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縁起

為了滿足自己能在喜愛的國家待上一段不短的日子的夢想，
我選擇了用大四上的半年，飛往我憧憬的國家、我去過一次就
念念不忘的土地――日本奈良。從一開始的喜歡日本，到那時
有機會到奈良女子大學參加交流活動，一切的一切都讓我對這
片土地念念不忘。我喜歡這片土地的氣氛歩調，喜歡這間學校
的教學方法和學生們對待學術文化的態度。在相對排外的日本，
這間學校讓我感覺到的國際化的趨勢，他們樂於和其他人交流，
並且，因為是女校的關係，在校内不會有什麼這是男生才會做
得比較好、或是這就交給男生去做等等的言論出現。大家都是
女性，男生可以做到的，我們也有辦法做得好甚至是更加傑出。
在這裡讓我感覺到與以往不同的氣息。

有鑑於以後也會到日本就業，因此在留學期間我也計畫了
要打工，在課業之餘體驗職場生活，也等於是為未來做準心理
準備。

從寒冷的奈良回到温暖的台灣很快地已經過了一個月。回
想起來，半年前在半夜被爸爸目送著上客運往機場的景象還歷
歷在目。自己突然很想哭的情緒現在也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情。
那天晚上，很不會表達關心情緒的爸爸突然一直問我，「錢夠
嗎？衣服有帶夠嗎？到了要打電話回來説。」我還記得我只能
笑著跟他説，「放心，我們去過日本你又不是不知道，那裡有
認識的人，學校周邊也去看過我也去過了不會有事的。」

不是沒有一個人出國過，自己甚至還有發著高燒就上飛機
飛往日本的經驗，照理來説應該沒什麼好緊張的。就是搭上飛
機，睡一覺後就下機處理入國手續，一切的一切都已經準備好
了也在腦中無限次演練了。但直到在機場跟工作人員説我不是
觀光客需要申請居留證，被帶到與以往不同的通道，在海關對
我説：「留學加油，這是你的卡要好好收好喔。」之後，我才
終於有一種，「啊、我是真的要離開家裡好久好久去開始我滿
心嚮往的留學生活了。」

我拿著新拿到的居留證，小心翼翼的把它收好、找到自己
的行李、連上手機網路，開始了我的新生活。



關於奈良女

 奈良女子大學（日語：奈良女子大学、英語：Nara 
Women‘s University），是一所位於奈良縣奈良市的日本
國立大學。與御茶水女子大學並列日本兩大國立女子大學。
前身為舊制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通稱奈良女（ならじょ）、
奈女大（なじょだい）、NWU。

 學部有文學部、理學部、生活環境學部，共三個學部。

 校徽由象徴奈良的八重櫻、裡面畫有象徴婦德的八稜鏡，搭
配大和撫子而成。期許作為女子最高教育機關，在廣泛的教
授知識的同時進行學術文化的傳授及研究。深究並且教授、
研究學術理論的深奧，並同時發展文化的推廣（校訓）。

 校園不大，距離近鐵奈良站只有徒歩五分鐘的距離。方圓一
公里内即是奈良公園等等世界遺産的所在地。校内的守衛室
及紀念館為奈良縣重要文化財。

↑校園風景



入境及其他手續

沒有像其他人一樣，我是在最後關頭都還在台灣打工，開
學前一天才飛往日本。因為學校規定要開學當天才可以入住宿
舍，提早的話必須自己處理住宿問題。因此我決定可以的話就
盡可能地在台灣待到快開學再過去。在奈良因為有認識的人所
以提前一天到的當晩我就借住他們家，隔天早上再依照集合時
間去到學校的指定集合地點。

1. 在機場

快中午的時候抵達關西機場，基本上入關途徑都差不多，
只是海關的地方要出示資料（申請在留カード用），如果有計
畫要體驗打工生活的話「資格外許可」的申請也可以一併在這
個時候提交，會有一個禮拜２８工時以内的許可一起記載在居
留證的背面。此時海關會給一張説明書，告訴你什麼時候之前
一定要去市役所（類似台灣的區公所）辦理「転入」手續，就
是正式成為該地區的居民的意思。同理，當要回國的時候就必
須再去同一個地方（市役所・市民課）辦理「転出」以及其他
手續。

基本上到日本之後一定會需要辦理的手續有：居留證住址
登録（市役所・市民課）、健康保險加入（市役所）、國民年
金的加入及費用全額減免。為了之後的申請一些東西的方便，
在登録住址的時候可以一起申請「住民票」，對於之後申辦手
機門號或是開戸會方便許多。其餘還有學校内一定會加入的平
安保險，有很多方案可以依自己的需要選擇。簡單來説就是付
越多，萬一出了什麼事情的話得到的賠償就越多。

在留カード正反面↓→

↑會在此處登録住址

↓此章為資格外活動許可



2. 健保及國民年金

健康保險基本上就是一張紙，連晶片都沒有比起台灣健保
卡真的是很不起眼，要小心不要遺失。有待超過半年的人要記
得去更新。最後要回國的時候會一口氣清算健保費，會出現一
大筆支出要注意。換算下來大約是一個月一千多塊日圓其實沒
有很貴，看醫生的話出示保險證就可以只負擔百分之三十的費
用，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國家會負擔。然後再説一次，台灣健保
真的很優秀要好好珍惜。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那真的是太痛苦
的回憶了。

國民年金的部分基本上都可以全額減免（處理完就可以忘
記它了），會得到一本年金手冊，可以暫時忘記他但是要留好
因為回國的時候需要，但不會收回，所以如果之後沒有要去日
本工作的話回國就完全不需要它了。但如果之後有計畫赴日工
作的人就可以先留著，到時候再過去的時候就可以告知公司已
經有年金手冊（打工的店長告訴我的）。

↑健康保險收據

↓年金手帳



3. 手機門號及開戸

辦完必要的手續之後就是接下來在日本生活所需的非緊急手續――
手機門號和開戸。這些雖然也很必要，但為什麼我説非緊急是因為這些
東西如果身上有住民票和學生證的話就會好辦很多。所以去日本之前記
得要買最少一星期左右的網路，因為你不知道何時有時間去辦手機門號，
而且宿舍網路也不一定是入住當天就有已經搞定，像我們就是入住大概
十天後才有業者來裝網路。門號方面，想省錢的話就不用選三大電信業
者（DOCOMO、SOFTBANK、AU），而是選擇「格安スマホ」例如LINE 
MOBILE就很推，可以在LINE上確認剩下的流量，網路速度也很安定，裡
面有一個方案是SNS FREE的方案，使用指定APP的話流量無限使用，配
合優惠的話甚至有機會一個月電話費比台灣還便宜。要注意的是，日本
的通話費是綁信用卡的，所以有辦法的話帶一張可海外刷卡的信用卡會
更順利申辦。（網路上有人説簽帳卡無法使用，我當初是用中信的簽帳
卡申辦的，應該沒有那麼嚴格。在當場他會試刷看看能不能用。）也要
記得問問解約金的問題，到時候回國如果不是約滿的話會跟台灣一樣有
解約金問題，是很大一筆支出要注意。

接下來是開戸問題。在日本開戸比台灣還嚴格，因為洗錢防制的關
係要査的東西很多，有些甚至會要求在日待滿規定時間才可以開戸。目
前知道比較鬆的是郵局（ゆうちょ銀行），基本上就是帶著規定的東西
（需要印章，一般木頭印章可用）過去，資料填一填就OK了。之前査資
料的時候有看過人家説如果是學校附近的銀行通常會比較通融。或是帶
著日本的同學一起過去成功率會比較高。回國的時候一樣要去解約，就
去填個資料跟櫃台得人説因為要回國了就好，他會將戸頭的錢退還不會
扣任何手續費（ゆうちょ銀行的情況），大概十分鐘很快就可以完成。
基本上就是當初去日本的時候辦了什麼，要回國的時候就要辦什麼。但
因為有經驗了也知道在地方就比較不會手忙脚亂。

總之這些手續光是去申請就會花掉很多時間還有體力。不只這樣，
這還會覺得心很累，因為一天不處理完就一天沒辦法正常生活。我大概
花了一個星期完成這些事情。一開始還覺得很新鮮，一搞定一件事情就
開心的和家人報告，到最後慢慢覺得心很累，為什麼有這麼多事情而且
要花好多時間。毎天都在想我到底為什麼要這樣虐待自己來一個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被迫要做這些事情，去學姐的房間兩個抱著哭説好想回台灣。
但也就真的是第一個禮拜而已，之後就完全不想回台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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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生活
1. 入住宿舍及選課

首先覺得很誇張的是，我們學校是開學當天才能入住宿舍
及辦理所有手續，不像其他學校有要求交換生提早三天甚至是
一個星期到學校，因此説真的開學的第一週根本沒有辦法去上
課，光是處理手續方面就耗掉很多心力，連選課也是手續都完
成之後才開始處理，第一週的課程介紹都結束了説真的有點不
便。選課的期限是開學兩個禮拜之後至課務組手動登記。

我自己是因為指導老師在面談時間跟我講解了系上所有的
課程，還有遇到能夠給我蠻多建議的學伴，所以在選課上得到
很多建議，也比較沒有不知道要選什麼的問題。但我覺得要找
人討論之前也要先理解自己到底想學什麼，因為我去的時間是
下半學期，很多課程都是接著上學期的並不是和初學者，這時
候跟老師討論的話就可以得到可以先不用上這堂課的建議。

課程方面基本上分兩類。第一類是交換生專用的日語課程
（也有日本人學生會上），第二類是普通的課程。沒有分科系，
只要當學期有開課就可以登記上課。我自己是會建議去上課的
時候可以跟老師打聲招呼，可以順便探探老師對於外國人學生
是否歡迎（我是沒有遇到拒絶我上課的老師）。選課非常自由，
只要有興趣都可以上。好好看選課手冊的話真的可以找到非常
多自己想學習的課程。

國際學生宿舎



2. 關於指導老師與學伴

奈女提供毎個交換生一位指導老師，基本上會依據當初填
的志願分配系所，指導老師也會從該系去指派。我的老師只有
接我一個交換生，但我也有聽不同系的交換生説也有一個老師
接複數的交換生的情形。

奈女亦有學伴制度。基本上就是會有一個日本人學生陪著
幫助你。不過他們也是學生所以平常也是有自己的課，若是想
和學伴有多一點交流的話，可以建議選多一點跟他同樣的課。
學伴的話雖然沒有詳細去打聽，但聽説是由指導老師去找跟他
交情比較好的學生志願擔任。

和指導老師的交流方面，我覺得這真的非常看老師。有真
的很認真想給予協助的老師跟很忙會直接把你丟給學伴的老師。
在奈女有規定一個月之内一定得和老師以及學伴見面多少時間
（詳細是幾小時我並不知道）。所以即使是老師很忙無法見面
也一定會和學伴見到面。和指導老師的面談時間相對來説我是
很多的。或許是我的老師充滿了熱情，所以在這半年的交換時
間基本上是毎個禮拜固定和老師見面。和老師見面的時間地點
要做什麼事都是自由的。我因為是大四生有寫論文的必要，所
以老師讓我參加了他的研討會（ゼミ），跟日本人同學一起學
習寫論文的方法，結束之後就再多花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半小時
至老師的研究室一起討論前一個禮拜的進度以及要修改的地方。

←↑與指導老師及學伴



3. 國際學生處室

學校的國際處（国際課）和國際交流中心（国際交流セン
ター）都是留學生可以去詢問問題或是純粹找老師聊天的地方。
那裡也會提供很多交流活動，和日本人學生的語言交換活動或
是和其他國家的交換生的交流活動甚至是課程都很完善，好好
利用的話一定會有很豐富的交換生活。

國際處規定毎個月一定要至國際處簽到（忘記去會郵件通
知），並且在簽到的同時老師會告知學校相關的新規定或是可
以參加的活動。像一月的時候新冠病毒爆發時老師就有告訴該
怎麼預防等等的知識（雖然都是廢話而且他們反應超慢），有
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去或是線上寫電子郵件和老師討論。回信
速度很快不會被無視。

↑交流活動公告

↓萬聖節時的國際交流中心



留學生活

✓ 恋都祭（ことさい）

在11月初文化之日的時候，許多學校會舉行文化祭。而奈良女最有
名的就是這個恋都祭。

當天會有一連串的社團表演，以及因為招生將近，因此在學園祭的
第一天會有所謂的OPEN CAMPUS。許多考生會和家長一起來學校試
聽老師的課程。



✓ 聖誕節及新年

第一次沒有回台灣，享受了一番氣氛很不同的過節氣氛。在日本，
大家異常的重視聖誕節，通常在12/25就會開始放年假直到1/5左右
結束。這幾天通常就是充滿著過即氣氛。聖誕節更是從12月初就開
始宣傳。

這段期間，日本的大街小巷都會待使出現很華麗的燈飾。到晩上就
會很美很好拍。聖誕節期間限定的點燈活動更是不可錯過！

日本的過年是新暦，在元旦那天大家會去參拜。知名神社或寺廟常
常聚集大量民衆，有時候甚至要排上好幾個小時才能進去。而在除
夕那天，大家會聚在一起吃年菜或橘子、看紅白歌合戰，享受久違
和家人團聚的時光。



✓ 悠閒的奈良生活

在奈良一切的歩調都很慢。或許是老人居多的關係，整個城市參發
著一種不疾不徐的氛圍。因為宿舍就在奈良公園的附近，加上疫情
關係讓觀光客驟減，原本只是會偶爾才來學校吃草的鹿變得越來越
多，他們親人又温馴，毎天看到他們就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

奈良充滿了文化遺産。假日悠閒的坐車巡禮，在看向遠方的山群的
同時，心靈也彷彿受到洗滌。

奈良就是一個這樣緩慢、優雅有深度的地方。



收穫

✓ 這半年我想最大的收穫就是我學會了「相信自己」這件事情。
我對於沒有嘗試過的事物，總是先設想著失敗以至於遲遲沒
有勇氣挑戰。但在這半年，我發現自己完成了好多事情，現
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十分不可思議。這趟留學給了我挑戰新事
物的勇氣，我也在學習的過程中更了解自己，並理解如何和
自己對話。訓練了我獨立以及負責任的能力。

✓ 出國最重要的就是拓展視野。我在這裡交到了很多朋友。有
台灣人日本人也有其他國家的同學。原本怕生的我在這裡或
許是因為大家都是外國人，可以很輕易的和大家打成一片。
藉由參加研討會，讓我和當地的學生有了更多學術交流的機
會，在彼此切磋的同時也加深了感情。

✓ 我在日本也體驗了職場生活。藉由打工累積經驗，原本不是
很熟悉的商用日文也更加精進了。對待客人的方法、和上司
的交談禮儀等等，我想這對我之後畢業後就業一定會有很大
的幫助

↓與研討會的大家

↑與同事們



感想

這次的交換生活學習到了在台灣無法實現的心理學學習。
當初要考大學時因為理科分數不足因此放棄了很有興趣的心理
學。但這次奈女的人間科學系是跟心理有關的系所，因此當初
毫不猶豫的就選擇好了。雖然用外語學習心理系的相關知識一
開始真的很痛苦也很挫折，但一切真的都是習慣。了解越多就
能越發現到這門學問的深奧，也讓我對心理學的興趣越來越大。
還有因為參加了研討會的縁故，學到了很多論文的閲讀方法、
有效率找資料的方法、以及撰寫論文的準則。相信對之後即將
出社會的我來説都會有很大的受益。

奈女對我來説是個很有縁的學校。應該説奈良這個地方對
我來説是個很有縁的地方。第一次去到奈良就讓我深深了愛上
這片土地，之後因為學校的交流活動有興趣到奈女待了快兩個
禮拜，更讓我下定決心要選擇奈女當作我的交換學校。校園不
大但真的很漂亮，不論何時都可以看到鹿在學校悠閒地吃草。
秋天的時候楓葉還有銀杏會讓學校更漂亮，春天時候圖書館前
面的櫻花樹會滿開。學校距離車站只有十分鐘路程非常方便，
基本上就是市中心，徒歩２０分鐘就會到觀光區的奈良公園。
周邊充滿世界遺産，在空閒的時間一定會有想去的地方增廣見
聞。奈良市的人口老化，但不管到任何地方都是温柔的人們。
真的不是我業配，但我真的有想過自己以後老了要回到這片土
地養老。沒有大都市的繁忙，但保留了郷村的樸實和自然景觀。
在這樣充滿古都氣息的環繞的學校生活，毎一天毎一天都是充
實而舒適的。氣候來説也非常宜居，奈良基本上不下雪，四面
環山是盆地地形，因此冬天雨水偏多但是不會太冷（今年最多
就是零下兩度）。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我想我還是會毫
不猶豫的選擇這間學校。

↓11月初的楓葉

↑現在校内盛開的櫻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