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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課程 

 課程目標： 

 1.撰寫四大專題報告時的注意事項 

 2.介紹研究資料的來源及種類 

 3.介紹收集研究資料的方法 

 4.如何訂定研究資料的方法 

 5.設計問卷調查的方法及範例介紹 

 6.設計面談調查的方法及範例介紹 

 7.參考文獻及引用的列舉方式. 



關於本課程 

課程簡介：有別於之前申請過的「日本旅遊概論」、

「日本地理」、「日本國家公園與世界遺產」等課程，這

次的重構計畫，是輔導修課學生在學期間內通過應用日語

學系專業基本能力檢定，且具備完成畢業門檻之一專題研

究報告（畢業論文）的撰寫能力。不再只是單純的聽課，

完成報告，雖是選修課，但學生皆有共同的目標及須完成

的課題，就是完成大四的專題研究報告，才能順利畢業。

因此，本課程以培養具專業知識與技能且符合台灣社會需

求之日文實務人才為目標做為努力。 



計畫動機 

 「研究方法」這門課的教學目標是習得研究的基本知識

及技巧，還有具備閱讀論文的能力；教學成效則是習得

撰寫大四專題報告的方法與習得收集資料與調查研究方

法。因此，修習本課程不但能達到系所培養具專業知識

與技能且符合台灣社會需求之日文實務人才，以及培養

具人文素養且能解決問題能力的人才的教育目標，同時

也能具備中高階日語說聽讀寫譯五技能之應用能力、專

題報告寫作能力、電腦文書處理與簡報製作能力等核心

能力。 

 

 



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專業基本能力 
檢定項目及檢定標準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考選部http://wwwc.moex.gov.tw/main/home/wfrmHome.aspx 

 



課程規劃與課程操作 

 課程規劃：重構本課程亦可配合本系制訂的「大四
專題研究報告製作及評分辦法」，培養學生專業分
析、寫作之基礎能力。本課程協助修課學生配合本
系的專題製作時間流程。 

 第1～5週：先了解本系教師專長與指導方向。 

 第7～10週：由同學自行前往研究議題專長相近之
老師處，進行討論並尋求指導以及訂出研究方向及
題目，並選定指導老師。 

 第11～12週：選定指導老師後，將填寫預定研究的
題目，繳交系上，且開始寫作。 

 第13～17週：學習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
參考文獻（中日文文獻)的寫法與整理。 



教學目標 

 1.修課學生能具備個人邏輯思維、判斷的能力，從查
詢資料、選定題目、尋找指導老師等過程能培養出獨
立思考與作業的能力。而這些過程可透過與指導老師
的輔導記錄，也就是下表的師生互動記錄表，確認是
否達標。 



教學目標 

 2.學習口述發表、並提升日語表達能力。可透過觀摩
教學助理的示範報告，進行上課的內容分享與每周課
題討論來確認。 

 3.學習團體分工合作、討論。可透過給予發表的組別
意見及回饋，訓練個人與組別自評、互評的能力。 

 4.修課學生能具備聚焦某一研究主題，並針對該主題
收集資料做調查及研究的能力。可透過兩位系上專任
教師審定並認定，並依照評分表之評分標準判斷該專
題是否合格來進行檢核與佐證。 

 評分表請件下頁。 



評分方式 

 評量方式是以『評量指標 Rubric』為基準。 

 「(1)研究方法與程序」 

 「(2)資料取得、文獻引用、處理、詮釋與推論」 

 「(3)論文結構安排與論證層次」 

 「(4)研究重要性與價值性」 

 「(5)其他：如使用日語文獻、研究態度、文字精確流
暢、結論明確、題材創新、引註嚴謹」 

 以上五項審查項目，經由指導老師與評分老師共同評
量每位學生的學習成效。之後經由本系選拔績優作品
的過程，以及獎勵優秀作品來佐證期成果。因此，能
確保修課學生具備進入研究深造的基礎知識與能力。 



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專題研究」評分表 

 



教學目標 

 5.結合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劃的撰寫與推動。 

 6.將修課學生於課堂上發表的報告彙整成成果發表，
並依序放入銘傳大學數位教學平台（
http://moodle.mcu.edu.tw/），建立檔案，且開放
討論及成果分享園地，公開成果提供本系與本校師生
參考。 

 7.將本課程規劃、課程目標、課程主軸結構、教材、
教學內容與進度、課堂報告等相關資料，放入銘傳大
學數位教學平台（http://moodle.mcu.edu.tw/）並
公開，提供本系與本校師生參考。 

 



教學內容 

 本次課程重構計畫的授課內容預定按以下5個單元
（a.～e.）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亦即將個案討論
教學方式與翻轉教室教學，結合Moodle教學平台
實施教學，且在課程內容部份，將嘗試融入大數據
與新媒體等跨領域元素，創新課程內容與主題。 

 a.撰寫大四專題研究報告的注意事項與分組。 

 b.介紹中日文參考文獻與研究資料的來源及種類。 

 c.選定專題研究報告題目。 

 d.參考文獻及引用的列舉方式、書寫格式。 

 e.設計問卷調查與面談調查的方法及範例。 



專題研究可指導之具體方向或題目 
指導老師 可指導之具體方向或題目 

日籍 
談話（話しことば）や会話に現れる言葉の特徴を分析する、学習者の習得状
況の研究、教科書分析、ライティング（作文）、ビジネスレター、異文化コミュ
ニケーション、学習スタイル、役割語、言語景観、日本語(中国語・台湾語)の
音読、日本語の聴解、翻訳・通訳に関するテーマ 

台籍 

中日近現代作家/作品比較研究、翻譯研究相關、兒童文學研究相關、日
語教育、第二語言習得、日本文化相關議題、語言學習策略研究、語言
學習行為之相關議題、日語聽力練習相關研究、日語數位教學之相關研
究、日本文化、社會、日語文法分析、專業日語教育調查分析與教材研
究、其他有關日語教學問題之探討、語彙、漢字、漢語、觀光、旅遊、
茶道文化發展現狀與茶道古籍研究、台日歷史、江戶文化、中日法律用
語對譯會話教育相關問題研究、學習者的口語能力運用相關問題探討、
台日報紙內容之比較、傳媒現象比較研究、社會文化現象研究、中日文
對照研究、教材分析、調查與研究、日語教學、學習現況調查及問題探
討、日中語文之翻譯、日語發音相關問題探討、日語口語(話し言葉)表現
相關問題探討、日語教學、學習相關問題探討、日語文法分析、日本語學
習全般、日本語教育方法全般、異文化交流相關領域、台灣日治時期的文
化歷史研究、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現代史研究、台灣文化歷史研究、研
究日書中譯文本的諸多問題、與日本相關的文學、有關外國語習得方面
之相關議題、日本文化及社會現象、異文化交流等相關議題 



指導老師專長一覽表 

指導老師 專長 

日籍 
談話分析、会話分析、第二言語習得、日語教育、日本語
教育、日本語の音読〔朗読〕分析、日本語の聴解 

台籍 

中日比較文學、日本近代文學、日本語教育、行為分析
學、日語數位教學、日語教育實踐研究、專業日語教育、
語彙論、比較語彙論、中日語彙比較研究、茶道文化、
台日歷史研究、中日法律對譯、日中対照会話分析、日
語會話教學各種相關問題之研究、教科書分析、第二言
語習得、新聞學、大眾傳播學、媒體文化研究、消費文
化研究、日語教授法、日語發音、日語口語表現、日本
語學、電腦輔助日語教育、日本語教育方法論、台灣文
史研究、中日歷史文化對比研究、中日語言文化對比研
究、文學、教育心理學、質性研究 



專題研究報告題目按主題分組舉例 
主題 專題研究報告題目舉例 

語學 

日中同形二字漢語誤用之探討―以日本語能力試驗N2動詞為主─ 

外来語の意識調査について─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を中心に─ 

漫畫「ナルト」翻譯的困難點 

觀光 

日藉自助旅客來台之動機與對觀光景點的看法─以士林夜市為例─ 

探討台灣人赴日旅遊的熱門景點─以京都為例─ 

日本鐵路如何帶起地方觀光產業―以鳥取縣為例― 

行銷 

探討大葉高島屋的行銷策略 

探討日式燒肉連鎖店在台行銷策略─以「牛角」為例─ 

卡通人物品牌行銷之比較─以迪士尼與三麗鷗為例─ 

比較 

台灣與日本傳統新年比較研究 

日本關東與關西之比較研究─以行及食文化為中心─ 

比較台日鐵路便當之差異―探討台灣鐵路便當特色化的可行性― 

吉祥物 

日本吉祥物與當地特色的關連性 

與吉祥物共存的日本－以東京都23區為例― 

日本當地吉祥物和卡通人物的魅力 



 

本課程「研究方法」的課程設計 



上課情形 



 











教學活動設計 



教學活動設計 

a.本課程選定的主題 

b.課程規劃與課程操作 

c.教學方法 

d.融入大數據當教材 

e.融入新媒體當教材 

 f.課程教材規劃 
 



 



課程教材規劃 

本課程實驗計畫之相關課程教材以研究方法、
大學生撰寫畢業論文、期刊、網路、部落格
等為主，涵蓋日本方面、台灣、中國方面的
資料，因此資料種類相當豐富。 

本課程將視實際上課情況進行調整教材使用，
相關課程教材分成主教材與參考教材兩大類，
有日文原文資料與中文資料兩種，以下僅按
出版年順，列舉出日文部分與本課程關聯性
較大的幾本教材。 



課程教材 

主教材 
北原保雄（2009）『実践研究計画作成法 情報収集からプ
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まで』凡人社 

參考 
教材 

 西研・森下育彦（1997）『「考える」ための小論文』筑
摩書房 

 花井等・若松篤（1997）『論文の書き方マニュアル』有
斐閣 

 浜田麻里他著（1997）『大学生・留学生のための論文の
ワークブック』くろしお出版 

 小笠原喜康（2002）『大学生のためのレポート・論文術』
講談社現代新書 

 村岡貴子（2014）『専門日本語ライティング教育 論文ス
キーマ形成に着目して』大阪大学出版会 



週次 實施進度與課程內容 

1 
a.本學期上課內容、教材、進度、評量方式、修課同學分組 
b.指導老師專長、可指導具體方向或題目、學生需具備條件 

2 
a.如何蒐集參考文獻與資料（介紹大數據、新媒體、資料庫等） 
b.分組討論1：調查資料的方法與分析資料 

3 
a.講述研究方法論 
b.分組討論2：討論研究方法與流程 

4 
a.調查研究的諸問題 
b.分組討論3：整理學長姊專題研究報告的主題與研究問題 

5 課堂口頭報告1：第1～4組 

6 課堂口頭報告2：第5～8組 

7 
指導老師選定（尋找研究議題專長相近之老師處，進行討論並
尋求指導，及訂出研究方向及題目） 

8 
申請「教學卓越計畫-雙師制度」，邀請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日文書籍與資訊管理林裕超先生進行分享 

9 期中考 



10 
校外教學（國家圖書館：查詢台灣碩博士論文、期刊論文、館
藏資料資源） 

11 校外教學（國家圖書館：蒐集最新相關書籍與資訊） 

12 課堂口頭報告3：第9～12組 

13 課堂口頭報告4：第13～16組 

14 成果展演之壁報發表1  

15 成果展演之壁報發表2 

16 成果展演之壁報發表3 

17 
繳交中間報告，內容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參
考文獻等 

18 期末考 



教學評量 

①課堂口頭報告，針對自己的研究主題進行課堂口頭報告。 

②校外教學報告。 

③成果展演之壁報發表的結果與成果評量。 

④課前預習、上課討論、課後參與，包含本課程資訊分享、文
章發表、課程內容討論、心得、小組發表互評、自評等。 

⑤繳交作業，包含word檔、簡報檔與影音檔。作業1（訂題目
和找參考文獻）、作業2（指導老師選定時的資料）、作業3(
文獻探討)、作業4(封面、中間報告)、作業5(當學年度優秀專
題提問，亦即「壁報發表典範學習活動」)。 

⑥測驗結果，含期中考、期末考成績。 

⑦上課態度，含課程參與度、是否安靜聽課、分組討論時態度
積極與否、有無分心做其他事。 

⑧出席率，含無故缺席、遲到、早退等。 



修課前後差異評估機制之規劃 
推動本課程能達到以下九項成效，以下將針對每項成效逐項詳
加說明。 

    1. ，提升修課學生修課學生能具備個人邏輯思維、判斷的能
力從查詢資料、選定題目、尋找指導老師等過程能培養出獨立
思考與作業的能力。而這些過程可透過與指導老師的輔導記錄
，確認是否達標。 

    2.習得學習口述發表、並提升日語表達能力。可透過觀摩教
學助理的示範報告，進行上課的內容分享與每周課題討論來確
認。 

    3.於課堂上進行口頭發表其成果，達到學生勇於表達自己的
意見，以及彙整資料的能力之目標。 

    4.修課學生能透過團隊合作，達到與同儕間的互相競爭、學
習、幫忙的效果，在討論的過程中。都是一種磨合，有助於修
課學生未來的人際關係及工作能力的增長。 



修課前後差異評估機制之規劃 

    5.修課學生能具備聚焦某一研究主題，並針對該主題收
集資料做調查及研究的能力。 

    6.將本課程規劃、課程目標、課程主軸結構、教材、教
學內容與進度、課堂報告等相關資料，有系統地放入銘傳
大學數位教學平台（http://moodle.mcu.edu.tw/），並
大量使用討論區讓同學可以互相分享意見，這些資料都可
提供本校師生參考。 

    7.將修課學生於課堂上發表的報告彙整成成果發表，並
依序放入銘傳大學數位教學平台，建立檔案，且開放討論
及成果分享園地。 

    8.結合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劃的撰寫與推動。 

    9.學生報告的詳細內容與成效，另有製成影片檔與電子
檔，已提供給教資中心，可參考。 



課程重構效益 

 課程重構後 

 習得多元的教學方法與評量策略 

 提升修課學生的學習動機與策略 

 加強克服大班教學的問題 

 透過分組活動及參加競賽讓學生提升課程參與感
及獲得成就感 

 期中考、期末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果：可得到詳
盡的教學建議，受益良多 

 

 

 



問卷分析結果 

 本課程實驗結果可從期中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果與期

末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果得知，絕大多數學生都抱持

著支持與正面評價的態度，足以證明本課程結果是非

常良好的。以下摘錄部分與實驗結果相關的問卷內容。 

 



課堂問卷分析結果(1) 教師教學知能題目 

回應 
五
點
量
尺 

平
均
分
數 

非 
常 
良 
好 

良 
好 

無 
意 
見 

可 
改 
進 

尚 
需 
加 
強 

A1. 課程設計 
☆ 老師能訂定具體可行之課程目標。 68% 31% 1% 0% 0% 4.7  

☆ 老師能依照課程目標選擇適宜之教學內容。 69% 26% 5% 0% 0% 4.6  

☆ 老師能根據課程目標與學生學習特性組織課程內容。 68% 24% 8% 0% 0% 4.6  

☆ 老師能選擇符合學生程度之教材，必要時自行研發
創新教材。 

73% 22% 5% 0% 0% 4.7  

☆ 老師能依據課程性質與需要，選擇恰當的教學方法，
例如：講授法、合作學習法等等。 

66% 26% 8% 0% 0% 4.6  

A2. 教學實踐 
☆ 老師能搭配適合的圖儀設備、網路或教具，以達到
教學目標。 60% 30% 10% 0% 0% 4.5  

☆ 老師能設計符合課程內容之教學活動，如實作、分
組討論、上台發表等等。 61% 31% 8% 0% 0% 4.5  

☆ 老師能根據學生的程度，及時調整教學方法因應之。 61% 29% 10% 0% 0% 4.5  

☆ 老師能容許彈性變動教學進度與內容，以配合學生
學習狀況。 66% 27% 7% 0% 0% 4.6  

☆ 老師能關注學生個別的學習困難。 58% 29% 13% 0% 0% 4.5  



期中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 果(2) 
A3. 班級經營 

☆ 老師能善用時事或舊經驗的連結等方式，激
勵學生的學習動機。 

68% 24% 6% 2% 0% 4.6  

☆ 老師能保持良好的師生互動，維持和諧熱絡之上課
氣氛。 

74% 23% 3% 0% 0% 4.7  

☆ 老師能善用提問的方式，刺激學生思考。 
58% 29% 13% 0% 0% 4.5  

☆ 老師能鼓勵學生發問，檢視學生學習狀況。 
61% 29% 8% 2% 0% 4.5  

☆ 老師能營造不怕犯錯、勇於嘗試的學習殿堂，
讓學生快樂學習。 

66% 23% 11% 0% 0% 4.5  

A4. 教學評量 

☆ 老師能明訂具體的考試和作業的評分標準。 
64% 29% 5% 2% 0% 4.6  

☆ 老師能採取多元評量方式評比學生分數。 
63% 27% 10% 0% 0% 4.5  

☆ 老師能公平公正地予以評分。 
61% 32% 7% 0% 0% 4.5  

☆ 老師能從評量過程中瞭解學生學習狀況，作
為修正課程教學之參考。 

61% 28% 11% 0% 0% 4.5  

☆ 老師的考評方式可以測驗出我的學習成果。 
60% 21% 19% 0% 0% 4.4  



題目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無
意
見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這門課讓我思考了以前我沒有想過的問題 36% 60% 2% 2% 0% 

我從這門課學到有價值的知識或技術 42% 55% 2% 2% 0% 

這門課讓我的視野更拓展，增加更多觀點 36% 53% 9% 2% 0% 

我認為課程的預定目標已經達成 29% 49% 18% 4% 0% 

課程的各種安排與設計幫助我學習與瞭解這門課 31% 65% 4% 0% 0% 

有適當合理的方式來評量學生的學習 44% 47% 9% 0% 0% 

給分打成績的方式有書面及適當說明 45% 47% 7% 0% 0% 

課程的難度是恰當的 36% 51% 13% 0% 0% 

運用Moodle分享教材與同學的作業有助學習 38% 55% 7% 0% 0% 

授課教師表現了對本課程的知識與瞭解 51% 49% 0% 0% 0% 

授課教師表現了對本課程的興趣與熱忱 49% 42% 9% 0% 0% 

授課教師的教導能啟發我進一步思考 49% 42% 9% 0% 0% 

授課教師鼓勵學生有自己的看法與獨特性 53% 42% 5% 0% 0% 

授課教師鼓勵學生問問題或參與學習 49% 47% 4% 0% 0% 

授課教師會回應學生的疑惑與問題 55% 42% 4% 0% 0% 

授課教師尊重學生 62% 36% 2% 0% 0% 

整體而言我認為授課教師是位好老師 67% 31% 2% 0% 0% 

我認真投入這門課的準備與學習 40% 40% 20% 0% 0% 

我參與各式學習活動、例如會提問題、給回饋、貢
獻我的看法 

35% 33% 31% 2% 0% 

我很滿意教學助理的表現（無TA則不必作答） 49% 35% 16% 0% 0% 



期 末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 果(1) 
 (一)、回顧這學期的這門課，請自我陳述您的學習成效
如何？您認為所得到的收穫。 

跟著作業的進度就能一步一步完成論文寫作。並在學習到許
多寫作方法。 

清楚尋找文獻的方法。 

專題跟著課程進度有了一定的進展。 

學到了怎樣寫專題和蒐集資料，再用自己的言語寫出來。 

專題該怎麼寫，什麼時候要做什麼事、交什麼作業，讓我有
個概念。 

每次都有照老師的進度寫作業，才不會讓自己打混。 

學到如何撰寫專題，學到事情要提早完成，不要一拖再拖，
會往此方面努力。 

學會找參考文獻。 

跟著老師的進度就可以完成了！ 

 



期 末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 果(2) 
獲得做論文研究的相關知識。 

提供我論文的方向。 

有助我開始寫畢業論文，了解寫論文的步驟。 

老師進度安排的很恰當！我的專題做的很順利。 

能有效率地完成論文。 

寫完了作業才知道這是不是個好題目，趁早快換大三
題目還來得及，寫過一次了，也知道如何找資料較順
暢。 

對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學習成果，有所成長。 

為我的專題提供很大的幫助。 

學習畢業專題的寫作方式。老師給了我們很多建議。 
 



期 末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 果(3) 
對於專題的寫法，找資料的方法都更多瞭解了。 

我覺得我的學習成效還不錯，作業有按時交，課後對於課程
也有幫助。 

因為有跟著老師的腳步走，因此有在進度上。 

我認為我個人的學習成效算普通而已，因為還是有許多東西
是要自己融會貫通的，我這方面還得不到要領。我認為獲得
最大的收穫，就是理解了＂論文＂的本質是什麼。 

學習到實用的製作專題的方法，不只對大四的畢業專題有幫
助，我想也對以後職場上會有幫助的。 

我很懶惰，常常作業一直拖，不過每次努力寫作業時，都發
現很多新知識。 

雖然這門課一開始有讓我們選題目，但之後換掉機率很高，
這門課讓我們去到了國家圖書館查資料，是難得的經驗。 

 



期 末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 果(4) 
 (二)、回顧這學期的這門課，讓您印象最深與課程的學習相
關的事件、話題、人物是什麼？想給授課教師什麼建議？ 

去參加了學長姊的論文發表。 

印象最深的是談到畢業的規劃。 

最深刻的是集體到國家圖書館蒐集資料。我覺得如果可以
把去國家圖書館的資料延長一點就更好。 

在找老師前能做、不能做的事。 

老師在Moodle放的優秀專題，每次都會去參考一夏，會
讓我有更多想法。 

老師認真。 

印象最深刻的事去國家圖書館。希望老師能每屆都帶他們
去拓展視野。 

印象最深課的是學長姊的文獻探討範本，字數十分驚人。 

一步一步教論文如何寫，很有用。 

 



期末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 果(5) 
去國家圖書館找資料是很棒的經驗。 

 TA學長發表的時候很有趣。老師一切都很好。 

去國家圖書館校外教學。 

印象最深的是老師分享十四篇優秀專題，裡面很多學長姐
專題豐富，令人敬佩。 

老師常分享例子，這對我很有幫助。 

老師上得很詳細。 

老師很棒！上課有趣，生動活潑。 

老師一個一個問同學興趣是什麼的時候。 

 TA。 

應該是去國家圖書館的時候吧，真的是第一次體驗到國家
圖書館的氣氛及如何使用資源。 

最印象深刻的是找不到老師指導專題，老師辛苦了～未來
真的是很難解。 

 



課程反思 
1.學生部分的反思 

    a.經過課堂口頭報告的訓練，不但可以學會準備發
表資料與檔案製作，同時也能夠習得口頭發表技巧，
以及訓練在眾人前發表的膽子。 

    b.修課學生能透過此課程，包括事前的參考文獻查
詢、專題主題思考、大綱撰寫，都能讓學生在學習的
過程當中，得到成長。 

    c.課堂口頭報告時，同時讓學生進行上課報告心得
感想的撰寫，不僅可以提高沒發表同學仔細聆聽發表
同學的興趣外，更可幫助教師了解聽課學生的想法。 

    d.修課學生能透過團隊合作，互相學習與磨合，有
助於學生未來在人際關係及工作能力的成長。 



課程反思 

2.教師部分的反思 

    a.透過期中考前課堂問卷分析結果與期末考前課堂問
卷分析結果，更加明確掌握學生的想法與需求。 

    b.藉由課堂口頭報告更加了解學生的問題點，發現
後可嘗試解決，激盪出更多不同的火花與反思，促使
教師能夠在教學上更加精進與提升。 

    c.透過新納入的課程設計發現融合新媒體的課程主題
相關內容，有助於推動學生更加參與課程的動力。 

    d.使用數位教學平台（
http://moodle.mcu.edu.tw/）將上課資料與學生課
堂發表的報告彙整，並建立檔案，方便資料保存與參
考。 



後續調整規劃 

 在口頭報告部分在最後有個人口頭報告的部分，但

因期中考過後，學生在選定好專題指導教授後，會

因指導教授的指導方法不同，而造成學生在專題撰

寫進度部分有個別上的差異。 

 甚至在繳交中間報告時(內容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

的、文獻探討、參考文獻等)，會有些修課學生因找

不到指導教授，而有進度上的落差。 

 這個部分會在與系上教師進行討論，並進行相關調

整與修改，將進度落差降到最低，達到學生學習進

度一致的效果。 



 
國家圖書館參訪 

















Moodle教學平台 
使用狀況 



Moodle教學平台使用狀況 

 使用次數相當頻繁 

 每週皆有豐富的課堂內容簡報 

 簡報皆上傳提供給學生下載 

 設有各種主題的課堂討論區 

 同學新增各項課程資訊並互相分享 

 教師與教學助理隨時更新最新資訊 

 學生熱烈討論課堂每組口頭報告的心得感想 



 



 



 



節錄課程內容 



参考文献について 



1.GiNii-NII論文情報ナビゲータ(日本の論文を探す) 

http://ci.nii.ac.jp/ja 

2.GOOGLE學術搜尋 

https://scholar.google.com.tw/ 

http://scholar.google.co.jp/ 

3.台湾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値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
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4.台湾期刊論文系統。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どうやってネットで資料を調べること 

http://ci.nii.ac.jp/ja
https://scholar.google.com.tw/
http://scholar.google.co.jp/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webmge
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


5.銘傳大學碩博士論文査詢 

http://ndltd.ncl.edu.tw/cgi-
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extralimit=a
sc=%22%E9%8A%98%E5%82%B3%E5%A4%A7%E
5%AD%B8%22&extralimitunit=%E9%8A%98%E5%
82%B3%E5%A4%A7%E5%AD%B8&searchmode=b
asic 

6.華藝線上圖書館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
?FirstID=U0001&type=Dissertations&changeColor
=CU0001 

どうやってネットで資料を調べること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extralimit=asc=%22%E9%8A%98%E5%82%B3%E5%A4%A7%E5%AD%B8%22&extralimitunit=%E9%8A%98%E5%82%B3%E5%A4%A7%E5%AD%B8&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extralimit=asc=%22%E9%8A%98%E5%82%B3%E5%A4%A7%E5%AD%B8%22&extralimitunit=%E9%8A%98%E5%82%B3%E5%A4%A7%E5%AD%B8&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extralimit=asc=%22%E9%8A%98%E5%82%B3%E5%A4%A7%E5%AD%B8%22&extralimitunit=%E9%8A%98%E5%82%B3%E5%A4%A7%E5%AD%B8&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extralimit=asc=%22%E9%8A%98%E5%82%B3%E5%A4%A7%E5%AD%B8%22&extralimitunit=%E9%8A%98%E5%82%B3%E5%A4%A7%E5%AD%B8&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extralimit=asc=%22%E9%8A%98%E5%82%B3%E5%A4%A7%E5%AD%B8%22&extralimitunit=%E9%8A%98%E5%82%B3%E5%A4%A7%E5%AD%B8&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extralimit=asc=%22%E9%8A%98%E5%82%B3%E5%A4%A7%E5%AD%B8%22&extralimitunit=%E9%8A%98%E5%82%B3%E5%A4%A7%E5%AD%B8&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extralimit=asc=%22%E9%8A%98%E5%82%B3%E5%A4%A7%E5%AD%B8%22&extralimitunit=%E9%8A%98%E5%82%B3%E5%A4%A7%E5%AD%B8&searchmode=basic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FirstID=U0001&type=Dissertations&changeColor=CU0001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FirstID=U0001&type=Dissertations&changeColor=CU0001
http://www.airitilibrary.com/Search/alThesisbrowse?FirstID=U0001&type=Dissertations&changeColor=CU0001


7.国立国会図書館 

http://opac.ndl.go.jp/index.html 

8.Google Book 

http://books.google.co.jp/ 

9.ほかの資料 

調べ物をするための書物→百科事典、年
鑑など… 

10.新聞、記事の資料 

NHK、TBS、CXなど… 

どうやってネットで資料を調べること 

http://opac.ndl.go.jp/index.html
http://books.google.co.jp/


論文に関する指導書 



1.我的進階日語專題寫作課。 

曾秋桂、落合由治 

2.レポート●論文の書き方 。 

川村陶子。 

3.研究計画作成法 。 

北原保雄。 

4.大学生と留学生のための論文ワークブック 

浜田麻里、平尾得子、由井紀久子 

お勧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