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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終身學習
與 TTQS 認證單位
111 年 10 月起陸續開課
即日起報名優惠中！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停課日期
面授班停課日期: 10/8-10/10 國慶日連假、11/26 選舉日、12/10 本校園遊會、12/12 本校園遊會補假、12/25 聖
誕節、12/31-1/2 元旦連假、1/7 補上班日、1/19 春節連假前夕、1/20-1/29 春節連假，停課!
線上班停課日期: 10/8-10/10 國慶日連假、11/26 選舉日、12/25 聖誕節、12/31-1/2 元旦連假、1/7 補上班日、
1/20-1/29 春節連假，停課!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分為兩種授課模式:面授課與線上課。課程名稱欄位無特別註明者為面授課，面授課須
到校上課，若因疫情關係無法進行實體面授，則自動改採為線上同步遠距課程，維持原時段繼續進行課程。
線上課程於課程名稱欄位會註明為”線上課程”，採全程線上同步直播授課，無提供錄影。

 日 語 檢 定 課 程 
代碼

HJTN1SB

HJTN2S★

HJTN3S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節數

整合練習增進文法理解力，提升日檢應試能力!
費用

4-6 人小班教學，整合練習日檢文法，複習並增進日文文法理解力，

10/01-12/03 週六
20
14:00-16:30

7500

日檢 N2 文法班
(線上+實體)

10/01-12/03 週六
20
09:30-12:00

7200

日檢 N3 文法班

10/01-12/03 週六
20
09:30-12:00

日檢 N1 攻略班

課程內容 *老師得依該班學員程度，彈性酌以調整實際上課進度

提昇應試能力！(教材:日本語能力試驗滿點文法 N1，另繳 360 元+講
義 50 元)*適合已通過日檢 N2

4-6 人小班教學，整合練習日檢文法並經由不斷的演練與講解增進日
文文法理解力，提昇應試能力！(教材：日本語能力試驗快速掌握 N2
文法，教材另繳 330 元+講義 50 元)*適合已通過日檢 N3

5400

4-6 人小班教學，課程旨在養成學生具備通過日語能力試驗 N3 的實
力。課程內容包括文字、語彙、讀解、文法等，經由不斷的演練與講
解，來增強學生的日語實力，協助學生通過日檢 N3 的考試! (教材：
TRY 日本語 N3 達陣，教材另繳 330 元)*適合已通過日檢 N4
養成學生具備通過日語能力試驗 N4 的實力。課程內容著重於文法分

HJTN4S

日檢 N4 養成班

10/1-12/3 週六
09:00-12:00

24

4,080

析，進而理解讀解之含義；經由不斷的演練與講解，來增強學習者的
日語實力，協助學習者通過日檢 N4 的考試。(教材：
【TRY！日本語 N4
達陣】
，另繳 360 元)

 早 鳥 & 深 夜 學 堂 
代碼

HJM1F★

HJN1T★

課程名稱

早鳥 vs 暗光鳥時段大丈夫! 4-6 人迷你小班教學，口說互動高頻率!

上課時間

節數

日語輕鬆學(一)
(線上課)

10/21-12/23 週五
15
10:00-11:30

日語中級前哨站
(線上課)

10/20-12/22 週四
21:30-23:00

15

費用

課程內容 *老師得依該班學員程度，彈性酌以調整實際上課進度
4-6 人小班教學，由發音學起，認識平假名、片假名、熟悉五十音，

3600

進階學習單字、基本句型及會話練習。(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
改訂版：第 1 課，線上課程書籍自理)

3600

4-6 人小班教學，適合 1.學完普通型者為佳。2.有學過日文動詞變化，
但學到哪裡不記得或有中斷學習日文的學員。3.想學習日本語能力測
驗 N4 級文型的同學。(教材:適時適所日本語表現句型 200 初・中級
第 1-3 回，線上課程書籍自理)

 週 間 下 午 課 程 
代碼

課程名稱

HJAR1TB

TRY！START 日本語
(入門發音)

HJA4BTB

日語初階四 B

HJB6WB

日語中階六

HJB7WB

日語中階七

上課時間

白天進修也 OK!
節數

10/12-11/30 週三
12
15:30-17:00
10/20-12/22 週四
15:10-17:00

8/24-10/26 週三
15:10-17:00

11/9-1/11 週三
15:10-17:00

20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費用

課程內容 *老師得依該班學員程度，彈性酌以調整實際上課進度

2000

本課程選用專為外國人學日語打造的教材<TRY！START 日本語的第
一步！>直覺式學習＋多樣練習、無論 3 歲、30 歲、100 歲，都能享
受開口說日語的樂趣！(教材：
【TRY！日本語的第一步】
，另繳 230 元)

3200

需具日語基礎(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I 改訂版：第 15-16 課，另
繳 460 元)

20

3500

需具日語基礎，欲增進⽇語⽇常表達能⼒，奠定相當於⽇檢 N4 程度
之程度，具備⽇檢 N4 能⼒。(教材：大家的日本語進階 II 改訂版：
第 45-47 課，另繳 460 元) ※140 期

20

3500

需具日語基礎，欲增進⽇語⽇常表達能⼒，奠定相當於⽇檢 N4 程度
之程度，具備⽇檢 N4 能⼒。(教材：大家的日本語進階 II 改訂版：
第 47-49 課，另繳 380 元)

 日 語 整 合 訓 練 
代碼

＊週間日間課程恕不提供汽車停車

從五十音教起、N5-N1 程度課程、全日語會話任你選!
節數

費用

課程內容 *老師得依該班學員程度，彈性酌以調整實際上課進度

日本語能力試驗程度:入門、N5
HJAR1T

TRY！START 日本語
(入門發音)

10/11-11/29 週二
12
19:00-20:30

2000

本課程選用專為外國人學日語打造的教材<TRY！START 日本語的
第一步！>直覺式學習＋多樣練習、無論 3 歲、30 歲、100 歲，都
能享受開口說日語的樂趣！(教材：
【TRY！日本語的第一步】
，另繳
230 元)

HJA1S

日語初階一

10/22-12/24 週六
24
09:00-12:00

3700

由發音學起，認識平假名、片假名、熟悉五十音，進階學習單字、
基本句型及會話練習。(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改訂版：第 1-3
課，另繳 460 元)

日語初階二
(須具基礎)
日語初階二
(須具基礎)
日語初階三
(須具基礎)
日語初階三
(須具基礎)

9/13-11/29 週二
19:00-21:25

30

46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改訂版：第 5-9 課，另繳 460 元)

10/2-12/11 週日
09:00-12:00

30

46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改訂版：第 4-6 課，另繳 460 元)

8/28-11/13 週日
09:00-12:00

30

46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改訂版：第 8-11 課，另繳 460 元+大
家的日本語初級 II 改訂版：第 13 課，另繳 460 元) ※140 期

8/19-11/11 週五
19:00-21:25

30

48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改訂版：第 11-12，另繳 460 元+大
家的日本語初級 II 改訂版：第 13-15 課，另繳 460 元)※140 期

日語初階三
(須具基礎)

8/24-11/9 週三
19:00-21:25

30

4800

打好⽇語基礎並運⽤基本句型進⾏簡單⽇語⽇常會話。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改訂版：第 9-12，另繳 460 元+大家
的日本語初級 II 改訂版：第 13 課，另繳 460 元)※140 期

HJA2T
HJA2D
HJA3D
HJA3F
日籍教師
HJA3W

日本語能力試驗程度:N5
HJA4W
HJA6T
HJA6WB

日語初階四
(須具基礎)
日語初階六
(須具基礎)
日語初階六 B
(須具基礎)

11/23-2/15 週三
30
19:00-21:25
8/30-11/1 週二
25
19:00-21:25
10/26-12/28 週三
25
19:00-21:25

4800

打好⽇語基礎並運⽤基本句型進⾏簡單⽇語⽇常會話。 (教材：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I 改訂版：第 14-18 課，另繳 380 元)

40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Ｉ改訂版 第 18-22 課，另繳 380 元) ※
140 期課程

40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Ｉ改訂版：第 22-24 課，另繳 380 元)

日本語能力試驗程度:N4
HJB3T

日語中階三

HJB2D

日語中階二

HJB3F

日語中階三

HJB5T

日語中階五

10/13-12/15 週四
25
19:00-21:25

41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進階 I 改訂版:第 29-32 課，另繳 380 元)

24

39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進階 I 改訂版:第 26-28 課，另繳 380 元) ※
140 期課程

10/21-12/23 週五
25
19:00-21:25

41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進階 I 改訂版:第 34-37 課，另繳 380 元)

4200

能夠適切表達⽇語⽇常對話之能⼒。 奠定⽇檢 N4 之基礎及培養
運⽤實⼒。(教材：大家的日本語進階 II 改訂版：第 41-43 課，
另繳 380 元) ※140 期課程

9/4-11/6 週日
09:00-11:30

9/1-11/3 週四
19:00-21:25

25

HJB6SB

日語中階六

HJB7M

日語中階七

10/22-12/24 週六
13:30-16:30
11/7-1/30 週一
19:00-21:25

24

4000

學習常用句型，混搭句型運用在會話上，使自我表達更詳細。
告知對方自身喜好、長處。解釋事發原因，理由。
詢問想了解事項。(教材：大家的日本語進階II改訂版:第44-46
課，另繳380元)

25

42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進階II改訂版： 44-46課，另繳380元)

日本語能力試驗程度:N3

HJE8SB

日語中高級讀解與會
話(八)

HJC1S

日語中高階一

HJC4T

日語中高階四

HJC5T

日語中高階五

HJC6W

日語中高階六

HJC10F

HJC11F

日語中高階十

日語中高階十一

11/12-2/11 週六
13:30-16:30

9/17-11/12 週六
09:00-12:00
8/25-10/27 週四
19:00-21:25
11/17-2/2 週四
19:00-21:25
10/5-12/7 週三
19:00-21:25

4500

課程旨在學習中級～中高級之文法與句型並教授中高級文章，課
程程度約日本語能力試驗 N3~N2。(教材：會！日本語 中階二；
連度：第12課～第13課，另繳650元。

24

4200

學會並可書寫簡易日語、可進行一般的日常會話、增進學生在不
同的場合及情境下能運用所學之日語與他人做簡單交談 之能
力。適合想要準備日文檢定N3者(教材：大家的日本語中級I 改訂
版:第3-4課，另繳380元) ※140期課程

25

4500

增進學生在不同的場合及情境下運用所學之日語與他人交談之能
力。相當於日檢N3左右的程度(教材：大家的日本語中級Ⅱ 第9~11
課，另繳380元) ※140期課程

25

4500

增進學生在不同的場合及情境下運用所學之日語與他人交談之能
力。相當於日檢N3左右的程度(教材：大家的日本語中級Ⅱ第12
課，中級III新版，第13-14課，另繳380元)

25

4500

(教材：大家的日本語中級II改訂版:第10課-第11課，另繳460元）

4500

學會運用適當的語句及辭彙，簡潔明瞭並流暢地敘述事由。
活用至今為止學過的日語、已知的日語闡述說明及閱讀中長篇文
章。(教材：主題別從中級學日本語(三訂版)尚昂文化：第10-14
課)，另繳340元) ※140期課程

4500

學會運用適當的語句及辭彙，簡潔明瞭並流暢地敘述事由。
活用至今為止學過的日語、已知的日語闡述說明及閱讀中長篇文
章。(教材：主題別從中級學日本語(三訂版)尚昂文化：第15-19
課)，另繳340元)

24

8/19-10/28 週五
19:00-21:25

25

11/11-1/13 週五
19:00-21:25

25

日本語能力試驗程度:N2
HJD2BD

日語高階二 C

HJD4BF

日語高階四 B
日籍教師授課

HJE18D

日語高階十八

HJE19D

日語高階十九

HJF7S

HJF8S

日語高階二十五

日語高階二十六

10/2-11/27 週日
09:00-12:00
8/26-11/4 週五
18:30-20:30
8/14-10/16 週日
09:00-12:00
10/30-12/18 週日
09:00-12:00
8/13-10/15 週六
09:30-12:00

10/29-1/14 週六
09:30-12:00

24

4400

學習N2句型、練習混搭運用所學過句型，表達自己更完整的意見。
學習如何更禮貌的與日本人溝通。(教材：大家的日本語中級III
新版：第17課，另繳460元)

20

4500

學習N2句型、練習混搭運用所學過句型，表達自己更完整的意見。
學習如何更禮貌的與日本人溝通。(教材：大家的日本語中級IV新
版：第19-20課，另繳380元) ※140期課程

24

4600

⾼階單字.⽂法句型之解說及運⽤練習；課⽂⽂章之閱讀理解；⾼
階程度聽解能⼒的培養。(教材：日本を探る第12～14課）。※140
期課程

24

4600

⾼階單字.⽂法句型之解說及運⽤練習；課⽂⽂章之閱讀理解；⾼
階程度聽解能⼒的培養。(教材：日本を探る第15～16課）。

6200

習得適切的⽇語表達，增進書寫及閱讀⽂章之能⼒，累積理解新
聞.廣播報導.報告等之較具深度之聽解能⼒。2 累積 N2,N1 程度
的單字.⽂法.句型之適切表達及運⽤能⼒。(教材：來學日本語中
上級：第13～14課）※140期課程

6200

習得適切的⽇語表達，增進書寫及閱讀⽂章之能⼒，累積理解新
聞.廣播報導.報告等之較具深度之聽解能⼒。累積 N2,N1 程度的
單字.⽂法.句型之適切表達及運⽤能⼒。(教材：來學日本語中上
級：第15課及來學日本語上級：第16課）(本課程書籍請自理，若
需代購請洽推廣部)

20

20

※ 轉班、插班、退費須知（憑報名收據於期限內辦理，
逾期、未帶或遺失者恕不受理）
一、 轉班/轉讓：報名後欲辦理轉班或轉讓他人，以一次為
限，推廣教育班限於開課後七日內辦理，寒暑期密集班限
※限於各優惠方案截止日前至推廣部櫃台現場
於開課後兩日內辦理。
繳費報名適用
二、 插班(之前所缺課程列入請假時數)：
(課程內容或金額等之相關異動，以推廣部網頁公
(1)轉班期間內插班者，恕不減免插班前之學費，亦無補
告為主!推廣部謝絕免費試聽，以免影響課堂
課(若需轉班或退費依當期轉班、退
秩序及學員權益)
費須知暨退費標準辦理)。(2)已逾該班全期三分之一
壹、【舊生早鳥優惠】舊生於欲報名之課程開課
始插班者，恕不轉班或退費。
日前兩週報名全期課程並完成繳費，享有原
三、 退費標準(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價學費 95 折優惠。
辦理)
貳、【舊生揪新生方案】舊生及新生於欲報名之
(1)未達開班人數，不予開班，所繳費用全數退還(推廣部
課程以 10 人為開班標準並保有開
課程開課日前兩週同時臨櫃報名全期課程並
班與否及另行安排教師之權利，課程延後或關班訊息
完成繳費，舊生享原價學費 9 折、新生享原
將以手機簡訊通知)
價學費 95 折優惠
(2)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退班者，學費及停車費
參、【文藻人方案】文藻在校生/校友/教職員(含
退 90%。(開班日當天含上課前退 50%)
現任推廣部教師)/教職員直系親屬(父母、配
(3)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
偶、子女)出示相關證件於欲報名之課程開課
學費及停車費退 50%。(當天不受理)
日前兩週報名全期課程並完成繳費，享有原
(4)開班上課時間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恕不受
價學費 8 折優惠。於欲報名之課程開課日前
理退費手續。
報名並完成繳費，享有原價學費 9 折優惠。
四、 依優惠方案報名者，於本期報名後轉/退班，如不符合
肆、【特約公司暨公務人員優惠方案】文藻推廣
優惠方案內容，即取消優惠。以信用卡繳費者，若需辦理
部之特約公司新生或新生持公務人員識別證
退費或轉班手續時，請攜帶收據及信用卡臨櫃辦理。
於欲報名之課程開課日前報名全期課程並完
※【停課標準】：凡遇天災，請學員自行收聽廣播或電視新
成繳費，享有原價學費 95 折優惠。
聞報導，惟政府公告高雄市當日不上
伍、學費為優惠價及單一價班別，不再併用以上
班，推廣部課程依政府公告停課且不再另行通知，將順延
優惠方案。依以上優惠方案報名者，於本期
一次結束課程；若公告僅當日停課，
報名後轉/退班，如不符合優惠方案內容，即
則推廣部課程照常進行。
取消優惠。
※ 【結業標準】：修業期滿，於課程結業日下課後可至推
註: 1.上述優惠方案僅限於優惠期限內且於推廣
廣部辦公室申請推廣教育結業證明，缺
部開放服務時間內辦理。若遇例假日，則恕
課達總節數 1/3 以上者，將不發予推廣教育結業證明。
不順延，優惠日之後的報名，學費以原價計
※ 【其他注意事項】：若報名的課程達開課標準則如期開
課，請自行準時上課，恕不另行通知。
之，敬請留意優惠時間!
未能如期參與課程者，恕無法提供補課，缺曠均不受理
2.舊生定義為過去兩年內(109 學年度起迄今)
補課。
曾於文藻推廣部報名任一全期課程並完成課
※「進口書之定價依書商報價不定期調整，本中心公告之
程之學員者(含推廣教育非學分班、學分班、
售價亦會隨之調整」。
政府補助班等皆可)，非上述者一律視為新
※【校本部停車費用】校本部提供校內汽、機車停車位，請
生。
向推廣部辦公室辦理申購。依報名班級之節數計費：【19
3.課程開課當日起學費以原價計。
節以下】汽車停車費 250 元，機車 100 元；【20-2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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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停車費 400 元，機車 150 元；【26-30 節】汽車停車
以上並取得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可於本期最
費 500 元，機車 190 元；報名兩班以上課程，停車費用以
後一堂課至推廣部辦公室領取樂學券乙張
報名班級之時數較高者計。未購買停車證者，禁止停放於
(可折抵學費 100 元)，可供下期續班學費抵
校內，汽車停車證請放置擋風玻璃，機車停車證請貼於後
免。請於課程結業日後一個月(含內)，於上
面車牌上。
課所在分部臨櫃領取，逾期恕不受理。
※ 為尊重教師及其智慧財產權，講義資料內容請勿轉載或作
相同課程之授課資料，上課期間未經教師事前同意亦禁止
錄音、錄影及照相。

報名全期課程優惠方案
(限擇一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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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並取得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可於本期最
後一堂課至推廣部辦公室領取樂學券乙張(可
折抵學費 100 元)，可供下期續班學費抵免。
請於課程結業日後一個月(含內)，於上課所在
分部臨櫃領取，逾期恕不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