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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習課程 (請依實際修課情形自行增加列數) 

研修課程名稱 任課教師姓名 學分數 所屬學季/期 

日本文化学演習 北村毅 2 秋冬 

音楽学講義 斎藤桂 2 秋冬 

美学.芸術学演習 高安啓介 2 秋冬 

中国文学講習 浅見洋二 2 秋冬 

日本語 1 酒井雅史 2 秋冬 

人文地理学講義 祖田亮次 2 秋冬 

日本語 2 酒井雅史 2 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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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分享(如學術方面、生活方面、開銷概算等，約 1500字) 

 

1…校內申請      

大概在開學時遞出申請。詳細截止日起要看學校的國際處 

截止時間差不多開學後兩個禮拜，所以暑假就要開始準備申請文件。 

繳交文件在文學院的網站上都寫得很清楚，清單細目可以在網站上下

載。國際處網站會提供網址，登入系統後把資料填一填。這邊列出幾

個比較頭痛的文件，包括： 

• 讀書計畫 

留學前的短期、留學期間的中期、和歸國後的長期目標吧！ 

• 預定出國選課清單 

包含在讀書計畫裡，這邊除了自己的興趣之外，還可以參考對方學校

的課表，去對方學校網站查一下。 

• 語言能力證明：基本上，每一種語言證明都可以拿來申請，當然

最好是跟申請學校所在國家相關的語言。通常英文的考試證明都可以

通吃各國，iBT或 IELTS主要是這兩個。其實我也無法使用英文檢定

去推阪大，因為阪大給留學生的幾個 program之中，接受英語語言證

明、使用英語上課的 program都只開通識性課程。我申請的是 Re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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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Exchange Program，就是跟阪大學生一起上課，一起選

課，一起修課，接受全日文講課…。雖然要求的日語等級是 N2，但

沒有一定程度的聽說能力估計很難跟上 

• 中文歷年學業成績單及歷年名次證明正本各乙份 

• 其他助審資料、課外優良事蹟 

• 推薦信 

學校方面是規定要一封 

這邊要注意，因為之後交換學校的申請文件也會需要外語推薦信，最

好這個時候也要想辦法拜託能使用英日語寫推薦信的老師。  

還有很重要的，最晚要截止日前兩個禮拜向老師提出，而且越早越

好。推薦信這邊也是大有學問，包括如何發信請老師寫推薦信、老師

要你草擬推薦信…狀況很多，最好提前面對現實。一定要借助網路搜

尋，其他就是腦力激盪了。 

遞件之後，就是等待甄選結果。 

 

2…面試 

如果甄選通過了，都會被要求參加面試，面試內容和大學面試沒差多

少，唯一的差別就是全日文，麻煩日語自我介紹準備一下。問題的內



第 5 頁，共 17 頁 

容大多來自你自己寫的自傳。當成跟老師聊天，輕鬆愉快。 

 

3…校外申請文件準備 

從第一階段甄試結束到提出校外申請文件的時間大概只有兩個禮拜

多，我會建議在準備第一階段的文件時就把外語文件也一起準備好

了，尤其推薦函。自傳、讀書計畫這邊因為已經有校內申請時寫的修

課計畫可以參考，寫作上比較有個底。  

這邊會需要把讀書計畫轉換為外文(日語)。所以必須要在姊妹校的截

止日之前，提早完成，然後請學校的老師幫忙校對。通常英文幾乎是

每個國家都可以，日本也是。不過我是直接用日文寫，然後請日本朋

友幫忙改。  

比較特別的有銀行残高証明書，就是存款證明，必須是三個月內的最

新資料，這點要注意。 

截止日期依各校規定都不一樣，像阪大則大約三月底截止。 

 

4…出境手續 

申請文件遞件終於完成後，先等對方學校的入學許可證明寄到台灣。

當入學許可寄來之後，不出幾天，姊妹校的文件也會蜂擁而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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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波的準備。有些東西是郵寄，有些是藉由電子郵件，兩邊都要密

切注意。六月期末考一考完就要趕快拿出來看，像阪大會再要求財力

證明、照片等物，以申請日本方面的在留資格證明。有些文件仍要郵

寄，有些電子郵件寄件即可，注意文件內的說明。 

這裡非常重要，要注意電子郵件通知要自行申請 CESR在留資格證明

的通知，學校不會幫忙，要自己登入網站填資料申請。 

我是交換日本大阪大學，所以辦日本的簽證：  

先注意護照效期，效期不夠要趕快去辦護照。OK之後有兩件事： 

→→辦理留學簽證 

首先這跟免簽是不一樣的，雖然台灣跟日本有免簽，但那是旅遊，效

期只有四個月。一年的需要特別的留學簽證。 

要到台北或高雄的日本交流協會辦理，攜： 

 

-護照正本 (會收走)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正本也要帶  

-申請書。推薦人部分依姊妹校提供的資料填寫。 請從交流協會網站

下載 

-兩吋大頭照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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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R(在留資格證明書)，正反面影本，正本也要帶  

 

所有文件備齊後，建議放在 L夾裡面。台北的交流協會在捷運南京東

路站(文湖線/棕線)，或搜尋 google map 

進去之前準備好所有文件拿著，門口有熱心的警衛伯伯會先幫你檢查

一遍文件是否齊備。 

如果申請書的填寫上有問題，都可以請教警衛伯伯！ 

 

在窗口遞件之後，順利的話，就會請你隔天下午來拿護照，晚幾天應

該也還好，不要太晚！來取回護照前，須繳清 1100元手續費。護照

上會訂一張在留資格證明書，並發給你入境日本的注意事項。其中還

會貼一張紅色的日本簽證，上面簽發地可能寫 Bankok並非錯誤，而

是日台之間並無邦交，沒有大使館，所以日本政府想了這個「折衷」

迂迴的方式發簽證 XD ，對後續入境不會有影響。 

※這個簽證僅限單次入境(Single)：通常九月的簽證，只允許你三個

月內入境，也就是九月~11月間能入境。如果是交換一年，中間回來

台灣，則之後回去日本時，還要辦理再入境的手續。 

→→兵役緩徵手續(若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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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一般短於三個月內的旅遊，兵役緩徵只須上網申請即可。但

長達一年的留學必須由學校端受理緩徵手續。 

首先必須於系辦索取公文，這邊的資訊教官室應該有，或問教官。公

文表格上要填寫出國期間，最長為一年。在上面填好資料後，交由系

辦開始跑公文流程。除了學生證、身分證外，也應該附上護照、對方

入學許可等文件。  

注意這邊請提早辦理!! 尤其是秋季入學的同學，入學許可寄來多半

已經是六月底的事情，接下來就是暑假了。暑假學校的行政效率很不

穩定…沒有代理人的情況下就各種出國出差或放假。出國日一個月前

送是會出事的，最好兩個月或更早，收到入學許可後趕快辦！！ 

 一到日本，有許多事要辦。很慶幸阪大在留學生的引導方面很完善，

每個階段都會有十分詳細的說明文件，告訴你這個階段應該要做什麼

事。  

首先就是依照這個順序： 

辦理戶籍登錄(於各住籍地市役所)/保險/國民年金 → 辦理銀行戶

口 → 辦一支手機門號(看個人需求，我只使用 LINE) 

5…戶籍登錄(住民登錄) 

戶籍登錄就是把你住的地方登錄給他們。通常這會是宿舍。首先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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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地的市役所去，持在留卡、護照、印鑑等身分證明物過去。整個過

程不會超過一個小時。在留卡給他們後，過一會兒就能拿回來，看到

他們已經在在留卡背後打上你的住籍地。  

保險基本上也是在市役所辦，只不過辦公室位置不一樣。像我是到大

阪豐中的市役所，住民登錄在一棟，保險則在另一棟。詳細的文件填

寫方法，阪大的說明文件裡面寫得很詳細。 

 

6…辦理銀行戶口  

辦銀行需要的文件跟住民登錄差不多，只不過這邊還需要你的電話。  

視每家銀行分店，狀況會有所不同。我當初是填宿舍的電話就給通

過。我是申請郵局的銀行帳戶，校園內就有佈點。  

地址要小心填對，他也會當場核對你在留卡上的地址。一般銀行員不

會英文，所以這邊要用日文溝通。照一般流程，提款卡會在一週之後

送達住所。  

 

7…辦手機網路(出國前) 

我是租了半年 iVideo的網路分享器，因為我很常上 YOUTUBE，所以

訂了吃到飽的方案，在日本不打電話只使用 LINE和 MESSENGER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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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通話功能。 

 

8…生活起居 

入住宿舍：我當初申請阪大校區內的刀根山寮(男子生限定)，走到最

近的車站約 10-15分鐘(阪急石橋站)，走到校園約 5分鐘，需在暑假

期間事先申請。一個月的費用含水電網路 13000日圓，非常便宜 

附近的超市：大阪 OASIS、サンディ 

在入住第一天我就跟把宿舍附近的重要機能摸熟了。其一是地鐵站，

其二就是賣場啦！ 

因為宿舍有個小廚房，身邊很多留學生也都煮菜來吃，我自己很懶就

沒有自炊。  

距宿舍走路約十分鐘的「大阪 OASIS」，是最近的一家超市，包含在

一個綜合型賣場裡。裡面除了有 OASIS超市，還有一間百元店。二樓

還有電器用品店。品項是應有盡有，缺點就是貴！ 

稍遠的超市：サンディ 

在第二個禮拜，跟著日本朋友，終於知道了其他超市的存在，價格便

宜很多。走路路程約 15分鐘。 

車站出口就是石橋商店街，生活用品到食物都可以買得到，特別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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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可以算準每日閉店前的大特價，可以以半價買到炸豬排和炸雞塊

等等…… 

在大阪的生活，因為我的 PROGRAM大部分都是由自己處理，在阪大的

宿舍也是日本人居多，課程也是和日本學生一起上課，在日常中使用

英文的機會不多，基本上全部都是使用日語。 

在前往大阪前在台灣已有認識大阪當地的日本朋友，在入住當地後有

問題也能尋求他們或阪大國際處負責人的協助，本身在日語的溝通沒

有問題，基本上在填戶籍、保險和開戶時沒遇到甚麼困難。 

阪大有台灣人的社團和給留學生參加的組織，但因為我個人有自己的

社交圈，例如當地的棒球社團等等，幾乎沒什麼參加外國留學生的交

流會。 

大阪距離京都神戶都很近，坐電車 1小時內就能抵達，在留學期間非

常推薦到處去走走看看。 

  學業的部分，Regular Short-term Exchange Program是讓學生自

由選課，學校也有開設適合留學生的日語課程，可以在課堂上認識其

他國家來的朋友，最有趣的是，不管來自哪個國家，大家都用流利的

日語交談。 

  在來到大阪前已準備得相當充分，生活上沒有遇到特別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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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學、老師的相處也相當愉快，空閒時也常常買張一日地鐵暢遊大

阪，假日時就和日本朋友吃飯交流或在運動社團揮灑汗水。度過非常

愉快的一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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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照片（如有，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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