 敏明 

 

  這是一堂日本畫創作的課。這堂課學到的不僅是寫實繪畫的技巧，更多的是教

會運用身邊的資源去探索身邊的活動展覽。像是老師就也提供我們去上野參觀他

作品展覽的票券，也帶我們去參觀大學院學長姊的的成果展。我也學會運用學生

證的學生優惠，到上野跟朋友觀覽各式美術館，還有浮世繪的展覽。 

 



 

 

 

 

 

 

 

 

 

 

 

 

 

 

 

 

 

 

７．芸術(塑造実習 B) 

当: 柴田 良貴 担

  這堂課是做臉部雕塑的課。我本身也不是美術專

班的 學生所以有這種模特兒可以觀摩的課實在是很

難能 可貴的經驗。每周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可以很仔細

地端 詳模特兒來雕塑自己的作品真的很有趣。 

 

 



 

 

 

 

 

 

 

 

 

 

 

 

 

三．校園生活與活動 

  筑波大學給我的感覺不算是特別的照顧留學生，所以想要讓豐富的各式活動

充盈自己的留學生活的話就得自己主動去收集這些資訊。 

 

 ＴＩＳＡ 

  像是名為ＴＩＳＡ（Tsukuba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的外國留學

生組織其實不時就會在 facebook 公布一些活動。像是我就有參加他們舉辦的

Halloween Party，跟著三五好友一起變裝參加酒吧裡舉辦的舞會。當年度的變裝

王不易外的給一隻充氣恐龍給奪冠了。不管是嘴裡帶點苦澀的桃子氣泡酒還是身

旁穿著牛仔裝或是精靈裝扮舞動著的人群，對我來說都是很特別的一夜。在日本

這地處東洋，卻能參與到如此西洋味的節日，也只能說日本的節慶感真的很濃厚。

不管是聖誕節還是萬聖節，在快接近的前一個多月前日本的街道或是商店便會縈

繞著充滿這種節日的味道。從街道的燈飾張羅到商品的季節感都看得出日本商人

的企圖心。 

 

 

 

 

 

 



 

 

 

 

 

 

 社團活動つくっく(料理社團) 

  在日本留學本以為會有很多機會跟日本人做交流，但是現實是自己沒有主動

踏出一步的話想要日語突飛猛進是不太可能的。雖然回到台灣後我還是不覺得我

的日語程度有增長的跡象，但是我很感謝自己當初有堅持每周都參與一次社團活

動。在這個不排外且對國人很親切的社長的的帶領下，每周一次的社團時間也成

了我練習日文的好機會。從學會看食譜到小組成員協力完成一道道佳餚，大家就

像是一個大家庭一樣，對於身在異鄉的留學生們來說，能大家坐在一起吃著家常

菜是再幸福不過。 

 

 

 筑波大学学园祭-雙峰祭 

  日本大學的學園祭真的都會很熱鬧呢。為期三天的學園祭，在前夜祭的時候

就很熱鬧了。舞台上各種社團的表演，而台下也有各社團擺設的攤位，可以趁此

吃到很多便宜的日本小吃，或是認識不同的學生團體。 

 

 

 

 

 

 

 



 

 

 

 

四．個人體驗   

 ボラバイト ー 箱根（箱根打工行） 

在一月十日本有為期一周多的過年。當時我就在想說當初來日本對自己的期 

許，自己是否都有認真履行呢？還是來日本兩個月的時間，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扼

殺了不少當初的那股衝勁跟熱情呢。 

  所以我便決定好好趁這一個多禮拜的時間到箱根打工看看，並嘗試看看跟日

本人共識是怎樣的感覺。雖然在打工期間有遇到很多困難的事，但是學習著尊重

別人所堅持的事情，雖說也許不是完全的可以理解。但是換個視角來看，固執的

堅持自己所堅持的，也許只能看見自己規劃的景色，當你拉開掩蓋的帆布後攤展

開來的是更為蔚藍的天。在溫泉會館的日子我利用零碎的休假完成了一人的箱根

旅遊。一個人的跟團體旅遊所走出來的時間竟是如此的不同，鼓勵來日本留學的

你們可以嘗試著透過一人旅行來段跟自我對話的輕旅行吧。 

 

 

 

（打工的溫泉會館） 

 

 



 

（芦ノ湖、ガラス博物館） 

 

  而在回筑波的前一天因緣際會下認識了在鎌倉投宿的青旅老闆朋也先生。第

一次在校園以外的地方跟日本人如此歡談，學會一整天都用日語交談。我也因此

被他們邀請去爬鎌倉附近的山。一天下來聊了很多，也很感謝他們主動帶我到鎌

倉附近逛。也走了一些觀光客不大會注意到的景點，一切都是這麼的日常，這麼

的貼近自然。「這就是生活吧。」這是我對於這意外的多出的旅程的感想。也就

是有當地人的帶領我才能體驗這不同於熱鬧人群走過的路。 

 

 

 CHRISTMAS PARTY 

  雖然聖誕前夜已經跟俄羅斯的朋友們到橫濱歡度。我還是邀請了很多留學生

參加了臨時起意的聖誕趴。還記得那天跟同學到ｃｏｓｔｃｏ採買，駕著腳踏車

泅泳在滿天星子的聖誕夜。我們充當著聖誕老公公，運送著香氣四溢的烤雞跟披

薩。雖然披薩在顛簸中葬送土堆，但是接下來美

好的派對足以彌補一切的小缺陷。而且還意外地

獲得便利店婆婆分送的聖誕襪，果然聖誕夜是奇

蹟般的日子。 

  吃著滿嘴的馬芬蛋糕，突然想起日本人好像

都



 

會在聖誕節這天吃草莓蛋糕。但看著身邊圍繞著交談甚烈的友人，吃著什麼好像

不再是重點，好像略嚐了一點歐美聖誕夜舉家同聚的溫度。聖誕夜這天別於室外

的溫度，筑波３５棟的交誼廳很溫暖。 

 

 

 

 

 

 

 

 

 

 

 

 

 

 

 

 打雪仗 

  今年的東京大雪紛飛，對於筑波的學生來說聽說是為期六年來第一次的

雪。雖然筑波只下了一天的雪，但是這一天不分日本人還是留學生，可以看

到很多人耐不住這滿眼的銀白世界，在路旁就打起雪仗來了。而我當天難得

的晚歸，等要回家時看到同學被白雪覆蓋的腳踏車，才有真正的有被皚皚白

雪覆蓋的真實感。躲回溫暖的宿舍，卻在半夜受到蒙古友人的號召前往名為

＂雪仗＂的戰場。走到學生中心的小廣場，可以看到晚餐時段就開始玩雪的

各路人馬。我和朋友們打起人生中第一場雪仗，玩到褲子都被雪沾溼又凍直

都沒有驚覺。筑波下了一天的雪，這奇蹟般雪卻足

足陪我們一個多禮拜才捨的消融。 

 

 

 

 



 

 ＯＴＨＥＲＳ 

  在日本會有很多機會參與跟人們交際的場合，不管是去居酒屋喝酒或是

去卡拉ＯＫ唱日文歌唱到半夜沒公車大家一起走一個小時回宿舍．．．都是

非常美好的體驗。也許在筑波的日子是人生的階段中，跟最多來自世界各地

的朋友相處的日子也說不定。 

  而在回台灣之前我也跟朋友一起到關西旅行了九天之久。體驗了很多，

也第一次嘗試團體旅行這麼多天。一切的行前籌備，包含行程規劃，機票跟

住宿的預約都是大家一起討論研究出來的。這次的旅程不管是實質上看到的

風景，看不到的內面也學到很多人際相處等學問。也許當真要踏上返鄉的前

一刻，我都在質疑自己是否做的夠好來回報家裡為我付出的投資。是否問之

無愧這短短的五個月什麼都去試著嘗試了。離開溫室，面對外面的世界，自

己是否放開了緊閉的雙手擁抱了無垠的天空。 

  這趟留學之旅要感謝的人太多。不管是日本ＪＡＳＳＯ獎學金提供我的

資助，還是家人，朋友，支援我的國際課學長姊．．．留學前後對我的付出

關愛。能肯定的是沒有一年前依然決然決定準備留學的我，跟支持我的大家，

一定無法成就今天站在這裡的我。得之於者太多，感謝之情早已難以微言之

詞表感謝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