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壹、基本資料 

  一、課程名稱：從台灣看日本——現代漢語及現代日語的比較來看語言間

文化的差異性  

 

  二、學生姓名、系級、學號（第一位同學為組長）  

黃恆宇，特殊教育學系 21（二年級），106095037 

倪文誠，特殊教育學系 21（二年級），106095034 

游子岳，電機工程學系 20（三年級），105061231 

 

另有一年級學生兩名、四年級學生一名參加課程如下： 

 

周宜臻，化學系 22（四年級），107023049 

李旺陽，資訊工程學系 19（四年級），104062191 

林宜蓁，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22（一年級）， 107048136  

 

 

  三、學習領域：日語語言學、台日文化比較 

 

 

  四、學分數：2 學分 

 

 

  五、指導教師姓名、學經歷簡介： 

郭獻尹老師為本校外國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亦於國立政治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日語學程、國立海洋大學共同

教育中心等校任教，專攻為日本語學及日本語教育，教學經驗豐富。郭

老師曾於 2016 年由日本交流協會及東吳大學聯合推薦，代表台灣參加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海外日語教師研習。2017 年協助日本福岡縣柳

川市推動地方創生「簡易日語遊日本」計畫，成效卓越，使柳川市獲得

日本政府 1500 萬日幣的補助款，因而被柳川市政府任命為「柳川觀光

大使」，推動台灣及日本官方、非官方之間的親善交流。郭老師除了在

語言學及語言教學有相當豐富的專業知識外，也熟稔日本文化、台日關

係。因此，希望藉由郭老師的專長，協助我們了解日本的語言及社會文

化。 

 

郭獻尹老師詳細經歷：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ku2018/ 

https://sites.google.com/view/kaku2018/?fbclid=IwAR2_SP3CfV5WF9gRfpKIVQiFIK41IsetoSKYs2dnmmsc5Opn65_rhkjkW9U


 

貳、內容（內容以 10 頁為限） 

  一、學習目標 

近年來國際間合作趨勢走向區域整合，特別是東亞諸國在政治、經

濟與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台灣在這股洪流中不能置身事外，必須積極強

化與東亞鄰國在政治及經貿上的合作，才不會被邊緣化。為此，國內公

私立大學為了培育了解東亞區域的優秀人才，陸續成立了東亞學系、日

本研究中心。其中，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尤為密切，日本可以說是台灣與

東亞接軌上不可或缺的夥伴。同樣受到儒家文化薰陶的日本，發展出自

成一格的大和文化，讓我們有必要進一步了解日本人的思維、社會文化、

歷史變遷等等。 

日本在歷經 311 大地震後，受到台灣莫大的幫助，「謝謝台灣（あ

りがとう台湾！）」一詞成了日本人耳熟能詳的標語，「台日友好」不

再純粹為口號，更進一步強化了台日關係。雖然台灣及日本沒有正式外

交關係，但是民間交流頻繁，加上台灣人的日常生活裡隨處可見日本的

產品，歷史上也曾被日本統治。台灣與日本的關係，可謂是密不可分，

彼此相互影響著。根據台灣觀光局的調查，日本是台灣人最常去拜訪的

國家，也是最親密的國家。而日本觀光局在 2017 年統計台灣赴日旅客

人數，更高達 456.4 萬人次，創下歷史新高。日本首相安倍更於 2018 年

的《外交藍皮書》中指出，台灣是日本最重要的友人。由此可見，日本

對台灣相當重視。有鑑於此，研究台日間的文化差異、掌握日本社會文

化的各種現象為當務之急。為了有效率且精確地解讀這些相關資訊，學

習日語可謂關鍵之鑰。因此，我們自主學習的目標明確，希望可以使用

日語閱讀具有中高級難度的文章。自主學習的內容涉及日本社會文化、

台日差異等等。透過郭老師的專長，協助我們深入了解日本。 

我們探討著重於語言與文化之間關係，因為兩者深刻互相影響，語

言體現出文化，而文化也建構出語言，兩者實為密不可分。因此，我們

欲以日語為立足點，從日語各特質解析日本文化，同時更了解不同語言

之間所會產生之誤解、差異，亦使我們掌握日語及其文化特性，進而應

用於交流上。 

 

  二、學習內容與方式 

1. 書籍討論：我們將使用 2018 年底由大新書局出版的《台湾から見

た日本事情（從台灣角度看日本）》一書作為主要導讀

的書籍。該書是由國立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輯，邀

請台灣國內各大學日文系教授、系主任共同編纂而成。

內容包含日常生活、人文社會、政經產業等不同領域，

除了能帶領我們讀者從台灣的角度認識並理解日本，更



可以進一步反思台灣的現況，提供向日本借鏡的機會。

另一部分，我們也會參考一日本文化論述《日本辺境論

(日本邊陲論)》，該作者內田樹為日本著名思想家、文

化評論家，其「日本人論」觀點獨到，多嶄新論點 

 

        ”本書以地緣政治學觀點揭示日本人獨特民族觀及自我意

識。”1 

                其中，該書利用大篇幅討論了日本於地理上「邊陲

性」如何影響其語言、框架出思想意識，解釋從古至當

代社會文化現象的脈絡與邏輯，乃我們了解日本不可或

缺的資料。 

2. 心得分享：探討完一個章節後，由學生撰寫報告並發表心得。指導

老師及同學間於發表後參與討論，並提出看法及建議。 

3. 投書媒體：報告經討論後，希望可以於補足歸納，進而投稿知名度

較高的網路媒體，例如天下雜誌的「換日線」專欄。 

4. 田野調查：訪問日籍學生或教師，詳細內容會視下學期情況而定。 

 

  三、時程表 

            以下每課標題皆出自《台湾から見た日本事情》一書，出自《日

本  

        辺境論》者則省略以「邊」稱之。 

週次 日期 探討主題 進行方式 

第一

週 
（108.2.22） 

認識日語的音韻系統 

日語國際音標（IPA）的書寫及

記音練習 

由郭老師介紹 IPA 原理，並

討論心得與中文之比較 

第二

週 

（108.3.1） 和平紀念日，停止討論一次

改為指定閱讀。 

由各個同學自行選一篇

未經討論的主題，並於

下次分享。 

第三

週 

（108.3.8） 認識日語的品詞、語法變化 

邊：「日語特性何在？」 

分享上次指定閱讀中的

相關內容，並由指導老

師略提概念後修正我們

自學上的缺失。 

                                                      
1改寫引述自內田樹《日本邊陲論》之簡介文字 p268 

https://www.kingstone.com.tw/basics/basics.asp?kmcode=2015350023188&lid=book_class_se

c_se&actid=WISE 

 

https://www.kingstone.com.tw/basics/basics.asp?kmcode=2015350023188&lid=book_class_sec_se&actid=WISE
https://www.kingstone.com.tw/basics/basics.asp?kmcode=2015350023188&lid=book_class_sec_se&actid=WISE


第四

週 

（108.3.15） 日本的言語及文化（第 8 課

「言語と文化」） 

邊：與日語共生的邊陲人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

者角色從旁輔助。 

第五

週 

（108.3.22） 日本的言語及文化（第 8 課

「言語と文化」）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

者角色從旁輔助。 

第六

週 

（108.3.29） 台日傳統文化的比較（第 2

課「年中行事」）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

者角色從旁輔助。 

第七

週 

（108.4.5） 民族掃墓節，停止討論一次

改為指定閱讀。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

者角色從旁輔助。 

第八

週 

（108.4.12） 台日傳統文化的比較（第 2

課「年中行事」）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

者角色從旁輔助。 

第九

週 

（108.4.19） 台日傳統文化的比較（第 3

課「伝統文化の饗宴」）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

者角色從旁輔助。 

第十

週 

（108.4.26） 台日傳統文化的比較（第 3

課「伝統文化の饗宴」）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

者角色從旁輔助。 

第十

一週 
（108.5.3） 

日本社會文化（第 11 課「企

業文化」） 

日本上班族的必備知識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者

角色從旁輔助。 

第十

二週 
（108.5.10） 

日本社會文化（第 11 課「企

業文化」） 

日商的「敬語文化」 

邊：「『僕』為何無法寫這本

書？」、「『喂喂』所傳達的

事」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者

角色從旁輔助 

第十

三週 
（108.5.17） 

日本流行文化（課本第 6 課

「マンガ」） 

漫畫中「擬聲語、擬態語、擬

音語」的介紹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者

角色從旁輔助 

第十

四週 
（108.5.24） 

日本流行文化（第 7 課「ア

ニメ」） 

日本動漫的吸引力 

邊：「日語孕育了漫畫腦」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者

角色從旁輔助 



第十

五週 
（108.5.31） 

日本文化對台灣之影響 

（第 12 課「クール‧ジャパン

政策」） 

日本社會的特色 

邊：日本人是邊陲人？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者

角色從旁輔助 

第十

六週 
（108.6.7） 

日本文化對台灣之影響 

（第 12 課「クール‧ジャパン

政策」） 

以台灣人的觀點來看日本社

會的優與缺 

 

由學生以及指導教師一

同討論，老師擔任第三者

角色從旁輔助 

第十

七週 
（108.6.14） 

成果製作 由學生統整這學期的相

關心得與成果，經詢問

指導教師後集結 

第十

八週 
（108.6.21） 

成果發表  

  

 

四、預期成果 

1. 能了解日本及東亞區域的概況。 

2. 能了解日本與台灣社會文化的不同。 

3. 能解讀並掌握日文文獻的大意。 

4. 能發表對於自主學習議題的看法。 

5. 能掌握日語特性並實際應用交流。 

 

五、參考書目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台湾から見た日本事情》，大新書局。 

郭獻尹、田嶋恵里花監修《大新日本語日和》，大新書局。 

佐藤和美《日本事情：網路遨遊 體驗日本》，大新書局 

内田樹《日本辺境論》，新潮新書。 

 

 

叁、指導教師意見（附上指導教師簽名、日期） 

   一、□ 我已詳閱「通識中心自主學習計畫之應行與注意事項」。(請勾

選)   

    二、指導老師關於本計畫之相關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