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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本系成立於民國 81 年(1992 年)，是台灣中部地區最早成立之日本語文學系。

當時北部地區的四所日本語文學系（文化、淡江、輔仁、東吳） 不僅已有相當

之歷史並各具教學特色，亦各自成立傳承其特色的碩士班。本系在成立之初除了

積極地見賢思齊之外，亦考量如何建立自己的特色，並思維日本語文學系在大學

教育中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 

日語教育在本校成立日本語文學系之前，就已付諸實施，當時附屬於外文

系，為全校開設第二外語課程，蓄積有十餘年的豐厚基礎，爰於日本語文學系成

立時，外文系已有 4 位專任日語教師及十多位兼任日語教師，足見當時對於日語

教學的需求。本校有鑒於此一需求方興未艾，為回應時潮發展，遂積極籌劃成立

日本語文學系。除了做更深入的語言學習與探討之外，更重要的是隨著全球化的

進展，期培育更多元且深入的溝通交流人材。本系以此人才需求為出發點，認為

日本語文學系除了訓練學生精通日語之外，尚需做人文素養及獨立思考能力的培

育，並在此一基礎上奠定其溝通交流的能力。惟本系在成立之初，仍難免囿於師

資及學習資源等各種主、客觀條件的制限，僅能在有限的資源下，專注於日語的

教學及有關日本事務之課程，這些年來一直未敢忘記以及輕忽日本語文學系之存

在於大學教育中的使命，其一直是督促我們持續改革教學目標與改善教學方法的

動力。成立迄今，本系團隊歷經無數次的討論與反思，在主、客觀條件逐漸俱足

之下，確立並實踐了今日的教學理念與目標，並在此一主軸理念下，於 95 學年

度（2006 年）成立了碩士班。 

本系所除了重視學生日語之聽、說、讀、寫、譯等的溝通交流能力之外，亦

希望培育學生具備「自省」「獨立思考」「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以期型塑

一位擅長進行「台、日多元文化之溝通與交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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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特色 

大學部 

一、有系統的多元課程安排： 

本系教育目標在培育學生實踐台、日多元文化溝通與交流。為此除語言核心

課程與「多元文化概論」和三門領域概論課程，以及「專題研究」為必修外，設

置多元的知識性、實踐性相關選修科目，涵蓋語言、文化二領域。 

二、導入自律學習體制：建立終身自主學習觀念與習慣。 

三、教學特色： 

1. 結合教師專長及語言能力，多位老師共同開授課程讓課程更充實。 

2. 日籍老師比例高。 

3.每學期募集優秀台、日籍 TA（教學助理）輔導並協助學生學習。 

四、課程實踐性： 

1. 豐富的國際交流： 

A. 遍及日本北海道至沖繩共 38 所日本姊妹校交換留學機會。每年 20-30

名。 

B. 課程內外之多元交流活動：寒暑假赴神戶、岡崎、奈良等地進行 Study 

Tour 等活動。 

C. 日本各大學師生訪系交流活動:甲南大學、奈良女子大學、學習院大學

等校。 

D. 學生線上交流活動：愛知縣立大學、愛知大學、等校 

E. 校外實習：長、短期赴日及校外實習。 

F. 各姐妹校短期語言文化學習營：每年 7 月，70 名。 

2. 發行學生雜誌《花火》，1999 年發行至今。 

3. 師生研究學報：《多元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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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本系教育目標為培育富「台日多元文化之溝通與交流」能力的人才。 

為了深化同學對多語言、多文化裡各語言、文化間之界面的觀察與思辨能

力，本碩士班以台、日為中心，理論性、分析性的探討東亞「跨區域間溝通交流」

（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問題。課程內容規劃為「台日語言溝通領域」及「台

日社會文化領域」兩大領域，並在當中分別呈現「日本語研究」、「台日語言接

觸」、「台日表象文化」、「台日社會交流」等四個主軸。同時為使這些理論的

探討能具有實踐性，本碩士班自二年級開始規劃有與社會實際互動的「活動計劃」

（目前各項活動計劃的實施狀況請參酌本系網頁）。這些活動計劃皆以學生為主

體策劃並進行與社會接軌的各項主題計畫，藉由這些實際的操作讓學生實際經驗

多語言、多文化裡的溝通與交流。 

110 年起，本系更將以昔日有小京都之稱的台中中區為場域，進行各項實地

的歷史人文地產景考察與研究，以在地國際化的模式具體實踐本系教育理念。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大

學

部 

1.培養具日語溝通交流能力之人才 

2.培養具台日多元文化交流能力之人

才 

3.培養具獨立思考能力之人才 

1.日語聽說溝通能力 

2.日語讀寫溝通能力 

3.終身自主學習能力 

4.文化的多元理解．交流實踐能力 

5.自省．獨立思考能力 

6.歸納．表達能力 

碩

士

班 

1.培養具台日多元文化交流能力之人

才 

2.培養具獨立思考能力之人才 

3.培養具研究能力之人才 

1.宏觀的歷史認識能力 

2.多元溝通方式的認知能力 

3.交流活動之企劃．實踐能力 

4.自省．獨立思考能力 

5.歸納．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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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本系是台灣中部地區最早成立之日本語文學系，並於 95 學年（2006 年）成

立碩士班，101 學年（2012 年）更為配合本系教學特色，更名為「日本語言文化

學系」，是全台灣唯一將語言文化並列的日文系所。 

為因應時代的變遷和全球化下對於多元文化溝通能力的需求，本系的課程除

了重視學生之聽、說、讀、寫、譯等的日語訓練外，3、4 年級更備有兩領域（語

言／文化）、四主軸（語言／溝通／社會文化／表象文化）的多元選修課程，為

了讓學生能確實呈現其學習成果，更將「專題研究」列為四年級必修，學生需繳

交以日文書寫的相關論文或作品之外，尚需通過公開的日語口頭發表方得以畢

業。此一課程的安排是希望培育學生具備「自省」「獨立思考」「發現與解決問

題」、「實踐交流互動」的能力，成為擅長進行「台、日多元文化之溝通與交流」

的人才。同時，為訓練學生自律、自主的學習習慣，本系從一年級的階段即開始

導入自律學習的教學方式。   

除了課堂內的學習之外，本系也十分重視課堂內外的交流實踐活動。與日本

諸多大學每年有多次的師生交流，這些交流活動多以日語作為溝通語言，以共同

踏查的田野調查的方式，讓學生進入台日社區進行各式議題的深入訪查，希望藉

此增進學生的語文溝通能力之外，亦能培養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

啟發其關懷社會議題的胸懷。 

碩士班的成立即是在上述教學理念的軸線上，除培育學生「台、日多元文化

之溝通與交流」的研究能力之外，也十分重視他們社會實踐的能力，期望他們不

自囿於學術殿堂，能就所關心的主題與社會接軌，與社會上的實務工作者合作，

共同進行各式的活動。因此，本所將「領域活動計畫」（Project）和論文並列為

畢業條件之一，藉以培養學生企劃・實踐「跨區域間溝通交流」（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活動的能力，國際視野及多元文化的素養，乃至終身學習的意願與能

力是東海大學的重要教育目標之一，也是本系在語言教育的前提下，努力實踐的

方向。 

林珠雪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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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情形 

大學部課程架構 

23

綜合日語(一)A、B、C
發音

綜合日語(二)A、B、C
語法

綜合日語(三)
語言類 I 類課程

專題研究
語言類Ⅱ類課程

多元文化導論
語言溝通概論

表象文化概論
社會文化概論

綜合日語(三)
文化類I類課程

綜合日語(三)專題研究
文化類Ⅱ類課程

・自學區虛擬與實體空
間及書籍
・台、日籍TA(會話、
測驗)
・多樣化、國際化學習
活動
・教師個人學習輔導
・專題指導教師面談

•藉與台日籍TA接觸、
參與各種活動，建立
與學長姐及日籍大學
生一生的夥伴關係。
•學習善用學材、人才
的學習方法，學習主
動學習。
•藉導入多樣化素材，
培育多元觀點。

 

 必修學分數 84 

 選修學分數 44 

 畢業學分數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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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課程設計：兩大領域、四個主軸 

 

 必修學分數 16 

 選修學分數 14 

 畢業學分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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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資 

◎專任教師群 

林珠雪 副教授(系主任) 

 

專攻領域 

日本近現代史／日本語教學 

黃淑燕 副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語學 

北川修一 副教授 

 
專攻領域 

漢日語言對比研究/漢語語言學 

林嘉惠 副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語教育∕日語語音學 

黃美慧 副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近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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笹沼俊暁 副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現代文學／日本現代思想史／東亞比較文學 

工藤節子 助理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語教育／跨文化溝通研究 

緒方智幸 助理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語教育／國際關係 

蕭幸君 助理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近代文學／表象文化 

松永稔也 助理教授 

 

專攻領域 

語言文化學／語言政策研究／移民研究 

王怡人 助理教授 

 

專攻領域 

構詞學／語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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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仁 助理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近代文學 

張瑜珊 助理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語教育／言語生態學 

金想容 助理教授(109 上學期) 

 

專攻領域 

台日比較文化／文化形態論 

內田良子 助理教授 

 

專攻領域 

日本語教育／異文化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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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教師群 

姓名 職  稱 研究分野 

Teja Ostheider 
日本關西學院大學 

大學院語言交流文

化研究科教授 

社會言語學 

吉田妙子 兼任教授 日語語法 

王政文 
本校歷史系 

專任副教授 
臺灣史、基督教史 

王崇名 
本校本校通識中心 

專任教授 

社會哲學與社會思想、法律社會

學、專業倫理、公民素養 

陳永峰 
本校本校通識中心 

專任副教授 

政治構造的經濟分析、比較政治

文化論、比較政治學 

侯一峰 兼任副教授 日本語教育、日本經營學 

李偉煌 
靜宜大學日文系 

專任副教授 
日本語教育 

陳東園 兼任副教授 教育學、日本語教育 

古川ちかし 兼任助理教授 第二語言教育 

紀朝榮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陳宏傑 兼任講師 言語學 

張雪玉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張馥璿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廖益卿 兼任講師 日本語學 

李金娟 兼任講師 日本言語文化學 

蘇阿亮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顏秀菁 兼任兼任 日本語教育 

蔡昭慧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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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韻如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洪雅文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謝薇芸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中日翻譯 

黄麗璇 兼任講師 日本文學 

蘇子翔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劉逸強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大力夕加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今中麻祐子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王鈺瑩 兼任講師 日本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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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 

正式學籍在學學生數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9 學年 

大學部 443 441 458 

碩士班 19 13 17 

生師比 20.15 20.63 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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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 108-110 學年度各項招生情況統計表（人數／註冊率%） 

 
特殊 

選才 

繁星 

推薦 

甄選 

入學 
考試分發※ 

四技 

二專 

外籍生

＊ 

僑生/ 

陸生＊ 

108 學年 
5 

（100%） 
13 

（92%） 
59 

（86%） 
19 

（116%） 
2 

（100%） 
2 7 

109 學年 
5 

（100%） 
13 

（100%） 
59 

（97%） 
20 

（100%） 
2 

（100%） 
0 8 

110 學年 
5 

（100%） 
13 

（100%） 
59 

（69%） 
20 

（195%） 
2 

（0%） 
2 10 

※考試分發的註冊率超過 100%的原因為，若甄選入學和繁星推薦的定額出現缺額時，

則自動轉為考試分發名額，因此一般會超過原本的招生數。 

＊外籍生不屬招生員額內，此處僑生、陸生是指海外僑生聯合招生等的分發就學員額。 

 

碩士班 108-110 學年度招生情況統計表（人數／註冊率%） 

 

入學年度 

招生人數

（甄選） 

招生人數

（考試）

招生 

人數計 
報到人數 

招生 

達成率 

註冊率 

108 學年 4 3 7 1 14.3% 14.29% 

109 學年 3 4 7 7 100.0% 87.5% 

110 學年 3 4 7 7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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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活動 

學生獲獎／國內獎學金得獎人數、榮譽學生 

獲獎／榮譽名稱 學  生  姓  名 

路思義獎學金 洪妤萱 

高毓靈獎學金 蘇筠荌 

台中市模範生代表 吳盈儀 

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勵 
特優獎：謝喬安、陳玟潔、吳盈儀、吳詠琪 
佳作獎：楊巽宇、詹婷勻、陳柔安、李雨芹 

宜得利獎學金 王宜芬 林士弘 洪妤萱 林維德 謝丞峰 

本校榮譽學生 
林楡娟 楊喬安 張書豪 陳子元 黃詩錡 姜永彰  
陳盈君 林昕霓 岡佐古美咲 張育菱 吳蕙玟 倪姍  
黃玟晴 吳盈儀 林士弘 陳玟潔 王小悅 

 

~宜得利獲獎學生林士弘同學感言~ 

其實我與似鳥集團關係並不是單單只是因為透過此次獎學金而認識似鳥集

團，在我大三上企業與社會這堂課時似鳥集團底下的宜得利家居就有來課堂上宣

傳企業理念以及在宜得利工作的機會以及職位介紹，雖然當時的我大三還沒辦法

直接去工作，但在那時候就覺得自己就讀日文系將來或許有機會也可以進入此公

司作為未來就業選擇。 

而此次獲選獎學金其實心中充滿著感動以及感謝，因為知道這獎學金得來不

易，申請的人每個人也都非常優秀，競爭也十分激烈。今年因為疫情關係取消了

交流會活動有點可惜，但還是感謝似鳥集團給予我獎學金的機會，讓我可以在生

活上以及經濟上有所改善。也讓我有時間對於自己的學習規劃以及未來規劃上可

以放心的去實行。像是在課餘時間也去參加了志工團活動，拓展自己的人脈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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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放心的去實行。像是在課餘時間也去參加了志工團活動，拓展自己的人脈關

係，也透過志工團活動將這份心意回饋給其他人，除此之外也累積了工作經驗，

在學校的實習旅館擔任櫃台職務，參與實際實習及工作。而也因為有這筆獎學

金，讓我在學習語言上以及考取研究所方面也都順利的完成目前所設立的目標。 

 

 
宜得利獎學金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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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本校書卷獎得獎學生名單 

學 號 姓 名 年 級 班 級 名 次 獎 金 

S09150134 林楡娟 1 A 1 10000 

S09150105 楊喬安 1 A 2 5000 

S09150211 張書豪 1 B 1 10000 

S09150238 陳子元 1 B 2 5000 

S08150138 黃詩錡 2 A 1 10000 

S08150115 姜永彰 2 A 2 5000 

S08150227 林昕霓 2 B 1 10000 

S07150243 陳盈君 2 B 2 5000 

S07150158 岡佐古美咲 3 A 1 10000 

S07150136 張育菱 3 A 2 5000 

S07150226 吳蕙玟 3 B 1 10000 

S07150240 倪姍姍 3 B 2 5000 

S07150228 黃玟晴 3 B 2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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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取得證照情形 

1. 國內／國際競賽獲獎情形  

競賽項目 獲獎學生／年級 獲獎名稱 日期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9 學

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王雋硯/大三 第三區 A 組第四名 109/12/14 

東海大學英語中心舉辦的

英語旅誌圖文競賽 
艾宸宇/大一 佳作（第四名） 109/11/26 

2021 年第 14 屆全國大專生

日語配音比賽 
蘇筠荌 個人獎第九名 109/05/07 

109 年東海大學教育部傑

出典範－傑出大學伴 
蘇家稜 全國第十名 109/10/13 

2. 學生通過公職考試與證照 

學號 姓名 證書種類 日期 證書名稱 學制 發證地區

G06150004 陳絢嬥 專業證照 109/11/29 MOS: 

Microsoft 

Office Excel 

Expert 2016 

碩士班 臺灣／ 

美國 

S06150162 周芸謙 專業證照 109/12/01 BI 軟體應用

師證照 

日間 

學士班 

臺灣 

S05150202 郭獻仁 專業證照 110/01/01 BI 軟體應用

師認證 

日間 

學士班 

臺灣 

S06150162 周芸謙 專業證照 110/01/01 BI 軟體應用

師認證 

日間 

學士班 

臺灣 

S07150107 章以柔 專業證照 110/01/01 BI 軟體應用

師認證 

日間 

學士班 

臺灣 

 



 

 
18 

３．學生通過外語證照 

Ａ．日語能力檢定 

學號 
通過日本語能力測驗 

(JLPT)級數 

 
學號 

通過日本語能力測驗 

(JLPT)級數 

S08150151 N1  S07150226 N2 

S08150238 N1  S07150233 N2 

S07150101 N1  S07150104 N2 

S07150111 N1  S07150227 N2 

S08150137 N1  S09150201 N2 

S09150136 N1  S09150138 N2 

S06130059 N1  S07150112 N2 

S08150233 N2  S07150125 N2 

S08150237 N2  S07150219 N2 

S07150241 N2  S07150120 N2 

S07150247 N2  S07150127 N2 

S07150149 N2  S07150129 N2 

S07150244 N2  S07150237 N2 

S07150152 N2  S07150243 N2 

S07150246 N2  S07150130 N2 

S08150139 N2  S08150118 N3 

S07150119 N2  S08150129 N3 

S08150140 N2  S07150114 N3 

S07150242 N2  S09150213 N3 

S07150245 N2  S09150113 N3 

S07150144 N2  S07150202 N3 

S07150136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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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英語證照 

學號 語系類別 證照中文名稱 CEFB1 

S06150107 英文檢定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S06150117 英文檢定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S06150150 英文檢定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S06150207 英文檢定 全民英文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  

S06150109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S06150150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6150250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S07150116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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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語系類別 證照中文名稱 CEFB1 

S08150234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S09150127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S09150131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132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133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136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142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201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202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210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S09150214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217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218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224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228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232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9150237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S09150242 英語證照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B1 

S06150150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7150126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7150205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8150227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B1 

S08150234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8150704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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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語系類別 證照中文名稱 CEFB1 

S09150101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10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17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22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23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24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31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34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38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41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46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149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207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209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216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219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222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236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238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B2 

S09150239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247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607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A2 

S09150701 英語證照 多益測驗 B1 

S05150102 英文檢定 多益測驗(TO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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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語系類別 證照中文名稱 CEFB1 

S05150237 英文檢定 多益測驗(TOEIC)  

S06150139 英文檢定 多益測驗(TOEIC)  

S06150141 英文檢定 多益測驗(TOEIC)  

S06150161 英文檢定 多益測驗(TOEIC)  

S06150164 英文檢定 多益測驗(TOEIC)  

S08110202 英文檢定 多益測驗(TO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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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實習 

本系 107 學年度首度開設海外實習課程。目前與本系簽訂海外實習契約的有

「大歩危峡観光遊船有限株式会社」、「株式会社琴参閣」、「株式会社国際ホ

テル八千代」、「玉造皆美」等 4 家溫泉飯店。107 學年度計有 7 位同學分別赴

琴參閣（2 名）、八千代（3 名）、大步危峡（2 名）實習，108 學年度則計有 3

位同學分別赴琴參閣（2 名）、皆美（1 名）進行實習。 

109 學年度因疫情緣故不得不停止海

外實習，但經本系黃淑燕老師積極開發國內

實習機會，自 109 學年度起與虹夕諾雅_谷

關溫泉飯店簽訂實習合約，提供本系學生之

實習機會。虹夕諾雅_谷關溫泉飯店為與日

本具百年經營歷史的飯店管理專家星野集

團合作所打造具國際水準的觀光休閒渡假

村。 

109 學年度實習生為林寶娟同學，因實習期間表現優異，已於實習結束後正

式納入編制內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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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畢業成果展演或其他活動 

大學部：專題發表清單 

第十一屆＋交換生「專題研究」論文／作品題目參考 

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金門問題の研究―人口流動問題とその影響、分析        

（中）金門問題之研究―人口流動問題和其影響與分析          
1 06150116 吳星嫻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自律学習の実践とその課題                              

（中）自律學習的實踐與其課題研究    
2 06150119 孫雅涵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話の芸術—神田伯山から見る令和講談ブーム              

（中）話的藝術—從神田伯山看令和講談流行   
3 06150161 王智音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ブラック企業の分析すき家鍋の乱を例に                  

（中）分析黑心企業，以すき家鐵鍋之亂為例    
4 06150207 劉厚澤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ミニマリストの生活研究 

      ―ミニマリストライフを始めた後の影響と変化            

（中）極簡生活研究 

      —非極簡主義者開始接觸極簡生活後的影響及轉變      

5 06150211 張雅筑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6 

緒方智幸 

06150217 黃薏蓁
作品，作品名稱： 

（日）野球 VS 棒球～日本と台湾を結ぶ野球雑誌～               

（中）野球 VS 棒球～連結台灣與日本的棒球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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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東アジアの楽曲—J ポップと K ポップの発展と比較         

（中）東亞的樂曲—J POP 和 K POP 的發展與比較   
7 05150237 張浚騰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8 06150140 吳盈儀

作品，作品名稱： 

（日）『おひめさまの 46 個の魔法石だいぼうけん』 

        —絵本で日本語学習への扉を開こう！—                

（中）《公主殿下的 46 個魔法石歷險記》 

        —用繪本來打開日語學習的大門吧！      

□論文，論文題目： 

9 06150150 林雅麒 作品，作品名稱： 

（日）にゃるほど。動物対話の真実を覗き込みましょう          

（中）朕知道了。一探究竟寵物溝通的真相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ゲーム依存症の原因                                    

（中）遊戲成癮的原因    
10 06150206 詹婷勻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11 06150219 黃采璿 作品，作品名稱： 

（日）養蜂人家                                              

（中）養蜂人家    

□論文，論文題目： 

12 06150224 邱馨平 作品，作品名稱： 

（日）朝ご飯何食べてる？―戦後の台湾の朝食事情―            

（中）早餐吃什麼？戰後的台灣早餐種類變化    

論文，論文題目： 

（日）第一人称から見る役割語と性格の関係 

      ―ゲーム『Alice Closet』を中心にー                      

（中）從第一人稱來看役割語和性格的關係 

      —以遊戲《Alice Closet》為中心—   

13 06150225 陳玟潔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14 

工藤節子 

06150237 楊曜廷
作品，作品名稱： 

（日）2020 年 世界の新しい発見と成長 

（中）2020 年 世界上的新的發現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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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15 工藤節子 06150239 李瑩忻

作品，作品名稱： 

（日）今から中国語メールを書き始める！ 

      —この本で中国語メールのポイントをつかもう！          

（中）從現在開始學中文 E-mail！ 

      —用這本抓住中文電郵的要點吧!          

論文，論文題目： 

（日）輸入米豚の背後に隠された政治的利益                    

（中）進口美豬背後所隠藏的政治利益 
16 06150102 王秉豐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女性が職場で受けた性差別—賃金格差                    

（中）女性在職場上遭遇的性別歧視—薪資差異 
17 06150107 楊晨曛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18 06150127 鄭羽容
作品，作品名稱： 

（日）AGC 日本語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試合へ参加の検討書  

（中）賽後檢討書—以 2020AGC 日文簡報比賽為主題      

論文，論文題目： 

（日）消費者の購買習慣に影響を与える広告形式                

（中）影響消費者購買習慣的廣告形式 
19 06150130 曹謹薰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東海大学オンライン学習支援計画の問題点と提案 

      —チューターと監督先生を中心に          

（中）以大學伴及帶班老師角度針對東海大學數位學伴計畫之建議  

20 06150208 蘇家稜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台湾と日本の対策                    

（中）新冠肺炎台灣和日本的政策    
21 06150227 高筱彤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父権制社会から見る女性主義ー宮崎駿を例に              

（中）父權社會角度的女性主義—以宮崎駿為例   
22 

王怡人 

06150251 黃敬芸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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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23 06150114 游欣妤
作品，作品名稱： 

（日）和菓子と私                                            

（中）和菓子和我   

□論文，論文題目： 

24 06150126 陳庭儀
作品，作品名稱： 

（日）詩集《お休みを言う前に、毒リンゴを食べないか》    

（中）詩集《要不要來點毒蘋果，在說晚安之前》 

□論文，論文題目： 

25 06150202 蘇湙絜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における海女について--私のおばを中心に調べて--      

（中）台灣的海女--以阿姨為中心調查-- 

論文，論文題目： 

（日）移行期正義に対する台湾人の認識と考えについて     

（中）調查台灣民眾對於轉型正義的認知與想法     
26 06150230  李紹瑜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27 06150241 鄒喜名
作品，作品名稱： 

（日）手まりについて                                        

（中）關於手鞠球的大小事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ハウルの動く城』について 

        —そのアニメと小説の比較を通して—                  

（中）『霍爾的移動城堡』其電影與小說之比較    

28 06150247 洪妙琴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29 06150248 陳惟真
作品，作品名稱： 

（日）美濃を大切に思う若者 客家八音伝承者—鐘兆生           

（中）美濃返鄉青年 客家八音傳承者—鍾兆生            

論文，論文題目： 

（日）2008 年から 2018 年まで台湾人の読書習慣の変化           

（中）2008 年至 2018 年為止台灣人讀書習慣的變化   
30 

黃美慧 

05150150 郭柏瑨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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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31 06150104 陳庭蓁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ファッションムック『台湾＆日本＆韓国のファッション戦 

      略大公開』                                            

（中）雜誌書『台灣＆日本＆韓國時尚戰略大公開』 

論文，論文題目： 

（日）なぜ彼女らが 10 年以上 BL 作品を愛読し続けるか 

      ―20 代台湾人腐女子の心境を探って―                    

（中）為何她們能持續愛讀 BL 作品十年以上之久呢 

      —20 歲族群台灣腐女心境的探討—      

32 06150105 吳詠琪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MeToo 運動は台湾社会への影響 

      ―セクハラと性犯罪に関する、ニュースと新聞を中心に―  

（中）#MeToo 運動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以新聞的性騷擾與性犯罪為中心―     

33 06150123 潘宥錡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あなたが知らない青年貧困 台湾と日本との比較           

（中）你不知道的青年貧窮 台灣和日本之比較 
34 06150215 温珮媗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タンデム学習の実践及び研究 

      —振り返りシートの分析を中心に—                      

（中）Tandem 學習的實踐及研究 

      —以回饋表的分析為中心— 

35 06150218 張芷軒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の母語振興方法に関する研究の概観と展望            

（中）台灣母語振興方式相關研究之概觀與展望     
36 06150226 陳潔心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の Youtube の使用現状から台湾の VTuber の発展を論じる  

（中）從台灣 Youtube 的使用現況來探討台灣 VTuber 的發展   
37 

張瑜珊 

06150246 詹又一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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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38 張瑜珊 06150249 曾詠文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ネット小説数編の翻訳「はい、そうです。俺の職業は遺書 

      の代筆です。」                          

（中）網絡小說篇章翻譯「是咁的，我嘅職業係幫人寫遺書」 

□論文，論文題目： 

39 06150121 黃  瀅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と韓国のアイドルを訓練とマーケティング戦略につい

ての比較ーSM 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とジャニーズ事務所

を例として 

（中）日韓偶像養成與行銷的比較 

      —以 SM 跟傑尼斯為例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と日本の大学生の SNS の使用状況と消費習慣について

の考察                                                

（中）台灣與日本大學生 SNS 的使用狀況以及消費習慣之考察    

40 06150133 林士弘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姦通の非犯罪化」から見た女性の価値観についての考察 

        ー経済的な安定さ、子供の養育、自己意識の側面からー  

（中）從通姦除罪化出發對女性價值觀的考察 

        —經濟穩定度、子女的養育及自我價值三方面調查—      

41 06150147 王  蕾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42 06150157 張田宜辰
作品，作品名稱： 

（日）歌集「恋しているから」                                

（中）短歌集「因為陷入戀愛」       

論文，論文題目： 

（日）高齢者日本語教育の実践研究 

      ー福瑞社区日本語クラスの試みからー                    

（中）高齡者日語教育的實踐研究 

      —從福瑞社區日語課程談起—  

43 

松永稔也 

06150158 江口綾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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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性暴力事件から女性の社会の地位を見る 

      —韓国の n 番部屋事件に例として—                      

（中）從性暴力事件來看女性的社會地位 

      —以韓國 N 號房事件為例—               

44 06150204 古一棻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芸術で地方再生を進めるー台南土溝農村美術館            

（中）以藝術推動農村再生—台南土溝農村美術館                
45 06150244 賴靜怡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地域と繋がろう！キャンパスの地方創生への取り組み 

      ー高知大学えんむすび隊を中心にー                      

（中）與地方連結吧！高教之地方創生對策 

      —以高知大學緣結隊為中心—                            

46 

松永稔也 

05150212 許于謙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47 06150135 陳柔安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過去と現在の自分                                  

（中）我—過去與現在的自己      

論文，論文題目： 

（日）観光地域づくりが観光促進に与える影響 

      ―台湾人の訪日旅行から見る                            

（中）觀光振興政策對觀光促進的影響 

      ―從台灣人訪日旅遊來看 

48 06150136 李雨芹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49 06150146 劉美吟 作品，作品名稱： 

（日）雑誌《山河人間》                                      

（中）雜誌《山河人間》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グローバル化後の日本総合商社の経営戦略 

      ―三菱商事を例にとる―                                

（中）全球化後日本綜合商社的經營策略之探討 

      —以三菱綜合商社為例—   

50 

林珠雪 

06550247 顏妤芯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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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51 06150205 王惠琪
作品，作品名稱： 

（日）絵本『蝶と玉』                                        

（中）繪本《蝴蝶與珠子》     

論文，論文題目： 

（日）公立と私立の動物収容所における引取りのプロセスの差異 

      についてー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マーケティングからの分析—   

（中）以互動行銷理論分析公私立動物收容所之領養程序    

52 06150235 薛瑞萱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コロナ禍から出た新たな教育方法の 

      一考察—オンライン授業の現状分析—                    

（中）新冠肺炎後之新教育方法 

      —線上教學之現況分析—   

53 

林珠雪 

05150141 蔡雨庭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FB と IG の利用者及びそこから取得するインフォメーショ 

      ン種類の分析                                          

（中）FB 及 IG 的使用者以及使用者於其上取得的資訊種類分析    

54 06150141 徐茵琦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明治時代女性のイメージメーキングから見た『痴人の愛』 

      のナオミ                                              

（中）從明治時代的女性形象塑造來看《痴人之愛》的ナオミ 

55 06150213 邱琦雯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56 06150220 洪妤萱
作品，作品名稱： 

（日）海底                                                  

（中）海底  

□論文，論文題目： 

57 

黃淑燕 

06150222 李莉安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女性の地位を確保する政策の発展                    

（中）日本女性權益保障政策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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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58 06150229 邱珮瑜
作品，作品名稱： 

（日）高齢者のためにデザインされた脳と四肢のトレーニング    

（中）專為高齡者設計的腦力與四肢訓練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中級文章及び初級教科書常用動詞の比較 

      ―初級日本語学習者へのアドバイスも兼ねて              

（中）中級文章與初級教科書常用動詞之比較 

      —含給初級學習者之建議                

59 06150236 黃筠景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60 06150243 羅筱涵

作品，作品名稱： 

（日）「みんなの日本語」を主要教科書として使用している日本 

        語学習者、教師向け副詞表                            

（中）以「大家的日本語」作為主要教科書之日語學習者及教學者 

      對象的副詞表     

□論文，論文題目： 

61 

黃淑燕 

05150227 呂家瑜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コロナ禍で、私の福岡での「日常」                      

（中）新冠疫情下，我在福岡的留學日常         

□論文，論文題目： 

62 06150113 夏巧軒
作品，作品名稱    

（日）短編小説—檻                                          

（中）籠       

□論文，論文題目： 

63 06150115 魏正信

作品，作品名稱    

（日）嚴長壽の作品「御風而上」、「總裁獅子心」の数編の翻訳 

      と紹介                                                

（中）嚴長壽的作品「御風而上」、「總裁獅子心」之部分內容的 

翻譯與介紹         

□論文，論文題目： 

64 

笹沼俊曉 

06150120 張翊萱
作品，作品名稱    

（日）彰化食べる通信                                        

（中）彰化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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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ゲーム『デス・ストランディング』の「橋」と「壁」      

（中）遊戲『死亡擱淺』的「橋」和「牆」    
65 06150128 沈家豪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66 06150145 余芳馨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と日本の食文化を混ぜたレシピ                      

（中）融合台日食文化的食譜        

□論文，論文題目： 

67 06150160 林寶娟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やなぎ手作り」カスタマイズしたつまみ細工を商品化する   

（中）『和凪手作』客製化手作細工花擺攤日誌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における日本特撮文化発展                          

（中）在台日本特攝文化之發展         
68 06550120 洪之鑫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69 

笹沼俊曉 

06150245 梁苡暄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石虎についての脚本創作―日照山猫                  

（中）關於台灣石虎的劇本創作―日照山貓            

□論文，論文題目： 

70 06150124 吳心彤
作品，作品名稱： 

（日）SEIRI                                                 

（中）SEIRI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戦国時代の下剋上の形成                            

（中）日本戰國時代下剋上現象的成型     
71 06150148 王聲儒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における日本技能実習生制度の適用性に関する分析 

      ―台湾と日本の事例を中心に―                          

（中）日本技能實習生制度於台灣的適用性之分析 

      —以台灣和日本的實例為中心—                          

72 

林嘉惠 

06150167 張庭瑜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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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73 06150203 何姿儒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マンガオノマトペのクイズ                              

（中）漫畫擬聲擬態語的猜謎書    

□論文，論文題目： 

74 06150214 曹芷寧

作品，作品名稱： 

（日）新聞社のインターンシップは何をしているの？ちゃんと教

えて！                                                

（中）報社實習在做什麼？讓我來告訴你！                      

□論文，論文題目： 

75 06150233 黃顯智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の伝統的な信仰 媽祖文化を知りましょう             

（中）認識媽祖婆—台灣的傳統信仰文化 

□論文，論文題目： 

76 

林嘉惠 

06150259 王小悅
作品，作品名稱： 

（日）東海陸生チャットルーム                                

（中）東海陸生聊天室         

論文，論文題目： 

（日）『源氏物語』平安時代の女性が婚姻への決定権            

（中）《源氏物語》平安時代的女性婚姻自主權                  
77 06150117 吳岱柔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大学のグラブ活動の経験が職場の能力に与える影響        

（中）大學社團經驗對職場能力的影響                          
78 06150129 黃諮庭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近代日本海軍                                          

（中）近代日本海軍                              
79 06150139 陳郁杰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80 

內田良子 

06150159 陳泓羽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旅行を通じてロシアを知る                              

（中）通過旅行認識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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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中国における日本映像作品の海賊版—若者の観念変化から  

（中）在中國的日本盜版影視作品—以年輕人的觀念變化出發    81 06150258 徐雨戈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と日本の漢字の比較研究                            

（中）台灣和日本的漢字的比較研究   
82 

內田良子 

05110232 郭旻旻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大学生がユーチューブを使う要因と動機                  

（中）大學生使用 YouTube 的使用因素跟動機       
83 06150111 陳蒙絹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バーチャルなのにリアルな存在－ストーリーから視聴者と  

VTuber の関係性を見る                                  

（中）虛擬卻又真實的存在—從故事來看觀眾與 Vtuber 的關係    

84 06150138 鄭雅云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何が感情を動かす？       

      ―行動経済学から見る二次元アイドルプロジェクトのスト 

      ラテジー                                    

（中）是什麼左右了你的感情？ 

      —以行為經濟學分析二次元偶像企劃之策略   

85 06150162 周芸謙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女性議員に関する大手新聞社報道についての分析 

      ―2017 年緒方夕佳市議の子連れ議会事件を中心に―        

（中）日本四大報社對女性議員的報導分析 

      —以 2017 年緒方夕佳議員帶小孩進議場事件為例—         

86 06150164  陳沛華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87 

大西仁 

06150250 陳品妤
作品，作品名稱： 

（日）女性差別：2020 年日本女性差別ニュース 11 選             

（中）女性差別：2020 年日本女性歧視新聞 11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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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香港の学生の自殺状況と日本の学生の自殺についての比べる   

（中）香港與日本學生的自殺狀況之對比             
88 06150254 陳朗喬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89 

大西仁 

05150230 李玟倢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留学生の中国語学習                                

（中）日本留學生學中文 

□論文，論文題目： 

90 06150131 謝喬安 作品，作品名稱： 

（日）短編小説『砂浜』                                      

（中）短篇小說《海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アニメ「ヴァイオレット．エヴァ―ガーデン」と個人心理

学の関係                                         

（中）動畫「紫羅蘭永恆花園」與個人心理學之關係              

91 06150143 葉信宏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三年 A 組』を通してみるネットいじめ 

（中）從日劇『三年 A 班』來了解網路霸凌         
92 06150228 胡潔玲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進撃の巨人ー自由のために進む                        

（中）進擊的巨人—為了自由前進              
93 06150240 陳薪羽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家族問題が家族に対する影響と改善方法について 

      ードラマ『家族ゲーム』を例に                          

（中）家族問題對家人的影響及改善方法 

      —以日劇《家族遊戲》為例        

94 

蕭幸君 

06150255 涂麗雯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緊急事態宣言における影響 

      ―第一回緊急事態宣言を中心に―                        

（中）日本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之緊急事態宣言的影響 

      —以第一次緊急事態宣言為中心                         

95 
蕭幸君 

05150119 楊巽宇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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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アニメ『ハーモニー』における生の権力の検討            

（中）動畫《和諧》中的生命權力探討                          
96 05150252 林偉豪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97 05550208 邱馨慧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が竹の編み物を中心に販売する会社の社員だったら      

（中）如果我是竹編銷售公司的員工   

□論文，論文題目： 

98 06150109 施皓元

作品，作品名稱： 

（日）厳選！！台中にあるおいしいレストランにリフォームされ  

      た日本統治時代の建物４選                              

（中）精選！！4 座台中由日治時期建築翻新而成的美味餐廳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における野良動物の現況－私人の動物収容場所を例

に～                                                  

（中）台灣流浪動物的現況—以對私人狗園的看法為例      

99 06150112 朱亭羽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100 06150144 陳書瑤
作品，作品名稱： 

（日）冬の使者―クロツラヘラサギ                            

（中）冬之使者—黑面琵鷺     

□論文，論文題目： 

101 06150151 劉子瑜
作品，作品名稱： 

（日）鹿港へようこそ                                        

（中）歡迎來鹿港    

論文，論文題目： 

（日）機械翻訳の日中対訳誤訳分析と対策                      

（中）機械翻譯日中翻譯錯誤分析及對策    
102 

北川修一 

06150212 范詠翔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語ラップ音楽の翻訳と研究                          

（中）日本饒舌音樂的翻譯與研究   
103 

北川修一 
06150216 洪若耘

□作品，作品名稱 



 

 
38 

論文，論文題目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作品，作品名稱 

□論文，論文題目： 

104 05150202 郭獻仁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の民俗療法―收驚                                  

（中）台灣的民俗療法—收驚     

□論文，論文題目： 

105 05150247 趙伶兒
作品，作品名稱： 

（日）蓮池散歩                                              

（中）蓮池散步    

論文，論文題目： 

（日）駅弁文化とそのビジネスモードの仕組み                  

（中）日本的車站便當文化與其商業模式    
106 04150132 曾詩潔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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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論文 

109 學年度研究生學位考試論文題目 

學  號 姓名 中文論文 英文論文 

G10015007 李秀貞 

網路社群對日本及台

灣的國際結婚家庭的

語言繼承影響 - 以韓

國人的網路社群為中

心- 

The impacts of the immigrant 

community from the Internet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mother tongu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 Take Korea 

-Japan and Korea - Taiwan 

cross-cultural families as 

example. 

碩士班月例會活動 

日期 主題／講者  

2020.11.26 

我為何書寫中文？─何謂逆∙少

數文學 

笹沼俊暁副教授(東海大學日文系) 

 

2020.11.26 

日本大正情報調查:中國國情和英

美在華活動 

陳以愛教授(東海大學通識中心)、 

李廣建教授(暨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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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講者  

2020.12.23 

教育における他者との関係性－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聴く」こ

とから考える 

宮崎新（名城大学外国語学部国際

英語学科准教授） 
 

2020.12.17 

明治 20 年のアウトサイダーたち 

‐対外進出を想像する心のあり方

について 

大西仁助理教授(東海大學日文系) 
 

2021.4.27 

「痛み」を読むこと─台湾籍日本

語作家・溫又柔文学をめぐって 

李文茹副教授(淡江大學日文系) 

 

2021.4.29 

台湾における外国人労働者の 

イメージ変化‐『聯合報』を観察

して 

游韻加(東海大學日文系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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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成果 

學  年  度 
學術著作篇數統計 

107 108 109 小計 

黃美慧 副教授 1 0 0 1 

林珠雪 副教授 0 2 0 2 

工藤節子 助理教授 4 2 3 9 

北川修一 副教授 2 0 0 2 

林嘉惠 副教授 1 3 0 4 

緒方智幸 助理教授 0 1 0 1 

松永稔也 助理教授 0 2 0 2 

蕭幸君 助理教授 1 1 0 2 

大西仁 助理教授 0 1 1 2 

笹沼俊曉 副教授 2 4 2 8 

張瑜珊 助理教授 5 3 7 15 

金想容 助理教授 3 0 0 3 

內田良子 助理教授 2 1 0 3 

小  計 21 20 1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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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計畫 (件數含經費) 

主持人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計畫簡稱 學年度 計畫總金額 

金想容 
公益財団法人 

住友財団 

2019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

台灣交流協會招聘訪日

研究計畫：從帝國的珍

饈到孩子們的點心-「香

蕉之意象」在戰後日本

的變遷與消費」 

「香蕉之意象」

在戰後日本的

變遷與消費 
107 226,800 

張瑜珊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 

試建構博雅教育型商用

日語課程 

☆試建構博雅

教育型商用日

語課程 
107 545,000 

張瑜珊 
科技部其他 

補助計畫 

以"共創未來學習"為目

標 的 "Schools That 

Leam"研讀班 

以"共創未來學

習 " 為目標的

"Schools That 
Leam"研讀班 

108 100,000 

北川修一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 

岡島冠山撰『唐話纂要』

所呈現的唐話和日語的

敬語研究 

☆岡島冠山『唐

話纂要』所呈現

的唐話和日語

的敬語研究 

108 522,000 

張瑜珊 
科技部其他 

補助計畫 

(110)以"共創未來學習"

為目標的"Schools That 

Leam"研讀班 

以"共創未來學

習 " 為目標的

"Schools That 
Leam"研讀班 

109 100,000 

北川修一 
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 

岡島冠山的唐話研究－

以《字海便覽》為中心 

☆岡島冠山的

唐話研究－以

《字海便覽》為

中心 

109 4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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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表期刊論文 

學年度 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發表年月 
出版地國家

／地區 

109 大西仁 
「フォード・一九二七

年」について 
近代文学研究 Aug-20 JPN, 日本 

109 北川修一 
『唐話纂要』に見られ

る〝不比“－岡島冠山

の用語として－ 
『多元文化交流』 Jun-21 TWN,台灣 

109 
張瑜珊、

工藤節子 
另類語言學習－台日大

學生攜手走入社區－ 
『多元文化交流』 Jun-21 TWN,台灣 

109 黃淑燕 
台日溝通交流模式的

新架構ー「日語甲南營

在東海」20 年的體認 
『多元文化交流』 Jun-21 TWN,台灣 

109 工藤節子 

「プロジェクト型交

流を運営する教師の

成長―インタビュー

と KJ 法による分析か

ら―」 

『台灣日語教育

學報』36 号 Jun-21 TWN,台灣 

108 大西仁 
戦時下の日本におけ

る海洋文学の提唱と

その経緯 
『跨境』 Jun-20 KOR, 南韓 

108 松永稔也 

台湾・日本における地

震防災情報の多言語

化の考察―災害時避

難場所の掲示を中心

として― 

日本語日本文學 Jul-20 TWN,台灣 

108 林珠雪 

布農族傳統兒童戶外

遊戲類型與遊戲參與

行為之研究-以南投信

義鄉羅娜部落為例- 

戶外遊憩研究 Mar-20 TWN,台灣 

108 林珠雪 

高等教育における領

域間の提携と実践-台
日農食育交流の実践

教育を中心に- 

『多元文化交流』 Jun-20 TWN,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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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發表年月 
出版地國家

／地區 

108 林嘉惠 
日籍華語學習者的語

音問題與其教學建議 
華語學刊 Dec-19 TWN,台灣 

108 張瑜珊 
トピックを導入した

多技能養成の「文書処

理」授業の試み 

大葉應用日語學

報 Apr-20 TWN,台灣 

108 笹沼俊曉 
邁 向 新 的 世 界 文 學 
試論「逆・少數文學」 

台灣社會研究季

刊 Dec-19 TWN,台灣 

108 蕭幸君 
來自過去的誘惑─論

《還願》現象引發的

“台灣”想像 
『多元文化交流』 Jun-20 TWN,台灣 

107 工藤節子 
コースデザインと授

業実践を通した言語

教育の学び 
『多元文化交流』 Jun-19 TWN,台灣 

107 工藤節子 
熟練教師の目標概念

の多層化ー二つの事

例研究をとおしてー 

鈴鹿医療科学大

学紀要 Dec-18 JPN, 日本 

107 北川修一 
『陳三五娘歌』第四集

日本語試訳 
『多元文化交流』 Jun-19 TWN,台灣 

107 北川修一 
徳富蘆花原著林紓訳

『不如帰』試訳（一） 
『多元文化交流』 Jun-19 TWN,台灣 

107 笹沼俊曉 
浸潤する中国語―現

代日本作家と漢文脈

の回帰― 
昭和文学研究 Sep-18 JPN, 日本 

107 黃美慧 
「『陳三五娘』第 4 集

日本語試訳」 
『多元文化交流』 Jun-19 TWN,台灣 

107 蕭幸君 
死を凝視する生ー車

谷長吉「花椿」を読む 
『多元文化交流』 Jun-19 TWN,台灣 

 



 

 45 

3. 出席國際會議情形 

學年 教師 
活動國家/
地區 

活動名稱 參與項目 活動地點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109 張瑜珊 TWN, 台灣 

110 年共同培力系列

活動_建構USR社群

交流平台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中山大學

網路會議 
2021/06/28 2021/06/28 

109 張瑜珊 TWN, 台灣 

2020 台灣日本語・日

本文學研究國際學

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東吳大學 

台北 
2020/12/12 2020/12/12 

109 張瑜珊 TWN, 台灣 
2020 台灣日本語教

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淡江大學 

新北 
2020/11/28 2020/11/28 

109 張瑜珊 TWN, 台灣 

2020 逢甲大學第 7

屆外國語文教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逢甲大學 

台中 
2020/10/17 2020/10/17 

109 張瑜珊 TWN, 台灣 

2021 日文系碩博士

班校際聯合發表大

會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靜宜大學 

台中 
2021/03/13 2021/03/13 

109 張瑜珊 TWN, 台灣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經驗分享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台中科技

大學 網路

會議 
2021/07/22 2021/07/22 

109 張瑜珊 TWN, 台灣 
日語教師之 CLIL 入

門-理論與實踐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PCBC 會

議中心 
2020/08/26 2020/08/26 

109 張瑜珊 TWN, 台灣 

東海大學文學院日

本語言文化學系教

師成長社群活動:教

師升等經驗分享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日文系會

議室 
2020/12/10 2020/12/10 

109 內田良子 TWN, 台灣 

2020 年台湾日本語

‧日本文学研究国

際シンポジウム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東吳大學 2020/12/12 2020/12/12 

109 內田良子 TWN, 台灣 

2020 年度「台灣日語

教育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淡江大学 2020/11/28 2020/11/28 



 

 
46 

學年 教師 
活動國家/
地區 

活動名稱 參與項目 活動地點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108 工藤節子 
TWN,  
台灣 

2030 SDGs Game 體

驗學習工作坊 

研修会 

参加 
東海大學 2019/12/29 2019/12/29 

108 工藤節子 
TWN,  
台灣 

日語教師工作坊－

ＴＰ教學歷程檔案

輿教學改善 

出席國內

學術研修 
大葉大學 2019/11/03 2019/11/03 

108 林珠雪 
TWN,  
台灣 

2019 奈 良 女 子 大

學、朝陽科技大學、

東海大學三校聯合

交流活動 

擔任策劃

及學術演

講/交流活

動等之翻

譯工作 

東海大學 2019/11/27 2019/11/29 

108 林珠雪 
JPN,  
日本 

九州農業交流訪問-

鹿兒島、宮崎、熊本

訪察 

擔任策劃

及交流訪

察活動等

之翻譯工

作 

日本鹿兒

島、宮崎、

熊本 
2019/08/30 2019/09/05 

108 林嘉惠 
CHN,  
中國 

2019 海峽兩岸外語

教學研討會-一流本

科專業與課程建設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並發表 

吉林大學 2019/11/06 2019/11/10 

108 張瑜珊 
TWN,  
台灣 

2019 年台灣日本語

教育國際研討會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淡江大學 2019/11/30 2019/11/30 

108 張瑜珊 
TWN,  
台灣 

2019 年台灣日本語

日本文學研究國際

研討會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東吳大學 2019/12/14 2019/12/14 

108 張瑜珊 
TWN,  
台灣 

2019 敘事書寫反思

寫作融入課程規劃

工作坊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臺北醫學

大學 
2019/09/02 2019/09/02 

108 張瑜珊 
TWN,  
台灣 

十二年國教第二外

語課綱教師研習_共

享大師風采並體驗

外語教室的「實踐共

同體」的實際案例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東吳大學 2019/12/22 2019/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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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教師 
活動國家/
地區 

活動名稱 參與項目 活動地點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108 張瑜珊 
TWN,  
台灣 

教育部跨領域教師

發展暨人才培育計

畫 108年度教師實務

工作坊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東海大學

產學大樓 
2019/09/07 2019/09/07 

108 張瑜珊 
TWN,  
台灣 

新實踐暨台日聯盟

地方連結與社會實

踐計畫_國際研討會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臺灣‧科技

部 
2019/09/05 2019/09/06 

108 張瑜珊 
TWN,  
台灣 

日語教師工作坊_TP

教學歷程檔案與教

學改善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大葉大學

外語大樓 
2019/11/03 2019/11/03 

107 工藤節子 
TWN,  
台灣 

合宿活動（本系課程

架構內容更新及改

進) 

教師成長

與學生輔

導系列活

動参加 

東勢林場 2019/03/01 2019/03/02 

107 林珠雪 
CHN,  
中國 

2018 海峽兩岸外語

教學研討會 

出席國際

學術組織

並擔任發

言人 

中國長春

吉林 
2018/09/13 2018/09/14 

107 林珠雪 
CHN,  
中國 

2018 海峽兩岸大學

生日語演講比賽 

擔任帶隊

老師 

中國長春

吉林大學 
2018/09/13 2018/09/13 

107 林嘉惠 
SGP,  
新加坡 

第六届国际学校华

语教育研讨会暨工

作坊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並發表 

Canadian 

Internation

al School, 

Singapore 

2018/11/30 2018/12/02 

107 張瑜珊 
TWN,  
台灣 

2018 台湾日本語教

育国際シンポジウ

ム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淡江大學 2018/12/01 2018/12/01 

107 張瑜珊 
TWN,  
台灣 

2018 年度 第五次日

語教育研習會(交流

協會)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日本台灣

交流協會

台北事務

所 

2019/03/16 201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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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 教師 
活動國家/
地區 

活動名稱 參與項目 活動地點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107 張瑜珊 
TWN,  
台灣 

2018 第六屆外國語

文教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 --未試之境 :新

南向下的外國語文

教學 

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 
逢甲大學 2018/10/20 2018/10/20 

107 張瑜珊 
TWN,  
台灣 

學習成效評量與研

究工具發展議題松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張榮發基

金會國際

會議中心 
2019/06/25 2019/06/26 

107 張瑜珊 
TWN,  
台灣 

教師工作坊:日本語

ケース学習の理論

と実践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大葉大學 2018/08/31 2018/08/31 

107 張瑜珊 
TWN,  
台灣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

文化學系教師成長

與學生輔導系列活

動:合宿活動 

出席國內

學術會議 
東勢林場 2019/03/01 2019/03/02 

107 笹沼俊曉 
TWN,  
台灣 

文化研究第二十屆

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其餘的興起 

擔任 

評論人 

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

化研究所 
2019/03/09 201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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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表研討論文(108-109 學年) 

學年度 教 師 論文名稱 會議名稱 會議主辦單位 

109 張瑜珊 
"What I want them 
learn" と "What they 

want to learn"の間 

グローバルにつながる

オンライン日本語教育

シリーズ第 3 弾＿世界

中の日本語教育関係者

のためのオンライン交

流会 

日本語教育グロ

ーバル・ネットワ

ーク（GN) 

109 張瑜珊 

ボードゲーム「移工人

生」を通して、「海外

労働」を考える 

2020 逢甲大學第七屆外

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 

逢甲大學外國語

文學系 

109 工藤節子 

COIL 型授業に関する

実践研究 

―日台の外国人労働者

（高齢者介護）をテー

マにした協働学習－ 

2021「應用日語系創系

四十週年紀念大會暨國

際學術研討會」 

「新冠疫情與國際時局

變革下的日本-人文・社

會與經貿之視野」 

台中科技大學 

109 工藤節子 
Ｅタンデムにおける相

互の学習支援と互恵性 

2021「應用日語系創系

四十週年紀念大會暨國

際學術研討會」 

「新冠疫情與國際時局

變革下的日本-人文・社

會與經貿之視野」 

台中科技大學 

109 笹沼俊曉 

日本「國語教育改革」

論爭  與政治的威權

主義化、新自由主義化 

第四屆建構╱反思國文

教學學術研討會──國

語文教育的國際視野 

逢甲大學國語文

教學中心 

108 工藤節子 
另類語言學習--台日大

學生攜手走入社區 

2019 新實踐暨臺日聯盟

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研

究國際研討會 

HISP 人文創新與

社會實踐推動與

協調計畫團隊／

科技部人文及社

會科學研究發展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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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 師 論文名稱 會議名稱 會議主辦單位 

108 松永稔也 

台湾・日本における地

震防災情報と災害時避

難場所掲示の多言語化

について  --よりよい

情報発信のための研究

の第一歩として-- 

2019 年度輔仁大学日

本語文学科国際シンポ

ジウム 「文化と災害」 

輔仁大學日本語

言學系 

108 張瑜珊 
另類語言學習--台日大

學生攜手走入社區 

2019 新實踐暨臺日聯盟 

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 

國際研討會 

科技部人文創新

與社會實踐推動

與協調團隊 

 

5. 出版專書(108-109 學年) 

學年度 教師 專書名稱 出版年月 出版社／出版處所名稱 

109 笹沼俊曉 

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列

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國大

陸 
2020-09 游擊文化 

109 張瑜珊 

反転学習研究から得られた

実践知ー日本語初級文法授

業を対象にー 
2021-03 瑞蘭國際 

108 林嘉惠 樂學日語 1 2019-08 
鴻麒創意整合行銷有限

公司 

108 林嘉惠 樂寫日語 1 2019-12 
鴻麒創意整合行銷有限

公司 

108 緒方智幸 樂學日語 1 2019-08 
鴻麒創意整合行銷有限

公司 

108 笹沼俊曉 
大河劇中的幕末、戰國  日本

歷史人物 
2019-10 鴻儒堂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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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專書部分章節 

學年度 教師 專書名稱 章（篇）名 
起迄 

頁碼 
出版年月

出版社／

出版處所

名稱 

109 張瑜珊 

アジアに広がる

日 本 語 教 育 ピ

ア・ラーニングー

協働実践研究の

ための持続的発

展的拠点の構築 

海外の日本語教育

現場における教師

たちの学びー対話

型教師研修におけ

る「ティーチン

グ・ポートフォリ

オ」の可能性ー 

169-182 2021-02 
ひつじ 

書房 

109 張瑜珊 

アジアに広がる

日 本 語 教 育 ピ

ア・ラーニングー

協働実践研究の

ための持続的発

展的拠点の構築 

台湾日本語教師の

協働学習に対する

期待と不安ー台湾

の日本語教育にお

ける協働学習の発

展を目指してー 

183-192 2021-02 
ひつじ 

書房 

109 張瑜珊 

アジアに広がる

日 本 語 教 育 ピ

ア・ラーニングー

協働実践研究の

ための持続的発

展的拠点の構築 

台湾での協働実践

研究のための教師

研修 
83-104 2021-02 

ひつじ 

書房 

108 工藤節子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活動ベースの教育

における日本語の

学びー学習環今日

デザインの改善に

向けてー 

381-410 2019-12 
Feng Chia 

University 

108 笹沼俊曉 

官僚制の思想史

近現代日本社会

の断面 

《コラム》文学の

なかの植民地官僚 
268-277 2020-06 

吉川 

弘文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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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 專書名稱 章（篇）名 
起迄 

頁碼 
出版年月

出版社／

出版處所

名稱 

108 笹沼俊曉 
東方文化第九輯

東亞文化與傳播 

陳舜臣文學當中的

台灣－以１９９０

年代以後的海洋歷

史小說為主軸 

221-242 2019-08 慈濟大學 

108 張瑜珊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初級文法学習ビデ

オ動画を媒介とし

た反転授業―その

教育実践と学習者

の学習行動― 

411-436 2019-12 
Feng Chia 

University 

108 內田良子 
リンガフランカ

としての日本語 

協働学習と異文化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

ン―「内なる国際

化」が進む日本で

高等教育機関は何

を求められている

か― 

110-132 2020-07 

株式会

社明石

書店 

7. 國內外講學/演講 

學年度 教師 性質 主題 邀請單位 日期 

109 笹沼俊曉 演講 
《流轉的亞洲細語》新書分

享會 
游擊文化 2020/10/31 

109 笹沼俊曉 演講 
《流轉的亞洲細語》新書對

談分享會 
游擊文化 2020/09/19 

109 笹沼俊曉 演講 
我為何書寫中文？――何

謂『逆．少數文學』 

清華大學文化研

究國際中心 
2020/12/25 

109 笹沼俊曉 演講 書寫中文的當代日本作家 

國立中正大學通

識中心高教深耕

計畫 
202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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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 性質 主題 邀請單位 日期 

109 笹沼俊曉 演講 

流轉的亞洲細語：當代日本

列島作家如何書寫台灣、中

國大陸 

中央廣播電台 臺

灣 New 一下 67 - 

臺灣活力 GO 
2020/10/02 

109 張瑜珊 演講 

[東吳大學建校 120 年東吳

外語菁英論壇:迎接外語教

育新時代]工作坊:反思自我

教學活動與教育信念 

東吳大學外國語

文學院 
2020/11/21 

108 北川修一 演講 

唐通事の唐話から読書人

の唐話へー『唐話纂要』「長

短話」を例にー 

東海大學日本語

言文化學系（碩士

班委員會） 
2019/12/19 

108 蕭幸君 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国際日本

学部の特色と課題」總評論

人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9/12/20 

108 笹沼俊曉 演講 何謂「日本」？ 
東海大學附屬高

級中等學校 
2019/12/28 

108 張瑜珊 演講 日語翻轉教學經驗共享 
大葉大學應用日

語學系 
2019/12/18 

108 張瑜珊 講學 
用桌遊「移工人生」來理解

海外工作 

大葉大學應用日

語學系 
2019/12/18 

108 張瑜珊 演講 論翻轉教學的技巧 

大葉大學 教師教

學創新研究社群

(應用日語系) 
20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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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活動 

本校有 38 所日本姊妹校，每年各姊妹校約接受 1-3 名交換學生（依各年度

姊妹校的狀況而定，每年皆有所差異），本系一年平均約 20-30 名至日本交換（本

系多數學生選擇日本，但亦有部分學生選擇他國）。交換期間長度為半年或一年，

所修得之學分可獲抵免。但今年度因受疫情影響，多數學校交流活動被迫暫停。 

 

109 姊妹校、交換生資料 

學號 姓名 交換學校 開始學期 結束學期 交換時間 

S06550247 顏妤芯 千葉大學 109-2 109-2 1 學期 

S06150258 徐雨戈 千葉大學 109-2 109-2 1 學期 

S06150216 洪若耘 龍谷大學 109-2 109-2 1 學期 

S06150105 吳詠琪 大分大學 109-2 110-1 2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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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學者交流情形 

受邀之外

國學者 
國家 活動內容 受邀人服務機構 

來訪 
目的 

日期 

宮崎新 日本 碩士班月例會演講 

「教育における他

者との関係性－コ

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の関係性から考え

る─」 

名城大学外国語学

部国際英語学科准

教授 

演講 2020.12.23 

影山竜 日本 『一個福島各自表

述 311 福島核災 10

周年回顧』 

日本阪神放射能測

定員 /日本關西反

核運動者核災受難

者 

演講 2021.3.12 

上前昌子 日本 『一個福島各自表

述 311 福島核災 10

周年回顧』 

日本關西反核運動

者核災受難者 

演講 2021.3.13 

鈴木伸子 日本 職涯日語課程延伸

演講： 

日本企業とジェン

ダ－外国人社員の

視点から─ 

同志社大學教授 演講 202１.3.29 

中山徹 日本 學術研討會: 

台灣與日本的地方

創生 

日本奈良女子大學 研習

活動 
2020.12.19 

中塚一 日本 學術研討會: 

台灣與日本的地方

創生 

日本地域計画建築

研究所 

研習

活動 
2020.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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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所國際化課程活動一覽 

學習場域／開課狀況 分

類 
課程名／活動名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109 學年度 

分科日語教學法 N/A 〇 〇 〇 

越境文化論 〇 〇 〇 × 

農食育中的語言實

踐 
〇 〇 〇 〇 

學

期

內

選

修

課 
企業與社會 N/A N/A 

愛知大學 

線上交流 

愛知大學 

線上交流 

台日社區交流 〇 〇 
因新冠肺炎

停止舉辦 
× 

寒

暑

假

選

修 

甲南日語營 〇 〇 〇 × 

學

生

自

辦 

日語迴廊 〇 〇 × 〇 

大阪神戸越境學習

之旅 
〇 〇 

因新冠肺炎

停止舉辦 
× 

日本沖繩國際大學

日語教育實習 
〇 〇 

因新冠肺炎

停止舉辦 

因新冠肺炎停

止舉辦 

隱

形

課

程

之

實

踐 

奈良女子大、朝陽

科技大之國際交流 
〇 〇 

因新冠肺炎

停止舉辦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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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109 學年本系亮點 

亮點之一： 

109 學年本系退休教師古川千樫助理教授獲頒「馬偕計畫」殊榮 

相關報導連結：https://www.thu.edu.tw/web/news/news_detail.php?id=3273 

  

亮點之二：大學與社區結合的日本語 

 
本系課程「日語分科教學法」實際與社區結合，學生將課堂中所學之如何設

計日語課程及教授日語的技巧，實地應用於教授福瑞社區年長者日文。 

相關報導連結：https://www.thu.edu.tw/web/news/news_detail.php?id=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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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 

職涯輔導--課程延伸活動 

日期 課程名稱 活動內容 海報/照片 

2020.10.14 實習前導課程-「語

言溝通概論」 

演講:『職場美學形

象力』/藝人、廣告

彩妝師黃若宜(第八

屆畢業生) 

 

2020.10.14 「日語分  科教學 

法(一)」 

演講:『我用日語來

另類創業：日語繪本

親子讀書會』/藍莓

媽咪親子讀書會創

辦人/許婷婷 

 

2020.10.20 「翻譯  - 中翻日 

(一)」 

演講:『躺著賺錢可

以嗎？-口筆譯產業

概況及經驗分享』/

日起有功學習會發

起人/詹慕如 

 

2020.10.21(三) 實習前導課程-「語

言溝通概論」 

演講:『如何從日文

業秘晉升到總經理』

/彩鴻實業總經理、

利宇營造總經理方

怡文 (第八屆畢業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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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課程名稱 活動內容 海報/照片 

2020.10.26 「企業與社會」 企業參訪:台灣三菱

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 FA) 

 

2020.11.4 實習前導課程-「語

言溝通概論」 

演講:『外商工作的

思維及如何成功進

入外商工作』/台灣

美光公司 /林雅萱

(第十屆畢業生) 

 

2020.11.16 「企業與社會」 演講:『⽇本動漫內容

產業概論-在日工作

者的觀點』/⽇本⾓川
集團陳縵緽課長 

 

2020.11.30 「企業與社會」 演講:『認識台日工

商產業交流現況』/

中華民國工商協進

會國際業務處/李宇

寶小姐 

 

2021.3.29 「職涯日語」 演講:『日本企業と

ジェンダー―外国

人社員の視点から

―』/同志社大學鈴

木伸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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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訪 

升學榜單 

學生姓名 升  學  情  形 

林士弘 台師大東亞學系文化與應用組碩士班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 

王小悅 英國華威大學 

許于謙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電訊傳播研究碩士班 

郭驛庭 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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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捐款芳名錄 

捐款單號 捐款日期 捐款人 捐款項目 捐款金額 

S11000341 110/06/09 砂川○惠 日文系發展基金 2,500 

S11000013 110/01/08 洪○婷 日文系發展基金 1,000 

S10900651 109/11/02 方○文 日文系發展基金 4,000 

L10900208 109/06/11 林○惠 日文系發展基金 6,450 

S10900207 109/04/17 錦○行銷商行 日文系發展基金 40,000 

L10800128 108/12/04 葉○惠 日文系發展基金 10,000 

S10800404 108/06/27 劉○芳 日文系發展基金 10,000 

S10700593 107/07/25 劉○芳 日文系發展基金 10,000 

S10600718 106/11/14 錦○行銷商行 日文系發展基金 36,000 

S10600719 106/11/14 錦○行銷商行 日文系發展基金 44,000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None)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