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語會話進階Ⅱ班招生簡章

課程特色： 1.本課程適合已經有日語基礎者(大家的日本語進階 I)想要更進階日語能
力者報名。由中籍教師授課，配合上課教材及情境設計，學習實用的日常
生活會話與字彙。時以話題討論的方式，透過有趣的主題，運用所學的字
彙與語法，在無形中逐步提昇學員外語聽力、口說能力與溝通技巧。
2.依規定完成結訓後，頒發本校「日語會話進階Ⅱ班-推廣教育非學分班
研習證書」。
適合對象： 具有日語 50 音讀寫基礎且會運用形容詞、動詞（原形/て形/ない形/た形/
可能動詞/自他動詞/命令形/禁止形/被動動詞）基礎變化之有興趣者
招生名額： 9 人以上成班，限量 25 名，額滿截止。
課程時間： 2021 年 3 月 6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週六)09:00~12:00，共 17 堂，51
小時
上課地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教學大樓 2 樓 T204 教室
課程費用： 課程研習費用原價新台幣 9,180 元
優惠方案:2021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報名，享早鳥優惠價每人 8,720 元
(注意事項:優惠方案彰師大進修學院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優惠方案之權利，如
有任何變更內容將公布於本院官方網站最新消息，恕不另行通知)

報名步驟： 線上報名，請至本校進修學院報名管理系統報名。如第一次報名，請先申
請帳號。(https://aps.ncue.edu.tw/cee/index.php)
即日起受理報名至 2021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止。
繳費方式： 承辦單位於開課前統一以 E-Mail 寄送繳費單通知繳款作業。請依繳費期限
內下載列印，並於全國各地郵局、ATM 轉帳、四大超商等管道完成課程費
用繳交，方完成報名手續。
退費方式：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應依下列方式辦理：
（一）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
成。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總時數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
之 1/2。開班上課時間已逾總時數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不予退還。
（二）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但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
（三）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注意事項： （一）學員請著輕便服裝上課，請勿穿著拖鞋以避免活動進行時受傷。
（二）本班為非學分班，學員出席課程達 3/4(含)以上者，頒發研習證書。
（三）錄取之學員一律不得辦理保留資格。
（四）每班報名人數如未達最低開班人數，本校保有不開班的權利，學員
所繳報名費無息退還，不得異議。
（五）如遇風災、地震或重大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所造成的停課事項，
不列入扣除時數之要因（依正常時數計算）
，且均依彰化縣政府公告辦理。

（六）本校保有最終修改此招生簡章權利。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課程資訊如有相關異動，
以本校網站公告為準，以上內容主辦單位有權更改相關活動內容。
聯絡方式：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修學院
住址：500 彰化市進德路一號 教學大樓 6F
電話：（04）723-2105 分機 5462 賴小姐
其

E-mail：cz8710@cc.ncue.edu.tw
他： (一)本次課程使用教材為大新書局「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Ⅱ 改訂版」，需
自備書籍，若需代訂請另行與承辦人聯絡，每本書為 360 元並於上課
第一天繳交書籍費(定價 9 折)。
(二)上課期間若遇其他對外大型考試將變更上課教室，主辦單位將另行通
知教室位置，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如有調整課程及日期另行通知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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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單元：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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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單元

【１】
1.複習動詞種類
2.動詞變化
09:00~12:00
3.敬體→常體
4.複習形容詞的種類
5.名詞變化

上課地點

進德校區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２】
一、單元：L39 の単語(L39 單字)二、課程內容：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3/13

1.動詞て形、～。(因為做～，而～)
09:00~12:00 2.い形容詞くて、～。(因為～，所以～)
3.な形容詞で、～。(因為～，所以～)
4.名詞で、～。(因為～，所以～)
5.動詞＆形容詞＆名詞のて形のテスト(課堂測
驗:動詞＆形容詞＆名詞のて形)

進德校區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３】
L39(二)基本文法
3/20

6.[因果関係の文型]～ので、～。(因為～，所以
進德校區
09:00~12:00 ～)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7.複習から的句型
8.常体のテスト(課堂測驗:常體變敬體)
(三)L39 課文對話練習

3/27

【４】
一、單元：L40 の単語(L40 單字)二、課程內容：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1.疑問詞の復習(複習疑問詞)
進德校區
09:00~12:00 2.助数詞の復習(複習量詞)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3.疑問詞＋～か、～。(句中包含疑問詞的句型)
4.～か、どうか～。(句中不包含疑問詞的句型)
5.～てみます。(試著～看看)
(三)L40 課文對話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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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進德校區
09:00~12:00 一、單元：L41 の単語(L41 單字)二、課程內容：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1.[あげます/もらいます/くれます]の復習
(複習[あげます/もらいます/くれます])
2.[～てあげます/～てもらいます/～てくれま
す]の復習
(複習[～てあげます/～てもらいます/～てくれ
ます])
【６】
L41(二)基本文法
3.㊤[さしあげます/いただきます/くださいま
す](獻給㊤/收到/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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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4.㊦[やります/もらいます/くれます](給㊦/收
到/給我)

進德校區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5.㊤[～てさしあげます/～ていただきます/～
てくださいます](行為上的為㊤做～/得到㊤做
～/㊤為我做～)
【７】
L41(二)基本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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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6.㊦[～てやります/～てもらいます/～てくれ
ます]
(行為上的為㊦做～/得到㊦做～/㊦為我做～)
7.依頼表現[～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可不可以

進德校區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請您幫我～？)
(三)L41 課文對話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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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一、單元：L42 の単語(L42 單字)二、課程內容：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1.[目的文]～ために、～。(為了～，而～)
進德校區
2.[用途文]～は～のに～。(～用來做～)
09:00~12:00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3.[評価文]～は～のに～。(～對～好/不好…)
4.[時間/経費の文型]～のに～かかります。(所
需時間金錢的句型)
(三)L42 課文對話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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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一、單元：L43 の単語(L43 單字)二、課程內容：
進德校區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09:00~12:00
教學大樓 2 樓
1.[直前の様態文]～そうです。(好像快要～)
T203 教室
2.[予想文]～そうです。(好像會～)
3.[観察認識文]～そうです。(看起來好像～)

5/15

5/22

4.～てきます。(做～再回來)
(三)L43 課文對話練習
【１０】
一、單元：L44 の単語(L44 單字)二、課程內容：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1.[過度表現]～すぎます。(做～過多)
進德校區
09:00~12:00 2.[難易表現]～やすいです。/～にくいです。(易 教學大樓 2 樓
～/不易～)
T203 教室
3.～形容詞く/にします。(做成～)
4.～名詞にします。(選擇要～)
(三)L44 課文對話練習
【１１】
一、單元：L45 の単語(L45 單字)二、課程內容：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1.[～時、～。]の復習(複習[～的時候，～]的句
進德校區
型)
09:00~12:00
教學大樓 2 樓
2.[猜測假設表現]～場合は、～。(萬一如果～的
T203 教室
話，～)
3.逆接文の復習(複習逆接句型)
4.[逆接文]～のに、～。(明明～，居然～)
(三)L45 課文對話練習
【１２】
一、單元：L46 の単語(L46 單字)二、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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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1.動作の三つの時点の復習(複習做動作的 3 個時
進德校區
間點)
09:00~12:00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2.～ところです。(正～)
3.[動作の直後]～ばかりです。(剛做完～)
4.[根拠文]～はずです。(應該是～)
(三)L46 課文對話練習
【１３】
一、單元：L47 の単語(L47 單字)二、課程內容：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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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09:00~12:00 1.[伝聞]～そうです。(聽說好像～)
2.[自分の判断]～ようです。(好像～)
3.常体のテスト(課堂測驗:敬體變常體)
(三)L47 課文對話練習

進德校區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１４】
進德校區
09:00~12:00 一、單元：L48 の単語(L48 單字)二、課程內容：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1.動詞の種類の復習(複習動詞的種類)
2.使役動詞(使役動詞)
3.使役動詞の応用(使役動詞的應用)
4.[強制文]～させます。(使/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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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L48(二)基本文法
5.自動詞＆他動詞の復習(複習自動詞&他動詞)
進德校區
09:00~12:00 6.[容認文]～させます。(讓～去做～)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7.[依頼表現]～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可不
可以讓我～？)
(三)L48 課文對話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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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一、單元：L49 の単語(L49 單字)二、課程內容：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1.受け身動詞の復習(複習被動動詞)
進德校區
09:00~12:00 2.尊敬語：～られます。(尊敬語第一種變化)
教學大樓 2 樓
T203 教室
3.お～になります。(尊敬語第二種變化)
4.特別な尊敬語(特殊的尊敬語)
5.お/ご～ください。(請您～) (三)L49 課文對話
練習
【１７】

7/31

一、單元：L50 の単語(L50 單字)二、課程內容：
(一)單字 (二)基本文法
進德校區
1.和語動詞＆漢語動詞の紹介(介紹和語動詞&漢
09:00~12:00
教學大樓 2 樓
語動詞)
T203 教室
2.お/ご～します。(謙讓語的變化)
3.特別な謙譲語(特殊的謙讓語)
(三)L50 課文對話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