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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1. 申請動機 

早在申請的前一年已有出國遊學的念想，但卻遲遲不敢下決定且當時碩士研

究目標也尚未確定，所以出國遊學的夢想就不了了之。後來，與參與雙聯學位歸

國的學姊相處融洽，也聽她分享了許多關於交換期間認識到的人、學習到的事物

以及探索的地方…，以及家人的支持與鼓勵，讓我更加確信自己如果沒有勇敢踏

出這一步，將來一定會後悔，也因此展開參加雙聯學位計畫的這條路。 

2. 爭取交換機會 

在決定參加雙聯學位(Double degree)這個計畫之後，我便開始詢問參與計畫

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例如：英文多益成績、校內成績審核、師長推薦信以及

短期研究目標與計畫書…，也為此，在有限的時間內，我報考了英文多益檢定，

且積極的準備，反覆的練習歷屆考題，而取得像樣的成績單。由於在雙聯學位及

學海飛颺名額及經費都有限的情況下，備妥所需的資料之後，還需要經過校內審

核及各系師長面試，最後，很幸運的我順利通過資格審核，得以參加日本長崎大

學雙聯學位計畫，開啟我的遊學旅程。 

3. 出國前準備 

出國前需要事先與日本的教授聯繫，討論到日本之後的研究以及實驗方面的

細節，此外，需要繳交許多行政方面的文書資料、獎學金申請以及親自到外交部

辦理日本留學簽證，因此，在出國前我便上網找了許多留學生行前準備的分享文

章，做足了功課才能事半功倍，也會讓未來日本生活更順利。最後，最重要的行

李，需要在出發前 2週到一個月是先把所需物品郵寄至日本宿舍，才不會人到日

本了，所需物品卻還在海上漂流的窘境。 

  



 

4 

 

二、研修學校簡介 

日本長崎大学 (ながさきだいがく / Nagasaki University) 

簡稱長大（ちょうだい），位於日本九州長崎縣長崎市的國立大學，前身為

長崎醫科大學，也是世界唯一毀於核爆炸的大學。其校區為文教キャンパス、坂

本キャンパス及經濟校區，學部包括教育學部、經濟學部、醫學部、齒學部、藥

學部、工學部、環境科學部及水產學部。而我屬於文教校區水產學部。 

三、國外研修之課程學習(課內) 

1. 日本語課程 

  

長崎大學會依照日文程度不同進行分班，安排專屬國際學生的日文課程。上

課的老師們都是具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以及各自獨有的教學模式。 

2. 東海課程 

    

上課內容研究涵蓋日本、中國、台灣之間整個東海環境漁業課題。上課老師

主要為水產及環境學部的老師為主，每位老師都有各自的專業及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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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乘船課程(基隆海大) (2018/11/06-11/16) 

  

   

   

藉由乘船實習到日本以外的國家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這次我們來到的是

基隆海大發表。這是我第一次搭著學校的船，在船上，除了原本的發表練習之外，

授課老師還安排了船艇駕駛、海上捕撈及船員聚會等活動，讓我們在船上不無聊，

除此之外，捕撈的魚會先由研究相關的人員進行分類及外觀特徵紀錄，接著廚房

當天處理，以最新鮮的生魚片讓我們享用。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的海上體驗，讓我

覺得各個活動都新奇有趣，也藉由乘船實習讓我學習到很多海上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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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論文研究相關實驗 

 

  

在長崎大學求學期間，除了基本的學分門檻及日文學習課程之外，還需要同

步進行論文研究相關實驗，但由於在日本，每位老師的專業都劃分的非常清楚，

並且在微生物分析這部分的規範相當嚴格，因此我的日本指導老師幫助我找到願

意輔導我並且從事相關研究的實驗室，讓我可以順利將部分的微生物分析實驗完

成。在實驗過程中，老師會仔細地與我討論實驗步驟並確認我的實驗目標，以及

叮囑我在實驗過程可能會因器具或藥品的不同所會遇到的困難，並且與老師一起

討論應對的方法及如何解決，在雙方討論互相確認之後，實驗室的前輩協助我進

行實驗，在實驗過程可以觀察到不一樣的操作模式及操作不同的實驗器具，從中

也學習了很多實驗技巧，並且深刻體會到日本人對於自己研究專業的執著與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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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室日常 

  

 

  

我所在的日本研究室時間規定為朝 9 晚 5，但如若臨時有事或者身體不適，只需

要在研究室群組告知即可，在時間上算是相當的彈性。由於台灣的學期時間與日

本不同，所以我 9 月入學，在日本其實已經算是下學期了!因此，到日本的一年

間，我會接觸到兩屆的日本大學生進我們實驗室實習，我覺得這也算是參加雙聯

學位與大學交換學生之間差異最大、最特別且最寶貴的經歷，在求學期間還能與

日本人一起共事，更接近了日本大學生活。除此之外，在實驗室我們每週會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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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 seminar 及每月末會有一次 monthly seminar，讓老師可以了解每位實習生及

研究生的實驗進度，如遇到數據有疑點大家也會一起討論。除此之外，私下日本

同學也會與我進行語言交流，他們教我日常常用的日文以及流行語，而我則教他

們中文，因為很多日本同學對中文也頗感興趣，藉由互動可以提昇我的日文口說

及聽力。 

 

6. 留學生發表會 (2019/08/07) 

   

  

回國前，水產學部舉辦留學生交流發表會，主要介紹自己的國家文化或學校

簡介，其內容需與水產海洋有關，且全程以英文介紹，也可以各國學者交流。順

帶一提，在台灣，每次需要列印海報，只需要到學校附近的影印店列印即可；但

在長崎沒有影印店，所以我們必須自己到系辦公室操作列印機自行列印。在交流

會結束之後則會舉行水產環境學部全員師生的大型烤肉 Party，在日本文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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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 最不能少的就是酒精飲品了!! 

 

四、國外研修之生活學習(課外) 

1. 日常生活(食、住、行)  

   

   

在飲食方面，日本的食物普遍為重口味，且每餐物價都比台灣貴 2-3倍，所

以平常我會到超市或市場採買食材，回家準備晚餐及隔天中午的便當，既可以省

錢又可以吃得營養均衡，所以我會建議之後有打算出國遊學或者長期居住的人一

定要具備基本的廚藝，不然只能三餐吃外食及微波食品過生活。如若廚藝真的不

行的學弟妹，也可以找朋友搭伙一起吃飯，結束之後負責整理飯後碗筷，這也是

一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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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如果時間來不及或者懶惰不想煮飯的時候，中午會到學校裡的食

堂吃午餐，食堂提供麵食、飯、小菜及飲品等等，應有盡有，選擇很多樣!!  

 

  

我所居住的是長崎大學國際交流會館本館，主要是單人套房及雙人套房的房

形，一樓會有管理員，沒有門禁，但進出都需要密碼才能進入，且密碼會定期更

換，大廳會設置信箱，方便收信，公告欄會提供一些社區活動及公告事項，而本

館也是唯一有電梯的宿舍，讓我在搬運行李一點都不費勁。我所居住的是本館單

人房，每間房間格局都一樣(如上圖所示)，但房租卻是所有宿舍裡最大又最便宜

的，此外，廚房、洗衣烘衣機是共用的，每月會再另外酌收公共費 1500 日幣，

但每週會有專門的清潔阿姨打掃公共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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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交通工具大部分都是以雙腳步行為主，從宿舍步行到學校需花費 20-

30分鐘，後來買了台二手的腳踏車，在每次睡過頭的時候，有效縮短到學校的時

間，且偶爾提重物時也可以減輕重量。此外，要到較遠的地方，則可以搭路面電

車，一趟 130日幣，最後，如果時間太晚路面電車已經停駛或拖著行李箱，我則

會選擇較貴但較方便的計程車，計程車會有夜間加成的狀況，建議找多位好友一

起搭乘才能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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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留學生歡迎會(2018/09/25) 

  

剛抵達長崎，學校會有專為留學生創辦的留學支援課，只要遇到不懂的事情

都可以找留學支援課的老師協助，各個國家的留學生都會有負責的老師，就算日

文完全不懂，老師也都會很樂意的幫助我們。此外，留學支援課也經常以 mail的

方式提供當月的節慶活動資訊，讓我們可以參加更多活動，也會舉辦許多留學生

聚會，讓我們接觸各國學生，同時進行小組活動，互相交流。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非洲爸爸 Tanki (左圖)，他和我同期入學，恰巧日文班也是同學，許多次一起走

路回宿舍，在一次的交談過程中，我慚愧地告訴他：很抱歉我的英文不是非常好，

但他卻反過來稱讚我英文很好，我則回答：沒有沒有....，此時，Tanki 很認真的告

訴我，別人在稱讚你的時候，應該要接受並感謝對方，而不是否定對方。當下我

真的深刻地體會文化差異及不同的教育模式，是他教會我，要對自己有信心，要

接受別人對自己讚美；另外，在上日文課的時候，Tanki 每次遇到不懂的單字或

文法，總會直接舉手詢問授課老師，當下就把自己的疑惑解除，課後自己複習，

如果遇到不懂的問題也會找同學幫忙，讓我佩服他的學習態度，也因為他努力不

懈的學習態度，可以明顯地感覺到他比其他同期的外國人日文能力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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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室歡迎會 (2019/10/06) 

  

在確定入選雙聯計畫(DD Program)的時候就已經與日本研究室教授聯絡，而

我所選擇的是水產環境綜合研究科。剛來到日本，在上一屆學姐的帶領下，順利

的進入研究室認識同學，研究室的老師及同學為我舉辦歡迎會，當時的日文能力

連最基本的 50 音都還沒記熟，努力的背了幾句招呼語向大家打聲招呼，但大家

對我都超級熱情，讓我改變了昔日對日本人的印象，也對日本人的酒量刮目相看

呢!! 

 

4. 留學生忘年會 (2018/12/18) 

  

長崎大學與企業合作，舉辦留學生交流會，其中安排了許多活動，例如各國

傳統服飾的選美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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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室沖繩乘船採樣(2019/06/1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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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每年夏天都會搭學校的船(長崎丸)到沖繩沿途各地採集樣品，進行為

期半個月的船上生活，日常的生活起居都在船上完成，認真體驗船員生活。每天

早上六點就得起床跳早操，6:30、11：00、16：30 放飯，晚上還要集合打掃，且

在船上很講究群體生活，必須互相照料因暈船感到身體不適的同學們。研究室也

安排大家借機到沖繩玩一天，到當地吃道地的沖繩佳餚。每到一個採樣地點，老

師會與我們一起同心協力，捕捉游超快的河豚、一起撈魚、一起抓螃蟹、一起玩

日式象棋、一起喝酒聊天，對我而言是個難忘的回憶呢! 也因為這次的採樣，讓

我和日本實習學弟妹們感情更融洽，並彼此約定之後要再見面呢!! 

6. 櫻花祭 (2019/03-05) 

 



 

16 

 

  

  

每年 3月至 5月是日本著名的賞櫻季，身在日本的我怎能不趁機跟上這個熱

潮呢!! 在校門口就有 2棵櫻花樹迎接每天上學的我，長崎許多地方都能賞櫻，也

會舉辦攤販市集吸引民眾前去朝聖，而我就走訪了許多地方，有東京上野恩賜公

園、井之頭公園、中目黑、千鳥之淵、富士山櫻花祭，長崎平和公園、立山公園、

長崎大學前，福岡舞鶴公園、大壕公園、西公園…，在櫻花盛開的季節置身在日

本，根本就是櫻花賞到飽的節奏嘛!!! 

 

7. 長崎燈會 (2019/02/05-02/19) 

   

長崎有個地方結合了中國和台灣的傳統文化新帝中華街，在這裡可以品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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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有名的中華料理，特別是在長崎燈會期間，會有廟會及燈籠展示，每次來到

中華街就彷彿來到台灣過年過節的氛圍。 

 

8. 我的研究室歡送會 (2019/08/07) 

 

  

一年很快就過了，轉眼間我已經結束留學生活要離開長崎了，研究室的大家

幫我舉辦送別會，還特地為我準備蛋糕及禮物，每個人都為我寫下祝福的卡片，

在送別會聽到每位實習生敘述與我相遇的喜悅，讓我不禁紅了眼眶，只能說雖然

我在日本的時間沒有很長，但卻對我人生留下深刻且美好的回憶，我很珍惜也很

開心我的人生還有著這麼一段美麗的經歷。  



 

18 

 

9. 在日本留下的足跡 

➢ 爬山-岩屋山 (2018/10/13) 

我們臨時起意要爬宿舍後面那座山，在完全沒有提前做功課的情況下就去爬

了這座山，殊不知這一爬就是 5個多小時!!! 途中還經過坡度約 60度的斜坡，中

途多次想要放棄，但進退兩難的情形下我們還是堅持的繼續走，於是互相鼓勵相

互扶持的我們經過一番波折，努力的登到了山頂，從山頂俯瞰整個長崎市，真的

不白費我們辛苦的走了那麼長一段路。 

  

➢ 島原-三柴-島原城 (2018/10/14) 

    

➢ 熊本-阿蘇-高千穗-金鱗湖 (2018/1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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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世保-燒窯手繪陶瓷杯 (2018/12/15) 

  

➢ 長崎社區活動-搗麻糬 (2018/12/23) 

   

➢ 水仙まつり (2019/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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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崎企鵝館 (2018/10/28) 

 

➢ 南九州自駕小旅行(2019/02/09-02/11) 

 

  

➢ 名古屋-合掌村 (2019/02/2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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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崎 bio-park (2019/03/24) 

  

➢ 福岡-門司港 (2019/03/30-31) 

  

➢ 東京 (2019/04/09-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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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兒島-櫻島-宮崎-日南摩艾石像 (2019/08/03-08/05) 

  

 

  

五、台日差異 

1. 氣候 

日本的氣候相較於台灣來的乾燥，夏天並沒有明顯感覺，但到了冬天，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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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習慣的保養品都不夠保濕，甚至手腳凍得直發抖，在台灣準備的衣物到日本

完全不夠保暖，雖然去年冬天是暖冬，但我還是冷得受不了，毛帽、手套、發熱

衣及羊毛襪子樣樣不能少!!  

 

 

2. 飲食 

日本食物口味比台灣來的更鹹又更甜，而且日本有許多醃漬類冷菜，但台灣

就沒有吃冷菜的習慣，台灣普遍都以熱食為主，且日本不像台灣有許多路邊攤販

販賣小點心，而是都在超商購買，這也是我在日本極為不適應的地方，因此，在

日本，我比較喜歡自己到超市購買食材回家看著食譜做自己喜歡吃的台灣菜，還

多次邀請不同國家的朋友們一起做家鄉菜一起分享呢!! 

 

 

3. 衛生整潔 

日本的環境衛生整潔是出了名的乾淨，就連鄉下偏遠地區的公共廁所也都是

乾乾淨淨，一點異味也沒有，我覺得這是我們台灣需要在更加強的地方。印象很

深刻有一次日本同學到台灣旅遊，回日本與我分享在台灣遇到的點點滴滴，其中，

他們反應最大的是台灣的公共廁所，那是他們前所未見的可怕場景，也讓當時的

我相當的尷尬。因為日本廁所的捲筒衛生紙都是可以直接丟馬桶沖掉，因此，在

日本廁所只會提供小小的垃圾桶，讓女生方便丟生理用品，也因為這樣日本人到

了台灣，很不能理解為什麼廁所永遠垃圾都是爆滿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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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 

   

由於雙聯學位的緣故，在實驗室需要協助老師擔任實習課助教，在觀摩老師

教學過程中，可以發現在日本，很多老師多半都是希望學生上課多提問，課後也

都經常以提交報告的方式，只有少數的老師會在課後進行隨堂測驗，日本老師多

半著重於學生對課堂內容的理解，而不是考試的成績。 

六、研修之具體效益 

1. 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把握與外國人交流的機會。 

2. 參與地方特色節慶，體會當地風俗民情。 

3. 學習獨立、時間規劃與行程安排。 

4. 學會日本人守時與禮儀的習慣。 

七、給想出國的人一段心裡話 

在留學過程中，曾經多次的反覆思考自己為什麼要選擇這條路，也因為多次

的挫折而感到失落，很感謝有一路上支持我的家人及陪伴我的友人。我只能說，

過程雖然辛苦，但我不後悔! 因為這都是屬於我美好的回憶與珍貴的歷練。或許

會遭受到很多負面的聲音，例如：為什麼要多花這一年去取得學位而不趕緊就業

累積經驗，為此，有些人會覺得是浪費時間，但我覺得這是對自己的一大挑戰，

而我成功了!! 分享了許多經歷及到日本的生活，聽我說還不如親自體驗看看，如

果還在考慮要不要出國的學弟妹們，別想了! 趕緊行動吧!! 時間與機會是不會留

給猶豫不決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