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榮譽  
103/01/13 日文三甲呂學宗、日文二甲李冠儀榮獲 103學年度赴日本國學院大學交換留學生資

格。 

103/02/13 陳炳崑老師榮獲「全校傑出行政教師」。 

103/03/07 與日本縣立廣島大學締結姊妹校。 

 
103/03/31 日文三甲蔡宜璇、游凡芯榮獲 103學年度赴日本目白大學交換留學生資格。 

103/04/21 劉映君同學錄取 103學年文化大學日文研究所。 

103/04/22 本系男排榮獲 2014年大日盃排球類亞軍。 

 
103/05/16 日文三甲林于倫、呂孟琳、葉詩薇榮獲 103學年度赴日本縣立廣島大學交換留學生

資格。 

103/05/28 第九屆日語演講比賽及第四屆日語朗讀比賽得獎名單 

演講比賽: 

第一名 陳玟郁；第二名 洪筱筑；第三名 黃明軒；佳作 周  陽、黃雅鈺 

朗讀比賽: 

第一名 張婉柔、彭玉婷；第三名 許  文、張文怡；佳作 李欣潔 

103/06/07 102學年度畢業典禮，日文四甲詹育瑋獲頒「世新獎」。 

103/06/19 日文一甲李婷嘉同學榮獲 102學年第二學期有恆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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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訊  

103/02/24 與日本中央大學日華友好會舉行交流活動，大四同學特以「吃」為主題貫串此次與

日本學生的活動。 

103/03/12 萬芳、中和、明倫高中參訪日語沉浸園，由岡西老師介紹。 

 

103/04/23 系週會強化案專題演講「如何成為受企業歡迎的人才」，邀請仁美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浜島貴仁先生蒞校演說。 

 

103/04/30 保聖那顧問曾安立先生至日四甲演講 

 日系人才職前準備講座 

103/04/30 

103/05/07 

103/05/14 

貿易日語課程協同教學─邀請吳國禎老師蒞校 

103/05/01 教育學概論課程業界師資─邀請郭獻尹老師蒞校 

 

103/05/07 日大四「就業守護神」邀請黃義欽先生蒞校指導。 



103/05/14 辦理輔雙說明會 

103/05/17 日文一甲同學參與校運會「啦啦隊比賽」。 

 

103/05/17-18 「完全掌握日檢」N2輔導課程，由楊奕屏老師教學。 

 
103/05/19 

~~103/05/23 

日語沉浸園舉辦日文週活動 

5/19  姚   老師  電影欣賞 

5/20  百瀨 老師  御守製作 

5/21  周   老師  專業茶道表演 

5/21  岡西 老師  POP SONG教室 

5/22  池田 老師  將棋入門 

5/23  坂口 老師  摺紙教室 

5/28  荒木 老師  抹茶試飲 

 

 

 

  

  



103/05/20 102學年度學生學術研討會－主題「東亞文化之比較研究」 

發表人：日文三甲 游凡芯 評論人：朴性垠老師 

發表人：日文三甲 林泊群 評論人：蔡孟文老師 

發表人：日文二甲 周  陽  評論人：劉崇稜老師 

論文指導人：劉孝春老師 

 

103/05/24-25 「完全掌握日檢」N1輔導課程，由趙順文老師教學。 

 

103/05/28 假 R401教室舉辦第九屆日語演講比賽及第四屆日語朗讀比賽。 

 

103/05/28 日語口譯課程業界師資─邀請魏慶瑜老師蒞校 

103/05/30 日本縣立廣島大學中村健一校長蒞校演講。 

 森は海の恋人？-豊かな自然からの恵みを得るための環境科学的視点- 



 

三、 系學會活動  

103/03/17~21 日文週-準備各種代表日本文化的活動，讓全校師生共同參與及體驗。

 

103/04/30 紅白歌合戰-睽違一年，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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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5/27、 

103/05/29、30 

食祭-為期三天的日本美食品嘗，全校師生的午餐多了更豐富的選擇。 

 
103/06/07 102學年度畢業典禮。 

  

  



 

103/06/07 送舊大會-於畢業典禮後舉辦送舊茶會，歡送即將離開校園的學長姐。 

 

  

 

 

四、 導遊義工活動  

申請日期 申請者 / 人數 導覽內容 負責同學 

103/02/15 松本一家 / 4人 台北市內、夜市 系  友  蘇○歆 

系  友  趙○蘭 

103/03/15 松井母女 / 2人 西門商圈、師大夜市 日二甲  林○欣 

日二甲  葉○玲 

103/03/24 阪  一家 / 4人 中正紀念堂、盛園絲瓜湯包、 

台北 101、行天宮 

日延一  張○棠 

傳管系  曾○妤 

103/04/01-02 森  小姐 / 2人 龍山寺、西門町家樂福、九份 

烏來、泰雅族博物館、夜市 

日三甲  張○恒 

日三甲  吳○緯 

日三甲  陳○綸 

103/04/20 

 

103/04/21 

才野一家 / 3人 台北市內觀光 

 

九份、十分、放天燈 

日二甲  田○萍 

日二甲  陳○珍 

傳管系  曾○妤 

日延一  張○棠 

103/04/26 笠原夫婦 / 2人 行天宮、中正紀念堂、 

二二八歷史博物館、寧夏夜市 

日三甲  林○倫 

日三甲  呂○琳 



103/04/26 飯田先生 / 2人 九份、淡水 新聞系  木○○彰 

新聞系  張○若 

103/05/03 

 

村瀨先生 / 1人 台北市內觀光 日三甲  林○倫 

日三甲  蔡○汶 

103/05/04 

 

齊藤先生 / 1人 台北市內觀光 日延一  林○穎 

新聞系  廖○羽 

103/05/10 

 

103/05/13 

宇田先生 / 1人 陽明山、夜市 

 

鼎泰豐、菁桐、平溪、芒果冰 

傳管系  黃○軒 

日一甲  謝○琴 

日四甲  廖○婷 

日二甲  周  ○ 

103/05/17 矢本母子 / 2人 動物園、華山文創園區、 

十分放天燈、士林釣蝦 

日三甲  林○倫 

日三甲  蔡○汶 

103/05/23 後村小姐 / 2人 九份、雜貨店、簡餐店 日二甲  陳○儒 

日二甲  葉○文 

103/05/31 井上小姐 / 1人 平溪、侯硐貓村、菁桐 日三甲  蔡○汶 

日三甲  呂○琳 

103/06/06 関谷先生 / 1人 九份、士林夜市 日二甲  林○欣 

日二甲  陳○儒 

103/06/07 

 

103/06/08 

小倉兩家 / 7人 淡水 

 

三峽 

日三甲  呂○琳 

日三甲  葉○薇 

日二甲  張○婷 

日二甲  許○惟 

103/06/08 橫山一家 / 3人 行天宮、龍山寺、占卜街、 

永康街、士林夜市 

日三甲  林○倫 

日三甲  白○芝 

103/06/27 淺井小姐 / 1人 芒果冰、博物館 日二甲  陳○儒 

日二甲  張○慈 

103/07/29.30 山口一家 / 3人 木柵動物園、貓空纜車 日二甲  陳○儒 

日二甲  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