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4-3  4-3-0 
專業服務

學習課程

2019/2/25 ~

2019/12/31

促使學生應用課堂所學進行服

務學習，以達到務實致用之學

習效果。

1.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未開課。 2.108學年度第

一學期本系專業課程「日語教學法」結合服務

學習，與鼎力社區合作，進行日語社區教室。

讓學生發揮專長進行日語教學並感受及體驗服

務學習的意義。

由選修108-1「日語教學法」課程

學生28人進行分組，分別於星期三

及星期四晚上進行日語教學。

-- 是

2  2-2  2-2-3 

客座教授

(國內外專

業學者)

2019/3/1 ~

2019/12/31

提升教師及學生與學者交流之

機會。

1.民國108年3月8日邀請日本姐妹校橫濱國立大

學松本尚之教授擔任講者，以在日非洲人的文

化生活為主軸，探討目前國際化及在地化之文

化交流。

2.民國108年5月11日邀請五專部26屆日文科校

友管怡宣先返校演講，主題為「以終為始－複

合型人才的職場之路」。與在校同學分享進入

職場20年來的自我修煉與各種產業實務經驗。

藉此加強學生的學習動機，提前規劃規劃未來

職涯發展計畫，提升就業競爭力。

3.民國108年6月5日邀請專業口筆譯人員暨元智

大學兼任講師雷旻寧小姐蒞校演講，主題為為

「一個中英日文口譯員的經驗分享」。向學生

分享口譯經驗，為即將前往或預計前往進行翻

譯領域工作的學生，提供翻譯工作期間會常遇

到的翻譯內容，並告知學生有關口譯的自我訓

練方式，以提升學生的口譯技巧。

4.民國108年6月12日邀請日商保聖那管理顧問

(股)公司人事顧問賴筱雯小姐蒞校演講，主題

為「實習訓練講座-從實習看未來」。向將前往

實習的學生，分享日商職場文化，以建立學生

於實習現場之正確應對禮貌及態度，讓學生可

藉由實習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效及規劃未來職涯

計畫。

5.民國108年10月24日邀請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

及川淳子副教授蒞校演講，主題為「優美的日

1.民國108年3月8日：95%的老師及

學生對本次講座整體滿意度感到滿

意、92%的老師及學生認為本次的

講座幫助性極大。 2.民國108年5

月15日「以終為始－複合型人才的

職場之路」：95%的學生對本次講

座整體滿意度感到滿意、95%的學

生認為本次的講座幫助性極大。

3.民國108年6月5日「一個中英日

文口譯員的經驗分享」：95%學生

認為本次講座內容幫助性高，95%

學生對於整體滿意度感到滿意。

4.民國108年6月12日「實習訓練講

座-從實習看未來」：95%學生認為

本次講座內容幫助性高，95%學生

對於整體滿意度感到滿意。 5.民

國108年10月24日「優美的日語與

佐田雅志的世界」：90%的老師及

學生對本次講座整體滿意度感到滿

意，85%的老師及學生認為本次的

講座幫助性極大。

民國108年11月25日邀請

謝芷諺小姐(校友)蒞校

演講，主題為在日求職

經驗分享-如何應用文藻

資源成功求職，提供在

日求職及就職經驗分

享。

是

預期量化
當月已完成之執行進度

內容如下

活動已

結束

執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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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量化
當月已完成之執行進度

內容如下

活動已

結束

執行活動

名稱
活動起迄日 活動內容 預期質化

分項計

畫編號

子計畫

編號

細部計

畫編號

1  1-3  1-3-2  畢業公演
2019/9/30 ~

2019/9/30

1.第26屆日文科畢業公演－

「S.O.R.A」，由本系專科部

五年級同學共同進行及演出。

2.劇情簡要內容:空，一名住

在福島、總是無憂無慮的男

孩。對他來說，世界是這麼的

美好而有趣。然而在日本311

大地震後，一切都變了，變得

不再那麼有趣&#8943;&#8943;

。地震造成輻射污染，村裡的

人一個個搬家、撤離，爭吵與

哀愁佔據了整個村莊，美好樣

貌逐漸消失……。此時，一名

導演的出現讓空下定決心，他

也想成為導演——能為村莊做

點什麼的導演！

民國108年9月30日舉行第26屆日文科畢業公

演。本次演出的劇名為《S.O.R.A》，改編作者

筱原久美子之作品。為2011年東北大地震及福

島核災後，作者藉由救援行動造訪村莊，以和

當地居名們的交流為劇本基底所產生的作品。

學生藉由本次公演傳達人類需記取大自然的教

訓及許多啟發人性的故事，提醒大家抱持希望

，從災難中重獲力量。

開放全校師生、校外師生、校友及

家長入場觀賞，共計約1100人次入

場觀賞。

-- 是

1  1-3  1-3-2 
專題成果

發表

2019/5/1 ~

2019/6/14

以畢業專題製作發表方式呈現

大學部學生的學習成果，藉此

加強學生應用及整合專業知識

及表達能力。

1.舉辦「107學年度日本語文系大學部畢業專題

成果發表」，專題類型分為4類(論文、行銷企

劃、日語教材或教具設計類、翻譯作品類)，由

各組指導老師進行組內發表，遴選組內優秀學

生參與書面評選。

2.由評審老師依書面資料進行評分，依評審成

績高低排列出各類組之名次。

3.各類組獲獎同學於民國108年6月2日於日文系

資源教室進行成果靜態展示。

本次4種專題類型共計20人(組)參

與書面評選，每種專題類型各由2

名校外評審老師書面資料進行評分

，依評審成績高低排列出各類組之

傑出畢業專題獎及優秀畢業專題

獎。

-- 是

2  2-2  2-2-1 

補助學生

進行海外

實習導師

訪視活動

2019/7/1 ~

2019/12/31

培養學生實務的學習經驗，落

實學校知識與業界經驗的整合

，進一步提升學生在職場的就

業力。

透過實習，實際融入日本職場及生活中，可使

學生將在校所學實際運用於日本職場，藉此達

到理論與實務之結合，亦能深入體驗日本日常

生活，實際了解日本文化。大三生藉由實習，

反思自身不足之處，並於返校後加強學習；應

屆畢業生藉由實習，進行畢業後之職涯規劃。

1.已媒合成功之海外實習學生共計

85人。

2.實習結束返國後，實習成績考核

包含實習單位成績50%、實習輔導

老師成績20%及學生實習報名30%。

成績合格者，可依實習種類獲得實

習學分。包含「學期境外實習

(一)」(15學分)、「境外實習

(四)」(4學分)等。

透過實習，實際融入日

本職場及生活中，可使

學生將在校所學實際運

用於日本職場，藉此達

到理論與實務之結合，

亦能深入體驗日本日常

生活，實際了解日本文

化。大三生藉由實習，

反思自身不足之處，並

於返校後加強學習；應

屆畢業生藉由實習，進

行畢業後之職涯規劃。

是



預期量化
當月已完成之執行進度

內容如下

活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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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活動

名稱
活動起迄日 活動內容 預期質化

分項計

畫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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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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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編號

1  1-3  1-3-2 
全國性/國

際性競賽

2019/2/28 ~

2019/12/31

藉由專責競賽訓練，期望能讓

學生全力展現語言學習成效，

並獲得良好成績。

1.參加民國108年2月27日至3月3日由交通大學

人文學院應用日語學系主辦之「2019日語辯論

選手權國際大會」。

 2.參加民國108年6月8日至6月9日由南台科技

大學應用日語系主辦之「2019年第18屆大專院

校全國大日盃體育競賽」。榮獲排球女子組亞

軍及排球男子組亞軍。

3.參加民國108年10月19日由國立交通大學語言

教學與研究中心主辦之「第十屆日語朗讀比

賽」，榮獲準優勝。

4.參加民國108年10月19日由高雄扶輪社主辦之

「2019-2020年度壽山盃日文作文比賽」，榮獲

準優勝。

5.參加民國108年11月23日由台灣日本研究學會

主辦之「2019全國大學校院日語演講比賽」，

榮獲第二名。

1.「2019日語辯論選手權國際大

會」：由本系6名學生參賽，並由

本系小高裕次老師隨隊指導參賽。

2.「2019年第18屆大專院校全國大

日盃體育競賽」：本次參賽共計3

組，分別為男籃17人、男排13人及

女排9人。

3.「第十屆日語朗讀比賽」：本次

共計1名學生參賽並獲獎。

4.「2019-2020年度壽山盃日文作

文比賽」：本次共計3名學生參

賽、1名學生獲獎。

5.「2019全國大學校院日語演講比

賽」：本次共計1名學生參賽並獲

獎。

3.參加民國108年10月19

日由國立交通大學語言

教學與研究中心主辦之

「第十屆日語朗讀比

賽」，榮獲準優勝。

4.參加民國108年10月19

日由高雄扶輪社主辦之

「2019-2020年度壽山盃

日文作文比賽」，榮獲

準優勝。

5.參加民國108年11月23

日由台灣日本研究學會

主辦之「2019全國大學

校院日語演講比賽」，

榮獲第二名。

是

1  1-3  1-3-2 
日語話劇

比賽

2019/3/23 ~

2019/3/23

為促進學生間的學習競爭力，

且透過劇本帶領學生去深層了

解故事的相關背景，使其對日

本社會文化能有更進一步的認

識，舉辦日語話劇比賽。

每學年度皆會舉辦日語話劇比賽，提供專科部

學生可做為未來畢業公演的練習，另亦提供大

學部學生在學習日文2~3年之後的語言成果發表

的機會。藉此訓練學生的日語口語表達能力，

及加強班級團結向心力。

本次參加比賽共計10班，為大學部

二年級(4班)、三年級(4班)及專科

部三年級(1班)、四年級(1班)。

-- 是

1.民國108年3月30日舉辦「2019年

文藻盃全國大專校院日語演講比

賽」

(1)主修日語組：6所學校、6人參

賽。

(2)非主修日語組：2所學校、2人

報名參賽，但因未達法定全國性競

賽3所學校以上之規定，因此取消

非主修日語組比賽。

2.民國108年5月11日舉辦「第17屆

文藻盃全國日語辯論比賽」：共計

3校參賽。

3.民國108年10月26日舉辦「第10

屆文藻盃全國高中職日文朗讀比

賽」。主修組共計12所學校、21名

學生參賽；非主修組共計17所學

校、21名學生參賽。

-- 是
文藻盃競

賽

2019/3/30 ~

2019/12/31

培養學生的自信心及榮譽心，

並促進同學間語言學習經驗之

交流，更達到鼓勵優秀日語人

才的目的。

1.民國108年3月30日舉辦「2019年文藻盃全國

大專校院日語演講比賽」。透過比賽交流提供

學生口語表達的場域及提升學生日語溝通技

巧。藉由不同的主題讓演講參賽者發揮日語實

力，並促進全國大專校院間相互觀摩與學習，

以達到鼓勵優秀日語人才交流之目的。

2.民國108年5月11日舉辦「第17屆文藻盃全國

日語辯論比賽」。 3.民國108年10月26日舉辦

「第10屆文藻盃全國高中職日文朗讀比賽」。

1  1-3  1-3-2 



預期量化
當月已完成之執行進度

內容如下

活動已

結束

執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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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計

畫編號

子計畫

編號

細部計

畫編號

8.11月份：4名教師前往

3間實習機構進行實習訪

視，共計訪視5名實習學

生。

是
2019/1/1 ~

2019/12/31

提供實習機會，以落實學生理

論與實務之結合，提升學習效

果，強化職場專業技能。同時

讓學生提早體驗職場，建立正

確的工作態度，進而培養學生

成為具有專業技能及實務經驗

之人才，以增加學生之就業機

會。

藉由實地訪視，了解實習機構環境及學生實習

現況。老師進行實習訪視後，須填寫「實習機

構訪視紀錄輔導報告」，並評估其實習機構之

繼續合作可能性。

1.1-3月份：3名教師前往10間實習

機構進行實習訪視，共計訪視15名

實習學生。

2.4月份：1名教師前往1間實習機

構進行實習訪視，共計訪視2名實

習學生。

3.5月份：2名教師前往3間實習機

構進行實習訪視，共計訪視9名實

習學生。

4.6月份：2名教師前往2間實習機

構進行實習訪視，共計訪視2名實

習學生。

5.7月份：8名教師前往2間實習機

構進行實習訪視，共計訪視29名實

習學生。

6.8月份：3名教師前往8間實習機

構進行實習訪視，共計訪視8名實

習學生。

7.10月份：1名教師前往1間實習機

構進行實習訪視，共計訪視1名實

習學生。

8.11月份：4名教師前往3間實習機

構進行實習訪視，共計訪視5名實

習學生。

1  1-3  1-3-2 
國內實習

訪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