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屆+交換生「專題研究」論文/作品題目參考 

第八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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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5019 張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鹿港へ日帰り旅行                                                                               

（中）  鹿港一日遊                                                   

2 0315054 吳麗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絵本—慾                                                                                

（中）  繪本—慾                          

3 0315017 徐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健康のハンドブックー過敏性腸症候群                                                                               

（中）  我的健康手冊―腸躁症（大腸激躁症）                                       

4 0315029 鄭孝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日本酒を飲もう！！                                                                              

（中）  來喝日本酒吧！！                                      

5 0315055 鄧誠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香水                                                                              

（中）  香水                                      

6 0315057 陳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温州に行こう！                                                                               

（中）  溫州旅遊行                                     

7 

緒方智幸 

0315011 許萍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ひとり親家庭の現状と社会福祉―台湾と日本の比較                                                                               

（中）  單親家庭的現狀與福祉―台灣與日本的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8 0315019 江晏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花びらながれ～絵本で巡る三好達治の詩の世界                                                                               

（中）  流水年華～以繪本巡遊三好達治的詩中世界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9 

緒方智幸 

0315022 何芸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マーケティングから見る台湾ドリンクチェーン店の日本進

出の可能性                                                                              

（中）  以行銷學的角度探討台灣連鎖飲料店進軍日本的可能性 

□作品，作品名稱： 

10 0315027 王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忙しいなんて言い訳は通じない！4分で体が変わるタバタ式

トレーニング                                                                               

（中）  別再找藉口不運動啦！一天 4 分鐘 TABATA 就能改變體態 

11 0315033 廖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猫カフェの紹介―台中を中心に                                                                               

（中）  貓咖啡的介紹―以台中為中心  

12 0315034 蔡怡 

論文，論文題目： 

（日）  盲導犬—視覚障害者を守る天使                                                                              

（中）  導盲犬—視障者的守護天使 

□作品，作品名稱： 

13 0315040 陳謙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世間に背く罪                                                                               

（中）  悖世罪   

14 

工藤節子 

0315022 吳琪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初心者でも理解やすいメイクブック                                                                             

（中）  新手也能輕鬆學會的彩妝書 

15 0315033 陳儀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多文化の顔を持つ街                                                                               

（中）  有多文化樣貌的城市 

16 0315016 邱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コロトン米と台湾の米の歴史                                                                            

（中）  葫蘆墩米與台灣米歷史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7 

工藤節子 

0315035 張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銀魂』の役割語                                                                             

（中）  『銀魂』的角色語 

18 0315048 張郇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壁を崩す体験とはー台日交流の事例

を中心にー                                                                          

（中）  打破語言屏障之體驗 ―以台日交流事例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19 

黃美慧 

0315004 吳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ロッククライミングについて                                                                               

（中）  攀岩人       

20 0315010 張涵 

論文，論文題目： 

（日）  東海大学のリサイクル事情                                                                             

（中）  東海大學資源回收現況 

□作品，作品名稱： 

21 0315021 賴誼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高齢者介護の事情                                                                              

（中）  台灣與日本的老人照顧 

□作品，作品名稱： 

22 0315046 劉麟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一緒に独立書店を散歩しましょ！                                                                                

（中）  一起去獨立書店散步吧!      

23 0315020 楊妤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における英語学習者の学習状況―大学生を中心に―                                                                            

（中）  臺灣英語學習者的學習狀況―以大學生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24 0315026 黃庭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におけるスローフードについて                                                                          

（中）  慢食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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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黃美慧 0315037 呂儀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の 2025年に脱原発の議題についてと台湾人の反応                                                                            

（中）  關於台灣 2025 年終止核電議題及探討台灣對此議題的反應 

□作品，作品名稱： 

26 

張瑜珊 

0315014 古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初めての演劇                                                                              

（中）  初嘗戲劇 

27 0315037 吳昀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絵本——ケーキを食べちゃダメ！                                                                              

（中）  繪本—不可以偷吃蛋糕！ 

28 0315057 黃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旅行の意義」―日本大分県旅行提案                                                                             

（中）  「旅行的意義」―日本大分縣旅行方案 

29 0315001 陳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祖母の得意な伝統料理                                                                              

（中）  阿嬤的拿手古早味 

30 0315014 黃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未来を創造するー兄のアスパラガス                                                                                

（中）  創造未來―哥哥的蘆筍 

31 0315044 彭晴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動画で中国語を勉強しようーハルの華語教室                                                                              

（中）  用動畫學中文―ハル的華語教室 

32 0315047 蘇倢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海水正藍                                                                                

（中）  海水正藍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33 

松永稔也 

0315036 吳凱 

論文，論文題目： 

（日） 「人」を中心とした台中の国際観光ホテルの研究                                                                            

（中）  以「人」為中心的台中地區國際觀光旅館之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34 0315040 吳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西南学院大学での留学記録                                                                                 

（中）  西南學院大學之留學紀錄 

35 0315042 李原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ジャンプ力訓練について理論と実験                                                                           

（中）  跳躍力訓練相關理論與實踐 

□作品，作品名稱： 

36 0315048 黃勛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と日本における観光政策の比較と分析―高雄市と愛知県を事例として―                                                                            

（中）  台灣與日本的觀光政策比較與分析―以高雄市與愛知縣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37 0315050 謝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一緒に痩せましょう！東海大学女子大学生向けダイエット  

        ガイド                                                                               

（中）  一起瘦身吧！給東海女大生的瘦身指南 

38 0315032 強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私の Pangcah ばあちゃん                                                                            

（中）  我的 Pangcah 阿嬤 

39 

林珠雪 

0315007 莊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小説創作                                                                               

（中）  小說創作    

40 0315009 黃實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写真集『家の樣貌』                                                                             

（中）  攝影集《家的樣貌》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1 

林珠雪 

0315026 姜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の伝統的な踊り                                                                               

（中）  台灣的傳統舞蹈   

42 0315030 廖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屛東文化の記憶と伝承                                                                               

（中）  屏東先民的記憶與傳承 

43 0315018 陳昂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漫画作品―牆角の戦争                                                                              

（中）  漫畫作品―牆角的戰爭   

44 0315023 林祐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のエコロジー環境問題とまちづくり                                                                                

（中）  台灣的生態環境議題與社區總體營造   

45 0315049 方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住華盃ガイドブック                                                                               

（中）  住華盃工作手冊 

46 0315050 莊諺 

論文，論文題目： 

（日）  都市伝説と御霊信仰について                                                                           

（中）  都市傳說與御靈信仰 

□作品，作品名稱： 

47 

 

102104 

 

 

許榕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奈良県下市町 PRビデオ                                                                               

（中）  奈良縣下市町宣傳影片   

48 0315005 余軒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自己探索                                                                             

（中）  回首、省思、啟航―我的現在與未來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9  0315052 林怡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うたの料理教室                                                                            

（中）  從歌曲裡學料理 

50 

黃淑燕 

0315038 黃瑩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ネットフリックスの台頭から企業革新とメディアの変革を  

        見る                                                                         

（中）  從 Netflix 的崛起看企業革新與媒體變革 

□作品，作品名稱： 

51 0315007 楊玟 

論文，論文題目： 

（日）  欧米サブカルチャーの大衆の受け入れについて 

          ーヒップホップを中心に                                                                           

（中）  大眾對歐美次文化的接受度―以嘻哈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52 0315025 吳婷 

論文，論文題目： 

（日）  日本におけるワーキングホリデーの分析について                                                       

（中）  對日本打工度假的分析 

□作品，作品名稱： 

53 101126 王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翻訳『グローバル経済と現代奴隷制』                                                                               

（中）  翻譯《全球經濟與現代奴隸制》  

54 102135 林麒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ビットコインの価値の源は何か                                                                            

（中）  論比特幣之價值起源  

□作品，作品名稱：  

55 

笹沼俊曉 

0315045 李斌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ゲーム「ニーア·オートマタ」の作品分析―生と死を繰り    

        返す螺旋―                                                                               

（中） 「尼爾:自動人型」作品分析―重複生與死的螺旋―   

□作品，作品名稱：  

56 0315005 謝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散物語                                                                               

（中）  散物語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57 

笹沼俊曉 

0315015 柯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教室外での授業                                                                              

（中）  教室外的課堂 

58 0315021 吳睿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における無農薬栽培現在と発展、問題                                                                              

（中）  台灣現今友善農業的發展與問題   

□作品，作品名稱：  

59 0315031 蔡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私とネパール子供達は 1段の家に帰る道を行きます 

        （国際ボランティアについて）                                                                              

（中）  陪孩子們走一段回家的路（國際志工體驗誌）    

60 0315038 李慈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ユーチューバー」は経済の効果を創造するー化粧品                                                                             

（中）  Youtuber 所創造的經濟效益―以美妝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61 0315042 蔡汝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殺人犯                                                                               

（中）  殺人犯    

62 101154 丁緣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ベトナムの民話                                                                            

（中）  越南民間故事    

63 102161 梁華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に受ける日本製右翼エンタメの受容―百田直樹の永遠の 0 を中心に                                                                             

（中）  臺灣對於日本製的右翼娛樂的接受度―以百田直樹的永遠的 0 作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64 102162 陳渝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小説創作「純白の黒（上巻）、純黒の白（下巻）、外伝」                                                                              

（中）  小說創作「純白的黑（上冊）、純黑的白（下冊）、番外」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65 

笹沼俊曉 

101140 周辰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周振源の伝記                                                                               

（中）  日本教育下的臺灣草根男兒 跨越日本殖民與國民政府統治   

        的男人―周振源先生             

66 102102 王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北管の鄭夏苗の自伝小説                                                                             

（中）  北管藝師鄭夏苗自傳              

67 

林嘉惠 

0315053 王晶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孤独な心                                                                              

（中）  孤獨的心              

68 0315055 梁如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スマートフォンゲームをもっと知ってほしい 台湾篇                                                                             

（中）  手機遊戲知多少 台灣篇          

69 0315041 蔡宸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百佑株式会社 中日版カタログの製作                                                                           

（中）  百佑機械有限公司 中日版型錄製作              

70 102112 郭玲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苦手な中国語の口鳴らし練習帳                                                                            

（中）  難搞的中文發音練習本                

71 0315013 林慈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なぜ世界中が日本のポップカルチャーを愛するのか？ポケモンから見たこと                                                                            

（中）  為何日本的流行文化會在世界上如此的被喜愛著？從精靈寶可夢看到的事

□作品，作品名稱：  

72 0315017 吳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愛蘭ガイドブック                                                                            

（中）  愛蘭觀光手冊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73 

林嘉惠 

0315027 陳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自転車修理入門                                                                             

（中）  自行車修理入門             

74 0315032 廖軒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初心者向けアーチェリ教学                                                                             

（中）  初學者也能學得簡易射箭教學             

75 0315043 楊樺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バスで清水へ遊びに行こう                                                                            

（中）  一起坐公車遊清水吧         

76 0315002 徐臨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永遠の外国人                                                                            

（中）  永遠的外國人             

77 

大西仁 

0315024 楊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家に返る                                                                               

（中）  回家                                                   

78 0315025 林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話者 speaker                                                                              

（中）  話者 speaker                                                   

79 0315035 劉含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バヅヅー頭に花をさかせる人                                                                              

（中）  巴肚肚ー頭上會開花的人                          

80 0315041 邱紋 

論文，論文題目： 

（日）  日本における高齢者介護―社会現状と解決策―                                                                             

（中）  日本的高齡者照護―社會現狀與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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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大西仁 

0315051 高惠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ファッションブランド                                                                               

（中）  時尚品牌          

 □作品，作品名稱：   

82 102128 郭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スーパー業界一位 全聯の経営戦略や直面する問題                                                                              

（中）  台灣超市龍頭 全聯的經營策略和面臨的問題 

□作品，作品名稱： 

83 102165 崔浩 

論文，論文題目： 

（日）  九鬼周造におけるニーチェ哲学からの文脈―『悲劇の誕生』  

        を中心に                                                                               

（中）  於九鬼周造中之尼采哲學脈絡―以《悲劇的誕生》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84 

古川ちかし 

0315001 林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日本語学習ゲーム＜獅子の日本語ノート＞                                                                                

（中）  日語學習遊戲<獅子的日文小筆記> 

85 0315015 劉瑋 

論文，論文題目： 

（日）  芥川龍之介の「藪の中」と黒澤明「羅生門」の敘事研究                                                                               

（中）  芥川龍之介「竹藪中」與黑澤明「羅生門」之敘事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86 0315046 楊涵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Défonce—彷徨える青春—                                                                               

（中）  迷失的青春 

87 0315054 彭恆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妖怪手記                                                                               

（中）  妖怪手記   

88 0315060 吳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ハイパープロジェクション演劇「ハイキュー！！」 

        〝烏野、復活〞 翻訳                                                                           

（中）  HYPER PROJECTION 排球少年舞台劇「烏野的復活」 日翻中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89 古川ちかし 101123 丁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全台湾ゴルフ場ガイドブック                                                                               

（中）  全台灣高爾夫球場指南 

90 

蕭幸君 

0315002 潘瑋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メタボリズム中銀カプセルタワビールの建築模型                                                                               

（中）  代謝派中銀膠囊塔之建築模型 

91 0315018 吳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光の洋服店                                                                               

（中）  小光的服飾店 

92 0315020 郭欣 

論文，論文題目： 

（日）  「雨だ！」『言の葉の庭』における雨の表象研究                                                                              

（中）  「下雨了！」『言葉之庭』的雨的表象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93 0315031 潘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お寺についてのこと                                                                             

（中）  關於廟宇不可不知的事   

94 0315004 趙嫣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照マ鏡                                                                               

（中）  照妖鏡  

 95 0315024 邱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愛のケーキ屋                                                                               

（中）  愛的蛋糕屋 

96 101130 林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古着の再利用                                                                             

（中）  舊衣新製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97 

蕭幸君 

102133 陶成 

論文，論文題目： 

（日）  既読無視に対する台湾と日本の大学生の考え方とその違い                                                                             

（中）  台灣和日本大學生對於已讀不回的看法及差異 

□作品，作品名稱： 

98 102146 張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貢物を奉るため江戸へ                                                                               

（中）  前往江戶進貢吧！   

99 

北川修一 

0315003 何揚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アニメと漫画の料理を再現するー最高においしい漫画飯―                                                                           

（中）  再現動漫畫的料理―最好吃的「漫畫飯」 

100 0315034 葉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客家の代表的で伝統的な祭りー「義民祭」                                                                               

（中）  客家的代表性傳統祭典 ―「義民節」 

101 0315039 蔡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わたしのめがねはどこ？                                                                                

（中）  我的眼鏡呢? 

102 0315008 許凌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伝承しろう！幸せでいい味！                                                                                

（中）  傳承下去吧～幸福美好的滋味！ 

103 102123 邱郁 

論文，論文題目： 

（日）  霹靂布袋戯の革新―日本に進出する「Thunderbolt Fantasy 

        東離劍遊紀」を例に                                                                                

（中）  霹靂布袋戲的革新―以「Thunderbolt Fantasy 東離劍遊紀」進軍日本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104 102122 蕭薰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きれいなビーチを返せー環島新北市企画書                                                                              

（中）  「環」我淨土―環島淨灘新北站企劃書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05 北川修一 102164 高東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哲学と反哲学についての研究 

         ―木田元の『反哲学入門』を例として                                                                              

（中）  哲學與反哲學之研究―以《反哲學入門》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交換生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 笹沼俊暁 101158 陳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恐怖解謎 AVG——山魅（Ver.0.06）                                                                              

（中）  謎解きホラーゲーム——山魅（Ver.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