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大語文中心外語進修班 45 期課程簡介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元） 

初級日語 2 簡嘉菁 
110年 9月 13

日 
每週一 19:00~21:00 

由本中心

填寫 

【使用教材】書名：《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出版社：大新書局 

ISBN：978-986-321-087-0 

【課程簡介】 

★ 教學內容與文法項目：本期教授第 6-12 課，學習日語的動詞「SOV・SOOV」、形容詞「SA・

SOA」、名詞的活用變化 ((±) 過去形･肯否) 等相關句型。例如：動態動詞、授受動詞、靜態動詞、形

容詞修飾用法、數量詞用法等。 

★ 教學方式：配合線上網路教學 (Google Meet, Google Classroom)，以會話練習、句型演練、

課文朗讀、口說表演為主，課堂作業除了完成教科書裡的相關練習之外，也鼓勵學生多閱讀日語刊物

或練唱日語歌曲，進一步增加日語的詞彙量。為了提高日語學習動機與樂趣，讓學員把學習過的詞

彙、會話、句型等，透過生動活潑的數位教材，更加深記憶力，強化學習效果。以期快樂又紮實地培

養學員的初級日語程度。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s01&prd_id=E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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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語文中心外語進修班(非學分班)第45期授課大綱(110年9月中旬～111年1月中旬) 

課程名稱 初級日語 2 

授課教師 
(中文名) 簡嘉菁 

(英文名) chien, chia-ching 
教師性別 

 男 

 女 

上課時間  每週一 
19:00～21:00 (中間休息10分鐘) 

9/22、11/13 補課 
開課日期 110年9月13日 

先修條件或學

員程度要求 

具備日語平假名、片假名聽寫能力 

或學習過初級日語至第5課左右程度 

課程摘要或課

程說明 

(※本期「18

堂課的課程內

容及進度」詳

見「第2頁」) 

● 教學目標 

本期課程學習『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 I』第6-12課。 

授課內容主要包括：初級日語程度的動詞、形容詞的活用變化與相關句型，例如：

① “我送給…人…物品／我收到…人的物品” 等授受動詞的用法、②“京都的清水寺

很漂亮／好安靜的溫泉旅館” 等形容詞修飾用法、③ “桌子上有咖啡和蛋糕／會議

室裡有三位日本人”等狀態動詞的用法、④“我要買2台相機／請給我3杯啤酒” 等量

詞用法、⑤“我想喝冰拿鐵／今年春天我想要跟家人一起去日本賞櫻花” 等表達個

人意願的用法等等。 

 

● 教學方式： 

主要分為「授課」、「會話」、「簡易寫作」、「簡易聽解」。配合線上網路教學 

(Google Meet, Google Classroom)，透過教科書、老師的自製授課講義 PPT

與網路教學平台等，鼓勵學生利用日語詞彙與句型，練習會話。藉由書面練習、口

頭練習或角色扮演，熟練相關句型的口語表達與聽力內容。課程中適時加入相關日

語句型的日語歌曲或新聞日文，以期有效應用本期所學習的內容。歡迎大家一起來

快樂學日語。 

使用教材 

書名：《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出版社：大新書局 

ISBN：978-986-321-087-0 

是否需要使用

筆電 
  是   否   

教師 

最高學歷 

最高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畢業學校/系所：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所 

現任  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日語教師 (助理教授級)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s01&prd_id=E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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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     日語教師 (助理教授級) 

★ 曾獲國立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傑出教學獎 

★ 曾獲國立清華大學 全校 傑出教學獎 

教師 

擅長領域 
日語教學、日語語學、中日對比分析、JLPT 日語能力檢定指導、 

日文秘書檢定、日文商用文書檢定、日語導遊測驗、日語領隊測驗 

教師 

e-mail 
kankasei88@gmail.com   

 

本期課程 

內容及進度 

 

(※經本中心

考核通過者，

授課教師擬於

「 第 18 堂 課

(結業日)」協

助頒發結業證

明及成績單，

全勤者另頒發

全勤獎獎狀，

以資獎勵。) 

【※注意：本中心保留教師異動權利，教師可視學員學習狀況適時調整進度。】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及進度 

第1週 110.09.13 
課綱說明 (線上練習 網路資源分享) 

上學期內容複習 

第2週 110.09.20 中秋節補假(停課) 

第3週 110.09.22 
週三補課 

L6 動詞 （ＳＯＶ） 

第3週 110.09.27 L6 動詞 （ＳＯＶ） 

第4週 110.10.04 L7 動詞 （ＳＯＯＶ） 

第5週 110.10.11 國慶日 (停課) 

第6週 110.11.13 
週三補課  

L7 動詞 （ＳＯＯＶ） 

第7週 110.10.18 內容複習 

第7週 110.10.25 L8 形容詞 （ＳＡ） 

第8週 110.11.01 L8 形容詞 （ＳＡ） 

第9週 110.11.08 L9 形容詞 （ＳＯＡ） 

第10週 110.11.15 L9 形容詞 （ＳＯＡ） 

第11週 110.11.22 前期內容複習 

第12週 110.11.29 L10 存在動詞 

mailto:kankasei8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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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週 110.12.06 L10 存在動詞 

第14週 110.12.13 L11 數量詞 

第15週 110.12.20 L11 數量詞 

第16週 110.12.27 L12 名詞・形容詞 過去式 

第17週 111.01.04 L12 名詞・形容詞 過去式 

第18週 111.01.10 後期內容複習 

   

 

附錄 (老師的教學網頁、參考書籍、連結網站、APP 等) 

作業專題： 

（自由繳交）日文版自我介紹錄製影片 (1分鐘; 300字以內）; 在2021/05/24前上傳 YouTube

（編製文字更佳）。在發表前1週請交紙本報告並上傳文字電子檔 (附影片連結)至 

kankasei88@gmail.com 。 

 

1、 教學網頁 (網站內容包括歷屆的自編講義與學生作業, 持續更新中) 

http://lms.nthu.edu.tw/ 清華大學數位學習  

操作方式：請搜尋 NTHU eeclass【課程目錄】-【人社院】-【外語系】-【當期課程 (如: 

1101)】-【簡嘉菁老師 授課科目】(開放給所有人自由閱覽老師的教學內容, 不需要輸入帳號與密

碼) 
 

2、 其他參考書籍 

《跟我學日語》台北：致良出版社。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改訂版)：練習ABC・問題解答（附中譯）》台北：大新書局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 改訂版 文法解說・參考詞彙・課文中譯》台北：大新書局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Ⅱ 改訂版 標準問題集》台北：大新書局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Ⅱ 改訂版 句型練習冊》台北：大新書局 

《大家的日本語 讀本篇 初級 改訂版》台北：大新書局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I 改訂版 聽解タスク（附MP3 CD一片）》台北：大新書局 (適合中級日語)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II 改訂版 聽解タスク（附MP3 CD一片）》台北：大新書局 (適合中級日語)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I 改訂版 聽解タスク（附MP3 CD一片）》台北：大新書局 (適合中高級日語) 

《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II 改訂版 聽解タスク（附MP3 CD一片）》台北：大新書局 (適合中高級日語) 

《(中文版) 日本語文型辭典 (繁体字版)》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グループジャマシイ (編)・徐一平 

(譯) (2002))【自學好用的日語句型參考書（可以用到 N1）。日語原文版或中文繁體字版好像要台幣

1000多元。另有大陸簡體字版本約台幣300元】 

 
 

mailto:kankasei88@gmail.com
http://lms.nthu.edu.tw/
http://lms.nthu.edu.tw/%20%20%E6%B8%85%E8%8F%AF%E5%A4%A7%E5%AD%B8%E6%95%B8%E4%BD%8D%E5%AD%B8%E7%BF%92
http://www.jlbooks.com.tw/Magazine/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7576?loc=P_007_026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s03&prd_id=E155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s04&prd_id=E158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s04&prd_id=E154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c05&prd_id=E153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c06&prd_id=E163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c06&prd_id=E164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c06&prd_id=E183
https://www.dahhsin.com.tw/bookIntro.php?lv01_type=Japan-c06&prd_id=E184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2175561323187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CN10037107?sloc=reprod_i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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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語學習網站 

http://www.weblio.jp/ Weblio 辞書 [可以查詢 日日、英日、中日、日韓等詞彙，還有同義詞、近義

詞、反義詞等] 

http://namehenkan.com/tw NAME 變換君  [可以簡易轉換中文姓名到日文姓名稱呼網站] 

http://www.nhk.or.jp/lesson/chinese / NHK 簡明日語 

http://www3.nhk.or.jp/news/easy/ NHK WEB EASY（やさしい日本語のニュース）[將一般新聞日文編

輯成簡易日語新聞, 並提供電腦發音、詞彙解釋、漢字假名拼音] 

https://utaten.com/ 歌詞検索 UtaTen 

https://www.erin.ne.jp/jp/ エリンが挑戦 [用動畫影片來學日語: 以高中女生為主角, 從生活口語會話到

學校內的正式用語都有. 另有書籍可以搭配學習] 

https://www3.nhk.or.jp/news/?utm_int=all_header_logo_news NHK news (日本時事新聞) 

http://www.gavo.t.u-tokyo.ac.jp/ojad/zho/phrasing/index （韻律朗讀輔導員 鈴木君） 

https://bizmana.jp/ ビジマネ（商務日語/ 社會人士/ 社交禮儀…等 相關商務情報） 

http://www.digi-sen.com/ デジセン（看漫畫學商務禮儀與會話，與商務日語/ 社會人士/ 社交禮儀…等 

相關商務情報） 

https://type.jp/s/deals-quiz/6/ ビジネス豆知識を1分で解説！知っ得クイズ【動画シリーズ】（看動畫做

測驗題） 

https://www.nhk.or.jp/school/ NHK FOR SCHOOL（NHK FOR SCHOOL 裡面提供了各種給小學生觀看

的節目，裡面有各種學習課程，如：歷史、道德、社會、理科等等，使用的文法和單字也相對簡單，

影片還可以開啟字幕（簡直佛心來著），非常適合日文自學者觀看！） 

http://hukumusume.com/douwa/ (福娘童話集)[附有日本民間故事、日本童話、世界童話…等豐富內

容。包括日語朗讀、故事腳本、繪本等連結] 

https://www.jpmarumaru.com/tw/index.asp 自學日語網站（MARUMARU）[附有「唱歌學日語」等] 

http://www.kodomo-kotoba.info/ こどものラブラリー [提供旅外日本人或外國人教導小朋友學習日語

的網站，有發音/ 習字/ 生活詞彙的解說與指導方法] 

http://www.ajalt.org/rwj/ (ちまたの日本語／“Real World” Japanese）[日語會話練習]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ovill.language.e2l.ejn&hl=ja 東京外国語大学 言語モ

ジュール 日本語 [從基礎的日語假名習字方法到中高級日語的各種句型說明與舉例] 

http://www.ipt.bb4u.ne.jp/~g-benkyo/ (凸凹小学校) [附有日本小學中學習的國語、算數、音樂、繪圖、

社會、理科、休憩時間…等內容。以遊戲來學習日本小學生所學習的各個科目] 

http://www2.thu.edu.tw/~nihongo/link.htm (東海大學 日本語文學系 自學日語區  相關連結)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 (日語自遊行)「觀光日語」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2/ (日語自遊行2) 「觀光日語」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3/ (日語自遊行3) [以上3個日語自遊行網站皆由 “香港 RTH

香港電台與香港日本文化協會共同主辦”的日語學習網站] 

https://www.benricho.org/ みんなの知識～ちょっと便利帳 

http://anime-manga.jp/ (アニメ･マンガの日本語) 

http://www.worldfolksong.com/songbook/nippon.htm (日本の民謡・童謡・歌詞と解説など)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3won-7W3Js&list=PLE2F2C912A1DCD5B2 (元気 JAPAN) 

http://happylilac.net/50hiragana-a.html (幼児の学習素材館) 

http://happylilac.net/hiragana-h.html (幼児の学習素材館 ひらがな五十音練習表) 

http://happylilac.net/katakana-h.html (幼児の学習素材館 カタカナ五十音練習表) 

http://tokioheidi.com/ (東京ハイジ／ 童謡) 

http://www.ajalt.org/sfyj/ (Study Japanese With AJALT) [日語數字1・數字2・電話號碼・量詞・日期・時

http://www.weblio.jp/
http://namehenkan.com/tw
http://www.nhk.or.jp/lesson/chinese%20/
http://www3.nhk.or.jp/news/easy/
https://utaten.com/
https://www.erin.ne.jp/jp/
https://www3.nhk.or.jp/news/?utm_int=all_header_logo_news
http://www.gavo.t.u-tokyo.ac.jp/ojad/zho/phrasing/index
https://bizmana.jp/
http://www.digi-sen.com/
https://type.jp/s/deals-quiz/6/
https://www.nhk.or.jp/school/
http://hukumusume.com/douwa/
https://www.jpmarumaru.com/tw/index.asp
http://www.kodomo-kotoba.info/
http://www.ajalt.org/rwj/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ovill.language.e2l.ejn&hl=ja
http://www.ipt.bb4u.ne.jp/~g-benkyo/
http://www2.thu.edu.tw/~nihongo/link.htm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2/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3/
https://www.benricho.org/
http://anime-manga.jp/
http://www.worldfolksong.com/songbook/nippon.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3won-7W3Js&list=PLE2F2C912A1DCD5B2
http://happylilac.net/50hiragana-a.html
http://happylilac.net/hiragana-h.html
http://happylilac.net/katakana-h.html
http://tokioheidi.com/
http://www.ajalt.org/sf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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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錢幣・家人・動詞({肯定／否定}・｛非過去式／過去式})・形容詞({肯定／否定}・｛非過去式

／過去式})…等各種日語念法(搭配動畫與日語發音) ] 

http://study.u-biq.org/ (免費日語教學)（U-Big.com／オンライン日本語）[附有初級到中級左右的各

種日語重點與文法說明；以及動詞活用變化練習表] 
 

4、 日語學習 APP 
https://apps.apple.com/tw/app/%E4%BA%94%E5%8D%81%E9%9F%B3%E8%BC%95%E9%AC%86%E5

%AD%B8%E5%85%8D%E8%B2%BB%E7%89%88/id953946449 五十音輕鬆學 app  

https://apkpure.com/tw/%E6%97%A5%E8%AA%9E50%E9%9F%B3%E5%9C%96-

%E5%90%89%E5%8E%9F%E6%AB%BB/com.aria63.GoJyuOnAPP  日語50音圖-吉原櫻 

[學生推薦：最主要的特色是每個平/片假名，都有附上「三個階段的字型演變」，非常清楚，幫助記

憶。成果測驗一共包含假名轉換(平/片)、聽力測驗、羅馬拼音三個部分，測驗完會針對你的表現(反

應時間、精準度)打分數。]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4%BA%94%E5%8D%81%E9%9F%B3%E8%BC%95%E9%AC%86%E

5%AD%B8%E5%85%8D%E8%B2%BB%E7%89%88/id953946449?mt=8 .五十音輕鬆學-免費版  

[學生推薦：功能頗多，還有習字帖直接練習，認為較適合拿來做測驗。「看圖猜字」相當有趣；「單字

練習」有標註高低音，可以修正語調發音。「發音練習」以及「相似字型辨認」，可以練習分辨長短

音，並且幫助熟悉容易混淆的假名。]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an.learnjapanese&hl=en_US 日文很簡單! 

[學生推薦：有配對遊戲(平/片假名/羅馬拼音)、學習單字(生活常見 e.g.水果、交通工具...)、學習常

用句子(日常實用 e.g.問候、心情...)，還有測驗(自我驗收)以及對戰(2~8人 PK)！每個詞彙和句子，

都有假名和羅馬拼音，搭配真人發音，多管齊下，幫助自己更快熟悉。規則是必須在時間內，連續答

對所有題目才可以進入下一關，這樣設定讓人忍不住反覆多做幾次直到破關。最喜歡的部分是「常用

句子_複習」，透過交換小方格重組整個句子，順序必須完全正確才算答對，如此能夠檢驗自己是否真

的學會(忘記的話可以按提示，其實不會扣分 XD)，設計很讚，大家可以試試看~~]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ovill.language.e2l.ejn&hl=ja NHK Easy 

Japanese News [可以調聽力速度的新聞日文，文中出現的漢字有假名注音、較難的詞彙有簡易日語

說明，同時還可以自行挑選 N3~N5 等各程度的日文詞彙來學習] 

https://www.nhk.or.jp/radio/info/app.html NHK ラジオ（らじる★らじる）【聽廣播學日語】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7%AE%80%E6%98%8E%E6%97%A5%E8%AF%AD-

nhk%E6%97%A5%E8%AF%AD%E6%95%99%E7%A8%8B-

%E6%97%A5%E8%AF%AD%E5%AD%A6%E4%B9%A0/id514969174?mt=8 NHK 簡明日語_和安娜

一起學日語 [每一堂課都有「10分鐘的廣播」可以聽。不只有兩位主持人清楚講解安娜和其他角色

的對話，還有狀聲詞補充、重點句型提示、單字整理、簡單的小小測驗 (一邊聽一邊複習課本內容，

互相搭配，效果不錯)。] 

https://apps.apple.com/tw/app/nhk-for-school/id1104138987 NHK FOR SCHOOL（ 各 有 android 和

apple 下載模式）NHK FOR SCHOOL 裡面提供了各種給小學生觀看的節目，裡面有各種學習課程，

如：歷史、道德、社會、理科等等，使用的文法和單字也相對簡單，影片還可以開啟字幕（簡直佛心

來著），非常適合日文自學者觀看！ 

 

5、 網路影片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ZS6YMggfiRV_U7NuiNNsg   Ryuuu Tv / 學日文看日本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GhnQ7qDQmS6Bz3pGc1Mw/featured   あかね的日本語教室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X6zSyt39w&t=545s  YUNATY 日本語 

 

http://study.u-biq.org/
https://apps.apple.com/tw/app/%E4%BA%94%E5%8D%81%E9%9F%B3%E8%BC%95%E9%AC%86%E5%AD%B8%E5%85%8D%E8%B2%BB%E7%89%88/id953946449
https://apps.apple.com/tw/app/%E4%BA%94%E5%8D%81%E9%9F%B3%E8%BC%95%E9%AC%86%E5%AD%B8%E5%85%8D%E8%B2%BB%E7%89%88/id953946449
https://apkpure.com/tw/%E6%97%A5%E8%AA%9E50%E9%9F%B3%E5%9C%96-%E5%90%89%E5%8E%9F%E6%AB%BB/com.aria63.GoJyuOnAPP
https://apkpure.com/tw/%E6%97%A5%E8%AA%9E50%E9%9F%B3%E5%9C%96-%E5%90%89%E5%8E%9F%E6%AB%BB/com.aria63.GoJyuOnAPP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4%BA%94%E5%8D%81%E9%9F%B3%E8%BC%95%E9%AC%86%E5%AD%B8%E5%85%8D%E8%B2%BB%E7%89%88/id953946449?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4%BA%94%E5%8D%81%E9%9F%B3%E8%BC%95%E9%AC%86%E5%AD%B8%E5%85%8D%E8%B2%BB%E7%89%88/id953946449?mt=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an.learnjapanese&hl=en_U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aovill.language.e2l.ejn&hl=ja
https://www.nhk.or.jp/radio/info/app.html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7%AE%80%E6%98%8E%E6%97%A5%E8%AF%AD-nhk%E6%97%A5%E8%AF%AD%E6%95%99%E7%A8%8B-%E6%97%A5%E8%AF%AD%E5%AD%A6%E4%B9%A0/id514969174?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7%AE%80%E6%98%8E%E6%97%A5%E8%AF%AD-nhk%E6%97%A5%E8%AF%AD%E6%95%99%E7%A8%8B-%E6%97%A5%E8%AF%AD%E5%AD%A6%E4%B9%A0/id514969174?mt=8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E7%AE%80%E6%98%8E%E6%97%A5%E8%AF%AD-nhk%E6%97%A5%E8%AF%AD%E6%95%99%E7%A8%8B-%E6%97%A5%E8%AF%AD%E5%AD%A6%E4%B9%A0/id514969174?mt=8
https://apps.apple.com/tw/app/nhk-for-school/id1104138987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CZS6YMggfiRV_U7NuiNNs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h-GhnQ7qDQmS6Bz3pGc1Mw/featur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lX6zSyt39w&t=54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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