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屆+交換生「專題研究」論文/作品題目參考 

第十一屆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 

緒方智幸 

06150○16 吳○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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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2 06150○19 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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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3 06150○61 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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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4 06150○07 劉○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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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5 06150○11 張○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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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6 06150○17 黃○蓁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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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5150○37 張○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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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8 

工藤節子 

06150○40 吳○儀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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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06150○50 林○麒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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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06150○06 詹○勻 

論文，論文題目： 

（日）ゲーム依存症の原因                                                                           

（中）遊戲成癮的原因    

□作品，作品名稱： 

11 06150○19 黃○璿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養蜂人家                                                                             

（中）養蜂人家    

12 06150○24 邱○平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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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06150○25 陳○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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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14 06150○37 楊○廷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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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5 工藤節子 06150○39 李○忻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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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王怡人 

06150○02 王○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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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17 06150○07 楊○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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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18 06150○27 鄭○容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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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06150○30 曹○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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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20 06150○08 蘇○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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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21 06150○27 高○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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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22 06150○51 黃○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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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23 

黃美慧 

06150○14 游○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和菓子と私                                                                                

（中）和菓子和我   

24 06150○26 陳○儀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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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06150○02 蘇○絜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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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06150○30  李○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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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27 06150○41 鄒○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手まりについて                                                                                

（中）關於手鞠球的大小事    

28 06150○47 洪○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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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29 06150○48 陳○真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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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05150○50 郭○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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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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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張瑜珊 

06150○04 陳○蓁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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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06150○05 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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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33 06150○23 潘○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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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34 06150○15 温○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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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35 06150○18 張○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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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36 06150○26 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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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37 06150○46 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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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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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張瑜珊 06150○49 曾○文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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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松永稔也 

06150○21 黃  ○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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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06150○33 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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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41 06150○47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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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42 06150○57 張田○辰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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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06150○58 江○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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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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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松永稔也 

06150○04 古○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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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45 06150○44 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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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46 05150○12 許○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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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47 

林珠雪 

06150○35 陳○安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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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06150○36 李○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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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49 06150○46 劉○吟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雑誌《山河人間》                                                                       

（中）雜誌《山河人間》    

50 06550○47 顏○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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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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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林珠雪 

06150○05 王○琪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絵本『蝶と玉』                                                                                 

（中）繪本《蝴蝶與珠子》     

52 06150○35 薛○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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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53 05150○41 蔡○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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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54 

黃淑燕 

06150○41 徐○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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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55 06150○13 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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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56 06150○20 洪○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海底                                                                                 

（中）海底  

57 06150○22 李○安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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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58 

黃淑燕 

06150○29 邱○瑜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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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0150○36 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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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60 06150○43 羅○涵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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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05150○27 呂○瑜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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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笹沼俊曉 

06150○13 夏○軒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短編小説—檻                                                                                

（中）籠       

63 06150○15 魏○信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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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06150○20 張○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彰化食べる通信                                                                                

（中）彰化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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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笹沼俊曉 

06150○28 沈○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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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66 06150○45 余○馨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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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06150○60 林○娟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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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06550○20 洪○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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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69 06150○45 梁○暄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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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林嘉惠 

06150○24 吳○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SEIRI                                                                                

（中）SEIRI            

71 06150○48 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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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72 06150○67 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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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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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林嘉惠 

06150○03 何○儒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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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06150○14 曹○寧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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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06150○33 黃○智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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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06150○59 王○悅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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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內田良子 

06150○17 吳○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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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78 06150○29 黃○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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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79 06150○39 陳○杰 

論文，論文題目： 

（日）近代日本海軍                                                                         

（中）近代日本海軍                              

□作品，作品名稱： 

80 06150○59 陳○羽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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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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內田良子 

06150○58 徐○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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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82 05110○32 郭○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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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83 

大西仁 

06150○11 陳○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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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84 06150○38 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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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85 06150○62 周○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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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86 06150○64  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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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87 06150○50 陳○妤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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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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大西仁 

06150○54 陳○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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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89 05150○30 李○倢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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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蕭幸君 

06150○31 謝○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短編小説『砂浜』                                                                                

（中）短篇小說《海濱》 

91 06150○43 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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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92 06150○28 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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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93 06150○40 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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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94 06150○55 涂○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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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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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蕭幸君 

05150○19 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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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96 05150○52 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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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97 05550○08 邱○慧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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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北川修一 

06150○09 施○元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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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06150○12 朱○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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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100 06150○44 陳○瑤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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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06150○51 劉○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鹿港へようこそ                                                                     

（中）歡迎來鹿港    

102 06150○12 范○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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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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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北川修一 

06150○16 洪○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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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104 05150○02 郭○仁 

□論文，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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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05150○47 趙○兒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蓮池散歩                                                                               

（中）蓮池散步    

106 0415○32 曾○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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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品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