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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日本姊妹校交換留學說明 

●申請要點 
●留學生活(住宿、交通) 
●選課、上課內容 



日本姐妹校交換留學申請要點 

 申請公告時間(每年12月中旬) 

        ex:大三升大四要去的話就是在大三的寒假時申請 

 申請截止及面試時程：大約在第二學期開學後第二~三週(2月底~3月初左右) 

 最終審查結果公告：約3月下旬（配合校級審查會議時間） 

 申請需繳交的資料請參照應日系所之公告。 

 繳交資料中有推薦函兩份，請盡早找系上老師幫忙填寫，因寒假較難聯絡到各位
老師。 

 各姊妹校開放名額及可選讀之學系有所不同，建議依照自己想去的地區及對方學
校科系做選擇。亦可至各校官網查詢相關資料。 

108學年度日本交換留學甄選相關資訊請參閱以下網頁： 

     http://www.isu.edu.tw/2018/showpage_v01.php?dept_mno=637&dept_id=11&page_id=32026 



獎學金 

 校內會有國際事務處協助申請各項獎助學金。目前同學領取的最主要的獎助

學金為「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及「義守大學學海獎助學金」。每位同學

可領到的金額為以國際事務處之公告為主。 

 教育部學海飛颺獎學金－去留學之前可領80%，回來繳交機票資料後可領剩
下的20%。 

 義守大學獎助學金－留學回來繳交資料後領全額。 

 另外，還有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提供的短期留學獎學金可申請。屆時同樣會由

國際處公告申請相關訊息。 

 

 

留學開銷非常大，那…… 

當交換學生可以打工嗎？ 

      可以的，請在入海關時向海關提出申請 

(除非交換的大學禁止打工，不然一般都是可以的!) 



學分抵免 / 延畢 

 學分抵免 

 1.出國前先確認自己尚未修畢之學分數及畢業門檻。 

 2.在姐妹校選課時，除了依照姐妹校的規定外，儘可能依照自己要抵免的科目，選擇課程 

    名稱相同或相近，抑或課程內容、性質相似的學科。 

 3.應日系以外學生，則依學校及各系所之規定進行抵免作業。 

  

 大四才去交換留學會延畢嗎？ 

 1.有依系上每年的課程規劃確實取得應修分數的話，基本上是不會的。但因日本的大學學 

 期結束時間較台灣晚(約在7月底)，且回國後有學分抵免等返校手續需辦理，故會較晚領 

    到畢業證書(大概9月底～10月初)。 

 2.畢業門檻及實習課程，皆是無法進行抵免的。故若有畢業門檻未通過，或未完成系上要 

 求之實習學分者，即使抵免後已達到畢業總學分數，仍會延畢。 

 3.應日系以外學生，則依各系所之規定為準。 

 



日本手機網卡怎麼申請？台灣手機可以用嗎？ 

 答案是不一定，除apple手機以外都不能保證到日本後一定可以插他們的sim卡。 

 通常學校會帶你去辦sim卡，現在日本外國人很多，所以很多家手機也有推出短
期方案(三個月、一年等等)，建議可以到ビックカメラ詢問 

 日本電信公司大廠：docomo/au/Softbank 

建議直接去這些電信公司的店裡，若找其他sim卡公司有可能只能用手機號碼而無
法用簡訊功能。 

 日本手機網路基本上是沒有吃到飽的，可以用wifi機方案；或是在家裝wifi機(或
宿舍/住家本來就有wifi)。 

 



去日本交換日文一定會變好嗎？ 

 答案是看個人。 

 她們日本大學生很少會主動跟妳講話。但請仔細思考，就算有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在 
    台灣，我們也很少會主動跟他們說話（畢竟人家本來就有自己小圈子） 

 那要如何交到日本朋友呢？如何訓練自己口說？ 

可以參加社團（部活・サークル）、留學生飲酒會、或著去打工。 

講中文的朋友一兩個可以，但是不要天天都跟講中文的朋友在一起。 

去日本不只是會接觸到日本人。你可能會接觸到韓國／歐美／東南亞等等。 

遇到韓國人可以跟他們練日文，因為對方也想練日文。 

遇到歐美人不只可以練日文還可以練英文，請保握在日本的這一年!! 

 



一開始很緊張都不會講怎麼辦？ 

 總之先將自己想傳達的傳達給對方知道吧！外國人日文講不好這件事是理所當然的！ 

不用自尊心受傷！要想天上有天，人上有人！每個人剛到一個不是母語的環境都是一樣的！
就算在台灣日文多好多猛，到日本還是會直接被打趴。就像是學中文的日本人也會想到當地
（講中文的國家）去學中文一樣！ 

 多講、多聽、多練習，差不多過了三個月，就會適應那個環境了。 

 

 我要跟日本人聊什麼呢？聊動漫／遊戲或偶像他們會不會覺得我很宅？ 

基本上是不會的，除非是超級現充的那種，不然十之八九的日本人都是會看動漫畫的，超多
大學生也都是會看ｊｕｍｐ（海賊王等等的連載周刊）的！不如說對方會覺得沒想到你也知
道日本的這些東西他們搞不好還會感到開心！大學生也是很愛看偶像的！勇敢做自己吧！ 

還有日本大學生超級愛運動，十之八九的大學生國高中都是搞運動的！ 

可以試著約他們去運動！ 

 



這樣聽下來留學好像很辛苦，真的該去交換嗎？ 

 趁還能當交換生的時候去吧！台灣的大學學費比起其他國家真的便宜很多了！ 

 雖然很辛苦，但這一年的成長會比想像的多更多（當然還是要看自己有沒有積
極）。 

 

 日本人是不是很注重外表？ 

大部分是的，基本上女生出門都是會化妝，男生出門也是會注重穿著的。 

其實只要讓自己看起來乾淨整齊就可以了！ 



各交換校說明 

宿舍、選課、生活點滴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帝京大学 
TEIKYO UNIVERSITY 



帝京大学国際学生寮府中 

房租：¥48,000／月(含水電) 一人一間 

房間內有空調(暖、冷氣皆可使用)/小冰箱/有陽台，曬衣服的
竿子or繩要自己買/房間內不能煮東西/附床墊(床單枕頭棉被須
自己購買) 

府中市丟垃圾較麻煩，須購買府中市垃圾袋，分類也很細 

※同校的不一定住隔壁/每樓有男生也有女生 

房間牆壁較薄，隔音較差。 

不可帶朋友進房間，帶朋友進宿舍只能在廚房大廳及共用大廳 

洗衣機/烘衣機： ¥100/次 

廚房：共用電磁爐。 

有鍋具/餐具/微波爐/電子鍋/烤箱/煮火鍋用土鍋/開派對用電磁
爐/刀具/沾板/打汁機/盤子/碗筷 

網路：廚房及讀書大廳有wifi可使用，房間若想要網路建議至
日本電信公司(docomo/Softbank/au)自行申請家庭wifi機。 

最近車站：中河源／分倍河源 皆為15分鐘距離 

至學校車程 40-50分鐘 



宿舍照片-房間 



宿舍照片-廚房 

電子鍋 

微波爐 

烤箱 

水波爐 

IH爐(電磁爐) 

廚房大廳 
有WIFI/位置皆可用電腦/有幾個位置剛好可以連接插座 



宿舍照片-共用大廳 

有沙發/可用WIFI/有插座 
假日會較多人在樓下，建議早點下去佔位置 
桌子可以自己移動 



宿舍照片-共用設施 

洗衣房 淋浴間 
一樓-男女共用/二樓-女生/三樓-男生 

一樓淋浴間及洗面台 



共用設施-廁所 

一樓廁所為男女共用，第一二間為女性專用 

二樓廁所為女生專用 

三樓廁所為男生專用 

 

不管住幾樓都可以上符合自己生理性別的廁所 

 

廁所裡有附衛生紙及洗手乳 

(衛生紙請勿帶回自己房間) 



宿舍環境 

玄關及管理人室 

信箱 



帝京大學-日本文化學科 

 義守大學的交換留學生至帝京大學就讀的科系為日本文化學科(東京都八王子校區)。 

 Q:日本文化學科在上什麼？ 

    A:日本文化學科主要是上日本語研究/日本文化研究類型的課程，是非常學術類的科系 

日本語研究－與台灣上文法等等不同的上課類型，探討日語的歷史，由來，為什麼會變成
這個文法等等。考試大多數是申論題，老師會先給題目，不會太難。 

日本文化研究－日本的美術/歷史/電影/動漫畫等等的文化研究。 

美術研究－從紀元時代的日本美術到至今的現代藝術。 

歷史－有日本史課程/日本文化史課程/日本江戶時代研究(當時的人民的生活狀況習慣) 

動漫畫－2018年4月開始日本文化學科引進動漫畫研究，動畫製作及研究的課程為真正在動
畫製作公司的社長來教課。為動畫文化論、動畫製作基礎、動畫製作工程。除了動畫製作
工程以外的兩堂課皆為較學術性的課程。漫畫課程為探討漫畫的歷史、由來、漫畫對日本
及世界造成了什麼影響等等。 



選課規定 

 帝京規定留學生一學期需選滿18學分(不規定必選修)。一週內有四天都一定要有課。 

    自己要選好回來台灣後可以抵得掉的學分(英文/畢業論文/職業導讀等等)。 

月 火 水 木 金 

1 
9:00-
10:30 

英語II 
日本文化
と哲学 

2 
10:45-
12:15 

近代日本
文化研究

II 

日本文化
研究（美
術研究） 

3 
13:00- 
14:30 

日本文化
史II 

4 
14:45-
16:15 

日本語コ
ミュニ
ケーショ
ンII 

日本史概
說II 

伝統文化
研究（江
戸時代）

II 

日本語の
研究II 

5 
16:30- 
18:00 

日本語の
歴史II 

月 火 水 木 金 

1 
9:00-
10:30 

アニメ制
作基礎I 

2 
10:45-
12:15 

日本 
アニメ史I 

英語I 
アニメ制
作工程I 

3 
13:00- 
14:30 

アニメ 
文化論I 

日本語I 

4 
14:45-
16:15 

日本語コ
ミュニ
ケーショ
ンI 

文化研究
（アニ
メ・マン
ガ）I 

伝統文化
研究（江
戸時代）I 

日本語の
文法I 

5 
16:30- 
18:00 

マンガ史I 

課表參考 2017/9-2018/1 秋季學期 2018/4-2018/7 春季學期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青森大学 
AOMORI UNIVERSITY 



青森大學-宿舍/學長的話 

宿舍： 
• 房租：第一個月¥ 59,000(房租加保證金)，之後每月只要¥29,000(不含水電網路)(一人一間) 

• 水電費：每月15號會收到單子，水電費一起付的 

         （目前在青森的前輩說：10月份¥4500左右，之後冷常開暖氣¥6000左右) 

• 網路費 : 沒有公用網路，需另外申請，每月10號會收到繳費單 

                    第一個月¥5500（2000+3500），之後每月¥3500 

• 宿舍裡有食堂，一餐400起跳 

• 有廚房、洗衣間(洗衣100円/次、烘衣100円/次) 

• 步行至超商5分鐘 

• 超市10分鐘 

• 步行至學校：夏：約8分鐘、冬：約10分鐘～15分鐘 

• 宿舍無網路 可申請：3500円/月（稅拔） 

• 水電費因人而異(夏：4000～7000円、冬：8000円以上) 

學長的話： 
• 冬天冷到懷疑人生 

• 每天都有日文課(能力分班)，其他時間自行選課 

• 上課內容不會太難 



青森大學宿舍環境 
 

 

 基本上留學生都是一人一間，男女同棟，2樓是女生 

 3樓以上為男生 

 獨自衛浴，有付枕頭棉被毯子各一。 

 洗衣間共用(洗跟烘衣都100)，每層樓各有共用大廳， 

 一樓有留學生專用的廚房。 

 宿舍沒有門禁，每過8點都要嗶大門卡才能進去。 

每層樓的共用大廳 



青森大學環境宿舍 

 共用環境 



青森大學宿舍環境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駒澤大学
KOMAZAWA 
UNIVERSITY 



駒澤大學-資訊 

 20180130資訊 

 房租¥35,000／月(含水電)，沒有門限 

 一人部屋、廚房浴室也都在同一間 

 冰箱、微波爐烤箱、電鍋、熱水壺通通有 

 有自己的電視、洗衣機在外面洗衣脫水烘乾通

通免錢 

 沒有wifi 但有電腦的網路 

 腳踏車押金¥10000，回去前檢查沒問題會全額

退費 

 走路到學校大概20分鐘 

 走路到車站也20分鐘，距離渋谷只有四站 

 學校跟車站附近都有超市 

 

 20181106資訊 

 每個人都有一位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會再指派一位
チュータ給你，每個禮拜固定的時間要和チュータ
見面。 

 九月份去的留學生無法選則和語言有關的課，有學
分問題者要注意(隔年四月才可選)。 

 最少要選擇七堂課。 

 剛開始第一周換教室的機率很大，若找不到教室要
去教務處詢問。 

 過去要繳交保險費、宿舍押金及腳踏車押金。 

 開學會有一次健康檢查，要到學校指定的診所，不
收費。 

 宿舍有分一人房及兩人房，全是由學校安排的。
（照片中的是兩人房） 

 

 



駒澤大學-宿舍環境(兩人房) 2018.11.06提供 



駒澤大學-宿舍環境(兩人房) 2018.11.06提供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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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大学 
MOTSUMOTO 
UNIVERSITY 



松本大學-資訊 

 房租一個月35000日幣（包水電） 

 房間的床墊、枕頭都有提供 

 最近的車站在宿舍後面 徒步不用2分鐘就到 

 附近沒有超市，只有全家(徒步大約2分鐘 )   

 到最近的波田超市要5分鐘 (170円) ，但肉

類的價錢比較高。附近只有洗衣店和速剪

店 

 從宿舍搭電車到學校約7分鐘（170円) 

 宿舍有提供腳踏車，騎車到學校的話，不

用15分鐘 

 

 到松本站約19分鐘 (450円)，基本上就是市中心，
甚～麼都有（超市的肉比波田的便宜；但兩邊超
市的肉類、熟食大部分都是5點半左右會減價） 

 宿舍的廚房、洗衣機是免費共用的 

 到了宿舍一陣子後，學校會發選課單，單子上都
是能選的課。除了人間健康學部以外。総合経営
学科，観光ホスピタリティ，短大的課基本上都
能選 

 2018年ゼミ的選擇，學校是建議選擇教留學生日
文的中村老師 

 一年至少會帶留學生去旅行一次，每年不一樣。
2018年是到京都，接下來冬天預定是滑雪旅行。 

 宿舍有兩家，目前義大交換生住的宿舍，總共有7

個人。2個中國人、2個韓國人、3個台灣人。 

 

 



松本大學-宿舍環境-共用廚房 



松本大學-宿舍環境-共用廚房 



松本大學-宿舍環境 



松本大學-宿舍環境 



松本大學-宿舍環境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多摩大学 
 TAMA UNIVERSITY 



多摩大學宿舍資訊（１） 

宿舍名稱：ドーミー湘南台Lei（ドーミーショウナンダイレイ） 

初期費用：¥144,098/次 

月租費：¥74,190/月 

環境：女子宿舍，門禁12點，共用浴室 



多摩大學宿舍資訊（２） 

名稱：ドーミー二俣川（ドーミーフタマタガワ） 

租金：（１）只需付一次：保証金¥50000／入館費¥ 50000／クリーニング費¥36000 

   （２）月租費：¥51400（含月間管理費¥10000、館費¥28000、 給湯費¥8000、 

              電気基本料¥5400） 

環境：男女共宿，共用廚房（有共用小冰箱,也可以在自己房間租冰箱），大廳有wifi 

 

※其餘宿舍資料請參閱系上資料： 

多摩大学と寮の紹介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徳島文理大学 
TOKUSHIMA BUNRI 

UNIVERSITY 



德島文理大學宿舍資訊 

 房租：¥28,000／月(不含水電瓦斯，水費三個月收一次) 

 第一個月因包含繳清潔費，總共要繳¥33000 

 一人一台洗衣機不用投錢就可以用  

 房間也有附微波爐（或烤箱）、冰箱 

 整棟幾乎住的都是臺灣的交換留學生  

 宿舍有電腦的網路，但是沒有wifi 

 宿舍離學校走路只要30秒左右非常近，樓下就有超商，附近也有超市、大創 

 搭車離德島車站大約15分鐘。學校會有免費接駁公車到德島車站。 

  

 



德島文理大學學校/宿舍環境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西九州大学 
NISHIKYUSHU 

UNIVERSITY 



西九州大學宿舍資訊 

學校有提供一個宿舍和一個公寓 

あすなろ寮 

含水電和早晚餐(一～五) 

一年483,000円，可分兩次繳 

廚房、廁所、浴室房間都有，兩人一間 

Wifi 大廳才有 

門限晚上10:25 

去佐賀校區騎腳踏車大概20幾分鐘，去神埼校區要坐公車 

  

新栄マンション 

含水電、廚房、廁所、浴室，兩人一間無門限 

一年420,000円，可分兩次繳 

房間有附Wifi 

交通跟あすなろ寮差不多，可是離佐賀車站比較遠 

 



西九州大學學校/宿舍環境 



附註︰ 
若要變更此投
影片上的影像，
請選取該影像
並將其刪除。
然後按一下預
留位置中的 [圖
片] 圖示以插入
您自己的影像。 

愛媛大学 
EHIME  

UNIVERSITY 



愛媛大學宿舍資訊 

 居住與房租： 

 御幸學生宿舍(分AB男棟.CD女棟)基本上留學生都會住在A(混棟)跟D(女性而已)，B為日男學生棟，C

為日女學生棟。 

 A棟房租一個月¥18000，D棟房租¥22000 (此棟房間玄關比A棟大一點)皆不包含水電費。 

 宿舍皆為單人房。內附浴室冰箱廚房等等。 

 基本上裡面的東西都是靠電來發動的，電熱水器電磁爐之類的(鍋子務必找IH適用的不然就不用煮飯
了)。 

 房間內沒有wifi，到宿舍時就會拿到一張單子，要自己申請。 

 在一樓大廳有學生食堂，每天都會有2種套餐(早.中.晚)任君挑選。 

 最便宜的有咖哩飯350日幣到最貴的套餐500日幣起跳(根據飯的SIZE不同價格不同)但最高不會超過600

日幣。 

 內也有附設生協商店，該有的生活用品都有販售(但大家都到外面買居多)。沒有烤箱跟微波爐也可以
來這裡用! 

 大廳2樓集會室沒事可以去那邊待待，免費wifi～省電～偷電～讀書～聊天 

     交際～打電動甚麼的將成為你在這美好回憶之一。 

 宿舍內皆有洗衣機（200日幣／38分鐘）及烘乾機（100日幣／30分鐘）。 

 



愛媛大學宿舍環境 



愛媛大學宿舍交通資訊 

• 宿舍離學校的距離：大概是2公里而已，而且路線非
常的簡單！藍色是沿河道，灰色是出宿舍後，直騎到
第一個紅綠燈左轉，直騎到7-11右轉就到了。 

 
• 交通工具－腳踏車：學校開學時就會問需不需要租借
腳踏車 (不強迫但非常建議要借…在這生活真的得靠
它)，租金為5000日幣(4000是押金，1000是租金)，時
效一年，剛開始借7天內可要求修理，過了7天後就是
自行處理了。 

 

市內電車：松山市其實蠻小的，所以市內電
車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可以多多利用。
搭乘一次料金為160日幣(到松山JR站要繼續
往下搭的話可以拿到一張轉乘券就不用在付
一次錢搭下一班)。另一張圖是比較特別的
「少爺列車」，有機會可以搭看看～ 



愛媛大學宿舍生活周邊機能 

宿舍出來～沿河道右轉不到5分鐘有一間郵局（寄送貨物之類的蠻方便的） 

 

再來是宿舍出來過小橋往前直走到第一個有紅綠燈的地方，路上會經過腳踏車店和木屋町（市
內電車搭乘站，也是離宿舍最近的一站）和藥局 



愛媛大學宿舍生活周邊機能 

之後在紅綠燈左轉一路直走到7-11轉彎後就是學校了，一路上有很多間店，理髮廳、麵包店、小吃
店（便當店）、iphone維修小站、理髮店甚麼一大堆的都有（個人覺得最多的是整骨院．．．）
Lowson也有2間，還有一間日東（東西非常便宜，適合學生去採買料理食材呀或是餅乾之類的！禮
拜五還有冰品日6折！）剛開始的紅綠燈往右轉的話也有個很好逛的超市Fuji，它的2樓有大創！再
往前一點也有很多料理店跟超市，到時候可以自己在摸索一下！ 



愛媛大學周邊生活機能 
逛街血拚：有大街道整條的商業區、銀天道整條的商店街、松山市車站的高島屋、還有JR松山站的
Fuji grand、Edi on(電器家電類)這幾個點會常跑。 

觀光景點：剛來的時候，去市役所辦完住民證之後會給3個地方的免費票，坂上之雲博物館、道後
溫泉(最老的本館)、松山城來回纜車/吊椅搭乘票+天守閣入場券。其他還有城山公園、道後公園可
以逛。要拜拜的話可以到松山城下面的東雲神社或學校回宿舍路上有一間護國神社也可以。 



 日本姐妹校資訊 
 學術交流暨交換留學生交流學校：
 青森大學：
 國立新潟大學：
 駒澤大學：
 帝京大學：
 東洋大學：
 芝浦工業大學：
 多摩大學：
 松本大學：
 德島文理大學：
 國立愛媛大學：
 西九州大學：
 攝南大學： 年 月新增

 學術交流學校 目前暫無進行交換留學
 大阪市立大學：
 大阪觀光大學：
 大阪產業大學：
 熊本崇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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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ama.ac.jp/
https://www.matsumoto-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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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tsumoto-u.ac.jp/
http://www.bunri-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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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unri-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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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hime-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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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hime-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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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isikyu-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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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tsunan.ac.jp/
http://www.setsunan.ac.jp/
https://www.osaka-cu.ac.jp/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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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saka-sandai.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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