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訊息請依官網為準**

名優惠期間：2019/8/17(08:30 起)~2019/8/28
A、讀解專修

(約依上課星期及時間序)

課程名稱

詳細課程內容等訊息，請逕至官網查詢~

網路線上報名，不用排隊不用等，好方便~~

教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聽說讀上級讀解入門

曹延麗

108/09/16~108/11/04
每週一 18:40~21:50

實力養成特別班(高階)

童昭惠

Enjoy 日語(初中級)
Enjoy 日語(中級)

節數

適合對象/停課日

4500 元

32 節

●具新制日檢Ｎ2 程度者、及欲提昇上級
文章閱讀能力者。●推廣部學員需修畢三
日班 10 級以上或高階日語課程。

108/09/18~108/11/06
每週三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童昭惠
劉麗文

108/09/19~108/11/14
每週四 09:30~12:10

4500 元

32 節

童昭惠
劉麗文

108/09/19~108/11/14
每週四 09:00~12:40

4500 元

32 節

實力養成特別班(初階)

童昭惠
劉麗文

108/09/27~108/11/22
每週五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丁思湖老師週五日文特別班

丁思湖

108/09/27~108/11/22
每週五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適合已具日文新日檢 N3~N2 程度，或
曾閱讀 N3 相關文章達 150 小時以上者

聽說讀中級讀解特訓班

曹延麗

108/09/27~108/11/22
每週五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1.已具備新制日檢Ｎ3 程度者
2.需閱讀中級文章達 150 小時以上

**聽說讀邁向中級--請參閱週日學苑**

樂學中級日語-初階
前進中級全方位強化 (進階)
前進中級全方位強化 (初階)

陳瀅如
山本紀代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09:00~12:10

費用

●歡迎具應考新日檢 2 級能力者參加（已參加考試
但未合格者可）●已具中級（約日檢 N3）程度，
且至少正式閱讀過 N2 相關文章約 100 小時以上
＊準備考 N3，或擁有 N4～N3 程度者
＊修畢推廣部三日班第 6 級、或雙日班第 10 級課
程者。＊上完「前進中級」或「みんなの日本語中
級Ⅰ」課程者。 10/10 停課
＊已通過 N3 準備考 N2，或擁有 N3~N2 左右程
度，但想向下紮根者。＊修畢推廣部三日班 J8、或
雙日班 D11 課程者。＊上完「邁向中級」或「み
んなの日本語中級Ⅲ」課程者。 10/10 停課
1.適合 N5～N4 程度，熟悉動詞 、形容詞、形容動詞等
語形變化。2.推廣部三日班第 4 級；雙日班第 6 級；單
日班第 12 級以上級數 3.上完「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Ⅱ」
「大家的日本語-進階ⅠⅡ」系列課程想進中級。4.上完
「新日本語基礎Ⅰ、Ⅱ」課程，想進中級。10/11 停課

10/11 停課

10/11 停課
●適合 N4 程度，熟悉動詞 、形容詞、形容動詞等詞類

4500 元

32 節

變化者。●推廣部三日班第四級 J4N；雙日班第六 D6、
J6M；單日班第 12 級（JS12）以上●讀完「大家的日
本語」進階Ⅰ，想進中級者。

童昭惠
劉麗文

108/09/21~108/11/16
每週六 09:00~12:10

李怡儀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13:40~16:05

3500 元

4000 元

28 節
24 節

9/28、10/5 停課

＊已通過新制 N3 準備考 N2，或擁有 N2 以
上程度者。＊修畢推廣部高階日語養成班 J10
課程者。＊上完「邁向中級」或「みんなの日
本語中級ⅠⅡ」課程者。 9/28、10/5 停課
●適合 N4 程度，熟悉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等語形
變化者。●推廣部三日班第四級（J4N）
；雙日班第六級
（D6﹑J6M）；單日班(J13）以上級數者●上完「大家
的日本語-初級Ⅰ、初級Ⅱ、進階Ⅰ、進階Ⅱ」或上完「新
日本語基礎Ⅰ、Ⅱ」
，想前進中級者。 9/28、10/5 停課

情境日語特訓班(中上級)

童昭惠
劉麗文

108/09/21~108/11/16
每週六 13:40~16:50

4000 元

28 節

＊適合 N3~N2 程度，或擁有 N2 程度，但想向下
紮根者。＊上完推廣部三日班第 10 級、或雙日班
所有課程想往上挑戰＊上完「邁向中級」或「みん
なの日本語中級」系列課程。 9/28、10/5 停課

丁老師中級文章導讀

丁思湖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13:40~16:50

3500 元

24 節

●適合已具日文新日檢 N3 程度。修畢推廣部
三日晚班第七級
（J7N）
；雙日班第 11 級
（D11）
以上級數者 9/21、9/28、10/5、10/12 停課

聽說讀探索日本-日本を探る

曹延麗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13:40~16:50

4500 元

32 節

●具新制日檢Ｎ2 程度者、及欲提昇上級文章
閱讀能力者。●推廣部學員需修畢三日班 10
級以上或高階日語課程。 9/28、10/5 停課

現代日文作品賞析入門班

山本紀代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13:40~16:50

4500 元

32 節

●適合已具新日檢 N2 程度者；修畢推廣部三
日晚班 J7N；雙日班 D11 以上級數；上課學
員需配合老師要求預習和複習 9/28、10/5 停課

掌握中級讀解力

丁佩佩

108/10/12~108/11/16
每週六 14:00~16:25

2600 元

18 節

●適 N4 程度，熟悉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等變化和相關句型。
●推廣部三日晚班第 4 級；雙日班第 6 級；單日班第 13 級以上
級數者。●上完「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
「初級Ⅱ」
、「大家的
日本語-進階Ⅰ」系列課程想前進中級者。●上完日本語
GOGOGO1~4 冊想進修中級者。

教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費用

節數

B、文法專修

(約依上課星期及時間序)

課程名稱

N3 至 N2 文型導讀特別班 (上)
**N3 至 N2 文型導讀特別班(下)--請參閱週日學苑**

文法快捷補給站
N3 文法實力養成班
日語助詞輕鬆學

張祐禎

108/09/16~108/11/04
每週一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張祐禎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09:00~12:10

4500 元

32 節

吳子青

108/09/21~108/11/16
每週六 09:00~12:20

吳子青

108/09/21~108/11/16
每週六 13:30~16:50

4000 元

28 節

適合對象
●適合具備新日檢 N4 程度者（已上完推
廣部單日班第 13 級、雙日班第 6 級、或三
日班第 4 級以上）。
●適合具備新日檢 N4 程度者（已上完推
廣部週六班第 13 級、雙日班第 6 級、或三
日班第 4 級以上）。

9/28、10/5 停課

●報名者需具新日檢 N4 程度。適合上完「日
本語讀本」之學員，非東吳舊生熟悉日文十大
品詞之詳細用法者皆可參加。 9/28、10/5 停課
●適合具備日檢 N4 程度者(熟悉日文動詞、形容

4500 元

28 節

詞、形容動詞等語形變化)
●本校推廣部三日晚第 4 級(J4N)雙日第 6 級(D6、
J6M)單日第 13 級(JS13)以上者

9/28、10/5 停課

自 2019 年 5 月開課起，日文班-專修課程 與 週日學苑-日文課程 合併規劃。週一至週五課程納入「日文專修班」
，週日課程一律納入「週日學苑」
。因此，部分相關課程因開設星期而列入不同班類。比如：
日語口譯課，中級口譯(週三晚)列入日文專修班、初級口譯(週日早)及高級口譯(週日午)則列入週日學苑。建議兩種簡介一起閱覽，才能獲得較全面的資訊。

**詳細課程內容，建議逕至官網瀏覽**

C、會話專修

(約依上課星期及時間序)

課程名稱

**最新訊息請依官網為準**

網路線上報名，不用排隊不用等，好方便~~

教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費用

節數

洪筱萍

108/09/16~108/11/04
每週一 09:00~12:10

4500 元

32 節

●需相當熟悉動詞的基本七大語尾變化
●需配合老師每週作業並勤做練習

洪筱萍

108/09/16~108/11/04
每週一 13:40~16:50

4500 元

32 節

已學過並熟悉五十音（平假名、片假名）

勁爆歡樂日語會話入門（週一晚） 洪筱萍

108/09/16~108/11/04
每週一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適合相當熟悉動詞七大語尾變化，欲積
極學習口語文法、自然日語會話、增加聽
解者，需配合老師每週的作業勤做練習

勁爆歡樂日語會話初階（週三晚） 洪筱萍

108/09/18~108/11/06
每週三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勁爆歡樂日語會話中階（週五晚）

洪筱萍

108/10/04~108/11/29
每週五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勁爆歡樂日語會話高階（週六午） 洪筱萍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12:40~15:50

4500 元

32 節

東吳丹尼系列之歡樂日語會話教室

陳慶彰

108/09/18~108/11/06
每週三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Enjoy 日語會話-進階

山田富雄

108/09/19~108/11/14
每週四 08:40~11:50

4500 元

32 節

全方位中級會話-中階

山田富雄

108/09/19~108/11/14
每週四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全方位中級會話-進階

山田富雄

108/09/27~108/11/22
每週五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報名者需具新檢 N3 左右日語能力，適
合修畢推廣部日文雙日班 10 級課程者。
●報名進階班者需上過初階班、或具高度
之日語會話能力。
●建議從未參加過本系列課程之學員，優
先考慮加入「初階課程」
，待上課後授課老
師會認證程度可轉入「進階課程」與否

全方位中級會話-初階

山田富雄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09:00~12:10

4500 元

32 節

[週四]10/10 停課、[週五]10/11 停課
[週六]9/28、10/5 停課

東吳丹尼系列之歡樂日語會話教室

陳慶彰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09:00~12:10

4500 元

32 節

●上過陳慶彰老師課程者如欲複習亦歡迎參加
●已相當了解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的基本變化
概念者可參加（相當於上推廣部單日班第 11 級、
雙日班第 6 級、或三日班第 4 級以上課程者）。

生活日本語(第三回)

武田牧人

108/09/19~108/11/14
每週四 19:25~21:50

3500 元

24 節

●初學者、學過平假名者。
●以前學過一點，但是想從頭再學習者。
●男女老少都歡迎 10/10 停課

生活日本語(第一回)

武田牧人

108/09/17~108/11/05
每週二 19:25~21:50

3500 元

24 節

●初學者、從未接觸過日語者。
●以前學過一點，但是想從頭再學習者。
●男女老少都歡迎

從日常生活學日本語句型

辻本祐子

108/09/21~108/11/23
每週六 16:00~18:15

3500 元

24 節

中級～中高級（約 N3〜N2 程度）
9/28、10/5 停課

情境日語特訓班(初中級)

劉麗文
童昭惠

108/09/21~108/11/16
每週六 09:30~12:40

4000 元

28 節

1.適合 N5～N4 程度，或擁有 N4 程度但想再向下
紮根者。2.推廣部三日班第 4 級；雙日班第 6 級；
單 日 班 第 12 級 以 上 級 數 者 3. 上 完 「 日 本 語
GOGOGO」或「大家的日本語進階」系列課程者。
9/28、10/5 停課

情境日語特訓班(中級)

劉麗文
童昭惠

108/09/21~108/11/16
每週六 13:40~16:50

4000 元

28 節

＊適合 N3 程度，或擁有 N3 程度但想再向下紮根
者＊修畢推廣部三日班第 7 級、或雙日班第 11 級。
＊上完「前進中級」或「みんなの日本語中級 1」
系列之課程者。
9/28、10/5 停課

上級会話サロン

山田富雄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13:40~16:50

4500 元

32 節

●未達老師要求之程度或無法看懂課程介
紹者，不建議報名！ 9/28、10/5 停課

口語會話入門先修班

洪筱萍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17:15~20:15

4500 元

32 節

●需熟悉動詞的基本七大語尾變化
●需配合老師每週作業並勤做練習
9/28、10/5 停課

課程名稱

教師

上課日期及時間

費用

節數

從文法開始的日語翻譯

辻本祐子

108/09/21~108/11/23
每週六 14:15~15:45

2500 元

16 節

初級～初中級（約 N4〜N3 程度）
9/28、10/5 停課

高級日語口譯專修

李仁哲

108/09/18~108/11/06
每週三 18:40~21:50

5000 元

32 節

日語能力測驗二級以上程度

初中階日語発音特訓班

陳永基

108/09/19~108/11/14
每週四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学過日語 3〜6 個月的學習者

新聞導讀暨日語寫作專修班

高橋正己

108/10/04~108/11/29
每週五 18:40~21:50

4500 元

32 節

●適合於本部修畢高階日文課程或已具新
日檢 N2 以上程度者。 10/11 停課

東吳丹尼系列之企業人日語

陳慶彰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09:00~12:10

4500 元

32 節

美しい日本語の発音教室

陳永基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09:00~12:10

4500 元

32 節

聽說讀寫--日本通

陳 聆

108/09/14~108/11/16
每週六 13:40~16:50

4000 元

28 節

口語會話 easy 學（週一早）
琅琅上口說日語─入門班（週一午）

D、推薦課程

適合對象

●從未上過入門班或未學習過口語文法句型
者請勿輕易嘗試初階班或中階班
●適合已相當熟悉日文動詞所有相關變化
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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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配
合每週作聽寫功課、或作課堂聽讀練習
[週五]10/11 停課、[週六]9/28、10/5 停課
●上過陳慶彰老師課程者如欲複習亦歡迎參加
●已相當了解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的基本變化
概念者可參加（相當於上推廣部單日班第 11 級、
雙日班第 6 級、或三日班第 4 級以上課程者）。

(依上課星期及時間序)

網路線上報名，不用排隊不用等，好方便~~

適合對象

對口譯有興趣者
10/10 停課

●上過陳慶彰老師課程者如欲複習亦歡迎參加
●已相當了解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的基本變化概念
者可參加（相當於上推廣部單日班第 11 級、雙日班第 6
級、或三日班第 4 級以上課程者）。

9/28、10/5 停課

●適合已具日文新日檢 N4 程度者。修畢推廣部
J4N﹑D6﹑JS12 以上級數；或上完「大家的日本
語」1-45 課所有課文者。
9/28、10/5 停課

具備日語檢定考 N5～N4 左右程度，或已知動
詞變化者，相當於東吳日文經常班單日班 5 級
或三日(雙日)班 3 級以上

9/28、10/5 停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