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基本資料表 

 

系/所/科別 日本語文系 

科目名稱 日文(一) 

入學年度 110 學年度 

學制 夜四技 

部別 夜間部 

課程類別 系訂必修 

開課年級 一年級 

學年/學期 學年 

學分數 4 學分 

必/選修 必修 

配對之能力指標 

1-1-1能理解及運用簡單日常生活相關之字彙。 

1-1-2具備閱讀並理解簡單日常生活相關資訊之能力。 

1-1-3習得適當的發音、重音與語調。 

1-1-4運用適當語句撰寫短句。 

2-1-1認識日本之生活習俗。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教授初級之文法與句型，並藉由各種演練將所學之日文正確流

暢的運用在聽、說、讀、寫四技能。 

授課方式以簡單、明瞭的講解方式，使學生充分習得句型、文法、字彙的

意思及用法。透過書面及口頭練習，使學生具備基礎之日語表達能力。配

合教科書中之話題，補充日本社會現況、習慣與文化相關資訊，使學生了

解台灣與日本之差異性。培養學生學習日文之興趣，並進而啟發學生在相

關領域自學與繼續進修之意願。 

授課內容由日文50音、日語表記法（平假名、片假名、漢字、羅馬字）及

音調規則等入門，進而學習初級日語前半之文法、句型等。內容包含：招

呼問候語、名詞句、動詞句、形容詞句、品詞論概念、自我介紹、數量詞

等。 

課程目標 

1、具備 1000～1500個字彙量。 

2、學習正確發音、重音與語調並能聽懂日常會話。 

3、能夠運用基本句型撰寫短句。 

4、具備閱讀並理解 300字左右簡易之文章能力。 

5、認識日本之生活習俗。 



 

課程基本資料表 

系/所/科別 日本語文系 

科目名稱 日語句型與文法(109 新增) 

入學年度 110 學年度 

學制 夜四技 

部別 夜間部 

課程類別 系訂必修 

開課年級 一年級 

學年/學期 學年 

學分數 2 學分 

必/選修 必修 

配對之能力指標 
1-1-4 運用適當語句撰寫短句。 

6-1-1具備查字典與擷取要點做筆記之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學習日語基礎之文法與句型，透過句型分析與反覆的文法演

練，提升日文運用的正確度及通順度。課程內容包括助詞用法、連體修飾

表現、自他動詞分辨、依賴表現、希望形、可能形，以及動詞、い形容詞

及な形容詞的語尾變化及其用法。 

課程目標 

1.能夠加強日文文法基礎，建立完整日文文法概念。 

2.能夠充分活用所學的文法、句型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3.能夠運用基本句型造出完整的簡單句。 



 

課程基本資料表 

 

系/所/科別 日本語文系 

科目名稱 日語發音與聽力練習 

入學年度 110 學年度 

學制 夜四技 

部別 夜間部 

課程類別 系訂必修 

開課年級 一年級 

學年/學期 學年 

學分數 2 學分 

必/選修 必修 

配對之能力指標 1-1-3習得適當的發音、重音與語調。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透過重音與語調的練習，學習正確的發音要領，進而得以流暢

地朗讀與進行會話。並透過短文的跟讀與簡單的聽力練習，培養專心聆聽

及清楚表達之學習態度外，亦增進日語聽解能力。課程內容則分為發音與

聽力兩大部分，發音的課程內容包含清音、濁音、半濁音、特殊音節等音

節的發音方法與辨別、重音、語調的練習；聽力的課程內容包含短文聽

寫、短文跟讀、短文大意擷取之練習、關鍵字擷取及其意思推測之練習。 

課程目標 

1.習得日文的基本發音之能力。 

2.習得正確的重音與語調。 

3.能夠聽懂並能流暢做短句跟讀。 



 

課程基本資料表 

 

系/所/科別 日本語文系 

科目名稱 日語會話(一)  

入學年度 110 學年度 

學制 夜四技 

部別 夜間部 

課程類別 系訂必修 

開課年級 一年級 

學年/學期 學年 

學分數 2 學分 

必/選修 必修 

配對之能力指標 
1-1-5運用日語流暢進行簡單日常生活對話。 

2-1-1認識日本之生活習俗。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訓練學生經由口說、對答等方式增進會話能力。配合教材內容

適時介紹日本的生活禮儀及文化習俗藉以豐富會話內容。授課方式為藉由

分組角色扮演等方式提高學習興趣同時提升口語表達能力。授課內容為自

我介紹、詢問場所、購物、日常生活行為、邀請、敘述人（動物、東西）

的位置、個人喜好（擅長、感覺、看法）等表達方式。 

課程目標 

1.習得日語之常用句型並能運用於日常生活對會之能力。 

2.增進學生在不同的場合及情境下能夠運用所學之日語與他人做簡單交談

之能力。 

3.增進對日本人的生活習慣與文化之認識與瞭解。 



 

課程基本資料表 

 

系/所/科別 日本語文系 

科目名稱 日文(二)  

入學年度 109 學年度 

學制 夜四技 

部別 夜間部 

課程類別 系訂必修 

開課年級 二年級 

學年/學期 學年 

學分數 4 學分 

必/選修 必修 

配對之能力指標 

1-2-1能理解及運用簡單日常生活中具抽象概念之字彙。 

1-2-2具備閱讀並理解初級短篇文章之能力。 

1-2-4運用適當語句撰寫短篇文章。 

6-2-1具備透過網路或工具書等查閱各科相關知識之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為銜接一年級日文(一)課程，旨在教授進階之文法、句型，及其應

用。授課方式為透過書面及口頭演練，使學生將所學正確流暢的運用於

讀、寫、（說）等技能。並引導學生主動求知，時時省視學習態度，使學生

能更有效率、紮實的學習。授課內容包括：說明、請求、可能、並列、

（自、他動詞的）狀態、意志、推（猜）測、禁止、順序、假定、目的、

變化、被動、連體修飾等句型的用法。 

課程目標 

1.具備約 3,000個字彙量(包含理解字彙)。  

2.具備閱讀並理解初級文章之能力。 

3.能夠運用初•中級文法與句型造出完整的句子，甚至撰寫短篇文章，並

正確表達日語語感的能力。 

4.具備透過網路或工具書等查閱相關知識及自學之能力。 

5.能透過教科書中的話題,來了解日本社會現況、習慣與文化，並能比較台

灣與日本之差異的能力。 



 

課程基本資料表 

 

系/所/科別 日本語文系 

科目名稱 初級日語聽力訓練 

入學年度 109 學年度 

學制 夜四技 

部別 夜間部 

課程類別 系訂必修 

開課年級 二年級 

學年/學期 學年 

學分數 2 學分 

必/選修 必修 

配對之能力指標 1-2-3聽懂一般日常生活對話並能擷取重點。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以既學之單字、句型為基礎，教授學生有效提升日語聽力之策

略。策略以選擇性注意、做筆記、自我反省為主。授課方式為藉由相關教

材的反覆聽取與練習，協助學生如何理解其内容。加強語言應有的背景知

識及基礎，並且搭配日語能力測驗之題型，熟習日語之表達模式。 

課程目標 

1.日常生活基本問答之聽解。 

2.練習聽取要點並忽略不需要之訊息。 

3.練習從短篇報導中聽取並記錄要點。 

4.養成自我反省的習慣。 



 

課程基本資料表 

 

系/所/科別 日本語文系 

科目名稱 日語會話(二) 

入學年度 109 學年度 

學制 夜四技 

部別 夜間部 

課程類別 系訂必修 

開課年級 二年級 

學年/學期 學年 

學分數 2 學分 

必/選修 必修 

配對之能力指標 1-2-5能完整表達意見並具備基本之溝通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銜接日語會話（一）之內容，學習運用初級句型簡單表達自己

的意見，以及加強生活基本對話之能力，並對於日語的對話形式、特色及

習慣有初步的認識。 

授課方式為說明與演練。透過教室活動以及情況場合的提示，使學生理解

各句型在實際生活中如何運用以級日語的會話表現形式，並且實際透過口

頭演練，提升適當且通順之對話能力。授課內容包含「原因理由之說明」、

「可能表現」、「意志表現」、「命令表現」、「禁止表現」等初級句型之口頭

練習，並將所學之句型運用於「拒絕對方的邀約」、「打工面試」、「計畫及

預定之說明」等生活情境。 

課程目標 

1.具備簡單表達自己的意思，以及適當理解對方所傳達之訊息的能力。 

2.理解日語會話的語言形式，加強因應各種場合、狀況的會話能力。 

3.瞭解日本的習慣、文化，加強對異文化的瞭解。 



 

課程基本資料表 

 

 

系/所/科別 日本語文系 

科目名稱 日文習作(110 新開) 

入學年度 109 學年度 

學制 夜四技 

部別 夜間部 

課程類別 系訂必修 

開課年級 二年級 

學年/學期 學年 

學分數 2 學分 

必/選修 必修 

配對之能力指標 

1-2-1能理解及運用簡單日常生活中具抽象概念之字彙。 

1-2-2具備閱讀並理解初級短篇文章之能力。 

1-2-4運用適當語句撰寫短篇文章。 

1-2-5能完整表達意見並具備基本之溝通能力。 

課程概述 

本課程旨在運用初級課程中所習得之文法與句型進行各種寫作訓練。在教

學方面，以短文寫作練習為主，知識技巧的說明為輔，並透過習作的演

練，增進學生邏輯的思考之能力。授課方式為在堂課講解後進行作文書寫

練習，讓學生能夠將所學融會貫通。 

課程目標 

1.增進對一般的作文書寫格式之瞭解。 

2.寫出正確日文短句。 

3.提升初級文法與句型之運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