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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日本姊妹校簡介 

    福岡女學院大學前身為「英和女學校(福岡市)」，由來自美國的

基督教女傳教師 Jennie Margaret Gheer於 1885年創立，之後歷經

「福岡英和女學校(1912年)」、「私立福岡女學校(1917年)」、「福岡

女學校(1919年)」之更名，並於 1942年獲許可設立「財團法人福岡

女學校」，1947年設立國中部、1948年設立高中部，並更名為「財團

法人福岡女學院」，1951年再次更名為「学校法人福岡女學院」，為

當時福岡縣內唯一的五年制女子學校，1955年設立幼稚園，1964年

設立福岡女學院短期大學，包含英語科及家政科，1985年再增設國

文科，至此福岡女學院創立 100週年。1990年正式成立福岡女學院

大學，首先設置人文學部，1999年再增設人間關係學部， 2003年設

立人文學科研究所，並於 2008年成立福岡女學院看護大學，至 2010

年福岡女學院已創立 125週年。 

 

下表為「学校法人福岡女學院」旗下各個教育機構概況： 

學校名稱 科系/學生數/教師數 校長/園長 地址 

福岡女學

院大學・

福岡女學

院大學短

期大學部 

(一)4年制大學： 

(1)人文學部(現代文化學科、表現學

科、英語學科) 

專任教師 34名 

兼任教師 53名 

木ノ脇悦郎 

福岡市南

區日佐

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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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學生人數 1,109 名(2011 年 5 月資

料) 

(2)人間關係學部(心理學科、小孩發達

學科)  

專任教師 36名 

兼任教師 38名 

在學學生人數 981名(2011年 5月資料) 

(二)2年制短期大學：英語科 

專任教師 16名 

兼任教師 25名 

在學學生人數 266名(2011年 5月資料) 

(三)研究所：人文學科研究所(比較文化

專攻、臨床心理學專攻)  

專任教師 20名 

兼任教師 10名 

在學學生人數 45名(2011年 5月資料) 

福岡女學

院看護大

學 

4年制看護大學 

教職員數 34名 

(校長 1、副校長 1、教授 8、准教授 4、

講師 5、助教 9、助手 5) (2011年 5月 1

西間三馨 

福岡縣古

賀市千鳥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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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資料) 

在學學生人數 426名（2012年 4月 3日

資料） 

福岡女學

院中學校

高等學校 

教職員 116名 

在學學生人數 885名（2012年 4月 3日

資料） 

二田真知子 

福岡市南

區日佐

3-42-1 

福岡女學

院幼稚園 

教職員 21名(含司機 2名) 

小班/2班/各 26名 

中班/2班/各 35名 

大班/2班/各 35名 

堺幸子 

福岡市南

區日佐

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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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交流年表 

年份 福岡女学院→樹人醫專 樹人醫專→福岡女学院 

2008年 97年 12月 25日 

福岡女學院大學守山惠子副

教授蒞臨本校洽談交流事宜 

 

2009年 98年 3月 1日至 98年 3月

14日 

福岡女學院大學學生 6名蒞

臨本校進行日本語教育實習 

交流學生：服部萌子、松井

夏奈、浦田樹里、山根理緒、

古賀佑季子、初村榮梨 

 

2010年 99年 3月 1日至 99年 3月

12日 

福岡女學院大學學生 6名蒞

臨本校進行日本語教育實習 

交流學生：下智也子、長由

香里、中野沙耶、大音千幸、

深見麻里、高群真由美 

99年 7月 5日至 7月 18日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

赴日本福岡女學院大學進行

文化交流 

交流學生：應外科日文組四

年級黃紫蓮、 

2011年 100年 3月 6日至 100年 3月 100年 7月 4日至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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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福岡女學院大學學生 4

名蒞臨本校進行日本語教育

實習 

交流學生：古矢由美、東麻

里絵、竹田志保、大塚悠 

赴日本福岡女學院大學進行

文化交流 

交流學生：應外科日文組四

年級蔣枒靜、黃蕙靖 

2012年 101年 3月 4日至 101年 3月

17日 

(1)守山惠子老師第二次來

訪並進行「JF日本語教育ス

タンダード」專題演講(101

年 3月 6日 13：30) 

(2)福岡女學院大學學生 11

名蒞臨本校進行交流 

日本語教育實習學生 4名： 

馬場史織、鳥越麻美、川原

華奈美、葛井茉呂 

中国語研修學生 7名： 

近藤菜木沙、進谷知里、倉

橋泰子、枝松絢子、中田咲

101年 7月 1日至 7月 17日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學生

赴日本福岡女學院大學進行

文化交流 

應外科日文組四年級楊育

慈、莊詩妤 

101年 7月 22日至 101年 7

月 25日赴日簽訂交流協定 

許校長俊顯率領應日科王主

任珮瑜、林講師亭瑜陪同林

董事寬榮赴日簽訂交流協定

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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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山口莉奈、長沼里枝 

 

 

 

 

參、訪問目的 

     民國 98年 3月日本福岡女學院大學服部萌子等 6名學生第一次

蒞臨本校進行日語教育實習，之後雙方每年固定推派學生互訪 1次，

至今已有 3年；且該校副教授守山惠子老師亦曾於民國 97年 12月、

民國 101年 3月蒞臨本校拜訪；但本校卻未曾推派代表至福岡女學院

大學進行友好訪問。為表示本校積極推動並拓展國際學術交流事務，

並就福岡女學院大學對本校的支持及守山惠子老師 2次來訪表示謝

意，擬由許俊顯校長率領應日科王主任珮瑜、林講師亭瑜陪同林董事

寬榮訪問福岡女學院大學。 

    並且，為落實更具體之實質交流與合作，擬簽訂「交流協定」，

預期可達成以下成效： 

1. 二校國際交流，由「非正式化」提升至「正式化」。 

2. 二校交流合作內容更明確化。「交流協定」內容涵蓋雙方教師學

術交流、學生交流等。更進一步落實雙方實質之合作，加強友好

關係。 

3. 發展本校教學、研究的特色及優勢，提升本校在國際教育市場的

競爭力，同時亦有利於教育部來訪評鑑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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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行程 

第一天 2012年 7月 22日（日） 

時間 行程 備註 

08：00 高鐵：新左營站出發(許

校長、林董事、王主任) 

車次 616 

09：38 高鐵：桃園站抵達 與亭瑜老師會合 

10：00 搭乘接駁車前往桃園機

場 

高鐵桃園站華航櫃檯報到 

12：30 桃園機場出發 航班 CI1116 

15：10 

(日本時間) 

福岡機場抵達  

16：30 抵達飯店 SOLARIA  HOTEL 

http://www.solaria-h.jp/ 

tel:00281-92-752-5555 

18：00 晚膳 晚膳ソラリアプラザ 

參訪福岡市區 

 

第二天 2012年 7月 23日（一） 

時間 行程 備註 

09：30 出發前往福岡女學院大學 1. 飯店享用早膳 

http://www.solaria-h.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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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9：30飯店大廳集合。 

3. 守山副教授至飯店迎

接，搭乘計程車前往

福岡女學院大學。 

10：00-13：

00 

1.簽約儀式 

(1)福岡女學院大學校長致

詞 

(2)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校長致詞 

(3)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董事長代表林董事致詞 

(3)出席人員介紹 

(4)簽約 

(5)紀念品交換 

(6)拍照留念 

2.校園參觀(約 1小時) 

3.懇談會(午宴) 

福岡代表 4名： 

学長：木ノ脇悦郎  

人文学部長：吉田修作 

1.簽約儀式福岡出席人

員 9名： 

校長：木ノ脇悦郎 

人文學部長：吉田修作 

人間關係學部長：原口芳

博 

法人事務局長：西原邦彦   

人文學部現代文化學科

教授：日野資成（國際交

流委員長） 

人文學部表現学科准教

授：守山惠子 

国際交流課職員：井上裕

幸、斉藤芳彦、松島純子 

2. 預計 13時結束 

3. 搭乘計程車返回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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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関係学部長：原口芳博 

法人事務局長：西原邦彦 

(福岡女學院大學負責派

車) 

晚上 與守山老師夫婦共進晚餐 餐廳「益正」 

第三天 2012年 7月 24日（二）    

時間 行程 備註 

8:15-12:00 飯店 

↓步行 5分 

西鐵福岡站 

↓大牟田特急 

09:00-09:48 

西鐵柳川站 

↓步行 5分 

乘船處 柳川順流而下(約

1小時) 

1.飯店享用早膳 

2.柳川觀光(古蹟遊覽) 

(1)搭乘地鐵前往，約 1

小時。 

(2)柳川為日本著名文

學作家北原白秋之故

鄉。 

11：00-13：

00 

(約 2小時) 

柳川觀光、享用午餐 柳川享用午膳 

13:30 搭乘計程車前往西鐵柳川站  

14:00 搭乘福岡行特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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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西鐵福岡站 

↓步行 5分 

飯店  

1. 返回飯店小憩 

2. 林寬榮董事前往福

岡機場，搭乘下午 5時

班機前往東京拜訪戶田

中央醫科集團 

18：00 晚膳   

                                        

第四天  2012年 7月 25日（三） 

時間 行程 備註 

8：30 飯店出發 

↓步行約 5分 

西鉄福岡駅 

↓大牟田行特急 

9:00-9:14 

西鐵二日市（轉車） 

↓大宰府特急列車 

09:15-09:27 

大宰府站 

↓步行 5分 

大宰府天満宮 (觀光) 

1. 飯店享用早膳 

2. 大宰府天滿宮周邊享用午

膳 

3. 天滿宮奉祀學問之神，類

似台灣孔廟。大宰府天滿

宮是日本三大天滿宮之

一。 

4. 大宰府天滿宮文化觀光 

http://www.dazaifutenman

gu.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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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3小時 

↓徒歩 5分 

大宰府駅 

12：27 

 

於大宰府站搭乘電車 

↓12:27-12:32 

二日市站（轉車） 

↓特急 12:39-12:53 

西鐵福岡站 

↓徒歩 5分 

飯店 

其他車次 

12:11-12:16西鉄太宰府

線・西鉄福岡行→

12:18-12:36西鉄天神大牟

田線急行→西鐵福岡站 

 

13：10 抵達飯店 拿行李休息 

13：30 搭乘計程車前往福岡機場  

14：00 抵達福岡機場 1.校長、亭瑜老師搭機返國 

2.珮瑜主任暫留日本 

16：10 福岡機場出發(搭機返國) 航班 CI117 

(因班機延誤，於 17:10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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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台灣時間) 

抵達桃園機場  

20：21    搭乘南下高鐵 1.車次 749 

2.校長、亭瑜老師搭乘高鐵

返回高雄 

22：00 抵達高鐵左營站  

 

伍、參訪感想 

【應用日語科王主任珮瑜】 

本校與日本福岡女學院大學的交流活動，源於一封 mail，由前

主任陳玉紹老師與日籍教師武井基晃老師主動發信，徵求日本各大學

與本校進行交流活動之意願，並獲得守山惠子副教授善意回應，於

2008年開始兩校交流活動，之後，經應日科全體師生持續不斷之努

力，今年已邁入第 4年，期間，雙方學校每年固定推派學生互訪，且

守山惠子副教授亦曾 2次拜訪本校。為落實更具體之實質交流與合

作，守山老師於 2012年 3月蒞臨本校時，除誠摯邀請本校教師前往

日本訪問之外，亦主動表達與本校簽訂交流協定之意願。之後，應日

科便開始規劃此次訪日行程。 

此次訪日行程為期 4天，由校長率領應日科林亭瑜老師及本人陪

同董事會代表林寬榮董事前往福岡女學院大學進行拜訪，並與該校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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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交流協定，此次行程概要分述如下。 

    第一天，於高鐵新左營站與校長、林董事會合，並搭乘高鐵前往

桃園，在高鐵桃園站與林亭瑜老師會合後，立即至中華航空服務櫃台

完成報到手續，之後，一起搭乘接駁車(統聯)前往桃園機場。於日本

時間下午 3時 10分抵達福岡機場並前往下榻飯店。晚上陪同校長、

林董事至著名拉麵店「一風堂」用晚膳，結束第一天行程。 

    第二天，上午 9時 15分左右，守山老師至飯店迎接本校代表，

約 10時抵達福岡女學院大學，首先，拜會木ノ脇悦郎校長，會談約

30分鐘，之後並拜會理事長。約 10時 30分開始交流協定簽約典禮，

(1)福岡女學院大學校長致詞、(2)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長、(3)

董事長代表林寬榮董事致詞、(4)出席人員介紹、(5)簽約、(6)紀念

品交換、(7)拍照留念，簽約儀式雖簡樸，但莊嚴慎重。之後，進行

校園參觀與教學觀摩(約 1小時)。約 12時開始午餐懇談會(兩校近況

含招生、學生人數及辦學特色)，約 13時 30分離開福岡女學院大學。

晚上 6時 30分至 9時，守山惠子副教授夫婦安排晚宴款待本校代表

團，結束第二天行程。 

    第三天，上午陪同校長、林董事至柳川，拜訪日本著名文學作家

北原白秋之故鄉，進行歷史學習。當日下午，林董事出發前往東京拜

訪戶田中央醫科集團。 

    第四天，上午與校長、林亭瑜老師至大宰府天滿宮進行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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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宰府天滿宮是日本三大天滿宮之一，奉祀學問之神，類似台灣

孔廟。下午，校長與林老師前往福岡機場搭機返台，結束訪日行程。 

    福岡女學院大學是一所具有百年歷史的老校，部分校舍仍可見歷

史餘留的痕跡，特別是「禮拜堂」，並無太多的裝飾，但老舊的座椅

及號稱西日本音色最好的風琴，散發出一股無法言喻的祥和氣息及神

聖不可侵擾的威嚴感。此外，簽約典禮流程進行順暢且莊嚴慎重，加

上該校校長親自介紹禮拜堂、解說歷史悠久聖經及各級主管與職員的

熱情款待，更另本校代表團感到日方的用心與誠意。亦讓本人省思，

所謂好的學校不在於是否有最新穎的設備，而是取決於是否「用心」

經營學校。而當晚守山老師夫婦招待本校訪問團晚宴，更令人有賓至

如歸的感覺，深刻感受到守山老師對本校代表團的歡迎。 

    本次訪日活動，主要目的為簽訂交流協定，此外，會談議題重點

有二，第一，充分感受少子化對日本各級學校招生的衝擊，福岡女學

院大學亦面臨相同的危機，正努力尋求突破。福岡女學院另設有 4年

制看護大學，2012年第一屆畢業生護士國家考試合格率 100%(全國合

格率 90.1%)，亦希望未來有機會可與本校進行交流。 第二，福岡女

學院大學為因應少子化影響，正積極推動國際化，希望可藉由招收更

多留學生以彌補日本學生流失之缺口。故，大學部正積極與中學部討

論，協商學生宿舍借用之可能性以改善宿舍不足之問題。若協商順

利，將可望增加本校學生赴日遊學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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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此次訪日行程可以圓滿落幕，首先感謝本校董事會的大力

支持及校長的細心指導，使應日科可以順利與福岡女學院大學完成締

結交流協定事宜，向國際化更邁進一步。同時亦感謝應日科全體教職

員之協助，包含協助交流協定書內容訂定的王世雄顧問、與日方進行

聯繫工作的林武明老師、協助禮品採購的陳美惠老師、黃麗芬老師、

協助行程規劃及飯店安排的助教東麻里繪老師、以及協助各種連絡事

項及事後核銷的助教蔡孟容小姐，充分展現應日科的團隊合作，順利

完成交流協定簽約事宜。亦期待透過此次簽約，能讓兩校之間的交流

更積極，日後能將合作關係擴展到更多層面。 

 

【應用日語科林講師亭瑜】 

本校與日本福岡女學院大學的交流活動，從 2008年起至今已有

4年，期間該校的負責老師-守山惠子教授有 2次拜訪本校的經驗，

於今年 3月蒞臨本校時，更誠摯邀約本校教師前往日本，於是從那時

候起，便開始計畫此次訪日行程。 

    此次訪日行程為期 4天，由校長率領應日科王珮瑜主任以及本人

陪同董事會代表林寬榮董事前往拜訪，主要目的為與該校簽訂交流協

定，以下分天敘述此次行程的概要。 

第一天，搭機前往日本，入住下榻飯店後，於飯店附近參觀見學。 

第二天，上午 9點半由守山教授來到飯店迎接本校訪問團員至福

岡女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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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大學，抵達學校後，國際交流課的課長及職員們至校門口迎接，帶

領本校訪問團員拜會校長及理事長，進行簡單談話後即至會議室進行

簽訂交流協定的儀式，儀式中該校有 8位長官參加，包含校長、事務

長、國際交流課課長等，典禮莊嚴慎重，會後由國際交流課課長帶領

本校訪問團參觀校園，包括禮拜堂、國高中部、圖書館等，還有參觀

2位教師授課情形，參觀完畢後至會議室用餐，用餐期間雙方相談甚

歡，最後由該校校長率領該校教職員至門口歡送本校訪問團。 

    第三天及第四天進行福岡市區見學參觀，下午搭機返台，完成此

次拜訪姊妹校及簽訂交流協定之事宜。 

    此次拜訪姊妹校雖然行程短暫，但該校教職員的熱情款待以及校

舍的細心維護著實令人感動。早在前往日本之前，即與該校國際交流

課取得聯繫，並進行縝密的行程規劃及事前溝通，才得以在當天順利

地完成簽約事宜，而且當天守山老師親自蒞臨飯店迎接，參觀校園時

更由校長親自介紹禮拜堂及圖書館，展示歷史悠久的聖經等，且在晚

上由守山老師招待本校訪問團晚宴，處處可見日方的用心。 

    另外，福岡女學院大學已有 127年的歷史，歷史悠久的校舍、禮

拜堂，沒有新穎的冷氣設備、舒適的沙發椅，但每個角落、每張椅子、

每個地方都乾乾淨淨、一塵不染，讓人感受到日本人對於物品的珍惜

及愛護，這一點實在是我們必須要學習的地方。 

    再者，自從去年日本發生 311大地震，福島的核能發電廠發生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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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意外導致輻射汙染以來，日本舉國上下皆朝向「零核能家園」的目

標進行節電的努力，不只在車站、機場、餐廳等公共場所，連私立的

福岡女學院大學也進行節省電力的努力，在辦公室內貼有「(夏季)

冷氣設定 28度，(冬季)暖氣設定 20度」的標語，走廊上電燈也盡量

節約，公佈欄到處貼有「節約電力」的標示，諾大的禮拜堂為了節約

能源也沒有開冷氣，底下聽課的學生熱了就靠扇子搧風，相信「零核

能家園」對於日本人而言並非只是個口號，而是大家必須要齊力達成

的目標，就像在福岡女學院大學的禮拜堂貼的勉勵標語「互いに重荷

を担いなさい」，意思為「共體時艱、一同承擔」，少了抱怨的口水，

有的是實踐的勇氣。 

    最後，要感謝同行的校長以及董事，不辭千里去到日本簽訂交流

協定， 

使兩校在未來進行交流上更加順利，也很感謝學校、主任給予我這次

去日本參訪的機會，讓我學習到許多事物，將來可以跟學生分享，也

很感謝科上的老師們，包括事前跟日方進行聯繫工作的林武明老師、

協助事前採購的陳美惠老師、黃麗芬老師、以及協助事後核銷等等的

助教蔡孟容小姐，充分展現應日科的團隊合作，讓此次訪日行程圓滿

落幕，並開啟本校與日本福岡女學院大學嶄新的交流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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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交流協定書(中、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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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照片花絮 

【2012年 7月 22日訪日行程第一天】 

 

抵達下榻飯店後，前往知名拉麵店「一風堂」用晚餐。 

【2012年 7月 23日訪日行程第二天】 

 

守山副教授至飯店迎接本校訪問團，之後搭乘計程車前往福岡女學院大學。國際

交流課井上課長裕幸等人至校門口迎接。

 

擁有百年歷史的校舍，非常注重整潔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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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見福岡女學院大學木ノ脇校長悅郎，雙方相談甚歡。 

 

拜見福岡女學院大學松原董事長安宏。 

 

參加締結交流協定會議，本校許校長俊顯致詞，王主任珮瑜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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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林董事寬榮致詞。 

 

兩校校長簽訂交流協定合約。 

 

兩校校長互換交流協定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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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岡女學院大學木ノ脇校長悅郎致贈紀念品予本校許校長俊顯。 

 

本校許校長俊顯致贈紀念品予福岡女學院大學木ノ脇校長悅郎。 

 

本校許校長俊顯致贈台灣名產予福岡女學院大學木ノ脇校長悅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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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合影留念。 

 

參觀福岡女學院大學校園，圖為高中部校舍。 

 

參觀福岡女學院大學校園，圖為禮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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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福岡女學院大學校園，本校訪問團於禮拜堂 2樓聆聽聖經朗誦。 

 

禮拜堂上貼有勉勵學生的標語，意思為「共體時艱、一同承擔」。 

 

參觀福岡女學院大學校園，由國際交流課井上課長裕幸介紹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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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福岡女學院大學校園，圖為留學生交流中心一隅。 

 

留學生交流中心牆上張貼節能標語，「冷氣設定為 28度，暖器設定為 20度」。 

 

參觀福岡女學院大學教師授課，圖為岡花講師祈一郎講述「保育內容總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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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福岡女學院大學教師授課，圖為日野教授資成講述「日本語表現技法 B(音

聲)」課程。 

 

參觀圖書館，巧遇 2012年 3月蒞臨本校教育實習的學生葛井茉呂。 

 

參觀福岡女學院大學校園，福岡女學院大學校長親自為本校訪問團展示珍貴的聖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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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會議室享用中餐。 

 

午膳餐盒搭配季節時蔬，菜色豐富、可口。 

 
守山教授夫婦招待本校訪問團於「益正」餐廳享用晚餐。 

 

 

(圖片下載於「益正」網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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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7月 24日訪日行程第三天】 

 

於福岡近郊參觀見學，圖為著名景點-柳川。 

 

於柳川乘船順流而下。 

 

中午於御花(料理亭)一面欣賞日式庭園風光一面享用鰻魚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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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式庭園合影。 

 

參觀日式建築，欣賞窗外珍貴鐵樹。 

 

於御花(料理亭)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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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7月 25日訪日行程第四天】 

 

於福岡近郊參觀見學，圖為著名景點-太宰府天滿宮。 

 

於太宰府天滿宮前合影。 

 

於太宰府天滿宮的鳥居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