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經四 A毛敏帆-日本「東北大學」交換心得分享 

【文‧照片/經四 A 毛敏帆】 

一、 申請該研修學校動機 

自小學起幾次到美國學校遊學的經驗觸動我對異國文化交流與人際溝通的

興趣，學習期間除了認識來自各國的同學，在交流與經驗分享中發現自己對於環

境有很強的適應能力，有敏銳的觀察力;又因父親工作關係曾派駐沙烏地阿拉

伯，與家人一同短暫居住並體驗當地文化，那趟旅程除讓我對中東文化有更深層

的認識外，對於能生活在異國以及文化交流有著更強烈的嚮往。 

高中時因受到日本動畫及漫畫文化的影響，因此想藉由學習日文以更深入了

解日本，漸漸地對於學習日文有了熱忱。大學剛入學時，就對交換學生有著強烈

憧憬，也是學生階段特別的經歷。交換學生不僅能培養獨立性與適應能力，更能

拓展視野。日本為一台灣鄰近的經濟強國，與台灣之間貿易往來密切，身為經濟

學系雙主修國貿學系的學生，拓展自己在國際上的視野是值得且必須的，所以我

選擇日本作為這次交換學生計畫的第一志願。 

我非常喜歡日本，曾多次到日本旅遊，馬路上車子一定禮讓行人，而人與人

之間禮貌相待，深切感受到日本是一個風景和人文皆很美麗的國家。大二時已開

始選讀日文，希望能在申請大四交換之前充實日語能力。即使在求學過程中修習

日語課程，對我來說，要完整地把一個語言學好，是大量使用當地語言交談才是

最有效的學習方式，讓自身日語能力進步，使自己更具競爭力，對我來說，語言

不僅是工具，更是一種和別人拉近距離的方法。我十分嚮往和日本及來自各國的

學生一同上課，可以了解他們在經濟領域上是如何學習，對於未來的規畫和期許

與自己有什麼不同，將自己的專業知識與他們交流。 

位於東北仙台的東北大學是日本繼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之後設立的

第三所帝國大學，也是日本前三大有名國立大學之一，更是世界百大。其經濟學

部在日本十分有名，學校對於科學研究非常重視，有為國際學生設計涵蓋聽說讀

寫的集中日文課程，有著優良的學風和校風。愛因斯坦、魯迅等世界名人都曾到

訪過東北大學，其在教育及研究領域上位居日本大學首要位置。 

    此外，東北大學位於的宮城縣仙台市是擁有悠久歷史的古城，也是最大的城

市，市民結構單純、友善，且因是日本留學生數量排名第三的大學故國際學生多

元，是最佳的學習環境。 

    另外很吸引我的是仙台市內綠意盎然，又別名「杜之都」，意為「森之都」，

是個被綠蔭環繞的都市，空氣清淨，人口密度又不過於擁擠，是個適合久住的城

市。東北大學校園內遍植綠樹，希望能體驗在優美景致下愜意的讀書氛圍與慢步

調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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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海外研修課程學習經驗 

    由於我在日本東北大學交換的身分是特別聽講生，因此不受限於交換計畫課

程規定的限制，可以自由地修習多領域的課程。我選修異文化理解研討會、認識

日本文化仙台七夕祭、N2級聽解與會話日文課、全球商業領導力以及基礎西班

牙語課程。 

    入學東北大學時，若要選修日文相關的課程，必須先經過學校的日文檢定分

級測驗，再以自己的級別選修課程。級別分成一到七級，我的測驗結果是四級，

相當於日語 N2水平，因此所修習的日文相關課程皆是四級的課程。 

1. 異文化理解研討會 

    這門課是我覺得最獲益良多的課程，雖然說是級別四的日文課，上課內容卻

有如以級別五至六的程度授課。每週都會進行分組，留學生與日本學生各半，並

討論世界重大議題在各國的情形，例如女權主義、食物浪費、死刑、同性婚姻、

安樂死、塑膠汙染、經濟差距等，並皆是以日文發表。一學期的課程共有三次報

告，最後一次的報告更是要在高中生參訪校園時對高中生們發表，每一次的發表

都很緊張，除了要想出吸引人的主題以及投影片製作之外，還有組員間的溝通及

想法表達也很重要。這門課雖然很不容易，但回想起來非常有成就感，因為我從

來沒有用日文製作簡報，更沒有用日文在台上發表的經驗，高度與國際學生、日

本人互動與溝通機會，及經驗豐富的指導老師，讓我投入這門課甚多。 

 



 

 

2.  認識日本文化仙台七夕祭 

    七夕祭是宮城縣仙台市最

富盛名的祭典，也是日本東北

地區三大祭典之一。持續 400

年以上的歷史和七夕裝飾的豪

華堪稱「日本第一」。每年有來

自日本全國各地約 200萬人以

上的遊客造訪參觀。特色及看

點是豪華絢爛的七夕裝飾、夜

間點燈照明、體驗製作迷你七

夕裝飾、在小吃攤位大啖宮城

美食，以及煙火大會等等。東

北大學每年都會有七夕裝飾，

而這門課主要是製作代表東北

大學的七夕祭裝飾。身在仙台

市，對於仙台第一的祭典怎能

不參與?課堂上先介紹七夕祭

的歷史，之後便分組進行設計

七夕裝飾。這門課屬於 IPLA交

換計畫的課程，因此留學生居

多，課程是以英文進行。今年

總共分為十組，在設計的階段

和組員們絞盡腦汁，並準備設計圖以及簡報發表。在第一階段的選票中，我們這

組和另一組並列最高票，雖然在第二輪票選沒有被選上，大家對我們的設計的肯

定已深感榮幸。在決定好設計後，便開始分工製作裝飾，過程非常開心有趣，也

深深體會分工合作的重要。在八月六日裝飾掛上街頭時，心裡充滿感動與對東北

大學的榮耀。 

3. N2級聽解與會話日文課 

    這門課是專為留學生開設的日文課程，第一節課主要是聽取文章內容填空，

並學習文法，第二節課以課文內容作為討論主題，與其他留學生討論互動，很喜

歡和同學討論的過程，都能有不同的收穫。 



 

4. 全球商業領導力 

    這門課也是屬於 IPLA交換計畫的課程，因此留學生居多，課程是以英文進

行。課程著重在情緒管理的理解，各種情境下所對應的情緒管理方法，並以分組

拍攝短片呈現。拍攝過程很有趣，在發表時也有組別製作出令人驚豔的影片! 

5. 基礎西班牙語課程 

    在選課時，無意間得知也可以選修外語課程，我曾經想嘗試學習一種歐語，

不過當時已經在學日文，所以沒有機會。在我試聽幾堂西文及法文的課程後，由

於西文是世界使用人口第二大的語言，又與英文有些相近，並且很喜歡來自阿根

廷的老師的上課方式，於是決定嘗試學習西文。因為外文課是開設給日本大一新

生，所以課堂中老師是以日文講解西班牙文，老師特別照顧我們三個台灣留學

生，授課也淺顯易懂，課程結束後已能基本的西文日常對話，這門課對我來說非

常值得。 

 

三、 海外研修課外生活經歷 

    由於住宿是學校宿舍，室友有日本人、韓國人及中國人，只有我一個是台灣

人，大家以日文溝通居多，所以平時就能練習日文。很幸運的是我的室友們都非

常友善，身在異國有突發狀況的時候，她們很樂於幫忙，也會一起吃飯聊天，會

互相交流廚藝，能品嘗日式、韓式及中式料理，感

情很好。 

    或許是因為日本東北大

學是一所非常優秀的大學，交換生也特別多，因此有個日本東北地區台灣留學生

會的社團，剛入學時就能認識許多同是來自台灣的留學生能互相照應，社團也有

舉辦許多活動，例如台灣的粽祭即是推廣台灣文化，前置的籌備與當天的靈機應

變，雖然很忙碌卻很歡樂。 

    在東北大學國際週時，留學生會也設立台灣的攤位，販賣珍珠奶茶與蛋餅，

就像大型園遊會一樣，大家購買票券兌換餐點。當天創下了五百多份的佳績，藉

由販售餐點向來自各國的學生介紹台灣的美食文化，看到他們滿意又驚訝的表

情，以及許多人因此很想造訪台灣，讓我們很為台灣驕傲。 

    四月入學時剛好是櫻花季，參加了許多賞櫻活動，日文是「花見」，這項活

動能認識許多新朋友，大家悠閒的坐在地墊上，小酌聊天，十分愜意。當時也是

許多社團招募新人的時期，我和朋友對弓道部很有興趣，也想了解日本道地的弓



 

道是如何，因此我們參加了弓道部體驗會，他們教我們站姿以及如何拿弓、拉弓、

放箭，甚至還讓我們體驗弓道的服裝，由於過程十分開心，最後他們邀請我們一

同晚餐，終於了解弓道是多麼不容易，且射中靶心時的成就感難以言喻。 

    東北大學有為每個留學

生配一個 tutor的制度，我的

tutor是一位經濟學部二年級

的日本女生，非常可愛，每週

二放學後都是我們固定碰面

的時間，與其說是 tutor，不

如說像朋友一樣的聊天，也是

練習日文口說的好機會。學校

有一個由阿姨奶奶們組成叫

Mori的團體，每週兩天的中午

會提供茶點讓留學生來彼此交流聊天，也會舉辦一些日本文化體驗的活動，例如

到傳統日本人家裡體驗和服，還有製作日本點心蕨餅，奶奶們都很慈祥親切，也

很喜歡和留學生聊天。 

    青葉祭是仙台最具代表性的春日祭典，距今已有 350年的歷史。當天會有相

當多的市民團體組成舞蹈團跳著傳統的“仙台雀舞”加以慶賀。本祭當天，街上

遊行著裝飾得華麗又絢爛的“山鉾”（一種祭神用的車子），旁邊並有穿著甲胄

的武將護衛著“山鉾”一路前進,場面相當令人震撼。仙台雀之舞是由各團體的

舞者兩手拿著扇子跳著動感舞姿。因為是模仿雀鳥啄食的動作因此而得名。此舞

蹈的由来,聽説是百年前仙台築城之際，由建築工人的石匠們在宴會上跳此舞蹈

而来的。相當具有歷史意義。當天晚上全仙台市民一同在馬路上跳著雀舞，共享

這項盛會，非常熱鬧，深刻體驗仙台傳統文化。 

對我來說比較特別的是，今年的生日是在日本以留學生的身分度過，而且還是在

高中生參訪學校，要發表那天。原本只想和朋友吃個飯就很開心，也沒有預期會

有很多人參加，但令我很感動的是有很多來自各國的朋友，甚至是來參訪的高中

生以及我的室友們參與我的生日，收到許多祝福和禮物，讓我即使身在異國也不

孤單。很令人開心的是我有一群很棒的朋友，在異國建立的友誼有多麼難能可

貴，謝謝在我的交換生活中有他們的陪伴，我想若是沒有決定去國外交換，我也

無法體會這份感動的。 



 

 

    我住的宿舍是三条 3，房間坪數是所有宿舍裡最大的，由於上課地點在川內

校區，大部分的學生都會選擇三条區的宿舍。離學校有段距離，所以騎腳踏車是

很方便的，騎腳踏車到學校約 15分鐘，快走約 30分鐘。宿舍附近有幾間不錯的

超市是很大的優點。 

    日本非常多在居酒屋喝酒的聚會，也是日本學生之間的一大特色，大家聚在

一起喝酒暢談，也可以因此交到朋友，非常有趣!而在去日本前我是不太喝酒的，

也因為這樣的聚會開始練習喝酒，漸漸喜歡當時大家一同乾杯熱鬧的氛圍，不太

喜歡酒精的話可以點無酒精飲料，主要是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覺很棒。 

    學校的國際社團時常舉辦留學生和日本人一起參加的活動，例如留學生歡迎

會、各國文化體驗派對等等，這些活動都是認識新朋友以及練習日文的好機會!

我覺得這些活動不僅能讓大家維繫感情，也能幫助留學生學習日文，而且他們舉

辦的活動都很豐富也很有趣，所以我非常喜歡參加。 

 

四、 海外研修對個人的具體效益與感想 

1. 長住日本，深入了解當地人文 

    在赴東北大學交換前，在前一學期已在日本新潟大學交換結束，因此在日本

生活的時間是一年。也由於一年間在兩個不同城市及不同學校生活過，能清楚了

解兩地的不同，仙台相較於新潟是較繁榮的地方，有許多商店街，人口密度也較

高，交通也方便許多，學校的學生也不同，或許是因為東北大學是日本前三名的

學校，又是在相對大的城市裡，學生對於許多事情態度上會更加強勢，行動力也

比較高，生活步調也較快;而新潟的學生較為溫和，態度委婉，生活步調非常悠

閒，這是我所觀察到很有趣的現象。但日本人的共通點是，他們通常不會說真心

話，有如兩種人格，你所看到或聽到的，不一定是他們真心所想的，無論是日常

生活亦或是在日本職場都一樣，只有少數的日本人不會隱藏情緒，所以在和日本

人相處時有時候會感覺有一道牆是很正常的。 

2. 增進外語能力，邁向成為日語人才 

    會想到日本交換很大的動力是想增進自身日語能力，無論是在當地與日本人

或是留學生交談，都能練習日語口說。在東北大學留學期間，有許多課程都必須

要以日語口頭報告，因此更加速日語口說能力，很高興看到自己大幅度的學習成



 

果，除了是讓日文老師另眼相看特別讚賞我的期末日語口頭報告與快速的學習

力，對於成為日語人才的目標又更近了。 

3. 走向國際，認識日本文化 

    我利用學期放假時間至日本數個

城市遊歷，深入當地生活與居民交談，

透過對話行銷台灣。旅行也是一種磨練

的機會，旅途中我遇到各式各樣、來自

各地的旅人，除了歷練個人時間規劃與

危機處理能力，我也學習如何先觀察後

調整方式與不同國家的人互動。旅途中

最美的是風景，印象最深刻的是親自體

驗文化的差異與多元性。 

4. 上課學習、親身觀察與交流，實際了解日本教育現況 

    上學期在新潟大學留學期間並沒有選修研討會的課程，在東北大學選修異文

化理解研討會這門課後，有更多機會和日本學生交流，並且使用日語的機會明顯

提高，課程難度也提升許多，十分具有挑戰性。在討論過程中，可以了解日本學

生的思考角度及切入點，藉此知道彼此看法是否一致。同時，也能體會日本的上

課方式和台灣的差異，日本的上課方式中，老師與學生及學生之間的互動機會很

多，老師提問，學生討論之後發表，而台灣的上課方式普遍是學生單方面聽老師

講課。 

5. 把握和日本菁英互動機會，了解日本青年對國家的看法 

    東北大學在日本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頂尖大學，學生是日本精英也是未來各領

域的領袖，我透過與日本學生的對話與互動了解日本青年對國家、政府的看法。

例如日本青年的參政率其實很低，學生對於政治參與沒有興趣，十分缺乏這方面

的知識;日本公司對於大學生是什麼科系畢業並不在意，主要在於是否是從知名

大學畢業，在大學所學的若是不重要，是否浪費了四年的時光等等。談到台灣，

日本人普遍聽過也喜歡台灣，甚至了解台灣與中國之間是存在差異性的。身為交

換生，最大的成就感莫過於在國外實踐國民外交，從歷史、文化、政治到兩岸關

係向日本人及來自各國的留學生介紹，並且都很有興趣進一步認識台灣。 

 

五、 建議前置作業注意事項(簽證申請、申請住宿、海外帳戶開通等) 

    在日本生活一年後，我很喜歡日本的生活步調，也很欣賞日本居民對日本這

個國家的愛護之心。舉凡在日本街頭上，即使找不到任何垃圾桶，街道上還是沒

有隨地亂丟的垃圾，大家都會把垃圾帶回家;亦或是日本馬路上車子一定禮讓行

人，交通秩序很好等等。一個國家的秩序是由人民的遵守為基礎，以及令人信服

的政府為輔助，例如幾乎每天都能在台灣的電視新聞上看到酒駕事件不斷地發

生，卻沒有有效地遏止酒駕行為，我認為若是人民不自律，就必須有強力的政府，

以免傷及更多無辜的民眾。 

    另外在教育方面，在東吳唸書四年的感觸是，相較於老師授課，課堂活動的

機會少。若可以結合一些與課堂相關的活動，不僅可以在較輕鬆的學習環境下增

進學生與老師間的交流機會，也可以讓學生以不同角度體驗學習，增加學習方式



 

的多元性。東北大學提供從零基礎到等同於母語人士的日語課程，讓學生能依照

程度與需求修課，完整學習。在赴日交換前，大二及大三分別選修國貿系開設的

日文課程，後來發現學校自編的教材偏容易，在交換期間才發現自身日語能力的

不足。強烈建議學校能增開外文修課的級數，如目前選修日文課程修完程度約為

N3，使得學生剛學完入門課程便被迫中斷，非常可惜，主要的實務內容都在 N2

甚至是 N1。增加修課的選擇才能有效幫助學生學習語言、增進學習動力。 

    語言是國際交流的基本門檻，缺乏語言等於失去與世界溝通的橋樑，若台灣

教育可以更重視語言，舉凡增設完備的多國語言課程培育語言專才，相信對台灣

和國際接軌有很大的幫助。 

    簽證的部分學校會寄郵件告訴你他們需要哪些資料幫你辦在留資格，在期限

內將資料繳交就可以了，等到在留資格證明書下來，將簽證所需資料準備齊全後

就可以去台北或高雄的台日交流協會辦日本留學簽證，大概兩天內就能拿到，但

還是提早辦比較好。 

    關於宿舍的分配，在我們要繳交申請資料給東北大學時會附上宿舍志願選填

表，可以依照自己所想要的宿舍做排序。東北大學的宿舍都還不錯，房租一個月

是 22,000円，我住在三条 3，是我第一個志願因為房間是最大的，空間很大很

舒適。東北大學的宿舍都是以 Unit為單位，一個 Unit是 8人，有時也會少於 8

人，例如我的宿舍當時沒有住滿，只有 6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而廚房及

衛浴都是公共空間，並且每週都會有人來打掃，所以只要 Unit的人共同維護就

不太會髒亂。 

    每個留學生會被安排一個輔導員，他們將會協助留學生辦理入學手續及銀行

開戶等等事項，我的輔導員是一個經濟學部二年級的日本女學生，她非常親切，

每週二是我們碰面的時間，但我聽有些朋友說他們的輔導員都不怎麼和他們連

絡，這種情形可以向學部反映，他們會幫你更換輔導員。 

    入學手續包含居留證及保險申辦、日本語課程及選課說明、宿舍入住說明、

校園介紹及生活輔導、銀行開戶等，只要照著老師所說，且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

以向輔導員或是老師詢問，基本上這些手續都不會太難，放心的去享受在仙台的

生活吧，我非常喜歡仙台! 

六、 各項支出花費情形(此資訊僅供未來申請交換之學弟妹做為參考) 

支出項目 支出金額(單

位：新台幣) 

備註 

生活費 97,500 元 包含食、衣、交通、旅遊 

住宿費 

36,000 元 

(包含每個月房

租以及水費、電

費、瓦斯費用) 

☑學校宿舍 三条 3 

□校外租屋，租屋單位:  

是否推薦學弟妹向原租屋單位申請住宿?  

☑是  □否，原因: 房間坪數是所有宿舍最大

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而廚房及衛浴都是

公共空間，並且每週都會有人來打掃。宿舍附近

有幾間不錯的超市是很大的優點。這個在去之前

學校會讓你填寫宿舍志願表，也有詳細的宿舍介

紹，再按喜好排序志願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