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榮譽  
102/09/13 顏幸月老師榮獲「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C級獎勵。 

102/10/25 97學年畢業生許雅琦，榮獲「2014年日本交流協會獎學金」。 

102/12/23 程馨瑩同學錄取東吳、輔仁、東海、文化日文系研究所。 

102/12/30 陳炳崑教授新書出版「日本近代文學賞析」 

102/12/30 日文二甲周陽同學榮獲 102學年第一學期有恆助學金。 

 

103/01/14 102學年第 2學期，潘心瑩老師榮升「副教授」。 

103/01/14 102學年第 2學期，林雪貞老師榮升「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二、 系訊  

102/09/05 日文系新生始業式。 

102/10/09 

~~102/10/26 

口譯龍培訓課程，邀請業界師資吳國禎老師進行培訓。 

10/09  導覽角色扮演與小常識 

10/16  台灣美食 

10/23  台北及近郊美景 

10/26  北投實際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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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23 校外課程顧問會議，邀請銘傳大學應日系主任林長河主任蒞臨。 

102/10/30 就業守護神 – 系友盧政勳先生職場經驗分享。 

 

102/10/31 枋寮高中參訪日語沉浸園，體驗穿著浴衣。 

 

102/11/08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邀請王淑俐老師以「現代師生關係與教師溝通技巧」為主題進

行座談會。 

102/11/16-17 「完全掌握日檢」N2輔導課程，由楊奕屏老師教學。 

102/11/23-24 「完全掌握日檢」N1輔導課程，由趙順文老師教學。 

102/11/18 

~~102/11/29 

日語沉浸園舉辦日文週活動 

11/18.25  姚   老師  古都文化體驗；古都文化體驗 

11/19.26  百瀨 老師  日本祭典-撈小人偶 

11/20.27  荒木 老師  抹茶試喝 

11/20.27  岡西 老師  大阪腔體驗；明信片製作 

11/21.28  池田 老師  將棋體驗 

11/22.29  坂口 老師  浴衣體驗 



 

 

102/12/04 校園舉辦「漂書運動」，邀請日文系學生參加「首漂」宣傳活動。 

 

102/12/04 就業守護神 – 系友陳秀盈小姐、李巧葳分享日本打工及獎學金申請經驗。 

 

102/12/11 系週會強化案專題演講「廣告公司對台日友好關係的助益」，邀請電通國華副董事

長兼總經理 – 吉田壽哉先生蒞校演說。 

 
102/12/14 

~~102/12/21 

導遊領隊證照輔導課程，邀請陳貽斌、楊富茹、胡漢寧、譚愷悌、楊奕屏等多位業

界師資授課及分析考試題型。 



 

三、 系學會活動  

102/08/16 開學前舉辦新生茶會，讓新生提早展開大學生活、參與活動熟悉彼此。並請日文老

師指導簡易 50音入門。 

 
102/09/05 系新生始業式，邀請系主任及專任老師來勉勵新生 

 
102/09/26 傳承歷屆學會於教師節前夕舉辦新生系烤的活動，曾進新生彼此感情。 

102/12/27 假大禮堂舉辦第五屆畢業公演「時空運轉」 

 
103/01/06 職場研習課程邀請 Himerium株式會社社長芳野祥子小姐蒞臨，針對「日本禮儀」

進行講座。 



 
102/10/07 認親大會，進入大學第一次期中考前，學長姐與學弟妹們互贈歐趴糖。 

 
102/10/26 

~~102/10/27 

 歡樂、溫馨、又充滿回憶的兩天一夜宿營活動。 

 

 

 



四、 導遊義工活動  

申請日期 申請者 / 人數 導覽內容 負責同學 

102/08/02 馬場一家 / 3人 淡水老街、百葉溫州大餛飩、

淡水夜景 

系  友  翁○雅 

系  友  黃○菁 

102/08/12 吉田小姐 / 2人 忠烈祠、超級市場、 

夜市 

日四甲  陳○君 

日四甲  蔣  ○ 

102/08/14 水野小姐 / 1人 迪化街、霞海城隍廟、 

信義誠品 

日二甲  陳○郁 

日二甲  邱○婷 

102/08/19 八代小姐 / 1人 龍山寺、台北車站地下街 

公館師大夜市、台灣熱炒 

日三甲  江○穎 

日三甲  蔡○靜 

102/08/24 民本小姐 / 2人 野柳、饒河街夜市 日四甲  廖○幼 

日二甲  陳○珍 

102/09/01 本澤先生 / 1人 行天宮、中正紀念堂、士林 日二甲  高○蓉 

日二甲  于○寧 

102/10/05 原島小姐 / 2人 龍山寺、霞海城隍廟 日延一  林○穎 

日延一  謝○穎 

102/10/11 

 

102/10/13 

小澤先生 / 2人 九份老街、基隆夜市 

大魯閣棒球打擊場 

二二八紀念公園、龍山寺 

士林夜市 

日二甲  高○蓉 

日二甲  黃○鈺 

日三甲  游○芯 

日三甲  吳○祥 

102/10/13 

 

宇野先生 / 1人 淡水、鼎泰豐 

 

日二甲  張○婷 

新聞系  廖○羽 

102/10/15 木村兄妹 / 2人 十分、九份、台北吃火鍋 系  友  趙○蘭 

系  友  鄭○嫻 

102/10/18 西原一家 / 2人 行天宮、永樂市場、鼎泰豐 

霞海城隍廟、淡水、士林夜市 

日延一  謝○穎 

系  友  黃○瑜 

102/10/23 宇田先生 / 1人 鶯歌陶瓷博物館、淡水、八里 

佘家孔雀蛤大王 

日四甲  陳○柔 

日四甲  廖○幼 

102/10/26 河上家族 / 6人 西西南村 日三甲  林○瑄 

日三甲  陳○倫 

102/11/05 佐藤母女 / 2人 台北地下街、中山地下街 日三甲  游○芯 

日三甲  吳○祥 

102/11/06 篠原小姐 / 2人 十分、九份 系  友  王○婷 



系  友  趙○蘭 

102/11/22 安藤一家 / 5人 中正紀念堂、杭州小籠包、 

台北地下街、士林夜市 

日四甲  陳○柔 

日四甲  呂○霏 

102/11/22 

 

102/11/24 

桑島一家 / 2人 十分放天燈 

 

參觀廟宇 

日二甲  張○婷 

日三甲  張○恒 

新聞系  廖○羽 

102/11/23 上島先生 / 1人 市內觀光 日二甲  陳○儒 

日二甲  童○瑄 

102/12/07-08 牛久先生 / 1人 淡水、士林夜市、貓空、 

建國花市、郵政博物館 

日二甲  張○婷 

日二甲  陳○儒 

102/12/20 匿名先生 / 1人 西門町、萬華 

 

日二甲  陳○儒 

日二甲  高○儀 

102/12/20 笠 姊妹 / 2人 信義安和站、臨江街夜市、 

永康街 

日四甲  廖○幼 

日二甲  葉○玲 

102/12/22 涉田一家 / 5人 中正紀念堂、龍山寺、西門町 

艋舺夜市、士林夜市 

日三甲  杜○瑾 

日三甲  林○倫 

102/12/27 

 

102/12/29 

山內一家 / 5人 士林夜市 

 

台北孔廟 

日三甲  林○瑄 

日三甲  潘○郁 

日四甲  廖○婷 

日四甲  陳○柔 

102/12/28 宇津野小姐 / 1人 忠烈祠、龍山寺、淡水 日二甲  陳○儒 

日二甲  童○瑄 

102/12/29 原田夫婦 / 2人 猴硐車站 日二甲  張○婷 

日二甲  許○惟 

103/01/01 加藤先生 / 2人 淡水 日二甲  黃○鈺 

日二甲  洪○彣 

103/01/03 海老原先生 / 2人 貓空、淡水 日二甲  張○婷 

日二甲  陳○儒 

103/01/25 土井夫婦 / 2人 大龍街、迪化街、永樂市場 日二甲  張○婷 

日二甲  許○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