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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至 2019 年 8 月日本留學甄選公告 

修改日期：2018 年 9 月 10 日 

一、報名資格 

序

號 
項目 內容 

1 報名資格 

符合以下所有條件者方可報名參加： 

(一)報名時為本校五專部四年級學生。 

(二)在校期間之平均學業成績 70 分(含)以上者，在校期間之平均操行成績 80

分(含)以上者。 

(三)身心皆健康者。 

(四)通過日文檢定 N2 以上者。 

(五)認同日本交流學校與本校之文化交流方針。 

(六)積極參與校內外或應日科所舉辦之活動，並取得感謝狀、獎狀、志工證書

者。 

2 自行負擔 

(一)去回機票款與往返機場之交通費。 

(二)生活費用。 

(三)海外保險。 

(四)在日交通費。 

(五)辦理護照、留學簽證等相關費用。 

(六)辦理日本郵政帳戶。 

(七)日本手機是否辦理一事，由學生自行決定。 

(八)自行購買筆記型電腦帶到日本。 

3 
學生回國

後之義務 

依照「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日語科學生前往日本交換留學及日本實習返

國後應盡義務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4 
其他注意

事項 

(一) 因故無法在日完成留學者，中退或其他，需先取得日方學校與本校同意。

依照狀況個別處理。 

(二) 於日本修課，學業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其學分無法認列於樹人畢業學分。 

(三) 操行成績不及格者，其在日留學之學業成績一概不予以承認。 

(四) 其他相關獎學金補助將另行通知。 

(五) 家長及學生須參加行前說明會，會中會針對在日生活安全等規範事宜進行

說明。 

(六) 其他不備事項，另行通知。 

5 學分抵免 請先參考各大學課程概要，與本科課程相對照，到日本之後進行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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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甄選辦法 

項次 日期 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注意事項 地點 

1 
2018/09/05(三) 

中午 12:00 前 
繳交書面資料 

請由上而下用馬尾夾夾好： 

(一)申請表(請同學自行下載) 

(二)家長同意書(請同學自行下載) 

(三)歷年成績單 

(四)日檢證書 

(五)競賽獎狀、感謝狀、志工證書等 

(六)日文作文，600～1000 字、「日本に

留学したい理由」，請同學自行下

載稿紙，請用手寫，字體要端正。 

於期限內

繳交給應

日科助教 

2 

2018/09/11(二) 

 09:00 

(如有變更另行通知) 

科內初審 

1.平時在校學習、生活常規、競賽、擔任

志工等書面資料，佔總成績 80% 

2.面試，佔總成績 20%，面試請準備 10~15

分鐘日文 PPT 簡報，全程日文報告，請於

當天 12:30 之前將 ppt 放進會議室筆電中。 

簡報內容要包括(1) 自我介紹─國家、樹

人、學習日文的歷程、你為什麼想去留

學、要去留學的學校介紹、在日本假日活

動、想參加甚麼社團、想從事甚麼打工、

預計會花多少錢、越豐富越好 

3.請著正裝。(時間若有變更，將另行通知) 

第三會議

室 

3 另行公告 校級單位複審 

1.委員：教務長、學務長、應日科主任、

國交中心主任、應日科教師代表一名 

2.審查項目：確認初審結果、決定錄取名

額及人員 

第三會議

室 

4 另行公告 
公布複審合格

名單 
應日科網站上公布錄取名單及名次順序 

應日科科

網 

6 另行公告 家長說明會 針對日方學校、生活、學習等進行說明 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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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介紹 

(一)長崎國際大學 

項

次 

學校照

片 

        

1 名額 0名 

2 地點 

〒859-3298 長崎県佐世保市ハウステンボス町 2825-7 

 tel.0956-39-2020 fax.0956-39-3111 

   

3 期間 
2019年 4月~2019年 8月 

(依照日本開學日期，出發時間與回台時間會有幾天差異) 

4 學費 
1名免日本學費，須完成樹人醫專註冊程序（但因為 2018 年已經有 3 名,全部回

來後才可以送 1 名） 

5 制服 免穿日本學校制服，但赴日與回台時需穿著正裝，請學生自行準備。 

6 住宿 

價格可能有所更動： 

1.楓寮：26500 日元／月（ㄧ人房、大家共用廚房。兩人同住一間須多加同居費 3000

日元，包水包電包瓦斯，入住時需付 26800 日元的禮金和清潔費日幣 10000 元），

退租（雖時可），離學校較遠但附近生活機能較方便。 

2.MG：25000 日元／月（ㄧ人房、大家共用廚房、入住時需繳清潔費日幣 10000 元），

退租（隨時可）離學校和豪斯登堡近但生活較不方便。 

3.自己另外找房子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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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課程 

可以選擇人類社會學部國際觀光科的 1～4 年級任何有興趣的科目、並可取得學分。

茶道文化是必修以外其他課是自由選擇，最少要選 7 學分。 

1.茶道文化:學習茶道之精神和規矩。 

2.異文化適應演習:了解日本的節日和日本人的習慣和個性、藉由課程去更適應日

本。 

3.日本文化:介紹日本的文字、童話、歷史的由來。 

4.日本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日本語溝通)：討論日本語裡的語詞和表現。 

5.日本史：學習日本從史前時代到現今的歷史。 

6.日本事情：介紹現今日本的各種社會議題、發表自己的想法。 

7.キャリア開発(履歷開發)：以實際社會上的情況來教導學生如何充實自己的履歷和

出社會之後需要具備的態度和想法。 

8.日本語会話：用互動和實際情況的模擬來練習會話。 

9.比較文化論：舉例各種不同的文化再讓學生以小組或個人發表想法。 

8 打工 可打工，每周不得超過 28 小時。 

宿舍房間內部 宿舍外觀 宿舍房間洗臉台 

宿舍廁所 宿舍門 公用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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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知大學 

項

次 

學校照

片 

       

1 名額 2 名免學費 

2 地點 

〒780-8520 高知県高知市曙町二丁目５番１号 

電話：088-844-0111 

 

3 期間 
2019年 4月~2019年 8月 

(依照日本開學日期，出發時間與回台時間會有幾天差異) 

4 學費 免日本學費，須完成樹人醫專註冊程序 

5 制服 免穿日本學校制服，但赴日與回台時需穿著正裝，請學生自行準備。 

6 住宿 學校宿舍，宿舍費用每月¥30,000~40,000，須再向高知大學確認。 

7 課程 

1."主に教育学部の授業または共通教育の授業の履修 

留学生センターによる授業（日本語授業）も履修可能 

(主要以教育學部和共通教育課程為修課基準，依據留學生中心（日本語授業）也能

修習) 

2.留学生センター主催の行事への参加も可能（DAY TRIP 等、年に数回あり） 

(可參加留學生中心所舉辦之活動，例如 DAY TRIP 等，每年皆會舉辦數場)" 

8 打工 可打工，每周不得超過 2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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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拓殖大學 

項次 
學校 

照片 

拓殖大學 

 

1 名額 5名以下(因為宿舍,女學生只有一個) 

2 地點 

〒193-0985 東京都八王子市館町 815-1 

 

3 期間 
2019年 4月~2019年 8月，課程結束後必須馬上返抵台灣，這是拓殖大學的規定 

(依照日本開學日期，出發時間與回台時間會有幾天差異) 

4 學費 
1. 須完成樹人醫專註冊程序。 

2. 登錄費 30,000日圓，授業費 180,000日圓 

5 制服 免穿日本學校制服，但赴日與回台時需穿著正裝，請學生自行準備。 

6 住宿 

1. 住在宿舍 

2. 每月 25,000日圓，入寮費 5,000日圓(只需付 1次)，維持管理費 10,000日圓

(只需付 1次)，光熱水電費另計每個月約 8,000日圓 

                  
宿舍流理臺                     宿舍房間一進去的情形 

7 課程 
1. 在留學生別科接受課程，學分會在樹人被承認。 

2. 每學期 9門課 

8 打工 不可打工 

9 保險 一定要加保” 海外旅行総合保険”，請於出國前繳交保險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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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泉女子大學 

項

次 

學校 

照片 

清泉女子大學 

 

 

 

 

 

1 名額 幾位(科目等履修生) 

2 地點 

〒141−8642東京都品川区東五反田 3−16−21 

TEL 03−3447−5551（代） 

 

3 期間 
2019年 4月~2019年 8月 

(依照日本開學日期，出發時間與回台時間會有幾天差異) 

4 學費 
1. 須完成樹人醫專註冊程序。 

2. 需繳交清泉女子大學的學分費，每學分 11,000日幣，必須要修 12學分。 

5 制服 免穿日本學校制服，但赴日與回台時需穿著正裝，請學生自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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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住宿 

 
 

 
↑以上字太小，之後會有放大的版本。 

7 課程 

日本語日本文學科 

重點科目如下：1.日本古典文學 2.日本近代文學 3.日本語學 4.日本語文法 5.日文文

學教養 6.日本語學教養 7.日文古字解讀 8.電腦日文 9.書報日文 10.書法 11.比較文

學 12.日本語法表現 13.漢文學講義 14.日本語史 

8 打工 可打工，每周不得超過 28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