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屆+交換生「專題研究」論文/作品題目參考 
第七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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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522 林○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彼らの希望—髪の募集と癌症希望ファウンデーション    

（中）  他們的希望 捐髮與癌症希望基金會                   

2 1021802 陳○羚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企業の現状分析－ニトリ会社を中心に   

（中）  在台日本企業的現況分析—以宜得利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3 1021805 蘇○晴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2.5 次元ミュージカルの紹介                         

（中）  2.5 次元舞台劇的介紹                             

4 1021820 吳○娟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沈黙の言語                                         

（中）  沉默的語言                                       

5 1021827 曾○柔 

論文，論文題目： 

（日）  縮約形に関する研究に—日本ドラマから見る縮約形      

（中）  縮約形的研究—從日本電視連續劇來看縮約形         

 □作品，作品名稱：   

6 1021844 黃○齊 

論文，論文題目： 

（日）  旧家屋保存とまちづくり-台南旧家屋再生計画の研究    

（中）  台南「老屋欣力」計畫之研究   

□作品，作品名稱： 

7 1021849 郭○瑋 

論文，論文題目： 

（日）  視覚障害者の現状と今後の展望（台湾を中心に）       

（中）  視覺障礙者的現況與之後的展望（以台灣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8 1021855 盧○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哀しき香港—抗議運動から見る                       

（中）  悲哀的香港 從抗議運動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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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663 李○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山陰を再発見！                                     

（中）  重新探索山陰地區！ 

10 

工藤節子 

1021505 曾○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四国小旅行                                        

（中）  四國小旅行   

11 1021541 范○恩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映画じゃなきゃ ダメ！                              

（中）  非看不可   

12 1021810 黃○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手伝いながら旅をする(台湾のワークエクスチェンジとウーフ日本についての経験)  

（中）  換一種方式旅行吧！（台灣的打工換宿和日本的 WWOOF 的經驗介紹）

13 1021813 賴○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あなたの知らない—ペットサロン                     

（中）  你所不知道的寵物美容    

14 1021819 謝○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コンビ二の秘密の大公開！                           

（中）  超商秘辛大公開    

15 1021831 張○庭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あなたはすばらしい                                 

（中）  妳是寶貝    

16 1021850 許○心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バンギャ」である私！                              

（中）  身為「盤嫁」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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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853 陳○豪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YouTuber になる前に！                              

（中）  當個 YouTuber 之前！ 

18 1011843 林○慈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お婆さんが伝える美味しい幸せ                       

（中）  奶奶的美味幸福      

19 

王怡人 

1021525 黃○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絵本「ねぇ、聴いて」                               

（中）  繪本「拜託，聽我說」 

20 1021535 陳○穎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ノベルゲーム：逆風高飛                             

（中）  文字冒險遊戲：逆風高飛 

21 1021816 張○炫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動物保護意識の形成と問題—台湾社会での犬の位置付けの変更を中心に    

（中）  台灣動保意識的形成與問題—以台灣社會中狗的定位變化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22 1021821 李○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日本全国「へぇ、そうだったのか！」雑学 （翻訳）    

（中）  日本全國雜學   

23 1021825 許○方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お菓子満喫                                     

（中）  享受吧！台灣零食  

24 1021832 耿○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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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ハイキュー！！」演劇 翻訳 

（中）  HYPER PROJECTION 排球少年舞台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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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王怡人 

1021836 朱○儀 

論文，論文題目： 

（日）  教育旅行から見る大豊町「農家民泊事業」             

（中）  從教育旅行中探討大豐町的農家寄宿事業 

□作品，作品名稱： 

26 1021837 陳○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彩-シゼン‧ハナ‧ソラ」（個人作品集）             

（中） 「彩—自然‧花‧天空」（個人作品集） 

27 

黃美慧 

1021515 邱○玲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の桜事情                                       

（中）  台灣櫻花         

28 1021517 蘇○棻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におけるゴルフ事情                             

（中）  台灣高爾夫—台灣高爾夫產業近況       

29 1021539 卓○芬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の優先席事情                                   

（中）  台灣博愛座文化   

30 1021544 林○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刺青：日本と台湾の歴史と発展                      

（中）  刺青：日本與台灣的歷史與發展    

31 1021552 王○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ババ ニョニャ                                      

（中）  小娘惹      

32 1021818 劉○唐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ロードランナー                                     

（中）  路跑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33 

黃美慧 

1021828 盛○豪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漫画料理実作                                       

（中）  漫畫料理實作 

34 1021839 吳○加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余剰することを拒否して、どんな食物も役に立てるようにする    

（中）  剩餘拒否，食得其所 

35 

松永稔也 

1021507 陳○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韓国酒の起源と現代の発展                           

（中）  韓國酒的起源和現代的發展 

36 1021540 林○玶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右脳記憶で単語を覚えよう！                         

（中）  利用圖像記憶背誦單字！ 

37 1021542 黃○鈴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上海の復旦大学での 123 日の留学                     

（中）  上海復旦大學的 123 天留學記事 

38 1021543 陳○姍 

論文，論文題目： 

（日）  SNS の使う時間と現実世界の交友の関連               

（中）  社群網站的使用時間與現實好友的關聯 

□作品，作品名稱： 

39 1021815 朱○珊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オバマ米大統領の広島訪問への日米の反応—原爆投下を

謝罪しない声明に対して—                              

（中）  對於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廣島訪問之際，發表投下原子彈不

道歉的聲明，日美兩國的反應         

□作品，作品名稱： 

40 1021817 朱○珈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の民俗信仰と節句                               

（中）  台灣的民俗信仰和節日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1 

松永稔也 

1021824 吳○翰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の英語教育の歴史、現状とその効果               

（中）  台灣英語教育的歷史、現況及其成效   

□作品，作品名稱： 

42 1021852 梁○祥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孤独ラーメンの道                                   

（中）  孤獨的拉麵之路 

43 1011803 劉○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絵本《泣かないで、ヤマネコちゃん～台湾の自然悲歌～》  

（中）  繪本《小石虎，不哭泣~台灣的自然悲歌~》          

44 991558 游○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家庭教師の視点から試みる日本語の学習者に役立つプリント集の作成  

（中）  為了幫助日本語學習者，以家庭教師的觀點所嘗試製作的講義集

45 

林珠雪 

1021529 江○旻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筋トレ指南                                        

（中）  健身指南 

46 1021530 丁○儀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の労使関係の問題について—チャイナエアラインの

ストラトキから『一例一休』の紛争まで                 

（中）  台灣勞資問題之探討—從華航罷工到『一例一休』      

□作品，作品名稱： 

47 1021545 陳○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日本近代の服装の変遷史—二戦後を中心にする—         

（中）  日本近代服裝演變史—以二次戰後為中心— 

48 1021823 潘○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を再発見                                       

（中）  發現新台灣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49 

林珠雪 

1021826 李○萱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E 世代の経営モデル—ネットワーク販売実例            

（中）  E 世代的經營模式—網路販賣實例  

50 1021845 孫○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にお爺ちゃんの足跡                             

（中）  阿公的腳印在台灣     

51 1011512 陳○翔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政治と民間信仰                                 

（中）  台灣政治與民間信仰          

□作品，作品名稱： 

52 1011538 黃○鈴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カルチャーショック                                 

（中）  日本生活好吃驚 

53 1011829 劉○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さよなら、野良猫—愛猫家を対象としたインタビュー集 

（中）  再見浪浪—愛貓人的訪談集 

54 1021926 張○鈞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幼少期の思い出と家への帰属感—湾生を例として        

（中）  童年回憶與家之歸屬感—以灣生為例       

□作品，作品名稱： 

55 

黃淑燕 

1021506 楊○靜 

論文，論文題目： 

（日）  黄霊芝と彼の文芸—「『金』の家」を題材に—           

（中）  黃靈芝及其文藝—以小說「『金』之家」為題材—    

□作品，作品名稱： 

56 1021514 王○人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バスで台中 B級グルメ旅                             

（中）  搭公車吃台中美食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57 

黃淑燕 

1021533 張○俽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食購易（スゴイ）                                   

（中）  食購易    

58 1021559 王○澄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中国語母語話者に対する商品パッケージに特化した読解を指導する   

（中）  以中國話為母語的人為對象的針對商品包裝的閱讀指導 

59 1021801 蔡○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遷徙                                               

（中）  遷徙   

60 1021835 馬○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半生記                                             

（中）  我的外婆    

61 1021838 吳○妮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忠義里の光陰の物語                                

（中）  忠義里的光陰故事   

62 1021847 李○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レモンの声を聞く                                   

（中）  聽見檸的聲音   

63 

笹沼俊暁 

1021511 許○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黙言                                               

（中）  默言 

64 1021513 陳○靜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日常生活から楽しく台湾語を覚える                   

（中）  從日常生活中輕鬆學台語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65 

笹沼俊暁 

1021527 李○瑄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ゲームの性差別現状分析—「リーグ．オブ．レジェンド」を中心に  

（中）  遊戲中的性別歧視現狀分析—以「英雄聯盟」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66 1021536 賴○欣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同性愛者についての脚本創作—虹のかけら              

（中）  關於同性戀者的劇本創作—彩虹的碎片       

67 1021538 林○羽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初心者のあなたもできる！—字幕制作ソフト Aegisub—      

（中）  零基礎也能做字幕! —字幕製作軟體 Aegisub— 

68 1021558 杜○紅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カフェ開業                                        

（中）  咖啡廳計畫書   

69 1021809 巫○祐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中での外国料理の発展—日系イタリアレストランチェーン「コパン」から中心に  

（中）  在台中的外國料理的發展—以日系義大利連鎖餐廳「copain」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70 

林嘉惠 

1021503 巫○芸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ベジ生活ガイドブック                               

（中）  指南蔬告素你      

71 1021510 蘇○容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ユーバイクのガイドブック                           

（中）  Ubike 的導覽書     

72 1021549 陳○均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声だけ聞こえる                                     

（中）  聞其聲不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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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556 田○玲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アルバイターだよ！                                 

（中）  我是打工仔!      

74 1021829 呂○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ぬくもりでいっぱいの所                            

（中）  向陽處     

75 1021830 古○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テレビのレーティングシステム In Taiwan               

（中）  電視分級制度 In Taiwan          

76 1021840 王○方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楽しく台湾の年中行事を学ぼう—日本語学習者に向けた教材   

（中）  輕鬆學台灣的歲時節令—針對日語學習者之教材     

77 1021857 阮氏○虹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東海大学の留学生の問題                             

（中）  東海大學留學生的問題    

78 1011506 劉○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気楽にストリートダンスを学ぼう！                   

（中）  一起瞭解街舞吧!      

79 1011561 謝○甫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東アジアの消えた路面電車と甦った LRT               

（中）  消失在東亞的有軌電車與重生後的 LRT   

80 1011834 倪○華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お婆さんが伝える美味しい幸せ                       

（中）  奶奶的美味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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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502 陳○云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学客—龍潭の客家文化                                

（中）  學客—龍潭客家文化        

82 1021516 薛○茹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御朱印—日本人と寺社の繋がりとは                    

（中）  御朱印—以何種形式牽連著日本人與神社寺廟   

□作品，作品名稱： 

83 1021521 李○彥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心を落ち着かせる癒しの力  日本庭園の美しさ        

（中）  讓人心平氣和的治癒力量  日本庭園之美      

84 1021532 曾○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台湾語教材                                         

（中）  台語教材      

85 1021842 王○詔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90 年代の大人気アニメとゲームの紹介と研究          

（中）  90 年代高人氣動畫以及遊戲的介紹和研究   

86 1021851 游○佩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人生という一人旅                                  

（中）  人生這趟獨自旅行 

87 1021856 柯○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外国人と台湾の地元の人が見た台湾の比較             

（中）  外國人和台灣本地人眼中的台灣之比較 

88 古川ちかし 1021504 郭○耀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コーディネートの基本をしろう                       

（中）  基礎穿搭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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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508 張○莉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外国人と台湾の地元の人が見た台湾の比較             

（中）  外國人和台灣本地人眼中的台灣之比較 

90 1021509 羅○洋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動画共有サービスがもたらす影響と隠された問題--（YOUTUBE）  

（中）  影片分享平台帶來的影響與被忽略的問題      

□作品，作品名稱：  

91 1021547 呂○霖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廟会文化と現代社会の対立について               

（中）  台灣廟會文化與現代社會衝突之探討   

□作品，作品名稱： 

92 1021555 陳○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青少年性行為と性教育                           

（中）  台灣青少年性行為與性教育           

□作品，作品名稱：

93 1021803 廖○銘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なまゴミと生活                                     

（中）  廚餘與生活                  

94 1021808 陳○瑜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ゲームの性差別現状分析—「リーグ．オブ．レジェンド」を中心に  

（中）  遊戲中的性別歧視現狀分析—以「英雄聯盟」為中心

□作品，作品名稱：        

95 1011541 陳○慈 

論文，論文題目： 

（日）  ネットいじめとひどいコメントの要因—社会心理学の角度から—  

（中）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探討網路評論普遍低落的現象之成因

□作品，作品名稱：         

96 

 

 

蕭幸君 

1021548 俞○雅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日本、岡山、女子高校生の生活                       

（中）  日本、岡山、女子高中生的生活                  

97 1021551 柳○妤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奈良いくなら、奈良の伝統産業から現代産業の融合     

（中）  走，來去奈良 奈良傳統產業與現代產業的融合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98 

蕭幸君 

1021806 潘○安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日原創同人文化比較                               

（中）  台日原創同人文化比較   

□作品，作品名稱：     

99 1021811 魏○玫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帰仁に行きましょう                                

（中）  帶著手札遊歸仁               

100 1021843 吳○弦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女の子のための台南ガイドブック                     

（中）  Tainan For Girls                  

101 1006618 林○婷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緑の味わい                                         

（中）  一抹綠                    

102 

北川修一 

1021518 黃○君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膨よかな人だけ知っていること                       

（中）  胖子才知道的事！                

103 1021519 黃○蓁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逆襲の ヴィジュアル系 ‐ヤんキーからオタクに受け継がれ

たもの‐』を翻訳—「ゴールデンボンバ－売れっ子大作戦」      

（中）  翻譯《「視覺系」大反攻：不良少年到御宅的傳承》—

金爆的受歡迎大作戰                  

104 1021553 李○琪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翻訳雑誌「ベスト．オブ．コーヒー」                 

（中）  最好的咖啡                  

105 1021560 霍○平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児童文学：アリスとトロール                         

（中）  兒童文學：小艾莉與大泥怪         

 



序

號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106 

北川修一 

1021841 徐○翊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  歴史の味—虎尾製糖工場                             

（中）  歷史的味道—虎尾糖廠             

107 1021859 鄭○涵 

論文，論文題目： 

（日）  台湾の高齢化社会とシルバー産業の発展               

（中）  臺灣的高齡化社會與銀髮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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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緒方智幸 1011507 陳○暄 

論文，論文題目： 

（日）台日地域性観光政策の比較と提言-台中市と鳥取県、観光

政策の比較と提言- 

（中）台日地區性觀光政策之比較與建議-以台中市與鳥取縣為研

究對象 -   

□作品，作品名稱： 

2 王怡人 1011560 洪○倫 

□論文，論文題目： 

作品，作品名稱： 

（日）小説翻訳：機動戦士—閃光のハサウェイ 

（中）激動戰士鋼彈-閃光的哈薩威（小說翻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