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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

筆電
證件照數張（1、2吋都要備著）
正裝一套（入學式必須穿）
高中制服 （WTSA每年都有舉辦制服日）
所有日本買不到的台灣商品。

如有使用隱形眼鏡的習慣，建議從台灣攜帶。除較便宜外日本買隱形眼鏡有些地方需要
處方箋。
如有長期使用處方箋藥物，出境前建議請醫師開立證明，以免藥物遭到海關檢查、沒
收。同時告知醫師將出國留學，要求開立長期服用之藥量。
關於來日攜帶金額，50-80萬日幣左右約可應付各式申辦手續與數個月的生活費（根據
住宿與生活習慣評估，不要帶超過100萬，有可能會需要報稅。）

使用觀光簽證在日本只能停留三個月，而且不能用在觀光以外的用途，因此留學簽證是
必須的。留學簽證可延長停留時間，也是辦理重要業務 （ex: 國民健康保險）的必要
條件。
收到入學資料後，各位已將「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交付申請書」填寫完畢並寄出 ; 接下
來需要在收到校方文件後，攜帶以下資料至日本交流協會 （有台北與高雄兩事務所）
辦理。
日本交流協會放假規定參照日本，與台灣不同；請確認辦公時間後再前往辦理相關手續
（禮拜五下午不受理）。
六個月以上效期之護照正本 （若持有舊護照請一併提出）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一份
最終學歷畢業證明書正本及影本一份
留學簽證申請書一份
需填寫正確電話 （若現住址和身份證登記的住址相異，須附上正確住址和電話）
申請表格的簽名與護照簽名需一致
照片一張 （兩吋，六個月內之護照照片規格）
入學許可書正本及影本一份
由校方寄發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正本及影本一份
手續費 （每年的費用會不一樣，可上交流協會的網站查看。2018年的資料是820
元），一般而言隔天即可辦理完成。

（一個全名一個姓。圓形或橢圓形。如果能買到連續印章更好！）

Ex: 調味料（沙茶醬、文具類、醬油膏...）

*役男第一次出國前須攜帶護照正本及入學通知書至內政部移民署的服務站申請出國。
（簽證上的有效日期是發簽證三個月後，三個月內入境日本拿的居留證效期為兩年三個
月。）

來日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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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簽證

攜帶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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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兵役問題

在留卡 （ざいりゅうカード）：辦好留學簽證後，會在第一次入境日本時在機場拿到
在留卡（過海關時）。
在留卡形同在日身分證，請隨身攜帶，未攜帶者形同犯法，可能遭罰鍰 ; 請保管好
避免 遺失，補辦過程非常麻煩。
辦理各式各樣的東西 （ex: 手續辦理、一般生活... ）皆會使用到。
得知在日本的住址後，請在14天內至住所所在之區役所（くやくしょ）、市役所
（しやくしょ）填入地址。

打工簽證
在機場的時候辦在留卡之前就要填好申請單一起交給海關，會問你是否要打工 （ア
ルバイト），回答「是」（はい）。移民署官員會在在留卡背面蓋章表示已有打工
資格。
若當初沒有申請，事後必須到品川入國管理局申請（地址請見附錄），會花費較長
時間也較麻煩。（過去的確是無打工簽證者前六個月在日本可以免稅的規定，但目
前已取消該規定，原則上留學簽證都無法退稅）

第一次出境非役男條件的學生以一般身份出境即可 ; 在柱子上會有表格可以拿，出關前
填寫再入國表格並勾選「一時的な出国であり再入国する予定です」，同時出示在留
卡。

*役男出境前的手續較為複雜，請預留四至五個工作天處理
1. 至各學部辦公室辦理「有印預計畢業日期或修業年數的在學證明書」（下稱文件
A），或直接說明是辦理兵役相關事項所需。
2. 攜帶文件A、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中華民國護照，至「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
處」(地址請見附錄)驗證文件。代表處會在文件A背後貼上驗證貼紙。請妥善保管。
3. 至七號館（位置請見附錄地圖）證明書販賣機，購買一份「在學證明書」（未印
在學年限亦可）（下稱文件B）。備妥文件A、B即可回台灣。*證明書一張200円
4. 請在文件B上所印之日期的三個月內，至各縣市移民署服務處申請再次出國 ; 記
得攜帶文件A、文件B、護照。文件B會被收走。
5. 妥善保管文件A（建議若無特殊需求可留在台灣）。
6. 回日本。

出關前皆須填寫再入國表格並勾選「一時的な出国であり，再入国する予定です」，同
時出示在留卡。入境過海關時可直接告訴機場人員持有在留卡，即會被分流到「再入
國」的入關櫃檯。
役男第一次辦理至各縣市移民署服務處申請再次出國時，護照會被蓋役男出國核准印
章，印章有效期限約4~5年，因此期間內再次入境台灣時不必再購買文件B。

  填寫入境表格，入境過海關前機場人員會帶你去處理在留卡相關事宜。
第一次入境

第一次出境

兵役問題

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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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兵役問題

男生兵役問題主要分為兩種模式：
途中休學當：主要是針對打算直接就業的同學，原因是牽涉到日本就活（就職活
動）開始的時間為大三秋學期/大四的春學期這段期間，也就是說在畢業前就會確定
就業，畢業後就差不多直接就業了，因此在就活開始前當完兵較為方便。
畢業後當：適合不打算直接就業（ex: 計畫讀研究所的同學），何時當兵視畢業後
的發展因人而異。

兵役休學程序如下：回台灣 → 體檢＊1 → 回日本 → 休學申請＊2 → 補寄休學證明回
台灣 → 抽兵種（代抽）→ 回國（已休學狀態）→ 發兵單 → 補兵單給學校（代繳）
→ 當兵

1.  體檢（台灣）
原本體檢時是應該沒有學籍才可以開始跑整個程序的，不過留學生們只要有回
國即可至區公所安排體檢。而兵種抽籤若人當時在國外則可委託家人代抽。但
是發兵單的時間必須是已休學且人在國內時才會發放。

2.  兵役證明（早大）
早大的兵役休學原本應是針對韓國人設計的，因此原則上需要提出兵單才可以
開始申請，但是學長也多以簽切結書的方式申請（「我一定會去當兵」）事後
再補上證明。

兵役問題

早稻⽥⼤學台灣留學⽣會 #3



來日後手續辦理

辦理以下兩項作業時需要日文名字和在留卡，申辦前可先查詢自己名字的片假名拼音。
住民票
在日本有確切住所後，請至區役所或市役所辦理戶籍遷入。（往後搬家也要到原居
住的區役所或市役所辦理遷出，到新住處的區役所或市役所辦理遷入）
成功遷入後必須申辦數張住民票，並交一張給學校各學部辦公室。（住民票是證明
有效住址的文件，各學部需要此份文件確認學生証後面資料是否正確，其餘部分之
後申辦手機時會用到）
到MyWaseda首頁左側分欄的View/Update your own profile更新自己的住址

健保
一樣在區役所或市役所辦理（不同樓層，建議備妥住民票相關資料一同申辦)。
第一次辦理時要帶學生證或入學證明，才能辦理學生減免。
每個月至便利商店繳錢或利用銀行自動轉帳功能進行扣款。（如果沒有辦理自動轉
帳，健保繳費單也能在超商一次付清，只是自動轉帳會比較便宜一點。）

My Number
可以申請My Number Card，申辦之後可以使用很多種線上服務。
在網站上登記後，區役所會寄表格到家裡，並打電話跟你確認至區役所領卡的時
間，之後再在約定時間帶著申辦文件及填好的表格至區役所領卡。

帳戶
開戶注意事項：以下限制與條件會因時段及分行而有所變動，請有「前往銀行卻無
法辦理成功」的心理準備。盡量是離住處較近的銀行辦理，成功率比較高。
攜帶已登記住址的在留卡和印章（印鑑，いんかん、実印，じついん）。以下分為
兩種帳戶：
郵局：學校會要求開設帳戶 (口座，こうざ) ，以供學費扣款與轉入獎學金使用。
較無開設限制比較好辦，建議先辦理。⋅  開完帳戶後，先領到存摺 (預金通帳，
よきんつうちょう)，提款卡 (キャッシュカード) 會於數週後寄至你所填寫的
住所（提款卡可以選擇有信用卡或是suica功能的）。
半年內不可海外匯款。

銀行：規模較大的銀行如下：三菱東京( みつびしとうきょう ) 、UFJ、三井住
友 ( すみともみつい )、みずほ、りそな等。
大部分要求需居住滿六個月才可開設帳戶。
會要求有一定的日文水準才可開戶。可請日本人同學、會日文的學長姐陪同前
往辦理。可以先準備一些簡單日文再去開戶。若不會日文且無人陪同，可強調
自己看得懂漢字，能讀懂合約規則（但銀行會讓你開的機率不高）。
對於剛入學的新生早大也會有銀行辦理的說明會，有需要的請務必留意。
需要聯絡方式。
開完帳戶後，會先領到存摺 （預金通帳），提款卡亦會於數週後寄至你所填寫
的住所。
開完戶後即可海外匯款。

戶政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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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日後手續辦理

注意事項：申辦時須攜帶在留卡、存摺 （預金通帳）。
申辦時間較長，須預留足夠時間。合約部分一般都是兩年合約。
大多數店家都有會說中文的工作人員，若擔心日文程度問題可以請他們幫忙。以下分為
兩種電信：
一般電信：規模較大的電信如下：docomo、au、softbank（以下特點參照
au）
訊號比較docomo >au > Softbank網路使用量有常見的7GB/5GB及其他方
案，每月超過流量就會減速。
部分選配服務可以在一段時間後取消，卻可以大幅拉低合約期間的月租費；另
也有部分選配服務一開始不用錢，卻在一段時間後會開始收費。簽約請多加留
意。

其他電信以下參照line mobile
非三大電信，不過主打使用SNS社交網站不算網路費。（詳細有公佈在官網
上）
不會有sim卡鎖機問題，省下許多辦卡綁機的麻煩。
辦理line mobile需要信用卡，若沒有家長副卡的話，可能要先申辦生協的早
稻田大學聯名卡 （詳細請見生協）

使用校內設備、辦理定期券、利用學生福利時，證明學生身份的文件。
入學式當天拿到，確認正反面的資料皆正確，如有錯誤請至各學部辦公室辦理。
背面有學號、姓名、住址、通勤定期等資訊的學生證貼紙 (以下簡稱貼紙)。貼紙上的年
份印記將影響證明的效力，請記得在每年春學期開始至各學部辦公室領取新貼紙。

定期券 (ていきけん)：通勤學生身份購買、以期間計算的票證，使用pasmo。
憑學生證及在留卡至較大的車站辦理。ex: 距離學校最近的高田馬場站 (たかだのば
ば，地鐵東西線早稻田站往西一站) ，可辦理東京地鐵、JR、西武線等票券。若是JR系
統在車站內尋找「みどりの�口，みどりのまどぐち」; 若是東京地鐵系統，尋找「定
期券うりば」; 若是西武系統，尋找「西武乘車券センター」。
在此有效期間可無限次搭乘指定區內的各站，也可儲值使用其它服務。
定期券期限有分一個月、三個月、六個月不等，使用定期券所需的價格大約比平時正常
買票便宜7~8折。
腳踏車：從wish 到早稻田戶山(文、文構)校區約20-25 分鐘 / 到理工校區約15分。
購入腳踏車類型推薦：

平把公路車(クロスバイク)價格約¥50,000上下
彎把公路車(ロードバイク)價格多¥70,000以上＊特別推薦理工校區的學生購
入自行車，因為用定期券也只能坐到高田馬場還要走一段路，整體通勤時間會
拉到35分鐘。

優點：
更為經濟的選擇 → 兩年份的定期券價 ¥74,120（高於一台平把公路車均價
¥50,000）
可避掉擁擠的上下班（學）人群
可以更快到達學校（自身經驗最快13分鐘從中野抵達本校區）

缺點：
下雨天或下雪天不能騎

手機申辦

學生證

通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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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WISH  (Waseda  International  Student  House)
交通方便，距離車站約步行10-15分鐘，到早大本校區步行加搭車時間約30-40分鐘
二樓有公共澡堂、健身房、音樂室等多種設施可以使用。
不供餐 ; 對煮飯有興趣的人，公用廚房很大，可多加善用精進廚藝。
4人為一個unit，每人一間的獨立房間，可與室友練習日文、交朋友，也可享有自己的
空間。
早大目前設備與活動最齊全的國際學生宿舍，入宿的前幾週會舉辦新生活動，有助各位
認識同為早大新生的日本人以及各國留學生。
定期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 (聖誕晚會、萬聖節晚會、運動會、各樓層自己的交流活動
等等)。
一週要去一次SI program。限制有點多，不能抽菸不能喝酒，但沒有門禁。
一個月¥53000包水電網路，冬暖夏涼冷暖氣無限制。
合約為一年半或兩年，大家可以自由選擇，如有留學需求，建議選擇兩年合約。
房間隔音差 ; 如遇到室友生活習慣較差，公共空間會很髒亂。

交通方便程度因地理位置而異，多數較遠的WID到早大本校區至少40分鐘以上。
大部分都有供餐，但國定假日、午餐皆不提供。
月費依寮不同有高低之分，約在¥70000-100000之間。
大部份皆設有門禁 （時間因寮而異，約為12:00 / 1:00），不過也有無門禁的宿舍。
(多為男子寮) 。

相當傳統的日式男生宿舍，建議給有想要深刻體驗日本宿舍文化的學弟們申請。
在住者95%是日本人，依寮不同有約5-15個外國留學生，對於日文進步相當有幫助。
離早大本校區10-15分鐘 (依學部館不同有差異) 步行路程。
獨棟食堂與公共澡堂，每天供給早晚餐 (食券兌換)。在宿舍吃午餐只要¥300。
和敬塾每月也有不同的文化體驗。EX:  坐禪、劍道、騎馬戰... 等富有日式文化的活
動。
抽菸需在指定地方、評估自己不要爛醉的情況下喝酒沒有問題。
基本上沒有門禁，不過23點後大門會關閉，要走側開小門 （寮前門也會鎖上要走後
門）
月費依寮不同有高低之分，約在¥90000-97000之間，包水包電。
網路費的部份，會以季費計算。LAN Cable 跟無線分享器要另外買。
有任何手冊上不明白或者其他的問題歡迎詢問 戴嘉德 學長。
和敬塾官網 http://www.wakei.org/
入寮申請書英文版 http://www.wakei.org/english/form.html（詳細說明網站上
都有）

須盡快至原居住地的區役所/市役所辦理遷出並在14天內至新住處的區役所或市役所辦
理遷入，同時前往My Waseda首頁左側分欄點選View/Update your own profile
更新住址。
更新住址後需前往各學部辦公室領取新的學生證背面貼紙表示已更改住所資訊。
所有填寫舊住址皆須更改 (ex: 健保、郵局、銀行、手機、信用卡、網購... )。
可至郵局辦理轉居申請 (転居届，てんきょとどけ)，寄到以前住址的信件，將在1年內
免費轉寄至新的住址。

WID (Waseda International Dormitory)

和敬塾

搬家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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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生協（せいきょう）
繳交¥15000 即可加入生協會員，畢業時會歸還此金額。生協也與信用卡公司推出早
稻田大學聯名卡（以下簡稱早大卡），有帳戶＆生協會員即可申辦。
早大卡免年費月費，到期月份為畢業時間，有四家公司可以選擇，到生協拿表格填完
寄出即可。很多日本演唱會會規定要刷日本信用卡才可以購買，且日本信用卡不會像
用台灣的卡刷日幣要手續費，所以很方便。
持有國際學生證可享有購買國際學生機票等等優惠，效期為一年半。
開學時學校的新生說明會會發一堆生協保險單，可以都不要繳。
1F：販賣食品、文具、早稻田大學相關週邊產品等等。
B1F：教科書販賣，出示會員證即可享有九折優惠。
2F：申請各項代辦櫃檯（國內旅遊、票券、駕訓班、生協會員、早大卡、國際學生證
等）

提供社團活動的部室、健身房等等設施。
健身房須申辦會員卡，憑學生證、健康卡、證件照一張及¥3000入會費即可辦理，使
用期限為一年。（*健康卡：入學時會進行健康檢查）

設於三號館，增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場所，每個月有各種不同的活動可以參加。
每學期有Language Exchange Program，可選擇交換語言，互相幫助、交朋友。
Instagram帳號：iccwaseda，會不定期發系列活動照片與文章。

國際性社團 （ex: WIF、虹の会等等）
主要由外國人和一些喜愛和外國人交朋友的日本人所組成。
對於日文程度還不夠有自信的人是很好的選擇。
可以幫助你和日本人交朋友，也是一個練習日文的好機會。

非國際性社團
也就是早大一般的社團，主要由日本人組成，有時可能會有少數的外國人。
對於想要進入全日文環境並且體驗日本典型社團文化的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自己很有可能會是社團裡少數的非日本人，有時候難免壓力會有些大或是有難以
融入日本人的問題。
關於社團的詳細資訊，詳見每年的Milestone。除此之外，上網搜尋早稲田大学
公認サークルガイド也可以找到學校官網對各社團的介紹，對於歡迎或已經有外
國人的社團也會有特別標示。

學生會館

國際社群中心（ICC）

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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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生活

Milestone

新生入學後自動成為早稻田大學台灣留學生會(WTSA)成員。創立宗旨在促進在
日台灣學生之間、以及對外的交流與認識。
學生會幹部包含正副會長、宣傳組、活動組、秘書組、以及器材組；每年末舉
辦會長遴選並開放申請成為幹部。所有人都有機會參選或加入幹部。加入學生
會是累積舉辦活動、團隊合作、統籌策劃等經驗的契機，同時也是擴展人脈的
機會。
秋學期初即有新生合宿(09/17-09/18)，誠摯邀請各位新生們參加。學生會也
會在一年內舉辦如打工.留學.租屋交流、制服日、國際交流、新生說明會、忘年
會、他校交流等活動。
下禮拜（08/12）將舉辦小運動會！

台灣留學生會（WTSA）

提供學生選課參考的問卷及書本。
學校旁書店有販賣日文版，內容包含各學部課程、內容有趣度、拿分難易度等等
項目。
WTSA會在每學期製作各學部的問卷調查，蒐集所有人的意見後並統整，內容包
含大家對於該課程的滿意度、教授的授課滿意度、拿分滿意度等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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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日本語 （簡稱綜日）綜一～綜四，一週五堂課，包含聽力、會話、閱讀、寫
作。
集中日本語 （綜ㄧ、綜二），一週十堂課。
綜五以上，一週三堂課，著重在寫作與更高程度的日文運用能力。
主題課：依據不同主題、級別、課程內容等項目進行一週一次，學習量相對較少
的單科式教學。
J-CAT (Japanese Level Check Test) ：
選課前測驗了解自己的日文程度， 一共分為1到8級。
依照成績結果，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日文課程。

日文課程



附錄

一年行事曆
1月  新年、成人式       7-8月 花火大會
2-3月  春假               8-9月      暑假（開學日→ 9/25）
4月  賞櫻                 10月底    涉谷萬聖節Cosplay
5月  黃金週、早慶戰    11月 早稻田祭 (11/3、11/4)
6月  文化祭               12月底   冬假、Illumination 

詳情請見WTSA Weebly

至app store 、android 系統搜尋WASEDA 、早稲田
可查詢圖書館借書資訊、電腦教室使用情形、校區間公車、校內地圖、學校行事
曆、公開演講資訊、ICC情報等等。

乗換navitime
yahoo！乗換案内
駅探、駅から等乗換案内

政治經濟學部事務所：三號館十樓
國際教養學部事務所：十一號館四樓
社會科學學部事務所：十四號館三樓
文化構想學部事務所：三十四號館一樓 (戶山校區)
理工學部綜合事務所：五十一號館一樓 (西早稻田校區)
日文教學中心辦公室：二十二號館四樓
中央圖書館：十八號館
行政庶務事務所：七號館一樓
健康中心：二十五之一號館一樓、三號館一樓
國際社群中心（ＩＣＣ）：三號館一樓
生活協同組合（簡稱生協）：十七號館地下一樓、一樓、二樓
學生會館：三十號館 (戶山校區)
W Space：七號館一樓

早大附近美食一覽

早大app介紹

地鐵轉乘app

校區各棟建築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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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早稻田大學台北國際交流中心：
10485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123號5樓 (新光大樓)

 日本交流協會：
10547 台北市松山區慶城街28號通泰商業大樓
80272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87號南和和平大樓九樓、十樓

早稻田大學本校區：
169-8050 東京都新宿區西早稻田1-6-

早稻田大學西早稻田校區：
169-8555 東京都新宿區大久保3-4-1

早稻田大學戶山校區：
169-8050 東京都新宿區戶山1-24-1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108-0071 東京都港区白金台5-20-2

品川入國管理局：
108-8255 東京都港区港南5-5-30

台灣重要地點地址

日本重要地點地址

早稻⽥⼤學台灣留學⽣會#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