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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當初其實自己是沒有想去明德的想法，純粹以前聽學長姐分享有過

憧憬 

一直覺得自己可能沒有那個契機會去，沒想到不知道為什麼發現機

會就在自己眼前自己的條件也可以的時候，突然就有一種去試試看

吧的想法，當初聽到學長姐分享的那份喜悅跟憧憬又從心裡慢慢萌

生念頭，所以就嘗試跟家裡溝通 

起初是媽媽支持覺得小孩長大該讓他出去成長，但是爸爸一直心裡

再擔心我出去可能會被欺負甚至過不好之類的，所以反對這個提

議，原本想說就此打消，但是美惠老師就打電話去跟爸爸溝通後讓

爸爸放心後，爸爸最後還是答應讓我有這個機會出去成長，這是我

第一次覺得這種被稱為交換留學生的身分落在自己身上，小時候覺

得留學都只是有錢人在做的事，雖然只是短期的，但是沒有想過自

己會有這一天，就開始很努力積極去準備資料與面試，就是希望自

己能夠有這個機會去日本找到自己缺失的東西與該獲得的知識，也

開始一步一步準備出國的資料與東西，當然也是在知道自己面試通

過後就開始慢慢準備了。 

 

［以上就是我的留學緣起］ 



二、 行前準備 

(一) 機票 

機票是由我們自己尋找旅行社訂來回月票 

剛好有親戚在旅行社工作 

(二) 留學前旅遊行程 

因為機票無法訂到 2/25 之後回來時間 

於是我們決定在去明德之前先在東京自助旅遊三天 

租屋處由組員的親戚協助租屋，然後由 4 人一起討論前三天東京

行程，最後再由班導師美惠老師確認行程及時間還有安全問題後

並且決定行程。 

(三) 到達接送時間確認 

我們安排完行程後，將到達高知機場的時間告訴本次交換留學負

責老師小堀老師後，由老師協助通知明德的負責老師濱田老師，

在我們到達的時候去接機。 



三、 國外研習單位簡介 

 
 

 

為了招收海外來的留學生，本校國際校區於 1991年成立了日語課程。明德義

塾招收留學生的歷史已久，自 1976年開始招收澳大利亞留學生以來，共計有

來自 17個國家，地區的留學生，為了滿足留學生具備日本大學升學，理解大

學授課等日語能力多種需求，開設有 1年.3年.3年半.4年.姊妹校短期課程

等 6種課程，學校為了使每個學生達成自己的目標進行符合個人需求的編

班，在日本語教育的學習環境上堪稱一流。 



四、 國外研習上課內容 

 

上課班級 課堂名稱 授課老師 授課內容 

4年中國語組 中國語 1 吳鋒花/吉田俊雄 配合我們念中文帶

日本學生一起跟讀

中文，並且理解如

何用中文教日文 

4 年日本語 1 班 日本語綜合 大河原 利用分組，做日本

名勝地區旅遊報

告，練習用日語在

大家面前使用日文

報告的能力 

5 年特進組 2 班  讀解作文 大河原 同樣利用分組，讓

大家用紙芝居的方

式，各組發圖，拼

圖不一樣的故事，

然後在全班面前使

用話劇方式報告 

5 年中國語組 

(中國留學經驗 4人) 

中國語 3 川邊秀吉 用聊天室的方式

上課，在有些話

題例如介紹家

鄉，讓每個人上

台用日文及中文

介紹自己的家鄉

並且兩方都能練

習到彼此的語言 



樹人留學生 樹人日本語 伊藤/橫山 由於每周會去許多

名勝，會先補充我

們要去參觀的景點

的歷史及特點，讓

我們再行前能夠更

了解那些地方，另

一位老師則是負責

訓練我們的聽力，

以及跟大家聊一些

時事話題，全程日

文溝通並增強我們

的聽力及理解力 

 

4 年中國語組 體育 宮下 課程內容基本上會

以練習文化祭舞蹈

為主，那也有讓學

生分隊踢足球比賽

或是跑學校周圍的

小山坡路，增強學

生體能。 

樹人留學生 調理實習 西山 剛好在日本有名的

節分的時候，教大

家做惠芳卷及草莓

大福等食物，然後

再與負責及接待的

學生們一起享用 

樹人留學生 書道 上田 教導我們基本書

道知識及日本筆

畫後讓大家想自己

想寫的字，然後寫

下來後貼在圖書館

中 



 

樹人留學生 華道 教導我們關於插花的

歷史極小之後之後，讓

大家實作創造出屬於

自己漂亮的插花作品 

樹人留學生 PC 讓我們自由使用電腦

上網放鬆心情。 

 



五、 研習生活體驗 

［食］ 

在吃的方面的話他們學校每天的校餐都有不同變化，體驗到許多日本傳統食

物如納豆拌飯，這是在早餐的體驗，晚餐及午餐也有它們日本傳統的生蛋拌

飯以及烏龍麵跟拉麵，真的是非常多元化，早上吃飯前宿舍的要點名，然後

集合在食堂後統一一起朝禮完後再開動。 

［衣］ 

衣服基本上假日出門就是穿自己的服裝，在學校的話基本上都穿著學校的衣

服，白天上課就不用說，晚上在宿舍的話因為點名不能穿私服，所以基本上

大家也都是穿著明德的衣服跟外套。 

［住］ 

住的部分的話是在學校新設的養得，室友是一位中國人及一位日本人，房間

的形式就是上鋪下桌的部分，然後浴室一間，廁所一間，化妝是一間以及儲

藏室還有陽台，學校宿舍設備其實可以說是蠻完善的，晚上的時候都會有其

他房地來我們房間玩，大家會一起交流一起玩，跟日本人也是順其然就是用

日文溝通了。 

［行］ 

行的部分學校假日都會安排行程帶我們出去參觀高知名勝以及傳統文化，像

是高知城，平價溫泉，有名的洞穴等等 

還有他們有名的桂濱海岸跟動物園水族館，去了非常多地方，還有參觀日本

普遍的家庭式餐廳，菜色豐富多樣價格親民，真的是一個接一個讓我們吃驚

的行程。 

［育樂］ 

社團的部分平常就是在美術部，有體驗貼陶，還有如何自己裝畫板，跟大家

一起聊天畫畫完成作品，然後到社團結束一起去吃飯，完全體驗到日本人的

社團精神以及它們學生的日常，不再是電視上看到，而是自己真真實實就在

體驗著他們豐富的每一天，感覺自己就像是日本學生一樣。 



六、 國外研習之具體效益 
    出國前，自己完全不知道離鄉背井的感覺是什麼，第一次覺得

自己出來生活，而且還是長時間，更是外國環境，爸爸平常在家教

我的自己生活的良好小習慣在國外生活都用上了，覺得自己在自我

管理的生活有進步很多，控制自己不遲到，控制自己要寫作業，看

到周圍的中國人韓國人越南人，大家都很努力地在練習說日文甚至

還有發音比我們好的，大概第二天吧，覺得自己真的是非常渺小，

在那邊的中國人幾乎都有雙語翻譯的能力，能夠一邊跟日本人對話

一邊用中文翻譯他們在聊什麼，而且是完全沒有考慮，非常有自信

的就說出來像是本來就該這樣的感覺，開始覺得自己不努力不行，

到日本發展，對手不只是日本人而是全世界，比自己好的人多的是，

一樣從 0 開始學讓我佩服的不適他們的能力而是他們的態度及幹

勁，種種壓力之下讓自己在宿舍自習時間時，有滿滿的動力讓自己

開始努力背單字，即使回國後還是非常的憧憬於那種自由使用日語

的能力，給我的震撼不是一時，而是直接留下一個印記，開始覺得

考到 N2 是基本，N1 才是證明你會日文的證明，對自己的標準提升，

眼光放遠，價值觀上都被這次留學所看到的世界給改變了，雖然獲

得的是壓力，但是我很開心我有了前進的目標跟憧憬，那些因為母

語發音跟日文差距甚遠的越南人泰國人都努力在學習了，我們這種

有優勢的不能就這樣繼續放爛，抱持著這個心情，給自己在日語上

很多要求，發音，順暢及用詞，因此，此次留學不只對我對大家的

影響效益是很大的，大家肯定都有自己被震撼的地方，也有找到自

己應該在哪個部分加強，心理一定都有想法了，所以我覺得，人生

就只要這麼一次就夠了，留學看到的不是日本，而是全世界，競爭

對手永遠不會只有日本人，中國人，也是全世界，眼光放遠跟國際

觀的觀念真的非常重要，或許對於自己不管在做任何事都有一定程

度的影響，處理的方法也會更圓融。 



七、 感想與建議 
• 這次整體學校的行程安排與接待大致上沒有什麼問題，只是說我

們的社團活動只能在美術部真的是蠻可惜的，也是希望能去其他社

團參加不一樣的活動，雖然說有見習但是也只是一次這樣 

• 希望未來有機會也能夠讓學弟妹去參加其他不一樣的社團 

• 其他都非常完美! 

 



七、 照片集錦 

 

和明德學生一起吃午餐，帶我們買生活用品 

 

和明德學生一起拍大頭貼機 



 

明德義塾養德寮宿舍房間的化妝室+洗衣間(一房自己一間) 

 

明德義塾養德寮宿舍房間廁所馬桶間 



 

養德寮房間區 

 

養德寮房間浴室 



 

在美術部社團課時巧遇高知的 2月雪 

 

大家都很開心的出來玩雪拍照 



 

明德校園內走廊 

 

明德校園內走廊 



 

課堂作業，分組報告訪問老師。 

 

養德寮大掃除，和室友們打打鬧鬧在清理房間 

 



 

文化季前準備與 4 中 1 同學分配工作 

 

文化季前一天裝飾製作 



 

 

和大家一起齊心協力在串紙 

 

文化季準備日 



 

布置教室黑板，販賣食物價格 

  

明德太鼓社定期演奏會宣傳海報 



 

文化季當日大家在製作熱狗堡 

 

製作中~~ 



 

大家太認真了，但是還是要拍照留紀念 

 

學校安排行程-桂濱海岸 



 

學校安排行程-龍洞 

 

龍洞外的商店街道 



 

在龍洞裡拍照 

 

位於明德義塾旁邊的青龍寺 



 

必須先走過非常陡又高的階梯 

 

下去時從旁邊的小路可看到其他風景 



 

與上面寺廟合照 

 

高知城參訪 



 

跟 4 中 1 的同學一起會食，吃到飽 

 

大家一起合照 

 



 

離別前大家一起合照 

 

離別前大家一起合照 



九、研習修了證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