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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今年大學二年級的我，加入指導教授林韋至老師的實驗室，因指導教授曾

經在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構(NIMS)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一年，所

以對此地方相當了解，研究機構充足的設備和材料資源，以及做事有條不紊的

研究態度，是指導教授認為本實驗室學生可前往研究實習的絕佳地點，加上

NIMS 是個國內外研究學者聚集的地方，可以跟各國的研究人員互相交流，從

中提升學生的溝通能力，且開闊國際的視野。為了讓學生有足夠的經費前往國

外實習，指導教授林韋至老師透過接洽各單位和搜尋多方面的相關資源，在

105 學年度很榮幸地獲得教育部獎助的「學海築夢」國外專業實習計畫。 

 而這次前往日本 NIMS 研究中心，互相交流的實驗室為芢原充宏(Mitsuhiro 

Ebara)教授的實驗室，芢原教授的研究團隊主要以研究智慧型生物材料的開發

與應用為主要目標，未來發展方向為利用機能性高分子材料，製作出對社會有

所貢獻之產品。此外，芢原教授在今年 3 月的時候，曾經來中山大學參訪，與

指導教授林韋至老師討論未來合作的相關事宜，為了讓芢原教授更加深入了解

每位實驗室成員的研究目標，我們分別跟芢原教授介紹，以及了解實驗室的儀

器設備與研究方向，對後續的延續合作有極大的幫助。圖 1 為實驗室成員向芢

原教授報告各自之近期研究，及未來到 NIMS 欲進行之計畫內容，會議後大家

開心的合影，留下美好的印象。 

 

圖 1.  Prof. Ebara 跟林韋至老師實驗室成員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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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地理位置 

    NIMS（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Science）是間由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創

辦的物質•材料研究機構，位於日本茨城縣筑波市，生活機能相當方便。在筑

波市中心有 TSUKUBA EXPRESS 私鐵，其起點站為東京秋葉原，終點站則是

つくば駅，整個車程時間將近一小時，在筑波車站旁另有 NIMS 的接駁巴士，

可直達研究中心；若是從日本成田空港的大廳出發，可搭乘「土浦・つくば～

成田空港線」的巴士直達筑波中心，其下車點為つくば駅旁的巴士站。  

 

圖 2.日本茨城縣筑波市つくば地理位置(左圖)及其中心(右圖) 

 歷史沿革 

    西元 1956 年於東京市目黑區成立國家金屬研究所（NRIM），並於西元

1979 年，在茨城縣筑波市增設辦事處；西元 1966 年，茨城縣筑波市成立國家

無機材料研究所（NIRIM）。最終，在西元 2001 年將兩獨立行政研究機構合併

為物質・材料研究機構（NIMS）。 

 

圖 3.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構園區(左圖)及其標誌(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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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導向 

    NIMS 近年來的研究方向和政策，著重於每年增長的環境、能源與資源問

題，此課題已成為全世界共同研究的主要對象。為了解決此課題，NIMS 開發

與發現無機、有機材料共通的高科技技術，並結合奈米材料的特殊物質特性。

此外，也開發可促進能源再生的材料，不但有助於節能減碳，還能發展對環境

影響力低的材料，且針對稀土元素作更進一步的減少、替代與回收等相關的研

究議題。 

 

圖 4. NIMS 現階段研究方針 

    NIMS 國家獨立行政研究機構的方針如圖 4 所示，以開發和提升材料科學

與技術水準為目標。其分為(1)材料科學、技術的開發及基礎研究；(2)促進研究

成果的普及和應用；(3)NIMS 的設施和設備的共用；(4)研究學者與技術人員的

培養及提升專業能力。 

    NIMS 的研究包含高優先開發型研究(又稱為研發焦點)，和探索型研究。研

發焦點植基於永續性的材料科學奈米科技導向概念，最終目標為實踐領銜國際

的科技創新。因此，NIMS 建立以下兩個研發焦點：(1)奈米科技導向的先進材

料研究，(2)社會需求的先進材料研究。探索型研究以研究者的原創概念和純科

學列於第一優先，其重點為探索研發焦點領域主題的「種籽」和高風險先導研

究，並研究何者將成為新原理以及開啟新科學領域。 

 未來發展 

NIMS 制訂於未來 20 年發展新的研究材料領域，像是「奈米碳管」、「富勒

烯」等材料，或是開發與探索「電晶體」、「超晶格」與「穿隧磁阻」等材料；

將金屬、陶瓷、有機以及無機材料作結合，進而開發出全新的研究領域。  

 研究中心 

    目前 NIMS 的研究中心主要有三個，為千現、並木和櫻花。千現地區又被

稱為本部或總部，因成立的時間較早，因此絕大多數的研究設備都在此地區。

而並木地區設立的時間相對較新，部分建築物有經過綠建築設計，故具有大量

能源再生、低污染的概念，且此地區含有兩種研究設施，一個是 Green 研究設

施，專門研發綠色、環保與節能等相關材料；另一設施為 MANA，其研究領域

是負責開發無機材料。這次我實習所屬的研究地方便是 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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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NIMS 研究中心千現地區(左圖)，並木地區(右圖) 

 行政制度 

    NIMS 研究儀器都有專任的管理員負責管理與維修，所以 SEM、TEM 和

XRD 等大型儀器，皆必須經過專業訓練和檢定，才能進行實驗或操作機台。若

無參加專業訓練，實習研究生只具備進入設施和特定研究室的權限。在研究中

心裡，可經由通行證帶子的顏色來判別研究人員的階級，正式或約聘研究職員

的通行證帶子為藍色；研究實習生的帶子為黃色；外賓及廠商則是紅色帶子的

臨時通行證，其權限只能進出大廳，由此可知 NIMS 對身分的控管很嚴格。 

 公共設施 

 

圖 6. NIMS 圖書館服務台(左上)，閱覽區(右上)，書報區(左下)及自習區(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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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外實習企業或機構之學習心得 

 認識環境 

第一天踏進 NIMS 時，心中萌生了煥然一新的感覺。欣欣向榮的美麗風

景，高樓林立的新式建築物，形成一種難以言喻的協調感。而此次的合作對象

Prof. Ebara，其實驗室位在 NIMS 的並木地區，辦公室則是在 MANA 大樓的

327 室。因第一次來到此處，所以 Prof. Ebara 請他們實驗室的博士生---新山帶

我認識 NIMS 並木地區的所有環境。 

首先前往參觀的地方是 Prof. Ebara 的實驗室，距離辦公室約需 7 分鐘的路

程，有點遙遠，不過整個占地蠻大的。到達之後，我和新山就分別刷卡進入實

驗室，打開厚重的門，先映入眼簾的實驗設備便是電紡機台，它是我此次來日

本主要使用的儀器。接著，我發現他們的實驗室好大，有各式各樣的測量儀器

及應有盡有的實驗耗材，讓我雙眼不禁為之一亮。 

參觀完實驗室，新山還帶我去各棟實驗大樓走走，並介紹其主要研究內

容。最後，新山帶我去參觀 MANA 的資料庫，也就是圖書館，裡面除了有數之

不盡的藏書，還有書報區及自習區，氣氛相當和諧且安靜。此外，他們的書架

是可以自由移動的，超級酷的~ ~ ~ 

 
圖 7. NIMS---Prof. Ebara 實驗室(左上圖)，電紡機台(右上圖)， 

  實驗室內部情況(左下圖)及 MANA 資料庫(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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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機台、儀器 

    來到 NIMS 的第一週，負責指導我的博士生---新山，先教導我如何使用電

紡機台，及機台的注意事項，避免遇到緊急情況時手足無措。除此之外，新山

還親自操作電紡機台，並讓我也實際動手做一次，以確保無誤，而在過程中，

要特別謹慎小心的地方是，當電紡機台正在運作時，不能觸碰機台內部，因其

有高壓電流通。這次所做的實驗必須使用到掃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縮寫為 SEM)，因此新山也一併教我 SEM 的使用方法。 

    在 NIMS 我總共學習了兩種 SEM，一種是 Prof. Ebara 實驗室的桌上型

SEM；另一種則是在 MANA 大樓四樓的共用儀器區的 SEM。而前者是由新山

直接指導即可，後者則需上網填資料申請專業訓練，並在受訓完後才能使用。

因共用儀器區的 SEM 是所有 NIMS 的職員皆可使用，所以必須在使用前上網預

約，且為了使每個人享有相同資源，每個類型的儀器一個月只能借用兩次，每

次最多 4 小時。 

    由於我的樣本皆需用 SEM 來觀察其細部結構，因此我會先使用 Prof. Ebara

實驗室的桌上型 SEM，可以大致了解樣品纖維的尺寸，若該尺寸是實驗中重要

的數據，則會拿到 MANA 四樓的 SEM 處照，因它具有較高倍率的影像圖及較

高反射率，能將樣品的構造清楚地呈現出來，跟實驗室桌上型 SEM 的模糊不

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製作樣品時，為了避免溶劑卡住針頭，有時會使用

包裹實驗紙的塑膠棒擦拭一下針頭，如圖一的右上圖。 

 
圖 7. 操作電紡機台(左圖)，製作樣品(右上圖)，使用 SEM 儀器(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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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備溶液、樣本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製作出纖維樣本前，需先調配好

實驗的溶液。因溶液是由固態溶質和液態溶劑組成，所以我使用電子秤來測量

溶質的重量，其最小精度為 0.1 毫克，而溶劑則是使用 1 毫升的移液器來量

取。因溶劑有毒且其揮發性強，所以我會在抽風的化學櫃中做實驗，防止實驗

室裡瀰漫著有毒氣體。將溶劑和溶質混合後，放到超音波震盪器中 2 個小時，

讓其完全並均勻的溶解。 

    實驗的流程是先將樣本紡在鋁箔紙上，然後再使用刮勺將樣本從鋁箔紙上

撕下來，如圖 8 的左圖。為了方便觀察樣本纖維的細部構造，我會先裁剪一小

塊下來，拿去實驗室中的桌上型 SEM 拍照。若纖維直徑有達到奈米等級，我會

將其放置在 24 格的細胞培養盤中，之後再一起放到電子秤上測量其重量，並在

細胞培養盤上標示樣本材料順序，以利後續實驗的進行(如圖 9)。因有做細胞的

實驗，所以在撕下前需將樣本敷料高溫殺菌 24 小時。 

 

圖 8. 從鋁箔紙上刮下樣品(左圖)，使用電子秤測量溶質重量(右圖) 

 
圖 9. 電紡成品的樣本(左圖)，測量每個樣本的重量並記錄下來(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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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實驗 

這是一個必須在非常乾淨且無菌的空間下操作的實驗，因為細胞是很敏感

的東西，一旦一盤細胞被細菌感染了，連帶其他盤細胞也有可能被感染，如同

人類的感冒傳染病毒一樣。我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是由一位印度的女博士後

研究員---Sharmy 所指導，她人超級好，很用心的教我養細胞的技巧與方法。 

 

圖 10. 在無菌操作台上作細胞實驗(左上圖)，使用顯微鏡觀察細胞(右上圖) 

         使用 ELISA 來計算細胞數目(左下圖和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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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研討會 

    進入實驗室一個月後，Prof. Ebara 的研究團隊舉辦了一個全球性的研討

會，我很榮幸的參加了這個活動。這是一個為期兩天的會議，除了邀請來自全

球各國的業界專家，還鼓勵各位研究者投稿並張貼海報講解。第一天的演講特

別多，有各方面領域的研究，因為是國際會議，所以演講者全程使用英文來說

明，連發問也是使用英文。對於我而言，它是一項大挑戰，因有些專業術語的

部分我完全聽不懂，也很難去理解，儘管如此，我覺得我在這過程中，英文能

力增進了不少，像是能從其他地方約略猜出不懂之處。此外，也了解到許多新

穎的知識，先進的技術等等，收穫滿滿。 

    分享海報的時間裡，我除了和實驗室成員討論其研究主題和內容，還去聆

聽其他地區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雖然剛開始有些部分不懂，不過經過反覆的

交談對話後，就將之前的困惑解決啦。此次會議還特地舉辦了晚宴，邀請各國

的演講者和研究者共襄盛舉，宴會是採取自助式的方式，是在 NIMS 的員工餐

廳舉行，在這場晚宴中，我嚐到了各式各樣的日本料理，像是壽司、生魚片、

蕎麥麵......等，還跟有名的大人物握手、交談。因有酒，所以大家便舉酒同歡。 

一方面是感謝演講者和研究者的參與，一方面則是促進大家互相認識，增加彼

此間的交友圈。經過這一次的研討會，我不但認識很多的朋友，而且還累積了

許多與異國朋友交談的經驗，真是難忘的回憶。 

 

圖 11. 與各國研究人員討論研究的內容(左圖)，晚宴中與實驗室成員合照(右圖) 

 開會報告 

    Prof. Ebara 實驗室每週開會的時間是在星期三上午，開會所使用的語言都

是英文，因為實驗室成員有國際學生的關係。雖然大家研究的領域跟材料的開

發較相關，不過有時候他們的報告也會帶給我一些實驗上的靈感。 

    我的口頭報告是在 8 月中的時候，那時候實驗室的成員全部都到齊，且還

很認真地聆聽我的研究內容，並在我口說完畢後，提問題問我，甚至還給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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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額外的建議，讓我受益良多。除此之外，我還有跟博士生新山，以及 Prof. 

Ebara 一起討論我的研究方向及目前碰到的研究問題，雖然沒有想出明確的解決

辦法，但至少有更多可以去嘗試的方法。我的研究主題主要是透過改變機台參

數來找到最佳化纖維的結果。之後再利用此參數來作藥物釋放和細胞實驗。 

 

圖 12. 開會報告之投影片內容 

 

圖 13. 與各國研究人員及實驗室成員的會議大合照 

 研究成果 

    為了製作出無球狀、絲狀纖維達奈米等級、均勻度佳及緊密度良好之敷

材，經由調整電紡參數的方式，比較各參數對電紡纖維結果之影響，參數範圍

如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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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電紡參數項目與範圍 

電壓

(kV) 

材料濃度

(%) 

針頭孔徑

(G) 

針頭與收集板距離

(cm) 

溶液流速

(ml/hr) 

10~20 10 ~50 18~27 13~19 0.01~2 

觀察紡出結果，歸納參數影響如下: 

    材料濃度為 10%以下，微結構以球狀為主；而於 10%至 50%之間，微結構

以平均直徑約 200nm 的絲狀為主，如圖 14(A)、(B)，而纖維隨濃度的變化如圖

14(C)、(D)。電壓增加，纖維產量劇增，但直徑均勻度卻增加，如圖 14(E)、

(F)。針頭與收集板距離越大，纖維直徑越粗，直徑均勻度越低，如圖 14(G)、

(H)。針頭內徑尺寸的變化，18G 和 23G 的針頭孔徑比較下，隨著針頭內徑的減

少，纖維直徑下降且數量增加，如圖 14(I)、(J)。溶液推進速度的增加，使纖維

直徑下降，纖維量跟著增加，如圖 14(K)、(L)。 

 

圖 14. SEM 拍攝之纖維 

濃度：(A) 10%球狀纖維 (B) 50%絲狀纖維 (C) 30% (D)40%， 

電壓參數：(E)10kV (F)20kV，收集板與針頭距離：(G)13cm (H)19cm， 

針頭大小：(I)27G (J)28G，溶液推進速度：(K) 0.01 ml/hr (L)0.5 ml/hr。 

    為了增強機台實際生產的質量和實驗目的對敷料之應用，無顆粒、絲狀纖

維尺寸達到奈米等級和整體均勻度高，是本研究定義最佳化奈米纖維的三大條

件，如圖 15。經過比較並歸納 130 多個 PCL 樣品後，發掘五個電紡參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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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材料濃度、針頭孔徑、溶液流速和電紡高度是息息相關，互相影響的。其

中，首位影響最大的是材料濃度，其次是溶液流速和針頭孔徑。而最佳化奈米

纖維的參數配置請參考表 II。 

表 II：最佳化奈米纖維之參數配置 

電壓 材料濃度 針頭孔徑 機台高度 溶液流速 

10kV 30% 23G 13cm 0.01ml/hr 

 

圖 15. SU8000-SEM 下最佳化纖維之樣品影像圖 

    根據實驗結果歸納出各種參數對其樣本之影響力，因材料濃度、電壓、針

頭大小的影響最顯著，所以使用此三種參數來比較，請參閱圖 16。 

 

圖 16. 各大參數影響力之三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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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筑波山神社 

日本茨城縣的筑波市最著名的觀光景點之一，莫過於筑波山啦~~其位於日

本關東地方南部，是筑波市北端的一座標高 877 公尺的山峰。由位於西側的男

體山（標高 871m）和位於東側的女體山（標高 877m）組成，其優美的山體常

被拿來與富士山相比較，有「西富士、東筑波」之稱，是日本百名山之一。 

因初次來日本，對日本的交通和文化不太熟，所以由黃醫師帶我和學長一

同前往參觀，一路上透過黃醫師的介紹，我們認識了許多的日本文化，像是在

參拜神社前須先洗手和漱口，表示把身上的穢氣洗掉，然後投錢幣只能投 5

圓，因為其代表著「有緣」的意涵。此外，筑波山最著名的吉祥物就是---蟾蜍

啦~~日本的傳說中提到，蟾蜍的油是可以立刻治癒所有的刀創傷，不管其嚴重

性。因此，有些筑波山上的商家也有販賣蟾蜍油的商品。 

 

圖 17. 筑波山神社之門口(左圖)，與黃醫師和學長之合照(右圖) 

 筑波山-男體山纜車 

這次的登山旅程我們所採取的策略是徒步上山，然後再坐纜車下山，一方

面可以沿途欣賞風景，一方面還可以體驗日本纜車的文化。剛開始要爬男體山

前，我很開心的跟山的入口大門大合照，想說這座山應該是不會太難爬，但事

與願違，出發後的 15 分鐘，我發現原來日本人的爬山和台灣人的爬山有點落

差，因為他們的山裡是很少會有步道出現的，完全是由天然的岩石和粗大的樹

根所組成，排列參差不齊，需要自己找路走，一路從山底走到山上，我的感想

是實在有夠累，過程中常常有放棄的念頭，可是回頭卻發覺自己處於進退兩難

之中，只好逼迫自己繼續向前走，雖然只花費 90 分鐘的時間，但實際上卻感覺

消耗了全部的力氣。儘管路途很艱辛，但們也欣賞到許多漂亮的風景，例如參

天巨木的檜木、很像夢境般的薄霧，以及照射進樹林的陽光。 

    在山頂休息一陣子之後，我們就搭車下山啦~沒想到日本的纜車跟台灣的也

不同，男體山的纜車是在鐵軌上行進的，跟台灣使用纜繩的方式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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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筑波山男體山之入口(左圖)，跟筑波山之男體山纜車的合照(右圖) 

 平沢官衙遺跡 

    這個位置的古蹟是奈良時期所遺留下來的，因它位於筑波山附近，所以黃

醫師就帶我和學長順道過來參觀一下。當初考古挖掘出來的時候，只發現到房

屋的地基部分，房屋的主體已消失不見，但為了重現當時建築物的樣貌，考古

學家們根據石頭的材質、種類、形狀，以及各種文獻資料，重新建立出這些屋

子的形貌。遠距離的欣賞會覺得它的容量很普通，沒想到的是，一走近它頓時

變的超級大，連用於支撐的梁柱都比人還高呢~~~ 

 

圖 19. 與學長、黃醫師參觀平沢官衙遺跡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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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食物 

    來到日本，當然要好好地品嚐一下在地食物呀~~我發現日本的食物種類超

級多元的，有壽司、蕎麥麵、章魚燒、拉麵.......等等，任君挑選。其中，最讓

我印象深刻的食物莫過於下圖照片中的東西。 

左上圖是去東京台場玩的時候，在美食街的章魚燒店拍的照片，他們的模

型真的很可愛，讓人不禁要合照一下，且日本的章魚燒跟台灣的章魚燒有很大

的不同，因日本章魚燒的裡面是包一整隻的小章魚，而台灣則是外皮澱粉居

多，雖然料多實在，但價位有點高，6 粒章魚燒就要 550 日圓，相當於台幣的

170 元，遠遠超過台灣一盒 8 粒 40 元的價格。右上圖則是第一次和黃醫師見面

時，黃醫師請我和老師吃的俄羅斯料理，餐廳氣氛很好，但味道嚐起來很特

別，可能是我之前沒吃過俄羅斯料理的關係吧。左下圖和右下圖是去筑波市中

心吃的烏龍麵和味噌拉麵，我覺得超級好吃的，味道一級棒，還聽說左下圖的

丸龜製麵在台灣有開店，常常大排長龍呢~~而拉麵的湯頭相當的濃郁，麵條也

很 Q，看得出來師傅很用心，吃完令人口齒留香。 

 

圖 20. 章魚燒的卡通模型(左上圖)，俄羅斯料理(右上圖) 

                 丸龜製麵(左下圖)，味噌拉麵(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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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草寺 

    創建於西元 628 年，是東京都內最古老的寺院。寺中供奉的「淺草觀音」

為眾多信徒所信仰，每年有來自國內外約 3000 萬人到此參拜。此處曾是江戶時

代文化發展的中心，現其週邊景物依然殘留著當時的風貌，這裡還會因應不同

的季節，舉辦酸漿市集和毽子板市集等許多活動。此外，雷門前懸掛的巨大燈

籠是全國知名的地標。當我走進淺草寺的街道時，吸引我目光的便是廟宇的鴻

圖華構，相當壯觀。每每假日時分，人潮絡繹不絕、人山人海，除了能欣賞寺

廟和老街的古典之美，還可看到日本著名景點---晴空塔。 

 

圖 21. 從淺草寺街道與晴空塔合影(左上圖)，淺草寺抽籤處(右上圖) 

            淺草寺的門口合照(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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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下通 

    位於原宿，東京都澀谷區的一個地區，是日本年輕人的聚集地之一。在原

宿車站對面有一條長約 400 公尺的狹窄街道，街上有許多潮流服飾店、咖啡

店、甜點小吃店以及偶像週邊店，主要服務客群以青少年為主，但因來日的觀

光客暴增，因此竹下通常常充滿著觀光客。若打算前往參觀，儘量安排在非假

日的時間去，以免像下圖照片所示，人滿為患，水洩不通的樣子，短短 400 公

尺的路程，我就走了 30 分鐘以上，移動速率緩慢。 

 

圖 22. 原宿街道路口之景觀 

 明治神宮 

    其為悼念明治天皇與昭憲皇太后，於 1920 年創建的神社。在東京都心擴展

開來的神宮森林，創建時由全國進獻約 10 萬株樹木組成，是一處人工樹林。每

年參拜的人數位居日本第一。藉由參觀此地，讓我了解到建築物的富麗堂皇，

樹木間的高聳入雲，還能趁機享受大自然的美麗風光，真是好處多多。 

圖 23. 各類燈籠的展示(左圖)，外國大使進獻葡萄酒的酒桶(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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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台場 

    簡稱為台場，是日本東京灣內一座以填海造陸方式製造出來的巨大人工

島。由於區域內陸續遷入許多大型企業的總部，且修築許多採用現代規劃造景

的商場與娛樂設施，例如：富士電視台本社大樓、彩虹大橋及台場海濱公園，

近年來已成為東京都內最受國內外遊客歡迎的重要景點。 

    我和學長是搭地鐵來到台場的，從地鐵出口處便會看到一座超大且色彩繽

紛的摩天輪，如圖 24 之左下圖。島上主要有三間購物中心，其中一間的購物中

心以鋼彈展覽為主打的主題，在廣場上就能觀賞到一隻立體且龐大的鋼彈，如

圖 24 之右圖，因那天去的時候，門口剛好舉辦日本名人的簽名會，所以擠了許

多人，我們只好從夾縫中進入購物商場。逛完了三間購物中心，我只有一個字

能形容---累，我發現日本的購物商場跟台灣的百貨公司相似，不過它的佔地面

積卻是台灣的好幾倍大，讓人不知不覺走很多路，達到運動效果，不過只要一

停下來便會感覺到腳超酸的。而台場最著名的景點莫過於晚上的夜景，尤其是

自由女神像，讓人彷彿置身在美國的紐約一樣，充滿著異國氣息。漫步在夜晚

的台場，會有各式各樣的燈光相伴在身側，有種愈黑愈熱鬧的繁榮景象，跟以

往日本商店 8 點打烊的情況相差甚遠，令我體驗到別有風情的日本文化。 

 

圖 24. 台場的夜晚全景(左上圖)，白天的摩天輪景物(左下圖) 

                購物中心前的機器人模型(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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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士尼 

    東京迪士尼分為兩大樂園，為陸地和海洋，陸地的迪士尼樂園是由七個主

題區域所組成，分別是世界市集、探險樂園、西部樂園、動物天地、夢幻樂

園、卡通城和明日樂園；而海洋的迪士尼樂園則是七個「主題海港」區域組

成，分別是地中海港灣、美國海濱、發現港、失落河三角洲、阿拉伯海岸、美

人魚礁湖及神秘島。迪士尼海洋樂園創辦之時間比陸地來得晚，耗資龐大。 

    因家人們喜愛海洋性質的迪士尼樂園，因此阿姨直接購買東京迪士尼海洋

樂園的門票，當我看到門票上的價格時有點嚇到，實在是太太太貴了，一個人

居然要價 7400 日圓，且還不包括遊園列車的交通費。進到園區後，我整個目瞪

口呆了，因為風景太真實，很像來到古代的美洲世界，美侖美奐。雖然風景

美、氣氛佳，但每個遊樂設施至少得排隊一個小時以上，人真是多到一個極

致，令人歎為觀止啊~~~當下的我不禁反省了一下，這是一趟值回票價的旅程

嗎? ? 一開始我一直覺得不值，因為既花錢又要花時間，一天就這麼得磨耗掉

了。不過，當我度過了這一天的生活後，我發現其實它是一種另類的體驗，因

為人多，所以可以感受到大家遊玩的快樂，帶動了整個樂園的氣氛；雖然門票

價格昂貴，可是我覺得合理，因園區中的遊樂設施需要定期的保養，且他們的

人力數量還蠻龐大的，因此成本就提高很多了。 

    白天的迪士尼充滿著童話故事的感覺，給人返老還童的神奇力量，夜晚的

迪士尼則是充滿著寧靜安逸的氣氛，優美的景致加上繽紛的煙火，實在是人間

仙境呀~~~雖然我很想要看到美麗的煙火秀，但是天不從人願，那天剛好颱風

來襲，狂風暴雨，雷電交加，所以只好打消念頭，無功而返了!! 回程的路上，

人手一袋迪士尼樂園的伴手禮，想想就覺得這消費的能力也太強大了，創辦日

本迪士尼的團隊應該一年賺進很多錢吧...... 

    來迪士尼樂園旅遊的這天，也是我覺得很開心的一天，因為已經很久沒去

遊樂園玩耍了，坐雲霄飛車的快感及海盜船的刺激，不但可以紓解心中的壓

力，還能放鬆心情，一舉兩得啊。經過這次的迪士尼之旅，不僅體驗到異國的

遊樂園風趣，還可以跟家人間好好聚聚，真是個難忘的回憶。 

 

圖 25. 迪士尼夜景(左圖)，迪士尼之海盜船(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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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益 

 增加國際視野 

    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再侷限於一個點，而能從其他方向來思索並解決。此

外，可以藉由此次探訪異地的機會，好好地了解異國的風情文化、禮儀風俗......

等等，舉例而言，日本人在吃麵的時候，是有學問隱藏在其中的，當他們在吸

食麵條時，要發出聲音，而當麵條在口裡咀嚼時，則是不能發出任何聲響，這

是日本人飲食方面的一種獨特禮貌；當人在過馬路時，汽車一定會優先禮讓行

人和自行車通行；在超市的櫃台處，大家都會井然有序地排隊結帳，不喧嘩也

不吵鬧，服務人員也很親切。這些平易近人的地方，不但增加自我的經驗，還

能從中擴展自己的世界觀，改變以往的認知。 

 學會儀器的使用 

    進入研究中心做研究的新同仁們，都必須要接受儀器使用的教育訓練，如

此一來，才能自行租借儀器並使用它。在研究中心裡，有許多種類及數量的儀

器，常常令人大開眼界，像是 MANA 大樓的四樓就有一間專門都是擺放顯微鏡

的房間，可以根據樣品的不同來選擇適合的儀器類型，超級棒的。雖然我來不

及將所有的共用儀器都學會，但我至少有學習到實驗過程中需使用到的儀器，

例如：SEM 電子掃描顯微鏡，因我只是大學部學生，所以在台灣的學校是無法

受訓、考試，然後自己拍攝樣本照片的，只能透過委託操作的方式來進行。因

此，這次的國外實習，我不但學會使用儀器，還能拍到實驗結果的照片。 

 增進英文溝通能力 

    將日常所學的英文單字、句型，發揮在與外國人的溝通方式上。在台灣，

雖然從小就開始學習英文，但因大家都是使用中文的語言，所以英文溝通能力

相對而言較弱，我也不例外。一開始到日本的時候，我很不習慣，因為他們不

是說日文，就是說英文，完全不會說中文，加上我對日文一竅不通，英文又有

口音方面的不同，因此時常無法理解對方要表達的意思。不過，經過了兩個月

國外的實習後，我對日語有了初步的理解，對日本人的英文口音也熟悉了不

少，聽得懂對方的說話涵意，並回應對方，跟對方溝通。除了聽力這部分有很

大的進步，口說方面更是突飛猛進，從支支吾吾到使用簡單的句子表達，即便

有時對方不理解，還可以立刻更換句子來說明，使雙方能持續溝通下去。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做實驗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一些疑難雜症，讓實驗進度停滯不前，雖然跟

指導教授和實驗室的其他學長姐討論過，但因無法親眼查看，所以也只能提供

意見，剛開始我有些挫敗感，因為自己完全沒有方向，很徬徨。直到指導教授

建議我先冷靜，好好思考一下，我才漸漸地找出解決的辦法。我覺得這是我在

國外實習的過程裡，最大的收穫，使自己成長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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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感想與建議 

    首先，非常感謝教育部「學海築夢」的經費補助，讓我能順利出國去夢想

之地實習兩個月的時間。在這趟暑期國外實習中，我吸收到許多的珍貴經驗，

也創造了很多的美好回憶。第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事，莫過於搭飛機了~~因這

是我第一次坐飛機出國，加上我對登機和入境的過程完全一概不知，所以一開

始心中很徬徨、緊張，還好有指導教授的協助與幫忙，我才能順利抵達日本的

東京成田機場，然後乘坐機場大巴士來到筑波市中心。 

    第二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事，就是參加 Prof. Ebara 實驗室舉辦的歡迎會了，

在吃飯的過程裡，大家都很熱情的介紹自己，並推薦我哪些日本景點可以去遊

玩，哪些日本食物可以去嘗試吃吃看，因初次來到國外，所以有時候會聽不懂

他們的發音，不過他們人都很好，一看到我露出疑惑的表情便會再說一次原來

的話，或是換一句話說，如果真的再聽不懂，他們會拿手機出來搜尋並拿給我

看，使我能理解並回答。最初我的回答是 YES 和 NO，但隨著相處時間的增

加，我漸漸能盡情地用英文表達想法，對方也都很熱意地傾聽我的話語。甚至

他們還會幫我盛湯，並跟我解釋這是什麼做成的，使我可以了解他們日本的食

材。除此之外，我還嚐過日本各式各樣的酒，這應該是我目前為止喝過最多杯

的一天吧......品嚐後，我發現梅酒最好喝，因為它的味道甜甜的且會回甘。這真

是個特別的體驗，也謝謝芢原教授的請客招待。 

    第三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事，為解決實驗上問題的時刻，因我的實驗是負責

找出機台的最佳化參數，雖然表面上聽起來很容易，但實際操作時便出現很多

意想不到的狀況，像是樣本中的絲是斷掉不連續的，或是絲的尺寸是微米等級

而不是奈米......等等，調整過很多次的參數仍然不見起色，詢問指導我的日本博

士生時，她總是回答我不知道，因此我只好自行想辦法，有時候我真的很想要

放棄，但是內心深處卻告訴我不能輕言放棄，再試試看，一定有辦法的。終於

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在實驗室的某一個下午把理想中的絲紡出來啦~~當下的我

很高興，並慶幸自己沒有停滯下來，原來遇到挫折後，成功的感覺是多麼的美

好，我很感謝教育部和指導教授給了我這個學習的機會，使我更加成長茁壯。 

    第四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便是參加研討會和開會報告了，在研討會上，

因有些演講者的研究領域跟我所研究的東西相差甚遠，加上是用英文說明，所

以我常常一頭霧水，即便如此，但我卻從中學習到許多新的知識，英文的聽力

部分也增強許多，而且還能結交到其他的異國研究人員，互相交流研究的內容

及實驗成果，相當充實。在八月的某一天會議，輪到我上台報告，前一天晚上

我超級緊張，因為是用英文的方式來敘述我的研究內容，當時的我很怕大家聽

不懂我在說什麼，不過還好最後我順利地完成這個任務且大家也給我各方面的

建議，使我收穫良多，實驗繼續進行下去。最終，再次感謝教育部提供此次出

國實習的經費，及指導教授用心地教導和栽培，我才能有這一段超讚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