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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評鑑報告首先敘述本系所之歷史沿革及進行本此評鑑的過程，再分別依序陳述本系之
一、教育目標：本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力的內容與制定過程。
二、課程設計：依據本系所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設計課程。也闡明各課程如何能達成本
系各核心能力，特別詳述本系培育多元學習能力的課程及課外活動規劃情形。
三、師資教學：本系所專任教師各方面的表現。特別詳述本系所教師依據本系教育目標
及核心能力所進行之各項創意教學活動及多元的教學模式。
四、學習資源：本系所所提供學生學習資源的情形，特別詳述本系善用各方資源所進行
之各項教室外、國際化的學習活動。
五、學習成效：本系所學生所呈現之畢業專題、日語能力測驗等之具體學習成果。特別
詳述培育多元學習能力之各項學習活動的成果表現。
六、生涯追蹤：追蹤本系所畢業生畢業後狀況及其就業情形。也調查畢業生及雇主對本
系所學習成效的看法及意見。
七、整體改善：本系各項系務行政管理機制與近三年改善情形。
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以近三年本系所國際化、多元化及跨領域
的角度與他校同質系所進行比較分析。
內容涵蓋本系在 101 學年度至 103 學年度間「教育目標」
「課程設計」
「師資教學」
「學習
資源」「學習成效」「生涯追蹤」與「整體改善」等各方面的執行狀況。
本評鑑報告除於本文中敘述各項目之理念與做法外，並另冊集結相關附錄提供委員參
考，期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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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論
一、系所之歷史沿革
本系成立於 81 學年(1992 年)，是台灣中部地區最早成立之日本語文學系。89 學年(2000
年)擴充為雙班，95 學年(2006 年)成立碩士班，101 學年(2012 年)配合本系教學特色，更名為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是全台灣唯一以此為名的系。
本系創系迄今，各階段的重要改革概要如下：

1.81~88 學年(1992 年～1999 年)
（一）以傳統日語技能的教學為主
以日語技能及日本事務相關之各種知識的教學為中心。所有日語聽、說、讀、寫、譯
等技能及日本文學史皆為必修，日本歷史、社會、地理、概論等與日本相關之知識性
科目則列為選修。
（二）團隊教學雛型的建立
有鑒於聽、說、讀、寫等之教學，教師間缺乏溝通，以致無法充分掌握學生學習狀況
與進度，遂於 1996 年開始每學期進行同年級各科目間的橫向聯繫，以及同科目不同年
級間之縱向聯繫，期藉各課程教師對彼此教學內容的掌握、討論與合作，以進一步提
升整體教學成效。這樣的橫向、縱向連繫延續至今（2015 年）已成本系隨機頻繁且常
態的討論會議，任課教師在教學上感受到任何問題，皆會隨時召集討論。

2.89~92 學年(2000 年～2003 年)
（一）開設培育多元思考能力的課程，啟動團隊教學模式
大學是教育歷程中培育學子思辨能力最重要階段，有鑑於大學語言科系學生往往勤於
語言技能學習而拙於思辨，本系嘗試藉認識與討論不同文化族群間相異的價值觀與需
求（如「異文化理解（多元文化理解）」課程）打開同學視野，使學習避免將自己的價
值觀理所當然直接套用在別人身上。又，為使落實多元的授課內容，相關課堂也多由
複數的台日籍教師同時於教室中進行討論。也藉課堂外教師間頻繁的溝通與討論，由
教師逐步將此一理念納入各課程實際授課的細節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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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立本系課程「思考、知識、技能」三大主軸
將課程分類為著重語言技能訓練的「技能」科目，傳遞知識內容為主的「知識」類型
科目及著重討論、刺激反思的「思考」類型科目。除原有的必修科目，更新增諸多豐
富多元的選修課程，擴充內容科目的廣度與深度，將之依內容區分為【語言・溝通、
文化、社會】三個領域。

3.93~99 學年(2004 年～2010 年)
（一）將選修課程區分為Ⅰ類、Ⅱ類
依各課程所使用之日語語文程度，區分為Ⅰ類課程（以本系 3 年級學生程度為主）
、Ⅱ
類課程（以本系 4 年級學生程度為主）
，規劃兩類課程適當的必選修學分數。並於每年
舉辦的「選課說明會」中進行全系師生的提問、說明與討論，輔導學生各依性向進行
主體性選擇。
（二）自主學習體制的導入及其發展
藉教育部卓越計畫所提供之經費，開設「日語自學區」
，建置自學網頁，導入台、日籍
TA 協助教學。發展至今（2015 年）學生學習網頁已日趨多元，舉凡學校教學平台、
系上學習網頁、教師自闢網頁、FB，甚至學生自主與日本各網頁平台互動等等皆成了
學生的自學平台；自學地點亦不限本系自設之自學區，全校各個角落都成為同學可以
善用的資源；又，透過自一年級開始的 TA 制度，同儕學習形成習慣，本校許多日籍
學生皆成本系學生重要的學習資源。目前「自主學習體制」已是本系核心日語課程教
學中，課堂內外呼應中絕對不可或缺的一環。
（三）成立碩士班
為延續及落實大學部之教育理念以及實現培育溝通交流人才目標，以更宏觀的角度將
視野從「 台、日」擴展到以「台、日為主軸的東亞」地區與日本相關的研究，於 2006
年成立了碩士班。期待俾以更寬闊的歷史觀，培養學生具備以台日關係為主軸的東亞
地區跨區域交流（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的能力。
（四）調整規劃必選修課程，設置 Capstone 課程、畢業門檻
為加強學生日語邏輯性文章閱讀及寫作能力，新增「綜合日語三」
；同時將以下四門思
考性科目列為必修：
「多元文化導論」、「表象文化概論」
、「語言溝通概論」
「社會文化
概論」
；於 95 學年度（2006 年）設置必修的 Capstone 課程「専題研究」
（畢業研究）。
隨後並於 98 學年度（2010 年）訂定「專題研究日語公開發表」
、99 學年度（2011 年）
起通過日語檢定 2 級為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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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0 學年~迄今(2011 年～)
（一）101 學年(2012 年)正式更改系所名稱為「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二）100 學年(2011 年)著手配合新系名之課程調整
將大學部三領域選修課程調整為【語言、文化】二領域，碩士班亦調整為語言與文化
兩個領域 4 主軸【台日語言溝通領域（主軸 1：日本語研究・主軸 2： 台日語言接觸）、
台日社會文化領域（主軸 1：台日表象文化・主軸 2：台日社會交流）】

二、自我評鑑過程
由於本系團隊教學課程多，教師間互動頻繁，教師們對本系理念與做法多有共識。評鑑
工作，亦由全體教師分工參與，並分數次於系務會議中彼此分享、討論，確立本次評鑑報告
書寫方向為「多元性」「國際化」與「跨領域」。茲將評鑑進行時程依時間順表列如下：
學年

日期

內容

103

2014 年 12 月 11 日

系務會議中啟動分工

103

2015 年 01 月 08 日

系務會議中確認各項指標

103

2015 年 01 月 15 日

系務會議中確認各項目所需預備之佐證資料

103

2015 年 02 月 10 日

系務會議中各項目資料收集情形，及其寫作方向分享。

103

2015 年 03 月 05 日

系務會議中第一次內容報告。

103

2015 年 04 月 09 日

系務會議中第二次內容報告

103

2015 年 05 月 01 日

各項目之統整及中文翻譯。

103

2015 年 05 月 15 日

初稿提交校內審查。

103

2015 年 06 月

103

2015 年 07 月 08 月

104

2015 年 09 月

第二稿提交校內審查

104

2015 年 10 月

提交報告書予審查委員

104

2015 年 11 月 10 日

回覆初稿審查意見
初稿修正

實地訪評

5

104 學年度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自我評鑑報告

6

自我評鑑項目

項目一：教育目標

項目一：教育目標

貳、自我評鑑項目
一、教育目標
系所所定核心能力能反映系所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並配合學校發展定位，以能發展辦
學特色。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擬訂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隨著越境移動日益頻繁，人與人面對面溝通交流的機會及需求迅速增加，又透過 skipy
facebook 等網路工具，藉文字、聲音模擬即時的跨國際跨文化跨語言的面對面溝通，也因科
技的發達變得輕而易舉，因之同時也大為拓展且多樣化了其廣度與深度。因應這樣的時勢變
遷，語言教育的方式與需求也與時並進的有了許多變動。
從 19 世紀的「文法翻譯法」（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1900 以後到 1945 年的
「直接教學法」，1945 年代到 1960 年代的「聽說教學法（Audio-Lingual Method）」，1960~70
年代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到現在，語言教育學
家紛紛提倡的是以學生為主體，學生學習為本位的社會網絡教學法（social networking
Approach）1，即便一生專事語言教育的專家學者也已清楚領悟到，語言學習並非單純語言技
能的訓練，而是原就無法自外於現實歷史社會脈絡的。
本系自 2000 年開始深入思考討論
1. 在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高等教育學府裡設置日文系的意義是甚麼？
2. 現在大學中的日語教育與日據時代的日語教育有甚麼不同？
3. 大學日文系與日語補習班的日語教育又有甚麼不同？
如果補習班的日語教育是不要求太多思考，純粹學習語言技巧。殖民地時代的日語教育
是以皇民化之名施奴隸化之實，被要求依殖民者的所要的方式去思考與行動的日語教育。那
麼大學的日語教育是否就應該重視如何使學子透過自己的觀察、思考、判斷，而後將所歸納
出來的內容「用日語」說出來。而「說」的目的在讓人理解，需要有人願意「聽」，但要人
誠心「聽」，說話的人須先懂得如何傾聽別人，因此能傾聽不同價值觀、不同文化的人的想
法的人才能真正與人「溝通」，且世事變換無窮，每人所會面臨的機會與困難也各自不同，
學習懂得運用周遭所有的各種學材，畢業後仍能不斷學習，更是非得具備的能力。
因此我們認定在學習日語技能的同時，思考日語、日本在台灣甚至整個東亞的歷史及社
會中，現實與虛擬之人際網絡裡的意涵，連結社會脈動，了解「用日語」是為著什麼目的，

1

『国際文化フォーラム外国語学習のめやす 2012』公益財団法人国際文化フォーラ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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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什麼樣的一群人溝通，又如何溝通，並能因應環境、時代自我調整，應可是台灣高等學
府進行日本語言文化教學的一個方向。
因此我們分別訂定大學部與碩士班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如下表。請參照附錄 1-1-1 系
所核心能力與系所教育目標關連表
教育目標
大學部

核心能力

1.培養具日語溝通交流能力之人才

1.日語聽說溝通能力

2.培養具台日多元文化交流能力之人才

2.日語讀寫溝通能力

3.培養具獨立思考能力之人才

3.終身自主學習能力
4.文化的多元理解、交流實踐能力
5.自省‧獨立思考能力
6.歸納‧表達能力

碩士班

1.培養具台日多元文化交流能力之人才

1.宏觀的歷史認識能力

2.培養具獨立思考能力之人才

2.多元溝通方式的認知能力

3.培養具研究能力之人才

3.交流活動之企劃‧實踐能力
4.自省‧獨立思考能力
5.歸納‧表達能力

大學部與碩士班培育目標重點皆在具台日多元文化交流能力之人才，其主要差別在既進
了研究所，其背景知識的認知需更厚實且寬廣，如此才能規劃、產出具意義的交流活動並帶
領他人加以實踐。
圖表 1-1-1 系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相關會議清單
學年
100

舉行日期
2012 年 6 月 4 日

會議名稱
教學委員會

相關內容

參與人員

確認現有之理念、教育目標及 本 系 教 學 委 員
核心能力是否適合新系名的走 會
向，並檢視調整各年級課程與
教育目標核心能力之關連。

101

2012 年 9 月 13 日

系務會議

配合東海大學實施自我評鑑， 本系專任教師
再檢視本系之教育目標及核心
能力。

101

2012 年 10 月 11 日

系務會議

配合自我評鑑校標及要素，再 本系專任教師
檢視本系之核心能力是否能反
映系所設立宗旨與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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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2012 年 12 月 13 日

系務會議

修訂部分教育目標部分文字敘 本系專任教師
述及與校院之關聯。

101

2012 年 06 月 13 日

課程委員會

邀請校外委員對於本系所制定 本 系 專 任 教 師
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提出建 暨 校 外 專 家 學
議與回應。

102

2013 年 11 月 07 日

系務會議

者

確認 102 下系所教育目標及學 本系專任教師
生核心能力與校院之關聯表。
將大學部原第 4、5 項核心能力
整合為「文化的多元理解・交
流實踐能力」，變更後之核心能
力項目共計 6 項。

102

2014 年 04 月 24 日

系務會議

確認 103 上系所教育目標及學 本系專任教師
生核心能力與校院之關聯表。

102

2014 年 06 月 12 日

學 生 學 習 成 檢討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是否 本系專任教師
效委員會

符合本校教育目標及全校性博
雅學習核心能力之精神。

103

2014 年 09 月 25 日

系務會議

再檢討系教育目標與學生核心 本系專任教師
能力是否符合本校與本院教育
目標及核心能力。

〈佐證資料 1-1-1 系所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相關會議記錄〉

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要達成此教育目標，表示本系要在四年之內教導學生熟習一個全新的語言，又要學生擁
有充分的能力可以觀察社會脈動、理解不同價值觀人們的想法、思辨自己的立場，並藉與人
共事學習如何真正的與人溝通，還要學習發現、運用周遭各樣可能的學習材料；並在這樣的
基礎上於碩士班 2 年裡繼續解構自己的既有觀念，重新建構一個多元的觀察思考判斷體系，
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事，絕非一蹴可及，只能一步步不斷改進以求更接近理想，因此不斷反
覆省思、改進教學模式以逐步適切的培育符合本系所教育目標的人才，成為本系的習慣，也
因此造就了極多元的教學模式，這樣的多元教學模式，便成了本系最主要的特色。
自 89 學年(2000 年)以來本系即不斷朝向如下所示的方向邁進，今後亦將如是。
1. 建立紮實的基礎課程，並不斷反覆檢討改進。
2. 善用存在於東海校內及台灣社會中之日語相關學材及日籍人才，藉這樣的示範，使學生無
形中學習發現存在於周遭豐富的學材。
3. 不斷開發多樣化的學習模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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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覆檢討自主學習體制，加深教室內‧外學習之連結。
5. 持續研擬開發全方位日語能力評定測驗模式。
6. 解構僵化的固定觀念，培育思想上的自由人。
7. 以多元性、國際化、跨領域的 project 活動導向模式，培養學生包括傾聽、表達、規劃、
關懷等的整體能力。
8. 加強與社會及產業的連結，使同學理解社會產業脈動。近年推展的有如工業手冊翻譯小
組、宜得利等日商公司獎學金與就業的連結、日本 YMCA 國際夏令營志工等。

1-3 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本系所訂定三大教育目標：日語溝通交流、台日多元文化交流、獨立思考，即是本系畢
業學生所需具備之專業能力。而其中「溝通」包含傾聽與表達；「多元文化交流」能夠創造
與不同價值觀、不同文化的人接觸的機會；有「獨立思考能力」，可質疑、解構學生的固定
觀念與成見；由此可見三大目標與
培育思想上之自由人的博雅教育
之結合極為密切。
本校所定教育目標 1.專業及
跨領域知能 2.人文素養 3.服務關懷
熱忱 4.國際視野 5.創新能力，乃以
博雅教育為其宗旨。院級教育目標
「培育學生之人文素養與國際觀」
更是與本系三大教育目標完全契
合。

1-4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發展特色瞭解程度為何？
本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力，皆是由全體教師於系務會議中長年討論所得的結論。若有
新進教師有任何質疑，也會於系務會議中提出並由全體教師重新思考並審視，因此結論上來
說各教師的用詞表達或重視的焦點或有些微差異，但共識清楚，理念清晰。唯因整體思考過
程複雜，也顛覆了一般傳統對語言科系理所當然的認知，因此要取得學生、家長或社會的理
解比較需要費一番功夫。大學部方面，每年發給新生長達 57 頁的系所簡介手冊(佐證資料
1-4-1)、招生說明會（含家長）、新生說明會、新生家長說明會等是屬入學前的宣導如圖表
1-4-1，入學後則有每學年印製的「選課說明手冊（130 頁）」(佐證資料 1-4-2)，並舉行全體
師生參與的課程說明會；除此之外，因應學生要求，各課程還隨時舉行不定期的討論會，系
上也舉辦「師生課程設計與理念之討論會」(圖表 1-4-2)，每學期還有各科目的核心能力問卷
調查(佐證資料 1-4-3)。碩士班另於每學年開學第一天舉行「新生說明會」，依所發給之「新
生說明會手冊（41 頁）」詳細說明與介紹。(佐證資料 1-4-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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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1 新生說明會及家長說明會

新生說明會

新生說明會

新生家長說明會

新生家長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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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2 師生課程設計與理念之討論會

由於本系教學理念與模式特殊，與台灣其他各日語相關學系差異較大，為增加彼此切磋
機會，近日更致力於向同業間報告本系教育理念與課程設計方針。茲將本系各項課程說明與
理念推展情形列表如下。
圖表 1-4-3 本系各項課程說明與理念推展情形
教師方面

1.4 小時的系務會議討論，頻度由每週到隔週，現為每月一次（自 2000 年起）。
2.凝聚共識時期的讀書分享會。
3.資料與資訊共享的評鑑相關會議。
4.每年對學生的各樣說明會。

學生方面

1.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新生簡介（57 頁）。
2.每學年選課說明手冊（130 頁）。
3.招生說明會（含家長）。
4.新生說明會，新生家長說明會。
5.每學年舉辦之由全體師生參加的課程說明會。
6.課程設計與理念之師生討論會。
7.各課程因應學生要求舉行的討論會。
8.每學期各科目的問卷調查。（請參考佐證資料 1-4-3 各課程核心能力問卷）
9.每學年碩士班課程規畫說明會。
10.碩士班「新生說明會手冊（41 頁）」。

校外

2014 年 10 月 20 日輔仁大學外語學院教師讀書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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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 1 月 24 日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J-GAP TAIWAN 例會「外国語学部のカリ
キュラム改革と課題」
2015 年 3 月 7 日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J-GAP TAIWAN 「can-do 實踐研究國際研
討會」「東海大学日本語言文化学系言語コア科目のデザインと試行錯誤」

1-5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
何？（※適用第一週期受評之系所與在職專班）
本系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相關之規畫（請
參照附錄 1-5-1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發展策略、佐證資料 1-5-1 第一輪評鑑相關資料）執行如
下：
1. 自 101 學年度（2012 年）更改系名為『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2. 雖原就是日文系課程，但為免遭誤解，將所有科目名稱均冠上「日本」或「台日」二字，
以明示內容係與「台」「日」之間的關係。
3. 本系採團隊教學也採團隊行政，系務會議下設 6 個委員會協助系務，但是重要決策皆需經
系務會議討論決議，唯幾個關乎系上運作關鍵的委員會依委員建議，均改由系主任擔任委
員會主席。
4. 101 學年度（2012 年）起課程架構之改善情形有:
(1) 新增大學部必修科目「綜合日語(三)」
(2) 新增碩士班必修課程「研究方法論」
(3) 修訂本系大學部課程為語言及文化兩大領域、碩士班課程為「台日語言溝通領域」、
「台日社會文化領域」等兩領域，並在當中呈現「日本語研究」「台日語言接觸」「台
日表象文化」「台日社會交流」等四個主軸。

二、特色
綜觀以上，可歸納出本系教育目標方面之特色，首在其制定過程與方式。係由全系教師
長期共同反思「在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高等教育學府裡設置日文系的意義」的過程中制定
出來的。以此富含教育理念的教育目標為基點，設計培育學生之路徑的整體課程，各教師也
以隨時以本基點檢視自己的課程教學，是本系所有教學設計的指導原則。我們以與不同價值
觀的人群「溝通」為主要教育方向，重視語言溝通能力的培育，發展多元的語言學習模式，
配合自主學習體制，推動國際化的學習活動，跨領域的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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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所學生共 452 人，大學部學生大多於入學後方開始學習日語。為使學生在四年畢業
時日語皆能達到一定水準，且具有身為大學生的人文社會思辯能力，四年時間無法輕易浪費，
這對學生、教師來說都是一大挑戰。為督促學生善用時間，把握學習機會，教師們需不斷開
發多樣化的學習模式，進行團隊教學，借助所有有形無形的學材與機會，使學生能更有效率
的學習，一警覺課程或活動之學習效果不如預期，即思改進，屢屢聚集討論課程進行方式的
缺失，使得教師所負課程數或許不多，但教學工作負擔卻極重。碩士班方面，課程設計是延
續大學部的教學培育內容，但是由本系畢業後進入碩士班的人數卻不如預期，仍需耗費一些
時日在初期解構既定概念的過程中，以致碩士班學生能在兩年內順利拿到學位者稀。

四、改善策略
在無法因為負擔重而放棄理想的情況下，本系教師便需繼續開發多元且有效率的教學、
學習模式，藉國際性交流活動，透過與「人」的接觸，提高學生學習意願，持續刺激同學思
考，使同學因產生疑問而主動尋求答案，主動學習。另，增加 TA 等協助教學的人數與能量
則是稍稍減輕教師負擔的方法。只是不管開發新的教學方法、辦理國際性交流活動，提升 TA
等協助教學者的能量，就另一個層面來說，仍是會成為教師的負擔。

五、項目一之總結
本系從反思 1.在曾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高等教育學府裡設置日文系的意義是甚麼？2.現
大學中的日語教育與日據時代的日語教育有甚麼不同？3.大學日文系與日語補習班的日語教
育又有甚麼不同?開始著手課程改革，同時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過程皆賴全系教師長久
鍥而不捨的腦力激盪與實際操作反覆試驗。為要達成培育肩負台灣社會未來的中堅人才的這
個重大且艱巨的任務，本系今後仍將持續堅持理想，透過獲取新知等，持續改善、不斷研發
走向目標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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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在訂定了本系所欲培育的目標人才，並制訂了欲培養之目標人才的核心能力後，本系開
始規劃能夠培育這些核心能力的整體課程。由於四年中所欲培育的能力極為多元，正規課程
132 學分能完成的部分有限，因此本系整體課程規劃比較特別的是，除了明文列於課表上的
課程以外，還規畫了包含督促學生終身自主學習的設計，以及各項交流學習活動等，隱藏性
的課程。
本章 2.1 首先敘述本系是如何透過有學分的顯性課程及沒有學分的隱性課程規劃培育各
項核心能力，然後在 2.2 陳述這些規劃的檢核機制，另在 2.3 則敘述本系在具學分的顯性課程
中如何培育多元學習能力，2.4 則談到本系在隱性課程中培育多元學習能力的狀況，惟內容與
項目四「學習資源」有所重復，故本項目中僅作略述。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力與發展特色進行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為何？
本節 2.1.1 先敘述本系在大學部透過顯性、隱性課程規劃培育各項核心能力的狀況，2.1.2
則陳述本系碩士班培育各項核心能力的情形。
2-1-1 大學部的課程大綱與核心能力
語言是我們認識世界，與人溝通交流的重要工具。因此，著重「溝通」的語言教育的目
標，並不能僅止於教授語言，而應利用語言來教導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內容（社會文化、表象
文化）。
有鑑於此，本系整體課程基本上是以「批判性內容本位語言教學 Critical Content- Based
Instruction」--即利用所要學習的目標語言來學習社會、文化等新知識，並透過與人交流溝通
的方式審視這些新知識，然後再進一步進行反思。這種方式的設計能使學習者矚目內容新知，
而不拘泥於語言自身的規則，少強調規則，也就比較不會有因怕犯錯（破壞規則）而不敢開
口的狀況，如此自由不拘的學習法，使得本系各課程之語言的教‧學皆呈現極為多元的面貌，
學習者也就容易在多元的學習法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不至於因無法適應某一學習
模式而放棄學習，更因為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學習法與節奏，而能夠在離開教室或教育場域
之後仍然持續學習，進而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
又，引導學生善用、增加週遭的學習資源（人力資源、物力資源、網路資源、社會資源）
以活化多元的語言教‧學，也是本系培育自主學習極為重要的環節。
本系利用目標語言提供學生社會、文化新知，同時也藉指出該新知與學生原有認知的差
異，刺激學生思考，使學生意識到知識、資訊的多元性與政治性，並透過本系與不同文化族
群溝通的各種活動，教導學生實際體認與人溝通的過程中會發生的問題，並思考解決辦法。
以下茲略述本系如何透過各課程培育核心能力。請參照附錄 1-1-1 系所核心能力與系所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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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目標關連表
圖表 2-1 必修科目、選修科目與核心能力的關係

1. 透過日語核心課程及兩個領域課程裡「用日語」的方式培育（1）日語聽說溝通能力、（2）
日語讀寫溝通能力。
（1）日語聽說溝通能力（2）日語讀寫溝通能力是本系核心能力的中軸。整個大學四年
期間，所有課程都持續在培育這兩個核心能力。首先在一二年級必修科目綜合日語(一)ABC、
綜合日語(二)ABC 六門「基礎的な日語技能の習得（基礎日語技能科目）
」中建立紮實的日語
基礎，並於以督促自主學習為主的「日語技能の補強（綜合日語三）
」中持續加強。在二三四
年級及「語言領域・文化領域各個必、選修科目」中，則採「內容本位語言教學 Content-based
approach」方式，不斷使用日語來就某一特定主題進行內容方面的討論，表面上學生學習的
重心轉為知識的攝取，但是實質是以「用日語」的方式在學習日語。
四年級的 Capstone 課程「專題研究」，需以足夠份量的內容闡明一個主題，畢業門檻之
一的「專題研究發表」要公開以日語發表研究成果，更是顯示本系學生最終語言學習成果的
重要課程與活動。
2. 透過各課程中挪出在教室外的各項課題要求及學習活動，以及本系善用週遭的學習資源
（人力資源、物力資源、網路資源、社會資源）的示範，可引導、培育學生(3)終身自主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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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能力。
語言的學習是終其一生的事，只要有一段時間缺乏接觸，
就很容易感到陌生、退步，為要使學生不會在耗費 4 年學了一
個語言卻在畢業之後迅速遺忘，終身自主學習就成了語言學習
必備的能力。何況即便不是語言學習，在面對瞬息萬變的世
界，離開教室或教育場域之後仍能持續學習也是任何學子都亟
需具備的能力之一。
本 系 設 有 「 自 學 區 」， 在 其 中 配 置 高 年 級 及 日 籍 TA
（Teaching Assistants）和輔助教材及學材，並有教師參與其
圖表 2-2

自主學習

中。大一時就將語言的練習交給課堂外的日籍 TA（主要為剛
來台欲學習中文的日籍學生，兩者相遇建構雙贏關係），促使

學生與日籍 TA 接觸，建立與日籍大學生的朋友關係，以成為其後日語學習之助力。大二課
程中陸續增加自我解決問題的課題要求，輔以日籍 TA 協助會話練習與測驗、台籍學長姐 TA
協助閱讀，一方面也建立與學長姐及日籍大學生的學習夥伴關係，教師則加入輔導個人學習，
協助學生尋找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此舉乃為使學生能更熟悉自主學習的方式，自律性的活
用人的資源與學習材料，寄望大三大四就能依教師指示的課題練習獨立學習並進行專題研
究。而為連結這樣的大三大四自主學習要求，大三「綜合日語三」則採由學生主動提問的翻
轉講堂方式授課，教師排定詢問時間，教師與日籍 TA 協力做聽、說、讀、寫、譯之全方位
的口筆試，藉此督促學生不因失去要求而荒廢逐步養成的自主學習、終身學習的習慣，也培
育對同一主題進行全方位日語論述的能力。
此外，本系及學校都創造了貫穿全系的極多樣化的各項台日交流活動，也是在提示多元
化學習方法的種類，使不愛教室學習、不擅考試的同學能有完全不同的學習體驗，使能在各
樣活動中享受學習。
另，學習終身自主學習的另一要項就是要具備能發現週遭豐富的學習資源的能力。就教
導學生學習善用學習資源的示範中，本系綜合日語(一)ABC 中善用東海校內日籍人士為 TA、
台灣社會中以日語發佈訊息的文宣等為教‧學材，綜合日語(二)ABC 中善用日本網路上各學
習網頁，或一般知識網頁中的日語文章等為教‧學材，以及本系教師利用其人脈網絡所建立
之極多樣化的台日交流活動，和本校國際教育處與日本間多元且頻繁的交流活動等，這些都
成為本系善用學習資源中之人力資源、物力資源、網路資源、社會資源的示範。
3. 透過思考性課程中新知與舊知衝突，教室內的提問與討論，以及貫穿全系極多樣化的各項
台日交流活動，培育學生(4)文化的多元理解・交流實踐能力。
學習外語的人在面對第二語言的時候，會因為遭遇不同的語言暨文化習慣而產生某種程
度的混亂，且再持續深入學習，又會發現「日語」的語言文化習慣還會因地區、社會階層、
領域專業等的不同而有不同。如何理解隱藏在不同人群裡不同的語言、文化及其社會性的意
義，如何理解它背後的精神、價值觀等之差異；知道如何分析、應對並處理因這些差異所伴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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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而來的種種問題，就是這裡所謂的文化的多元理解能力。同時透過認知「日語」的多樣性，
我們期盼同學同時也能反身意識到台灣「中文」「台語」中所隱含著的相同的多元情況。
本系一二年級必修科目中「多元文化導論」「表象文化概論」「語言溝通概論」
、「社會領
域概論」等雙語並用的「基礎素養」科目，由台、日籍教師共同授課，透過使用中日文討論
多元文化議題的方式，讓同學在教室內即可以清楚的意識到不同語言、文化習慣間的異同，
甚至理解到其實甚至在各個語言文化的內部裡，也同樣存在著多元性。然後再分別就語言、
文化、社會等面向來思考其間的認知、溝通模式的異同等問題。以此為基礎，再於三四年級
「語言」
「文化」兩大領域之各個選修科目中持續加強各語言文化之多元性的認知，促使學生
在進行大四 capstone 課程「專題研究」時，得以有較清楚的問題意識與區辨、分析的能力。
另，要真正理解多元語言及多元文化，無法僅透過思考或知識上的傳遞與接收，做中學=
「文化交流實踐」才更是熟練雙語交流的關鍵。
（参照圖 3）
。本系所謂「文化交流實踐能力」
指的是具雙語能力的人，能夠確實的在多元的語言文化習慣間，進行實質的溝通交流的能力。
只有透過實際溝通交流，才能促使人真正去思考、反省並解決異文化溝通交流時會產生的各
樣問題的原因，這是要使用外語與人溝通交流者必須具備的能力。
在培育「文化交流實踐能力」方面，本系主要是透過課堂內外之實際的交流活動，有由
系上台、日籍教師組隊帶領學生赴日
訪查學習，與當地大學或團體等交流
及共事者（各約 10 日）
。如：每年暑
期舉行的神戶暨大阪中華學校服務學
習 Tour、奈良服務學習 Tour、人間環
境大學夏季 Course 授業履修、等等。
亦有由學生自主規劃者，如：北海道
Farm stay 活動、暑期千葉打工計畫以
及其他各項訪台活動及演講等等，本
系亦會邀請來自日本姊妹校及其他於
本校華語中心學習中文的日籍學生擔
任 TA（附錄 2-1-1 自學區 TA 一覽
表）。此外本校與 31 所日本姊妹學校
圖表 2-3 培養交流實踐能力的各種活動

間的交換學生（附錄 2-1-2 日本姉妹校

一覽），和每年持續進行之多樣化的實質交流，都是培育同學們文化交流實踐能力極佳的場
域。（詳見 2-3、2-4）
4. 透過各課程內外及各樣交流活動的反思時間，教師與學生對議題的討論、對話與發表過程
培育學生(5)自省．獨立思考能力、(6)歸納．表達能力
所謂「自省．獨立思考能力」指的是不理所當然的全盤接收主流的價值觀或歷史文化認
知，而是經過反芻思考之後，自其中選擇自己認同的部分接收並建構屬於自己的認知與價值
觀的能力。有了這樣的能力就可以避免學生毫無反省的全盤接收主流價值觀或主流歷史文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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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尤其台灣的日語學習者更需藉此能力來破除被再殖民教育的可能。
「歸納．表達能力」
則是指能將自我的感情及想法條理清晰地表達給對方的能力。雙語使用者在表達時必須能夠
判斷聽者會如何接收自己所使用的語言，並據之調整自己的表達方式。
「自省．獨立思考能力」
「歸納．表達能力」是貫穿整體課程（含課堂內外）的基石主幹，
它呈現在課程內外及各樣交流活動反思時間，教師與學生對議題的討論、對話與發表過程當
中。不管在教導新知、觀察語言文化規範的異同，或是討論台日溝通模式的異同等等時，教
師都會要求同學將之與自己原有的認知與觀念做一比照與反思，然後修正或強化自己的想法
與觀念。最後成果則呈現在「專題研究」的論文、作品及公開的口頭成果發表中。
以上係描述本系各核心能力具體的理念與內涵及其培育模式，而下表則是簡化表述本系
各課程表中所列顯性課程---即一、二年級時的「核心基礎課程」
「思考、內容課程」
，三、四
年級的「語言類課程」
「文化類課程」之間的互補關係，以及各課程配合隱性課程---即「自
主學習及各項學習活動」的情形。透過此表，可以觀察到學生在其四年之間可以如何循序養
成各項核心能力。
圖表 2-4 本系課程內容與各項學習活動
一二年級

核心基礎課程

思考、內容課程

配合自主學習及學習活動

一 課程名稱

綜合日語(一)A、B、C

多元文化導論

自學區空間及書籍

年

發音

語言溝通概論

日籍 TA

級

多樣化國際化的學習活
動。
課程目標

建立基礎的日語能力

內容

台日籍教師共同授 藉此建立與日籍大學生的
課，觀察發生在身邊 朋友關係，以成為其後日
的語言文化相關小 語學習之助力。
事，感受其間的「問
題與矛盾」並思考其
成因。

二 課程名稱

綜合日語(二)A、B、C

表象文化概論

自學區空間及書籍

年

語法

社會文化概論

日籍 TA 協助會話練習與

級

測驗。
台籍學長姐 TA 協助閱讀。
教師個人學習輔導。
多樣化國際化的學習活
動。
課程目標

能閱讀理解報紙、雜誌 台日籍教師共同授 學習善用學材、人才學習

內容

等，一般日本人在日常 課，討論思考媒體論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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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會閱讀的文章。 述的陷阱以及存在 藉與台籍、日籍 TA 接觸、
可 以 用 簡 單 的 日 語 書 於社會中的歧視問 參與各種活動，建立與學
長姐及日籍大學生的夥伴
寫 或 口 說 自 己 的 意 見 題。
關係。

或想法。
三四年級

語言類課程

文化類課程

三 課程名稱

綜合日語(三)

綜合日語(三)

自學區空間及書籍

年

語言類之Ⅰ類課程

文化類之Ⅰ類課程

教師排定接受詢問時間

級

日籍 TA 協助口試。
與專題指導教師的面談
多樣化國際化的學習活
動。
課程目標

能 閱 讀 呈 現 多 樣 化 意 以各樣文字、影像、 藉各樣素材的導入，促使

內容

見、想法的文章或感性 網 路 等 媒 體 為 素 同學注意到自己每天所接
豐富的文章。

材，也透過與「人」 觸到的各樣媒體論述背後

能 傾 聽 也 能 用 日 語 明 接觸，檢視各項論 的多元性。
確的表達自己的意見。 述、各種社會現象對 學習主動學習。
不同的人造成的影
思考語言與人的關係
響。
四 課程名稱

專題研究

專題研究

自學區空間及書籍

年

語言類之Ⅱ類課程

文化類之Ⅱ類課程

專題指導教師的面談

級

多樣化國際化的學習活
動。
課程目標

能 獨 立 閱 讀 與 自 己 研 透過各樣素材刺激 學習配合研究主題尋找資

內容

究主題相關的論文。

同學思考、討論台日 料。

能 有 根 據 的 清 晰 確 實 社會文化相關問題。 學習尋找所有可以協助自
的表達自己的意見與

己解決問題的資源。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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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年級以建置學生的日語能力為主，開拓對不同價值觀的認識與理解、訓練思考為輔，
三四年級則善用目標語言為內容的承載工具，在增進語言能力的同時也學習各樣跨領域的學
識，並以課堂互動討論的方式，促使同學思考與辯證，再配合多樣化、國際化的學習活動，
藉真正接觸不同價值觀的族群，感受體認與人交流所需具備的能力。這樣的設計可統整成課
程地圖如下。
圖表 2-5 大學部課程架構圖

綜合日語(一)A、B、C
發音

多元文化導論
語言溝通概論

綜合日語(二)A、B、C
語法

表象文化概論
社會文化概論

綜合日語(三)
語言類 I 類課程

專題研究
語言類Ⅱ類課程

綜合日語(三)
文化類I類課程

專題研究
文化類Ⅱ類課程
綜合日語(三)

・自學區虛擬與實體空
間及書籍
・台、日籍TA(會話、
測驗)
・多樣化、國際化學習
活動
・教師個人學習輔導
・專題指導教師面談

•藉與台日籍TA接觸、
參與各種活動，建立
與學長姐及日籍大學
生一生的夥伴關係。
•學習善用學材、人才
的學習方法，學習主
動學習。
•藉導入多樣化素材，
培育多元觀點。
23

2-1-2 碩士班課程大綱與核心能力
本系碩士班旨在培育具台日間之跨區域交流（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能力人才。使能在
理解兩國間多元的歷史與社會現狀的基礎下，企劃並實際進行台日交流活動，進而在體驗交
流的過程中學習發現並解決問題。為使同學能有多元的認知與實踐交流行動的能力，本系規
劃先行解構學生原有之一元化的固定觀念，然後在反覆思考與實際創造與不同社會集團間的
交流行動中重新建構出一個多元的社會、歷史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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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6 碩士班課程基本架構
為使學生不理所當然的

解構

全盤接收主流的價值觀與歷

思考、行動
建構

史文化認知，碩士班一年級的
課程首先致力於使學生意識

碩一課程:
意識化並解構原有之一元化觀念。不理所當然的全盤接收
主流的價值觀或歷史文化的認知，透過文獻的閱讀與課堂
討論，進行思考、解構。

化自己目前所持有的價值觀
與歷史文化認知，再透過文獻
的閱讀與課堂討論，思考、解

碩二課程:

構。並於二年級時學習與不同

學習與自己不同的群體互動，有意識的反省、體會、建立
多元的社會、歷史認知。在反覆練習的過程中，重新建構
屬於自己的多元、國際化、跨領域的認知並累積實踐交流
活動的能力。

的群體互動，有意識的反省、
體會、實踐多元的社會、歷史
認知。在這樣反覆練習的過程

中，重新建構屬於自己的多元、國際化、跨領域的認知並累積實踐交流活動的能力。
以下茲分項描述本系碩士班各核心能力具體的理念與內涵及其培育模式。
1. 透過課堂中閱讀、討論「正史」及與「正史」不同觀點的批判性文獻培育學生(1)宏觀的
歷史認識能力。
歷史的概念本身原就十分多元，但近代國家制定的「正史」卻常僅採十分片面的觀點，
因此也就常成為具不同史觀的人議論的對象。如日本與台灣、中國、或韓國「正史」對太平
洋戰爭的觀點會各自不同；甚至同在台灣裡，不同族群間對同一事件，如 228 等的認知，也
會有角度上的差異；只是要真正理解歷史的多元性，還並不只需要知道「正史」以外的其他
各種歷史與歷史觀點，更需回過頭來充分分析、探討蘊涵在「正史」中的那一個特定觀點源
自何處、何故，才能真正認識歷史的多元性。
圖表 2-7 碩士班核心能力與課程對照圖
如圖表 2-7、2-8 所
示，本系碩士班規畫了
AB 兩大領域四個主軸
的選修課程，A 群：「台
日語言溝通領域」（主
軸 1「日本語研究」、主
軸 2「台日語言接觸」），
B 群：「台日社會文化領
域」（主軸 1「台日表象
文化」、主軸 2「台日社
會交流」）。四個主軸下各自包含 3 門不同課程，每個主軸中皆各有 1 門是該主軸中，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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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生「宏觀的歷史認識能力」為目的而開設。具體名稱分別為：
─日本語研究主軸：日本語研究Ⅰ―日本言語研究史―
─台日語言研究主軸：台日言語接
触研究Ⅰ ―近代言語形成史―
─台日表象文化：台日表象文化研
究Ⅰ ―表象文化交流史―
─台日社會交流：台日社会交流研
究Ⅰ ―公共空間形成史―。
2. 透過「台日語言溝通領域」課程
及活動計畫培育學生(2)多元溝通方
式的認知能力。
人與人實際的溝通非常隨機，
如在公共場域中時，通常會使用大
家皆能理解的語言與溝通模式，但
圖表 2-8 碩士班課程設計圖：兩大領域、四大主軸

常常也會有採取某一種不符合大家
公認有既定規範的語言或溝通模式

的時候，如外省先生與台灣太太之間的溝通、日本遊客與台灣民眾問路時的對話等等。事實
上不管台灣或日本國內、兩國之間，都存在著許多這類「中間語言」與「中間溝通模式」
（Inter-languages and inter-communication modes），這類多樣化的語言與溝通方式（如媒體記
者的論述方式與研究生寫論文的論述方式等亦是一例）。能夠認知甚至實踐這類大眾、小眾
的多元溝通模式也是台日間跨區域交流人才所需具備的能力之一。
本碩士班陳述性（declarative knowledge）的教導此類相關知識的課程主要為溝通領域裡
「日本語研究」及「台日語言接觸」二個主軸中的 6 門課程。但因語言溝通隨處而在，因此
碩士班其他課程及二年級必修課程的實踐性活動計畫，也都必然的常會提及並要求學生實踐
(procedural knowledge)這類多元的溝通方式及語言使用。
3. 透過必修課程「多元文化交流總論」「多元文化交流實踐論」與實踐性的活動計畫培育(3)
交流活動之企劃‧實踐能力。
既要實踐「多元的」文化交流，就不可以毫無意識的就用某一個特定的歷史觀、文化觀、
語言觀或溝通觀來面對或處理任何微小的接觸與交流。但是人不可能脫離自己原有的主觀意
識，不免的總是會用自己原有的視點去與人接觸，因此，進行交流活動時，盡可能的在規劃
階段做到最周詳的考量，而在規劃階段考慮不周的地方能在實際實踐的過程中，隨時發現並
隨時修正自己的態度與說法，這樣的能力（實踐能力）是順利進行多元化交流必須具備的能
力。
本(3)交流活動之企劃‧實踐能力與(4)「自省、獨立思考能力」相輔相成，皆是實踐交流
活動中不可或缺的一個部分。兩者的陳述性知識主要在必修課程「多元文化交流總論」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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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交流實踐論」中教授，各實踐性的活動計劃中則是實際訓練學生之實踐能力的場域。
4. 透過碩士班整體課程培育(4)自省‧獨立思考能力、(5)歸納‧表達能力
要進行學術性研究或進行多元文化交流活動，都需要能夠客觀的用他人的視角來判斷、
分析自己的觀念、想法或立場並將自己的主張、立場或他人的意見與立場文字語言化。本碩
士班所有課程都必然的會涉及培育這兩項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必備的能力，但其中最明顯呈
現意識化這些判斷、分析、想法或立場並將之有系統的整理並將論述表達出來的是撰寫碩士
論文的過程；又，關乎實踐的自省‧獨立思考及傾聽、溝通（亦即歸納和表達）則主要在「多
元文化交流總論」與「多元文化交流實踐論」與活動計劃中論及。
除此之外，部分碩士班學生被賦與帶領、輔導大學部學生進行各項交流活動的責任。如
擔任學部各課程的 TA，協助學部學生尋找資料解決問題，負責工業手冊翻譯小組的統籌等，
透過協助各樣活動，也提升碩士班同學實踐的能力。
茲將碩士班課程地圖統整如下圖。

日文系碩士班課程地圖---適用於102學年度（含）入學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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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系所課程規劃與設計之評估機制為何?
本系根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力規劃全系所整體課程。在實際執行課程的過程中，也依照
實際遭遇到的問題不斷進行分析、改善與調整。我們透過 1. 任課教師間之各類縱向、橫向聯
繫會議等的討論 2.形成性評量（學生核心能力自我評量問卷調查、課程意見調查等）以及 3.
教師在其每日的課堂中觀察課堂與學生上課情形發現問題時，隨機召聚的討論會議；以及 4.
系所評鑑、5.課程外審等等，各種不同的管道察覺問題，然後進行問題的分析與解決。藉此
不斷循環改善整體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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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9 課程規劃的改善循環機制

圖表 2-10 課程規劃更新循環機制運作情形
課程規劃更新機制

相關會議、人員

1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委員會

2 執行課程規劃、執行

系所全體

3 檢討課程規劃、發現問題

任課教師間之各類縱向、橫向聯繫會議
學生對課程規劃之意見
以教師為對象的期末意見調查
以學生為對象的核心能力自我評量
碩士班委員會
系務會議
課程外審與學系外專家、學生代表共同參加之課程規劃
委員會
評鑑
其他（訪問學人等的教學觀摩）

4 課程規劃問題分析

任課教師間之各類縱向、橫向聯繫會議
教學委員會
碩士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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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會議
5 課程規劃問題解決方法之提案

任課教師間之各類縱向、橫向聯繫會議
教師研習（卓越計畫）
教學委員會
碩士班委員會

6 課程規劃更新

課程規劃委員會
系務會議

2-2-1 任課教師間之各類縱向、橫向聯繫會議
一年級到四年級間，聽、說、讀、寫、譯等各項能力的縱向聯繫會議，以及同一年級
中之各課程的橫向聯繫會議等，任課教師一發現課堂內學生有任何學習的問題或需尋求縱
向、橫向連結解決的各類學習問題，皆可隨時召開此類會議提出討論。如負責一年級初級
日語課程的 8 位教師，使用『みんなの日本語』為共同教材，除了討論分工，也為使一年
級基礎課程順利連結二三四年級，常討論如何在過程中培育學生自主學習能力、加強學生
聽、說、讀、寫、譯各項技能的方法等。（請參考佐證資料 2-2-1-○
1 初級課程會議紀錄）
而負責二年級課程的授課教師，則時常為利用同一主題連結各項技能的教學方式進行討
論。（請參考佐證資料 2-2-1-○
2 中級課程會議紀錄）
縱向聯繫會議方面，此三年間最值一提的是本系獲得大學卓越計畫補助期間（2012 年
9 月至 2013 年 6 月）每月針對一到四年級每學期各技能之學習目標能力進行研習與討論。
3 建立達成目標行為模式之日語分級測驗制度計畫），參考台灣
（請參考佐證資料 2-2-1-○

近年來日益受到矚目之 CEFR 的 can-do 課程大綱，配合本系教育目標，由教師合力建構一
4 建立達成目標行
個各年級各階段所欲達成之能力指標對照表。（請參考佐證資料 2-2-1-○

為模式之日語分級測驗制度計畫成果報告）
本系這樣的研習與討論並不自限為學系內教師之活動，而積極與 J-GAP 組織合作，共
同舉辦多場演講、研習營及研討會；如由東吳大學陳淑娟老師主講的「分級語言教學活動
及其評價」（2012 年 11 月 22 日）演講活動，東海大學卓越計畫教師専業成長教學研討會
1 ）、第 23 回 J-GAP 月例
「繋がりをつくる言語教育」(2013 年 5 月 25 日)（附錄 2-2-1-○
2 ）、第 29 回 J-GAP 月例會，大
會「A1 を可視化する」(2014 年 5 月 24 日)（附錄 2-2-1-○
3 ）等等。
阪大學真嶋潤子教授主講之研習營(2015 年 1 月 24 日)（附錄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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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以教師為對象之期末問卷調查
本系於期末會以教師為對象進行問卷調查。主要調查內容為，為了達成核心能力目標
各教師在課堂中做了什麼樣的嘗試，針對授課方式有變更的課程，則調查課程本身的改進
情形等。藉由這樣的調查，除了可以利用他來檢視本系的課程規劃，亦能促使教師省思檢
討教學目標與課程之間的連結。請參考項目 3-4（附錄 3-4-1，3-4-2a，3-4-2b）。
2-2-3 學生核心能力的自我評量
除了本校例行的課程反映調查，本系於學期末亦會對學生各該課程所習得的核心能力
內容進行調查，目的在使學生對自己這個學期是否有達成所預定的學習目標做出自我評
量。透過分析調查的結果，本系再進行課程的進一步改善。請參考佐證資料 1-4-3 各科目的
核心能力問卷調查）
2-2-4 學生意見
本系極重視學生意見，常常於導師時間或課堂中，直接傾聽學生對授課或課程設計，
甚至對教學理念的提問與意見，也會透過學生會長彙整同學對於修課方法或課程進行模式
1 綜合日語三課程師生座談會資料學生
等期望與意見轉知教師或系主任（佐證資料 2-2-4-○

意見調查表），再由導師、任課教師或系主任將這些意見提到教學委員會中討論（佐證資
2 教學委員會對於學生意見之檢討記錄），今年度也於 2015 年 5 月 21 日舉行學
料 2-2-4-○
3 課程規劃理念說明討論會相關
生與教師間的課程規劃理念說明討論會（佐證資料 2-2-4-○

資料）。另外，由於新開課程「綜合日語三」負擔較重，學生多有微詞，對此，任課老師
亦積極與學生對話討論，在陳述教學理念，並取得認同後，與學生共同協商適合的進行方
1 綜合日語三課程師生座談會）。這樣的溝通模式也是視溝通為培育目標
式（附錄 2-2-4-○

的本系藉以呈現適切的溝通模式的示範。
2-2-5 系務會議中教學問題討論頻繁
本系全體教師參與的系務會議中，常常論及各教師教學上的所遭遇到的各種困難，以
及學生學習相關的問題，也常就在會中集結教師們的智慧直接議決對應方式。以下是於系
務會議討論課程問題並直接議決新方針的事例。
由 2010 年由全系老師分擔指導的必修科目「專題研究」成果出爐，為免各指導教師缺
乏統一評量標準，遂於直接於 103 年 10 月 16 日的系務會議中決議訂定共通的「評量標準
1 決定論文的評量標準與作品的評量標準的會議紀錄）此外，
表」。（請參考附錄 2-2-5-○
2 ）。未通過基礎
亦曾討論不同年級各技能間難易度的落差不均問題（請參考附錄 2-2-5-○

日語核心課程之學生進入高年級課程班級，會有因日語能力不足而無法跟上進度的狀況，
3 系務會議記錄）。配合檔
於是決議實施擋修制度（2014 年度始）。（請參考附錄 2-2-5-○
4 ）。
修制度，決議開設暑修課程，以補救其未能通過的必修課程學分（請參考附錄 2-2-5-○

2-2-6 碩士班委員會會議
碩士班委員會會議統籌碩士班所有相關事務。2009 年評鑑之後，配合系名更改，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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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錄 2-2-6-○
2 ），經過審慎繁複的商
鑑於碩士班報考人數逐年遞減（請參考附錄 2-2-6-○

討，本系重新規劃碩士班課程，教學主軸由原先三大領域「語言接觸領域」「文化表象領
域」「社會溝通領域」，調整為兩領域四主軸，即「台日語言溝通領域」（內含「日本語
研究」「台日語言接觸」二主軸）及「台日社會文化領域」（內含「台日社會文化領域」
與「台日表象文化」二主軸）。同時，為了希望學生盡速提交論文，更新設了必修科目「研
3 、2-2-6-○
4 、2-2-6-○
5 ）。
究方法論」，以加強對於碩士論文的指導（附錄 2-2-6-○

102 年度起實施的「相談者」制度，以及下示發表相關規定等，亦是督促學生盡早提
出素質優良之論文的相關決議。
1. 學生每學期均須參加一次以上的學術研討會
2. 一年級下學期須選定指導老師
3. 二年次上學期以後可以申請期中發表，接受審查。103 年度開始，新生說明會開始
以「新生說明會手冊」為基礎進行。（請參考佐證資料 1-4-4 碩士班新生說明會手冊）
2-2-7 外部委員評量意見
本系定期邀請外部委員針對本系部分課程及課程整體規劃進行評量與檢討。也多次邀
請學術界、產業界、畢業系友代表蒞校參與本系師生共同參與本系課程會議（2013 年 6 月
3 日、2014 年 5 月 22），並於 2014 年 11 月 27 日舉行課程規畫委員會，檢討全系之課程
規劃問題。
圖表 2-11 101-103 學年具體進行課程評量與檢討方式
學年度

方式

相關資料

101

課程整體結構外審

1
請參考附錄 2-2-7-○

2013 年 06 月 13 日
102

整體課程委員會

課程委員會記録

2
請參考附錄 2-2-7-○

2014 年 05 月 22 日課程委員會記録
103

3
103 年度個別暨學用合 請參考附錄 2-2-7-○

一課程外審

2014 年 11 月 27 日課程委員會記録

101 學年度課程評鑑係以第二週期系所評鑑之重點「建立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與落
實」為主軸，挑選出其中與課程相關的項目進行審查，希望藉由填寫課程評鑑資料、準備
佐證資料，引導系所建立品質保證機制，以實現教育目標並教導學生具備核心能力。
外審委員回覆意見中多肯定本系課程的核心能力與教育目標富適切之連結。並且讚譽
本系課程之設計將外語的學習落實於台灣社會脈絡裏，十分具有特色及意義。
102 學年度邀請產業界、學術界代表及系所畢業生代表與在校生代表共同參加本系之
課程委員會，針對本系之課程設計、教學內容、教育目標等提供各方觀點及意見，並根據
畢業系友及業界問卷調查結果檢討改進課程之就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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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針對系上自主性抽樣之必修課程及「學用合一課程」進行外審，（學用合
一課程係指學生在校所學可與未來就業市場之銜接課程，並使學生能夠統整與深化大學所
學，讓學習穩固完成所設計之課程）本系送審科目名稱如下:必修課程:綜合日語(一)A、綜
合日語(三)、學用合一課程:專題研究。
圖表 2-12 近三年邀請學者專家、企業雇主、畢業生參與課程會議
學年度
101

日期

(參考資料)

校外與會者

102 年 06 月 13 日

楊進興（系友）
、*廖業承（友達晶 請參考佐證資料

課程委員會

1
材人事處處長）
、*葉懿萱（東吳大 2-2-7-○

學日文系助理教授）

101 學年課程委員會校
外委員意見及學系回
應具體改善辦法

102

103 年 05 月 22 日

陳源煌先生(校外產業界代表)、葉 請參考佐證資料

課程委員會

2
懿萱助理教授（校外專家學者代 2-2-7-○

表）、郭毓芳助理教授（畢業生代 102 學年課程委員會檢
表）

討改進課程就業力回
應表

103

104 年 07 月 30 日

101-103 課程整體報告送校外委員 請參考佐證資料
3 101-103 課程
2-2-7-○

審查

整體審查報告

2-2-8 系所評鑑
系所評鑑亦是本系課程規劃更新循環機制中重要的一環。2009 年系所評鑑中，評鑑委
員指本系培育日語能力相關課程數量不足，於是本系便於 2012 年將二年級選修課程「語法
一」改為必修課程，並於 2013 年進一步開設三年級必修課程「綜合日語(三)」。除此之外，
本系更進行了一連串的課程規劃改革，請參照佐證資料 1-5-1 第一輪評鑑相關資料。
2-2-9 其他 訪問學者教學觀摩與意見
2015 年 3 月，來自泰國的社浦（Tanasarnsanee）美香老師（易三倉大學），透過 United
Board Fellows Program 至本系停留訪問一個學期，其間透過教學觀摩等，以客觀之教育專
家的眼光對本系各課程有深入的觀察，也記錄了觀察本系課程規劃的報告，上呈給 United
Board。（請參考附錄 2-2-8、2-2-9）

2-3 為培育多元學習能力之課程規劃與執行為何？
本系自學生入學之初，即導入多元化的日語學材，充分運用台灣社會及東海校園中包含
人、事、物等進行教學，使學生在這樣的學習環境中，養成對學習資源與習機會的敏感度，
潛移默化的學習「發現並靈活運用」週遭學材的方法，過程中學生也自然的會學到語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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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多元性，藉此獲得多元化的學習能力。本節 2-3 將說明有學分的課程培育多元學習能力
的情形。
2-3-1 大學部
1. 核心基礎課程多元化的教材
本系一年級的核心課程直接將充斥於台灣社會中日本相關資訊，舉凡各樣食品、藥
品、家電的廣告與說明，戲劇、動漫、遊戲、追星等年輕人喜愛的次文化訊息，這樣的
社會資源導入課程中，培養初學者對學材、學習機會的敏感度，更配合教科書，叫學生
也將自己生活裏的資訊也活化套用其中，如高鐵時刻表、日本旅遊等交通資訊等，使學
生可以在日籍友人來等時，實際運用日語於日常生活之中。
二年級的核心課程則更透過大量運用網路上隨手可得的活教材為閱讀文本，使學生
可依自己喜好選擇學習內容，自然的習得符合新時代潮流的文化資訊，也藉此使學生學
習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是融合了語言、文化與人格教養的教‧學模式。
2. 多樣化的學生自主學習、多元學習課題
本系自一年級入學之初便著手規劃協助學生漸進式地學習自主學習。如 2-1 所述，
學生自一年級始即需學習在課堂外透過台日籍 TA 等人的協助解決教師所賦與之課題；
二年級時更增加其教室外學習的份量，不但需透過學長姐、日籍 TA 的協助，甚至教師
亦親至課堂外提供協助，也提供各種參考資訊，如資料、書籍、網頁等等，協助也訓練
學生解決課題的能力；三年級必修的「綜合日語(三)」中，則會給予學生一個總合性的大
課題，由學生自行透過活用 TA、教師、學長姐或朋友等人力資源，以及資料、書籍或影
像等物力資源，完成被指定的課題。過程中培育了同學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力，也
1 綜合日
磨練提升他們的日語能力，並習得自主、多元的學習方法。（請參考附錄 2-3-1-○

語三概要），以為將來各自的畢業專題研究做好準備。
3. 在多元的選修科目中注入跨領域、多元觀點的思考
本系三、四年級課程內容主要分語言溝通、與社會文化兩大領域，除了教導台日間
之歷史與交流、國際關係等相關知識外，另一個重要任務是督促學生重新審視自己原有
的知識與想法，藉注入另一個面向的觀點，促使學生在觀點的衝突中學習思考，學生在
過程中當然會有迷惑，也無法馬上釐出屬於自己的想法，但這卻是明顯且重要的鬆土過
程，藉此逐步接近本系教學目標：培養能觀察、可思考，願意探索實際存在於社會中諸
多問題的解決方法的人才。
4. 在 Capstone 課程「専題研究」及畢業門檻「專題研究日語公開發表」中要求學生獨立面
對不同挑戰
本系「專題研究」強調與現實社會文化連結之畢業專題的書寫與製作，是每一位學
生為呈現四年學習成果最終必須完成的目標。進行專題研究之先，每位學生皆首需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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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問題意識，決定專題研究的主題，學習如何將自己「感覺」到有興趣的主題具體
化，如何區分單純的有趣與真正經得起深入挖掘的有興趣，這是最掙扎也是最重要的過
程，也是這個時期師生皆須面臨的最大挑戰。訂定好了主題，就需透過考察先行研究、
與系內系外的人們進行訪談交流、建立自己的論述模式等。在實際執行的過程中，不斷
調整、爬梳出最適合解決問題的路徑，然後再將這整體過程文字化、邏輯化成作品或論
文。完成論文或作品後，還需進行「專題研究日語公開發表」，由兩位教師進行口試，
每位學生均需報告論文或作品的概要並接受教師提問。這樣的設計與要求，促使學生透
過指導教師的協助，身體力行一一克服困難，過程中的體驗與學習，是其他任何課程都
無法成就的。本「專題研究」課程自 96 學年度實施，99 學年度首批成品繳交以來，至今
共計已有 486 篇論文及作品。詳細數據請參照項目五「學習成效」。
本系之所以不只設定通過日本語能力考試這個一成不變的目標作為畢業門檻，是因
為本系認為語言的學習過程、表達使用都因人而異，而每位學生完成畢業論文或作品極
個人化且豐富多元的學習過程，代表的就是這種學習的具體呈現。就結果來說，所完成
2 專題研究論文題目）
的論文及作品成果本身也是豐富且多元的。（請參考附錄 2-3-1-○

5. 在課程中規劃跨領域多元交流活動，學習與人交流的各樣技術與態度
本系有許多課程會實際走出教室與社會中人群交流，不侷限於教室內教學，學生透
過活動，在教師引導下，學習如何使用日語與人聯絡、協調，針對自己所要研究的主題
與同年齡的日籍學生、學校教師或社會人士商討，如何尋找資源、訪談、待人接物，甚
至經費的預算與募集等等，與企劃以及實踐跨領域多元交流活動相關的方法。本系這樣
的訓練活動豐富而多元，以下首先介紹有學分的交流活動。
(1)

「共學課程:日語教與學」 (0-2)
此課程要求學生與姊妹校甲南大學教育實習學生共同籌劃夏季日語教學活動。
學生透過 skype 等網路工具一起討論決定「誰來學？（學習者）」「學什麼？（學
習內容）」「怎麼學？（學習方法）」「用什麼教？（學習材料）」「怎麼教？（教
學法）」等，從「招募學生」「計畫教案」到實際「授課」都由台日兩方學生一起
分工進行。在此一台日學生共同合作的教學活動中，學生學習如何與不同國籍文化
的人為達成一個目標而共事，同時也讓做為日語學習者的日文系學生在其教學活動
中，體驗並反思其學習意願、態度及方法。詳細之內容請參照佐証資料 5-3-1-1-~
日語教與學---甲南營共學課程報告書。

(2)

「台日報導寫作」 (2-2)
此課程原為三年級的作文課程。透過發行雜誌的方式，使學寫日語作文的課程
脫胎換骨，課程中，從決定主題、採訪、撰寫、排版到印刷皆由學生討論、規劃、
決定。學生首先由台灣社會中覺得有趣的議題出發，深入檢視該議題，並進而實地
走出教室進行採訪。之後並以中文、日文兩種語言撰寫報導，將之「傳播」給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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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海內外的讀者。過程中學生學習挖掘議題，如何與人共事、討論，用日語發聲，
報導自己覺得重要的台灣社會現象，透過採訪，體會受訪人的心歷路程，直到編輯、
排版、印製、發送。是一個整套的為人、處事、日語書寫的學習過程。最近一期是
2 各
2015 年 5 月發刊的第 57 號，學期末則將發刊第 58 號。（請參考佐証資料 4-2-2-○

期《花火》雜誌）
(3)

「台日社區交流」 (0-2)
此課程為每學年下學期開課，以合宿集訓的方式，將本系學生與來自日本的大
學生混合編組，以台灣的地方都市為對象，環境、老人照護、特殊教育、多文化共
存等現在社會的問題為主題，要求學生規劃、執行包括探訪機構等所有活動。過程
中，藉與日本大學生的混合編組，學生不僅能磨練語言能力，更能實際藉由自己的
規劃、執行知道如何才能深入了解自己所訂定要關心的主題，可提升學生企劃、實
踐交流活動的能力與解決問題的能力。（詳細之內容實例請參照佐証資料
5-3-1-2-①~⑦「台日交流」報告書）

(4)

「台日區域專題」 (2-2)
本課程在教室中討論居住在台灣、日本裡少數族群，如台灣原住民、在台外籍
人士、在日韓國人、沖繩住民、福島居民的生活情形，思考我們所持有的刻板印象
源自何處，或透過邀請演講，或透過 skype 與日本相關人員會談，有時並帶領學生
進入原住民山區，使實際接觸日語流暢的原住民耆老，聽取並記錄他們戰前戰後在
台灣的生活故事。透過實際的接觸，同學可以習得多元的語言觀、社會觀與歷史觀，
也期盼同學可以藉此稍稍體會這些弱勢群體之所以存在，它形成的原因與自己所處
的台日社會的結構有密不可分的關係，藉此也要籲發同學關懷弱勢的情懷。本課程
因教師教學負擔過重，曾於 102 學年度停開。

(5)

「日語討論與表達(三)」 (2-2) 已更名為「專題口語表現」 (2-0)
本課程矚目各種人文、社會、政治、國際等具多元觀點的問題，以「辯論」的
模式要求學生思考、分析各個問題的多面向性，在準備之初首先須調查、理解該議
題相關的各種觀點之所以成立的原因，同時也需釐清各個觀點的問題點，學生從中
學習富邏輯性的思考與論述，以多元的角度審視具爭論性的議題，和何謂真正的傾
聽。本課程每年參加台灣各地舉辦的全國日語辯論比賽，並獲得了良好成績。(請參
照佐證資料 5-1-4-3-①ディベート大会参加記録表、佐證資料 5-1-4-3-②「創意學習
全國日語辯論比賽成果報告」、佐證資料 5-1-4-3-③2013 年 3 月 30 日第 3 淡江盃全
國日語辯論比賽、2014 年 4 月 12 日淡江盃全國日語辯論比賽、審査員招聘状。)

(6)

「日語分科教學法」 (2-2)
本課程除於課堂中教導各樣教學理論外，與「共學課程:日語教與學」相似，也
實際招募學生進行教學，惟不限於日語教學，可依學生的意願或交友情形，或者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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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成員、環境之不同，由學生自行討論決定，或集體開班授課，或各自尋找對象進
行語言教學，或教外籍學生、教師中文、台語、客語，或教其他科系學生日語，教
法也各自開發、實驗，藉此使學生發揮創意，敏感於發現交流對象，實際策劃、實
踐交流活動，並在教學活動中體會教者與學者角色互換之心境的差異，提供了單由
課堂授課無法學得的經驗。
(7)

「戲劇表演」 (2-2)
本課程之日語戲劇，要求學生從無到有，由學生們自己進行劇本創作、編劇，
選定劇情，然後進入長時間的排練，直至最後階段的宣傳、演出、攝影、影像後製
等，皆由學生一手包辦，過程中學生除需發揮創意，進行日語劇本寫作及演出外，
更需觀察、發現同儕的優點及能力，進行團隊合作，體會主辦活動人宣傳的困難與
訣竅，學習與團隊為共同目標的付出，自主性學習以解決各樣問題等。請參照佐證
1 「戲劇表演」課程大綱及相關資料。
資料 2-3-1-5-○

(8)

「台日交流實踐－農食育中的語言實踐」 (0-3)
本課程於 2014 年度下學期首次開課。學生們在課程中分享農食教育共同的問題
與內容，除了透過將日本農業從事人員的工作傳達給台灣的孩子們，擔任雙方之間
橋樑的角色實際實踐翻譯行為外，學生們亦得以在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中，逐漸建構
與農食教育相關的知識。又，此課程也與碩士班的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活動計劃合作，
舉辦台日之間農業相關人員間的交流活動。在此一台日跨年齡、跨領域的共同合作
活動中，學生學習農業實務也學習語言的翻譯，學習與不同年齡、國籍、產業文化
1 「台日交流實踐-農食育
的人聯絡、溝通、分享與共事。（請參考佐證資料 4-2-2-○

之語言實踐」之課程大綱 PPT 及課程日程表）
6. 台日姊妹校異地留學的學習
本校於日本已與 31 所學校締結為姊妹校，每年分別以每校 1-3 名的方式送出交換學
生共計約 30 名，交換期間長度為半年或一年，所修得之學分可獲抵免。透過身至異地的
姐妹校，本系學生可以習得因不同的課程規劃所帶出來不同的學風與學習模式，獨自面
對不同的環境、課程與學習夥伴長達半年至一年，是學習成長的重要過程，同時，因姊
妹校也會有日籍交換學生來到東海，不僅藉由擔任 TA 活躍於本系中，更透過選修系上
課程而與本系學生有深入的交流，雙向每年級各達 1/3 的交換留學生數，建立了彼此互相
幫補的多元交流機制，再加上台日間旅遊往返皆極簡便，獲選交換的同學自然的成為雙
方的橋梁，讓沒有參加交換留學的同學也因此而與姐妹校學生有密切的互動，透過年輕
學子頻繁且實際的交流，不管在語言方面、社會認知方面的學習都是自然、長久且穩定
的。又，系學會自主辦理的交換留學分享會，也會邀請這些有交換留學經驗的同學對學
弟妹作留學生活的分享，更擴大化了交換留學的影響，也屬本系多元學習的成果之一。
3 本系赴日交換生及異地教學參與學生一覽。
請參考附錄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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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碩士班
1. 承續大學部之語言學習的特色，及多元文化之溝通與交流的實踐
本系碩士班之主要使用語言為日語，無論是課堂的聽講、討論乃至報告、論文的撰
寫皆以日語為主要工具。更由於有諸多日籍老師及學生參與及共同策劃與社會接軌的各
項活動計畫，所以台籍學生除了在日常的學習與生活中經常性地使用日語之外，亦需以
日語和中文或台語為媒介溝通與傳譯不諳彼此語言的人士，學生在活動中充分體會到如
何協調彼此及語言橋樑的真意與重要性，當中所學到的不僅是語言，同時也是實際的多
元文化之溝通與交流的態度。
2. 結合「研究」與「實踐」的課程安排
此處的「研究」指的是：在與他者進行多元性交流接觸的同時，也分析性、批判性
的觀察、記述自我的「多元文化交流體驗」，並將之理論化，以便將來可以再與他者分
享共有，也可提供作為改善的資料。「實踐」則指：在與他者進行交流接觸過程裡，於
社會關係的網絡中漸次型塑自我認同，進而藉以創造或改善彼此交流接觸模式的行為。
換句話說，本碩士班並不將「研究」視為是一個專為研究而存在的單獨行為，而是情境
化的將 「研究」融入‧溶入（situate）實踐多元文化交流的活動之中，視「研究」為實
踐多元文化交流活動的一部分。就我們的教育目標 而言，這是一個與之完全契合的教學
行為。
這樣的教學方針具體呈現在必修課程之「多元文化交流總論」及其「實踐論」裡，
也體現在二領域各具體系的課程當中，也完整呈現於由學生主導的活動計畫及其碩士論
文當中。
3. 實際參與社會交流活動，並藉討論及反省該參與經驗從中進行學習
要培育溝通交流能力，無法只探討靜態的歷史面、理論性的部份，而需在反複實際
之溝通交流體驗的過程中，不斷反思自我的交流體驗，才能逐漸培育。
交流體驗也不應該是一個「學生的」隨機式的、單次性的經驗，而必須具備「正統的周
邊參與」（Legitimate and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性質，讓學生與實際持續在實踐交流活
動的社會人士共同行動，藉以獲得協助，並向他們學習。所謂「正統的周邊參與」指的
是一種有關「學習」的想法。即「學習」就是一種社會參與（participation），應融入在
實踐性的社會行動（situated in social practice）裡，採取「做中學」的情境學習模式，而
不是只在「教室」裡面進行抽象的，無前文後續的學習模式。
同時，「活動計畫」強調要讓學生與實際持續在實踐交流活動的 人士共同行動，藉
以獲得協助，並向他們學習，對學生來說也在提供他們一個「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ZPD）。所謂「近側發展區間」指的是：與比自己能力強一些的
人共同行動，藉以獲得協助，就是將自己置身在一個可供自己提升自我能力之最近的區
域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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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劃及實踐交流活動時，不論在情緒上、心理上及身體上都必須具備某種程度以
上的能力。而「正統的周邊參與」和「近側發展區間」就是預備及促進這些能力的方式。
這也是為什麼我們會這麼重視「活動計畫」的原因。
整體說來，在教室內教師聚焦特定題目，多方連結週遭相關人力資源（教師、講師
來賓、前輩、同儕等等，如來自福島，熟知福島現況的友人）、實物資源（書籍、論文、
紀錄片、今昔新聞影像、報紙等等），進行探討，探討過程中發現新的問題時，再進一
步搜尋資源聚焦探討，是一種螺旋式的不斷深化的教學模式。藉此，學生也可習得如何
在浩瀚的資訊中擷取自己所關心之議題的資訊資源，透過報告與課堂互動，更可習得如
何分析判定或解讀各項訊息資源的可靠性及其意圖所在。
在教室外則主要是透過交流活動（Project），在經過教室內深入的討論剖析，做好
接觸、觀察的預備後，實際移動自己的身體前往各處接觸各樣的人物、設施、社區等等，
透過與他者互相協力共事的過程，學生學習如何不將透過文字影像所學的內容，僵化的
留置在自己的頭腦中，形成另一種固定觀念，而透過與他者的互動、用心接觸，重新柔
1 碩士班校外學習活動教室外學習之實例。
軟的認識各樣知識。請參考附錄 2-3-2-○

且，在進行長達數日的交流活動(Project)時，學生每日皆需聚集進行反思，於活動後
也需進行更深入的討論與反思，透過這樣的方式整理教室外交流活動（Project）的實際
接觸的學習體驗，將之轉化成理論性的文字敘述，學習意識化接觸的過程中或書寫的過
程中所衍生的各樣疑惑及問題。
圖表 2-13 碩士班課程與領域活動計畫之關聯

各課程教師運用身邊學材進行教學，以增加同學接觸議題的廣度和深度以培育多元學習
能力（相關事列，請參照「圖表 3-1-5 碩士班各課程與校外資源之連結運用」所列）。
4. 與社會實際互動的活動計劃
本碩士班強調培育同學們企劃・實踐「跨區域間溝通交流」
（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
活動的能力，因此「與社會實際互動的活動計劃」堪稱是本碩士班的主軸特色。其內容
必須是與實際社會有所互動者，進行模式、內容由教師引導，但實際各項活動計畫是否
進行，需視當屆學生選擇參與之活動計畫而定，其內容也由選課學生自行企劃，因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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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活動內容也會有所變化，因此以下所舉之活動計畫只是其中的一些例子，並不一定
每年都會執行。

參考 1. 山地活動計劃
山地原住民正名運動如火如荼，為了正名，原住民須出具傳統固有文化及其民族的歷史
作為正名的依據。但是從日治時代以前就不斷的受台灣整體政治型態操弄的這群「山上的人
們」
，為何我們看不到他們的近現代史？近現代史中台灣是如何對待這些「山上的人們」的？
96 學年我們開始與「山上的人們」共同記載屬於山上的歷史，為了不再重蹈覆轍，我們創造
山上與平地頻繁的接觸交流場域，好讓我們可以攜手共同記述下一個世代歷史。本計畫特別
聚焦於 2008 年完成正名的賽德克族。賽德克族耆老，對自己民族在「正史」中被隨意定位的
情形，仍存在無法認同的芥蒂，為記錄耆老這樣的思緒，本活動陸續邀請耆老口說他的民族
歷史，拍攝影片並做成文字記錄，又為解決記錄對談內容過程中所衍生的語言、用詞問題，
也需反覆進入山區調查。如：專有名詞、地名等，因歷史區劃變遷而有變動，標示法也因不
同族群發音的些微差異而各自有異，拜訪部落長者確認或對照史料等都屬必要。目前紀錄文
章已逐步成型，正積極籌劃集結成冊出版中。

参考 2. 媒體越境活動計劃（Media Project）
「媒體越境活動計劃」是以多元的文化表象物（cultural representations），諸如音樂、影
像、出版物等媒體為主舉辦交流活動。以台灣、日本為出發點，從尋求合辦活動的夥伴開始，
透過實際地去溝通、交涉、策劃、執行到活動結束後檢討的整個過程，不僅只是「認識」媒
體的種種問題，並藉由實地參與、關心、去體認理解彼此之間的差異的重要性，是本活動計
畫的重要目的。

參考 3. 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活動計劃
近年來台日社區營造活動頻仍，彼此皆常聽說彼此的成功與失敗，然而礙於語言溝通困
難，雖希望能有交流學習的機會，卻一直缺乏溝通的窗口，透過在台灣與日本 大學擔任社區
營造相關課程的教師，架構台灣與日本社區總體營造相關人員間之交流平台，實際進入社區
的中學，參與各項活動，舉辦研討會，分享並學習彼此在社 區營造方面的經驗。

參考 4. 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活動計劃
「東亞」—人的移動、交流極為頻繁的地區—在冷戰之後的現在，東亞的人們如何在屬
於自己的區域歷史中記載彼此的瓜葛？由學生透過網路或親自出訪東亞各地區—如沖繩、菲
律賓、韓國、台灣等—與當地的學生共同思考、討論。同時也留心此區域中人的移動依然頻
繁的現況，如現在的菲律賓移工、外籍配偶等，如何能夠為這些移動的人在移居地創造一個
與當地的交流場域，亦是本活動計劃的要項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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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 5. 日語世代與台灣地區社會活動計劃
由學生出訪台中縣「長青學苑」
，一個高齡日語世代的自主學習中心，與之交流，紀錄這
些長者的半生記、活動狀況或是他們的一些想法，並拍攝記錄影片，以掌握日治時代體驗者
以前的生活方式及經驗，並與當地社區分享。
近兩年的實際活動報告請參閱本系紀要『多元文化交流』第 6 期第 7 期各交流活動計畫
2 、佐證資料 4-2-2-③碩士班領域活動
報告及碩士班交流活動計畫概要。請參考附錄 2-3-2-○

計畫相關資料。

2-4 為培育多元學習能力，所提供之學生課外學習活動的作法為何？
本系多元學習能力之培育，並不僅只是透過有正式學分的課程，更透過參加國際交流以
及種種的社會參與、暑期的各項學習之旅等等來培養，這些執行於正式課程之外的學習活動，
因為沒有了成績的束縛，學生的參與學習更形自由不拘且多元，而因為這些也是本系特意安
排或推動的學習活動，雖非正式課程，有的是教導學生善用學校及社會的學習資源的活動，
但仍屬本系督促學生學習多元自主學習的學習管道。詳細內容將於項目四學習資源中詳述，
在此僅略舉其中數個較屬活動性質的項目。
1. 赴日本姊妹校暑期文化學習營及其他的短期研習活動
本校國際教育合作處與日本姊妹校的合作的活動有：秋季 EASCOM 北星學園大學東亞
學生交流活動，以及暑假期間的暑期琉球大學企業實習、暑期武蔵野大學語言文化研習營、
暑期奈良女子大學文化研習、關西學院大學冬季科學營、暑期沖縄国際大學語言文化研習
營、鳥取県海外大學生旅館實習活動、暑期日本東海大學文化研習營、暑期鳥取大學短期
日本語及文化研習營、暑期昭和女子大學文化研習營、暑期早稲田大學文化研習營、暑期
関西外国語大學文化研習營、暑期日本国際基督教大學文化研習營等 12 項短期研修活動。
（佐証資料 4-4-3「各姊妹校之海外短期研習簡章資料」相關資料）。
2. 擔任自日本姊妹校學生到東海校園參加各項學習活動的服務志工
本校於每年 3 月份聯合姊妹校學生約 70 名舉辦至至東海大學進行為期三週的台灣語言
文化的研習營。本系學生以志工身分參與，透過與日本大學生極生活化的交流進行多元學
習。（請參照附錄資料 4-4-3-②「101-103 學年度日文系學生協助華語營及日本東海大學接
待的名單」）請參考附錄 2-4-1 學生參加國際短期交流活動一覧。
此外，請參考附錄 2-4-2 人間環境大學協定書指導教師共同企劃並營運活動，藉此也可
以獲得實踐活動的能力。）請參考附錄 2-4-3 回廊 TA 記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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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年 4 月 9 日 參加成員有外系的學生以及退休老師等等，以多樣化主題進行日語會話交談 corner
https://www.facebook.com/thujapanesecorner）
圖表 2-14 日語迴廊活動進行一隅

為來台之留學生以及交流活動的日本大學生，提供翻譯以及生活上的幫忙的志工活動，
也非常頻繁。由學生的熱情參與，可看出學生們參與志工活動的積極性。如擔任華語中心日
籍學生（每年 30 餘名）的 Buddy、日籍正式生（約 22 名）的 Buddy、日本來台的交換留學
生 Buddy、姐妹校來訪活動時的 Buddy（如日本東海大學 100 名師生乘坐望星丸來訪的活動
「當東海遇見東海」）等。
國際教育合作處「International Buddy Program」
（IBP）
http://oiep.thu.edu.tw/page8/news.php?Sn=996 協助東海大學日本學生的志工參與活動，請參
考佐證資料 2-4-10 東海大學日本學生的志工參與活動資料。
3. 由系所教師主導的海外學習之旅
自 2000 年始，本系教師即陸續每年持續帶領學生進行海外學習之旅，由教師率領前往
日本參加當地的大學授課、互相交流或進行參訪、服務及學習。如越境移動與定居---神戶
學習之旅、大阪中華學校服務學習 Tour、奈良服務學習 Tour、人間環境大學的夏季課程研
修等。請參閱項目四(4-3)之詳述。
4. 由學校或係推薦，學生個人申請之各類學習活動
本系提供聯絡甄選推介，學生個人申請的有如：千葉打工計畫、北海道 farm stay、日
本 YMCA 國際夏令營志工交流計畫等。另由學校聯絡甄選推介的則有「鳥取縣政府觀光局
飯店實習」的活動，自 101 學年度到 103 學年度人數分別為 1 名、6 名、9 名。（請參閱附
錄 2-4-1）
5. 由本系碩士班的交流活動計畫發展出之與地區合作的服務學習活動
由碩士班的活動計畫發展出來的服務學習機會，如：「日本語世代活動計畫」活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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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曉明長青大學活動企劃』、『東京女子大學學生來台參訪計畫』等活動。詳細內容
請參考附錄 2-4-4。
6. 擔任自學區；各課程及本校日語迴廊 TA，學習教導與實踐的方法
本系設有自學區，各核心科目也常借助日籍 TA 及學長姐 TA 協助指導低年級生，另由
本校教務處委託本系辦理之日語迴廊活動，也皆由學長姊擔任 TA。且，交流活動中的 TA
需與指導教師共同企劃並營運活動，藉此也可以獲得實踐活動的能力。
7. 學系主辦的各種演講會
本系亦隨機辦理各樣演講以及研習活動、茶道的展示與體驗等等，有各種多樣化的體
驗學習。請參考附錄 2-4-6。
8. 生涯教育的一環 畢業生返校的演講
每學期固定邀請畢業後的校友，返校演講。使在學的學生可以藉真人講堂更實際且深
入的了解邀當一個社會職場人所需要持有的態度、知識、以及技能等的學習。請參考附錄
2-4-7。
9. 企業參訪及產學合作
至宜得利（ニトリ）、旭硝子、島津企業等等進行參訪見習。一方面見習企業職場文
化，一方面藉以想像並學習如何身為一個稱職的職場社會人士。請參考附錄 2-4-5。另，亦
以大手牽小手的方式，由教師指導碩士班學長姐帶領學部學生進行由企業委託之工業手冊
翻譯。請參考附錄 2-4-10。
10.參與校際日語辯論比賽、『第三屆 Pasona Cup 校園競賽』(請參考附錄 2-4-8、2-4-9)
相關細節請參照項目五「學習成效」部分。藉由參加校外活動，學生可以藉由比較，
認知自己的能力與程度，也是一個磨練技巧的機會場所。

二、特色
本教育課程的特徴，可整理出如下。
以與不同價值觀的人群「溝通」為主要教育目標。
1. 重視語言溝通能力的培育。
2. 多元的語言學習模式，
3. 配合自主學習體制
4. 國際化的學習活動，
5. 跨領域的學習內容

39

104 學年度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自我評鑑報告

三、問題與困難
1. 教育課程的整合性
本系訂立了學生大學四年期間的學習目標，以及達成目標所需要的計畫步驟(評價方法及
基準)。但是雖許多課程屬同一學年，其難易度卻難以調整至彼此相當的平衡點，又，各個語
言技巧的整合也仍有改善空間，對某些難度較高的課題要求，有學生在一開始就出現放棄的
態度。因此盡早明示化每個課堂的難易度並重整各個語言技巧的的縱向聯結是本系今後需要
努力的目標。
2. 規劃包容多樣學習者的體制
高中的日語學習日漸興盛，學習過日語的新生逐年增加。另一方面，卻也有跟不上課程
一年級學生，出現了學習落後的情況。像這樣，同一年級之學習者的程度差異過大，需要有
能夠因應學習者程度而變動的的課程設計，目前仍是一大挑戰。
3. 養成自主學習能力的難點
為了讓語言學習有多次反覆練習的機會。本學系，從早期就意識到自主學習的重要性。
雖然每學期要求學生利用資源來學習以及要求在家學習等等。但是仍然有學生無法完成所交
代的課題，自始自終處於被動狀態。
4. 本系每位碩士班新生都有一位教師相談者，給予每位學生細心的指導。在課堂上不只教導
其接觸新的概念，也深入且廣泛的討論與這些概念相關議題。但是入學申請人數逐年下
降，令人擔憂。
整體來說，本系認為語言學習過程、進度因人而異，但是學校體制卻是一體適用，本系
致力因應個人化學習的需求，但在人力物力有限的情況下，教師負擔相對沉重。

四、改善策略
1. 為使本系課程整合得更具有機性，仍需持續透過教師間密集的各類縱向、橫向聯繫會議建
立共識，逐步建置各學年及聽、說、讀、寫、譯各項語言技能漸進式的進程，若全系教師
在各細項之達成目標皆有明確共識，能夠設立層次分明的課程進程，要因應各個不同語技
能力的學生，並非難事。因此凝聚全系教師共識，設置各細項層次分明的各技能、各學年
各學期的達成目標及評價基準，並將之反應在本系的課程規劃，是本系的重要課題。
2. 有關自主學習能力之培育方面，有部分學生因無法跟上進度而放棄學習，為此教師需確實
掌握學生的適性與狀況，鼓勵學生完成所需完成的課題，盡早教導同學確實養成預習、復
習的習慣，還要指導同學如何尋找符合自己性向的研究主題，並指導進行該主題研究的方
法等。
3. 課程規劃是為學生而設的，本系今後仍將持續傾聽學生對課程的反應，確實理解學生學習
的狀況與困難，並將之反應在課程設計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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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尋求學校經費挹注，使能更廣泛多元的運用學長姐與日籍 TA 協助教學。

五、項目二之總結
本系教室內課程以及橫跨整年度各期間的跨領域多元活動企劃（Program），除了使學生
以多元的學習模式習得日語本身，
「用日語」做到真正的與人溝通之外，也因為學習方式多元
與靈活，可使不擅用特定模式學習的學生也能因嘗試其他學習模式而有不同的學習體驗，在
這樣的過程中不但可獲得語言能力，同時也能培養自主學習的能力與習慣。且藉將學習內容
調整為與每個人每天的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文化，對尚不願也還不需了解社會實際狀況的學
生來說，或許會覺得事不干己，但實際上從畢業學生的反應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曾經有過這
類學習的同學，在當他需要真正面對社會時，會具備足夠的心靈強度和思考能力來面對。
本系觀察學生的參與課程及活動的狀況，已可見到優良的成效。但是沒有意願積極参與
課程與活動企劃（Program）的學生也仍是不在少數，今後將持續觀察學生的學習狀況，並持
續改善課程規劃體制，以期更全面性的支援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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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師資教學
一、現況描述
3-1 教師之數量、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之情
形如何？
為了因應多元化的社會趨勢與需求，本系自 1992 年至今共漸進實施了四期課程改革，也
順應此改革方針調整錄取人材，除了維持本系教師之數量確保教學品質外，教師的學術專長
與結構已更貼切本系課程規劃與教育目標。
目前本系專任教師人數 15 名，外加合聘教師 1 名共 16 名，103 學年度下學期並有一名
客座教授在籍。（請參照圖表 3-1-1，圖表 3-1-2）。
圖表 3-1-1 學生人數比與師生比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專任教師數

15

15

15

15

15

15

15

15

兼任教師數

29

30

29

32

29

29

28

28

合聘/客座

1

1

1

1

1

1

1

2

大學部

475

466

473

465

456

449

471

462

碩士班

48

46

50

42

45

37

38

38

學生數

學年度

24.64

生師比

23.09

21.45

23.7

圖表 3-1-2 專兼任教師數
職級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教授數

0

0

0

0

0

1

副教授數

7

7

7

7

7

7

助理教授數

6

6

6

6

6

6

講師數

2

2

2

2

2

2

專任小計

15

15

15

15

15

15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數

5

5

5

5

5

5

教授數

0

1

0

1

1

1

專任教師數
與職級

兼任教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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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職級

副教授數

3

3

3

2

3

3

助理教授數

2

4

2

2

1

1

講師數

24

24

24

24

24

23

兼任小計 (B)

29

32

29

29

29

28

44

47

44

44

44

43

教師數合計 A+B

本系師資陣容穩定，教師專業涵蓋日本語教育學、日本語學（類義語法、語音學、語義
學、語用學等）、語言對比研究、跨文化溝通、語言政策研究等（語言領域）；以及文學、歷
史、政治、社會、經濟、國際關係、表象文化、多元文化教育、語言文化學等（文化領域），
少數本系教師無法勝任的法律、口譯等則聘請該專長的資優教師兼任。除此之外，本系每年
也聘請校外、國外的學者專家至本系集中講座，定期舉行學術與教學交流活動。
圖表 3-1-3 專任教師領域專長一覽表
教師姓名

職稱

研究領域

副教授

語言對比研究

兼系主任

漢語語言學

黃淑燕

副教授

黃美慧

副教授

Teja

客座教授

Ostheider

(103 下-104 上)

北川修一

陳永峰
工藤節子

職稱

研究領域

林珠雪

副教授

日本近現代史

日本語學

侯一峰

副教授

日本商學

日本近代文學

林嘉惠

副教授

社會言語學

笹沼俊曉

副教授

古川ちかし

助理教授

蕭幸君

助理教授

大西仁

助理教授

紀朝榮

講師

副教授

日本國際關係

(合聘)

政治

助理教授

教師姓名

日本語教育
跨文化溝通研究

日語語音學
日本語教育
日本近代文學
思想史研究
第二語言教育
多元文化教育
日本近代文學
表象文化

語言文化學
松永稔也

助理教授

語言政策研究

日本近代文學

移民研究
王怡人

助理教授

緒方智幸

講師

語用論、構詞學

日本語教育
日本社會福利

日本語教育
國際關係

（請參照附錄 3-1-1 外籍學者參訪一覽表、附錄 3-1-2 專兼任教師基本資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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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
本系大學部課程規劃與師資教學之分配考量如下：
1. 本系大學部一、二年級主要著重基礎語言技能訓練，並配合多元文化交流之基礎知識的理
解與反思，以備在進入三、四年級能同時吸收日語專業知識並透過日語媒介更進一步理解
多元文化的課程；為了提昇學習成效，一、二年級日語核心課程皆採取團隊教學方式，思
考性課程則為落實多元的授課內容，多由日籍與台籍教師共同授課，可兼重語言技能以及
語言文化的吸收與學習，到了三、四年級，則由各專業教師各司所精，深化各領域知識（請
參照附錄 3-1-3 教師任教科目一覽表）。
2. 為了確認學生學習之需求，每學期調查教學與學習成效，亦隨時因應學生要求舉行課程討
論會及時汲取學生需求，由任課教師適當調整教學內容或適當調整擔任教學的教師，並召
開教學改善會議（請參考教學會議紀錄），以期改進並達到本系教育目標。

［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目標在培養能積極從事台日跨區域多元文化交流的人才，而要能夠成為這樣
的人才，學生需多面向的理解本區域的歷史文化脈絡，也要能因應跨領域溝通交流行動中的
各種複雜問題。為達此教育目標，本碩士班的課程內容亦須突破既有框架，尋求多元觀點、
跨領域的知識與思考角度；為此
1. 碩士班成立之初，不同專攻領域的教師間就常藉彼此的讀書分享會汲取新知，不僅如此，
各教師並運用各自豐富的人脈，每有研究好友來台，即邀請其與系上教師研討分享。
2. 碩士班課程旨在解構學生原有的既定觀念，注入多元面向的思考元素，使學生能從東亞整
體的歷史社會脈絡中深入探討台日間的歷史社會及文化淵源；因此多採團隊授課方式教
學，透過互動方式，在教室裡也落實多元觀點的交流。
（請參考附錄 3-1-3、3-1-4）
3. 如共同必修「台日多元文化總論」「台日多元文化實踐論」在碩士班成立之初，就課程的
擔任教師安排各個領域的教師共同授課。而後在穩定期之後，才改由授課教師設計課程內
容，在必要時邀請專門領域的教師支援，其他課程也常採團隊教學模式。
4. 教師也會積極建立跨領域人脈，或將自己的人際資源，導入課程當中，拓展課程的多元性
與跨領域性（請參考圖表 3-1-4 碩士班各課程與校外資源之連結運用）
5. 採取互動授課方式，加強學生在異文化間的溝通交流的能力，從當中發掘問題，培養問題
意識。依課程需要，遴聘與科目相同學術領域之教師（如移動與溝通・語言接觸行動論・
表象文化交流史・媒体文化交流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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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1-4 碩士班各課程與校外資源之連結運用
課程名稱

連結之機構或人員

台日多元文化總論

霧社、春陽部落、清流部落、中原部落耆老
台東拉勞蘭部落
埔里長青村
台灣東亞歷史資源交流協會

台日社會交流研究Ⅱ- 外籍勞工、外籍新娘及新移民團體
移動與溝通
台日表象文化研究Ⅲ- 國立台灣圖書館、台灣大學圖書館等大量保管日據時代資料的公
媒體文化交流論

共設施。

台日社會交流研究Ⅰ- 東海大學跨領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
公共空間形成史

全台之日本研究中心

領域活動計畫

奈良女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環境專攻
苗栗後龍、鯉魚兩社區
九州中野商店、八女社區
霧峰長青學院
大誌雜誌
私たちと彼らの物語ー日本語世代プロジェクトグループ
台灣東亞歷史資源交流協會
台灣國際勞工協會 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3-2 系所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之情形為何？
自 101 學年度至 103 學年度，本系共主辦、協辦研討會、教學研習營、學術演講 28 場，
（請參照附錄 3-2-8 本系舉辦學術研習活動一覽）本系教師除參與本系各類活動外，亦各自
有亮眼表現。以下茲分 1.學術方面 2.教學方面陳述。
1. 學術性研究
學術性研究方面，茲依（1）學術論文出版（含期刊論文、專書、專書部份章節）
（2）
研討會發表論文（3）學術專業貢獻，如研討會評論、與談人以及主持人等（4）校內外
邀請演講以及講學等分類陳述。（請參照附錄 3-2-1 學術著作及活動成果總表）
。
（1）學術論文
學術論文分期刊論文、專書出版以及專書部份章節三類。101 學年度到 103 學
年度本系教師所發表的期刊論文共 29 篇，其中語學、日語教育：14 篇，文學、表
象文化：10 篇，歷史社會：3 篇，翻譯：2 篇，詳細內容請參考附錄 3-2-2 期刊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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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覽表，佐證資料 3-2-1 期刊論文著作。專書出版 3 冊，其中語言教學：2 冊，探討
日本「國文學」議題：1 冊。詳細內容請參考附錄 3-2-3 專書出版一覽表，佐證資料
3-2-2 專書著作。專書部份章節 3 篇，其中語言教育 1 篇，文學研究 2 篇，詳細內容
請參照附錄 3-2-4 專書部份章節一覽表, 佐證資料 3-2-2 專書著作。
（2）研討會發表
101 學年度到 103 學年度，本系所教師之研討會發表共 34 場，語學研究與日語
教育：17 場，社會與文學、表象文化：17 場。詳細內容請參照附錄 3-2-5 研討會論
文發表一覽表。
（3）研討會與談人／評論人
本系所教師擔任研討會與談人／評論人主持人三年計 30 場，分別是 101 學年
度：9 場，102 學年度：12 場，103 學年度：9 場。詳細請參照（附錄 3-2-6 研討會
與談人與主持人一覽表）
（4）演講與講學
本系所教師至各處擔任演講或講學，近三年共計 22 場，101 學年度：6 場，102
學年度：13 場，103 學年度：2 場。詳細內容請參照附錄 3-2-7 本系所教師演講一覽
表。
由以上資料顯示，本系教師研究發表或應邀演講的內容，已不限於原本取得學位時代的
專業，而已因應各教師教學內容，橫跨語言社會文化等各領域，充分反應本系多元及跨領域
教學的現況。
圖表 3-2-1 101-103 學年度本系教師學術成果統計一覽表
項目

學術著作

學術活動及獲獎

學術服務與產業互動

研究計畫

學術類別

小計

期刊論文

29

研討會論文

34

專書

5

專書部份章節

3

研討會與談人／評論人

30

國內外講學/研究/演講

22

擔任產官學相關職位

33

參與國際性組織

4

參訪活動

9

科技部計畫

2

非科技部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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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學的專業表現
本系非常重視教學，教師之間也時時彼此切磋學習，精進教學的專業能力，其專業
表現以創新的教學設計和多元的教學方法的方式呈現，因此與 3-4 系所教師創新教學設
計、多元教學方法的內容息息相關，多有雷同。茲舉數例條列如下。
（1）活潑有創意的教學
本系所教師時時彼此交換教育理想，也彼此切磋可以達此教育理想的教學方法，
因此許多課程都充滿創意，以下僅列出幾個典型代表。
①. 將原本易淪為只為繳交作業而寫的作文，改變成為具實際傳講發聲功能的媒
體，學生化身記者採訪台灣社會中各類自己想要告訴讀者消息，做成報導雜誌，
使所謂的作文課更具實際溝通的功能。
②. 不另開設聽力教學課程，而將之納入會話教學之中，由教師與其 TA 團隊就一
個主題進行自然的對話，並將之錄製成錄音檔，提供學生在家聽取作答。或利
用日劇為教材，以預測後續內容為主要教學方式之一，讓學生在不特別自覺在
訓練聽力的情況下，增進日語聽力。
③. 閱讀：一年級即靈活利用台灣社會上現有日本產品的標示、說明為教材，使日
語閱讀不是課程作業而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二年級則隨每個學生的興趣自選教
材，將內容分析解讀讓同儕可以理解，這個方法使日語閱讀個人化，讓閱讀真
正成為同學們吸取知識的工具。又因同儕所帶來多樣化的學材，而使同學不至
因專顧自己的興趣而窄化自己的閱讀方向。
④. 會話：本系最終目標是讓學生可以自然的用日文敘述自己的意見與想法，因此
自第一年開始，對話訓練的軸心就以敘述自身經歷、體驗、意見、想法為主，
除了教材中出現的例子以外，並不特別加強訓練制式型態的對話如つまらない
ものですが…等。而之所以以｢溝通｣一詞整合聽與說，也是因為｢說｣必然要與｢
聽｣結合一起之後｢溝通｣才有可能成立之故。
⑤. 二年級以後僅少使用市售的日語教科書，而儘量自編教材或靈活的因應社會現
況，使用即時的新聞網絡，探討、思考事件原委與報導落差，以身邊熱門話題，
訓練學生對眼前的現象進行反思。也廣泛利用網路、書籍、雜誌等為教學資源。
（2）自學理念的落實
語言的學習，是相當個人化的過程，因此能夠依自己的學習進程或需求，善用身
邊的人事物，迅速找最適當的資源，尋求適當的協助是極為重要的，因此本系所教師
在進行各課程時，都非常重視將自學理念運用於語言教育課程及各項之延伸課程活動
當中，例如已經執行多年的「綜合日語（二）A」的閱讀與「報導寫作」課程《花火》
雜誌的發行、
「專題口語表達」課程（原「討論與表達（三）」）中的辯論比賽以及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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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日語教與學」，還有近兩年新設立的「綜合日語（三）」等等。學生在課堂裡接
受老師的指導之後，都必須另外自行尋找各樣學習資源或自行創造學習環境—如尋找
文獻資料、尋找指導人員、相關人士訪談、招募參與成員、製作教案、處理相關事務、
尋求經費補助等等，都是必須能夠敏銳察覺周遭可利用的資源，並實際試行其可能性
才能完成的，這樣的訓練可培養同學日後即便沒有教師在旁指導，也能敏銳的感知隨
處皆有的學習機會。
（3）積極指導學生參與學術發表
近年指導本系學生進行學術發表之教師主要為工藤節子老師及蕭幸君老師，分別
是：
①. 由工藤節子（教師）及碩士班學生石川奈奈惠，於 103.1.18，在台北 YMCA 台
灣日本語文學會（第 302 例會）中，共同發表「新聞記事の発表に至る準備で
必要な指導─教師とＴＡの振り返りを通して─」
，於 103.5.31，在靜宜大學台灣日
②. 由碩士班學生小池一平（工藤節子老師支援）
語教育學會 2014 年全國日語教學研究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日本語遠足」実
践における日本語使用の態度の変化―ＰＡＣ分析より―）「實踐『日語遠足』
的日語使用之態度變化──藉由 PAC 分析」
③. 由碩士班學生盧柏丞，於 103.7.29～8.1，在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日本研究
中心研討會中，發表「坂口安吾的認同政治研究」
④. 由碩士班學生曾靖方，於 104.7.11～7.20，在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日本研究中心，
發表「日本統治期の台湾における少女像の構成と自我形成ー楊千鶴『花咲く
季節』を例としてー」
（4）師生共同實踐的碩士班領域活動計畫
碩士班的各項領域活動計畫是碩士班二年級的必修課程，依照各個學生的關注議
題，從教室內的學習活動到延展至社會外界的連結，是一個關注社會，並且從在學的
時候就參與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實踐場域。活動的事前準備、學習讀書會，及各樣事務
的討論會議、與外界社會人士溝通等，在在都需要課外的指導時間，甚至將活動成果
整理成文字報告投稿，除了同學需多方努力以外，指導教師也需要花費龐大的時間與
心力來執行輔導。近三年詳細相關成果及活動請參閱項目四學習資源 4-3 系所提供學
生課外學習活動之碩士班部分，及項目五學習成效 5-1 學習成果表現。
圖表 3-2-1 本系碩士班活動計畫及指導教師一覽
活動計畫名稱

主要指導教師

山地活動計畫

古川ちかし

媒體越境活動計畫

蕭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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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活動計畫

林珠雪

東亞歷史與人口移動

松永稔也

日語活動計畫

工藤節子

（5）指導系所課外交流活動
本系與國內外的各個教育機構合作，透過日語這個語言媒介，到各地參訪學習，除
本系所屬教師、學生、畢業生以外，時而也會邀請社會人士參與，實際以語言為溝通媒
介，與社會接軌。一系列的課外參訪活動皆需要許多事前的準備，從計畫立案，選拔參
與人員，學習活動所需的基礎知識，實際參與活動後，還需進行回顧檢討，並將活動成
果整理出來或辦理口頭分享報告會與大家分享，並廣泛推展，詳細活動狀況情況請參照
項目四學習資源 4-3 系所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及項目五學習成效 5-3 系所學生參與各
項實踐性活動之成效。以下僅列示各活動之指導教師。
圖表 3-2-2 本系課外活動及指導教師一覽表
活動名稱
奈良學習之旅

活動內容
2013 年 7 月赴奈良交流

主要指導教師
林珠雪

2014 年 6 月到台灣的農村訪問，6/23 讀書會 林珠雪、松永稔也
台 日 2012 年 in 額田

2012 年 8 月 17～8 月 22 日赴日本額田交流

工藤節子、松永稔也

交流

2012 年 in 台北

2013 年 2 月 27～3 月 5 日在台北進行交流

工藤節子、松永稔也

2013 年 in 岡崎

2013 年 8 月 6～8 月 11 日赴日本岡崎交流

工藤節子

2013 年 in 台南

2014 年 2 月 11～2 月 16 日在台南進行學生 工藤節子
會議及讀書會

與 東 京 女 子 大 2014 年 3 月 17～3 月 24 日在台灣各地進行 工藤節子、古川ちか
學學生

歷史學習之旅

し、大西仁

2014 年 in 豊橋

2014 年 9 月 2～9 月 7 日

工藤節子

2014 年 in 宜蘭

2015 年 2 月 9～2 月 14 日

工藤節子

日語迴廊

101 學年至今，每週一次於校園內公共空間 發起人：黃淑燕
提供有主題的日語會話交談時間。

主要指導者：工藤節
子

日語教與學---甲南營

自 90 學年至今 15 年於月間對社區募集學員 黃淑燕
進行日語教學

神戶學習之旅

99 學年開始至今每年 7 月間赴日本神戶進行 黃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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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境移動與定居之探訪。
工業手冊翻譯

103 學年指導工業手冊翻譯的活動計畫

日本語辯論比賽

連續十年持續指導參加日本語辯論大賽的學 緒方智幸

黃淑燕

生(其成果請參照附錄 3-2-9)

（6）備受肯定的專業教學表現
在教學性的專業表現裡，本系近三年每年度都有教師獲得本校教學獎勵殊榮。
（圖表
3-2-3）
圖表 3-2-3 本系教師榮獲教學獎勵一覽
學年度

教師

獎項名稱

101

黃淑燕

特優教學獎

102

林珠雪

教學傑出獎

103

林嘉惠

教學優良獎

（7）其他
諸如敏銳於善用各種教材、學材，以身作則，影響同學使之學習發現身邊的學習材
料。不斷提問、討論，反復刺激學生思考的互動方式的課堂，畢業專題及碩士論文指導
的方式等等，詳細內容請參閱 3-4 教師創新教學設計、多元教學方法項目。

3-3 本系所教師在專業服務方面的情形
本系所教師在專業服務方面有如下幾項：
1. 協助支援本校各單位課程
（1）規劃執行全校共選修日語課程。
本校 45 班共選修日語課程，皆由本系主導規劃、排課，選定教材、訂定進度，
並進行統一考試與共同出題。
（2）協助支援本校通識教育開設之相關課程。如下圖表 3-3-1:
圖表 3-3-1 本系支援通識課程一覽
學年度

擔任教師

101~103 學年度上學期
102~103 學年度下學期

課程名稱
社會：社會運動與公民文化(英語授課)

古川千樫
社會：民主主義在東亞：從冷戰到今日(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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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上學期
103 學年度下學期

經典閱讀：源氏物語
蕭幸君
經典閱讀：源氏物語

（3）協助支援本校中文系及文學院開設專業課程。如下圖表 3-3-2：
圖表 3-3-2 本系支援外系開設專業課程一覽
學年度

擔任教師

課程名稱

支援單位

102~103 學年度下學期

蕭幸君、笹沼俊曉

日本文學與文化

中文系

人文：人文學概論

文學院

102 學年度下學期

黃淑燕、緒方智幸、蕭幸君、笹
沼俊曉（文學院各系合開課程）

（4）支援本校博雅書院開設 101~103 年度「世界議題」課程如下圖表 3-3-3：
圖表 3-3-3 本系支援博雅課程一覽
學年度

擔任教師

課程名稱

支援單位

101~103 學年度

黃淑燕

世界議題

博雅書院

（5）協助支援本校推廣部所開設之日語相關課程。
本系教師支援本校推廣部開設日語相關課程的情形請參考附錄 3-3-1 本系教師支援系外
開設課程（請詳見附件授課證明）
（6）擔任全校性｢日語迴廊｣顧問。
有為提供學校學生有更多日語學習機會，本校於 103 學年度成立「日語迴廊」
，由本系安
排日本留學生 TA 及日文系教師在校園中公共空間裏，TA 團隊設計所有教程，與有意願練習
日語會話者，直接用日語對談或提問。本系教師則擔任整體策劃與顧問，也不定期的到現場
參與。（圖表 3-3-4）
圖表 3-3-4 本系日語迴廊參與教師
主持教師

學年

林珠雪

101

黃淑燕

102

工藤節子

103

共同參與專兼任教師

北川修一、紀朝榮、緒方智幸、侯一峰

2. 參與協助台灣日語教育界相關事務
（1）協助國科會（科技部）、教育部各種專題研究計畫審查，考選部出題。
（請參照圖表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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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3-5 本系教師協助台灣日語教育界相關事務一覽
教師姓名

時間

項目

林嘉惠

101～103 學年度

國科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7 件

林嘉惠

102 學年度

專任教師教學型研究計畫審查 1 件

黃淑燕

101～103 學年度

國科會(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審查 4 件

黃淑燕

101 學年度

考試院出題委員

黃淑燕

102 學年度

他校自評委員

黃淑燕

103 學年度

教育部國民及學習教育署計畫案審查

黃淑燕

103 學年度

他校課程資料審查 1 件

工藤節子

102~103 學年度

他校課程資料審查 3 件

（2）本系多位教協助台灣日語教育界各學會、各校學術刊物審查、各校教師升等論文、
教師資格審查，專任教師學型研究計畫，新聘教師學位論文審查，課程審查，PPT
簡報比賽評審以及研究所學生碩士論文等日語教育相關資料的審查。請參考附錄
3-3-2 教師產官學服務。
（3）本系多位教師除了出席日語教相關等國際會議外，亦擔任國際學術會議召集人及主
持人等。附錄 3-2-6 國際學術會議的召集人，主持人及論文評論人等專業服務一覽
表。
（4）參與台灣日語辯論比賽相關事務。本系緒方老師近幾年擔任全國日語辯論比賽執行
委員、淡江杯日語辯論比賽執行委員等。（請參考圖表 3-3-6）
圖表 3-3-6 本系教師擔任全國日語辯論比賽執行委員
教師姓名

學年度

內容

緒方智幸

101

第三回淡江盃全國日語辯論比賽執行委員

緒方智幸

102

第四回淡江盃全國日語辯論比賽執行委員

緒方智幸

103

第五回淡江盃全國日語辯論比賽執行委員

（5）擔任校外相關的職務情形如下：（請參照圖表 3-3-7）
圖表 3-3-7 本系教師擔任校外相關職務情形
教師姓名

時間

職務名稱

內容

工藤節子

2014/11/29～

監事

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黄淑燕

2014/11/29～

監事

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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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國際
2012.7～2014.6

蕭幸君

日本研究中心學刊國際編

協助編輯事務，每年參與國
際編輯會議

輯顧問
2015～

蕭幸君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協助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

中心「學術研習營」講師

究中心開設課程

3. 協助支援指導姐妹校日語教育實習學生
本系與甲南大學自 89 學年度至今，每年 8 月間招募社區學習者（近幾年學習者人數
每年約 120 人）由教師指導兩校學生共同策畫、執行為期一週的日語教學活動。
甲南大學日語教育實習如以下圖表 3-3-8
圖表 3-3-8 本系協助甲南大學日語教育實習情形一覽
活動

甲南大學學

本系學生

期間

生參與人數

參與人數

學年度
101～103
(89 學年度起至今)

8 月間

每年 7~8 名

指導老師

參與教導者：32~38 名

黃淑燕(東海大學)

參與學習者：20~30 名

中畠孝幸(甲南大學)

另，與沖繩國際大學則自 94 學年度(2005)締結「海外日本語教育實習派遣協定
書」協定後，幾乎每年都有沖繩國際大學實習生 5-7 人於 3 月間至東海實習 1 個月。
每位學生皆分配一位指導教師負責輔導並協助安排至班級實習授課課程，101~103
學年度輔導狀況如以下圖表 3-3-9
沖繩國際大學日語教育實習如以下圖表 3-3-9
圖表 3-3-9 本系協助沖繩國際大學日語教育實習情形一覽
學年度

實習期間

實習生人數

101、103

2、3 月間

每年 6 名

指導老師
林珠雪、笹沼俊曉、林嘉惠、緒方智幸、黃美慧、
工藤節子、王怡人

4. 推展產學合作，指導「工業手冊」翻譯
有鑑於產學聯結的重要性，本系試行與產業界合作機器設計說明書「工業手冊」的
翻譯，除了提供本系同學一個進入翻譯專業的機會以外，負責輔導的教師亦竭盡全力貢
獻自己的專業專長，在有組織有系統的翻譯運作之下，目前已經完成了 25 萬字的「工業
手冊」。參與「工業手冊」翻譯的教師與學生成員請參照附錄 3-3-3「工業手冊」翻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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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表。佐證資料 3-3-4「工業翻譯」手冊相關資料。

3-4 系所教師創新教學設計、多元教學方法應用之情形為何？
本系教師創新教學設計與多元教學方法極具特色，具體說明請參考附錄 3-4-2a、3-4-2-b，
大學部及碩士班的創新教學具體說明請參照附錄 3-4-1。以下則將各樣特色以歸納方式列示如
下。
1. 團隊教學
（1）核心基礎課程「綜合日語（一）A、B、C」
「綜合日語（二）A、B、C」
「綜合日語
（三）」皆採取團隊教學。透過頻繁的聚集，建立密切的共識，共同擬定教學內容或
進度等。
（2）「多元文化導論」「表象文化概論」「語言溝通概論」「社會文化概論」等一二年級的
概論課程皆由台日教師共同授課，一方面是因為一二年級日語能力尚力有未逮，台
日教師共同授課可使學生認知相關語彙，也可隨時補充學生無法理解之日語說明，
另一方面則有助於教師之多元觀點互補。
2. 不同課程間之內容緊密連結
（1）
「綜合日語（一）A、B、C（9 學分）」8 位教師各依所長分別擔任文型、語彙、讀解、
作文、聽解、會話等的教學角色，教材可各自隨時增添，但基本內容則統一進度、
統一考試，建立了穩固紮實的架構，使同學在「聽說讀寫譯」各方面都能均衡發展。
（2）
「綜合日語（二）A、B、C（9 學分）」7 位教師依其所長分別擔任讀解、文型、作文、
聽解、會話等教學角色，依 101 年度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成果報告（請參考附錄 3-4-3）
所訂定之「聽說讀寫譯」各技能在各級所欲達成之目標進行教學。下學期則與會話、
作文連結，期中考前使用社會・文化相關議題學材，期中考後使用言語・教育相關
議題學材。
（3）「綜合日語（三）」由 4 位教師共同選定讀解文本，依文本訂定讀解、翻譯、作文、
聽解、會話等學生學習內容，
「聽說讀寫譯」全部環繞該文本議題進行。
3. 善用台灣及校內週遭人、物等之豐富學習資源
（1）台灣社會中日本相關資訊充斥，舉凡各樣食品、藥品、家電的廣告與說明，戲劇、
動漫、遊戲、追星等年輕人喜愛的次文化訊息，都是非常實用的日語學習素材，不
使用教科書的教師，直接將這樣的社會資源靈活導入課程之中，叫學生也將自己生
活裏的資訊也活化套用其中。
（2）邀請在東海的日籍人士成為教學的 TA，也邀請他們進入課堂成為學生發表台灣文
化相關訊息的聽眾。
（3）邀請校內外願意學習日文的人為學員，學生藉此學習日語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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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跳脫教室空間的侷限，探訪於日據時期或其後學過日語的阿公、阿嬤、原住民耆老，
邀請其對學生進行演講或當時生活的分享。或進行小組田野調查、自主企劃、實施
交流活動等。
（5）參訪日據時代建築，討論各建築今昔之意義、使用方式的異同及其背後的意涵。
4. 善用網路符合新時代潮流的多樣化學材
（1）二年級的核心課程大量運用網路上的活教材為閱讀文本。要求每位學生各自提供學
材，並在課堂中為同學解說該學材內容，使學生可依自己喜好選擇學習內容，藉此
自然的將符合新時代潮流的文化資訊納入教室學習活動中，教師可藉此得知新生代
學生的興趣所在，還可以藉教導學生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是融合了語言、文化與成
人教養的教‧學模式。，是本系重視態度的教育之一。
（2）提供學生網路上的日語詞典網站或日語教學網站，教導他們靈活運用，協助理解或
協助判定同學帶入課堂中的活教材的程度。
（3）利用 facebook 作為「同儕回應」
（peer response）的場域
5. 互動方式的課堂，不斷提問、討論，反復刺激學生思考
本系諸多課程都採在課堂上與學生進行討論、提問的學習方式，藉此刺激學生思考，
並且反覆練習，讓學生汲取經驗進而增強學生的獨立思考能力。三、四年級選修科目（I
類、II 類）
，除了教師講課（使用 ppt 或教科書）
，大多採取小組討論、學生發表、也在閱
讀資料之後，由每一位學生對其考察先和組員討論，全班再一起針對各組問題進行綜合
討論及發表。
6. 充分利用教師個人資源將之納入教學
本系重視各項多元學習能力的培育，因深感同學單靠文獻閱讀、教師傳述，實無法
體認、思辨真正的多元性，教師常引進個人資源將之納入教學。詳細引入模式，請參閱
項目四之 4-2 系所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執行狀況、4-3 系所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4-4
系所提供學生國際化學習管道，等各個項目。
7. 強調課堂外自主學習
語言學習進度、方式因人而異，無法整齊劃一，但是學校體制要求一體適用，因此
強調課堂外自主學習就成了極佳的對應方式了。
（1）一年級課程中，將獨自編制的 PPT 教材或聽解內容全數上傳教學平台，要求學生自
行預習，上課時不再重複，而直接進入運用及測驗，也提供日籍 TA 協助。
（2）二年級要求學生在課堂中對自己所選擇的教材進行解說(有許多是不曾學習過的內
容)，因此上課前即需尋求各方協助，預備好能解說自己所帶來的學才內容。該課程
提供學長姐 TA 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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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測驗取代部分課堂授課，訓練學生自動自發努力尋求解決方法。
（4）會話與聽解的課程中，會依教科書的主題讓學生作成自己的會話練習，並將其錄音、
文字化，聽力方面則讓學生自行尋找聽解素材，作成個人的學習計畫，或讓學生自
行調查特定對象，並將習得內容進行分享。
8. 聽課學生參與評量同學發表，課堂後寫回饋單。
作文課中，互相傳閱彼此的作文，透過互給評語，學習與自己不同的觀點及切入角
度。藉由此種方法期許班級間互相交流。閱讀課程中，則邀請聽課學生參與評量同學發
表，並寫課堂後回饋單，藉此增加學生上課的專注力，也訓練判斷、評價能力，透過讓
學生參與評價使其意識評價標準。另，學生每日寫回饋單，一邊反省學習成效，同時若
有提問亦可於回饋單中提出。
9. 以接受詢問方式代替授課教學
為訓練學生主動學習，本系近兩年嘗試將學習材料發下後不刻意進行教學，而僅以
考試方式檢測同學是否達到某一既定目標的授課方式。期間為解決同學各項學習問題，
教師於固定時間在教室接受所有學生對該學習材料的任何疑問，由學生化被動為主動，
教師則化主動為被動，藉考試的壓力，促使學生依自己的需求主動學習。
10.多樣化的教學媒材
本系各課程除了教師講課、閱讀文獻之外，討論某一議題時也常透過網路查考各方
評論意見，更頻繁使用各個時代的記錄影片、參訪企業或教育機關、邀請校外專家演講、
訪問各地區耆老、製作影像作品等。

3-5 系所教師教學與指導學生之輔導或互動情形為何？
本系所所有教師研究室與系辦公室、圖書室、自學區皆集中於同一系館，此等位置配置，
不但教師間彼此關係密切，因便於學生來訪，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也極為密切頻繁。更因常常
與學生共同協力進行學習活動，師生互動就更多是雙向的，並不一定是學生找老師，反而更
常見是老師找學生的情形。
1. 固定的面談時間
本系所專任教師除了課堂教學以外，每週皆有固定輔導學生學習的面談時間，公告
於課程大綱中，或公布自己的行事曆提供同學預約面談。除學生對教師授課內容不解時
的諮詢外，有更多是學習遇到瓶頸時的諮商，尋找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請教辦理學習
活動時所需注意的事項等等(請參照佐證資料 4-1-4「101-103 學年度教師之授課暨接見學
生時間表」及「一覽表」)對學生指導設置。
2. 專題研究與碩士論文的指導情形
本系 15 位專任教師，每個年級皆須負責指導其中 7 位學生，每位學生指導期間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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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位教師每年實際需負責照看 14 位專題學生。碩士論文則無固定人數，但是為免同
一位教師負擔過重，規定每位教師每個年級的指導學生不可超過 3 位。指導學生的方式
與時間，配合學生需求，時而團體指導，時也須個別指導。採團體指導者，定期與所有
指導學生共同討論主題訂定、研究方法、研究計畫，及開始執行後的進展情況等。採用
個別指導者則透過一對一的對話，與學生討論主題、方法、計畫以及進展情況等，只是
碩士論文因討論較深入，時間也較長，大不分教師採取個別指導的方式。(附錄 3-5-1 教
師指導系內碩士論文一覽表)
3. 因應學生需求進行讀書會
每有學生要求發起讀書會，本系教師皆極力配合，雖也常有因主辦學生畢業或忙碌
而中斷的情形，但是學生間有共識，即，若有想要讀的書卻無法自力完成，則可以透過
讀書會的成立尋求教師參與協助。資匯總近年新發起的讀書會整理如下。
圖表 3-5-1 本系師生讀書會一覽
年度

發起人

使用書籍

實施狀況

101~

松永稔也

外籍人士在台灣／日本相關文獻閱讀與討論

101 年開始

小池一平研

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上野千鶴子，青土社

究生

（書名譯：國族主義與性別）

103

103 年開始

林嘉惠
103

黃淑燕

每週四晚上 6:30~8:00「日本語の文章を声を出して読む
活動」

103 年開始

笹沼俊曉
4. 碩士班各領域活動計畫的實踐
碩士班的各項領域活動計畫是 2 年級的必修課程，依照各個學生的關注議題，從教
室內的學習活動到延展至社會外界的連結，是一個關注社會，並且從在學的時候就參與
社會的一個重要的實踐場域。本系所的領域活動計畫最大特色在於社會實踐，所以無法
限定在教室內固定的時間進行指導，為了活動的事前準備，事前的學習讀書會或是接續
開會討論、與外界社會人士溝通等，在在都需要課外的指導時間才能完成，甚至是將活
動成果整理成文字報告投稿，除了同學的多方努力以外，也需要指導教師花費龐大的時
間來執行輔導的。
圖表 3-5-2 本系教師指導碩士班各領域活動計畫情形
教師姓名
工藤節子

時間/
年度
2012-9
～

領域計畫

主要內容/成果

佐證資料

日本語世代活動 「霧峰長青學苑與沈老師」
（東海大 佐證資料
計畫
學 日 本 語 世 代 活 動 計 畫 ） 3-5-1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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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
iv14zAKq1U

2012-9
工藤節子

～
2013-6

林珠雪

2014

松永稔也

日本語世代活動
計畫

台日基層社區交
流活動計劃

「曉明長青大學活動企劃成果報告 佐證資料
書」
（東海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 3-5-2 成果報
服務學習課程）
「2014 探索食的安心與安全之旅
尋求生產者和生產者、生產者和消
費者的新合作」

告書
佐證資料
3-5-3 成果報
告雜誌（中日
語版）

奈良女子大學人類文化研究科．與
「東亞歷史與人 本系碩士班的交流發表會：
松永稔也

2012

佐證資料
的 移 動 活 動 計 「社会と関わる研究について考え
3-5-4 報告書
畫」
る 街づくり・地域復興・外国籍
住民との共生の視点から」
與碩士生(林俊德，蔡松峰，李秀貞，
「東亞歷史與人

松永稔也

2014

的移動活動計
畫」

玉那覇ももこ)共同發表研究成果 佐證資料
報告:
3-5-5『多元文
「東アジア歴史と人の移動プロジ 化交流』第 6
ェクト 活動の軌跡,休止,そして 號
「かかわり」の継続」

二、特色
有關本系師資教學的特色，由上述的「現況描寫」可以看出教師們為了達成系所目標所
做的努力與其專業性的貢獻，特別是在課程的多元化指導上可以說是不遺餘力。研究成果能
夠有如此多元化的呈現，也可以說幾年下來教師們朝這個大方向所努力下來的成果。在教學
方面的多元運用除了以「多元文化交流」為主軸的教學實例可見一斑，其善用「團隊教學 Team
Teaching」的方式，還有多方與日本交流，實際帶領學生實習等課外指導、學術交流活動、隨
時能夠吸收新知的讀書會、活動計畫的課外實習、以及校內外競賽活動等，在在都可彰顯本
系所多元化教學的特色。歸納本系教師在研究與專業表現的特色如下：
（1）語言・溝通・社會・文化等兩大主軸四個領域都各自結合其實踐與專業研究。
（2）互動性的成果分享。
（3）跨領域以及國際化的學術交流。
（4）結合實踐與專業研究的社會服務。
（5）師生在教學與研究上的緊密互動，不管是學部或是碩士班的學生都能在培養獨立自主與
59

104 學年度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自我評鑑報告
多元文化交流的學習主軸概念下日漸成長。

三、問題與困難
但是在於朝向本系所訂立之理想與目標努力邁進，以及著重多元的課外學習成效所帶來
的情況下，可以看出教師們所付出的時間與心力是超出負荷，常常造成教師們過重的負擔。
另一方面，在學生研究課題的多元化的狀況下，也產生目前指導容易與本系所專任教師專業
領域有不易符合的情況發生，如何減輕教師們的負擔，增加教師們專業研究需求所需的時間，
這些都是本系目前必須重視的問題所在。而在 104 學年度，本系將有 2 名教師退休，依照目
前的情況來看，如果不遞補缺失的教師人數，將會嚴重影響本系各方面的運作，這裡勢必要
請校方重視，並予以改善的。

四、改善策略
在進入課程改革第五期，許多的課程多元教學已臻成熟，所以可以考慮在這穩固的狀況
下，尋求出一個更人性化的教學合作模式，讓有心進修以及深入專業研究的教師們能有餘力
發揮其能力。此外，在學生研究多元化的指導問題上，則更需開拓校外專家的合作機會或是
在學生有研究意願的方向上多加提議來達到指導與專業的一致性，以滿足學生多元化的研究
課題，並提昇教師與學生雙方的專業表現。繼續爭取在未來的一年內遞補將要退休的 2 名教
師人員，以確保研究教學品質。

五、小結
在經過本系各階段的課程改革，以及致力於多元文化交流的實踐下，教師的專業領域不
但提昇了跟課程教學的結合度，在與社會的互動，專業服務、還有研究成果的呈現上也名符
其實地與本系辦學目標一致。本項目可做以下小結：
（1）教師之教學與專業研究表現符合系所之基本理念與課程設計方針、目標。
（2）師資專業與社會服務的表現也十分多元豐富。
（3）系所教師在創新課程設計的努力，帶來了更多元的教學方式。
（4）課程以外的專業指導可以看出教師在多方面因應了學生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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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四：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4-1 系所提供學生修課及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4-1-1. 每年 5 月的全系課程說明會
為讓學生對於本系之課程內容－特別是 3、4 年級的選修機制及有關專題研究之各項
規定能有更確實的掌握，本系每年 5 月舉辦全系性的「課程說明會」
，除了全系學生之外，
所有教職員都一律出席，會中除了發送詳細記載各項課程規定及各科課程大綱的「選課
說明手冊」之外，全系教師亦會針對其所開設之課程內容及專題研究之指導情況等等做
說明。學生可在會中針對「選課說明手冊」之內容或對教師之課程及行政相關之各項規
定提出問題，會中除了系主任之外，本系之所有教職員皆會針對各項相關問題回答，以
達行政、教學、課程規劃等各面向的充分雙向溝通。（請參照佐證資料 1-4-2 選課說明手
冊）
4-1-2. 任課老師的課外輔導
為了更有效地使用上課時間及讓學生的學習更具效果，在上課時間之外本系多數老
師會以各種方式進行課外輔導。
科目數及輔導方式如下表所示（1 名教師擔任 2 班以上相同科目者以 1 班來計算，但
若為數名教師共同參與的科目則計為該參與教師之一任課科目）
：
【大學部】表 4-1-2-① 「課外輔導之科目數及輔導方法」
輔導方法
學年度

科目總數

有實施課外
輔導的科目數

作業的修
改與訂正

直接面談

電子郵件、
教學平台

其他

102 上、下

58

39

20

19

19

7

103 上

52

43

22

14

27

8

103 下

65

50

18

23

27

16

如上表所示，多數科目有進行課外輔導，特別是 1,2 年級的基礎科目經常進行習題及
作文等的修改與訂正。另外，還有直接面談指導，或利用 e-mail、教學平台、facebook
等方式進行各式的指導與溝通。上述表列中「其他」部分，其內容還包括默寫、背誦、
小考等等。（請參照佐證資料 4-1-2「任課教師之課外輔導情形調查」中統計資料之問卷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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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表 4-1-2-②

「課外輔導之科目數及輔導方法」（「活動計畫」以實際進行之
「活動計畫」數計算）
輔導方法

學年度

科目總數

有實施課外
輔導的科目數

作業的修
改與訂正

直接面談

電子郵件、
教學平台

其他

102 上、下

17

14

0

11

4

4

103 下

11

5

0

4

2

3

由於「活動計畫」課程是讓學生與社會連結，訓練學生的實踐能力及實際經營活動
時的規劃與溝通能力，因此並不屬於在教室內進行的課程，教師與學生的溝通除了面對
面的溝通之外，經常需要使用 e-mail、教學平台、facebook 或 Dropbox 等溝通工具，以進
行資訊的互享、共有乃至內容的討論等等。（個別之指導方式及內容參照佐證資料 4-1-2
「任課教師之課外輔導情形調查」中統計資料之問卷內容）
4-1-3. 學校提供之預警及各班導師對被預警 2/1 同學的個別輔導
本系依「東海大學學士班學生學業預警制度及輔導實施辦法」規定，各班導師針對
1 「東海大學學
預警科目達二分之一以上學生進行面談等輔導。（請參照附錄資料 4-1-3-○

士班學生學業預警制度及輔導實施辦法」
、佐證資料 4-1-3「101-103 學年度「重點預警學
生」輔導記錄表」）
4-1-4. 接見學生時間
為因應學生課後學習及解決問題之需要，本系專任教師每週必須有 4-6 小時的在研
究室時間（請參照佐證資料 4-1-4「101-103 學年度教師之授課暨接見學生時間表」及「一
覽表」）。除了在研究室時間之外，為因應各種課程或各項讀書會的需要，多數老師亦提
供額外的時間予學生學習。
（請參照附錄資料 4-1-4「office hour 之外教師額外提供學生學
習的時間及內容」）
4-1-5. 大學部新生說明會

碩士班新生說明會

大學部及碩士生在每學年開學之初皆會舉辦新生說明會，會中除了各項行政相關規
定和各種硬體之使用規則外，各班的導師及各任課老師皆會出席，任課老師同時在會中
介紹自己的課程內容等等。
（請參照佐證資料 1-4-1 大學部新生簡介手冊、1-4-4 碩士班新
生說明會手冊）
4-1-6. 課程 TA
本系提供豐富之ＴＡ使用資源，除了課後學習之自學區的ＴＡ之外，尙有參與課程
的ＴＡ（詳細之之各課程採用ＴＡ的理由，請參照附錄資料 4-1-6-①「101 學年度上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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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2 學年度上下學期、103 學年度上下學期ＴＡ需求表」）除了高年級及研究所之台
籍ＴＡ外，本系亦大量採用日籍ＴＡ，除了有來自本系研究所學生之外，亦有在本校華
語中心學習的日籍學生或來自他系之日本留學生或交換生等等。
本系 1,2 年級的基礎日語課程為強化學生之日語閱讀及口語溝通能力，在以讀解為主
軸的綜合日語 A 中安排學長姐每週一至週四晚間於自學區排班解決學弟妹閱讀方面的困
難，在會話和聽解為主軸的「綜合日語（一）C」「綜合日語（二）C」中，日籍ＴＡ在
任課教師的指示下進行各項的會話練習和測驗等等，除此之外亦會在課後進行解決學生
問題等的輔導。ＴＡ之詳細執行內容請參照附錄資料 4-1-6-①「101 學年度上下學期、102
學年度上下學期、103 學年度上下學期ＴＡ需求表」
、附錄資料 4-1-6-②「ＴＡの使用に
ついてアンケートのまとめ」各年度之台、日籍ＴＡ的人數及分布如下表所示。
表 4-1-6-①

「台、日籍ＴＡ的人數及分布」

台湾籍

日本籍

合計

碩士生

3.4 年生

合計

碩士生

華語中心学員

100 上

14

8

6

14

4

10

100 下

16

11

5

11

2

9

101 上

13

6

7

20

4

16

101 下

14

9

5

16

4

12

102 上

14

7

7

18

4

14

102 下

16

10

6

18

4

14

103 上

12

6

6

17

2

15

103 下

12

6

6

18

1

17

表 4-1-6-② 「使用ＴＡ之班級數及時間」
（請參照附錄資料 4-1-6①「101 學年度上下學期、
102 學年度上下學期、103 學年度上下學期ＴＡ需求表」中使用ＴＡ之班級數及
時間）
使用班級數

2 小時以內

3 小時以內

4 時間以內

102 年度

18

8班

9班

1班

103 年度

14

7班

7班

4-1-7. 其他---雙主修、輔系選修及加入博雅書院學習體系
本系十分鼓勵學生培養日語以外的專業能力，雙主修、選修輔系學習其他專業。（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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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雙主修及輔系學生一覽）另，本校於系所之外還開設了推展開創性實驗性學
考附錄 4-1-7-○
習的博雅書院，與本系主張不謀而合。本系亦積極鼓勵學生參與博雅書院課程。（請參考附
2 本系博雅學生）
錄 4-1-7-○
學年度

本系生修習輔系人次

本系生雙主修人次

100

9 （餐旅 5、政治、企管、建築、會計）

3 （國貿 3）

101

6 （美術、餐旅 4、會計）

4 （會計、社會、國貿、法律）

102

6 （財金 1、企管 3、餐旅 1、中文 1）

0

103

5 （財金 1、企管 1、會計 2、餐旅 1）

2 （企管 2）

4-2 系所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執行狀況為何？
4-2-1. 自學區
本系自學區提供學習者全方位的學習資源，包含自學網站，位於日文系辦旁的實體
自學空間，以及自學 TA。（請參照附錄資料 2-1-1 自學區 TA 一覽表）
在自學網站（http://nihongo.thu.edu.tw/main.php）中有提供初級程度選擇及翻譯練習
題的【初級日語】
，文法句型解說的【中級句型】
，文章解讀方式的導讀解說【文章導讀】，
系內自製研發的【日語聽解】等。在實體自學區內除了有自習空間之外，還有專業圖書
雜誌、電腦設備提供學生使用。學生除了可以利用實體自學區自習之外，自學區內也提
供學長姐 TA 及日籍 TA 讓學生提問及會話練習。
（請參照佐證資料 4-2-1「共學空間活動
時間公告」）
以上所述為進行於本系所設「自學區」內的活動，但是實際上本系「自律學習體制」
已不限於此，「日語自學區」發展至今，學生學習網頁日趨多元，含蓋了學校教學平台、
系上學習網頁、教師自闢網頁及師生間的 FB，甚至學生自主與日本各網頁平台的互動等
等，皆成了學生的自學平台；實體的自學空間亦不限本系自設之自學區，全校各個角落
都成為同學可以善用的資源；又，透過自一年級開始的 TA 制度，本系同儕學習形成習慣，
本校許多日籍學生皆成本系學生重要的學習資源。因此「自律學習體制」已是本系各課
程，尤其是核心日語教學中，課堂內外呼應中不可或缺的一環。
4-2-2. 與課程結合之學習資源
［大學部］
1. 輔導課外閱讀及會話練習之人力資源--ＴＡ
上述 4-1-6 所提及一年級的「綜合日語（一）C」及二年級的「綜合日語（二）C」
利用課程外時間讓學生與日籍 TA 進行會話練習之外，三年級必修科目的「綜合日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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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加強學生「聽」與「說」的能力而使用日籍 TA，並特別注重訓練學生的口語表達能
力。另「綜合日語（二）A」則安排學長姐固定每週一至週四晚間於自學區，接受來自學
弟妹閱讀方面的提問，尤其著重句構的解析。（請參照附錄資料 4-1-6-①「101 學年度上
下學期、102 學年度上下學期、103 學年度上下學期ＴＡ需求表」中有關「綜合日語（三）」
之日籍 TA 的使用內容）
2. 為執行活動性課程引進在地資源
本系為培育學生的實踐能力，無論是大學部或碩士班皆引進許多在地資源，提供學
生學習並實踐其溝通交流、與活動企劃能力。其他相關內容在項目二課程設計中亦有敘
述，祈請參照。本項下僅敘述學習資源相關部分。

［大學部］
（1）「台日社區交流」（工藤節子老師擔任）：
此課程自 2008 年始即引進人間環境大學、愛知大學、東京女子大學等校之教師
與學生資源，將本系學生與來自日本的大學生混合編組，合宿集訓，以台灣及日本
的地方都市為對象，1 年 2 次分別在日本（7、8 月的暑期期間）及台灣（2、3 月）
實地考察環境、老人照護、特殊教育、多文化共存等現在社會的問題，並在兩次的
實地考察中間利用網路等資源進行對於相關主題之討論，提供學生國際交流及實踐
性之策劃考察等的學習資源。
（詳細之內容實例請參照佐證資料 5-3-1-2-①~⑦「台
日交流」報告書）
（2）「台日交流實踐-農食育之語言實踐」（林珠雪老師擔任）：
此一跨領域學習課程引進台灣及日本農食育相關單位的人力與實作場域資源，
如苗栗後龍社區、鯉魚社區，及日本九州地區的中也商店及巴女社區，藉實際與當
地從事人員接觸，體認與生活息息相關之農食育的問題與重要性，也透過實地與台
日農業相關人員一起耕作學習如何透過活動的方式進行共學式的服務學習。具體內
容請參照（佐證資料 4-2-2-①「台日交流實踐-農食育之語言實踐」之課程大綱 PPT
及課程日程表）
（3）「台日報導寫作」（古川ちかし老師擔任）
：
此課程自 2000 年起即讓學生自行尋找想要採訪的議題，旨在延伸學生的觸角，
使學生隨時有意識的將自己所學的語言與所處的社會聯結，可訓練同學發現周遭資
源的能力。課程中會將實地採訪內容製作成雜誌－《花火》
，並在台灣及海外（以日
本為主）販售，不僅訓練學生的語言書寫能力（內容以以中日兩種語言呈現）
，同時
亦讓學生實地體驗採訪與如何製作乃至出版的過程。
（佐證資料 4-2-2-②「各期《花
火》雜誌」）
（4）「共學課程：日語教與學」（黃淑燕老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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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課程始於 2000 年，引進日本姐妹校甲南大學師生資源，連結日本有志於日語
教學的學生與本系學生共同籌劃夏季日語教學活動，以社區日語教學為目的，教學
對象涵蓋本校各系、外校學生、社區人士，含一般成人或高中學生等，每年約 120
人，透過募集不同的學習者，學生會看見不同的學習目的與意願；透過與同年齡的
同學共同設計、想像自己理想中的課程，也會發現理想的規劃與現實的差距。詳細
之內容請參照（佐證資料 5-3-1-1-①~⑥日語教與學---甲南營共學課程報告書）。
（5）台日區域專題（古川ちかし老師擔任）：
此課程引進台灣中部霧社地區、春陽部落、川中島清流部落、眉原社區等地區
相關資源，當地的耆老與戰後居留台灣之日本人後裔、教會等。甚至在日本的相關
研究者，經歷福島災變受難者等等，學生並非透過文獻或他人轉述，而是直接接觸
實際生活於當地的人，真正體認不同地區、不同族群對某些特定議題不同的認知。
藉此也可以培育同學的同理心。

［碩士班］
本系碩士班除了一般的理論性課程之外亦十分重視其實踐能力的養成，因此將實踐
性課程的「活動計畫」列為必修科目。為使學生實際與社會接軌，養成其交流及活動、
策畫等實務性能力，課程並不在教室內，而需要有實踐場域，因此外部資源的引進，勢
成必然。目前進行的「山地活動計畫」「媒體越境活動計畫」「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活動計
畫」「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日語活動計畫」等 5 個活動計畫，各自皆分別引進許多學
生學習資源。如「山地活動計畫」
：霧社地區、春陽部落、川中島清流部落、眉原社區等
等地區，當地的耆老與戰後居留日本人後裔，以及 NPO 組織「台灣東亞歷史資源交流協
會」知各項活動等。「媒體越境活動計畫」：大誌雜誌、專事拍攝日裔巴西移民的岡村淳
導演等紀錄片相關導演及影片。「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活動計畫」：奈良女子大學中山徹師
生及其所經營之奈良社區。「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越境移居到台灣或日本的外籍人士
與相關團隊組織。
「日語活動計畫」
：霧峰長青學園等日據時期受日語教育的長者聚集處。
詳細活動內容請參照佐證資料 4-2-2-③碩士班領域活動計畫相關資料。

4-3 系所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狀況為何？
本系將由教師主導或督促學生規劃的課外學習活動歸為隱性學習課程，此類課外學習活
動實是本系培育多元學習能力極重要的推手。以下分項敘述之。

［大學部］
1. study tour（人間環境大學、神戸、奈良）
（1）人間環境大學（與「台日社區交流」課程結合）
本系於 2007 年 5 月與日本姊妹校人間環境大學簽訂課程及學分修習的協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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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依互惠原則不收取任何費用，提供雙方學生修習課程。
從 2007 年至今已持續進行 8 年，每年 2-3 月日本學生來台與本系學生進行 study
tour 形式的異地教學，暑假期間則本系學生赴日進行同樣形態的學習。在進行 study
tour 之前兩地學生會透過網路等形式彼此進行各項學習內容等之討論。（詳細內容
請參照佐證資料 5-3-1-2-①~⑦「台日交流」報告書）
（2）神戶學習之旅
自 2009 年暑假開始由教師帶領本系所學生赴日本關西地區，針對「神戶」這個
自 19 世紀即有大量外籍人士移入並定居的地區，其特殊的歷史淵源、經濟、地理位
置、及移居至此之族群的生活史與心境的變化等課題進行探討。至今已持續進行 6
年。（詳細內容請參照佐證資料 5-3-1-3-①~③神戶學習之旅---越境移動與定居報
告書）
（3）奈良學習之旅
本系所自 2007 起持續每年與奈良女子大學的人間文化研究科進行交流活動，但
皆屬奈良女子大學來訪的形態，自 2013 年夏天開始進行雙方互訪的方式。每年 12
月奈良女子大學的人間文化研究科師生來台進行為期約一星期的交流參訪，暑假期
間則由本系學生赴奈良與奈良女子大學師生共同進行交流與學習活動。
（詳細內容請
參照佐證資料 3-5-3「2014 探索食的安心與安全之旅」成果報告中日語版、佐證資
料 3-5-4「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活動計畫」報告書）
（4）大阪中華學校中文營服務學習活動
2009 年神戶之旅中曾探訪了台灣外交部僑委會所支援的海外僑校「大阪中華學
校」
，得知其資源短缺、人力匱乏，遂於 2011 年開始為該校學生辦理「中文營」活
動，每年約有 60 名幼稚園至小學六年級學生參加，過程中學生除了藉體會教學的辛
勞反思自己的學習態度外，更常能自孩子們的課堂中歡喜或悲傷的言談中看到海外
華僑生活的甘與苦，及不足為外人道的辛酸。透過這樣的體驗，看到的是同學不同
面向的成長。
2. 甲南營（與「教與學」課程結合）
2000 年開始每年暑假由本系之系內學生社團－GT（Great Teacher）的學生和甲南大
學日本語教授法實習課程的學生進行日語課程教授的交流，教授對象有本系一年級學
生、修習第二外國語日文的非日文系學生，及他校學生、社區人士等等。2010 年之後以
「共學課程:日語教與學」的課程型態呈現（請參照前述 4-2-2）。
3. 日語迴廊
2012 年開始在東海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的主導下，由日文系的教師及台日籍 TA 所共
同策畫的「日語迴廊」是一以全校師生為對象的說日語活動，每週利用一天中午 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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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藉由一些活動或情境對話讓大家輕鬆地以日語對話，並藉此認識日本文化。依參
與者的程度亦實行分組的活動進行。實際進行內容請參照（佐證資料 4-3-3「日語迴廊成
效報告書及活動紀錄」）
4. YMCA 日本國際志工交流計畫
本計劃是赴日本 YMCA 各地區的營地，與日本青年共同擔任為期 1 個月的夏令營營
隊志工，帶領日本當地兒童、青少年參與各種營隊活動，並共同維護、清潔及管理各項
營地設備如食堂、澡堂、房間、道具等。數年前陸續有本系學生自行參加此項計劃，對
此計畫帶給自己的學習皆持肯定態度，本系乃於 2013 年與 YMCA 進行聯結，2014 年暑
期有 12 位、2015 年則有 3 位同學參與這項辛苦卻收穫豐碩的活動。
（佐證資料 4-3-4「實
習評分表」）
5. 鳥取縣政府觀光局飯店實習
本計劃是由鳥取縣觀光局招募，本校國際交流處協力進行的計劃，參加學生赴日本
鳥取縣飯店進行為期 1 個月的實習，101 學年度至 103 學年度參加者分別為 101 學年度 1
人，102 學年度 6 人，103 學年度 9 人。（佐證資料 4-3-5 國際處網頁資料）
6. 北海道 farmstay
此活動自 2005 年起在裕毛屋企業的協助下，於每年暑期舉辦。學生藉由寄宿農家並
實際操作農務之體驗，達到文化交流及學習日語之雙重目的。實際進行內容請參照（佐
證資料 5-3-1-7-1~2北海道 Farm Stay 報告書）
7. 千葉打工遊學之旅
從 2008 年開始，在千葉縣經營冷凍海產運輸業的王育琦校友每年暑假提供 4 名本系
學生暑期工讀機會並供免費食宿。由於有意願的學生相當多，本系以遴選的方式選出 4
位學生分兩梯次參加 。實際進行內容請參照（佐證資料 4-3-7「千葉打工遊學部落格」
http://blog.yam.com/thujp4work）
8. 工業手冊翻譯小組
透過與工業設計廠商合作，由碩士班學生帶領有意願的大學部學生近 20 名進行工業
手冊之翻譯。先由工程師與翻譯組長商討之後，建立專有名詞 list，再進行翻譯工作分工，
翻譯完畢後仍是由組長及工程師確認內容再由指導教師核對譯文的正確性。藉此，參與
之同學除學習翻譯技巧外，更學習到在面對完全陌生領域的知識時，如何尋找學習資源
與解決辦法，並實際體會面對產業時所需持有的嚴謹態度。（請參考佐證資料 3-3-4「工
業翻譯」手冊相關資料）
9. 企業參訪
本系商用日文課程及文學院之教學改進計畫皆曾不定期舉辦企業參訪，藉由實地的
參訪及解說增進學生對業界的了解。（佐證資料 4-3-9「商用日文參訪久津企業彰化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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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紀錄」、「東海大學特色教學亮點計畫『旭硝子顯示玻璃（股）有限公司參訪』活動紀
錄」、「東海大學特色教學亮點計畫『宜得利（股）有限公司參訪』活動紀錄」）

［碩士班］
本碩士班強調培育同學們企劃・實踐「跨區域間溝通交流」
（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
活動的能力，因此「與社會實際互動的活動計劃」堪稱是本碩士班的主軸特色。其進行
模式、內容由學生企劃或教師引導，因此可以因時因地因人而有所變化，惟內容必須是
與實際社會有所互動者。
目前本碩士班有 5 個活動計畫正在進行，而由於這些活動計畫皆須與社會實際互動，
因此藉此提供了學生許多課堂外學習的機會。以下介紹各項活動計畫所提供之課外學習
管道。
1. 「山地活動計畫」:由於山上諸多原住民長者僅能使用原住民母語及日語，因此藉由傾
聽過去部落故事及幫長者撰寫半生記等方式讓學生有機會能利用日語與原住民長者溝
通。除了實踐日語之溝通與交流的能力之外，同時在互動的過程中亦能深化對多元文化
的理解。（佐證資料 5-2-3-1 山地活動計劃）
「山地活動計畫」除了與原住民部落有深刻的交流之外，由於指導老師另成立了一「台
灣東亞歷史資源交流協會」的 NPO 組織，因此亦提供了學生學習 NPO 運作方式的機會。
（佐證資料 4-3-10「台灣東亞歷史資源交流協會」相關資料）
2. 「媒體越境活動計劃」:藉由對台日兩地區之電影、動漫、網路等各式媒體的探討與交
流，及讓學生籌畫電影放映會、座談會、及字幕的製作等過程中學習如何透過越境媒體
的交流以深化多元文化的理解與反思。（佐證資料 5-2-3-4 媒體越境活動計劃）
3. 「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活動計畫」：讓學生透過語言的橋樑功能，連結具有相同課題之台
日基層社區。近兩年連結雙方的課題是「農食育」問題，學生透過各式座談會、參訪及
study tour 的參與及規劃，不但進行了跨領域的學習也實踐了日語的溝通交流能力。（佐
證資料 3-5-3「2014 探索食的安心與安全之旅」成果報告中日語版）
4. 「東亞歷史與人口移動」：此一活動計畫著眼於冷戰結束後東亞區域間的人口移動現象
及其背後的歷史要素。除了各式的讀書會及討論會之外，讓學生實際接觸台灣的新移
民、外籍新娘、外籍勞工，並透過各式的交流活動深化彼此的理解，思考多元共生等議
題。（佐證資料 3-5-4「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活動計畫」報告書、佐證資料 3-5-5『多元
文化交流』第 6 號）
5. 「日語活動計畫」：讓學生透過日語的媒介與曾經歷殖民時期的日語世代交流，並藉由
訪問及製作 DVD 等的過程，提供學生認識不同世代之語言學習的機會反思日語學習的
時代意義。（佐證資料 3-5-1 DVD（霧峰長青學苑與沈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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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系所提供學生國際化學習管道之情形為何?
［大學部］
1. 4-3 所述之多項課外活動皆同時提供學生國際化的學習管道
如：與人間環境大學之異地教學的 Study tour、神戸學習之旅、奈良學習之旅、大阪
中華學校中文營服務學習活動、YMCA 日本國際志工交流計畫、鳥取縣政府觀光局飯店
實習、甲南營、北海道 farmstay、千葉打工遊學之旅等。
2. 本校有 31 所日本交換學校，所選拔的學生幾乎為本系所囊括
本校於日本已與 31 所學校締結為姊妹校，每年分別以每校 1-3 名的方式送出交換學
生共計約 30 名，交換期間長度為半年或一年，所修得之學分可獲抵免。透過身至異地的
姐妹校，本系學生可以習得因不同的課程規劃所帶出來不同的學風與學習模式，獨自面
對不同的環境、課程與學習夥伴長達半年至一年，是學習成長的重要過程，詳細之各學
年度學生名單及交換學校請參照（佐證資料 4-4-2「101-103 學年度交換留學學生名單」
相關資料）
3.本校國教處所提供之「國際學友計畫（International Buddy Program）-IBP」及各式暑
期文化學習營等等
本校國際教育合作處除了提供學生與外籍留學生交流的 IBP 計畫（請參照附錄資料
4-4-3-①「103 學年度國際學生接待志工 IBP 招募志工活動介紹」及日文系 buddy 學生
名單）之外，亦於每年寒暑假舉辦各式赴海外研習及實習等活動，其中與日本姊妹校的
合作計有:暑期琉球大學企業實習、暑期武蔵野大學語言文化研習營、暑期奈良女子大學
文化研習、關西學院大學冬季科學營、暑期沖縄国際大學語言文化研習營、鳥取県海外
大學生旅館實習活動、暑期日本東海大學文化研習營、暑期鳥取大學短期日本語及文化
研習營、暑期昭和女子大學文化研習營、暑期早稲田大學文化研習營、暑期関西外国語
大學文化研習營、暑期日本国際基督教大學文化研習營等 12 項短期研修活動。詳細內容
請參照（佐證資料 4-4-3「各姊妹校之海外短期研習簡章資料」相關資料）。
另外，國際教育合作處亦於每年 3 月份舉辦姊妹校學生至東海大學研修台灣語言文
化的研習營。本系學生亦會以擔任校園導覽、或志工等形態參加此一為期三週的交流活
動，透過日語的媒介提升與姊妹校之間的交流。（請參照附錄資料 4-4-3-②「101-103 學
年度日文系學生協助華語營及日本東海大學接待的名單」）
4. 沖繩國際大學每年至本系教育實習
本系於 2005 年 7 月與沖繩國際大學締結「海外日本語教育實習派遣協定書」後，每
年均接受沖繩國際大學有志於日語教學的學生至本系實習。此一實習活動不僅提供沖繩
國際大學學生之實習觀摩的機會，同時亦提供本系學生與日本學生交流的機會。（請參
照附錄資料 4-4-4-①「沖繩國際大學與東海大學之海外日本語教育實習派遣協定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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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資料 4-4-4-②「101-103 學年度之沖繩國際大學實習生一覽」
）

［碩士班］
本碩士班可連結學生之國際化學習的內容如下：
1. 與「台灣東亞歷史資源交流協會」的連結
本系教師古川ちかし所創辦之「台灣東亞歷史文化交流協會」NPO 組織的主要目的
是「促成東亞地區歷史資源的匯集與公開、並支援與促進民間歷史資源的製作與交流」，
因此他們為東亞地區非主流人群製作歷史資源將其多國語言化、系統化並連結成資料庫
提供給公共領域使用，同時亦舉辦各式交流學習營及研討會。此協會不僅能提升學生對
於東亞歷史文化的認識層面，同時亦能連結對此一區域對公共議題關心的人們。特別是
台灣、韓國及日本三方的連結與交流讓學生能有更寬廣的國際視野。（請參照佐證資料
4-3-10「台灣東亞歷史資源交流協會」相關資料）
2. 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活動計劃
（1）與奈良女子大學交流
此一活動與奈良女子大學的人間文化研究科住環境專攻之中山徹教授研究室有
近十年的交流，在社區的交流議題上每年的 12 月都固定舉辦連結相關議題之研討會
或交流會與各項交流活動，參與此一活動計畫的學生不僅可實踐語言的橋樑功能，
亦能透過語言的連結產生跨領域的學習。（請參照佐證資料 5-2-3-2 台日基層社區交
流暨奈良學習之旅相關資料）
（2）與九州中野商店及八女社區之交流
近兩年由於漸關注農食育的議題，亦連結了九州之專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連結
並從事食育推廣的中野ユキヒロ商店交流，並媒介苗栗後龍、鯉魚兩社區與九州中
野商店與八女社區的交流。（請參照佐證資料 5-2-3-2 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暨奈良學習
之旅相關資料）
3. 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活動計畫
此一活動計畫的關注重點是在台灣的生活場域中的外籍勞工、外籍新娘及新移民（包
含東南亞、日本、韓國等區域）。讓學生透過各式的交流及研討會等形式，關心並理解
周遭來自不同區域的人們，並思考同在台灣的我們應如何經營一多元共生的友善環境。
此一活動計畫提供學生在生活周遭觀察多元文化的衝突原因並摸索不同文化間和諧共生
的要素。（請參照佐證資料 3-5-4「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活動計畫」報告書、佐證資料 3-5-5
『多元文化交流』第 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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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1. 導師制度之進行現況
大一大二 AB 兩班各分配兩位導師之外，大學部 3、4 年級 A、B 兩班各有一位專任
導師，提供學生生活課業上的協助。
碩士班除了導師之外，另有【相談者制度】提供學生在決定論文指導教師前的諮詢
服務（請參照附錄資料 4-5-1「碩士班規則－相談者制度」
）。
2. 與學生諮商中心及資源中心之配合狀況
除了各個班級的導師活動之外，系上也妥善運用學校學生諮商中心提供的輔導資
源，舉辦各項測評、講座。詳細內容請參照（附錄資料 4-5-2「諮商中心提供之輔導資源
參與情形」）
3. 職涯導師
學校於 102 學年度起於各科系設置職涯導師，輔導學生就業規劃。職涯導師提供系
所同學進行 CPAS 適才適所人才測評與分析，102 學年輔導 19 個個案，並於 103 學年度
止共舉辦 9 場職涯系列講座，邀請系友回校分享工作經驗，並聘請職涯專業輔導師到校
演講。詳細內容請參照（附錄資料 4-5-3-①「各職涯講座之日期及內容」
、附錄資料 4-5-3②「職涯啟航計畫報告書」）
4. 在校生與畢業生的連結
學生綜合網頁共分為「在校生專區」「畢業生 OB 校友會」「國際交流」等 3 區，
彼此可以互相連結，用意是讓在校生、畢業生及校內各種國際交流能彼此連結，除了讓
在校生能掌握系上各項課程及徵才等訊息之外，亦能隨時分享畢業校友的各項活動與訊
息，以及校內的各項國際交流的活動狀況。此一綜合網頁同時希望連結畢業校友，讓系
友能隨時與學弟妹分享就業心得與資訊之外亦能隨時掌握母系狀況產生良好連結。此 3
區的良好循環可讓畢業生和在校生能產生良好的互動關係之外，對於本系各項極具特色
的國際交流活動亦能更積極參與並掌握相關訊息。（請參照佐證資料 4-5-4-① 東海大學
日文系學生綜合網頁 http://japan.thu.edu.tw/NEW/index_welcome.php）
近年來隨著 FB 網絡的發達，在校生與畢業生另成立了東海大學日文系 FB 社團，目
前加入人數已達 740 人，由於學生們較習慣此一傳達訊息的方式，因此已日漸取代了學
生綜合網頁上的在校生與畢業生之連結。本系順應此一連結方式之改變，亦會隨時發布
各項相關訊息在 FB 社團上。請參照佐證資料 4-5-4-② 東海大學日文系 OB 校友會 FB 社
團）
此外每年配合校慶時間舉辦的系友回娘家，也提供在校生與畢業生之間交流的平
台，讓系友能分享求學經驗及職涯準備等生涯建言。請參照（附錄資料 4-5-4「系友回娘
家」相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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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色
1. 密切之師生互動關係
（1）從新生說明會至全系性的課程說明會之舉行，教師皆會親臨現場說明任課內容並解
答學生問題。
（2）課程時間之外本系多數老師會以各種方式進行課外輔導。
（3）多數本系專任教師每週除了 4-6 小時的在研究室時間外，會利用額外時間提供學生
讀書會或討論會等學習輔導。
（4）除了學習輔導之外，亦有充分之生活及職涯輔導。
2. 充分運用台、日籍 TA 資源
（1）從本系研究生、華語中心學員（包含交換留學生）中甄選優秀之日籍ＴＡ充實與會
話課程相配合之課外會話練習。
（2）自學區內之台、日籍 TA 提供學生提問及會話練習等自學資源。
3. 豐富之自學資源
（1）台、日籍 TA 之人的自學資源
（2）實體空間之自學區
（3）自學網站之虛擬空間的學習資源
4. 多元且具國際化及跨領域之各式活動及課程
（1）無論是大學部或碩士班（
「活動計畫」課程）皆有諸多提供學生學習並實踐其溝通交
流、與活動企劃能力的實踐性課程。
（2）課程之外亦提供學生豐富多元之 study tour 等跨領域且具國際交流性質的學習活動。
（3）本校與 31 所日本姊妹校維持相當活絡的交流關係，並提供本系學生享有此一交流資
源。

三、問題與困難
1. 本系教師無論在教學或學生輔導上，甚或帶領學生之各式 study tour 等課外學習活動，皆
需額外之時間、體力乃至金錢的負擔，形成了研究時間不足及身心負荷過重的情況。
2. 本系雖有豐富之台、日籍 TA 資源，但由於經費短缺，不足的資金往往必須由系之發展基
金支出，已漸有捉襟見肘之困境產生。
3. 本系雖有豐富之海外交流活動，但由於經費的短缺及無法有充分之補助，除了老師必須自
付金額之外，有些家境較困難的學生往往較難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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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善策略
1. 對於在教學及學生輔導上有特別付出的教師應在教師評鑑上調整比例酌減其研究要求，以
減輕其身心負擔。
2. 學校能理解本系之 TA 需求，給予適當之補助
3. 對於家境清寒學生參加國際交流活動給予適當的補助。

五、項目四之總結
本系重視各項多元學習能力的培育，深感同學單靠文獻閱讀、教師傳述，實無法體認、
思辨真正的多元性，乃利用包括教師個人關係等的各方學習資源，規劃執行多樣化的課外學
習活動，其中有一大部分是沒有學分的隱性學習課程。不同於教室學習與考試評量，活動性
課程使不擅背誦、書寫、考試的同學有不同的發揮空間，不同的評量指標建立了他們的自信，
教師甚至藉這些多樣化的活動，看見同學無法呈現在成績表上令人驚艷的稟賦，在沒有學分、
成績壓力的情況下，學生發揮的是教室中看不到的自由且強大的學習能力。
為使同學將來畢業進入社會之後，仍能持續善用週遭資源自行發掘或執行這樣的學習活
動，活動中也逐步帶領訓練其實踐的能力，過程中許多學生表現令人激賞，再次證明成績所
能評量的真正極為有限，本系雖也致力於多元評量，但仍是無法確實因應，實際的學習、行
為或生活能力幾乎都無法呈現在數據化的成績之中。
由於本系課程及活動極為多樣化，因此學習輔導與生涯輔導也相對繁複、多元，在有限
的人力、物力及時間的限制之下，教職員皆戮力因應，一發現問題，即刻討論，並與學生溝
通是本系的行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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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五：學習成效
一、現況描述
本系所教學內容模式多元，成果表現的呈現也很多樣化，以下 5-1 主要敘述學士班各課
程之學生學習成果，5-2 則陳述特見於碩士班的各項專業性、實踐性成果。5-3 提及系所學生
參與各項實踐性活動之成效，5-4 談的是各科目學習核心能力的成效。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力、學習成果表現為何？
本系學士班學習成果最核心的是本系整合性課程（Capstone）
「專題研究」成果，其次是
畢業門檻日語能力測驗結果，然後是各課程或活動的成果表現，以下分項敘述之。
5-1-1 專題研究成果
本系大學部自 96 學年度入學新生起，設置必修整合性課程（Capstone）
「專題研究」
，必
須以日文完成 15000 字以上的論文或是作品製作（書籍製作、影像製作、翻譯、辯論、戲劇
等。添加 5000 字的說明文）。
每名學生自三年級開始，即有一位教師負責指導其專題研究之論文或作品的寫作‧製作。
指導方式依教師情況而異，有團體指導，也有個別指導。例如，採用團體指導的教師定時召
開讀書會，與指導學生一同進行討論主題、方法、計劃以及進展情況等。針對學生的報告內
容與學生共同討論，並給予建議。採用個別指導法的教師通過一對一的對話，與學生討論主
題、方法、計劃以及進展情況等。製作作品及寫作論文的過程中，按照學生需要，教師佈置
相關文獻等作業，或訂正日文。但整體來說皆是透過與教師詳細的討論決定論文‧作品的主
題，然後再由學生依其進行階段，或在小組中、或與教師單獨討論的過程中持續思考並執行
寫作與製作。
整體來說專題研究的寫作、製作與發表，必須自行蒐尋必要的相關文獻，詳閱讀並融會
貫通之後，以日文書寫表達自己的主張，並進行口頭發表、聽取質詢，回答問題，不僅要求
學生具備全方位的日語能力，在寫作‧製作的過程中，也能培養學生自主‧自律學習的能力，
此外必然的也會需要獨創性、表現力、各個層面上的多元文化理解‧實踐能力、發掘問題、
解決問題的能力等等，對指導教師來說雖然是一個極重的負擔，也有少數同學因為表現不佳，
指導教師沒有允許他提交論文‧作品或參與口頭發表，但是「專題研究」卻是最能夠顯現學
生集大成之全方位能力的課程，每年都有畢業同學回報因有「專題研究」成果而得到第一份
工作的。可見其所培育的能力實用性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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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1-1 未通過專題研究學生人數
99 學年度

100 學年度

101 學年度

102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7

6

4

6

9

本系之「專題研究」，需於每年 4 月 30 日提出作為成果的論文或作品，並於每年 5 月第
三個星期六，全系的「專題研究發表會」中進行口頭發表。發表會中，每位學生皆須以日文
說明‧介紹自己的專題研究之內容，也以日文回答來自兩位審查教師與會場學生的質詢。
自第一屆 99 學年度首批成品繳交以來，至今共計已有 486 篇論文及作品。（自 100 年起
專題研究分論文及作品）。
圖表 5-1-2 99~103 學年度專題研究作品、論文件數
學年度

作品

論文

99

總數
82

100

42

44

86

101

73

44

117

102

75

19

94

103

89

18

107

總計

279

125

486

其中 101 年度、102 年度、103 年度專題之研究內容分類統計如下圖。
圖表 5-1-3 101~103 學年度專題研究內容
101 年度、102 年度、103 年度專題研究領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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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表：每年表象文化方面的題目最多，而且有逐年增加的趨向，103 年度高達六成多，
與現代社會相關的題目次於此。專題研究論文、作品的題目涉及面向十分多元，其中多數是
針對現代台灣、日本的文化與社會的問題意識。例如，在表象文化領域中，許多畢業生除了
自己書寫小說、遊記、回憶錄等文學性作品以外，也提交分析或整理介紹電視劇、動漫、輕
小說、網路文化、電視廣告等現代大眾文化的論文、書籍等。社會文化相關的許多論文、作
品則探討台日消費文化、原住民文化、亞洲外交、核能、都市計畫等現代時事問題。對歷史
有興趣的畢業生也由現代視角，書寫探討原住民文化、老街保存運動等問題的論文，並透過
訪問耆老、拜訪歷史現場等方法製作紀錄片、個人歷史等作品。另外，語言學方面的學術論
文較少，但關心教育的不少畢業生製作通過動畫、電動遊戲等現代媒體形式學習日語的創意
性教材。整體而言，與論文比起來，選擇作品形式完成專題的學生較多，並且呈現逐年增加
的趨勢。
畢業生論文‧作品，由指導教師依論文、作品的評量表評量，口頭發表則由兩位審查教
師依成果發表評量表評量，評量結果依評分項目統計如下。101-103 年度的畢業生論文‧作品
2 ，請參照佐證資料 5-1-1 101-103 年度的畢業生論文‧作品。
題目清單請參照附錄 5-1-1-○

圖表 5-1-4 專題研究-論文‧作品 5 階段評量中之「佳、優以上比例」
項目

101

102

103

平均

主題‧問題意識

93%

86%

95 %

91%

研究方法與程序

90%

85%

85 %

87%

論文結構安排與論證層次

90%

85%

87 %

87%

文獻或資料取得、處理、詮釋與推論

91%

81%

85 %

86%

日語文字表達能力

88%

83%

85%

85%

總分 80 分以上比例

87%

79%

81%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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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發現本系同學畢業專題的表現可圈可點，
（一）主題‧問題意識（二）研究方
法與程序（三）論文結構安排與論證層次（四）文獻或資料取得、處理、詮釋與推論（五）
日語文字表達能力之佳、優以上比例平均皆在 85%以上，總分在 80 分以上的同學也高達 83%。
圖表 5-1-5 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7 階段評量中之「佳、優以上比例」
項目

101

102

103

平均

主題與內容

93%

88%

94%

91.67%

Q&A 的表現

81%

77%

86%

81.33%

簡報內容

95%

90%

90%

91.67%

簡報格式與報告時間控制

98%

90%

95%

94.33%

日語口語表達能力

92%

87%

92%

90.33%

總分 80 分以上比例

78%

68%

80%

75.33%

由上表可以發現本系同學畢業專題口頭發表，
（一）主題與內容（三）簡報內容（四）簡
報格式與報告時間控制（五）日語口語表達能力各表現都非常的好，佳、優以上比例平均皆
幾達 90%以上，惟（二）Q&A 的表現，可能正式場合經驗不足僅得 81%，是可以再加強的部
分。
由以上分析結果來看，大部分學生皆能集四年所學之大成，完成形成其大學有意義的整
合性（Capstone）成果。
1 。101-103 學年度
口頭成果發表的評量表以及論文、作品的評量表，請參照附錄 5-1-1-○

論文評量與成果發表評量之詳細分析結果，請參照附錄 5-1-1-③。
5-1-2 日本語能力測驗成果
本系大學部於 98 學年度 6 月（2011）訂定通過二級以上的日本語能力測驗為本系畢業門
檻之一，意即 102 年度的畢業生，必須通過二級以上的日本語能力測驗，才能夠取得畢業資
格，否則就必須補修本系 N1 的暑修課程。以下圖表所示是本系學生畢業時之日語能力測驗
結果的出口調查。由表可以看出 102 學年度通過 2 級能力測驗的人數大幅增長，
「其他」部分
由超過 20%大幅下降為 5%，雖然通過 1 級的人數稍有下滑趨勢，可能是大家為保險起見，先
選擇通過畢業門檻，而避免選擇較難達成的目標 N1 之故，但是整體來說呈現優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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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1-5 應屆畢業生通過日本語能力測驗成果

5-1-3 學生學術獎勵
本校每年發放獎學金獎勵具優秀學術研究成果的學生。本系 101 年度~103 年度獲獎者列
表如下。
圖表 5-1-6 101-102 學年度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勵一覽表
101 學年度
獎勵

系級

學號

姓

名

研究報告名稱
絵本「你好，我是/ウサギ․キツネ․あるいはオ

日四 A

981544

董偉蜓

日四 B

981802

蔡裕笙 ゲームをしながら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ょう！

日四 B

981835

陳思涵

日四 B

981838

林俊良 テーブルゲームと日本語教育

日四 A

981546

張硯茹

オカミ」

特優獎

佳作獎

テレビのビールコマーシャルにおけるメッセー
ジから、経営戦略と飲食文化を論じる

絵本「你好，我是/ウサギ․キツネ․あるいはオ
オカ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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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 B

981854

黃嘉灝 楽しい日本語教室─敬語

日四 B

971806

童瑞寧 歌ってみた～二次元住民と呼ばれる人たち～

日四 B

961844

郭育妏

ジャニーズ所属タレントにおけるファン文化ー
日本と台湾の比較-

102 學年度
獎勵

特優獎

佳作獎

系級

學號

姓

名 研究報告名稱

碩一

G02150003 傅培剛 電影《海角七號》考察

日四 B

991823

黃詮倫

日四 B

991849

林苡婷 記錄片－レフトエンゼル

日四 A

991548

許雪芬

日四 B

991807

朱曉慧 十年後の今、おばさんと出会った。

日四 B

991825

蘇麗華 苓雅。日常

日四 B

991837

蔡湘蓮 歌手と社会─メイデイを例に

日四 A

991547

曾婉瑜 記錄片－レフトエンゼル

台湾の新聞メディアにおける「草食男子」という
言葉の扱い方。

類義語研究－「大丈夫」と「平気」の意味‧用法
の対照－

103 學年度
獎勵

特優獎

佳作獎

系級

學號

姓

名 研究報告名稱

日四 B

1001804

黃維安 『アントキノイノチ』《彼時生命》翻譯

日四 A

1001501

梁哲維 Don’t change a hair for me

日四 B

1001802

陳冠傑 学生会ガイドブック

日四 A

1001510

施宜靜

日四 A

991504

葉芯宇

日四 B

1001824

陳致珊 美意濃情－客家油紙傘的介紹

日四 B

1001852

陳德美

日四 A

1001530

陳宥瑜 漫画で擬声語と擬態語を習おう

日本語の自律学習について―契約学習体験とそ
の分析－
少女のイメージから、セーラー服の表象を考え
る

台湾の日本語学習者の観点から見る「複合動詞」
の用法分類――後項動詞「―こむ」を例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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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交流活動性質課程以外之課程的作品、成果及學生自主活動之表現
本系附有活動性質的課程成果極為豐碩，已分項於 5-2 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中 5-2-3
之活動計畫報告，及 5-3 系所學生參與各項實踐性活動成效中闡述，不在此重複，但除此之
外，本系還有許多展現不同面向之成果的作品，是各課程結束後一般當然會有的作業、報告、
考試之外的成果呈現，茲舉其中較明顯的兩個為例。
1. 日文雜誌『花火』
本系「台日報導寫作」
（古川ちかし老師）課程，自 2000 年始，由教師自掏腰包或
逕行募款持續以中日雙語進行雜誌『花火』的製作，每年刊行 3 至 4 冊。由學生針對台
日各地區涉及文化、社會、歷史等多層面的時事問題，經過分組討論訂定主題，其間雖
有學長姐 TA 介入協助，但基本上需自己進行取材、調查、採訪、寫作、校正、編輯，以
至整本雜誌的製作與印刷刊行，皆需學生自行設法完成。充分展現本系學生透過日語自
主性的進行互動、表達、架構內容、解決問題等之學習成果。完成後教師亦會將成品寄
2 各
至海內外各大學或有興趣的人手上，以增加學生的成就感。請參照佐證資料 4-2-2-○

期『花火』雑誌。
2. 戲劇表演
本系「戲劇表演」
（笹沼俊暁老師）課程中所演出之日語戲劇，從無到有，首先由學
生們自己進行劇本創作、編劇，選定劇情後，開始進入長時間的排練，然後到最後階段
的宣傳、演出、攝影、影像後製等，與上述雑誌『花火』一樣，充分展現本系學生透過
日語自主性的進行互動、表達、架構內容、解決問題等之學習成果。請參照佐證資料
2-3-1-5-1「戲劇表演」課程大綱及相關資料。
3. 學生參與校外活動成果
本系雖不甚熱衷參與校外所舉辦的各種競賽，但每有參賽，本系學生仍然不落人後，
每年以優秀成績，獲得各種獎項。茲表列日語專業相關活動競賽如下:
圖表 5-1-7 101-103 學年學生參與校外活動成果
學年度
101

獲獎學生
王婉柔

獲獎項目
佳作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蛇＂我其誰－102 年中 勞委會職訓局
部大專校院履歷自傳競賽
活動

102

黃葳

獲得甄選赴 2013 臺日青少年交流訪 日本外務省撥款委

江毓軒

日短期參訪 日團，邀請臺灣青少年赴 由「財團法人中華
日短期參訪。

經濟研究院」主
辦，日本交流協會

81

104 學年度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自我評鑑報告

負責監督。
102

甘岱霖

三等獎

第一屆海峽兩岸大學生日 吉林大學
語演講

102

103

鄭國權

劉家沛

交流協會

補助赴日本關西大學訪日 交流協會

獎學金

研修

三等獎

第二屆海峽兩岸大學生日 吉林大學
語演講

103

103

江毓軒

交流協會

嚴文凰

獎學金

王蕙嫻、洪孟如

冠軍

交流協會交換留學獎學金 交流協會

第 三 屆

Pasona

Cup 保聖那人事顧問管

周莞倫、楊媛鈞

「Amazing Taiwan―發掘 理公司

陳詠慈

台灣的世界 No.1」校園競
賽

103

大學部：

每位獲獎學 2015 年似鳥國際獎學金

莊璦榕、王蕙嫻

生 10 萬元 （宜得利公司與本校簽約
∕年
之獎學金）

張靜玉、楊媛鈞

宜得利公司

徐躍華
碩士班：
傅培剛、葉怡君

茲舉其中兩項為例略述之。
・辯論、演講比賽
「日語討論與表達（三）」（緒方智幸老師）課程，矚目各種人文、社會、政治、國際等
具多元觀點的問題，以「辯論」的模式思考、分析各個問題的多面向性，在準備之初首先須
調查、理解該議題相關的各種觀點之所以成立的原因，同時也需釐清各個觀點的問題點，若
參與辯論者本人對該議題已有自己的看法或意見，還須能夠捨棄自己的立場，甚至要能站在
與自己完全相反的觀點立場來進行論述，這時辯者需具備真正的傾聽能力，才能捨棄自己而
完全站在與自己相反觀點的人的立場。因此「辯論」這種要求多面向能力的模式，完全呼應
本系教育目標，也是本系培育多元觀點的重要課程之一。多年來在緒方智幸老師與松永稔也
老師的指導下，每年參加於台灣各地舉辦的全國日語辯論比賽，並獲得了良好成績。請參照
佐證資料 5-1-4-3-①ディベート大会参加記録表、佐證資料 5-1-4-3-②「創意學習全國日語辯
論比賽成果報告」、佐證資料 5-1-4-3-③2013 年 3 月 30 日第 3 淡江盃全國日語辯論比賽、2014
年 4 月 12 日淡江盃全國日語辯論比賽、審査員招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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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2 年 9 月吉林大學外國語學院舉辦的「第一屆海峽兩岸大學生日語演講」中，
本系學生甘岱霖榮獲第三名，2013 年 9 月「第二屆海峽兩岸大學生日語演講」中，本系學生
劉家沛再次獲得第三名。請參照佐證資料 5-1-4-3-④第一屆海峽兩岸大學生日語演講比賽心得
日文系 4B 甘岱霖、佐證資料 5-1-4-3-⑤第一屆海峽兩岸大學生日語演講比賽榮譽証書。
・Pasona Cup
2014 年 12 月 20 日，用 6 分鐘藉由海報、戲劇、演講、歌曲等介紹台灣的校園競賽「第
三屆 Pasona CupAmazing Taiwan―發掘台灣的世界 No.1」
，審查內容除了最重要的日語表達能
力之外，還包括創意、完整性、台風、團隊合作等等，本系學生自組團隊首次報名參加，在
緒方智幸老師的指導下，從 80 組以上的參賽團體中脫穎而出，榮獲第一名的佳績。請參照：
佐證資料 5-1-4-3-⑥「第三屆 Pasona Cup Amazing Taiwan─發掘台灣的世界 No.1」簡介、佐
證資料 5-1-4-3-⑦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榮獲第三屆 Pasona Cup 校園競賽冠軍資料。
此外，另有運動競技相關部分列表請參照附錄 5-1-4-3
5-1-5 展現於學生會自主活動中的教育成果---東海日文週、日文之夜
本系學生會每年 5 月間舉辦之「日文週」及日文週的總結性節目「日文之夜」可說亦充
分顯示了本系教育的階段性成果。
「日文週」主題「祭典」是完全由學生自主策劃的學生會活
動，主要先由同學自動自發群策群力擺攤、辦活動（如下圖和服寫真照片，擺攤照片）為系
學會籌措經費，亦舉辦由同學自己編劇、自導自演的日語戲劇的公演，展現學習成果。
最後則是凝聚全系學生向心力的晚會「日文之夜」
，是一份極簡陋的日文之夜的節目單（如
下圖）
，並不耗費資源製作精美卻無謂的表單，不彰顯主角或英雄，而再三提醒教師的邀請函
則手工製作，展現溫馨的誠意；節目進行，每個單元都充滿創意並呈現大手牽小手的團隊精
神，日語還在初階階段的同學靠風趣的編劇與身體的律動補足，二年級同學除台詞量大增外，
更藉影像與旁白聯結劇情。教師出奇不意的才藝展現也令同學耳目一新，真正達到了凝聚向
心力的果效。
圖表 5-1-8 日文週活動相片

日文週活動:和服寫真、擺攤活動

日文之夜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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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碩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本系碩士班除了一般的論文及研究發表等成果外，透過「活動計劃」還學習到單憑文獻
閱讀或個人研究無法領受的核心能力。
5-2-1

碩士論文

本系碩士班於每學期末舉辦公開的集體碩士論文發表會，含期中發表與畢業發表兩項。
同一人之期中與期末發表不可在同一學期中進行，發表會於二週前公告發表人數、各發表人
的題目、指導教師、評審委員（限期末發表）與時間，每位碩士候選人均需於會中（期中：
每人一小時，期末：每人一小時半）發表並接受會場教師、同學的口頭質詢問答。期中發表
需針對主題明確顯示自己所研讀之資料、截至目前的研究成果、待解決問題及將採行的具體
研究步驟等，期末發表則在發表，會場詢問完畢後，由含至少一名非本系所之共計三名審查
委員公開口試及書面審查通過，才得以提交。近三年之期中發表及碩士論文提交人數，分別
是 101 年度：期中 5 名、期末 5 名、102 年度：期中 4 名、期末 8 名、103 年度：期中 4 名、
期末 5 名。如下表論文題目所示，本系碩士班學生研究方向涵蓋文學、表象、語學、現代日
語教育、翻譯、企業、日據時期的日語教育、文化、政治及日據時期之後的亞洲地區台日美
的連結情形等，豐富而多元。論文及評量表，請參照附錄 5-2-1-①、佐證資料 5-2-1 碩士論
文評量資料。
圖表 5-2-1 101-103 學年度碩士班論文一覽
學號

姓名

學年度

論文名稱

指導教授

G99150004

陳佩榆

101

垂直信任與品牌建構之關聯性探討－以

陳永峰

UNIQLO 的賦權為例－
G99150002

黃姿萍

101

黃寶桃〈感情〉：主角太郎之心理症狀

蕭幸君

G96150005

本間裕之

101

日本統治時代を経験した台湾高齢者にお

林嘉惠

ける終戦後日本語使用の動向─台北市の
老人服務中心日本語関連学習者∕玉蘭荘
∕非所属者を中心に─
G98150023

宮平杏奈

101

「冷戦時代の米軍に関連する『セックス

大西仁

ワーク』の構造ベトナム戦争期における
台湾／沖縄植民地主義研究を事例に」
G96150017

陳麗秋

101

從日劇的憤怒場景探討怒意表達－以句末
型態為中心－

84

黃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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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98150016

陳雨婷

102

日本統治期の台湾における女性服装論述 笹沼俊曉
中の自我と他者ー楊千鶴「長衫」を例と
して

G98150002

阮欣婷

102

生き残った対日協力者─台湾における辜 古川ちか
振甫への評価の変化とその背景

G97150007

邱奕菲

102

し

即時媒體時代的符號與福島核災反核電運 古川ちか
動——對羅蘭‧巴特符號學的重新解讀及

し

實踐運用
G10015006

葉明明

102

司馬遼太郎的台灣觀：以《台灣紀行》為

陳永峰

中心
G99150001

劉聯雅

102

機能主義的翻譯理論からみる『ノルウェ

黃淑燕

イの森』の中国語訳本
G99150010

陳奇妮

102

以日劇《BOSS 女王》的對話場面分析探

蕭幸君

討女性領導者的地位
G98150007

賈志琳

102

文化理解を中心とした日本語授業の実践

工藤

的研究─台湾の F 高校での第二外国語に

節子

おけるコースデザインを例に─
G98150005

王妙玲

102

「日本精神」と台湾ナショナリズム－李 笹沼俊暁
登輝の武士道観を通して考察する

G10015003

陳安盈

103

以少女共同體為焦點論中原淳一少女像的

大西仁

變遷與認同－從『少女之友』來探討－
G99150008

林怡如

103

日治時期「同化」政策下臺灣的宗教

陳永峰

G99150012

盧柏丞

103

坂口安吾のアイデンディディ政治研究―

蕭幸君

戦後エッセーを中心に
G98150011

徐韻婷

103

楊千鶴『花咲く季節』における「少女」 笹沼俊暁
像の構築とその自己形成

G98150015

劉巧涵

103

本格ミステリーの観点からみる京極夏彦

蕭幸君

の小説―「京極堂シリーズ」を中心に
5-2-2

研究生論文發表

除了碩士論文，值得一提的是本系碩士班畢業生白春燕之碩士論文獲出版社青睞，於 104
年 7 月以書籍著作方式出版。
85

104 學年度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自我評鑑報告

103

104.7

白春燕

《普羅文學理論轉換 秀威資訊科技

台北

期的驍將楊逵－－
1930 年代台、日普羅
文學思潮之越境交流》

另亦有於學術學會上進行論文發表者，表列如下。
圖表 5-2-2 碩士班生著作出版及學術會議論文發表一覽
學年度
101

時間

發表人

101.11.17 宮平杏奈

發表論文題目

活動名稱

地點

従 越 戦 時 期 「 R&R 第三届日本研究年会 中山大學
Program」来看台湾與 －「轉捩點上的日本
日本中華民国的日本 研究：新課題與新典
対美国政策研究

103

103.2.15

範」

工藤節子

新聞記事の発表に至 台灣日本語文學會第 台北市

石川奈奈恵

る準備で必要な指導 302 次例會

YMCA

─教師とＴＡの振り
返りを通して─
103

104.5.31

小池一平

「日本語遠足」実践に 台 湾 日 語 教 育 学 会 靜宜大學
おける日本語使用の 2014 年全國日語教學
態度の変化－ＰＡＣ 研究學術研討會
分析より－

103

104.7.31

盧柏丞

坂口安吾のアイデン 東京外國語大學国際 東京外國
ティティ政治研究

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 語大學
ー主催夏季セミナー
2014

言語・文学・

社会

─国際日本研

究の試み─
4 碩士班生著作出版及學術會議論文發表
相關的大會資料等，請參照佐證資料 5-2-2-①~○

相關資料。
5-2-3

活動計劃報告

本系碩士班二年級有必修課程「活動計劃」
。學生在「活動計劃」課程中，可以在教師指
導之下，自行規劃與社會實際互動的交流活動，使研究、學習不只侷限於學校與教室之中。
在此種與社會實際互動的過程裡，學生得以反思台日關係，由此更進一步深入思考台灣與日
本在整個東亞歷史與社會中的定位與本質，也學習思考，在台灣如何能夠利用日本、日語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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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更多元的社會實踐。所執行之活動計畫並需於年度末，撰文書寫各該年度的活動報告及
理念刊載於本系紀要『多元文化交流』中。表列如下：
圖表 5-2-3 各領域活動計畫報告
年度
102

102

報告篇名

活動計劃名

撰稿人

特別報告―活動の軌跡、休止、そ 東亞歷史與人口移 松永稔也、林俊徳、蔡松
して「かかわり」の継続

動活動計劃

峰、李秀貞、玉那覇もも

媒體越境活動計畫報告

媒體越境活動計畫

陳安盈

山計畫活動

鄭純如、戴佩如、

電影「Coming

out Story」一段尋

找性別的越境之旅
102

2012 年山計畫活動報告

小池一平
103

「台日農業従事者協働交流実践」 台日社區活動計畫

石川奈奈惠

報告
103

2014 媒體越境活動計畫

媒體越境活動計畫

連怡婷、蔡幸蓁

《Michaelis 執事喫茶訪談紀錄片
放映會》
103

102 年度日本語世代計畫實踐報 日本語世代活動計 曾靖方
告

畫

（請參照佐證資料 3-5-5『多元文化交流』第 6 號）
除此之外，另有
時間

成果

活動計劃名

指導教師

101-9～102-6

DVD「霧峰長青學苑與沈老師」

日本語世代活動計畫

工藤節子

101-9～102-6

東海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服 日本語世代活動計畫

工藤節子

務學習課程

助理研究生：曾

「曉明長青大學活動企劃成果報

靖方

告書」

「活動計劃」需閱讀相關文獻，也需深入與主題相關人士接觸，從中實際觀察並感受到
單從文獻閱讀無法觸及的核心問題，也因此常常有許多碩士班學生會在實踐活動計劃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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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構自己的問題意識，進而將之發展為碩士論文的研究題目。
101-103 學年度間執行的有「山地活動計劃」
「日語活動計劃」
「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活動計
劃」「東亞歷史與人口移動計劃」
「媒體越境活動計劃」等五個活動計劃。以下略述各活動計
劃的概況。
1. 山地活動計劃
原住民族群在經濟、政治等各個層面，不論在哪個時代都時常處於不利的地位，台灣原
住民更因歷經日治時代的統治及光復後中文教育的力有未逮等複雜的歷史因素，許多年長者
至今仍時常使用日語。本活動計劃在古川ちかし老師的指導下，學生進行訪問生活於日據時
代的原住民耆老以文字記錄他們的半生、編制老照片相簿並將之電子檔化、拍攝以耆老一生
為主題的紀錄影片、繪製教會壁畫等等活動，透過實地與霧社地區原住民社會深入的交流，
引導學生思考東亞各國的角力與政經情形，如何影響居住在台灣偏鄉裡人群的生活，也討論
在物換星移時空背景看似完全變貌之後的現代，歷史腳蹤又以何種面貌存現在現今的社會之
中。參照佐證資料 5-2-3-1 山地活動計劃。
2. 台日基層社區活動交流活動計劃
台灣與日本在社會發展上有相當程度的相似性，基層社區的型態也多有雷同之處，本活
動即是以台日兩國社區總體營造相關人士彼此相互學習的交流活動為基礎，帶領學生實際進
入社區，與社區人士互動並策劃各項活動。在林珠雪老師的指導下，本活動已與奈良女子大
學交流近 10 年，從 102 學年度開始進行雙向交流，每年依不同主題結合不同科系學生或校外
相關專業人士赴日進行跨領域之交流活動。102 學年度以災後之社區重建為主題，與奈良女
子大學及中興大學社區研究相關學生在中山徹老師及日本專業人士的指導下進行「野迫川村」
的調查活動，並於奈良大學舉辦共同發表會。103 學年度則以農食育為主題，於 103 年 5~7
月間舉辦了「2014

探索食的安心與安全之旅」
，帶領學生訪問了台灣南投、苗栗的農場和市

集，也至日本奈良查訪日本的農場與市集，透過實地的交流參訪活動，探索食安等相關議題。
參與本活動計劃的學生另與社區相關人士以『鯉輕情義重』的計畫受教育部青年發展署肯定，
通過入選「104 年青年社區參與行動計畫」補助。參照佐證資料 5-2-3-2 台日基層社區交流
暨奈良學習之旅相關資料。
3. 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活動計劃
台灣與日本在社會發展上的相似性亦呈現在外籍移民---人口越境移動的狀況中。本活動
計劃即是在探討整個東亞地區，人之所以會越境移動的原因，及這些移動所造成各個家庭、
各家庭所屬之社會結構的變化，透過閱讀與探訪，思考東亞冷戰後有關「人的移動」的歷史
與現況。在松永稔也老師的指導下，本活動計劃策畫了許多與當地外籍配偶、外來移民及移
工的交流活動以深入掌握、理解移入台灣之東亞各國人們的心聲。同時，每年與奈良大學人
間文化研究科共同舉辦研究和實踐成果發表會等，以交換彼此的觀察、研究所得。如 101 年
12 月 14 日，就舉行了交流發表會「社会と関わる研究について考える

街づくり・地域復

興・外国籍住民との共生の視点から」
。參照佐證資料 3-5-4「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活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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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佐證資料 3-5-5『多元文化交流』第 6 號。
4. 媒體越境活動計劃
台灣與日本在網路與動畫方面。可說已共享同一文化圈域了，本活動計劃在關注橫跨台
灣與日本的電影、網路與動畫等之相關動態的同時，亦舉辦或參與其中部分跨境媒體的交流
活動。在蕭幸君老師的指導之下，至今已舉辦了數次電影的放映會與座談會，並協助完成了
多部電影字幕的製作。如在 102 年製作了由梅澤圭所執導的紀錄片《Coming Out Story》的字
幕，並於 10 月 2 日舉行了放映會，也針對性別弱勢議題展開討論。參照佐證資料 5-2-3-4 媒
體越境活動計劃。
5. 日語世代與台灣地區社會活動計劃
因著 70 年前日本半個世紀的統治，有的人是生逢其時，有的是因著台灣喜愛日本的社會
氛圍，台灣目前仍有許多長者喜愛在日常活中使用日語，本活動即是透過使用日語，與過去
曾受日本教育的世代或喜愛練習日語的長者進行交流。透過這樣的交流，學生有機會思考日
語在近現代東亞中的意含及日語學習背後權力關係的歷史，以及這段歷史在現今的台灣所代
表的意義。在工藤節子老師與大西仁老師的指導下，學生們出訪台中霧峰「長青學苑」
，向學
苑裡的長者學員就日治時代及光復後的經驗進行訪談，並製作了 DVD「霧峰長青學苑與沈老
師」。參照佐證資料 3-5-1 DVD（霧峰長青學苑與沈老師）。

5-3 系所學生參與各項實踐性活動之成效為何？
5-3-1

國際交流與參訪活動成果報告

本系每年皆透過與日本各大學及民間團體之合作，舉辦許多國際交流及參訪活動。藉由
與日語母語人士交流與共事，學生們得以提升自身的日語溝通能力與對多元文化的理解，並
且也能學習到團體合作及提出企畫的方法。為使同學藉語言及文字書寫重新反復咀嚼活動的
學習意義，在各該活動舉辦完了後，學生均需辦理口頭分享會，將活動過程及心得分享給未
能參與活動的人，也必需撰寫、編輯活動報告書，以確認學習過程。整體說來每個學習活動
都是訓練學生做事態度，為自己負責的重要活動。以下就略述其中各活動的內容。
1. 日語教與學---甲南營共學課程報告書
自 89（2000）年至今 15 年間，每年八月，本系皆會和姊妹校日本甲南大學合作，與在
該校修習日語教育課程的學生以日語教育實習為主軸舉辦交流活動。活動內容為由本系志願
參加之學生所組成的「GT （Great Teacher）」及甲南大學學生擔任教師，以本系一年級新生
與他系對日語學習有興趣者為對象進行教學。在黃淑燕老師的指導下，透過由「學習者」到
「教學者」的立場轉換，學生們得以從不同的角度重新思考日語學習這個主題。參照佐證資
料 5-3-1-1-1~6日語教與學-甲南營共學課程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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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日交流」報告書
自 97（2008）年始至今連續 7 年，本系每年兩次分別定期在台灣與日本與來自日本人間
環境大學、愛知大學、東京女子大學之學生，與其它不定期參與的教師，共同思考社區問題。
在工藤節子老師的指導下，台灣部分曾訪問台北、台中、台南及宜蘭等地，日本部分則訪問
如岡崎、額田與豐橋等地，。學生們針對有機農業、製糖、移民教育、就業輔導、區域振興、
多元文化共生、自然與文化之調和及社區的形成等等議題，共同進行實地居民訪談、問卷調
查與討論等。最後亦讓學生以日語口頭發表活動執行的成果、並作成「台日交流 in~○○」報
告書。近三年的報告書有 2012 年 in 台北、2012 年 in 額田、2013 年 in 岡崎、2014 年 in 台南、
2014 年 in 豊橋、2015 年 in 宜蘭等。請參照佐證資料 5-3-1-2-1~7「台日交流」報告書。
3. 神戶學習之旅---越境移動與定居報告書
自 98（2009）年始至今 6 年，每年七月，本系皆會由黃淑燕老師帶隊，以「越境的移動
與定居」為主題，赴神戶與大阪與移居該地區的團體進行交流。透過訪問神戶華僑總會、神
戶華僑博物館及大阪中華學校等地，帶領學生們藉與當事人對話，感受移居當地之華僑的今
與昔、感受與生活，也訪問在日韓國人、日裔巴西人、越南移居者等 NPO 團體，深入感受和
討論各種人之所以越境移動，甚至定居相關之議題。參照佐證資料 5-3-1-3-1~3神戶學習之
旅---越境移動與定居報告書。
4. 大阪中華學校中文營服務學習報告書
此活動為前示神戶學習之旅活動的一環，經 97、98 年的訪問，知道這個全校 15 位教師
須負責幼稚園到初中三年級共約 260 學生的學校，雖說是由僑委會支援，但事實上僅得教科
書的提供，其他一概自理，與同屬中華學校的大陸系｢同文學校｣所受國家的支持差異太大，
遂於 100（2011）年開始自費帶領學生為大阪中華學校的孩子們舉辦夏令中文營，到目前已
連續 4 年，頗得好評。學生的感動與成長令人動容。也牽線於 103 年與東海大學附屬中學建
立姐妹校關係，並於當年 12 月開始了學生赴台交換留學兩週的活動。請參照佐證資料 5-3-1-4
2014 中華學校國際志工之旅報告書。
5. 與奈良女子大學各種交流之活動報告
本系碩士班之「台日基層社區活動交流活動計劃」與奈良女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住專
攻之中山徹老師研究室已有近 10 年，分別在台灣及日本的學習交流活動，近年更於 102 學年
度開始由參與該活動計畫的碩士班學生帶領學部學生及外校學生甚至校外專業人士進行具主
題性之跨領域學習。103 年由林珠雪老師・松永稔也老師指導進行「2014
を探る旅

食の安心と安全

生産者と生産者，生産者と消費者の新しい連携を求めて」，將過程做成成果報告

雜誌（日本語版．中文版），另於 101 年由松永稔也老師指導進行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碩士班「東亞歷史與人的移動活動計畫」
る

第一屆工作坊「社会と関わる研究について考え

街づくり・地域復興・外国籍住民との共生の視点から」奈良女子大學人類文化研究科．

與本系碩士班的交流發表會，參照佐證資料 5-2-3-2 台日基層社區交流暨奈良學習之旅相關
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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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4 年歷史學習之旅 in 台灣」報告書
102 學年度（2014 年）3 月 17 日~3 月 23 日間，由古川ちかし老師、工藤節子老師與大
西仁老師指導，本系學生策劃，與日本東京女子大學師生進行台灣學習之旅。過程中訪問了
台中霧峰長青學苑的日本語世代長者，並赴南投縣實際走訪霧社事件發生地，實際訪問當地
居民。透過這樣的體驗，台日雙方學生有了多面向且深入的議論，也對台日之間的歷史糾葛
有了更深入且多元的了解。參照佐證資料 3-5-1 DVD（霧峰長青學苑與沈老師）。
7. 北海道 Farm Stay
自約 10 於年前起，透過曾擔任本系 TA 之日籍學生的媒合，本系因日本北海道東海大學
分校的協助，開始舉辦北海道農家寄宿活動。目前在林嘉惠老師的指導下，每年七月，本系
學生透過實地於農場生活和工作，不僅能提升日語能力，更能在對異文化的理解、團體合作、
活動企劃和日語溝通各方面獲得提升，也是訓練學生做事態度與獨立自主行動，為自己負責
的重要活動。參照佐證資料 5-3-1-7-1~2北海道 Farm Stay 報告書。
8. 千葉打工遊學之旅
本校畢業生於日本千葉開設工廠，自 97（2008）年起，每年提供本系學生赴千葉實習一
至兩個月。由本系推薦後，學生須自行與該學長連絡、申請，是訓練學生獨立自主行動，為
自己負責與做事態度的重要活動。
請參照「千葉打工遊學部落格」http://blog.yam.com/thujp4work
5-3-2 工業手冊翻譯計畫
本系於 103 學年度（2014 年 8 月）始與一設計馬達的公司試行產學合作，由本系黃淑燕
老師領導系所學生進行工業手冊翻譯，首先由產業界提供所需翻譯的文章，再由本系碩士班
學生與對方工程師就翻譯時所需用到的專有名詞進行討論並建立專業名詞翻譯清單，交由參
與翻譯學生參考，然後進入實際翻譯工作，期間雙方仍會不定期對譯文進行審視與修改，完
稿後再由教師審稿提交。
對翻譯有興趣的同學，透過這樣的過程，一方面可以學習有不懂的日文時，可以透過什
麼樣的管道、到哪裡尋找適當的資料來解決，也可以某種程度看到台灣社會對日語翻譯的需
求，確認自己是否真正適合翻譯工作，也可以知道自己將來靠翻譯謀生的可能性等。請參照
佐證資料 3-3-4「工業翻譯」手冊相關資料、佐證資料 5-3-2 翻譯プロジェクト満意度チェ
ック〈辦理校外專業人才培訓計畫與成效〉。

5-4 系所各課程之核心能力學習成效表現如何？
5-4-1 各科目核心能力學習成效
下表所示是本系所開課程在學期末針對學生學習核心能力狀況的問卷調查中，學生回答
與各核心能力學習高相關的科目數以及該科目數在本系施行調查之總計 38 科目中所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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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此項調查僅限明列於課表上的各課程，並不含本系所規劃之隱藏性課程，因此傾向於透
過自主學習或交流學習活動等隱藏性課程培育的能力—如終身自主學習能力、文化交流實踐
能力等科目比例稍低。（請參照附錄 5-4-1 各科課程核心能力問卷調查結果、附錄 5-4-2 各科
課程核心能力問卷及果分析表、佐證資料 1-4-3 各科目核心能力問卷調查）
圖表 5-4-1 課程與核心能力高度相關數-大學部
1.

2.

3.

4.

核心

日語聽說

日語讀寫

終身自主

文化的多元

能力

溝通能力

溝通能力

學習能力

理解、交流

5.

6.

自省‧獨立 歸納‧表達
思考能力

能力

實踐能力
高相關
科目數
比例

27

27

28

25

24

30

71%

74%

66%

63%

58%

79%

由上表可見本系培育各核心能力科目比例都相當的高，這顯示本系各科目配合本系教育
理念，多以「批判性內容本位語言教學 Critical Content- Based Instruction」方式授課，多數課
堂都不僅止於教授語言或單項知識，而會利用語言來教導語言所承載的文化內容（社會文化、
表象文化），並藉論及的議題督促學生反思，同時透過自主學習體系培養學生終身學習的習
慣。而主要透過隱性課程培育的 3.終身自主學習能力及 4.文化的多元理解、交流實踐能力，
雖比例稍低，但也實際實踐於明列的各課程中。

二、特色
本系倡導之「聽、說、讀、寫、譯的溝通能力」以及「自省」、「獨立思考」、「發現與解
決問題之能力」、「台、日多元文化之溝通交流的實踐」等核心教育理念，旨在培養每位學生
得以在整個人生中以各式各樣多元的形式來達成這些目標。本系將大學部及碩士班的種種學
習活動成果，定義為引導學生邁向貫串生涯之學習成果的其中一個階段。以下謹就本系特色，
以學術、學習及實踐等三面相進行說明。
・學術
本系學生主要的學術成果主要為大學部整合性課程（Capstone）專題研究的學術論文與
作品，以及碩士班的碩士論文。專題研究成果自第一屆 99 學年度首批成品繳交以來，至今共
計已有 486 篇論文及作品，是教師及學生努力的結晶，可說成果斐然。本系學生並不只是被
動地消化老師給出的課題，而是經由日語學習獨立思考發現問題，進而創作出具獨創性的成
果，由此成果便可清楚見到訓練學生邏輯思考或感性的成效。碩士班學生在學期間於各種學
術學會之研究發表，亦是由此種學習過程中所得成效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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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本系將日語能力定位為一種工具。透過日語聽、說、讀、寫、譯能力的培養，學生以台
灣及日本為主軸，針對東亞各不同地區的社會、文化與歷史背景等進行深入的理解並學習實
踐的方法。並且，在這一連串交流、學習的過程中，學生們亦得以更加精進自身的日語能力。
由大學部學生們擔綱的日語雜誌、日語戲劇演出、辯論大會比賽及各種交流參訪活動的成果
報告書與小冊子的製作等等，皆屬此種學習活動的成果。同時，由本系學生參加各項比賽的
獲獎經歷，以及日本語能力試驗 N1、N2 的高合格率等，亦能由實際數據看出本系學生在日
語學習方面的卓著成效。
・實踐
本系最大的特色在有各種以日語作為媒介展開的多樣化實踐活動。學生的學習不僅限於
教室中、書本上，更重要的是走出教室實際進行各種交流活動，如此才真能訓練學生，成為
富有同理心，能為自己負責的人，這樣的活動大幅影響每個人做人做事的態度，是人格養成
極為重要的一環。本系如編輯日語雜誌時的採訪活動、與甲南大學、沖繩國際大學、人間環
境大學及東京女子大學等眾多海外大學的交流活動，以及神戶奈良等地的參訪學習之旅等，
皆為以日語作為媒介之多元文化實踐活動的重要成果。並且，作為延伸，碩士班亦規劃有各
種活動計劃以及參訪活動，而在碩士班更進一步這些實踐活動與理論和學術學習緊密結合，
藉以提升學生的研究與學習效果。整體說來每個學習活動都是訓練學生做事態度，為自己負
責的重要過程。
學生們從被動式的僅限於教室中的學習，轉化為能夠自主地收集資料、閱讀、發表與討
論，更發展為走出校園之外的社會實踐，藉由這些不同場域的學習，學生們得以真正體認現
代東亞實際發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及其歷史，最後將這一連串學習過程中學生們自省、消化的
結果濃縮，具體化為專業的學術研究或作品，即成大學部專題研究以及碩士班種類豐富的碩
士論文。

三、問題與困難
在大學部實施「專題研究」制度之初，學生們受到初、中等教育過程中之學習習慣與成
見的影響，對於撰寫學術論文以及製作作品這類要求學生主體性、自律性與創造性的學習課
題，有著較強的抵制心態，部分學生無法跳脫狹義的日語學習目標，在尋求專題研究的主題
時，易有容易受挫的狀況產生。此外，大學部與碩士班的課堂及交流活動等，由學生主導，
需要學生們發揮創意並進行團體合作協力之時，也常會有溝通磨合的問題。此外，每個學生
的個性、日語能力與學習動機皆各不相同，實際參與活動的熱衷程度也有參差，以致有些人
參與多項多樣化的活動，有的則較少參與。
同時，因為預算有限，在實際執行各交流活動和參訪時，其內容也時常因資金問題受到
限制。另外，如何改善大學部及碩士班報考學生的質與量，並針對碩士論文提升其水準，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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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碩士學位取得所需修業時間亦是當務之急。

四、改善策略
為了導正學生們對於專題研究與各課程，以及交流活動等學習活動的錯誤認知，並消除
溝通上的障礙，本系創造了許多讓師生對話交流的機會。例如，在學系的課程大綱說明會上，
會對全體學生們針對專題研究中論文、作品撰寫或製作的必要性等等進行詳盡的說明。並且，
在其他課堂與活動中，本系亦會透過說明會或討論會的形式，給予學生反應意見的機會，希
望能藉此改進活動內容並消弭學生之間認知的落差，又，指導教師也會很有耐性的陪伴學生
尋找專題研究主題，釐清問題意識。諸如此類的嘗試，今後仍會持續進行。
其次，關於活動經費問題，本系將會積極向各機關申請經費。而在碩士班論文的品質提
升與縮短修業時間方面，本系將在系上舉辦各種讀書會與研究會，同時邀請專家學者協助，
並督促學生參加校外論壇、工作坊與座談會等學術活動，藉以積極拓展與外部進行學術交流
的機會。對上述問題本系雖已進行許多努力，但今後仍將更進一步推動實施。
最後，本系希冀透過繼續於校內外頻繁舉行說明會與交流會，以及翻新學系網站等，藉
以增加宣傳的機會，以達改善報考學生質、量的目標。並且，為吸引本系優秀畢業學生，尤
其是專題研究已具一定成果之畢業生，亦於 103 年度開始導入五年一貫課程。透過此制度，
達到一定成績的大學部學生將能於三年級下學期開始修習碩士班課程。同時，針對本系大學
部畢業生，亦設有碩士班報名費減免與入學獎學金等措施。透過這些制度的實施，本系希冀
能招收更多優秀學生就讀。

五、項目五之總結
本項目針對學生學習成效的現況，以及其特色、問題、改善方法進行了說明。本系在聽、
說、讀、寫、譯之日語能力之外，亦十分重視自省、獨立思考、發現與解決問題能力以及台
日多元文化之溝通與交流的實踐等項目。為了達成這些教學目標，本系以專題研究出發，建
構了各種交流活動等各式各樣的教學環境，並不斷檢討並修正之。時至今日，學生們的學習
成果可謂是展現了一定程度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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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六：生涯追蹤
一、現況描述
6-1 系所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落實之情形為何？
本系創系於 1992 年，有鑑於為數不少的早期畢業系友無法聯絡到，因此近年來於畢業生
尚未離校時，積極建立生涯聯絡管道，包括畢業生辦理離校手續之際，協助填寫畢業生問卷
等，或於謝師宴、「系友回娘家」活動等畢業生多數參與的場合極力表達本系期望與畢業系
友保持密切聯繫的殷切期望。往後亦將維持定期發放問卷，進一步了解畢業生以及企業雇主
的看法與建議，供今後持續修正課程內容或調整教育目標時之循環改善機制，以及追蹤其生
涯發展的參考，以期本系畢業生能更順應社會之需求。
目前本系以下列幾種方式做為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之機制。
1. 對畢業生進行問卷調查:本系結合學校建立之機制，收集系友資本資料，並透過發放紙本、
電子郵件以及 facebook 等方式進行以下三種問卷調查。
本系每年皆會針對應屆畢業生自行設計問卷調查，並於畢業前，請學生填寫問卷，同時
收集聯絡方式，以利日後的聯絡。(附錄資料 6-1-1 2012-2014 年的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應屆畢業
生問卷調查表及佐證資料 6-1-1 2012-2014 年應屆畢業生填答之問卷)
本系以每隔三年爲原則，會進行針對歷屆所有畢業系友的近況做問卷調查。聯絡方式若
有變動也於此時做更新。問卷調查的主要內容為詢問畢業生的現況及畢業至今的工作經歷
等。藉以掌握學生學習成效之意見並落實系所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做為持續品質改善
之依據。(附錄資料 6-1-2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暨碩士班畢業生動向問卷調查表及佐證資料 6-1-2
大學部暨碩士班畢業生填答之問卷)
利用畢業生返校參加活動時進行訪查(附錄資料 6-1-3 日文系系友回娘家問卷調查表及佐
證資料 6-1-3 系友回娘家系友填答之問卷)
如：為了連結畢業生與系、在校生之間的緊密關係及追蹤其生涯發展，本系配合東海大
學校慶日期，定期於每年 11 月初的週六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除了有助於了解畢業生的
工作概況並取得意見外，亦可讓在校生及早獲得就業方面的相關訊息，並對其未來的人生規
劃有所助益。本系於 2012 年的「系友回娘家」活動當天，施行了問卷調查，詳細結果請參考
6-3。另外，也會於畢業生返系幫學弟妹作工作經驗分享等活動時，尋求系友寶貴意見(請參
照圖表 6-4-2 系友演講暨職涯系列講座)。
2. 對畢業生雇主進行問卷調查
本系以每隔三年爲原則，會針對畢業生的雇主施行問卷調查(附錄資料 6-1-4 2014 年雇主
對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畢業生暨碩士班就職表現之問卷調查表及佐證資料 6-1-4 雇主
填答之問卷)，調查方式為先透過系友詢問其雇主或上司是否有意願協助本系進行問卷調查，
若獲首肯則以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寄給系友轉交給雇主，或是以電子郵件、附回郵等方式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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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寄給雇主填寫。此次提供意見的雇主或上司共計 20 人，詳細結果請參考 6-3。
3. 透過學生綜合網站獲取系友近況
本系於 2010 年 4 月架設學生綜合網站（http://japan.thu.edu.tw/NEW/index_welcome.php）
，
此網站的設立目的除了獲取系友的近況之外，也期在校生與畢業生能達到連結及交流的目的。
4. 系友會會長於 2009 年在 facebook 成立 OB 校友會（帳號：東海大學日文系 OB 校友會），
全體系友可透過此管道聯絡彼此的感情，並可掌握系友們最新的近況。
5. 成立「系、系學會、系友會」聯合溝通資訊管道
2015 年 1 月 23 日，本系主任、學生事務委員負責人、助教，與現任系友會會長及系學
會現任會長、前會長等人，為了要連結在校生與系友之間的關係，整合了系友會與系學會活
動。這可讓在校學生與系友的互動更加緊密，也可藉此讓在校生有機會得到更接近產業的各
項訊息及建言(附錄資料 6-1-5 2015 年「系、系學會、系友會」連結會議記錄)。
6. 系友成立「我以東海日文為榮」LINE 溝通資訊管道
2015 年 4 月，本系畢業生為了要加強系友及教師之間的聯誼，使交流更加緊密，成立了
LINE 溝通資訊管道，增進 OB 會活動(如區域性活動等)聯絡之便(帳號：我以東海日文為榮)。
以上各方式為本系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機制之概述。

6-2 系所畢業生的職業分佈狀況為何？
如 6-1 所述，本系以畢業生為對象，定期實施問卷調查。問卷的主要內容為詢問畢業生
的現況(圖表 6-2-1-1 及圖表 6-2-1-2)及畢業至今的工作經歷等。在 101 年至 103 年間實施的問
卷調查中，有效回答為大學部 98 人、碩士班 10 人。其中大學部畢業生目前就業者占 87%，
另外也有 8%的畢業生正就讀研究所或準備考試中。而碩士班畢業生就業者占 60%，有 30%
繼續就讀博士班。
圖表 6-2-1-1

大學部畢業生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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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人數

佔總人數比率

就職中

85

87%

就讀研究所

7

7%

準備考試

1

1%

其他

5

5%

圖表 6-2-1-2

碩士班畢業生的現況

項目

人數

佔總人數比率

就職中

6

60%

就讀研究所

3

30%

準備考試

0

0%

其他

1

10%

從大學部畢業生的工作職業類別來看，以製造業佔 60%為最多。同時得知，畢業生以服
務於台灣電子公司或紡織公司等為多的同時，大多數人是從事和日本企業及客戶做溝通橋樑
的工作。其次較多者為商業界(47%)；主要從事貿易及餐飲等等，惟這些公司為日系企業，因
和日本有生意的往來，所以可視為有使用日語的職種。其次，運用本身的日語能力在學校或
補教業從事教學工作的畢業生也有 26%之多(圖表 6-2-2-1)。
圖表 6-2-2-1

大學部畢業生的就業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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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次數

比率

製造業(如紡織、電子、半導體等)

42

60%

商業(如國貿、百貨、餐旅等)

33

47%

文教業(如學校、教學、研究等)

18

26%

運輸及通訊業(如旅遊、傳播等)

11

16%

營造業(如工程、建築等)

9

13%

工商服務業(如法律、經濟等)

8

11%

金融業(如銀行、證券、保險等)

5

7%

社會服務業(如醫療、基金會等)

1

1%

另外，從碩士班畢業生的工作職業類別來看，以文教業較多。此可歸因於碩士班傾向專
業研究，故較適於從事教職工作。(圖表 6-2-2-2)。
圖表 6-2-2-2

碩士班畢業生的就業類別

類別

次數

比率

文教業(如學校、教學、研究等)

6

60%

製造業(如紡織、電子、半導體等)

2

20%

營造業(如工程、建築等)

1

10%

商業(如國貿、百貨、餐旅等)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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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可看出本系畢業生就業情況良好，且從事與日語專業能力相關工作的比例頗高。
從大學部畢業生調查中得知，近 9 成、碩士班則為全數的畢業生肯定他們自己於職場的
競爭力，透過這份調查可看出本系畢業生幸獲職場上對於他們的日語能力及學習態度的高度
認同(圖表 6-2-3-1 及圖表 6-2-3-2)。
圖表 6-2-3-1

大學部畢業生在職場上的競爭力

人數

比率

非常有競爭力

16

17%

有競爭力

73

77%

沒有競爭力

4

4%

非常沒有競爭力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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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2-3-2

碩士班畢業生在職場上的競爭力

人數

比率

非常有競爭力

4

40%

有競爭力

6

60%

沒有競爭力

0

0%

非常沒有競爭力

0

0%

6-3 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系所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情形為何？
如 6-1 所述，本系為了追蹤畢業生生涯發展之機制，對畢業生及雇主做了各種問卷調查，
其中有關於學生學習成效之情形結果如下。
一、應屆畢業生的問卷調査結果及其意見(附錄資料 6-1-1 2012-2014 年的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應
屆畢業生問卷調查表)
本系每年皆會針對應屆畢業生自行設計問卷調查，並於畢業前，請他們填寫問卷，同時
蒐集聯絡方式，以利日後的聯絡。比較分析 101 年至 103 年近 3 個學年度實施過的問卷調查
可得知，預定就職的應屆畢業生人數無太大變化(圖表 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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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3-1-1

應屆畢業生畢業後之計畫

預定

101 年人數

百分比

102 年人數

百分比

103 年人數

百分比

升學

4

4.6%

2

2%

3

3.3%

準備就職

40

46%

50

50%

36

39.1%

已就職

7

8.0%

8

8%

10

10.9%

準備考試

4

4.6%

7

7%

7

7.6%

其他

32

36.8%

33

33%

36

39.1%

另外，於調查實施期間(每年五月)已找到工作的學生均有 7-10 名，如加上這些學生，可
看出超過半數的應屆畢業生(50-58%)畢業後預定立刻就職(圖表 6-3-1-2)。
圖表 6-3-1-2

應屆畢業生已就業或準備就業者的變化

另一方面，準備升學的畢業生相對較少。每屆畢業生僅有 2-4 人繼續升學，近年來景氣
不佳，可看出學生有不走升學路線，而選擇提早就業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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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3-1-3

應屆畢業生準備升學者的變化

這份原始問卷設計的問題點為：除了「已就業」或「準備就業者」之外，近三成的學生
將現狀勾選為「其他」這個選項，但其實際狀況則為打工度假、交換留學以及服兵役等。如
從調查就業意願的觀點來看，的確有扣掉此三成後的七成左右數字可當參考，但如考慮到隨
著時代的變化，年輕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已有所不同，今後不應僅侷限於就職相關的選項，
而應掌握並活用學生畢業後可能選擇之出路，加入新趨勢的選項。
另外，針對就業所需之重要能力方面的三個學年度的調查回答結果如下。
圖表 6-3-1-4

應屆畢業生對就學或就業條件之重要性的評估(101 年畢業生)

專業知識 語言能力 人際關係 在學成績 挫折容忍度 溝通能力

態度

非常重要

48.3%

49.0%

63.2%

2.3%

71.3%

74.7%

88.5%

重要

50.6%

50.6%

35.6%

60.9%

27.6%

25.3%

11.5%

不重要

1.1%

0%

1.1%

35.6%

1.1%

0%

0%

非常不重要

0%

0%

0%

0%

0%

0%

0%

圖表 6-3-1-5

應屆畢業生對就學或就業條件之重要性的評估(102 年畢業生)

專業知識 語言能力 人際關係 在學成績 挫折容忍度 溝通能力

態度

非常重要

54%

57%

63%

10%

64%

76%

82%

重要

46%

41%

34%

47%

35%

24%

18%

不重要

0%

1%

2%

41%

0%

0%

0%

非常不重要

0%

0%

0%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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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3-1-6

應屆畢業生對就學或就業條件之重要性的評估(103 年畢業生)

專業知識 語言能力 人際關係 在學成績 挫折容忍度 溝通能力

態度

非常重要

56%

57%

58%

6%

64%

73%

79%

重要

43%

43%

39%

39%

36%

26%

21%

不重要

1%

0%

2%

46%

0%

1%

0%

非常不重要

0%

0%

0%

9%

0%

0%

0%

除了日文系必須具備的「語言能力」(98-100%)及「專業知識」(99-100%)以外，多數畢
業生亦舉出「態度」(99-100%)、「溝通能力」(99-100%)、挫折容忍度(99-100%)以及「人際
關係」(98-99%)等能力，亦相形重要。
綜上可看出本系透過持續不斷的在 4 年的期間內，向學生大力宣導的「溝通交流」等核
心能力已逐漸成形，透過每年舉辦與他校或與社會地區等的交流活動等努力，參加各種活動
的學生一多，自然而然能養成此種觀念 (圖表 6-3-1-4,6-3-1-5,6-3-1-6)。
二、歷屆畢業生對系所學生學習成效意見
1. 103 年度本系施行的歷屆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附錄資料 6-1-2 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暨碩士班
畢業生動向問卷調查表)
圖表 6-3-2-1

畢業生受到肯定的能力

大學部畢業生人

佔總人數

碩士班

佔總人數

數（100 人）

比率

畢業生人數

比率

（10 人）
1.本科系專業知識

42

42%

6

60%

2.語言能力

77

77%

8

80%

3.邏輯思考能力

38

38%

7

70%

4.協調與溝通能力

49

49%

8

80%

5.態度（學習、工作、認真、負責等）

86

86%

9

90%

6.解決問題能力

43

43%

6

60%

7.人際關係

41

41%

3

30%

8.其他

3

3%

0

0%

依據目前就職的畢業生自我判斷，在企業之中約 77-80%的人認為日語能力被肯定，約
80-86%的人認為自己的工作態度被肯定，另 49%的大學部畢業生及 80％的碩士班畢業生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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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與溝通能力受到肯定，這項結果某種程度也反映出本系之「培育語言能力及溝通交流能
力」的教育目標已見成效(圖表 6-3-2-1)。
圖表 6-3-2-2

畢業生自己需要加強的能力
碩士班

佔總人數

畢業生人數

比率

大學部畢業生人

佔總人數

數（100 人）

比率

1.本科系專業知識

31

31%

2

20%

2.語言能力

47

47%

5

50%

3.邏輯思考能力

32

32%

8

80%

4.協調與溝通能力

40

40%

4

40%

5.態度（學習、工作、認真、負責等）

4

4%

2

20%

6.解決問題能力

42

42%

3

30%

7.人際關係

22

22%

5

50%

8.其他

7

7%

0

0%

（10 人）

然而，畢業生感到「需要加強的能力」之項目中，回答比例最高的是「語言能力」。為
了要將日文好好的運用在各種專業領域上，必須透過不間斷的求知慾望及努力不懈方可持續
長進。此結果忠實呈現出學習語言並無終點，亦不僅侷限於大學 4 年花在教室中的語言訓練，
而是彰顯了終身學習能力的重要性 (圖表 6-3-2-2)。
此次由畢業生自由填寫的問題中有「對課程的回憶」中一項，較值得一題的回答為「課
程設計除了培養日語能力的聽、說、讀、寫之外，並利用習得的日語能力在課堂以發表意見
等討論方式進行，培養出獨立思考的能力，不管在研究所或職場都能加以運用」等意見。除
了大力肯定本系主要的語言課程，如基本文法、發音、語法、文學史、日劇聽解、辯論等課
程之外，也肯定了其他本系以三、四年級學生為主的選修課程，如教授分科、花火刊物、日
本資訊傳播導論、越境文化、比較溝通等，以及非常具有本系特色的社會領域及文化領域課
程的重要性。這些課程皆要求學生用心想一些從來沒思考過的社會議題。學生在聽同儕提出
自己的看法時，會發現有很多思考的方向與層面，這些隱形的能力是畢業以後在看待一些議
題時，才會開始去思考，而逐漸顯現出來的，而不是單方面被動的接受媒體的資訊。
另外，自由填寫的另一問題「系友意見與建議改進內容」方面，多位系友均提及「系上
師長十分用心教學，也熱心提供協助，是值得學習與模仿的對象」等類似意見。另外、本系
除了日語基礎課程以外，亦提供了學生在獨立自主研究、發表成果、相互探討學識、見解等
領域的空間，還有透過討論文化和社會議題的課程來培養獨立思考能力、溝通協調能力、自
主學習等能力，在未來的職場上和生活上都非常有幫助。於此期間無論是學教或是身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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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都讓学生們得以有模仿、學習、思考、改善的方向。
由此次歷屆畢業生問卷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大多數的畢業生非常認同所實施的「語言及實踐」
教育。其中與姐妹校的交流活動或從事雜誌的採訪編輯，以及討論課程所得到的訓練能力皆
可實踐應用於職場上。
2. 配合「系友回娘家」活動之問卷調查(附錄資料 6-1-3 日文系系友回娘家問卷調查表)
本系配合東海大學校慶日期，定期於每年 11 月初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除了有助於
了解畢業生的工作概況並取得意見外，亦可讓在校生及早獲得就業方面的相關訊息。本系於
「系友回娘家」活動之際，對系友施行了問卷調查，最近一次係於 2012 年 11 月 3 日進行。
當天蒐集了系友們的各種寶貴意見。分別以①「在系上所學的，有什麼是出社會後才體會到
是有幫助的」、②「本系與別校日文系畢業者有無不同之處」、③「對課程的意見」、④「建
議與改進內容」等問題提問，請系友以文字敘述的方式自由發揮，茲統整於下。
①

在系上所學的，有什麼是出社會後才體會到是有幫助的
圖表 6-3-2-3 在系上所學的，有什麼是出社會後才體會到是有幫助的

由圖表 6-3-2-3 可看出畢業生覺得在系上所學，出社會後才體會到是有幫助的能力主要為
「獨立思考‧邏輯思考」、「溝通能力」、「態度」及「日語發音」等。從文字敘述(附錄資
料 6-3-1 系友回娘家問卷意見彙整)的意見中亦提及「在系上所學的學習中，日語能力方面扎
實的文法、發音、閱讀訓練等能打下很好的基礎」。另一方面，系提供給學生的“積極＂“自
學＂“正向＂的態度，讓畢業生現在的生活不會害怕無助。而且對社會文化有著關懷的心，
並具有正確的人格發展，獨立思考、勇於發言的正向能量。另外也學習到了對社會文化的關
懷，正確的人格發展，獨立思考、勇於發言等能力。加上包容的態度與溝通能力，也是出社
會後覺得很有用處的能力。東海日文系的很多課程對文化關懷、批判思考也很有幫助。其他
方面，畢業生舉出的重要能力還包括多方面思維、自我解決問題的能力、宏觀的看法、邏輯
思考能力、表達能力、資料統整能力、積極正向的態度等。這些能力運用在商場上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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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談上，發揮了相當的效果。他們也提及「具有包容他人的態度」、「站在他人立場為人著
想的特質」亦有所幫助。
②

本系與別校日文系畢業的人有無不同之處
圖表 6-3-2-4

本系與別校日文系畢業的人有無不同之處

由圖表 6-3-2-4 可看出畢業生覺得本系與別校日文系畢業生的不同之處主要為「多元思考
能力」、「日語發音」、「認同感」等。從文字敘述(附錄資料 6-3-1 系友回娘家問卷意見彙
整)的意見中亦提及對日文系的畢業生而言，日語能力雖然依舊相當重要，然而出了社會實際
感受到的是語言充其量只是輔助，實際影響的仍是自身能力。本系透過一些非語言的課程，
培養了眼界與溝通能力。因此，本系畢業生透過日文，了解社會、文化，較能以多方視角比
較台日差異，眼界也較廣闊。其次，在交流與溝通方面，因為有多元文化的課程，能使想法
較廣闊，且積極的善用各種方式與他人交流，較開放，亦較能接納其他想法。另外，亦見「具
獨立思考能力的東海畢業生比較會思考及規劃自己的人生，腦袋裡裝的東西較多元、開放，
較不會固執己見」等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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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對課程的意見
圖表 6-3-2-5

對課程的意見

由圖表 6-3-2-5 可看出畢業生對課程的意見主要為強調「會話練習的重要性」及「針對就
業市場所需來開課」等。從文字敘述(附錄資料 6-3-1 系友回娘家問卷意見彙整)的意見中可看
出，除了提及「平日課程確實培養了獨立思考的能力，對職場發揮相當有助益」外，亦肯定
本系「多元人才培養」、「多元價值觀的認識」、「互動課程對社會工作有所幫助」、「與
外界接觸及需要自己親自完成」等方面的課程設計。
④

建議與改進內容
此問題回答的人數相對不多，主要意見為保持「人文特色」、「大家庭氣氛」及「積極

溝通交流」，此外，還有「多了解就業市場需求」、「開設業界相關課程」，並「建立求職
平台」等。
整體而言，本系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著重於不光只重視日文能力的獲得，而是將語言
當成工具，訓練如何獲得社會文化裏，藉由溝通及交流之間產生出來的能力。這種訓練方式
得到了本系畢業生的肯定。
三、企業雇主對系所學生學習成效意見
除了針對畢業生的問卷調查之外，本系於 2014 年再次以雇主為調查對象實施問卷調查
（附錄資料 6-1-4 2014 年雇主對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畢業生暨碩士班就職表現之問卷
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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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3-3-1
人數

雇主對本系畢業生滿意度 1

9.
10.
5.
6.
7.
8.
4.
3.
1.
2.
語言能力 邏輯思考 歸納表達 解決問題 反思能力 學習態度 執行能力 創新．創 人際關係 工作整體
表現
意
能力
能力
能力

非常滿意

11

8

7

6

5

15

6

5

11

6

滿意

9

12

12

14

13

5

13

14

9

14

不滿意

0

0

1

0

1

0

1

1

0

0

100%

95%

100%

95%

100%

95%

95%

100%

100%

滿意比率 100%

圖表 6-3-9 的結果顯示，雇主對本系畢業生滿意度較高項目為語言能力、邏輯思考能力、
解決問題能力、學習態度、人際關係，以及工作整體表現等都得到 100%的評價，而且對「今
後是否會雇用本系畢業生」的詢問中得到 100%的企業主回答「願意」的答案(圖表 6-3-3-2)。
圖表 6-3-3-2

雇主對本系畢業生滿意度 2

貴單位若有職缺，是否願意繼續聘僱本系的畢業生？

人數／20 人 佔總人數比率

願意

20

100%

不願意

0

0%

最後將雇主自由填寫的「希望本系畢業生擁有的能力」逐一列在圖表 6-3-3-3。以下意見
皆依照原文羅列。
圖表 6-3-3-3

「雇主希望本系畢業生擁有的能力」之意見彙整表

1.除具備上表特質外，希望能具備溝通協調能力、主動積極、案件控管能力及職場應變能力(在
校能給予進入職場前之訓練及知識，減少認知上之落差，能順利融入職場環境)
2.語言以外的第二專長
3.貴校的日文人才很優秀，盼繼續努力培育。
4.有責任感、工作態度佳、積極學習公司產品技術、主動幫忙
5.日、英、韓語都精通的人才
6.邏輯思考佳、學習態度積極進取、具國際觀念
7.領導
8.積極認真
9.日文商業知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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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除語言能力之外，合群、進取、邏輯三項能力。當然品德問題更是不在話下。
11.有永續學習意願,善用所學之語文能力之人。
12.創意/日文應用強且具有協調能力者
13.口語的表達能力高，抗壓性強，對新的工作事物擁有良好的學習態度。
14.一、語言能力.文化.風俗習慣二、工作態度三、組織.邏輯思考

上述雇主對本系畢業生的能力要求調查中(圖表 6-3-3-3)，得知大多數企業主對日文系的
畢業生除了要求日語能力外，也希望畢業生能具有和他人協調的能力以及對工作的積極性及
邏輯思考能力。在這層面上，雇主雖對本系畢業生的能力已有一定的評價，但也期待學生在
就業前能透過研修等方式取得工作的經驗。因此，今後本系將有必要思考開設如「實習課程」
之類的科目，以提供學生實習方面的工作經驗。

6-4 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力情形為何？
本系透過下列機制，結合系友人力物力資源，提昇畢業生之就業力:
1.系友會的運作
本系畢業系友於 97 學年度成立了系友會，並於隔年 2009 年成立了專屬 FB 社群專頁，
透過 FB 提供給系友各種就業及系上資訊，提供在校生及畢業生之間的諮詢交流。目前專頁
會員人數約 740 人（帳號：東海大學日文系 OB 校友會）。
2. 徵才說明會
由於系友就業表現優異，業主主動表示樂意於本系舉辦就業徵才說明會，以招攬優秀的
畢業生，亦見良好成效。另外，本系第五屆周姓系友目前於宜得利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台
灣分公司董事長秘書，在其積極牽線之下，宜得利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於 103 年 4 月 21 日特地
到校為本系學生舉辦徵才說明會，並於 103 年 12 月 15 日捐贈本系 70 萬元為本系學生獎學金，
由於此次的說明會，截至目前為止本系系友共有 7 位就職於該公司，且 103 學年度即有 4 位
應屆畢業生順利進入該公司就業(圖表 6-4-1)。
圖表 6-4-1 103 年 4 月 21 日徵才說明會順利就職名單
氏名 性別 入社日

現部署

周○○ 女 2008/2/18 管理部

職位
総務人事部

専門科目

東海大學 文學院

卒業年月
200006

日本語文學系

ASMgr
洪○○ 女 2010/7/5 デリバリ部

最高学歴

DV 担当

東海大學 文學院

200906

日本語文學系
黃○○ 女 2010/7/9 楠梓台糖店

店長

東海大學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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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文學系
蔡○○ 女 2014/7/28 高雄大樂店

担当者

東海大學 文學院

201406

日本語文學系
莊○○ 女 2014/7/28 台中新時代店 担当者

東海大學 文學院

201406

日本語文學系
林○○ 女 2014/8/18 新竹巨城店

担当者

東海大學 文學院

201406

日本語文學系
簡○○ 女 2014/8/18 新竹巨城店

担当者

東海大學 文學院

201406

日本語文學系

3.系友回娘家
每年「系友回娘家」活動皆配合校慶時間舉辦。利用此活動，提供就業之建言，讓在學
的學弟妹可以預先做準備，除了有助於了解畢業生的工作概況並取得意見外，亦可讓在校生
及早獲得就業方面的相關訊息，並對其未來的人生規劃有所助益。也提供在校生與畢業生之
間交流的平台，讓系友與在校生之間皆能分享求學經驗及職涯準備等生涯建言。
4. 成立「系、系學會、系友會」聯合溝通資訊管道(附錄資料 6-1-5 2015 年「系、系學會、系
友會」連結會議記錄)
如 6-1 所述，2015 年 1 月 23 日，為了更緊密的連結在校生與系友之間的關係，也讓在校
生有機會得到更接近產業的各項訊息及建言，本系與現任系友會會長、現任系學會會長三方
面共同討論實際合作的重點，記錄如下：
(1)

五月畢業系友會參加日文週活動，藉此提供學弟妹各方意見。

(2)

五月下旬畢業系友將於大四謝師宴活動中分享經驗談。

(3)

九月迎新茶會（北.中.南之畢業系友配合參與，提供諮詢服務）。

(4)

十一月系友回娘家活動形式調整為每年以不同的主題，邀請各個領域的系友來分
享，會後並舉辦中區系友餐會活動，以期連絡感情並提升聯誼品質。

5. 系友演講
邀請系友回校分享工作經驗，提供學弟妹將來的就業之建言。加上本校於 102 學年度起
於各科系設置職涯導師，輔導學生就業規劃、特別規畫的職涯探索講座，亦會聘請職涯專業
輔導師到校演講。近 3 年來共有以下 11 場職涯系列講座、12 名系友返回母系演講(圖表 6-4-2)，
提供學弟妹職場資訊及學習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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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4-2 系友演講暨職涯系列講座
學期

1 100-上

2 102-上

日期

地點及時間

性質

2012.4.23

12:30-15:20 系友

（一）

HT104

2013.5.1

12:30-15:20 系友

（三）

HT102

分享

分享

講者
蔡易儒
（13 屆）
鍾宜芳
（14 屆）
徐珮姍
（15 屆）

3 102-下

2014.3.22

14:00-17:30 系友

（六）

HT102

分享

馬鈺
（15 屆）
陳郁涵
（16 屆）

講者簡介

航空公司

工作經驗談

日商公司

工作經驗談

4 102-下

2014.5.24

10:00-12:00 系友

（六）

HT102

分享

所 1 屆）
孫若梅

企業

6 103-上

7 103-上

2014.5.30

15:20-17:30 履歷

（五）

HT302

2014.10.24

10:20-12:10

（五）

SS201

2014.11.28

10:20-12:10

（五）

SS201

講座

劉慧敏

職涯探
索與規

張愛卿

劃1
職涯探
索與規

萬曉琪

劃2
彭翊銘
（11 屆，

8 103-下

2015.4.10
（五）

13:00-15:00 系友
HT302

分享

所 1 屆）
邱麗穎
（11 屆）

9 103-下 2015.5.2

10:20-12:10 系友

王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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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

驗 分 享 會 ～

双橋全方位日語 PART 1 航空公 43
中心

司，日系企業篇

長榮航空

～

學長姐工作經
麗明營造

驗 分 享 會 ～

台灣佳能

PART 2 日系企

25

業，翻譯篇～

（16 屆）
5 102-下

參加

捷星航空，寶成 學 長 姐 工 作 經

黃雅芬
（系 11 屆，

講題

方寸創藝工作室
執行長
靜宜大學國際企
業學系專任講師

履歷自傳講座

15

談職涯規劃

82

台灣日東光學(日 日 商 公 司 溝 通
商)前人資部副理 文化及禮儀

61

奔馬電子（日商）
品質管理課長

求職・工作經驗

藝創國際娛樂有 分享 1

22

限公司負責人
韓國航空

求職・工作經驗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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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HT302

分享

（11 屆）

O 劇團行政/演員 分享 2

陳毓敏
（11 屆）
10 103-下

11 103-下

2015.5.28
（四）

13:00-15:00

履歷自|
傳講座

2015.6.5

13:00-15:00 面試彩

（五）

HT302

妝講座

凌慧君

Career 就業情職
涯學院職涯顧問

傅玟華

日商安露莎保養

（12 屆）

品公司營業輔導

履歷自傳講座

16

面試彩妝教學

14

二、特色
1. 因本系將「日語」視為溝通交流的必要工具，端看學生畢業後的表現即可得知此教育理念
已活用於其職場上，且從各種調查報告中亦顯示本系畢業生具有職場競爭力。
2. 透過 OB 會的運作、SNS（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 社會性網路服務）的普及、以及每年
舉辦的「系友回娘家」等活動，本系連結畢業生的網絡已逐漸茁壯成形。
3. 本系氣氛和諧，教師們積極營造猶如大家庭般的氛圍。此點可由學生會舉辦的各種活動如
日文週，及每年舉辦的「系友回娘家」活動看出，無論教師與畢業生，或學長姐與學弟妹
之間都可感受到和樂融融的情誼。

三、問題與困難
1. 歷屆問卷調查中，題目或選項的設定，及雇主回答人數的不足，都有改善的空間。
2. 碩士班成立至今已 9 年，相較於大學部的畢業生聯絡網，碩士班則較為薄弱。
3. 由於網路世代的增加，傳統的紙本或電子郵件等聯絡方式已相對落伍。
4. 本系畢業學生就業前研修或實習等經驗較為缺乏，部分企業主期待學生在就業前能透過研
修等方式取得工作的經驗。

四、改善策略
1. 考慮到隨著時代的變化，年輕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已有所不同，今後應利用校方提供的
專業管道，廣納學生及畢業生的意見，掌握並活用新趨勢的題目及選項。
2. 與大學部同樣，今後應與碩士班的畢業生共同合作，加強與畢業生的聯絡管道並將其系統
化。
3. 積極拓展新的聯絡管道，如使用 LINE 及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增加聯絡的效率。
4. 今後有必要思考加強與企業間的連結，提供學生們工作的實習機會。如開設「實習課程」
之類的科目，以利於將來的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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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七：整體改善

項目七：整體改善
一、現況描述
7-1 行政管理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系教學方面採團隊式教學，行政管理方面也採團隊式的行政管理，系務會議、課程及
教學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系所自我評鑑會議皆由全系教師共同組成，每月定期召開一
至二次，系務會議為系務最高決策單位，針對系所發展方向、教學與課業輔導、學生生活輔
導、招生、學術研究、圖儀設備、經費管理、評鑑等相關議題進行討論與改善，評鑑相關問
題則由系所自我評鑑小組研擬草案交會議討論，也依各時期需要召開課程及教學委員會，邀
請校外專家、業界代表、學生代表針對有關本系發展方向、核心能力、課程規劃等相關議題，
進行討論，另，教師評審委員會則針對教師評鑑、聘任、升等相關議題，其中教師的評鑑與
升等，則會請當事人說明完畢後離席再進行開會討論與審查，請參考佐證資料 7-1 101-103 年
系務會議、課程及教學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系所自我評鑑會議等相關紀錄。
除上述全體教職員參加的會議以外，本系 101-103 學年度依執掌在系務會議下分教學委
員會、考試委員會、碩士班委員會、系刊編輯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國際交流委員會、獎學
金委員會（103 年度增）等 6-7 個委員會分別擔任系內各項業務，其中事務委員會因工作繁複，
其下更細分為 6 個小委員會：圖書委員、財務設備（空間）委員、學生事務委員、選修日語
委員、教學助理委員、文宣委員，分項執行各樣職務（請參考 101-103 各學年度之各委員會
職掌），教學方面則另外依課程聯結，逕行召集開會研討。（請參考項目二）
系主任需統管系務、負責處理系務會議交辦事宜並與校內外各單位接洽，各個教師則依
所擅長負責協助各項系務。所有教師各依不同性質事務，各有專司其職的委員會討論與議決，
且全體教師平均分工，分別擔任各委員會委員，因此每位教師多身兼數委員會委員職責，若
本系各項事務運作發生問題，各教師便能及早發現並進行改善。由於所有教師都能充分表達
看法和意見，也相當程度的被平等重視，雖時因意見分歧而耗費討論時間，也需付諸表決。
但也因為所有教師均參與討論，又歸責清楚，所以容易集思廣益凝聚共識，且一經議決即能
迅速實施。這樣的團隊共事關係實是本系不可多得的資產。

113

104 學年度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自我評鑑報告

101 學年度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所各委員會職掌
※各委員會所制訂之草案，需送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執行。
委員會名稱
1

101 委員名單

職 務 內 容

標註*者為召集人

教學委員會 ＊黃淑燕

1. 以系所教育理念為基礎訂定及改善課程

古川ちかし（執行長）

．召開課程改善之相關會議。

林珠雪、工藤節子、

．根據學生及教師的意見進行課程之問題
分析及研擬改善策略。

緒方智幸、林嘉惠

2. 改善教學

【魏竹君、陳復蓉】

．舉辦改善教學之相關活動
．教學會議之召集
2

3

考試委員會 ＊黃淑燕

碩士班
委員會

1. 大學招生相關之試務

緒方智幸（執行長）

．大學入學之各項方案的檢討

黃美慧、紀朝榮、

2. 安排各項考試事宜

林珠雪、侯一峰

．轉學考

【陳復蓉】

．輔系

＊黃淑燕

碩士班之各項相關事務

大西仁、松永稔也

．學生指導教授選取、學位考試等相關事
務

（執行長 2 位）

4

系刊編輯
委員會

古川ちかし、北川修一、

．碩士班相關法規之制訂

笹沼俊曉、蕭幸君

．碩士班之招生及入學考試等相關事務

【呂佩芬】

．碩士班之課程修定與檢討

＊笹沼俊暁

系刊編輯之各項相關事務

大西仁、蕭幸君、松永稔也 ．論文徵稿及各項審稿相關事務
【呂佩芬】

．系刊編輯與校正（各期內容之選定與編
排、校正、寄送名單之確認等事務）
．研擬系刊相關之計畫、實施、改進等提
案，並提系務會議決議後執行。

5

事務委員會 圖書委員：

1. 圖書之整理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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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名稱

101 委員名單

職 務 內 容

標註*者為召集人
＊笹沼俊暁、黃美慧

2. 圖書目錄之編整

【陳復蓉】
財務設備（空間）委員：

1. 系所各項財務之收支出納

＊紀朝榮、黃淑燕（空間）

2. 編列各項活動預算

【呂佩芬】

3. 空間利用之調整

學生事務委員：

1. 在校生之各項活動相關事宜

＊林嘉惠、侯一峰、黃美慧、 ．輔導系學會及學生各項活動
紀朝榮

2. 畢業生相關之各項事宜

【魏竹君、陳復蓉】

．協助系友會活動
．舉辦系友回娘家等活動
．策劃系友演講活動

選修日語委員：

共選修日語之課程與相關事務

＊紀朝榮、侯一峰

．召集共選修日語會議

【魏竹君、陳復蓉】

．擬定課程進度
．安排命題教師
．其他與共同選修相關事務之聯繫

教學助理委員：

教學助理相關之各項事務

＊北川修一、工藤節子

．教學助理之選考

【陳復蓉】

．教學助理之管理（接受諮詢、問題之解
決等）
．教學助理之運用安排
．召開教師與教學助理之各項相關會議

文宣委員：

系所文宣之相關事務

＊松永稔也

．系所網頁之管理與監督

林珠雪、北川修一

．系所網頁更新工作之分配
．系所宣傳相關工作之分配（系所簡介、

【陳復蓉】

海報等等）

【呂佩芬】（碩士班文宣）

．與國教室資訊之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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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名稱
國際交流
委員會

101 委員名單

職 務 內 容

標註*者為召集人

1. 系內國際交流相關工作之整合

*黃淑燕
松永稔也、林珠雪、

．加強事前宣傳及事後各項報告書之整合

林嘉惠、工藤節子

．國際交流相關之各項檢討與提案（與學
生國際交流網頁之連結、系內國際交流

【陳復蓉】

相關行政之監督）
2.

學生國際交流社團之輔導

．輔導學生社團之活動進行
．學生國際交流社團與系之聯繫橋樑
．輔導學生國際交流社團參與並支援系內
之各項國際交流工作
．學生國際交流網頁之監督
備註：王怡人老師請育嬰假一年。

116

項目七：整體改善

102 學年度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所各委員會職掌
※各委員會所制訂之草案，需送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執行。
委員會名稱
1

委員名單

職 務 內 容

標註*者為召集人

教學委員會 ＊黃淑燕

1. 以系所教育理念為基礎訂定及改善課程

古川ちかし（執行長）

．召開課程改善之相關會議。

林珠雪、工藤節子、緒方智幸 ．根據學生及教師的意見進行課程之問題
林嘉惠

分析及研擬改善策略。

【魏竹君、陳復蓉】

2. 改善教學
．舉辦改善教學之相關活動
．教學會議之召集

2

考試委員會 ＊黃淑燕

1. 大學招生相關之試務
．大學入學之各項方案的檢討

緒方智幸（執行長）

紀朝榮、林珠雪、侯一峰、 2. 安排各項考試事宜
王怡人、林嘉惠

3

碩士班
委員會

．轉學考

【陳復蓉】

．輔系

＊黃淑燕

碩士班之各項相關事務

北川修一（執行長）

．學生指導教授選取、學位考試等相關事
務

大西仁、古川ちかし、
笹沼俊曉、蕭幸君

．碩士班相關法規之制訂

【呂佩芬】

．碩士班之招生及入學考試等相關事務
．碩士班之課程修定與檢討

4

系刊編輯
委員會

＊大西仁＊黃美慧（執行長） 系刊編輯之各項相關事務
笹沼俊暁、蕭幸君、

．論文徵稿及各項審稿相關事務

松永稔也

．系刊編輯與校正（各期內容之選定與編

【呂佩芬】

排、校正、寄送名單之確認等事務）
．研擬系刊相關之計畫、實施、改進等提
案，並提系務會議決議後執行。

5

事務委員會 圖書委員：

1. 圖書之整理採購

＊笹沼俊暁、王怡人

2. 圖書目錄之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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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名稱

委員名單

職 務 內 容

標註*者為召集人
【陳復蓉】
財務設備（空間）委員：

1. 系所各項財務之收支出納

＊紀朝榮、黃淑燕（空間）

2. 編列各項活動預算

【呂佩芬】

3. 空間利用之調整

學生事務委員：

1. 在校生之各項活動相關事宜

＊林嘉惠、侯一峰、紀朝榮

．輔導系學會及學生各項活動

【魏竹君、陳復蓉】

2. 畢業生相關之各項事宜
．協助系友會活動
．舉辦系友回娘家等活動
．策劃系友演講活動

選修日語委員：

共選修日語之課程與相關事務

＊紀朝榮、侯一峰

．召集共選修日語會議

【魏竹君、陳復蓉】

．擬定課程進度
．安排命題教師
．其他與共同選修相關事務之聯繫

教學助理委員：

教學助理相關之各項事務

＊北川修一、工藤節子

．教學助理之選考

【陳復蓉】

．教學助理之管理（接受諮詢、問題之解
決等）
．教學助理之運用安排
．召開教師與教學助理之各項相關會議

文宣委員：

系所文宣之相關事務

＊松永稔也

．系所網頁之管理與監督
．系所網頁更新工作之分配

林珠雪、王怡人
【陳復蓉】

．系所宣傳相關工作之分配（系所簡介、
海報等等）

【呂佩芬】（碩士班文宣）

．與國教室資訊之連結
6

國際交流

1. 系內國際交流相關工作之整合

*黃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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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名稱
委員會

委員名單

職 務 內 容

標註*者為召集人

松永稔也、林珠雪、林嘉惠、．加強事前宣傳及事後各項報告書之整合
工藤節子

．國際交流相關之各項檢討與提案（與學

【陳復蓉】

生國際交流網頁之連結、系內國際交流
相關行政之監督）
2. 學生國際交流社團之輔導
．輔導學生社團之活動進行
．學生國際交流社團與系之聯繫橋樑
．輔導學生國際交流社團參與並支援系內
之各項國際交流工作
．學生國際交流網頁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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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所各委員會職掌
※各委員會所制訂之草案，需送系務會議通過後方可執行。
委員會名稱
1

委員名單

職 務 內 容

標註*者為召集人

教學委員會 ＊黃淑燕

1. 以系所教育理念為基礎訂定及改善課程
召開課程改善之相關會議。

古川ちかし（執行長）

．根據學生及教師的意見進行課程之問題

林珠雪、工藤節子、

分析及研擬改善策略。

緒方智幸、林嘉惠

2. 改善教學

【魏竹君、陳復蓉】

．舉辦改善教學之相關活動
．教學會議之召集
2

考試委員會 ＊黃淑燕

1. 大學招生相關之試務
．大學入學之各項方案的檢討

緒方智幸（執行長）

紀朝榮、林珠雪、侯一峰、 2. 安排各項考試事宜
王怡人、林嘉惠、黃美慧

3

碩士班
委員會

．轉學考

【陳復蓉】

．輔系

＊黃淑燕

碩士班之各項相關事務
．學生指導教授選取、學位考試等相關事

北川修一（執行長）

務

大西仁、古川ちかし、

．碩士班相關法規之制訂

笹沼俊曉、蕭幸君

．碩士班之招生及入學考試等相關事務

【呂佩芬】

．碩士班之課程修定與檢討
＊しょう先生：新入生ガイダンス
＊笹沼先生：中間、卒業発表関連（中間
発表のテーマの審査、発表会）
＊古川先生：ニトリ奨学金関係
＊大西先生：プロジェクトの成果発表、
新規立ち上げの説明会
＊北川：試験関係
4

系刊編輯

＊大西仁＊黃美慧（執行長） 系刊編輯之各項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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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名稱
委員會

委員名單

職 務 內 容

標註*者為召集人
笹沼俊暁、蕭幸君、

．論文徵稿及各項審稿相關事務

松永稔也

．系刊編輯與校正（各期內容之選定與編

【呂佩芬】

排、校正、寄送名單之確認等事務）
．研擬系刊相關之計畫、實施、改進等提
案，並提系務會議決議後執行。

5

事務委員會 圖書委員：

1. 圖書之整理採購

＊笹沼俊暁、王怡人

2. 圖書目錄之編整

【陳復蓉】
財務設備（空間）委員：

1. 系所各項財務之收支出納

＊紀朝榮、黃淑燕（空間）

2. 編列各項活動預算

【呂佩芬】

3. 空間利用之調整

學生事務委員：

1. 在校生之各項活動相關事宜

＊林嘉惠、侯一峰、紀朝榮

．輔導系學會及學生各項活動

【魏竹君、陳復蓉】

2. 畢業生相關之各項事宜
．協助系友會活動
．舉辦系友回娘家等活動
．策劃系友演講活動

選修日語委員：

共選修日語之課程與相關事務

＊紀朝榮、侯一峰

．召集共選修日語會議

【魏竹君、陳復蓉】

．擬定課程進度
．安排命題教師
．其他與共同選修相關事務之聯繫

教學助理委員：

教學助理相關之各項事務

＊工藤節子

．教學助理之選考

【陳復蓉】

．教學助理之管理（接受諮詢、問題之解
決等）
．教學助理之運用安排
．召開教師與教學助理之各項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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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名單

委員會名稱

職 務 內 容

標註*者為召集人
文宣委員：

系所文宣之相關事務

＊松永稔也

．系所網頁之管理與監督

林珠雪、王怡人

．系所網頁更新工作之分配

【陳復蓉】

．系所宣傳相關工作之分配（系所簡介、

【呂佩芬】（碩士班文宣）

海報等等）
．與國教室資訊之連結

6

國際交流
委員會

1. 系內國際交流相關工作之整合

*黃淑燕
松永稔也、林珠雪、

．加強事前宣傳及事後各項報告書之整合

工藤節子

．國際交流相關之各項檢討與提案（與學

【陳復蓉】

生國際交流網頁之連結、系內國際交流
相關行政之監督）
2. 學生國際交流社團之輔導
．輔導學生社團之活動進行
．學生國際交流社團與系之聯繫橋樑
．輔導學生國際交流社團參與並支援系內
．之各項國際交流工作
．學生國際交流網頁之監督

7

獎學金
委員會

審查學生各項獎學金之申請

*黃淑燕
古川ちかし、紀朝榮

而本系系內各項循環改善機制之流程也是會通過各委員會負責管道，其巡迴方式如下方
圖表所示（圖表 7-1-1 互動示意圖）
1. 透過學生個別或系學會反映，助理助教、導師、任課教師觀察以發現問題導師、任課教師、
助理助教現場處理。
2. 未完成者反映系主任或系上各委員會處理（除內部會議討論外，依問題性質場也會召開師
生座談會、說明會等）
3. 未完成者反映校方相關單位處理（學院、學務、教務、總務…）

122

項目七：整體改善

圖表 7-1-1 與學生溝通互動示意圖

另，系所行政管理運作則如下方圖表所示。

圖表 7-1-2 行政管理運作機

而近年本系所做的改善有
1. 更改系名：自「日本語文學系」更名為「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2. 課程架構方面：配合系名更改，將本系大學部選修課程，由原本的「語言」「文化」「社
會」三大領域，調整為「語言」及「文化」兩大領域。碩士班原區分「台日語言接觸領域」
「台日表象文化交流領域」「台日社會溝通領域」三大領域的課程也配合系名更改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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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言溝通領域」、「台日社會文化領域」兩大領域，下分「日本語研究」「台日語言接
觸」及「台日表象文化」「台日社會交流」四個主軸。
3. 課程方面：大學部必修科目新增「語法（一）」及「綜合日語（三）」。碩士班必修課程
新增「研究方法論」。
4. 畢業門檻：為確實達到 Capstone 課程「専題研究」的實施效果，新增畢業門檻「專題研究
日語公開發表」，另為確保本系畢業學生能在就業或其他競爭性比賽中能有明顯證明其日
文能力的資料，新增「日語檢定 2 級」為畢業門檻。
5. 各課程的進行方式，如學生反映無法適應全新教學模式的「綜合日語（三）」方式，任課
教師團隊透過與學生座談，在不違反原設計之教育理念的情形下，因應了學生的要求。
6. 建立主要核心科目的檔修制度。
7. 輔導方面：於碩士班新生入學時分配一位教師擔任“相談者＂（アドバイザー）。
8. 招生：有關大學部申請入學之審查方式，原只採書面審查，現改為書面審查之外再加面試，
並舉辦說明會的方式。碩士班則新增頒發五年一貫獎學金、免報名費等政策，

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行品質改善之計畫與落實的情形為
何？（※適用第一週期已受評之系所、在職專班）
主要建議
系名與教育目標宜相符。

改善成果
自 101 學年起更名為『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並修訂與
之相符的系所教育目標。

宜規劃設計畢業生專業知能等各項
檢核機制。

一、訂定畢業門檻：
大學部：
(1) 需通過 N2 日語檢定。
(2) 需參與並通過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碩士班：
建立碩士論文題目、方向之審核機制。
二.各項檢核機制之建立：
1. 課程規劃—確立「課程與核心能力檢核機制」
2. 學生修課輔導—
學士班：「跨級選修能力確認機制」
碩士班：訂定「碩士班修課輔導辦法」
3. 自律學習成效—確立「自律學習成效檢核機制」

宜建立具體作法、規範及明確的評 自 99 學年下開始實施「課程與核心能力檢核」機制
量機制，以檢視課程規劃是否能達 由教師及學生分別填寫『核心能力檢核表』，於每學期
成該系訂定之教育目標。

期末之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議中檢討，以檢視本系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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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活動及評量方式是否能提升學生與系目標相符之學
習成效。
宜重新規劃課程結構，三、四年級 於 100 學年度起新增綜合日語（三）為必修課程，以延
課程仍宜考慮以「聽、說、讀、寫、 續 1、2 年級之基礎日語課程。
譯」為主軸。
空間資源的改善

1. 「日語自學區」之實體空間於 99 下學期因本系新增
HT107（40.8 平方公尺）空間後已獲得改善。
2. 「遠距多功能教室」自 100 學年度開始啟用。
3. 新增 2 個研究生空間。

（碩士班）
對於未具相關專業知識背景之學生

1. 已訂「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系外課程修課輔
導辦法」

修習政治學、社會學、社工類課程
者，宜有修課輔導機制。
（碩士班）

1. 已制定『碩士論文題目審查細則』（2010.9）

宜建立碩士論文題目之審查制度， 2. 已於 99 學年度開設『研究方法論』必修課程。
並開設研究方法論等相關課程，以
提升論文品質。
「社會領域」之多項活動，與日語 本系於進行更名時已重新規劃課程領域，自 100 學年度
文之關係薄弱，宜檢討是否繼續實 起已將社會領域整合入文化領域中。
施。
宜建立更明確的低年級選修高年級 1. 如有學生申請低修高的課程，由教師填寫『跨級選修
課程的認定基準與機制，俾利授課

能力確認書』，並於期末提出該低年級學生之課堂表

教師擬定教學內容與進度，確保學

現及成績以茲證明。

習品質。

2. 已依改善建議訂定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學生
跨級選修學分辦法。

二、特色
本系特色主要透過團隊教學、團隊行政管理呈現。我們透過團隊教學，建立紮實的基礎
課程，並因應新入學生的性質與學習型態不斷反覆檢討，機動式的改進教學模式。善用存在
於東海校內及台灣社會中之日語相關學材及日籍人才，每個教師都不斷開發多樣化的學習模
式，更善用聯結自己在日本或其他各地的人力、物力、環境資源，盡力提供學生多元性、國
際化、跨領域的學習機會與模式，也藉此教導使學生無形中學習發現存在於周遭豐富的學材，
以培育學生自主學習、終身學習的能力；在多元性、國際化、跨領域的 project 活動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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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生包括傾聽、表達、規劃、關懷等的整體能力，藉接觸多元的價值觀，解構學生僵化
的固定觀念，培育學生成為思想上的自由人。
而為免學生因只接觸理想而不解社會現實，本系也加強與社會及產業的連結，如工業手
冊翻譯小組、宜得利等日商公司獎學金與就業的連結、日本 YMCA 國際夏令營志工等，讓同
學藉這些活動觀察社會產業或兒童教育及其家庭的脈動，使學習如何調合理想與現實，在現
實中思考實踐理想的可能。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極為重視教學，認定教學就是我們最優先應向學生負責的專業行為，因此隨時觀察
學生需要，也機動性的隨時因應，但是近年來因應各樣評鑑需求，所有行為皆需一一記錄，
面對問題時之直覺性的所有應對行為，也均需各自建構其邏輯性關聯，實是極大負擔，在欲
確保教學與學習品質為最優先的情形下，文書記錄工作量已大幅超過負荷，訓練巨細靡遺的
自我紀錄習慣，日常專業直覺判斷所採取的行動之自我心理的分析能力也亟待加強。
又為因應各樣問題，也為使全系老師都能關心整體的教學與系務，本系分工仔細，委員
會類別眾多，各委員會因任務不同各自召開會議，但本系因教師人數有限，因此每位教師多
身兼數個委員會委員職責，往往導致教師參加會議過多而負荷過重。
為多元化學生的學習模式，學習自主學習，本系諸多著力於自學體系的建置與營運，是
本系課程規畫中不可或缺的一環，但是這樣的規劃大力仰賴台日籍 TA，TA 經費卻年年刪減，
這也是本系年年感到不安的因素。
另因本系與外國交流活動頻乃，雖本系亦盡力將交流活動拉到島內或校內，教師也都自
掏腰包負責這些工作，但是交流經費對某些同學仍成負擔，無法支付出國或其他交流經費的
學生，學習機會自然減少。為此本系師生經常需向各處申請經費，但是校內外提供申請經費
的管道，又年年變動且預算不斷刪減，對以活動型學習為學生多元學習重要管道的本系來說，
實是一大難題。
除此，近年來甚至其他一般教學方面的預算經費，也都朝寫計劃爭取的方向，但制訂規
則者，常因不理解執行需要而有的諸多僵化且不合理的細項規定，亦讓即便取得部分經費的
計劃，因不符實際需求而窒礙難行。
另，104 學年度將陸續有 2 位專任教師退休，將面臨師資不足問題。

四、改善策略
為順利應付近年來不斷增加的評鑑所需各項文書工作，提醒教師養成習慣巨細靡遺的自
我紀錄，以及分析自我日常專業直覺判斷所採取的行動的心理，並以文字表達記錄，似乎是
本系亟待加強的部分。
經費爭取不易，除繼續廣收資訊，勉力爭取，期盼學校及各單位能提供更多申請管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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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積極募款，以維持教育品質，是本系努力的方向。

五、項目七之總結
本系透過團隊教學、團隊行政管理，建立了良好的共事、共識基礎，各教師行事風格各
異，教學方式也不同，但是彼此都能傾聽與溝通，在共識清楚的教育目標引導之下，本系不
論課程規畫、執行、學生學習輔導，都有相近的基本認知。
更由於各教師所熱心推動的交流活動，是類似師徒制的與學生朝夕相處共事的活動，因
此活動中教師的身教，便能充分奏功，一方面使教師為要成為學生好的典範，在與人接觸時、
日常生活中更能有良好的禮貌與操守，學生也因此能從有好操守教師身上習得待人接物的道
理。更因長時間的相處，師生關係親近，也因所有教師研究室、學系辦公室、自學區、圖書
室、系學會空間、研究生空間皆集中於同一建築中的同一區，學生有任何問題都可以輕鬆找
到老師與之商談，或進辦公室要求解決，因此也更容易及早發現問題。惟少數較少參加交流
活動的同學，較難觸及，是本系較需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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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SWOT 分析)

項目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項目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本系所認為學習語言的目的在與人協調溝通，而為達成這樣的目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透
過交流活動學習語言並培育多元的學習能力，因此本系所注重台日間國際化的交流，期待透
過多樣化的交流活動促使學生擁有助益其一生之多元且自主的學習能力。因此本項主要也以
近三年本系所國際化、多元化及跨領域的角度與他校同質系所進行比較分析。
一、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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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年國際化及多元化跨領域性成果

(4/29)

102

15%

(4/29)

103

15%

(9/32)

101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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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多元文化之溝通與交流」的
人才。
一、短程計劃
1.積極延攬優秀學者、教授，充
實師資陣容。
2.提昇學習與研究風氣。
二、中程計劃
1.協助日語教育往下扎根。
2.支援高中職之日語教學工作。
三、長程計劃
1.提供社會大眾終身學習日語
之環境。
2.培育中日交流所需之各種人
才。
近年來淡江大學日文系更藉由
國際學術會議的召開與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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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成立的目的在培養通曉日

30

7

1

4.
靜宜
大學
日本
語文
學系

流。一方面促進國際文化的相互

本語文、熟知日本文化、具國際
視野、促進台日交流的人才。鼓

(6/18)
102

33%

38

6

1

勵學生依個人志趣，修習相關選
修科目、輔系、雙主修及校內各
專業學程，重視學以致用。期待

(6/17)
103

35%

學生在習得紮實、流暢的日本語
43

8

0

文運用能力的同時，能夠對日本
有整體層面的深入認識。

*註 1：多元化課程意指:大學部及碩士班開課科目中以多元教學方式、課程內容具多元性及跨領域性、課後延伸
出多元性活動計畫及成果之課程

130

項目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二、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教育目標及核心能力一覽

教
育
目
標

大
學
部

核
心
能
力

東海

淡江

東吳

一、培養具日語溝
通交流能力
之人才
二、培養具台日多
元文化交流
能力之人才
三、培養具獨立思
考能力之人
才

一、日語聽、說、
讀、寫、譯五
項技能。
二、接軌國際之能
力。
三、掌握資訊之能
力。
四、迎向未來之能
力。

一、日語聽說溝通
能力
二、日語讀寫溝通
能力
三、終身自主學習
能力
四、文化的多元理
解・交流實踐
能力
五、自省‧獨立思
考能力
六、歸納・表達能
力

一、具備日語聽講
的基礎能力。
二、具備日語口語
表達、中日口
譯的基礎能
力。
三、具備閱讀日語
書報雜誌的
基礎能力。
四、具備日文作
文、日文書信
及中日筆譯
的基礎能力。
五、訓練學生賞析
日本文學、名
著的基礎能
力。
六、理解日本語
學、日語教育
之基礎理論
及研究方法。
七、培育日本歷
史、文化、社
會的基礎素
養。
八、訓練思考判斷
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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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

以培養通曉日本 一 、 培 養 學 生 具 備
語文、熟知日本國
聽、說、讀、寫、
情、具有國際視
譯五種技能。
野、能促進中日文 二、培養學生具備日
化交流人才為宗
本語言、文學專
旨。
業知識，並能學
以致用。
三、培養學生對日本
文化、社會有整
體層面深入認
識。
四、培養學生兼具新
國際觀、異文化
溝通與商務能
力。
一、具備日語聽解 一、日文朗讀與閱讀
能力
能力。
二、具備日語口語 二、日語會話能力。
表達能
三、日語聽解能力。
三、具備日語讀解 四、日文寫作與翻譯
能力
能力。
四、具備日語寫作 五、日語語言學專業
能力
知識能力。
五、具備日語翻譯 六、日本文學專業知
識能力。
及口譯能力
六、具備日本人文 七、日本文化、社會
社會相關知
專業知識能力。
識
八、異文化溝通與日
七、具備商務相關
本商務專業知識
知識
能力。
八、具備國際視野
與跨文化溝
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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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

教
育
目
標

碩
士
班

核
心
能
力

淡江

東吳

靜宜

一、培養具台日多 一、培養具備良好 以 培 養 日 本 語 一、培育研究日語語
元文化交流
日 語 表 達 能 學、日本文學、日
學、日本文學、
能力之人才
力之人才。
語教育學領域之
日語教育之人
才。
二、培養具獨立思 二、培養日本文學 研 究 人 才 及 日 語
考能力之人
相 關 領 域 之 師資為目標
二、培育研究「日本
才
研究人才。
學」與「台灣學」
三、培養具研究能 三 、 培 養 日 本 語
相關人才。
力之人才
學、日語教育
相關領域之
研究人才。
四、培養日本文化
相關領域之
研究人才。
五、培養具有國際
觀及獨立思
考之人才。
一、宏觀的歷史認 一、具備高階日語 一、具備日本語言 一、日語綜合運用能
識能力
語言能力（含
學研究領域
力及論文寫作能
二、多元溝通方式
聽、說、讀、
力。
之專業能力
的認知能力
寫、譯）。
二、具備日本文學 二、日語語學、日語
三、交流活動之企 二、具備深入理解
研究領域之
教育學研究能
劃‧實踐能力
日本文學之
力。
專業能力
四、自省‧獨立思
專業知識。
三、具備日語教育 三、日本文學賞析與
考能力
三、具備深入理解
批判研究能力。
學研究領域
五、歸納‧表達能
日本語學、日
之專業能力
四、日本文化、社會
力
語 教 育 之 專 四、具備獨立思考
研究能力。
業知識。
及 創 新 研 究 五、
「日本學」與「台
四、具備深入理解
能力
灣學」相關研究
日本文化之
能力。
專業知識。
五、具備使用工具
書 蒐 集 資
料、以及專業
書面與口頭
報告之能力。
六、具備專業學術
論文寫作之
能力。
七、具備專業翻譯
就業之能力。
八、具備獨立及創
新思考之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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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三、SWOT 分析
面相

分析

策略

1. 有關日語之聽、說、讀、寫、譯，本系強調｢溝通｣，

●舉辦多面向跨領域的

即不獨立看待這些技能，而重視其間的連結，故常常
透過交流活動實際培育各項語言能力。除此之外，一

● 建立

TA 體制，使與日

個好的溝通者亦須具備「自省」
「獨立批判思考」
「發

及大學生形成一生的

現與解決問題」的能力，亦列為本系教育的核心能力

夥伴關係。

中。以期型塑一位擅長進行「台、日多元文化之溝通
與交流」的人才。

● 善用系所、學校、教師

的國際交流資源管道。

2. 「自省」、「獨立批判思考」、「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能力之培養。
3. 終身學習的觀念與習慣的培養。
4. 有系統的多元課程安排：語言（語言・溝通）、文化
（表象文化・社會文化）二大領域。
強點 S

交流活動。

5. 透過實地訪查培養實踐能力。並實踐台日多元文化之
溝通交流。

● 善用校友資源。
●推動社區服務學習計

畫開放資源共享。
●研擬綜合型語言技能

測驗。
● 參與博雅教育。

6. 碩士班承續大學部之語言學習的特色，及多元文化之
溝通與交流的實踐。
7. 碩士班學生實際參與社會交流活動，並藉討論與反省
該參與經驗進行學習。
8. 課程安排理論與實踐並重。
9. 積極招募外籍留學生，建構同協力學習的體制。
10.TA（教學助理）制度。
11.由「報導寫作」課程延伸而出的『花火』雜誌，出版
來深獲好評，在日本更擁有許多長期訂閱者。
12.豐富的跨領域、國際化、多元化交流活動。
1. 未來的畢業專題研究與領域的選擇有相當之關聯
性，目前指導教授的選擇盡量以符合該領域的教師任
之。無論未來是在學生的指導或教師的負擔上都是必
弱點 W

須面對及解決的問題。

● 積極募款更新設備
● 爭取經費補助
●開拓與企業產學交流

機會

2. 本系館藏圖書雖稱足量，但圖書查詢系統並未建立完
善，包括學校總圖書館方面，有關日文圖書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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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聘專兼任師資，以減

輕教師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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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見集中於同一區域，亦無法直接以日文查詢，造成
查詢和使用的不便。

●鼓勵教師在繁忙的教

學活動之餘留意論文

3. 本系目前每年都招收身障學生入學，但新館的「無障

著作及升等。

礙空間」並不完善，造成身障生進出的不便。
4. 導師與導生的交流空間、學生活動空間(包含日語自
學區、研究生使用空間)仍稍嫌不足。
5. 企業參訪不足問題。
6. 本系尚無教授，教師論文研究量也嫌不足。
1. 實質之「多元文化交流」的執行，在台灣日語教育界

●吸收對跨領域多元學

雖尚似還不多見，但是在多元化社會的現今世代裡，

習有興趣學生報考，減

相信在不久的將來必有其一席之地。

少少子化衝擊。

2. 多元文化之「溝通與交流」是本系教育之主軸目標，
機會 O

為此需執行許多看似瑣碎無關的活動，但是由畢業生
表現看來，學生因此更具有與人溝通協調的自信與能
力，做事態度也受到高度評價，在工作表現上將更具

●推

動五年一貫攻讀

學、碩士學制
●畢業生可在不同領域

發展長才

競爭力與發展性。
3. 本系多元化及國際化資源豐富。
1. 外界普遍認為語言“能力＂的重要性。
2. 外界易因日文系的畢業證書認定該生是光有日語能
力的，而｢光有日語能力｣確實是不足的。
威脅 T

3. 近年來，「大學教育」不可諱言的有依其對科技發展
貢獻度的多寡來決定其價值高低之嫌。
4. 執行各項交流活動（包含活動計畫）受限於經濟資源

●鼓

勵師生申請教育

部、科技部等相關計畫
補助。
●鼓勵學生考取語言相

關證照。
●鼓勵學生選擇輔系或

雙主修，或在研究所學

的不足。

習另一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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