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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100100100100----2222 學年度課學年度課學年度課學年度課程綱要程綱要程綱要程綱要（（（（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課程名稱 大大大大二二二二日語會話日語會話日語會話日語會話（（（（A）））） 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課程代碼 D-2412-09573-A 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授課教師 楊錦昌楊錦昌楊錦昌楊錦昌 

開課系級開課系級開課系級開課系級 日文日文日文日文二甲二甲二甲二甲    選別選別選別選別 
□□□□    必修必修必修必修    

□□□□    選修選修選修選修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30303030 人人人人    

□□□□        無無無無    
開課系級開課系級開課系級開課系級 日文日文日文日文二甲二甲二甲二甲    

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課程目標 

共同共同共同共同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 複習與強化大一句型，建立學生活用日語句型的能力。【專業知

識、專業技能】 

2. 提昇學生提問、聽解及溝通表達的能力。【專業知識、專業技能、

社會適應能力】 

3. 培養學生用日語發表與演說的勇気【社會適應能力】 

4. 激發創意，培養團隊精神與獨立思考能力【社會適應能力】 

5.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的習慣與能力。【專業技能、社會適應能力】 

個別個別個別個別增加增加增加增加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1. 提升快速反應能力【社會適應能力】 

2. 豐富說話內容【專業技能】 

3. 達成條理分明、有組織的說話能力【專業技能】 

4. 建立自信及主動發言的態度【專業技能】 

5. 增廣思考面向及評析能力【專業技能】 

6. 建立學生對台日語言社會文化（跨文化溝通）的瞭解。【專業知

識、社會適應能力】 

 課程概要課程概要課程概要課程概要 

    本課程預定配合課程特性，以口語表達及聽解能力的學習為主。內容除配合

主教材《輔大日文系教材》與《新日本語の中級》內容進行口語訓練外，也將結

合即時的時事等多媒體材料進行口語與聽解訓練。讀寫部分由學生搭配自主學

習、發表及演出提升。此外，以實況會話及改編、發表方式，提升解決問題及創

新能力，並依教材內容及進度，導入相關教材與課堂活動。  

 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使用教材 

1. 《NHK 等多媒體教材》 

2. 《新日本語の中級》    

3. 補充教材等 

 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教學方法 

� 講授 Lecture 

� 個案教學 Case Study 

� 電子教學 e-Learning 

� 體驗教學 Project Adventure 

� 角色扮演實境教學 Role Playing 

� 競賽遊戲 Simulation Game 

� 電影教學 Theater Learning 

� 競賽讀書會 Study Group 

� 產業實習 Internship 

� 專題實作 Seminar on Field Research 

� 服務學習 Service Learning 

� 自主學習 Independent Study 

� 對話教學 Dialogue Teaching 

� 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based Learning 

� 行動學習 Action Learning 

� 專家演講 Expert Lecture 

� 企業參訪 Enterprise visit 

� 其他 Others（代換與改編練習、主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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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評量成績評量成績評量成績評量 

� 期中成績 25％（口試、筆試） 

� 期末成績 25％（口試、筆試）   

� 平時成績 50％【演出、發表與討論（含演說、新聞報導等課堂活動）15％、主

動表現度 15％、隨堂考（含口述練習）15％、自評與同儕互評 5％】 

� 出席學習為展現個人誠意及對課程與人事物尊重的基本態度，因此原則上出席

率只做為區分成績評比等級與鼓勵之用，不另做計分項目。相關說明如下： 

1. 除公假及喪假等因素外，缺席四次者，總成績以不及格計算。缺席一次者，

85 分以下等級，二次者，75 分以下等級，三次者，65 分以下等級，四次

者，55 分以下等級。 

2. 晚到 20 分鐘以上者記遲到一次，兩次遲到以一次缺席論。晚到一節課以

上記缺席一次。 

3. 全勤者（無缺席及遲到早退者）總平均加 3 分。 

4. 如無期中考，則期末考與平時成績各佔 50％。 

5. 未盡事宜之處，以學校規定及實際課堂說明為準。 

6. 下學期配合即席演講成績計算，細部評量基準於課堂上說明。 

7. 上課基本要求預定於上課第一週說明上課基本要求預定於上課第一週說明上課基本要求預定於上課第一週說明上課基本要求預定於上課第一週說明，，，，如如如如欲欲欲欲修習請勿缺席修習請勿缺席修習請勿缺席修習請勿缺席。。。。 

課程達成系課程達成系課程達成系課程達成系

所教育目標所教育目標所教育目標所教育目標 

� 聽說讀寫譯聽說讀寫譯聽說讀寫譯聽說讀寫譯五技能五技能五技能五技能：� 聽、� 說、� 讀、 � 寫、� 譯                         

(說明：課程以聽說為主，讀寫能力搭配學生自主學習及發表、演出提升。) 

� 宏觀的宏觀的宏觀的宏觀的日本學視野日本學視野日本學視野日本學視野 (說明：透過時事及教材中的文化符碼與議題深入了解日本) 

� 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知行合一的全人教育【【【【誠信誠信誠信誠信,,,,謙卑謙卑謙卑謙卑,,,,合作合作合作合作,,,,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勇氣勇氣勇氣勇氣,,,,卓越卓越卓越卓越】】】】 

（說明：以身體力行及融滲式方式，結合自主學習、師生互動、小組討論及團隊

合作等教學，協助學生培養出能夠符合全人精神之學習態度。）      

� 國際觀國際觀國際觀國際觀((((跨文化溝通跨文化溝通跨文化溝通跨文化溝通) ) ) ) (說明：語言、社會文化對比、時事及姐妹校教育實習。) 

專業知識專業知識專業知識專業知識    
� 歷史與文化（說明：台日文化比較） 

� 外國語文與文學（說明：日語特色說明與中日語言對比） 

專業技能專業技能專業技能專業技能    

� 閱讀理解（說明：閱讀及理解課文內容） 

� 積極傾聽（說明：對話練習與小組發表） 

� 文字表達（說明：課室外學習及心得書寫） 

� 口語表達（說明：口語練習、個人與小組發表） 

� 批判思考（說明：自評、發表狀況評價、自我思考與對比分析） 

� 主動學習（說明：預習及複習、課堂參與度、課程延伸學習及主動解決問題） 

� 合    作（說明：小組作業、團隊合作發表） 

� 協    調（說明：小組分工與角色扮演） 

社會適應能社會適應能社會適應能社會適應能

力指標力指標力指標力指標    

系所核心行為能力系所核心行為能力系所核心行為能力系所核心行為能力 參考行為能力參考行為能力參考行為能力參考行為能力 

� 問題分析與解決行為 

� 人際溝通行為 

� 團隊合作行為 

� 創新行為 

� 自我管理行為 

� 洞察環境變動(國際視野)行為 

� 整合與善用資源行為 

� 其他                 

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e 化化化化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 

� 輔大課程平台 I-CAN 

� 個人網頁【參考網址：http://www.fjweb.fju.edu.tw/yang/conversation/index1.htm】 

� 其他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應遵守智慧財產權規定並不得非法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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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00100100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上上上上))))日日日日二二二二甲甲甲甲 AAAA『『『『大大大大二二二二日語會話日語會話日語會話日語會話』』』』課程進度表課程進度表課程進度表課程進度表（（（（暫定暫定暫定暫定））））    

週週週週    次次次次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課程主題概要課程主題概要課程主題概要課程主題概要 備備備備    考考考考    

第第第第 01010101 週週週週 0214021402140214    課程説明及寒假作業發表（演講比賽説明） 每天做每天做每天做每天做跟述跟述跟述跟述練習練習練習練習    

0210210210217777    寒假作業發表Ⅰ 0210210210215555 説明會説明會説明會説明會 

第第第第 02020202 週週週週    0221022102210221    寒假作業發表Ⅱ、《新日本語の中級》①  

0220220220224444    演講比賽練習、《新日本語の中級》②  

第第第第 03030303 週週週週    0228022802280228    【【【【和平紀念日放假和平紀念日放假和平紀念日放假和平紀念日放假】】】】    NHK10Min ボックス 

0302030203020302    ニュース①知識、理解、実践  

第第第第 04040404 週週週週    0306030603060306    ニュース②知識、理解、実践  

0300300300309999    ニュース③知識、理解、実践  

第第第第 05050505 週週週週    0313031303130313    寸劇発表（総合実践）  

0316031603160316    ニュース④知識、理解、実践（二人）     

第第第第 06060606 週週週週    0320032003200320    ニュース⑤知識、理解、実践+《新日本語の中級》 （通訳の総合練習）    

0320320320323333    スピーチの練習（総合実践）     

第第第第 07070707 週週週週    0327032703270327    ニュース⑥知識、理解、実践（二人）  

0303030333330000    ニュース⑦知識、理解、実践  

第第第第 08080808 週週週週    0403040304030403    【【【【調整放假調整放假調整放假調整放假】】】】  

0400400400406666 【【【【調整放假調整放假調整放假調整放假】】】】  

第第第第 09090909 週週週週    0410041004100410    期中考週期中考週期中考週期中考週（（（（11/0 811/0 811/0 811/0 8、、、、11/1111/1111/1111/11））））【【【【期中發表期中發表期中發表期中發表】】】】    
0413041304130413    

第第第第 10101010 週週週週    0417041704170417 ニュース⑧+スピコンのリハーサル  

0420042004200420 ニュース⑨+リハーサル  

第第第第 11111111 週週週週 0424042404240424 ニュース⑩+リハーサル⑭ 0425042504250425 チャレンジ組チャレンジ組チャレンジ組チャレンジ組 

0427042704270427 ニュース⑪+リハーサル+感想発表  

第第第第 12121212 週週週週 0501050105010501 ニュース⑫+リハーサル 0502050205020502 運命組運命組運命組運命組 

0505050504040404 ニュース⑬+感想発表⑦     

第第第第13131313週週週週 0508050805080508 ニュース⑭知識、理解、実践  

0511051105110511 ニュース⑮知識、理解、実践  

第第第第 14141414 週週週週 0515051505150515 NHKNHKNHKNHK10Min10Min10Min10Min ボックスボックスボックスボックス①①①①【【【【グループグループグループグループ発表発表発表発表】】】】     

0518051805180518 ニュース⑯知識、理解、実践  

第第第第 15151515 週週週週 0522052205220522 ニュース⑰知識、理解、実践  

0525052505250525 ニュース⑱知識、理解、実践     

第第第第16161616週週週週 0529052905290529 NHKNHKNHKNHK10Min10Min10Min10Min ボックス②ボックス②ボックス②ボックス②【【【【グループグループグループグループ発表発表発表発表】】】】  

0600600600601111    ニュース⑲知識、理解、実践 【或或或或進度調整進度調整進度調整進度調整】 

第第第第 17171717 週週週週 0605060506050605    ニュース⑳知識、理解、実践  

0600600600608888    NHKNHKNHKNHK10Min10Min10Min10Min ボックスボックスボックスボックス③③③③【【【【グループグループグループグループ発表発表発表発表】】】】  

第第第第18181818週週週週    0612061206120612    期末考週期末考週期末考週期末考週（（（（1/101/101/101/10、、、、1/131/131/131/13））））【【【【期末發表期末發表期末發表期末發表】】】】    
061506150615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