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與理學院「 培育英語溝通能力及增進國際移動力計畫 」 

 
 

【日文檢定班】簡章  

■開班目的：協助學生及早通過本校外文畢業門檻，並具備出國交換與業

界語文能力需求條件。如欲參加本班，期係對日文檢定有

需求者(至少有假名之基礎)，或至少修習過本校日文(一)A

課程。 

■報名資訊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9年 06月 29日止 

 ➢報名方式：請先完成以下３件事。 

一、 線上報名 https://reurl.cc/exn87L  

二、 繳交 800元教材費至工學院或理學院辦公室，不足部分由工、理學院辦公室補足。教師鐘

點費、場地費、助教費、行政支援費及其他雜支由工、理學院負擔。 

三、 參加課前能力測驗。 

 測驗目的：了解學生是否具備參與本次課程所需之日文能力。 

 測驗日期：以下擇一場次參加。 

日期 時間 

109年 06月 19日

(星期五) 

場次一：10:00 

場次二：15:00 

109年 07月 01日

(星期三) 

場次三：10:00 

場次四：15:00 

 測驗地點：工程五館一樓 E6-A 102視聽教室。 

 測驗範圍：本校日文(一)A課程涵蓋之範圍，包含名詞及動詞。 

 測驗題型：選擇題。 

 測驗時間：25分鐘。 

 成績揭曉日期：109 年 07 月 10 日(星期五)。如成績未通過，請於 109 年 07 月 20 日

(星期一)前回覆工、理學院辦公室是否仍要參加本課程之意願，逾期不予受理退課及

教材費退費。 

   ➢開放名額：人數達 15人以上開班，滿額以 30人為原則，優先安排上課順序如下。 

一、 工、理學院大學部在學學生。 

二、 工、理學院研究所在學學生。 

三、 剩餘名額如有不足則以報名先後方式決定。 

■課程資訊 

 ➢上課日期 

 暑期：109年 08月 10 日至 109 年 09月 11日，每週一、三、五之上午 09:00-12:00。 

 學期間：109年 09月 15日至 109 年 12月 01 日，暫定每週二之晚上 06:30-09:00。 

 ➢上課地點：工程五館一樓 E6-A104教室。 

 ➢授課教師：本校語言中心余秋菊老師。 

 ➢授課內容：以日文檢定為主，課程大綱請參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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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工學院與理學院「 培育英語溝通能力及增進國際移動力計畫 」 

 
 

■注意事項 

 ➢本班學生需報名 109 年 12 月 06 日(星期日)日本語能力試驗（報名期間 109 年 08 月 25 日至

109 年 09月 10日），級數不限。請於 109年 09月 25 日前，擷取通過報名審核之畫面，以紙本

遞送或 email 至工、理學院辦公室。 

  ➢日本語能力試驗報名網址為 https://www.jlpt.tw/Info/RegMethod.aspx 

■補助資訊 

➢教材費－報名時先收新台幣 800 元，教材費原則全額補助，惟須待檢定成績揭曉後，持成績單

正本至工、理學院辦公室申請退還 （網路查詢成績日為 110年 1月下旬，成績單寄發

日為 110年 3月上旬）。 

 缺課 1堂扣 100元、缺課 2堂扣 200元、缺課 3堂扣 300元、缺課 4堂扣 400元，

缺課 5堂(含)以上不予補助。 

 如未於 109 年 09 月 25 日前，回傳 109 年 12 月 06 日(星期日)日本語能力試驗之

通過報名畫面，教材費亦不予補助。 

➢檢定報名費－依檢定成績分別向所屬學院申請(須附繳費單及成績單)；工、理學院學生補助金額

依「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工學院提升學生外文能力獎勵辦法」辦理。 

■其他資訊 

➢以上若有相關問題，歡迎查閱公開資訊網 https://reurl.cc/3DmOxO，或洽工、理學院辦公室。 

⚫ 工學院聯絡資訊：ncu4000@ncu.edu.tw；電話 03-4227151轉分機 34000黃英霈小姐 

⚫ 理學院聯絡資訊：sarahcheng@ncu.edu.tw；電話 03-4227151轉分機 65006 鄭宜樺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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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日本語能力試驗 N5檢定專班(暑期) 

課程名稱 

中文 ：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授課老師 

姓名：余秋菊 

現職：國立中央大學 

語言中心講師                    英文 ：  

學 分 數  聯繫電話  0937-840458 

上課期間 109.08.10~109.09.11 上課時間 每週（一.三.五）9:00~12:00 

教材書名  上課時數 共 15  次，合計 45 小時 

上課方式 

課堂講授,搭配試題(文法、聽

解、讀解)解析,模擬考及考古

題說明 

適合對象 
1.對日語檢定有需求者 

2.具備日文 1(A)程度者 

課程目標 

1.短期間彙總基礎日語的相關知識 

2.藉由系統性的邏輯訓練，字彙、句型解析，聽力技巧和閱讀解題策略，協助  

 學員釐清盲點，更有效率的準備日檢考試。 

次數 日期            課程大綱 

1 8/10（一） 

 

（四） 

 名詞句型架構及時態   (人、時、地、物、事 語彙表單) 

 

 
2 8/12（三）  名詞句型的相關助詞   (附整理表) 

 
3 8/14（五）  名詞文字語彙題型解析及模擬測試   

 
4 8/17（一）  na 形容詞句型架構及時態 (感知、感受形容詞 語彙表單)  

5 8/19（三）  na 形容詞句型的相關助詞  (附整理表) 

 
6 8/21（五）  na 形容詞文字語彙及文法題型解析  → 模擬考題作業 

7 8/24（一）  i 形容詞句型架構及時態  (感知、感受形容詞 語彙表單) 

 

 
8 8/26（三）  i 形容詞句型的相關助詞  (附整理表) 

 
9 8/28（五） i 形容詞文字語彙及文法題型解析 → 模擬考題作業 

10 8/31（一）  動詞句型架構及時態  (狀態動詞、動作動詞、移動動詞 語彙表單) 

11 

 
9/02（三）  狀態句型、動作句型、移動句型的相關助詞  (附整理表) 

12 

 
9/04（五）  授受句型、存在句型、目的句型的相關助詞  (附整理表) 

13 

 
9/07（一）  動詞時態題型解析及模擬 (語彙、文法、聽解、讀解 綜合練習) 

14 

 
9/09（三）  動詞(te/ta)形變化及相關活用句型  (音便表+語彙表單) 

 

 
15 

 
9/11（五）  相關題型解析及模擬測試  (語彙、文法、聽解、讀解 綜合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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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日本語能力試驗 N5檢定專班 

課程名稱 

中文 ：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授課老師 

姓名：余秋菊 

現職：國立中央大學 

語言中心講師                    英文 ：  

學 分 數  聯繫電話  0937-840458 

上課期間 109.09.15~109.12.01 上課時間 每週（二）18:30~21:00 

教材書名  上課時數 共 12  次，合計 30小時 

上課方式 

課堂講授,搭配試題(文法、聽

解、讀解)解析,模擬考及考古

題說明 

適合對象 

修了 

日本語能力試驗 N5 暑期課程者  

 

課程目標 

1.短期間彙總基礎日語的相關知識 

2.藉由系統性的邏輯訓練，字彙、句型解析，聽力技巧和閱讀解題策略，協助  

 學員釐清盲點，更有效率的準備日檢考試。 

次數 日期            課程大綱 

1 9/15（二） 

 

（四） 

動詞ない形變化及相關活用句型 (變化表+語彙表單) 
2 9/22（二） 相關題型解析及模擬測試  (語彙、文法、聽解、讀解 綜合練習) 

3 9/29（二） 動詞辭書形變化及相關活用句型 (變化表+語彙表單) 

 
4 10/06（二） 相關題型解析及模擬測試  (語彙、文法、聽解、讀解 綜合練習) 

5 10/13（二） 
名詞、na形容詞、i形容詞、動詞 普通形時態變化 

6 10/20（二） 普通形相關題型解析   (語彙、文法、聽解、讀解 綜合練習) 

7 10/27（二） 條件(假設)的相關句型及助詞 

 

 
8 11/03（二） 假設句型的題型解析  (語彙、文法、聽解、讀解 綜合練習) 

 
9 11/10（二） 行為動作的授受句型及相關敬語  (語彙表單) 

 

  語彙表單) 
10 11/17（二）  相關題型解析及模擬測試 

11 

 
11/24（二）  模擬試驗之 1   (文字語彙、文法、聽解、讀解) 

12 

 
12/01（二）  模擬試驗之 2   (文字語彙、文法、聽解、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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