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榮譽  
103/09/15 顏幸月老師榮獲 103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C級獎勵。 

103/10/29 日文三甲陳幸愉同學甄選為 2015年春季縣立廣島大學交換生。 

日文四甲張瑜庭同學甄選為 2015年春季關西國際大學交換生。 

103/11/17 2014年全國大專院校日語演講比賽 

日文延一陳家宇同學、日文四甲陳玟郁同學入選決賽。 

103/11/27 廖珊幼同學錄取 104學年東吳大學日文系研究所。 

103/12/01 日文四甲陳玟郁同學榮獲 2014年全國大學校院日語演講比賽第五名。 

104/01/06 日文三甲周陽同學、葉愛玲同學榮獲 103學年第一學期有恆助學金。 

 
 

二、 系訊  

103/09/03 日文系新生始業式。 

103/10/18.19.25 口譯龍培訓課程，邀請業界師資葉秀玲老師進行培訓。 

10/18  觀光行程的設計 

10/19  台灣文化與小吃美食 

10/25  實際導覽-龍山寺、中正紀念堂 

  

  

103/10/27 職場研習演講，邀請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日系主任黎立仁主任蒞臨演講。 

講題：東亞的國際分工與台日企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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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1/04 邀請日本奈良大學石川一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和歌的邀約 

103/11/07 校外課程顧問會議，邀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日系張金塗老師蒞臨。 

103/11/04 

103/11/18 

103/11/25 

協同教學-貿易日語課程邀請吳國禎老師蒞臨， 

103/11/15-16 「完全掌握日檢」N2輔導課程，由鄭典老師教學。 

 
103/11/17 

~~103/11/28 

日語沉浸園舉辦日文週活動 

11/17     姚   老師  音樂無國界 

11/18.25  荒木 老師  百人一首教學和體驗 

11/19.26  岡西 老師  卡拉 OK大賽 

11/20.27  山田 老師  日本彩妝教學；日本茶體驗 

11/21.28  坂口 老師  浴衣體驗 

11/24     百瀨 老師  軟糖便當製作 

  

  

103/11/19 就業守護神 – 系友陳姿潔小姐職場經驗分享。 



講題：放眼看日商 

 
103/11/22-23 「完全掌握日檢」N1輔導課程，由趙順文老師教學。 

103/11/26 就業守護神 – 系友沈忠慧小姐職場經驗分享。 

講題：小籠包帶我走世界 

 
103/12/11-12 日本姐妹校交流-縣立廣島大學蒞臨參訪交流 

103/12/15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日系黎立仁主任以「多元學習與做中學」

為主題進行座談會。 

103/12/17 系週會強化案專題演講「激！超人氣公關達人密技」，邀請廣電系校友 – 蕭合儀小

姐蒞校演說。 

   



 

三、 系學會活動  

103/08/15 第一次迎新茶會~與未來學弟妹們的第一次相會！ 

 

103/09/03 系新生始業式，邀請系主任及專任老師來勉勵新生。 

 

103/09/24、10/01 抽直屬活動，直屬學長姐讓學弟妹趕受是新的溫暖，學長姐與學弟妹們互贈歐趴糖。 

 

103/10/14 傳承歷屆學會舉辦新生系烤的活動，曾進新生彼此感情。 

103/12/19 假大禮堂舉辦第六屆畢業公演「瀧川」 

 

  



 

103/11/01 

~~103/11/02 

充滿回憶的兩天一夜宿營活動，舉辦於苗栗西湖渡假村。 

 

 

 

四、 導遊義工活動  

申請日期 申請者 / 人數 導覽內容 負責同學 

103/08/05-06 小山田先生 / 2人  日三甲  陳○儒 

日三甲  楊○霖 

日三甲  陳○婷 

103/08/11 若井一家 / 3人 台北 101、永康街、台北地下街 系  友  陳○柔 

系  友  廖○婷 

103/08/13 尾高母子 / 2人 寧夏夜市 日三甲  張○婷 

日三甲  許○惟 

103/08/14 瀧澤先生 / 1人 北投、淡水、西門町、 

東門鼎泰豐 

日三甲  陳○儒 

日三甲  陳○婷 

103/08/18 山田先生 / 3人 故宮博物院、台北車站 日三甲  陳○儒 

日三甲  王○仁 

103/08/19 吉岡先生 / 3人 東門鼎泰豐、龍山寺、 

台北車站 

日四甲  游○雯 

日四甲  李○襄 



103/09/08 臼井小姐 / 1人 故宮博物院、鼎泰豐、台北 101 

中正紀念堂、士林夜市 

日三甲  陳○儒 

日三甲  張○婷 

103/09/14 兒玉父子 / 2人 故宮博物院、國立博物館 日三甲  張○婷 

日三甲  許○惟 

103/09/15 

 

吉村一家 / 3人 故宮博物院、鼎泰豐、永康街、 

台北 101、中正紀念堂、西門町 

日三甲  陳○儒 

日三甲  馬○伶 

103/09/21-22 井戶先生 / 1人  

 

九份、士林夜市 

日三甲  許○惟 

日三甲  葉○玲 

日三甲  陳○儒 

日三甲  廖○偉 

103/10/07 田島先生 / 1人 九份 日三甲  高○蓉 

日二甲  黎○鴻 

103/10/11-12 涉谷一家 / 3人 迪化街、龍山寺、貓咖啡廳、 

寧夏夜市 

喫茶店 

日二甲  陳○如 

日三甲  陳○君 

日三甲  陳○珍 

日三甲  高○蓉 

103/10/11-12 塩原一家 / 3人 台北市內觀光 

 

貓空、台北 101、饒河夜市 

日三甲  陳○珍 

日三甲  高○蓉 

日三甲  陳○儒 

日三甲  馬○伶 

103/10/13 小池夫妻 / 2人 台北市內觀光 日三甲  于○寧 

日三甲  許○榕 

103/10/26 川崎一家 / 4人 文具店、台式洗髮按摩 日三甲  林○欣 

日三甲  許○榕 

103/11/02 大成一家 / 3人 關渡廟、淡水、五分埔 日四甲  佟○賢 

數媒系  簡○瑩 

103/11/20 

 

103/11/21 

 

103/11/24 

齊藤小姐 / 1人 鹿皮工作室、光華商場、 

永康街 

市立美術館、台北故事館、 

MAJI市集、台北當代藝術館、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松山文創園區、木柵動物園 

日四甲  邱○婷 

日四甲  陳○筑 

日四甲  杜○瑾 

日四甲  劉○薇 

日四甲  游○雯 

日四甲  王○崎 

103/12/01 皆木小姐 / 1人 龍山寺、行天宮、台北製茶所 日二甲  陳○儒 

日二甲  童○瑄 

103/12/08 山口先生 / 2人 龍山寺、腳底按摩、台北 101、 日四甲  陳○郁 



夜市 圖傳系  曾○妤 

103/12/13-14 牛久先生 / 1人 郵政博物館、士林夜市 日三甲  張○婷 

日三甲  陳○儒 

103/12/26 市川一家 / 5人 明月湯包、通化街夜市、 

永康街 

日三甲  陳○儒 

日三甲  許○榕 

103/12/27 松本先生 / 3人 鶯歌、三峽、小碧潭、永康街 日三甲  陶○慈 

日三甲  許○惟 

103/12/28 入山小姐 / 1人 龍山寺、霞海城隍廟、永康街 日三甲  林○嫺 

日三甲  陳○婷 

103/12/28 村上先生 / 4人 故宮博物院、永康街 日三甲  陳○珍 

日三甲  許○評 

103/12/29 芦田小姐 / 2人 雜貨店、士林夜市 日三甲  陳○儒 

日三甲  趙○豪 

104/01/02 石川家族 / 7人 貓空纜車、中正紀念堂 日四甲  蔡○汶 

日四甲  李○襄 

日四甲  葉○雯 

104/01/03 中村家族 / 6人 小籠包、市內觀光 日三甲  張○婷 

日三甲  陳○愉 

104/01/25 五十嵐一家 / 5人 平溪放天燈 日延一  廖○幼 

日四甲  李○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