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交換生「專題研究」論文/作品題目參考 

第九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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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50106 謝○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風景の鼓動                                                                                 

（中）風景的律動                                                   

2 04150118 劉○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京都のクロスロード コナンを探そう！                                                                                

（中）京都的十字路 尋找柯南之旅                        

3 04150143 高○鴻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短編小說―夢喰い                                                                               

（中）短篇小說―喰夢者                                       

4 04150154 鄧○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京都を歩く。古都で妖怪を探そう。                                                                               

（中）漫步京都。在歷史古都中尋找妖怪蹤跡。                                

5 04150212 林○儀 

論文，論文題目： 

（日）中国語を母語とする日本語学習者に向ける接尾詞「がる」の理解狀況

について考察                                                                               

（中）考察―以中文為母語之日文學習者對接尾詞「がる」之理解狀況 

□作品，作品名稱： 

6 04150216 林○○渝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AKB48 と私                                                                               

（中）AKB48 和我                                    

7 04150243 許○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のお茶を飲もう！                                                                        

（中）喝杯，台灣茶吧！ 

8 04150258 黃○梓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絵本「そばにいるよ」                                                                               

（中）繪本≪我在你身邊≫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9 金想容 03150209 吳○瑞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ニトリ経営方針研究                                                                               

（中）宜得利經營方針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10 

緒方智幸 

04150123 黃○芸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三峡古跡旅行                                                                                

（中）三峽古蹟旅行 

11 04150131 何○穎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の捕鯨問題の研究―捕鯨をめぐる国際対立                                                                               

（中）日本捕鯨問題之探討―捕鯨所造成的國際衝突 

□作品，作品名稱： 

12 04150151 黃○珊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ひまわりと子犬の七日間》（小説翻訳）                                                                               

（中）7 日奇蹟（翻譯書） 

13 04150205 張○桓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人の判官贔屓の思想―時代劇を例に                                                                                

（中）你知道日本人對魯蛇失敗者有什麼情感嗎?―以日劇電影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14 04150206 賴○如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の温泉研究―台湾人にとっての温泉の存在意義―                                                                             

（中）台灣溫泉研究―對台灣人而言溫泉的存在意義― 

□作品，作品名稱： 

15 04150237 邱○瑋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電気製品に対する 20 代若者の消費意識の研究                                                                                

（中）20 世代年輕人消費意識之研究-以日本電器產品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16 04150244 陳○甫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ゆとり世代の歴史的脈絡と評価                                                                              

（中）日本寬鬆世代的歷史脈絡整理與評價 

□作品，作品名稱： 

17 03150245 陳○竹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と台湾の宗教文化の研究―日本の神社と台湾の廟の比較から―                                                   

（中）台灣與日本的宗教文化之日本神社與台灣廟宇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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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工藤節子 

04150150 許○容 

論文，論文題目： 

（日）言語景觀からわかることー大分県別府市の事例ー                                                                               

（中）從語言景觀中學到的事情―以大分縣別府市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19 04150203 張○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人と農を繫げるー食農教育                                                                               

（中）將人與農連結―食農教育   

20 04150211 王○卉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は子供に不適切なアニメかー大学生の見

方を中心にー                                                                               

（中）蠟筆小新不適合小孩子看嗎?―以大學生的看法為主― 

□作品，作品名稱： 

21 04150227 王○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同性愛者と家族についての話                                                                               

（中）同性戀與家人之間的故事       

22 

黃美慧 

04150107 周○婕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桌球を楽しもう                                                                                

（中）桌球筆記 

23 04150120 王○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における伝統的な結婚式について                                                                                

（中）你不可不知的台灣傳統婚禮小知識    

24 04150139 楊○榕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の故鄉―ヤンロウルー（羊の鍋）やブドウの町「渓湖」へ 

      行こう                                                                              

（中）一起來去我的故鄉―羊肉爐、葡萄小鎮「溪湖」 

25 04150210 徐○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消防士の声を知ろうー父の例を通して                                                                              

（中）英雄背後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26 

黃美慧 

04150223 陳○郡 

論文，論文題目： 

（日）再生した歴史的建造物の世界 

―台北の歴史的建造物の再生利用運動を中心に―                                                                               

（中）歷史建築再利用的世界 

―以台北的歷史建築再利用運動為主― 

□作品，作品名稱： 

27 04150228 彭○豪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Ai で簡単なポスターを作ろう！                                                                               

（中）用 Ai 輕鬆做出簡單的海報！       

28 04150238 蔡○庭 

論文，論文題目： 

（日）宮沢賢治『銀河鉄道の夜』による日中両言語におけるオノマト

ペの比較分析                                                                             

（中）從宮澤賢治『銀河鐵道之夜』分析日、中擬聲‧擬態語 

□作品，作品名稱： 

29 03150211 張○賢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ゲーム依存症                                                                         

（中）遊戲成癮症 

□作品，作品名稱： 

30 

張瑜珊 

04150136 張○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どのくらいわかる？                                                                               

（中）日本打工度假知多少？ 

31 04150140 施○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解脱道≫                                                                                

（中）≪解脫道≫ 

32 04150148 陳○羽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パン、詩と遠方―スラッシャーの青写真                                                                               

（中）麵包、詩與遠方―斜槓青年的夢想藍圖   

33 04150161 佘○慧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アルバイトについて                                                                               

（中）About‘Arbeit’/打工人生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34 

張瑜珊 

04150219 林○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の名字から日本語の漢字の読み方を認識する                                                                               

（中）透過日本姓氏來認識日語漢字讀音    

35 04150225 高○圻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群馬大学人物誌                                                                               

（中）群馬大學人物誌 

36 04150226 王○儀 

論文，論文題目： 

（日）創意式教育と詰め込み教育の比較―大学生の考え方に基づいて                                                                               

（中）創意教育與填鴨教育比較―以大學生的看法為主 

□作品，作品名稱： 

37 03110250 葉○芸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山口の観光                                                                          

（中）山口觀光 

38 03110254 張○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山口の観光案內                                                                             

（中）山口湯田溫泉散步地圖 

39 

松永稔也 

04150104 楊○澤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と日本で刺青についての偏見                                                                                 

（中）臺灣與日本對於刺青的偏見        

□作品，作品名稱： 

40 04150218 李○萱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レジ袋を中心にプラスチックのゴミ問題                                                                               

（中）以塑膠袋為中心探討塑膠垃圾之問題   

□作品，作品名稱： 

41 04150232 王○雯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インスタ映え」から見る若者の価値観                                                                               

（中）從「IG 曬照」來看年輕人的價值觀    

□作品，作品名稱： 

42 04150246 林○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中の都市再生                                                                              

（中）中城再生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3 

松永稔也 

04150252 林○迪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ヴィ―アールの利害と発展                                                                               

（中）虛擬實境的利弊與發展    

□作品，作品名稱： 

44 04150259 張○容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のトイレに関すること                                                                               

（中）日本便所的遠聎與近觀        

45 03150128 林○智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湾と日本妖怪の研究―都市伝説を中心にー                                                                                 

（中）台日妖怪研究―以都市傳說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46 

林珠雪 

04150109 葉○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青い羽                                                                                 

（中）青澀羽毛   

47 04150121 吳○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中の都市再生                                                                               

（中）中城再生     

48 04150147 蘇○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華僑新移民家庭背景における成長心境の過程                                                                              

（中）華僑新移民家庭背景下的成長心路歷程 

49 04150207 沈○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声優からアイドルになるー声優アイドル化の紹介                                                                               

（中）從聲優變成偶像―介紹聲優偶像化 

50 04150209 劉○瑩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絵本-『森に小さいネズミがいる』                                                                                

（中）繪本-《森林角落的小老鼠》 

51 04150233 邱○琪 

論文，論文題目： 

（日）ファンに成った後得た収獲―KPOP ファンを例として                                                                               

（中）成為粉絲後學會的事―以韓流粉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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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林珠雪 

04150253 盧○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アルコール依存症                                                                               

（中）慢性中毒    

53 03150243 蘇○欣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父の窯―父の半生記                                                                     

（中）爸爸的窯    

54 

林珠雪 

（王怡人） 

04150113 吳○蒨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鬱見                                                                                

（中）鬱見 

55 04150122 劉○源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大步危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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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步危峽曼納卡實習日記―來自初代的閒談 

56 04150133 李○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Adidas Tennis Girl YouTube チャンネルの計画                                                                               

（中）Adidas Tennis Girl YouTube 頻道計畫   

57 04150146 陳○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人に対する台湾語の教材 日本語学習者の反省と教材の制作                                                                               

（中）以日本人為對象之台語教材 日語學習者之反思與教材製作 

58 04150221 洪○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新たなスポーツ産業「e スポーツ」                                                                               

（中）新興運動產業「電子競技」    

59 04150229 林○臣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非凡な日本語学科生生活                                                                                

（中）不平凡的日文系生活        

60 黃淑燕 04150103 李○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なるほど、これは愛だ！                                                                            

（中）原來，是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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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150115 邱○葶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鏡                                                                                

（中）MIRROR   

62 04150149 林○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暖かい星                                                                               

（中）最溫暖的一顆星    

63 04150153 嚴○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獅子山のふもとの本土意識                                                                               

（中）獅子山下的本土意識   

64 04150240 方○煒 

論文，論文題目： 

（日）六軽工業地帯が麦寮郷に与える影響                                                                           

（中）六輕工業區對麥寮鄉之影響-周邊環境、居民健康與經濟方面- 

□作品，作品名稱： 

65 04150261 胡○慈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ワイヤークラフトー日本語学科の先生の印象表現                                                                               

（中）鋁線作品―日文系老師的形象表現   

66 

笹沼俊曉 

04150119 蕭○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キリストの香り                                                                               

（中）基督的馨香                

67 04150141 劉○志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親擒』―解離性同一性障礙の內世界と交代人格の交流                                                                               

（中）《親擒》―人格分裂者的內在世界與人格交流        

68 04150158 徐○旖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遼寧賓館（旧ヤマトホテル）                                                                                

（中）遼寧賓館歷史介紹    

69 04150217 謝○帝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テーブルトークゲーム—ラスト‧レインボー                                                                                

（中）桌邊對話遊戲―LAST RAINBOW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70 笹沼俊曉 04150220 楊○紋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本における LGBT 現状―『新潮 45』の LGBT に対する差別文章を中心に―                                                                               

（中）LGBT 在日現況 『新潮 45』對 LGBT 之歧視文章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71 

林嘉惠 

04150125 唐 ○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雲の向こうにはいつでも青空がある                                                                               

（中）烏雲背後總有青空   

72 04150126 鄧○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十八歳のプレゼント                                                                               

（中） 18 歳的禮物             

73 04150130 黃○昕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初心者の私が感じる落語の面白さ                                                                               

（中）初學者的我所感到的落語的有趣之處            

74 04150208 唐○晏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絵本―仮面（微笑みうつ病）                                                                               

（中）繪本―面具（微笑抑鬱症）             

75 04150248 王○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環境に優しい生活記録                                                                               

（中）環境友善手札          

76 03150158 謝○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アイスランドへの旅行プラン                                                                              

（中）冰島旅行計畫             

77 03190019 孫○鈞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の民間信仰の日本式の物                                                                    

（中）台湾民間信仰中的日本元素                                            

78 大西仁 04150112 趙○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京都のクロスロード コナンを探そう！                                                                                

（中）京都的十字路 尋找柯南之旅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79 

大西仁 

04150114 黃○湞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短編漫画―「金魚の灯」                                                                               

（中）短篇漫畫―「金燈」                     

80 04150213 蔡○樺 

論文，論文題目： 

（日）SNSの影響を考えるー経営難のお店についての記事をめぐって                                                                               

（中）SNS 的影響力―關於攤販經營困難之報導    

□作品，作品名稱：  

81 04150214 劉○綺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の中国語看板が間違った原因と台湾人の反応                                                                               

（中）日本錯誤中文看板的原因及台灣人對於此狀況的反應 

82 04150215 邱○齊 

論文，論文題目： 

（日）若い者におけるインスタグラムに対する意識‧対人関係                                                                               

（中）年輕族群對於 Instagram 之於人際關係的意識調查 

□作品，作品名稱： 

83 

蕭幸君 

04150135 許○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テーブルトークゲーム—ラスト‧レインボー                                                                               

（中）桌邊對話遊戲―LAST RAINBOW 

84 04150142 陳○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啼明鳥歩道の復興                                                                               

（中）復興啼明鳥步道  

85 04150156 鄧 ○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が考えた女性像―「透明になるまで」                                                                               

（中）女性形象思考―「直到變得透明」    

86 04150160 黃○錞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漫画―「錠」                                                                                

（中）漫畫―「鎖」 

87 04150204 孫 ○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絵本―秘密                                                                               

（中）繪本―SECRET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88 

蕭幸君 

04150230 吳○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黒い華                                                                               

（中）黑之花 

89 04150235 張○如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やり直す相談所                                                                   

（中）人生重來諮詢室      

90 04150251 吳○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中旅行アプリ                                                                                

（中）台中旅游 APP 

91 03150149 李○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日本語小說―「幻想日記店」の翻訳                                                                             

（中）日文小說「幻想日記店」之中文翻譯   

92 1021531 鄭○青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夢航路―女子バレー部にの練習日誌                                                                

（中）夢航路―在校女排的點滴記錄    

93 991801 顏○樺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フリーズドライのカタログ                                                                   

（中）凍乾型錄     

94 

北川修一 

04150108 陳○蓉 

論文，論文題目： 

（日）動物のホスピス―社会現状と将来発展―                                                                                 

（中）動物安寧照護―社會現狀與未來展望    

□作品，作品名稱： 

 95 04150110 郭○哲 

論文，論文題目： 

（日）大学生の就職問題ー日本の就職活動が台湾に応用する可能性ー                                                                                

（中）大學生就業問題―日本就職活動應用於台灣之可能性― 

□作品，作品名稱： 

96 04150124 楊○寧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私はスイーツと恋愛中                                                                               

（中）La pâtisserie de Jes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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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淑燕 03150206 盧○儀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台湾ポップソングで中国語中級レベルの単語と文型を学ぶ 

（中）《唱台灣流行歌學中級華語單字和句型》 

2 金想容 1011349 蔣○豪 

論文，論文題目： 

（日）日米交渉から開戦まで—日米交渉の敗因の再考— 

（中）從日美交涉到開戰—交涉敗因的再檢討 

□作品，作品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