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交換生「專題研究」論文/作品題目參考 

第十屆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 

金想容 

05150○08 侯○任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ビジネス記録―学校で鶏肉飯を一か月に販売する                                                                                

（中）小型商業模式紀錄 

      —我不是在做雞肉飯，就是在前往雞肉飯的路上             

2 05150○10 鄭○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中国語自習教材「一起學華語吧!」                                                                                

（中）中文自學教材「一起學華語吧!」                   

3 05150○01 張○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御朱印について京都に旅行しよう                                                                               

（中）跟著御朱印去京都旅行吧！                                      

4 05150○08 黃○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ニナ食べる通信                                                                                

（中）Nina 食通信                              

5 05150○40 賴○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微笑み、情熱、積極性―親善大使になること                                                                             

（中）微笑、熱情、主動―成為親善大使的故事 

6 05150○42 顏○婉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台湾で調べた腐女子に対する態度                                                                                

（中）日本及台灣大眾對腐女的態度 

□作品，作品名稱：                         

7 緒方智幸 05150○25 蔡○妤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語の言語意識研究 

      ―台湾の大学生に対する台湾語イメージ調査                                                                                

（中）台語的語言意識研究—台灣大學生對台語的印象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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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緒方智幸 

05150○23 陳 ○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語の言語意識研究 

      ―台湾の大学生に対する台湾語イメージ調査                                              

（中）台語的語言意識研究-台灣大學生對台語的印象調查 

□作品，作品名稱： 

9 05150○26 蔡○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詩集≪過去を想う人≫                                                                                

（中）詩集≪戀舊的人≫   

10 05150○51 何○瑜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アニメーション映画―宮崎駿と新海誠の作品比較―                                                                               

（中）動畫電影―宮崎駿與新海誠的作品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11 05150○44 胡○妮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山桜ノ下の幻想奇談》—短編小説翻訳                                                                                 

（中）《山櫻樹下的幻想奇譚》—短篇小說翻譯 

12 

工藤節子 

05150○09 蔡○妮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自学初級文法理解ツール                                                                                

（中）自學用初級文法    

13 05150○11 胡○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友達と続けて話したいあなたへ 

      ―日本人のための中国語口語練習札―                                                                               

（中）給想要跟朋友一直說下去的你―給日本人的中文口語練習本―                              

14 05150○40 龔○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希望を積み込むケータリングカー大学生起業                                                         

（中）乘載希望的餐車―大學生創業                                     

15 05150○44 伍○澄 

論文，論文題目： 

（日）香港の反送中事件の報道の表現分析 

      ―台湾の四つの新聞の分析から                                               

（中）以香港反送中事件新聞分析台灣四家新聞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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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工藤節子 

05150○48 李○茵 

論文，論文題目： 

（日）教育部オンライン学習支援計画―現状分析と改善点                                                                                

（中）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的現狀之分析及改善   

□作品，作品名稱： 

17 05150○49 劉○韻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の商品文型説明書                                                                      

（中）日本商品句型說明書                             

18 05150○06 林○曼 

論文，論文題目： 

（日）大学生の 228 事件に対する印象と知る態度                                                                                

（中）大學生對二二八事件的印象及態度    

□作品，作品名稱： 

19 05150○14 蘇○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仮想通貨の攻略                                                                                

（中）虛擬貨幣攻略       

20 05150○19 馬○茹 

論文，論文題目： 

（日）外国人労働者に対する差別行為の考察 

      ―アンケートと新聞の報道がら―                                                                               

（中）在台外籍移工所面臨的歧視問題之探討 

      ―從問卷調查與新聞報導來看—   

□作品，作品名稱： 

21 04150○24 李○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Not Today, One Day                                                                                 

（中）Not Today, One Day         

22 04150○50 戴○格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中 Goshare 共有スクーターの導入提案 

      —シェアリングエコノミーよる省エネ及び資源削減の視点から                                                                                 

（中）台中導入 Goshare 共享機車之提案 

      —由共享經濟下的節能與資料削減層面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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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黃美慧 

05150○12 黃○柔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中国、日本におけるスマホ決済の発展状況と問題点の

分析                                                                                

（中）行動支付於臺灣、中國、日本的發展狀況及問題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24 05150○17 余○榆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仮面                                                                                

（中）面具 

25 05150○36 劉○圻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二胡を楽しもう                                                                         

（中）一起來認識二胡吧 

26 05150○17 鄭○云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の「高齢者配食サービス」の考察 

      ―台中にある二つの配食団体を例に―                                                                                

（中）台灣的老人送餐服務之探討―以台中兩家送餐機構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27 05150○20 黃○慈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における捕鯨現状                                                                                

（中）日本捕鯨現況   

□作品，作品名稱： 

28 05150○23 黃○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音楽ゲームの世界へようこそ 

      ～台湾と日本の音楽ゲームを紹介する～                                                                                

（中）歡迎來到音樂遊戲的世界～介紹台灣跟日本的音樂遊戲～    

29 05150○29 張○羽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東方美人茶                                                                                

（中）東方美人茶          

30 04150○27 李○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桜美林大学—我がマチダ                                                                                 

（中）櫻美林大學與我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31 黃美慧 04150○41 楊○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と日本の刺青についての歴史                                                                                 

（中）台灣和日本的刺青史        

32 

張瑜珊 

05150○05 江○澐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の跑單幫ガイドブック                                                                                

（中）日本的跑單幫導覽手冊         

33 05150○21 曾○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鶏のストーリー                                                                                

（中）你想雞道什麼    

34 05150○10 黃○羽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鶏のストーリー                                                                                

（中）你想雞道什麼        

35 05150○33 王○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忘却の探索者                                                                        

（中）忘卻的探索者      

36 05150○16 楊○慈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外国労働者に対して中国語教材                                                                                

（中）移工說中文   

37 05150○41 蔡○育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のプロ化へ向けて 

      ―日本バスケットボールの発展史を比較対象として―                                                                              

（中）台灣籃球走向職業化之路―以日本籃球發展史做為比較對象 

□作品，作品名稱： 

38 05150○55 李○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帰らない台湾                                                                                 

（中）回不去的台灣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39 

松永稔也 

05150○13 陳○諠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芸術祭巡り                                                                                

（中）藝術祭巡禮    

40 05150○28 謝○恬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と日本の大学生の食生活の比較と分析                                                  

（中）台灣與日本大學生飲食生活的比較與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41 05150○56 徐○益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中国日本両国における猫への眼差しの比較分析                                                                                

（中）中日兩國對貓態度之比較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42 05150○59 詹○荃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日通用硬筆体 台湾国字と日本漢字を兼ねるフォント                                                                                

（中）台日通用硬筆體 一款台灣國字與日本漢字兼具的字型     

43 05150○13 何○維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日運航路線と地域理解 

―北九州空港の台北線を事例として―                                                                                

（中）台日航線與地域理解～以北九州機場的台北線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44 05150○46 王○雯 

論文，論文題目： 

（日）どのように外国人観光客を台湾に誘致するのか 

      —高雄市を事例として                                                                                

（中）如何吸引外國人來台灣觀光—以高雄市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45 05150○58 郭○庭 

論文，論文題目： 

（日）学齢前幼児への第二言語教育とは良いか 

      ー台湾幼児英語教育の現象、政策について                                                                                 

（中）學齡前兒童外語教育是好的嗎？—幼兒英語教育現象及政策                            

□作品，作品名稱： 

46 04150○45 李○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あの日、東海大学日本語学科で人気がある仕事ガイドブック                                                                                 

（中）那些年東海日文系的熱門行業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7 

林珠雪 

05150○32 賴○榆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日防災システムと対策の比較研究 

      ―台湾の小林村と日本の野迫川村の事例分析を中心に―                                                                                

（中）台日災害防救系統之比較研究 

      ―台灣的小林村與日本的野破川村的事例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48 05150○34 吳○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古代の化妝術                                                                        

（中）日本古代化妝術的變化    

49 05150○54 葉○綺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中国語自習教材「一起學華語吧！」                                                                

（中）華語自學教材「一起學華語吧!」   

50 05150○22 葉○惠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日のインディーズ音楽の紹介                                                                                

（中）台日獨立音樂之介紹      

51 05150○36 陳○瑾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日地方創生の比較研究 

      ―東吉野村と竹山小鎮の事例研究を中心に―                                                                                

（中）台日地方創生―東吉野村與竹山小鎮的事例探討   

□作品，作品名稱： 

52 04150○28 洪○瀚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夜に嫌われたな                                                                                 

（中）被夜晚討厭了啊      

53 04150○62 王○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民族融合の隙間－「漢民族」と「先住民」                                                                                 

（中）民族融合的縫隙－「漢民族」和「原住民」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54 

黃淑燕 

05150○06 林○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中刑務所‧台中刑務所演武場‧台中刑務所典獄官舍‧台中刑務 

      所官舍區浴場の発展                                                                                

（中）台中刑務所‧台中刑務所演武場‧台中刑務所典獄官舍‧台中刑務    

      所官舍區浴場的發展       

55 05150○31 劉○伶 

論文，論文題目： 

（日）東野圭吾と宮部みゆき 

      ―『スナーク狩り』と『さまよう刃』を例に―                                               

（中）東野圭吾和宮部美幸的寫作風格分析 

      ― 以《獵捕史奈克》與《徬徨之刃》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56 05150○53 雷○霞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夢遊者日記                                                                                

（中）夢遊者日記    

57 05150○07 黃○瑀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の掃除物語                                                                                

（中）我的清掃故事    

58 05150○28 邱○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憶起                                                                                

（中）憶起    

59 05150○48 游○芊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の文化資産の再生利用 

      —高雄駁二芸術特区と台中 20号倉庫の発展                                                                                 

（中）台灣文化資產的再生利用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與台中 20號倉庫的發展                   

□作品，作品名稱： 

60 04150○49 薛○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脚本家‧坂元裕二 彼のドラマ作品について                                                                               

（中）腳本家‧坂元裕二 關於他的日劇作品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61 

黃淑燕 

1021○28 陳○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コケの上に咲いた桜                                                                                 

（中）在苔蘚上盛開的櫻花     

62 1021○47 謝○霖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時代台湾人が満州に対する印象と移住する理由                                                                                 

（中）日治時代臺灣人對滿洲之印象與移住滿洲之理由        

□作品，作品名稱： 

63 

笹沼俊曉 

05150○01 謝○亦 

論文，論文題目： 

（日）現代においてなぜ学歴が失業率と繋がっているのか 

      ―台湾、日本の比較                                                                              

（中）現代中為何學歷會牽涉到失業率？—台灣與日本的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64 05150○02 范○維 

論文，論文題目： 

（日）外国人 Youtuber 視聴者の人口特徴とその利用動機における 

      調査                                                                                

（中）外國人 Youtuber 使用者之人口特徵與使用動機調查 

□作品，作品名稱： 

65 05150○20 郭○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短編小説≪ビー玉≫                                                                       

（中）短篇小說《彈珠》    

66 05150○42 黃○珊 

論文，論文題目： 

（日）現代台湾の若者における Instagram に対する意識                                                                                

（中）現代臺灣年輕人對於 Instagram 的意識調查   

□作品，作品名稱：  

67 05150○55 胡○薇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中国におけるロリータファッション                                                                                

（中）蘿莉塔次文化在中國的發展            

□作品，作品名稱：  

68 05150○33 張○祺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って、共依存かも？                                                                                

（中）我可能有互累症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69 

笹沼俊曉 

05150○39 洪○華 

論文，論文題目： 

（日）教科書中の対日認識は台湾人意識に対する影響と形成                                                                                

（中）教科書中的對日認識如何影響「台灣人」意識及形成           

□作品，作品名稱：  

70 05150○56 蔡○澄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中国大陸オフィシャルシティプロモーションビデオの問題 

      分析と同質化現状研究                                                                                

（中）中國大陸官方城市宣傳片問題分析與同質化現狀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71 04150○37 黃○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2.5 次元ミュージカルについて                                                                                 

（中）2.5 次元音樂劇            

72 04150○34 陳游○澤 

論文，論文題目： 

（日）難民問題—台湾人はどう思うのか—                                                                               

（中）難民問題—台灣人怎麼想— 

□作品，作品名稱： 

73 1001○18 辜○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ノベルゲーム：成長                                                                                 

（中）文字冒險遊戲：成長         

74 

林嘉惠 

05150○03 郭○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舞踊を知る                                                                                

（中）認識日本舞踊      

75 05150○14 林○璿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彼らの立場、あなたは知っていますか？                                                                                

（中）牠的處境你知道嗎?                    

76 05150○45 林○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專題研究の意義                                                                                 

（中）專題研究的意義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77 

林嘉惠 

05150○45 沈○喬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エイズをどうやって予防するかと PrEP を認識する                                                                                

（中） 了解如何預防愛滋與認識 PrEP       

78 05150○49 林○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職場体験 in 沖縄                                                                                 

（中）職場體驗 in 沖縄                                             

79 

大西仁 

05150○18 林○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多様化ダイニングテーブル  

      台湾と外国食文化の違いと料理の作り方を見つける                                                        

（中）多元化餐桌 探討台灣與外國飲食文化差異和料理作法                                                  

80 05150○29 楊○嘉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ジブリの作品について                                                                    

（中）關於吉卜力作品            

□作品，作品名稱：  

81 05150○46 謝○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語と茄子蛋                                                                        

（中）台語跟茄子蛋 

82 05150○30 李○倢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漫画というイメージを探そう                                                                                

（中）尋找台灣漫畫的印象        

□作品，作品名稱： 

83 05150○35 陳○羽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値切りすることは何が恥ずかしいのか。                                                                                

（中）為什麼殺價會難為情？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84 

大西仁 

05150○53 尤○溫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中国語自習教材「一起學華語吧!」                                                                                

（中）中文自習教材「一起學華語吧!」     

85 04150○17 侯○婷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ノルウェイの森—「井」について                                                                                 

（中）挪威的森林—關於「井」的意象    

□作品，作品名稱： 

86 04150○31 張○柔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式」カフェから見る台湾人の「日式」イメージ                                                                                 

（中）「日式」咖啡中的台灣「日式」意象    

□作品，作品名稱： 

87 03130○59 何○霖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俗世間.は過去の如き、逝く者は斯くの如き                                                                   

（中）塵寰如故，逝者如斯         

88 

蕭幸君 

 

05150○07 劉○瑄 

論文，論文題目：     

（日）空気を読むことについての考察―ドラマ『凪のお暇』から―                                                                              

（中）關於察言觀色文化的探討—從日劇『凪的新生活』來看— 

□作品，作品名稱： 

89 05150○22 李○靜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わたし、定時で帰ります。』を通して見る日本職場の残業 

      現象と過労問題                                                                                

（中）透過日劇《我要準時下班》來看日本職場加班現象及過勞問題         

□作品，作品名稱：  

90 05150○30 詹○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クリムトと私                                                                                

（中）克林姆與我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91 

蕭幸君 

05150○57 伍○瑋 

論文，論文題目： 

（日）鉄腕アトムに込められた手塚の思想 

      —アニメ第一作（1963）と第二作（1980）の違いから考える                                                                                

（中）鐵臂阿童木中內涵及其思想的演變 

      —以動畫 1963 年版和 1980年版為考察對象                

□作品，作品名稱：  

92 05150○03 王  ○ 

論文，論文題目： 

（日）≪断捨離≫家から人生までの整理課程                                                                     

（中）≪斷捨離≫從居家到人生的整理課                  

□作品，作品名稱：  

93 05150○15 陳○璇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中身のない IP企画展―IP企画展の問題について                                                                               

（中）沒有靈魂的 IP展―IP 展的問題                

□作品，作品名稱：  

94 05150○24 連○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ザデザイン                                                                                

（中）THE DESIGN   

95 05150○31 王○芬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たち                                                                                

（中）我們 

96 

北川修一 

05150○04 徐○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猫の食べものレシピ                                                                                

（中）與貓共食      

97 05150○37 趙○竣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スマホ決済の比較—台湾と日本の中心に                                                               

（中）行動支付比較—以台灣及日本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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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北川修一 

05150○39 洪○瑋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スペシャルティコーヒーに関する研究 

    （日本におけるスペシャルティコーヒーの現状について）                                      

（中）精品咖啡相關研究（以在日本精品咖啡的現狀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99 05150○09 李○哲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中展示スペース散策                                                                                

（中）台中展覽空間散策    

100 05150○18 楊○崴 

論文，論文題目： 

（日）知覚リスクが知っているの？ 

      ―台湾の百元販売機と、日本の福袋を対比する                                                                                

（中）知覺風險知不知？—以台灣百元販賣機和日本福袋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101 05150○38 廖○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希望を積み込むケータリングカー大学生起業                                                                                

（中）乘載希望的餐車―大學生創業            

102 04150○11 歐○宏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スタートラインを踏み出した eスポーツ                                                                                 

（中）跨出起跑線的電子競技 

□作品，作品名稱： 

 

 

 

 

 

 

 

 

 

 

 

 

 



交換生/其他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 林珠雪 04150○22 劉○源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大歩危峡まんなかでのインターンシップ日常一期生からの 

      雑談 

（中）大步危曼納卡實習日記初代的閒聊 

2 林珠雪 04150○22 李○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愛の最初 

（中）所愛之初 

3 大西仁 04150○29 陳○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変な日本語探し及び優しい多言語社会作りのための情報発信 

（中）探尋怪日文及推動友善多語言環境之概念推廣   

4 工藤節子 04150○38 陳○臻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人大学生と日本大学生の友人構築 

（中）台灣大學生與日本大學生之友誼建構 

□作品，作品名稱： 

5 緒方智幸 04150○44 陳○翰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と台湾における音楽配信サービス「SPOTIFT」の使用状況 

      とマーケティング 

（中）日本與台灣的串流音樂軟體 SPOTIFT 的使用狀況與行銷策略 

□作品，作品名稱： 

 

 

 

 

 

 

 



當期交換生（未發表）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 

金想容 

05150○34 彭○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君の知らない家紋                                                                                

（中）你所不知道的家紋             

2 05150○43 李○伶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百人一首～夏の歌と冬の歌                                                                                

（中）百人一首～ 夏之歌與冬之歌中譯插畫集              

3 05150○51 楊○燊 

論文，論文題目： 

（日）仮面ライダーの変遷—昭和と平成の比較—                                                                                 

（中）假面騎士的變遷—昭和年代與平成年代的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4 緒方智幸 05150○04 王○緹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麦本三歩の好きなもの―翻訳（第 1－6 章）                                                             

（中）麦本三歩喜歡的東西―翻譯（第 1-6 章）                         

5 大西仁 05531○42 蕭○凡 

論文，論文題目： 

（日）黃氏寶桃〈感情〉における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描写と内台共婚

背景                                                                                 

（中）黃氏寶桃〈感情〉中的身份認同描寫及內台共婚背景   

□作品，作品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