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訊息若有調整；請依官網為準** 
 

報名優惠期間： 2020/3/14~2020/3/25   
 
 
 

上課期間：(1)  2020/04/19~2020/06/14  (4/26 停課) 

 每週日早 09:00~12:10 上課  

週日早-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費用 適合對象 

話說日本 

全日語專題會話課程 

この授業では 4 人の日本人教師が交代で教えていきます。日本事情・

日本文化をテーマに会話練習・シャドーイングなどの様々な方法で学

んで行きましょう。中心テーマ：「人前で話す日本語（自分の考えを

表現する）及びビジネス日本語です」、「対話練習・独話練習(2 週

間)」、「日本語会話 (2 週間)」、「季節の話題、時事の話題、ニュース①

(2 週間)」、「丁寧さと日本語表現及びビジネス日本語②(予定)です。」 

教師(預定授課序)：辻本祐子、中村直孝、後藤晃、武田牧人 

5000 元 

(32 節) 

適合日文系二年級以上程度 

或日語能力測驗二級以上 

聽說讀邁向中級 

曹延麗老師透過文章的讀解，複習已經學過的Ｎ4 文法，並學習Ｎ3 的

新句型。還會引導學員分析句子構成，解讀正確文意，透過實際閱讀訓

練，學習日語文章解析的技巧。修畢推廣部日本語讀本Ｌ1-Ｌ45 課，

或具備Ｎ4 日檢能力之學習者，想更進一步邁向日語中級的最佳選擇。 

4500 元 

(32 節) 

●適合新日檢 N4 程度。●修畢推廣部

三日晚班第 4 級（J4N）；雙日班第 6

級（D6 或 J6M）；週六班第十三級

（JS13）以上級數者●也歡迎溫故知

新之學員加入   

[N2➞N1 文型導讀] 

特別班 

◆透過「文章」及「句型」做有系統的「導讀」，更能掌握學習要點，順

利邁向(N2)，奠定進入(N1)的穩固基礎，提升學習者的日語能力。◆本

課程採 2 階段授課，分成[文章閱讀][文型介紹] 2 個單元雙向進行。前

單元(9:00~10:30) ：藉著文章導讀，加強語彙，提升閱讀能力。後單

元(10:40~12:10)：藉由句型/文法講解，讓學員快速掌握要點，順利升

級。◆a.[讀本]「テーマ別上級で学ぶ日本語」三訂版 b.[文法書]「日本

語能力測驗 1 級(文法)」& 「自編講義」。      教師：張祐禎  

4500 元 

(32 節) 

1.通過 N3、N2 日檢的學習者 

2.擁有 N3、N2 程度的學習者 

※最後進度以實際上課為準※ 

 

另有：N3 至 N2 文型導讀特別班(上)

請參閱「日文專修班」簡介或官網 

N2 文法實力養成班 

每 4 期為一開課循環,分 4 期詳細介紹及演練 N2 文法句型。內容主要以

文法句型講解為主，輔以考古題講解。幫助想參加日語能力檢定考 N2

級數的學員熟練 N2 文法句型,藉由課堂上的文法句型講解,考古題的練

習,讓學員能在檢定考文法項目輕鬆得分。不考日語檢定考者,也能藉由

此課程,認識 N2 文法句型,讓日語程度更為精進。 教師：吳子青 

4500 元 

(32 節) 
適合已具備日檢 N3 程度者 

開口樂學日語 

◆針對「學完初級但無法自然開口」、「想表達卻總是苦於單字量太少無

法清楚說明想法」、「能開口說學過的詞句卻不知如何應用」等學習者設

計的課程，期許能夠學會貼近生活情境的各主題、並增加語彙表達能

力。◆藉由基礎練習熟練語彙表達用法、並增加耳聽口說演練會話，培

養學員熟悉語調、勇於開口說。   教師：廖育卿 

4500 元 

(32 節) 

1.學過任何一本初級教科書者皆可報

名， 適想練習口說學日語，累積學習

成就感者 

2.建議學過《大家的日本語》初級系

列、或學過東吳日語經常班課程《日本

語讀本》初級篇(上)(下)的學員參加。 

3.約為 N4~N3 前半程度，有動詞變化

基礎，欲複習文法增加會話表達能力者 

初級日語口譯專修班 

認識各類時事新知及字彙，加強聽、說、讀的能力。透過筆

記、複述、視譯、順譯等練習，培養逐步、同步口譯的基本技

巧。 敬語：學習基本的敬語以及不同情境的表達方式。  

視譯：培養快速掌握文法結構及內容的能力。  

口譯：培養快速掌握內容並譯出的能力。 

課程教材：1）新聞報導，2）演講短片。 

教師：李仁哲老師                 [初級課程以日翻中為主] 

5000 元 

(32 節) 

日語能力測驗二級以上程度 

對口譯有興趣者 

 

上課期間：(2)  2020/04/19~2020/06/07  (4/26、5/17 停課)   

每週日早 09:00~12:10 上課                                    **所有訊息若有調整；請依官網為準** 

NEW! 

日本語入門 

課程包含： 

●從 50 音開始學習，上完此課程可直接銜接推廣部經常班。 

●平假名、片假名、50 音(含濁音、半濁音、拗音等)。  

●自我介紹、生日節日等相關練習。 

●購物、數字價錢相關練習。 

●嗜好、興趣的練習。 

●『みんなの日本語』第 1 課。   

教師：武田牧人 

3500 元 

(24 節) 

適合： 

初學者、對日語有興趣者。 

以前學過一點，但是想從頭再學習者。 

男女老少都歡迎 

網路線上報名，不用排隊不用等，好方便~~ 



上課期間：(3)  2020/04/19~2020/06/14  (4/26 停課)   

每週日早 10:40~13:50 上課                                    **所有訊息若有調整；請依官網為準** 

口語會話-初階班 

此課程與「勁爆歡樂日語會話中階（週五晚）」程度相近，從沒上過入

門班或口語文法句型的人不要一下子輕易嘗試初階班或中階班、以免跟

的很吃力勇於開口配合課堂上所有的對話造句或上台會話練習之學習

者。特別適合學習環境僅在台灣，急需提昇現代口語之聽解能力者。歡

迎能配合老師要求每週作聽寫功課、課堂聽讀練習之積極挑戰者加入！  

教師：洪筱萍 

4500 元 

(32 節) 

適合已相當熟悉日文動詞所有相關變化且

勇於開口配合上台會話練習者。特別適合

學習環境僅在台灣，急需提昇現代口語之

聽解能力者。需配合每週作聽寫功課、或

作課堂聽讀練習  

 

上課期間：(1)  2020/04/19~2020/06/14  (4/26 停課) 

每週日午 13:40~16:50 上課 

週日早-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費用 適合對象 

生活日本語(第九回) 

以快樂學日語為目標導入生活化的學習，結合日本人的習慣、

歌曲、最近的時事等，增進學習內涵。本期將學習形容詞、喜

好、希望、邀約、有無等表達。一週一次零負擔！ 

本期要開始練習 動詞、「～て」以及相關的句型，錯過超可惜! 

教材：『生活暮らしのにほんご教室』(初級 2 後半)+ (初級 3 前半) 

教師：武田牧人老師 

另有：生活日本語(第四回)-週二晚、(第七回)-週四晚 請詳「日文專修班(252 期)」 

4500 元 

(32 節) 

●學過形容詞(包含い形容詞及な

形容詞)、～がほしい、～たい者

(自學者亦可) ●以前學過一點，

但是想從頭再學習者。●男女老

少都歡迎・繼續學習者、新加入

者都歡迎。 

聽說讀 

中級日語輕鬆上手 

曹延麗老師將會透過文章的讀解，來複習已經學過的Ｎ4 文法，

並學習Ｎ3 的新句型。此外，還會引導學員分析句子構成，理解

正確文意，並學習文章解析的技巧。透過簡短例句以及小會話

的練習，讓學習者可以一邊練習句型，一邊開口說。強化會話

能力的同時也訓練聽讀聽力。讓學習者有效地適應日語中級前

期的學習。能開口說日文，也能同時訓練日文聽解的能力。 

4500 元 

(32 節) 

●適合新日檢 N4 程度。●修畢推

廣部三日晚班第 4 級（J4N）；雙日

班第 6 級（D6 或 J6M）；週六班第

十三級（JS13）以上級數者 ●「大

家的日本語」初級進階上完   

中級日語口譯專修班 

認識各類時事新知及字彙，加強聽、說、讀的能力。透過筆

記、改述、視譯、跟述等練習，培養逐步、同步口譯的基本技

巧。敬語：學習基本的敬語以及不同情境的表達方式。視譯：

培養快速掌握句子重點及改述的能力。口譯：培養快速處理譯

文的能力。課程教材：1）新聞報導，2）演講短片。 

授課教師：李仁哲老師              [中級課程以中翻日為主] 

5000 元 

(32 節) 

日語能力測驗二級以上程度 

對口譯有興趣者 

高級日語口譯專修班 
2020/4/22~2020/6/10 每週三晚上課      教師：李仁哲老師 

請詳日文專修班 252 期 官網       [高級課程以轉換兩種語言為主] 
5000 元 同上 

NEW! 

N2 日檢衝刺班 

(10 週課程) 

張祐禎老師、林麗娟老師 為了有益於提高考生對檢定考題型的熟悉

度，將授課內容分成[文法・読解]和[語彙・聴解] 2 個單元雙向進行。

運用考古題每週鎖定主題以實作方式(課前作業 課中解析)並靈活運用

(廣告、日劇、動漫、新聞等活教材)做綜合性練習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5500 元 

(40 節) 

●即將參加 2020 年第 1 次日檢

者●沒有要參加檢定考但是上過

N3 或 N2 相關課程;希望藉此課

程練習 N2 句型及加強聽力者 

 

上課期間：(2) 2020/04/19~2020/06/14  (4/26 停課) 

每週日午 14:20~17:30 上課 

口語會話-入門班 

課堂上除詳細解說基礎口語文法外，截取日劇中出現的場面對

話課、直接練習日劇台詞、學習自然口語會話語調、增加應對

能力。提供學員相同主題的日劇對話、生活對話之錄音檔，以

利課後作正確且適當的聽力訓練，課程內容包含：Ⅰ、口語會

話說法的運用  Ⅱ、自然日文的運用與改善中式日文的錯誤說

法 Ⅲ、個人會話能力的提昇  Ⅳ、場面對話訓練、以增加日常

生活對話的應對能力 Ⅴ、正確的文法句型運用與練習     

教師：洪筱萍老師 

4500 元 

(32 節) 

●適合已相當熟悉日文動詞所有

相關變化且勇於開口配合上台會

話練習者。●特別適合學習環境

僅在台灣，急需提昇現代口語之

聽解能力者。●需配合每週作聽

寫功課、或作課堂聽讀練習  

 

 
**所有訊息若有調整；請依官網為準** 

 

暑假特別班    <在校生 7 折>    8 天課程(每班 32 節課) 
 

開設課程：日語初級會話 1 [7 月]週間兩天(早・午) (武田牧人老師) 每班 4500 元 

         日語初級會話 2 [8 月]週間兩天(早・午) (武田牧人老師) 每班 4500 元 

課 程 內 容 屆 時 請 詳 官 網 

1. 從[7 月]初學者、無日語基礎者 

學過 50 音還不太熟想從頭開始者 

2. 到[8 月]有一點基礎，想繼續加強者 

3. 男女老少都歡迎 

網路線上報名，不用排隊不用等，好方便~~ 

網路線上報名，不用排隊不用等，好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