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2022 大學生學習成果與畢業專題聯展&跨域成果展 

議  程 (2022/06/14 網頁公告版) 
日期：2022 年 6 月 15 日(三) 

時間：08:30 報到開幕，9:00 開始聯展~16:10 

地點：輔仁大學線上視訊會議 (有興趣參加者，報名後 6/13 前取得 ZOOM 網址) 

08:30- 

08:45 
報 到【FG507】 

08:45- 

08:55 

開 幕 式 

輔仁大學學術副校長 袁正泰教授 致詞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劉紀雯教授 致詞【FG507】 

大合照 

上午場 

09:05- 

09:10 

會場一：文學、語學、翻譯 【LA302】 

發表語言：中文 
主持人： 張孟仁 (輔仁大學義文系副教授兼主任) 

講評人：劉雪珍(輔仁大學英文系兼任副教授)、林書劍(輔仁大學法文系兼任講師)、 

簡藝珊(輔仁大學西文系助理教授)、 查岱山 (輔仁大學德語系兼任副教授)、 

覃顯勇 (輔仁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安吉恩 (輔仁大學義文系兼任講師) 

時間 發表者(系級) 題目 

09:10- 

09:25 

劉薇琳 

(法文畢業生) 

講題一：從伏爾泰、孟德斯鳩和桑納特的文本中了解法國人對 18世纪中國的看法  

La perception française du monde chinois au XVIIIe siècle dans les 

textes de Voltaire, Montesquieu et Sonnerat 

09:30- 

09:45 

周嘉琦 

(西文四) 

講題二：西班牙語的語用能力：表達計劃與意圖的言語行為  

Spanish Pragmatic Competence: Speech Acts to Express Plans and 

Intentions 

09:50- 

10:05 

莊羽諼 

(日文四乙) 

講題三：太宰治「櫻桃」研究―困於凝視之劇中的父職男性― 

太宰治「桜桃」論―まなざしの劇に絡まれる父としての男― 

10:10- 

10:25 

陳柏霖 

(日文四甲) 

講題四：針對日語「～ように」從屬節之考察 ―以對照韓語連結語尾「-도록」

為中心―  

日本語の「ように」従属節についての考察―韓国語連結語尾「-도록」との対照

を中心に― 

10:30- 

10:40 
觀眾 Q&A；評審講評 

10:40-

10:45 
休息 

10:45- 

11:00 

吳翊瑄 

(法文四) 

講題五：從朱利安《畫中影-惡與反》看西方與中國哲學之比較 

La comparaison de la philosophie européenne et chinoise 

11:05- 

11:20 

吳佳恩 

(德語四) 
講題六：性相關髒話：中德使用功能之比較 

11:25- 

11:40 

翁子閔 

(日文四甲) 
講題七：宮本輝《繁星的哀傷》(日譯中)宮本輝『星々の悲しみ』(中訳) 

11:45- 

12:00 

吳昭樺 

(日文四乙) 

講題八：2nd 編輯部《新・經典古著圖鑑》（日譯中） 

セカンド編集部『新．定番古着図鑑』（中訳） 

12:05- 

12:15 

觀眾 Q&A評審講評 

大合照 

12:15- 

13:00 
午餐 

  



下午場 

13:00- 

13:05 

會場二：教學、經貿【LA302】 

發表語言：中文 
會場三：跨領域成果 【FG410】 

發表語言：中文、英文 
主持人： 張孟仁 (輔仁大學義文系副教授兼主

任) 

講評人： 

劉雪珍(輔仁大學英文系兼任副教授) 

林書劍(輔仁大學法文系兼任講師) 

簡藝珊(輔仁大學西文系助理教授)  

查岱山(輔仁大學德語系兼任副教授) 

覃顯勇(輔仁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安吉恩(輔仁大學義文系兼任講師) 

主持人： 劉紀雯 

 (輔仁大學英文系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 

講評人： 

魯貴顯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張瓈文 (輔仁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利翠珊 (輔仁大學兒家系教授兼系主任) 

13:05- 

13:20 

發表者：高庭萱  (英文四) 

講題一：《YouTube 影片可以提升學習者理解與

學習成效嗎？――探討輔大英文系學生使用

YouTube 影片學習的習慣與成效》Th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in English Learning: How 

Education-based YouTube Videos Boost Fu-

Jen University English Department 

Students' Content Learning in EFL 

Classroom  

發表者：余致賢 (英文四) 

講題一：當事實被錯誤訊息淹沒：輔仁大學學

生對於假消息的認知之研究 

Truth Covered by Falsity - People's 

Perception of Misinformation: An 

Investigation on Students i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FJCU) 

13:25- 

13:40 

發表者：韓旻霆  (日文四甲) 

講題二：拒絕表現之台日比較與台灣人日語學習

者的拒絕方略―以「語塞表現」為中心―  

断り表現の日台比較と台湾人日本語学習者のス

トラテジー ―「言いよどみ」表現を中心に― 

發表者：劉佳雯 (社會四) 

講題六：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心理健康與諮商服

務：大學諮商中心人員的知覺、健康與態度 

Mental Health Issues and Counseling 

Services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13:45- 

14:00 

發表者：歐榮傑/柯嵐瀞  (德語四) 

講題三：2021 輔仁大學德語系選修課現況研究

（截至 2021年上學期）Die Situation von den 

Wahlfächern der Deutschabteilung der Fu 

Jen University im Frühjahr 

發表者：劉翰宇 (社會四) 

講題三：演員丟接的腳色：劇場溝通的公共性 

14:05- 

14:20 

發表者：楊欣  (德語三) 

講題四：尊嚴是社會還是個人概念 

Ist Würde eher ein gesellschaftliches oder 

ein persönliche Konzept? 

發表者：陳睿媛 (社會四) 

講題四：網路化對清明祭祖儀式之影響—以天

堂紀念網為例 

14:20- 

14:30 
觀眾 Q&A評審講評 

14:30- 

14:40 
休息 

14:40- 

14:55 

發表者：朱育潔 (義文三) 

講題五：歐盟復甦基金與義大利 

發表者：施品聿 (餐旅四) 

講題五：新冠肺炎知覺風險對旅遊風險知覺及

旅館住宿意願之影響：探討旅館衛生安全措施

之調節效果 

15:00- 

15:15 

發表者：簡靖方/彭意琁 (西文三) 

講題六：中南美洲友邦產品行銷–Fouring Cook

線上生鮮平台 

發表者：林鈺軒 (日文四乙) 

講題二：超級堤防在台北地區應用之探討-以東

京市隅田川為例  

スーパー堤防が台北地方での利用について-東

京市『隅田川』を例として 

15:20- 

16:10 

評審委員講評、頒獎【LA302】 

大合照 

評審委員講評、頒獎【FG410】 

大合照 

***欲參加會議者，須報名方能取得會議網址及密碼，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報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