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屆+交換生「專題研究」論文/作品題目參考 

第十二屆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 

陳文瑤 

07150○08 鄭  ○ 

論文，論文題目：

（日）新たな法律の形の可能性    

（中）新型態法律的可能性 

□作品，作品名稱：

2 07150○11 劉○琦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絵本『最強なマホウ』 

（中）繪本製作〈最強的魔法〉  

3 07150○18 李○妮 

論文，論文題目：

（日）過去・非正式・現在―私の学習経験と成果分析 

（中）過去．非正式．現在—我的タンデム學習經驗和成效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4 07150○20 陳○慈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過去、現在、自分 

（中）過去，現在，自己 

5 07150○45 吳○宜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ベーシックインカム研究―台湾における実現性 

（中）基本收入研究—在台灣的可行性    

□作品，作品名稱：

6 07150○31 張○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ソールソナタ 

（中）創作專題

7 07150○35 林○霈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の特色ドリンク図鑑 

（中）台灣特色飲料圖鑑 

8 06150○37 劉○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が見えた世界

（中）我眼中的世界    

1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9 陳文瑤 06150○01 邱○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ドッペルゲンガー」 

（中）「Doppelganger」 

10 

緒方智幸 

07150○04 朱○瑄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コロナ禍におけるバーチャル YouTuber（VTuber）の現状と未 

来の展望  

（中）疫情下的虛擬 Youtuber（Vtuber）的現狀與未來的展望   

□作品，作品名稱：

11 07150○35 楊○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語学習に向けて！役に立つ学習ツール探し 

（中）來學日文吧！日文學習尋寶工具書 

12 07150○18 鄭○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中のインスタ映えカフェ」 

～何が Z 世代の若者をひきつけるのか 

（中）「台中網美咖啡廳」~為什麼吸引台日 Z 時代年輕女性   

13 07150○19 郭○穎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の検疫探知犬の現状と将来の展望 

（中）台灣檢疫犬現狀與未來展望 

□作品，作品名稱：

14 07150○22 廖○妏 

論文，論文題目：

（日）韓国ファッション産業の発展―ソウル・コレクションを中心 

に 

（中）韓國時裝產業的發展—以首爾時裝週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15 07150○30 王○淑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ドラマ「コントが始まる」にみるポジティブ心理学 

（中）從日劇「喜劇開場」看正向心理學 

□作品，作品名稱：

16 07150○50 陳○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山を走る～バイクトラベルノート 

（中）來去跑山~機車旅行誌 

2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7 

緒方智幸 

06150○42 林○文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のインターネットにおける匿名性について 

（中）日本互聯網使用上的匿名性 

□作品，作品名稱：

18 06550○43 黃○年 

論文，論文題目：

（日）漫画に見る関西方言の使われ方 

（中）在漫畫中看關西方言 

□作品，作品名稱：

19 04420○15 蔡○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竹下隆一郎の「SDGs がひらくビジネス新時代」の意訳 

（中）意譯竹下隆一郎的「開啟 SDGs 的商業新時代」     

20 

工藤節子 

07150○14 楊○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ベトナム語  A1 から A2 へ 

（中）越南語從  A1 到 A2 吧！ 

21 07150○22 傅○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文法セルフガイド  

（中）自學文法教材 

22 07150○30 徐○辰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中国語の呼称とポライトネスー場面と関係性の分析を中心に— 

（中）中文稱謂與禮貌—以情境來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性   

□作品，作品名稱：

23 07150○34 吳○慶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コンテンポラリーダンスって何？一緒に体を動かしてみよう—」 

（中）當代舞是什麼呢？一起來動身體吧！ 

24 07150○07 楊○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中日言語誤解 

（中）中日語言誤會 

3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25 

工藤節子 

07150○12 張○瀚 

論文，論文題目： 

（日）なぜ罵り言葉を使うのか 

      ー台湾の大学生へのアンケートからー                                                                                 

（中）為甚麼要使用髒話呢？—從給台灣大學的問卷淺談   

□作品，作品名稱： 

26 07150○20 葉○琪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耳を傾けてください        

（中）請聽我說 

27 07150○23 王○凱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統治時代前期の台湾糖業の改革                                                                               

（中）日治前期的台灣糖業改革 

□作品，作品名稱： 

28 07150○49 黃○晨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万引き家族』『そして父になる』から見る疑似家族の 

        繋がり         

（中）從「小偷家族」和「我的意外爸爸」來看類家庭關係家庭的 

      羈絆     

□作品，作品名稱： 

29 03150○12 李○諺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の捕鯨歴史と文化に関する考察                                                                                

（中）日本的捕鯨歷史與文化考察 

□作品，作品名稱： 

30 

王怡人 

07150○06 陳○穎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バイクの国 

      ―台湾におけるバイクの政策の適当性と改善方法の分析                                                                             

（中）機車王國―台灣現行機車制度之適當性及改善方案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31 07150○32 張○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高齢者向け住宅を改造の「スモール」ガイド                                                                  

（中）銀髮宅居住改造「小」指南           

32 07150○38 張○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短編小説『エルピス』                                              

（中）短篇小說《ELPIS》   

4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33 

王怡人 

07150○51 李○倫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JRPG 風雲錄                                                                                

（中）JRPG 風雲錄 

34 07150○27 林○昕 

論文，論文題目： 

（日）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経験への自省 

      ―異文化マネジメント視点から見る                                                                                

（中）異文化溝通經驗之省思—從異文化管理的觀點來看     

□作品，作品名稱： 

35 07150○41 劉○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のトップ 100 鉄道駅                                                                       

（中）台灣車站百選    

36 07150○42 謝○玲 

論文，論文題目： 

（日）講義における話し言葉の接続詞研究 

      ―非対話式と対話式授業を中心に―                                                              

（中）課堂中的口語接續詞研究—以敘述式和對話式課程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37 07150○45 蔡○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嘉義の個人カフェや起業するについて話                                                                                 

（中）淺談嘉義獨立咖啡廳與創業秘辛   

38 06150○3 羅○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キャリア探索報告書                                                                                 

（中）職涯探索報告書 

39 

黃美慧 

07150○24 林○焱 

論文，論文題目： 

（日）無縁社会化している台湾―孤立死の問題を中心に                                                                                  

（中）無緣社會化的台灣—以孤立死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40 07150○37 謝○峰 

論文，論文題目： 

（日）連歌と戦国時代 

（中）連歌與戰國時代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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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1 

黃美慧 

07150○08 范○理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統治時代と警察文化      

（中）日治時期與警察文化 

□作品，作品名稱： 

42 07150○15 王○賢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コロナが世界経済に与える影響について                                                                               

（中）關於新冠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作品，作品名稱： 

43 07150○17 張○瑋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リックロールにおけるネットのミーム文化 』                                                 

（中）瑞克搖與迷因文化    

44 07150○34 蔡○君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のマスクナショナルチームを知ろう                                                                 

（中）認識臺灣的口罩國家隊   

□作品，作品名稱： 

45 07150○39 葉○欣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ブランド品の購入動機について 

      ーユニクロとスターバックスを事例にー                                            

（中）品牌購物動機，以 UNIQLO 及星巴克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46 07150○48 林○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グルメガイドブック《東海商圏で何を食べる？》                                                

（中）美食導覽書《來到東海商圈吃什麼？》  

47 07150○57 侯○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の故郷                                               

（中）我的家鄉 

48 張瑜珊 07150○13 黃○涵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米間での野球の比較                                                                                 

（中）美日間棒球之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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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9 

張瑜珊 

07150○26 陳○云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ではなぜモッパンの ASMR YouTuber が少ないのか 

      ー台湾人のモッパンに対する見方                                                                                                                                                                

（中）為什麼台灣少有 ASMR 吃播主—台灣人對於吃播的看法                          

□作品，作品名稱： 

50 07150○27 陳○婕 

論文，論文題目： 

（日）漫画オノマトペの特徴及び中国語訳について 

      ー『呪術廻戦』を例としてー                                                                               

（中）漫畫擬態語之特徵及中文翻譯—以『咒術迴戰』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51 07150○44 江○潔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の成功から台湾のゆるキャラ現状分析                                                                               

（中）從日本的成功來看台灣吉祥物的現狀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52 07150○06 林○玫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と台湾の漫才の比較                                       

（中）日本和台灣漫才的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53 07150○11 倪○涵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アドラー心理学とフロイト精神分析学の相違と応用分野の       

      分析                                                                       

（中）阿德勒心理學與精神分析學之差異與應用面向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54 07150○32 張○雅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語母語教師の講義式授業と活動式授業で使う接続詞の              

      比較                                             

（中）以日文為母語的教師在講述式課程及活動式課程的接續詞使用 

      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55 07150○47 陳○瑩 

論文，論文題目：  

（日）言語交換の実踐及び研究                                             

（中）語言交換的實踐與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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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56 張瑜珊 05150○32 張○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日麻雀交流                                                                                 

（中）台日麻將交流     

57 

林珠雪 

07150○01 葉○軒 

論文，論文題目： 

（日）仮面ライダーの断裂と伝承                                                         

（中）假面騎士的斷裂與傳承    

□作品，作品名稱： 

58 07150○07 章○柔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コロナウイルスで、台湾のデジタルファイナンスの発展 

       ―モバイル決済を中心にとして―                                                          

（中）新冠疫情下台灣數位金融的發展―以行動支付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59 07150○46 蘇○珊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近代のファッションの歴史                                                

（中）日本近代流行服飾演變史     

60 07150○49 莊○津 

論文，論文題目： 

（日）怪談からみる封建社会の女性の感情 

      ―「吉備津の釜」と「東海道四谷怪談」を中心に― 

（中）從怪談作品中分析封建社會女性的情感觀 

      —以「吉備津の釜」與「東海道四谷怪談」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61 07150○05 陳○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どうしてベジタリアンになるのか？！                                                                                  

（中）「素」什麼原因？！ 

62 07150○21 王○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あなたが知らない航空産業                                                                                

（中）你所不知的航空產業 

63 黃淑燕 07150○47 張○方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本物のお花を使ったアクサセリーネットショップ経営成果                                                                               

（中）真花飾品—網路商店經營成果   

 

8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64 

黃淑燕 

07150○55 余○偉 

論文，論文題目： 

（日）正義と変身から見る仮面ライダーの表象                                                                               

（中）從正義和變身來看假面騎士的表象                

□作品，作品名稱： 

65 07150○03 陳○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幻覚、もう一度                                                                             

（中）幻覺 再一次    

66 07150○13 曾○翰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ソーシャルゲームにおける課金行為への依存性に関する調査                                                                           

（中）手機遊戲課金行為成癮相關調查   

□作品，作品名稱： 

67 07150○26 吳○玟 

論文，論文題目： 

（日）職場ドラマから見るポライトネス                                                                                

（中）從職場電視劇看禮貌表現      

□作品，作品名稱    

68 07150○37 張○珊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世界無形文化遺産―和食と中華料理の申請について                                                                            

（中）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關於和食與中華料理的申請 

□作品，作品名稱      

69 07150○44 王○蓁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地方創生にもたらす変化―台中市中区を中心に                                                                                

（中） 地方創生後帶來的變化—以台中市中區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70 

笹沼俊曉 

07150○16 劉○汝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私たちが言わなかったそれらの事                                                                                

（中） 那些我們沒說出口的事   

71 07150○28 孫○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厭世代                                                                             

（中） 厭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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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72 

笹沼俊曉 

07150○43 施○臻 

論文，論文題目：

（日） 京極夏彦の『百鬼夜行シリーズ』を通じて戦後の日本を見る  

ー『姑獲鳥の夏』と『魍魎の匣』を中心にー  

（中） 京極夏彥的《百鬼夜行系列》所表現出的戰後日本 

□作品，作品名稱

73 07150○58 岡佐古○咲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ポライトネス・ストラテジーとしての「名の呼び捨て」 

―日台大学生における対照研究 

（中） 作為禮貌策略的直呼其名—針對台日大學生的對照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74 07150○33 許○容 

論文，論文題目：

（日） 現代日本と台湾との流行歌を比較して、歌のタイプの違いの 

原因を探す 

（中） 比較現代日本與台灣的流行歌，並探討其歌曲類型差異的原因     

□作品，作品名稱：

75 07150○40 倪○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短編小説『未熟コード』 

（中） 短篇小說《未熟弦音》

76 07150○46 鄭○芸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フィックションから見るスクールカースト

（中） 從影視作品看校園階級    

□作品，作品名稱：

77 

林嘉惠 

07150○02 楊○旻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中国語教育

（中） 中文教育  

78 07150○42 施○沅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テレビ CM が消費者に与える影響の分析 

―波蜜テレビ CM を例として 

（中） 電視廣告如何影響消費者之分析—以波蜜電視廣告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79 07150○52 曾○盈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日本料理が香港に対する影響とその違う

（中） 日本料理對香港的影響和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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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80 

林嘉惠 

07150○14 林○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でコロナについての反省 

（中） 台灣新冠疫情下的省思    

81 07150○29 林○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の各国の日本及び日本天皇に対する態度 

（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方對於日本以及日本天皇的態度   

82 07150○36 黃○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二次元宣伝術―神道を例にする 

（中） 二次元宣傳法—以神道教為例  

83 07150○38 裴○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カフェ文化  

（中） 咖啡廳文化 

84 

內田良子 

07150○36 張○菱 

論文，論文題目：

（日） 日本における「保護猫カフェ」の現状と運営 

（中） 日本「保護貓咖啡廳」的現狀及運營 

□作品，作品名稱：

85 07150○09 王○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ウィルスの旅 

（中）《旅行病毒》   

86 07150○28 黃○晴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と日本の朝ご飯文化―下東海商圏の朝ご飯屋を紹介 

（中） 台灣與日本的早餐文化—介紹下東海商圈的早餐店 

87 07330○48 楊○琮 

論文，論文題目：

（日） 企業勢 VTuber と他の企業の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より商機や将 

来の発展を見る 

（中） 論企業勢 VTuber 與企業合作的關係與展望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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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88 

內田良子 

06130○59 王○琁 

論文，論文題目：

（日） 笑いと暴力―ネットミームから 

（中） 搞笑與暴力—從網路迷因來看   

□作品，作品名稱：

89 06150○34 葉○澤 

論文，論文題目：

（日）藻礁保護を巡る国民投票についてーその問題点と分析ー

（中）「珍愛桃園藻礁公投案」—其問題點及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90 

大西仁 

07150○19 賴○蓁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と日本の絵文字・顔文字の使用状況―SNS での情感表現 

（中）台灣和日本表情符號及顏文字的使用狀況 

—社群軟體的情感表現   

□作品，作品名稱：

91 07150○29 蔡○霖 

論文，論文題目：

（日） 香りによる公害―香害 

日本の香害現状と台湾の香り付き製品の使用状況 

（中） 因香害而起的公害—香害 

日本的香害現狀和台灣芳香製品的使用狀況 

□作品，作品名稱：

92 07150○50 黃○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アイドルオタクもっと知りたい！

（中） 我想更了解追星族！ 

93 07150○24 李○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私」 

（中） 「我」 

94 07150○51 江○慈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宇宙に行ったウサちゃん

（中） 去了宇宙的兔兔   

95 07150○59 蔡○馨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ラジオ番組「午後のタイムトラベル」 

（中） 廣播節目「午後的時光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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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96 

北川修一 

07150○03 李○諺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プロ野球の問題点、改善できるか 

（中） 台灣職棒的問題能否改善 

□作品，作品名稱：

97 07150○05 林○德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の声優業界は日本の声優業界の制度に参考できるか 

（中） 台灣配音界是否能夠參考日本聲優界的制度 

□作品，作品名稱：

98 07150○09 顏○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台湾の眷村を知りましょう 

（中） 清水眷村文化園區―認識台灣眷村   

99 07150○10 廖○渝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の中学校と高校の授業時間が世界で一番長い現状を変 

えられるか 

（中） 台灣國高中的上課時間是世界第一長的現狀是否有辦法改變 

□作品，作品名稱：

100 07150○23 林○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ルービックキューブの揃え方―元台湾四位が教える 

（中） 魔術方塊解法—前台灣第四教學  

101 07150○25 游○祥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宜蘭ガイドブック 

（中） 宜蘭旅遊手冊 

102 07150○48 夏○馨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と日本の比較：飲酒運転に対する対策 

（中） 台日酒駕相關對策之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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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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怡人 07150○59 張○亞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の男性育児の現状と課題  

（中）日本男性的育嬰現狀及課題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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