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屆「專題研究」論文/作品題目參考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 

北川修一 

10105 陳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ようこそ！コーヒーの世界                         

（中）歡迎來到咖啡的世界                               

2 10105 鄭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星空博物館》を翻訳―序幕と第一展示室         

（中）翻譯《星空博物館》－序幕與第一展示室          

3 10133 洪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ライトノベル                                

（中）輕小說  

4 10138 何恩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衰退的台灣影視 不一樣的華劇。一把青           

（中）衰退的台灣影視 不一樣的華劇。一把青 

5 10037 林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ミニアルバムーEVERGREEN                         

（中）迷你專輯－EVERGREEN   

6 

蕭幸君 

10113 蔡錚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動け！奥少年 高雄メトロでの旅                      

（中）動起來吧！奧少年 高雄捷運之旅 

7 10148 林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動け！奥少年 高雄メトロでの旅                      

（中）動起來吧！奧少年 高雄捷運之旅 

8 10125 倪雅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が欲しいのはただ一本の骨じゃない                   

（中）我想要的不只是一根狗骨頭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9 

蕭幸君 

10128 黃筠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の腐女子は本当に自分を隠すか                

（中）台灣的腐女是否會隱藏自己  

□作品，作品名稱： 

10 10135 陳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スニーカー文化                                 

（中）球鞋文化   

11 

緒方智幸 

10101 賴仁 

論文，論文題目： 

（日）大学生の恋愛観・台日比較研究～アンケート調査を通して  

（中）台日大學生的戀愛觀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12 10114 王欽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鉄道探索                                      

（中）台灣鐵道探索    

13 10119 許恩 

論文，論文題目： 

（日）性格と学習スタイルの関係研究―東海大学学生のケースから 

（中）性格與學習風格之關聯性探討－以東海大學學生為對象 

□作品，作品名稱： 

14 10126 張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新竹カフェ紹介  経済発展と新竹カフェ                

（中）介紹新竹咖啡廳  經濟發展與新竹咖啡廳     

15 10142 王竣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嘉義公園ガイドブック KANO から嘉義の文化へ-         

（中）嘉義公園導覽書  從 KANO 到嘉義的文化 

16 工藤節子 10114 陳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面白い！中国語！                              

（中）真有趣啊！中文！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7 

工藤節子 

10136 翁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気楽に台湾の流行語を学習しよう！               

（中）輕鬆地學習台灣的流行語吧！ 

18 10113 張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語新米家庭教師の道                               

（中）日語小新米的ＳＨＩＮ路歷程 

19 10137 衛伊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食べたら、幸せになる レシピ                 

（中）饗幸福 食譜    

20 10145 葉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仙台南，dai 好きー台南市と仙台市の絆                 

（中）愛。仙台南－台南市與仙台市的羈絆  

21 10151 黃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ハードコア」ミュージック体現                       

（中）我的硬核音樂體現  

22 10007 陳葶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実例で学ぶ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ストラテジー（CS）    

（中）從實際對話例看外國語溝通策略  

23 

王怡人 

10131 施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flash 動画で台湾の迷信と禁忌を紹介する            

（中）flash 動畫－台灣的迷信跟禁忌  

24 10134 劉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絵本―モンスターとキキ                      

（中）兒童繪本－怪獸與小奇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25 

王怡人 

10143 林鈺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中国語チューター記録報告書 中国へ留学する日本の大学生を対象に行った会話練習 

（中）中文教學紀錄報告書 針對即將到中國留學的日本大學生所執行的口說練習計畫        

26 10159 李施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日本留学の記録                         

（中）台灣，日本留學記    

27 10109 王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天皇の料理番』案内書                              

（中）電視劇《天皇的御廚》導覽書    

28 10131 陳佑 

論文，論文題目： 

（日）鳥取観光の現状・問題とこれからー台中との交流を中心にー  

（中）鳥取觀光的現狀．問題與未來展望－以和台中的交流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29 10021 林樺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ハウルの動く城から自我探索する            

（中）從霍爾的移動城堡探索自我   

30 10026 陳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同性愛者を認識（性的指向の自己探索）         

（中）認識同志－性向的自我探索 

31 

黃美慧 

10102 王矜 

論文，論文題目： 

（日）夜型人間と深夜の店について                  

（中）夜貓子與深夜營業店家關聯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32 10135 米文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一般大衆の同性結婚への認知や受け方について       

（中）一般大眾對於同性婚姻的認知以及接受程度之調查 

□作品，作品名稱：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33 

黃美慧 

10146 甘詞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灣生回家―テキストと映画の異同について               

（中）灣生回家－小說和電影的比較  

34 10151 江筠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入墨---IREZUMI---                      

（中）入墨---IREZUMI--- 

35 10107 賴彥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高雄のライトレールを知ろう                           

（中）認識高雄輕軌   

36 10121 卓貞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魚池紅茶                                        

（中）魚池紅茶   

37 

松永稔也 

10120 王嫻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における「おネエ」タレントブームが視聴者にあたえる影響

 ―日本のバラエティ番組のつくるイメージを通してー     

（中）解析日本綜藝節目中的「男大姐」風潮之影響      

□作品，作品名稱： 

38 10133 楊鈞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大人になりましょう～仕事『大人のマナー常識 513』の抄訳の試み 

（中）成為大人吧～工作、節譯自「大人的禮儀常識 513」   

39 10139 李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空」から見たあの世界。チャイナエアラインとエバー航空を例に   

（中）從「天空」看到的世界。以中華航空及長榮航空為例 

40 10108 余羚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From Light to Eye and 愛                                 

（中）From Light to Eye and 愛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1 

松永稔也 

10147 張瑋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豚肉はどこから来た？                                 

（中）豬肉從哪裡來？  

42 10156 廖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食いしん坊―日本の駄菓子編                           

（中）貪吃鬼之日本傳統零食篇  

43 10157 游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ワンちゃんとの繋がりを築こう！-ドッグカフェの産業動向と問題点  

（中）狗狗咖啡兩三事  狗狗咖啡產業趨向與問題研究 

44 

林珠雪 

10104 林鈞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女子の不思議な化粧                           

（中）日本女子不可思議的化妝   

45 10116 卓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旬。                                      

（中）旬。   

46 10118 曾超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農食育の発展と現状                               

（中）台灣農食育之發展與現狀  

47 10128 康心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台交流ペットツアー －台湾中部の文化を尋ねる    

（中）台日交流寵物旅行團－中台灣文化探索之旅  

48 10144 簡真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沖繩戦の告白                         

（中）沖繩島戰役的告白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9 林珠雪 10027 羅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農食育の発展と現状                               

（中）台灣農食育之發展與現況  

50 

黃淑燕 

10127 周倫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トレンドドラマから日韓の社会的価値観を考える         

（中）從日韓劇中看兩國的社會價值觀與期望    

□作品，作品名稱： 

51 10132 張容 

論文，論文題目： 

（日）漫画から見る性同―性問題―《放浪息子》を例に    

（中）從漫畫看性別認同－以作品《放浪男孩》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52 10140 林賢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高齢者が生活で自立できる為の運動―ウェイトトレーニング    

（中）讓年長者能夠自主生活的運動－重量訓練  

53 10146 黃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電気料金はなぜ上がるのか                           

（中）為什麼電費會漲       

54 10149 鍾庭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ドラマから見るー女性の恋愛観の変化               

（中）從日劇看女性的戀愛觀變化   

□作品，作品名稱： 

55 10056 盧安 

論文，論文題目： 

（日）同性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合法化についてーフランス、ドイツ、台湾、日本を中心に  

（中）關於同性伴侶合法化－以法國、德國、台灣與日本為中心探討   

□作品，作品名稱： 

56 笹沼俊暁 10150 呂靜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アニメでのイギリス文学の運用『絶園のテンペスト』     

（中）英國文學在動漫裡的應用《絕園的暴風雨》     

□作品，作品名稱：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57 

笹沼俊暁 

10111 陳全 

論文，論文題目： 

（日）東山彰良が語る台湾：『流』を中心に                   

（中）東山彰良筆下的台灣：以『流』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58 10155 李恩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韓国、日本の関係性ー日本統治時代と現代の台日‧韓日の恋愛の比較― 

（中）台灣，韓國，日本的關係性－日本統治時代和現代的台日‧韓日的戀愛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59 

林嘉惠 

10122 陳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シティーで流浪しよう--「城市浪人」の流浪試合の紹介   

（中）在城市中流浪--城市浪人流浪挑戰賽介紹     

60 10127 黃芸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苗栗里地．里山イニシアティブ                       

（中）苗栗里地．里山倡議    

61 10136 蘇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翻訳」日本語は「空気」が決める              

（中）「翻譯」日語取決於「氣氛」   

62 10140 徐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小説翻訳『ゼツメツ少年』                      

（中）小說翻譯《滅絕少年》         

63 10005 張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たなごころの守護                             

（中）守。薪。手心。       

64 10015 陳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跳びはねる思考 会話のできない自閉症の僕が考えていること      

（中）跳躍性思考 無法與人對話的我所想的事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65 林嘉惠 10021 賴妤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一人の食生活についてーぼっち席と便所飯を中心に       

（中）一個人的飲食生活－談「單人席」和「廁所飯」 

□作品，作品名稱： 

66 

大西仁 

10122 謝羽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中寮の草木染め                                 

（中）中寮ㄟ植物染  

67 10129 林霞 

論文，論文題目： 

（日）「博愛座に座らないの？」―人々から見た台湾の博愛座 

（中）「博愛座不坐？」－人們眼中的博愛座          

□作品，作品名稱： 

68 10130 江軒 

論文，論文題目： 

（日）SNS がもたらしたもの～Facebook のニュース記事から   

（中）SNS 所帶來的影響～從 Facebook 的新聞來看    

□作品，作品名稱： 

69 10142 黃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映画史                                     

（中）台灣電影史   

70 10147 林淳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カップルのイチャイチャする行為現状解析               

（中）「唉唷，好閃！」－情侶放閃行為大解析  

□作品，作品名稱： 

71 10023 陳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ラジオ番組「小宇宙音楽タイム」                

（中）廣播節目「小宇宙音樂時間」 

72 古川ちかし 10111 蘇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抹茶研究ノート                           

（中）日本．抹茶研究筆記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73 

古川ちかし 

10115 蔡佳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擬人化アニメのキャラクター、ゆるキャラについて流行現象  

（中）日本擬人化動漫、吉祥物角色流行現象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74 10104 闕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翻訳：『雨の日も、晴れ男』                           

（中）翻譯：「在雨天也依舊晴朗的男人」       

75 10132 楊芸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菩提長青村                                    

（中）菩提長青村    

76 10150 賴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ハリウッド同性愛映画                              

（中）好萊塢同志電影史    

77 9960 劉伶 

論文，論文題目： 

（日）存在しない殺人                                       

（中）不存在的殺人 

□作品，作品名稱： 

78 

紀朝榮 

10102 郭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中東海大学周辺のお薦めレストランと観光スポット     

（中）台中東海大學周邊餐廳與景點推薦   

79 10117 林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沖縄戦の告白                                       

（中）沖繩島戰役的告白     

80 10139 林汝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Mia の手作り料理                             

（中）Mia 的手作料理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81 

紀朝榮 

10148 鍾芮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地元の花蓮人と一緒に遊ぼう 花蓮人しか知らないところをお勧めする   

（中）跟著在地花蓮人一起玩花蓮吧！ 花蓮人的私房景點推薦    

82 10011 呂恒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絕歌》翻訳（中国語）                         

（中）《絕歌》翻譯（中文）   

83 

侯一峰 

10109 吳瑋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陰影の出会い                                 

（中）光影之間   

84 10121 洪如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の化粧文化                                 

（中）日本的化妝文化    

□作品，作品名稱： 

85 10123 游加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夜市の発展                               

（中）台灣夜市的發展  

□作品，作品名稱：  

86 10145 徐筠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The Mysterious Girl―謎の少女                  

（中）The Mysterious Girl―少女，與其身世之謎    

87 10112 陳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の伝統的な米を作った食べ物                     

（中）台灣的傳統米食   

88 10116 林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高雄へ行こう！高雄で遊ぼう！-KRT 沿線のおすすめスポット-   

（中）高捷周邊觀光景點推薦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89  10041 張維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の同性愛を家庭と結婚の面から考え直すー多元成家法案を例として

（中）以婚姻及家庭面重新探討同志－以多元成家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