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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02 

課程 課程名稱 
課程內的班級 

日語學習綜合課程 

日語會話課程  

商務日本語課程  

升學課程 

研究所升學課程 

準備教育課程 大學・專門學校升學課程 

 

日語會話課程 

此課程將重點放在會話、溝通和表達能力，透過與生活相結合且實用的日語到攸關社會、專門領域的綜合學

習，培養畢業後能夠各自達成自我目的的能力。 

 

對象      將來想擁有並發揮日語的運用及會話能力者 

想了解並想和不同文化、習慣、和想法的人一起學習者 

條件      高中以上畢業 

 留學簽證的學生：日語能力在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N5 以上 

                  並在課程結束前報名參加日本語能力測驗考試者 

         其他的學生：需了解平假名與片假名 

 

班級           初級～上級：（日本語能力測驗 N5～N1、CEFR A1～C2）   

教學内容     一年級前半：培養日常生活中必要的日語運用能力 

一年級後半：培養可以應對包含社會話題的日語運用能力 

                  二年級前半：培養能夠應對專門內容內一定程度的社會話題的能力 

二年級後半：培養能夠運用包含抽像與個人的專業領域上之基礎的互動表達能力。 

教學方法     重視會話和溝通能力提升的雙向課程            

中級程度之後配合各個學生的目的與目標進行選修課程 

評分將重視課題的達成能力 

活用支援自主學習之 ICT（網路測驗或題目練習等） 

授課天數  一週 5天 

課程期間  留學簽證的學生  ：1 年、1.5 年（只供 10 月入學者）、2 年 

留學簽證以外的學生：3個月起(若班級有名額時，最短可以 4週起) 

授課時間  上午（9：00AM～12：30PM）、亦或者下午（1：30PM～5：00PM） 

＊若沒特別事由的話將無法選擇上午班或下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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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表  45 分鐘×4節／天 

學期表           4 月・7月・10月・1月開學 

班級規模          〜15名左右 

特別課程          一學期一次的校外教學、分組作業 

                  上級選修課程：歴史、茶道、料理、漫畫、電影、敬語特訓、照片隨筆等 

 

升學就業支援  入學後，針對考慮在日本就業的人，就業支援中心能提供就業協助與進行個別面談 

其他   中級後半之後可轉至商務日本語課程，提供和日本人學生與區域社會接觸的機會 

 

＜以下課程將需額外付費＞ 

時間外的輔導課程 「平假名・片假名」、「初級漢字」  

日本語能力測驗模擬考試  日本語能力測驗模擬考試（1年 2次） 

日本語能力測驗對策班     N2、N1 課程  

 

 

商務日本語課程 

針對已完成中級前半的學習，並想在日本就業或日系企業就職者亦或者已在日本工作，想增進日語能力的

學生們，指導學生可以達到目標。 

 

對象     想在日本就業或在日系企業就職者 

             已在日本工作，但想增進商務日語能力者 

班級       中級後半～上級：日本語能力測驗 N2～N1（4個程度） 

條件     符合下列條件者                                                                                         

            ・本國的大學、亦或者日本的專門學校／大學以上畢業 

            ・日語能力在日本語能力測驗（JLPT）N2以上者 

       ・在課程結束前報名參加日本語能力測驗 

教學内容    以下設定為程度到達的目標 

            ・能夠進行就職活動。（3個月） 

            ・可以處理公司內部業務。（3個月） 

            ・可以處理公司外部業務。（3個月） 

            ・能應付和日本人社員同様的業務。（3個月） 

 

教學方法   課程分成「日本語學習」和「商務課程學習」 

       為了培養協調性及小組合作能力，多採用 2 人 1 組或小組作業 

       向企業等提出易懂且包含會話考試之測驗結果的書面能力評估 

             實施日本的傳統文化體験、企業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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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就職活動資訊、就業活動輔導和人材介紹公司攜手合作的就業協助 

 

授課天數   一週 5天 

課程期間   留學簽證的學生  ：1 年～ 

    留學簽證以外的學生：3個月起(若班級有名額時，最短可以 4週起) 

授課時間  上午（9：00AM～12：30PM） 

課程時間表  45 分鐘×4節／天 

學期表           4 月・7月・10月・1月開學 

班級規模          〜15名左右 

特別課程  每學期１次傳統文化觀摩、企業觀摩 

發表、面試練習、外部講師(日本人的商務人士等)的講座 

 

升學就業支援        就業支援中心將協助並提供就職資訊、實施校内企業說明會或面談會。 

 

＜以下課程將需額外付費＞ 

日本語能力試験模擬試験  日本語能力測驗模擬考試（1年 2次） 

日本語能力試験對策班     N2、N1 課程  

 

 

到達之目標程度 

    目標程度 

  現在的程度 結束時的程度 學習期間 CEFR JLPT OPI 

本科 

初級 初級前期 3 個月 
基礎程度 

A1 N5 初級上 

  初級後期 3 個月 A2 N4 中級下 

中級 中級前期 3 個月 

自立程度 

（可自主表達） 

A2～B1 N4～N3 中級中 

    （商用日

語） 
中級後期 3 個月 B1 N2 上級下 

上級         ↓ 上級Ⅰ前期 3 個月 B1～B2 N2～N1 上級中 

  上級Ⅰ後期 3 個月 B2 N2～N1 上級中－上 

  上級Ⅱ前期 3 個月 
熟練程度 

B2～C1 N1 上級上 

  上級Ⅱ後期 3 個月 C1～C2 N1～ 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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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課程                                                        

針對想升學大學、研究所、專門學校者，培養因應報考資格所需的日語能力與基礎學力，與為了在升學後能

夠順利學習的日語能力。 

 

大學・專門學校升學課程 

對象  想升學大學、專門學校的學生 

條件      符合下列條件者 

    ・高中以上畢業 

         ・課程結束前報名參加日本留學考試或日本語能力測驗 

     ・入學時日語程度 

入學 課程 專門學校升學希望 大學升學希望 

4 月 
1 年課程 N3 以上 N2 以上 

2 年課程 N5 以上 N5 以上 

10 月 1.5 年課程 N4 以上 N3 以上 

 

         ＊單學期入學（入學時為留學簽證之外的簽證） 

    於 1 月入學（相當於 N2 程度的學生）：先申請單學期的會話課程上 3 個月後（但僅限具備符合能力條

件時）、銜接 4月的 1年課程 

    於 1 月入學（初學者）：先申請單學期的會話課程上 3個月後（但僅限具備符合能力條件時）、銜接 4 月

的 2年課程 

    於 7 月入學（相當於 N4 程度的學生）：先申請單學期的會話課程上 3 個月後（但僅限具備符合能力條

件時）、銜接 10月的 1.5 年課程 

 

班級   初級～上級：日本語能力測驗 N5～N1、CEFR A1～C2 

課程   上午為學習日語的一般課程（可選修下午的基礎科目(須付費)） 

教學内容 一年級前半：培養日常生活中必要的日語運用能力 

  ※入學時會有目標設定，對於如何選擇志願校等的說明會(母語)。 

   一年級後半：培養能夠應對包含社會話題之會話的日語運用能力與應試對策 

  二年級前半：培養能夠應對專業內容內一定程度的社會話題的能力和應試對策 

  二年級後半：培養在專業科目內能夠做基礎互動的運用能力、並經由演講稿或小論文的指導來 

            培養用日語思考的能力和應試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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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對策為、入學考試的歷屆試題的練習、日本留學考試的模擬考（1 月 1 回）、日本

語能力測驗的模擬考（1年 2回）、升學指導（隨時）、面試指導（随時）、基礎科目學

習、個別指導（随時）等都包含在內。 

 

教學方法    目標設定與符合目標的班級(一年級後半) 

                特別進學班等依能力所分的班的學習  

                依據教學規劃在各學期結束時進行個別指導確認已到達的程度 

建構人際關係的共同學習 

 

授課天數    一週 5天 

課程期間 4 月入學（1年課程、2年課程）、10月入學（1.5 年課程）  

授課時間 上午（9:00～12:30）：日本語（45分ｘ4節） 

下午（12:45～）：基礎科目（45 分ｘ1亦或者 2堂） 

※2年課程的學生、下午的基礎科目課程只需上 1年 

班級規模        〜15 名左右（日語課程） 

特別課程 課外課程或分組作業（每學期 1次） 

・歴史、歌曲、漫畫等課程(※冬季學期時授課) 

・茶道、俳句等日本的文化體験（※因講師而異內容有所不同。) 

・敬語特訓、照片隨筆等 

   

升學就業支援       就業支援中心將協助並提供資訊，也有校内的升學展或個別學校的說明会。 

 

 研究所升學課程  

 

對象     想升學日本的研究所的人 

條件     符合下列條件者 

・已大學畢業者（持有同等資格者需諮詢） 

        ・在進入本課程以前日語能力已達到中級程度（相當於日本語能力考試 N2 合格）以上者 

        ・在課程結束前須報名參加日本留学考試或日本語能力測驗 

 

教學内容    ＜上午班＞ 

        ・為培養在研究所研究時必要的讀解能力、聽解能力、記述、口述能力、學習研究計劃 

                  或小論文所需的邏輯性日語 

        ・日本語能力測驗、日本留學考試的模擬考試等應試對策（1年 2回） 

        ・入學考試的歷屆試題的練習 

＜下午班「研究所升學個別指導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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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專門領域的論文或専門書的檢索、論文或書籍の讀解、研究計畫書的書寫、面 

試練習、向指導教授或研究室的自薦等 

 

教學方法     ・目標設定和依據規劃之程度確認的個別指導、小組指導 

             ・和研究所的學生或教授交流 

     ・輔導老師的個別指導 

             ※「研究所升學個別指導講座」、此講座，其他課程的學生或外部的學生皆可參加 

 

授課天數   一週 5天 

課程期間      4 月入學 為期１年（也有因報名者的人數或程度而無法開班之情況） 

授課時間      上午（9:00～12:30）：日語（45 分ｘ4節） 

              下午（13:30～）：研究所升學個別指導講座（45 分ｘ2堂、一週 1・2次左右的程度） 

                              ※研究計劃指導、針對想升學的學校而進行個別指導。 

 

班級規模       〜15 名左右（上午班） 

特別課程       校外教學（國立國會圖書館、大學訪問等每學期１次實行） 

 

升學就業支援      升學就業支援中心將協助並提供資訊，也有校内的升學展或個別學校的說明会。 

 

到達的目標程度 

    目標程度 

  現在的程度 
結束時的程度 

學習期間   CEFR JLPT EJU 

升學課程 

初級 初級前期 3 個月 

基礎程度 
A1 N5   

  初級後期 3 個月 A2 N4   

中級 中級前期 3 個月 

自立程度 

（可自主表達） 

A2～B1 N4～N3 250 

(研究所） 中級後期 3 個月 B1 N2 270 

上級    ↓ 上級Ⅰ前期 3 個月 B1～B2 N2～N1 290 

  上級Ⅰ後期 3 個月 B2 N2～N1 300 

  上級Ⅱ前期 3 個月 
熟練程度 

B2～C1 N1 330 

  上級Ⅱ後期 3 個月 C1～C2 N1 350 

 

準備教育課程 

上午學習日文、下午學習基礎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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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是經教育部批准，對於那些未達到日本大學入學考試要求的 12 年制教育課程的學生（不適用於

某些國家），該課程可以補充並完善其 1年的學歷。參加本課程並持有該課程留學簽證的學生,必須在上午

參加日語的學習,下午參加英語數學等基礎科目的學習。 

其他詳細信息請參照各個大學或職業學校進修班的相關規定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