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榮譽  
108/04/30 日文三甲陳嘉梅榮獲 107-2 學生傑出人才獎。 

日文三乙蔡謹卉榮獲 107-2 學生傑出人才獎。 

108/05/10 日文四乙谷岫晟、日文三甲陳笙右、日文三甲趙禹晴、日文三甲陳怡婷、日文三甲

李時語、日文三甲李奕萱六位同學由百瀬英樹老師指導參加 2019 年第 12 屆全國大

學生日語配音比賽榮獲第五名。 

日文四乙陳 媛、日文三乙饒靖林、日文三乙林奕邦、日文三乙李賾男、日文三乙

楊巧琳五位同學由百瀬英樹老師指導參加2019年第 12屆全國大學生日語配音比賽

榮獲第三名。 

 日文三乙張慧敏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目白大學交換生。 

日文四乙涂翊琪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立正大學交換生。 

日文四乙林筱容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名城大學交換生。 

日文二甲高玉蕙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明星大學交換生。 

日文二甲呂巧琳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明星大學交換生。 

日文四乙曹媺吟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群馬大學交換生。 

日文三乙蔡謹卉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群馬大學交換生。 

日文二乙劉宇婕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群馬大學交換生。 

日文三甲馬詩婷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東北學院大學交換生。 

日文二乙黃昱瑄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惠泉女學園大學交換生。 

日文三甲劉美蘭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縣立廣島大學交換生。 

日文三甲鄭睿雯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縣立廣島大學交換生。 

日文三乙周韻樞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關西國際大學交換生。 

日文三甲吳倩如同學甄選為 2019 年秋季成均館大學交換生。 

108/05/17 日文三甲陳笙右由潘心瑩主任指導榮獲人社院攝影雙語創作競賽第一名。 

日文四甲謝心瑜由沈榮寬老師指導榮獲人社院攝影雙語創作競賽第二名。 

日文四乙陳  媛由百瀬英樹老師指導榮獲人社院攝影雙語創作競賽第三名。 

日文一乙游詠晴由林曉淳老師指導榮獲人社院攝影雙語創作競賽佳作。 

108/06/06 鄭加禎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績優輔導老師。 

108/07/09 顏幸月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特殊教學方法獎。 

二、 系訊  

108/02/20 系週會暨系所職涯說明會邀請葉嘉惠小姐蒞臨演講。 

演講題目：邁向勇者之路-你必須知道的電玩產業攻略秘笈 

  

108/03/07 日本山形大學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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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4/24 UNIQULO 蒞臨本校舉辦徵才說明會。 

保聖那(PASONA)蒞臨本校舉辦徵才說明會。 

108/04/29 日本立命館大學來訪。 

108/05/04 校運會。 

  

108/05/08 第 14 屆日語演講比賽。 

評審老師：木原直子老師、山本紀代老師、田中綾子老師 

  

108/05/08 日語口譯林雪貞老師邀請中國生產力中心口譯訓練班講師魏慶瑜演講。 

演講題目：口譯-精彩刺激!高成就感!高投資報酬率! 

  

108/05/09 日本航空(JAL)來訪。 

108/05/09 日語沉浸園招生影片拍攝。 

拍攝主題：玉子燒 

108/05/11-12 「完全掌握日檢」 N2 輔導課程，由詹文綾老師教學。 

  

108/05/18-19 「完全掌握日檢」 N1 輔導課程，由詹文綾老師教學。 

  

108/05/20-24 日語沉浸園日文週活動。 



   

108/0521 日語翻譯後藤晃老師邀請東立出版社特約翻譯周若珍小姐演講。 

演講題目：筆譯者的經驗分享 

  

108/05/22 Super Hotel(スーパーホテル)蒞臨本校舉辦徵才說明會。 

108/05/31 日語翻譯鄭加禎老師邀請雙魚個人工作室自由翻譯工作者林韓菁小姐演講。 

演講題目：邁向專業翻譯工作者之路 

  

108/06/02 畢業典禮。 

    

108/06/23 第四屆日文系系友回娘家。 

  

108/06/25 日語沉浸園招生影片拍攝。 

拍攝主題：浴衣 

108/06/28 日本關西大學來訪。 

108/07/03 日語沉浸園招生影片拍攝。 

拍攝主題：花牌 

108/07/04 日文系協辦人文社會學院 2019 跨文化體驗營。 

   



 

三、 系學會活動  

108/03/25-29 日文週－準備各種代表日本文化的活動並有日本美食可以品嘗，讓全校師生共同參

與及體驗。 

   

108/05/17 紅白歌合戰─舉辦模仿日本知名的紅白歌唱大賽，讓隱藏在學校的歌唱好手一展日

文歌喉。 

  

108/06/06 舉辦送舊茶會，歡送即將離開校園的學長姊。 

   

 
四、 導遊義工活動  

申請日期 申請者 / 人數 導覽內容 負責同學 

108/02/24 内村菜穂子小姐/4人 阜杭豆漿、故宮博物院、士林、

永康街 

日文一乙  游○淳 

日文四甲  連○雯 

108/03/03 田口芳樹先生/4人 龍山寺、台北車站、南門市場、

台北 101、淡水、士林夜市 

日文三乙  張○予 

日文三乙  林○瑩 

108/03/04 古田雅也先生/1人 中正紀念堂、故宮博物院、台

北 101 

日文三甲  連○瑜 

日文三甲  鍾○妤 

108/03/10 太田麻西子小姐/1人 九份、台北市內觀光 日文三甲  連○瑜 

日文三甲  鍾○妤 

108/03/09-11 家守千鶴子小姐/1人 史記正宗牛肉麵、大稻埕迪化

街、許來福咖啡館、藏壽司、

占卜、華山、寧夏夜市 

日文三乙  林○邦 

日文三乙  饒○林 

日文一甲  游○淳 



日文四甲  連○雯 

日文三甲  馬○婷 

日文三甲  鄭○雯 

108/03/16 木村亞紗子小姐/1人 四四南村、鼎泰豐、台北 101、

龍山寺 

日文三甲  劉○緹 

日文三甲  余○莉 

108/03/22 西田時子小姐/2人 臺北車站、Melting Finger 、 

Sugar Miss 

日文三甲  張○芝 

日文三甲  鄭○慧 

108/03/25 小原一馬先生/4人 行天宮、龍山寺、雙連朝市、

中正紀念堂、士林夜市 

日文三乙  張○予 

日文三乙  林○瑩 

108/04/01 緒方秀二郎先生/1人 台北車站、寧夏夜市、桃園機

場捷運 

日文一甲  陳○妤 

日文二甲  高○蕙 

108/04/03 岡田有美子小姐/2人 阜杭豆漿、行天宮算命、何嘉

仁書店、寧夏夜市、西門 

日文三乙  張○敏 

日文三乙  張○琪 

108/04/06 百瀬亞紀小姐/1人 故宮博物院、士林夜市 日文三乙  張○婷 

日文三乙  張○睿 

108/04/13 山野內誠治先生/3人 台灣大學、公館周邊觀光 日文四甲  連○雯 

日文四甲  王○安 

108/05/10 茨木裕子小姐/1人 法鼓山農禪寺 淡水 大稻埕 日文三乙  張○婷 

日文三乙  張○睿 

108/06/01 井上健先生/4人 十分、九份、士林夜市 日文一甲  游○淳 

日文三乙  蔡○卉 

108/06/02 瀬口豊彦先生/1人 中正紀念堂、龍山寺、夜市 日文延一  張○豪 

經濟一乙  施○軒 

108/06/30 土井真土花小姐/3人 台北市內觀光 日文三乙  張○予 

日文三乙  林○瑩 

108/07/14 堀田かずみ小姐/2人 九份、貓村、夜市 日文三乙  蔡○卉 

日文三乙  張○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