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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ou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Studying Abroad 

Semester (Term) Report 

Name 

Chinese： 

吳宛庭 

English：(as shown on passport) 

WU WAN TING 

Name of 

Overseas 

School 

Chinese name：吳宛庭 

English name：WU WAN TING 

Period of study 

of the current 

semester 

(term) 

From  2018 y  9 m  17 d to   2019 y  1  m  31 d 

Period of study 

of the second 

semester 

(term) 

(*Fill in if the 

duration of 

overseas study last 

more than two 

semesters.) 

From   2019  y  4  m  10  d to  2019  y  7  m  31  d 

※ 以下各項敘述至少要 300 字以上並請附上照片 

Please write a description of more than 300 words for each category and attach photos. 

出國前準備 

(簽證辦理、訂

機票、宿舍、接

機等) 

Preparations 

before studying 

abroad 

  

 在準備出國前需要做的功課非常多，查到的資料五花八門。這會讓準備

出國的交換生們感到頭疼且焦慮，但老實說自己親身經歷過後並不是那麼

的複雜和困難。關於簽證這方面，網路上有很多前輩們分享辦簽證的經驗

和過程手續，官網上也標示的相當詳盡，需要帶什麼和注意事項都寫得非

常清楚，建議不懂簽證如何辦理的人可以上網多查閱資訊，一定能夠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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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 

application, 

airplane ticket 

booking, 

applying for 

accommodation 

and airport 

pick-up service) 

很好的解答。或是詢問同學校交換過的前輩們。 

 在機票方面我是選擇和旅行社簽訂年票，雖然費用比較貴一些，但是對

第一次出國的人來說會相對輕鬆，因為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煩惱訂機票的

問題，且行李限重三十公斤，能裝比較多生活用品，對要帶很多行李過去

的人來說相當方便，只不過需要考慮一下體力問題，畢竟三十公斤的行李

提著走確實要耗費非常大的體力。至於宿舍、接機這方面，我所交換的駒

澤大學都有寄相關資訊給我們，讓我們能提前做好功課，不至於剛到國外

陌生的環境就感到茫然失措。 

修課狀況 

(選課程序、上

課狀況、學習效

果等) 

Courses 

(Procedures of 

course 

selection, 

course content 

and learning 

outcomes) 

  

 我所交換的駒澤大學比起其他學校來說，選課程序那是相當的簡單，只

需要將我們想選的課程整理好印出來，再提交給國際事務處，國際事務處

就會幫我們處理妥當，接下來只需按時去上課就可以了。但每間學校關於

選課的規定和程序都不同，建議交換生們可以問問之前交換過的學長姐自

己的交換學校是如何選課的，比較不會出錯。 

 駒澤大學的上課氣氛分常融洽，大家都會非常踴躍的發表自己的意見，

而且同學們都很努力，很少看到有人在課堂上打混摸魚的情況。老師們也

都會不厭其煩的講解你不會的問題，同學們也會互相幫助。雖然剛開始的

時候有些日本人會因為我是外國人而害怕和我對話，但因為課程的關係需

要討論，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打成一片，成為一群好朋友了。我認為因為有

這種優良的校風和良好的讀書環境，造成了我專注力提升、學習成績提高

的績效，且更熱愛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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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 

(國外學校環

境、住宿、交

通、飲食等) 

Daily life 

(School 

environment,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diet) 

  

 我所住的宿舍條件分常好，離車站、學校近，附近又有便利商店、文具

店、洗衣店和超市，生活機能優良。而且我認為我非常幸運，我分配到的

宿舍是新建成的，所有家具都是新的，該有的家居用品一應俱全。洗衣機、

微波爐、電視、烤箱…等等，這些應有盡有。在生活上面我是非常適應的，

也沒有什麼水土不服的感覺。 

 飲食方面，由於台灣非常多和日式料理有關的餐廳和店面，所以並不會

覺得不適應日本的飲食，但時間久了會非常懷念台灣的街邊小吃，例如米

血和滷味，這些是在日本都吃不到的。 

 至於在交通這方面，日本的交通非常便利，班次多且速度快，我認為比

台灣還要方便。但是交通費非常貴，每個月花費最多的就是交通費了。而

且在日本搭地鐵的費用會比搭公車還便宜，這點讓我非常驚訝。 

 

 

費用： 

1.請詳述本學

期於國外研習

期間所花的費 

用(書籍費、宿

 

1. 在日本期間我花費了不少錢，交通費固然是最大的支出，日本交通費本

來就貴是其中一個原因，另一個原因是我很喜歡四處去旅遊，搭一次新幹

線就是幾萬幾萬的花，所以到後期我幾乎都選擇搭夜間巴士。雖然累但是

價錢卻是新幹線的一半。第二個花費最多的就是伙食費。東京物價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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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費等) 

2.請概算個人

每個月的生活

費金額 

Expenses: 

1. Please 

specify the 

expenses during 

the overseas 

study (including 

books, 

accommodation 

fees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fees) 

2. Please 

specify the 

average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還貴，而且我又喜歡嘗試日本各地區的美食還有零食，一個月都能花好幾

萬的錢在伙食費上面。至於其餘的，例如宿舍費倒是開銷不大。我們宿舍

一個月只需要三萬日圓，和其他學校比起來異常的便宜。書籍費更是花費

不了多少錢，因為老師們都採取線上電子書來授課，所以我不怎麼花錢買

教科書。日本的教科書非常昂貴，薄薄一本英文教科書就要花費台灣價錢

的二至三倍。因為學校採取電子書的關係，倒是替我省下了不少錢。 

 

2. 以我來說，因為我喜歡去旅遊，每個月都會去一個地方旅行，所以一個

月的交通費可以花到二到三萬日圓。伙食則是一個月一萬五日圓左右。依

照每個人的情況不同，一個月所花的娛樂費也有區別。因為我不常逛街，

所以一個月的娛樂費(包括和同學去唱歌、看電影…等等)只花不到一萬日

圓。但是有些人喜歡逛街買衣服，或是和朋友們聚餐唱歌，這樣一個月就

可能花到一萬五到兩萬日圓左右。至於剩餘的宿舍費和生活費等等加起來

大概四萬日圓左右。這樣總合起來，我在日本東京一個月大概花了九到十

萬日圓。但並不是每個月都是九到十萬日圓，有幾個月想省錢時我也會盡

力控制自己的錢包，將一個月的花費掌握在六到七萬日圓左右。總和來

說，一個月的花費還需看個人對生活的需求來判定。 

 

生活照片 

Photos 

（請務必附上說明）(Please provide descri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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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就到附近樹林裡踏青。 

 一個人到東京鐵塔上看東京的夜景。 

  時常品嘗各式各樣的日本料理。 

  到著名景點川越觀光。 

  和朋友們一起參加秋日的賞菊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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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Signature 

吳宛庭 日期 Date 
 2019 年  08 月 27 日

(YYYY/MM/DD) 

填寫說明：1. 請於學期（季）結束後 30 天內填妥本表，並回傳至 fishball162@isu.edu.tw。 

2. 如本表格不敷填寫請自行調整。 

Note:  

1. Please fill in the report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erm) and send it back to 

fishball162@isu.edu.tw. 

2. The table is adjustable if necessary 

mailto:並回傳至fishball162@isu.edu.tw
mailto:fishball162@is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