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台北校園外語班招生簡章_FL10709 
多學一種語言就會讓你多看見一個不一樣的世界。國際化的年代，您需要加強第二、第三外國語能力！ 

課  程：※課程內容僅供參考，實際進度依上課為準；費用不含教材費。 

課程名稱 課程期間 上課時間 對象 
預計課程內容(用書) 

※教材可自備或第 1 堂課統計團購) 
教師 時數 費用

新多益實戰

初級 

11/19-1/14 

(12/31 停課) 
一 19:00-21:30 

具備基礎

英語能力

欲加強多

益程度者

協助學生熟悉多益測驗七大題型，包括照片描述、應答

問題、簡短對話、簡短獨白、單句填空、短文填空、文

章閱讀理解，並進行題目分析。熟悉了解新式題型的出

題趨勢。掌握多益字彙的搭配，訓練聽出關鍵字及必備

句型，學習答題技巧。每週以亦會針對不同單元題型演

練與講解，掌握解題拿高分技巧與訣竅。課程包含閱

讀、聽力策略學習，提升外語自學力，還有每周單字小

考和模擬考題測，培養臨場考試的應變能力，測驗後分

析試題，加以了解解題要領與準備方向。本課程內容會

依學生所需而做彈性調整。。[TOEIC Vocabulary Builder 

(ETS) 

葉書吟 20 3000

11/21-1/23 
淡水班三

10:00-12:00 
葉書吟 20 3000

印尼文會話 
12/18-2/26 

(1/1、2/5 

停課) 

二 19:00-22:00 
已會字母

發音者

教授基礎會話(實用人物名詞、情緒名詞、數字單字學

習、時間用詞、買賣、身體名詞等)，除了印尼文化有基

本的認識，希望本期課程後能夠學會看字能夠正確閱讀

拼音及簡單應答。[自編講義] 

賴筱穎 27 3750

越南文(二) 11/23-1/11 五 19:00-21:30 

已會基本

越語字母

及拼音能

力者 

教授星期、時間、天氣、飲食、出遊、交通、健康等用

法，除認識越南文化外，並提升對越南語的了解及溝通

能力[自編講義] 

陳玉水 20 3000

初級韓語

(三) 
11/21-1/16 

(1/2 停課) 
三 19:30-21:30 

曾學過韓

語40音及

基礎文法

者(學習

經驗30小
時以上)

打好發音基礎是影響日後學習韓語的關鍵，因此本課程

著重學生的實用練習，鼓勵學生開口，並由教師矯正發

音。進而利用本課程教材學習日常生活韓語（學習各種

數字的運用及日期等）。除詳細講解課程的重點外更安

排學生練習會話以增進口語能力。[國際學村《我的第一

本韓語課本》吳承恩 著 L4~L7、《基礎韓語必修的２４

堂課》及自編發音教材]

李相美 16 2400

初級韓語

(四) 
11/19-1/14 

(12/31 停課) 
一 19:30-21:30 

曾學過韓

語40音及

基礎文法

者(學習

經驗50小
時以上)

打好發音基礎是影響日後學習韓語的關鍵，因此本課程

著重學生的實用練習，鼓勵學生開口，並由教師矯正發

音。進而利用本課程教材學習日常生活韓語（學習各種

數字的運用：時間、號碼、日期等）。除詳細講解課程

的重點外更安排學生練習會話以增進口語能力。[國際學

村《我的第一本韓語課本》吳承恩 著 L7~L10]  

李相美 16 2400

初級韓語

(七) 
11/20-1/15 

(1/1 停課) 
二 19:30-21:30 

韓語學習

經驗95小
時以上者

本課程著重學生的實用練習，鼓勵學生開口，並由教師

矯正發音。進而利用本課程教材學習日常生活韓語並漸

漸認識韓文的文法（能力、可能嗎？拜託對方、想、嘗

試）。除任課老師詳細講解外更安排學生練習以增進口

語能力。[國際學村《我的第一本韓語課本》吳承恩 著

L16~L18]

李相美 16 2400

西班牙文 
(一) 

11/20-1/15 

(1/1 停課) 
二 19:00-21:30 

完全初學

者 

課堂講授、分組練習，並視情況搭配輔助教學資料介紹

(音樂或影片播放)，與西語系國家的文化及風俗簡介.期
望學生藉由課程的學習能培養文化包容力與拓展國際

視野。內容包括單元 1~2 的字母認識、發音與拼音練習、

音符與音節分析、簡易單字介紹、口語會括練習、初級

文法介紹、動詞變化分析。[教師自編講義] 

何湘文 20 3000

旅遊實用西

語入門 

11/17-1/26 

(12/22、

12/29、1/19

停課) 

六 09:00-11:30 
完全初學

者 

課程旨在學習日常生活上西語基礎能力，學習西班牙語

旅遊基礎會話句型與文法，內容包含：發音、問候、禮

貌、時間、搭機、提領行李、旅遊資訊、貨幣兌換、飯

店入住等[教師自編講義] 

郭思筠 20 3000



JL0792  ※部份課程可授予學分，收費為 2500*學分數，有需求者請於報名時告知。 

課程名稱 課程期間 上課時間 對象 
預計課程內容(用書) 

※教材可自備或第 1 堂課統計團購) 
教師

可授
學分

堂數
每堂45分

無學分
費用

基礎

課程 

初級日語(一) 11/22-1/10 四 19:00~21:25  

完全初學者

日文字母讀寫、正確東京音調、PTK、外來語特殊

音、基本句型等。﹝淡江應用字母發音篇$200 或

大新書局日本語讀本第一冊L1起﹞ 

賴美紅 1 24 3000

初級日語(一) 
11/24-1/26 

(12/22、1/19
停課) 

六 13:00~16:10 蕭碧盞 2 32 4000

初級會話(一) 
11/20-1/15 
(1/1 停課) 二 19:00~22:10  

能讀寫平假
名、片假名
五十音者

日常招呼及應對、介紹自己、介紹他人、購物(點
餐)、數字、時間、日期、金額、存在位置 

莊美娟 2 32 3600

初級日語(二)
及 N5 文法閱

讀 

11/21-1/23 
(12/12-12/19
、12/31停課) 

一 18:50~22:00 
三 20:35~22:05, 

日 19:00-22:10(12/2) 

年月日、時分秒、星期、存在動詞、單位名詞﹝大

新書局日本語讀本第一冊L14〜L18﹞ 
鍾芳珍 3 48 5400

一生懸命紮
實學日語(二) 

11/20-1/15 
(1/1 停課) 

二 19:00-22:10 
學過『來學日
本語基礎 1』

(L1-L5)者 

い形容詞變化、な形容詞變化、動詞て形[來學日本

語基礎1(L6-L10)] ※可授予初級日語學分) 
彭春陽 2 32 3600

一生懸命紮
實學日語(三) 12/7-1/25 五 19:00-22:10 

學過『來學日

本語基礎 1』
(L6-L10)者

動詞(同時)、動詞(否定)、動詞(許可)、授受動詞、

嗜好、能力[來學日本語基礎2(L11-L15)] 
彭春陽 2 32 3600

吃喝玩樂輕
鬆學日語(九

州篇) 
12/7-1/25 五 14:00-17:10 

能讀寫平假
名、片假名五

十音者 

適合對日本文化、飲食、旅遊有興趣者(完全初學者

亦可)，課程內容：打破傳統教學模式，透過風土人

文、飲食文化、旅遊景點等，學習實用日語。[網路

教材及講義] 

彭春陽 0 32 3600

初級日語(二) 11/20-1/15 
(1/1 停課) 二 19:00~22:10  

是、有、在、こ・そ・あ・ど、指示代名詞﹝大新

書局日本語讀本第一冊L1〜L13﹞ 
王筱琪 2 32 3600

初級日語(五) 12/4-1/29 
(1/1 停課) 

二 19:00~21:25  學過動詞變

化、及音便者

中止形、補助動詞﹝大新書局日本語讀本第一

冊 L21~L22﹞ 
賴美紅 1 24 2700

初級日語(七) 11/21-1/9 三 19:00~22:10 
已學過動詞變

化者 

と・ては・ても、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なくて

はいけない、ば・たら・なら、から・ので・

のに﹝大新書局日本語讀本第一冊L30〜L34﹞ 

蕭碧盞 2 32 3600

會話

課程 
中級日語會話

(六) 
11/21-1/9 三 20:40~22:10 N4以上程度者

以各種場合會話為主，例如：於飯店、車站、

找工作等的會話。透過會話練習理解日本人常

用的說法與日本社會習俗，並掌握現代日語待

遇表現與應用。並於每單元訓練學員加強與日

本人溝通的能力及技巧。﹝講義﹞ 

黑島千代 1 16 1800

中級

課程 

中級日語(二) 

11/22-1/24 
(12/13停課) 
將再擇一日

停課 

四 18:50~22:00 
學習日語達

150~300 小時

者或 N4 以上

程度者 

藉由句子分析提升閱讀能力，並透過背書與造

句練習強化學習效果﹝大新書局日本語讀本第

二冊・大新書局日本語中級讀解入門﹞ 
※無程度問題，學員可依能配合時間選擇課程

參加。 

鍾芳珍 2 32 3600

中級日語(八) 
11/20-1/22 

(12/18、1/1
停課) 

二 19:00~22:10 鍾芳珍 2 32 3600

檢定

課程 

N1‧2 日檢文
法班(四) 

11/24-1/26 
(12/15、

12/22、12/29、
1/19停課) 

六 09:00~12:10 
五19:00~22:10(12/28) 
日19:00~22:10(1/20) 

具中級日語能

力或 N3 以上

程度者 

透過講解精讀 1‧2 級文型，確實掌握句型意

義、語感及同類句型之異同點，藉以提升正確

閱讀、書寫與翻譯之能力﹝大新書局日本語重

要表現文型﹞107.5.26(89 期起)  

鍾芳珍 2 32 3600

N1‧2 日檢
文法班(九) 

11/25-1/27 
(12/16、12/30

停課) 
日 16:00~19:10 

透過講解精讀 1‧2 級文型，確實掌握句型意

義、語感及同類句型之異同點，藉以提升正確

閱讀、書寫與翻譯之能力﹝大新書局適時適所

日本語表現句型 500﹞106.7.24(84 期起) 

鍾芳珍 2 32 3600



課程名稱 課程期間 上課時間 對象 
預計課程內容(用書) 

※教材可自備或第 1 堂課統計團購) 
教師

可授
學分

堂數
每堂45分

無學分
費用

N1‧2 日檢

閱讀班(一) 

11/24-1/26 
(12/15、12/29

停課) 

六 16:10~19:20 
六19:00~22:10(12/22、

1/19) 

具中級日語能

力或 N3 以上

程度者 

演練 N1、N2 級閱讀試題，加強閱讀能力，縮

短答題時間，提升答題技巧。﹝講義﹞ 
鍾芳珍 2 32 3600

*日檢聽力測

驗班(一) 

11/24-1/26 
(12/15、

12/22、12/29、
1/19停課) 

六 19:30~21:30  
已學過動詞變

化者 

利用視聽教室，藉由跟述錄音帶、選擇正確答

案等訓練，開啟掌握音聲的能力，再逐步提升

速度、難度，提高理解力與反應。 

鍾芳珍 1 16
2120
聽力教室

中級

進階

課程 

中級進階日
語(四) 

11/25-1/20 
(12/30停課) 日 13:00~16:10 

學習日語達
300 小時者或

N3 以上程度者

藉由句子分析提升閱讀能力，並透過造句練習

強化學習效果。﹝大新書局日本語中級讀解進

階 L11~L13、聽力造句練習﹞ 

蕭碧盞 2 32 3600

中級進階日
語(十) 

11/25-1/20 
(12/30停課) 日 09:00~12:10 

藉由句子分析提升閱讀與中譯能力，透過造句

練習確實掌握句型之理解與應用。﹝大新書局

情境日本語初中級篇 L4~L7﹞ 

蕭碧盞 2 32 3600

中級進階日
語(三) 

11/25-1/27 
(12/16、12/30

停課) 
日 12:40~15:50 

藉由句子分析提升閱讀與中譯能力，透過造句

練習確實掌握句型之理解與應用。﹝大新書局

日本語中級讀解進階・小說「花水木」﹞ 

※無程度問題，學員可依能配合時間選擇課程

參加。 

鍾芳珍 2 32 3600

中級進階日
語(八) 

11/7-1/23 
(12/12 停課) 

三 18:55-20:25 
三19:00-22:10(12/19) 鍾芳珍 1 24 2700

應用

課程 
 

日本時勢新

聞導讀(八) 
11/15-1/3 四 19:00~22:10 

學習日語達

150~300小時或
N4以上程度者

中級進階程度課程，採用木山三佳著『讀新聞學』(大

新書局)及倉八順子著『日本語の表現技術（読解と

作文）』(古今書院)。兩冊文本交互運用，詳述語彙、

文法、句型、文章表現法外，著重日本社會文化之講

解與閱讀習作能力之培育，並於每週課程中補充日本

近代史的內容(教材『日本の歴史』致良出版社)，藉

此加強學員對日本時事理解所需之語言、歷史、文化

的能力。 

劉長輝 2 32 3600

日文專書選讀

(八) 
11/19-1/14 
(12/31停課) 一 19:00~22:10 

學習日語達

300小時或N3
以上程度者

 

高階程度之日文專書閱讀與翻譯練習課程，採用

日本文化論名著，李御寧著『縮み志向の日本人』

(學生社)及日本語言文化名著‧森本哲郎著『日

本語──表と裏──』(新潮社)。兩冊文本交互

運用，詳述語彙、文法、句型、文章表現法外，

並著重翻譯練習與富含文化底蘊之講解，藉此強

化學員對日本語言文化之理解與運用。 

劉長輝 2 32 3600

NHK 日語聽
力練習(八) 

11/23-1/25 
(12/14、12/28

停課) 
五 19:00~20:30 

藉由聽寫、misscheck NHK各類型節目之作業，實質

提升日語聽力，並增廣對日本時勢之了解，掌握日本

社會脈動。﹝講義﹞ 

鍾芳珍 1 16 1800

日劇小說導讀

(八) 

11/23-1/25 
(12/14、12/28

停課) 
五 20:40~22:10 

以人氣日劇或電影之小說版本為主軸，除欣賞日式文

字描述之美外，並藉由小說之研讀，強化日語聽‧讀

之學習。﹝日劇小說ナミヤ雑貨店の奇蹟﹞ 

鍾芳珍 1 16 1800

高階日語與日

本現勢(八) 

11/24-1/26 
(12/22、1/19

停課) 
六 09:00~12:10  

以日本最新報章雜誌所刊載有關日本文化、教育、藝

文、旅遊、親子關係、政治、經濟、國際與外交關係、

人道關懷等議題文本為教材，進行高階日語程度的

「聽、說、讀、寫、譯」五技能之養成與訓練，藉此

適時掌握日本與國際化時代的各項社會脈動與相關

議題之語言能力之運用。 

劉長輝 2 32 3600

日語文章導讀

(五) 

11/24-1/26 
(12/15、

12/22、12/29、
1/19停課) 

六 13:00~16:10 
研讀「日本經濟入門」專書，藉以提升日語 1‧2 級

讀解能力與對日本經濟經營之專業知識。﹝日本經濟

入門﹞ 

鍾芳珍 2 24 2700

日語文章導讀

(八) 

11/25-1/27 
(12/16、12/30

停課) 
日 09:00~12:10 

前半段研讀「日本經濟入門」專書，藉以提升日語1‧

2級讀解能力與對日本經濟經營之專業知識。後半段

以人氣日劇或電影之小說版本為主軸，除欣賞日式文

字描述之美外，並藉由小說之研讀，強化日語聽‧讀

之學習。﹝日本經濟入門、日劇小說ナミヤ雑貨店の

奇蹟﹞ 

鍾芳珍 2 32 3600

 



●聯絡方式：(02)2321-6320 轉 8832 陳小姐 line：@src7253e   

傳真：(02)2321-4036  Mail：117580@mail.tku.edu.tw 

http://www.dce.tku.edu.tw   地址：106 北市金華街 199 巷 5 號 101 室 

●上課地點：台北市金華街 199 巷 5 號淡江大學台北校園，捷運東門站步行 5 分鐘。 

●報名事項： 

日期：即日起至開課前 1 週止(不含例假日) ，逾期報名者恕無法收到開班簡訊。 

現場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8:30-11:30、13:30-21:30  週六日：8:30-11:30、13:30-16:30。 

現場報名地點：台北市金華街 199 巷 5 號淡江大學台北校園 101 室。 

手續：1.線上報名 https://GOO.GL/8Ga2Q(大小寫需相符)(免填註冊單)或現場填寫註冊單； 

前期舊生直接洽櫃台繳費即可。 

2.繳費(現金、現場信用卡、即期支票、郵局匯票、匯款、ATM 轉帳或線上刷卡) 

第一銀行信義分行，戶名：財團法人淡江大學，帳號：162-10-004528。 

郵局劃撥帳號，戶名：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推廣教育中心，帳號：125-11111 

●注意事項： 

開  班：請依開課日上課，開班教室將於1樓互動看板公告或https;//goo.gl/hXcC6S查詢，本校保有課程及師資等異動

的權利，若未達開班人數將另行簡訊通知辦理轉班或全額退費手續。 

※國定假日、學校放假日，依老師授課狀況停課及補課；但遇颱風等不可抗拒之天災時恕不補課(依

行政院人事總局公告)。 

轉班規定：開課第 1 週內可申請轉班。 

退費規定：因故不能上課者，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 9 成。自開班上

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 1/3 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費用之半數。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 1/3 者，不予

退還。若開班不成，全額退費。※退費需繳回收據正本。刷卡繳費僅能刷卡退費；現金或匯款繳費

者得提供本人金融帳戶匯款退費，惟郵局、第一銀行及華南銀行以外之金融機構，需扣 30 元手續

費。違反前述退費說明或逾期申請者，恕無法辦理退費事宜。 

上課證明：僅限於課程結束時申請當期證明，如需列計出席時數及成績請於申請時告知。 

更多課程資訊請上網 https://goo.gl/8Ga2Q 或 goo.gl/p4kIH 或 www.dce.tku.edu.tw 點選最新開課或電詢。 

 

 

 
本部語言生開放 3、9 月語言交換媒合申請，意者請另外洽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