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現況分析



基本資料

日本語学習歴：

学習機構：

使用した教科書：

学習進度：
～課まで



Q１：日本語を使って、どのように生かしたいですか。

日本に旅行したい。
日本に留学したい。
仕事に生かしたい。
その他：（暇つぶしとか、漫画を読みたいとか　　　　　　　　　　　　）

　　　　　問題分析

Q２：⼀一週間に、どのぐらい日本語に触れていますか？

週に　　　回／　　１回　　　時間ぐらい

Q３：日本語学習について、あなたの問題点について、書いてください。



　　 二、目標設定



級數

日語能力測驗認證基準

透過【讀】、【聽】的語言行為來界定各級數的認證基準。

各級數之語言行為所需之語言知識。

N1

能理解在廣泛情境之下所使用之日語

讀 ・可閱讀話題廣泛之報紙社論、評論等論述性較複雜及較抽象之文章，並能理解其文章結構  及內容。

  ・能閱讀各種話題內容較具深度之讀物，並能理解其事情的脈絡及詳細的表達意涵。

聽
  ・在廣泛的情境下，可聽懂常速且連貫之對話、新聞報導及講課，且能充分理解話題走向、內容、人物

關係及說話內容之論述結構等，並確實掌握其大意。

N2

除日常生活所使用之日語外，亦能大致理解較廣泛情境下之日語

讀
  ・能看懂報紙、雜誌所刊載之各類報導‧解說、簡易評論等主旨明確之文章。

  ・能閱讀一般話題之讀物，並可理解事情的脈絡及其表達意涵。

聽
  ・除日常生活情境外，在大部分的情境中，能聽懂近常速且連貫之對話、新聞報導，亦能理解其話題走

向、內容及人物關係，並可掌握其大意。

N3

能大致理解日常生活所使用之日語

讀

  ・可看懂日常生活相關內容具體之文章

  ・能掌握報紙標題等之概要資訊

  ・日常生活情境中所接觸難度稍高之文章經換個方式敘述，便可理解其大意。

聽
  ・在日常生活情境中，面對稍接近常速且連貫之對話，經結合談話之具體內容及人物關係等資訊後，便

可大致理解。

N4

能理解基礎日語

讀
  ・可看懂以基本語彙及漢字描述之貼近日常生活相關話題之文章。

聽
  ・能大致聽懂速度稍慢之日常會話

N5

能大致理解基礎日語

讀
  ・能看懂以平假名、片假名或一般日常生活使用之基本漢字所書寫之固定詞句、短文及文章。

聽
  ・在課堂上或周遭等日常生活中常接觸之情境中，如為速度較慢之簡短對話，可從中聽取必要資訊。

參考問題範例：http://www.jlpt.jp/samples/forlearners.html

http://www.jlpt.jp/samples/forlearners.html
http://www.jlpt.jp/samples/forlearners.html


日本語口說能力自評表

レベル 　　　　　　　　　　自我表現                與他人互動    建議學習資源

C2

可以順應各種狀況，很流暢地論述⼀一件事情。

甚至掌握到重點地描述，讓聽話者能很順利地抓到
話題核心，也能讓對方留下深刻印象。

對於日文的成語或是慣用句都能掌
握。說話能引經據典，不論是何種
話題都能輕鬆加入，侃侃而談。

甚至能傳神地表達細部的言外之
意。

即便是詞窮，也能不被人發現地自
我修飾，迂迴地以不同的方式表達
想傳達的訊息。

生教材

日本母語人士

C1

可以很詳細地論述具複雜性的話題，並且能針對某
觀點展開論述，並且導出自己的結論。

可以很流暢地，不假思索地暢所欲
言，在各種場合以及工作時，都能
很恰當地表達想傳達的事。

能夠很積極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此
外，可以很適切地迎合對方的發
言，作出最適當的回應。

高級日語教材

B2

對於自己有興趣的話題，能夠狠廣泛地，並且很詳
細地說明。

甚至關於時事問題，可以站在正反兩方角度，個別
說明自己的想法。

能夠跟日本母語人士，流暢並且很
自然地對話。

可以加入辯論行列，為自己的立場
護衛。

中級日語教材

B1 可以使用簡單的語句，敘述自己過去的經驗，夢
想，希望。此外，能夠簡潔地說明自己的意見以及
計畫。

可以說故事，說明書本的內容或是電影的簡介，此
外也能表達自己的感想。

能夠處理在日本旅行中發生的問
題。

不須準備，可以談有關家人，自己
的興趣，工作，旅行最近發生的
事，以及自己有興趣的話題。

初中級日語教材

A2

有關家人，週遭的人們，居住條件，學歷，職歷
等，能夠用簡單的表現，說明超過⼀一句以上的長
句。

日常生活當中，如果是簡單的內
容，雖然不是很長的對答，回答完
了之後也無法延續話題長談，但至
少可以簡單地回答問題。

初級日語教材

A1 可以使用簡單的語彙跟句子表達自己的地方，

以及描述家人或是朋友。

對方如果慢慢說，或是重複我不懂
的單字或是句子，或是能幫我用其
他的單字句子說出來，我會做⼀一些
簡單的應答，像是簡單的問題，或
是跟自己周遭事物有關的事。

入門日語教材

參考自「学習、教授、評価のためのヨーローパ共通参照枠（CEFR)自己評価表」



日本（大阪大學）
大學線上綜合日語能力評量檢測系統

入門：日本語を初めて学習する人、または、少し学習したが
もう一度最初からやり直したい人のためのレベルです。基本
的な表現や文法をゼロから学習します。
・ レベルチェックテストをす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

初級：初級日本語コースの前半（例：「みんなの日本語」
「げんき」「Situational Functional Japanese」などの教科書）を
終わったレベルです。
・ 日常のあいさつや簡単な自己紹介はできますが、まだ長く
会話を続けることは難しいです。
・ ひらがな・カタカナを全て読み書きできます。
・ 100字程度の漢字を読むことができます。

中前級： 初級日本語コース（例：「みんなの日本語」「げん
き」「Situational Functional Japanese 」などの教科書）を終
わったレベルです。

・ 簡単な日常会話や、身近な話題についての短い文章の読み
書きができます。
・ ゆっくりわかりやすく話してもらうと聞きとれますが、普
通の速さの話を聞くのは難しいです。
・ 200～300字程度の漢字を読むことができます。



超級：
 すでに高度な日本語力をもっているが、さらに上達したい人
のためのレベルです。
・ 講義やゼミでの討論、論文の読解など、アカデミックで専
門的な活動に参加できます。
・ 1000字以上の漢字を読むことができます。

中級後半レベルの日本語力をもつ人のためのレベルです。
・ 日常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は問題なくでき、先生や目上の
人には敬語を使って話せます。
・ 興味のある話題については、短い新聞記事を読んだり
ニュースを聞いたりできますが、長い文章や複雑な内容を理
解するのは難しいです。
・ 500字程度の漢字を読むことができます。

上級：上級レベルの日本語力をもつ人のためのレベルです。
・ かなり抽象的で高度な内容について話せるようになり、新
聞や雑誌の記事もある程度理解できます。
・ 専門的な文献も時間をかければ読めますが、実際の講義や
ゼミでの討論に参加するのは難しいです。
・ 800字程度の漢字を読むことができます。

進入系統自我檢測⼀一下！
HTTP://NAVA.ISC.OSAKA-U.AC.JP/SIM_LEVELCHECK/INDEX-3.PHP

http://nava.isc.osaka-u.ac.jp/sim_levelcheck/index-3.php
http://nava.isc.osaka-u.ac.jp/sim_levelcheck/index-3.php


中期目標：
例： 對於自己有興趣的話題，能夠狠廣泛地，並且很詳細地說明。

甚至關於時事問題，可以站在正反兩方角度，個別說明自己的想法。

期程：⼀一年
策略：

長期目標：
例：可以很詳細地論述具複雜性的話題，並且能針對某觀點展開論述，並且導出自己的結論。

期程：三年

策略：

   規劃短 中 長學習藍圖

短期目標：
例：可以使用簡單的語句，敘述自己過去的經驗，夢想，希望。此外，能夠簡潔地說明自己的意見以及計畫。
可以說故事，說明書本的內容或是電影的簡介，此外也能表達自己的感想。

期程：⼀一學期

策略：



我的學習方式大調查



訪問週遭日語高手的學習方法

對象：

方法：

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對象：

方法：

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對象：

方法：

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增加字彙量以及口語流暢度的方法

不光只是用看的，還用“耳朵”讀
     根據眾多研究顯示，人的語言能力的開發，是從接收聲
音，模仿聲音來說話。也就是說是從聽而說，並非是從讀而
說的。甚至我們之所以會說，會讀，會寫，或是記憶很多時
候都是重現一個人曾經聽過的聲音。
     老師本身的經驗當中也深深地經歷過上述之所言。像現
在在課堂上遇到同學詢問課本裡面沒有的單字說法或是句子
時，往往都是回憶起過去曾在某個電視節目或是跟某個母語
話者對話裡對話如何使用該字，也就是多半是從聽覺記憶裡
頭找到線索，而非是在書本的某一頁曾經背過該單字或該句
子的。
     特別是目標放在想學會開口說日文的朋友，更是不能忽
視耳讀的功效。每天一早醒來，在意識尚未完全開啟的時
候，透過耳朵的聽覺接收訊息能幫助啟動右腦，再加上一邊
閱讀文字則可啟動左腦，像這樣左右腦同時並進，反覆進行
之下，對於記憶力的增加更是效率加倍了！

      認識各種外語學習策略

耳讀記單字
	 	 	 	 	 在短期間，記憶了一些單字之後可以使用的練習方式又有哪些呢？有一種叫快
速反應的方式，可以每晚睡覺前重復練習。
首先，先將單字表中的日文單字一字一字錄下來，接著，重新播放的同時，自己則
快速地將播放出的單字意思說出來。
        接著，相反地，將單字的中文單字一一錄下來，再次撥放時，快速反應出日文
發音。中間卡住的部分等放完錄音檔之後再重新記憶。



複習的次數與頻率
	 	 	  很多同學都有聽過，德國心理學家赫爾曼•艾賓浩斯（Hermann Ebbinghaus）所
主張的遺忘曲線理論。赫爾曼•艾賓浩斯曾做過一個實驗，讓受試者記住十個單字，探
討遺忘的速度為何？實驗結果發現：
     四個小時後遺忘的單字數，大約五個，也就是約一半都忘記了。
     二十四小時之後遺忘的單字數：約六～七個
     四十八小時之後遺忘的單字數：約七～八個
    
    然而若是經過復習三次的過程，四個小時之後還能記住八～九個。即使經過四十八小
時，還能記得約半數左右的單字。
　　日本東京大學副教授池谷裕二曾經在他的著作『海馬迴』（朝日出版社）提出，如
果學過的東西在一個月內沒有復習就會消失。
         在我們頭腦中有一個叫海馬迴，負責認定進入大腦訊息。我們平時透過學習吸收
的知識，一旦在進入大腦後，暫時會形成短期記憶。在一個月以內沒有重復再被加強
（也就是復習），海馬迴就會認為該訊息是無用的，而將該訊息捨棄。換句話說，若是
想將學習內容吸收進入長期記憶的話，不斷的練習與復習是一項不可少的動作。為了使
記憶牢固，池谷教授提出復習四次的說法。

   第一次復習：學習後隔天
   第二次復習：學習日起算一星期後
   第三次複習：學習日起算兩星期後
   第四次複習：學習日起算一個月後

       至於複習的方法，單字階段我們可以在第一次記憶時就將較難記下的單字做記號，
或是自行列出難記單字一覽表。復習時加強練習。
       若是句子部分，則可以使用影子學習法，在起床後或是睡前，亦或是等車等零碎時
間時重複練習。

跟述練習（影子學習法）
	 	 	 	 然而即使是多聽多讀，是否就自然而然會流暢開口說外語了呢？若是想短期間達
到滿意的功效，還是要配合上口說的訓練才能事半功倍。
    接著，介紹一個眾多成功的日語學習者常使用的日語口語訓練方式—影子練習法。
     所謂影子學習法就是不看文字，只跟著聲音在每個句子之後逐字重複發聲。初級階
段可能會覺得有困難，不過往往是因為選擇了程度太過困難的教材練習所導致的。
     切記內容最好選擇自己八成能掌握的。若是發現自己有卡住跟不出來的部分，就掠
過不管，繼續跟著。每一次練習不要中斷，一直到一個段落結束之後，再回頭來看剛
剛卡住的單字或是句型，釐清之後再重複練習幾次到順暢為止。



	 	 	 	 創造屬於自己的外語環境＆善用社交策略
      常常聽很多同學感嘆自己沒有留過學，所以就算是上課學過的日文，下課後因為
沒有環境練習所以就忘光光了！
      關於這點筆者當然可以感同身受，畢竟自己也曾是過來人，回想剛開始學日文的
時候，也是常常羨慕有錢去日本留學或是生活的同學，能夠在當地現學現買。
      像我們這樣光是在台灣學日文的朋友們，從書本或是教室裡學到的東西，通常也
只是用在課堂上、或是考試。要將它化成一個屬於自己永久的技能。還真的是難上加
難呢～但仔細觀察，週遭還是存在一些並未出國喝過東洋墨水，然而，日語同樣說地
嚇嚇叫的人，他們究竟又是如何辦到的呢？

找班上同學或是朋友想像情境應用練習
       語言畢竟是用來溝通的，俗話說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學了一些單字或是句子表現
之後，最好還是找人互動練習一下，絕對是對於進入長期記憶有絕佳的好處。
       該道理我們也可以從學理當中得到証實。
       出生於匈牙利布達佩斯的Michael Polanyi博士將我們的知識分為“ 形式知
識”跟“ 經驗知識”。他指出，“形式知識”指的是透過書本或是他人（像是老
師）所傳達後所獲得的知識。而“經驗知識”則是指因為遭遇某件事之後得到的知
識。
       與他人之間的互動，無非是提供了我們一種有別於被動吸收他人轉述知識的學習
經驗。就算沒有機會出國實際使用，但是透過在班上或是朋友之間的模擬練習，自然
而然地，就是主動自行創造一種仿真的經驗知識。
教其他人
       此外，雖說光是聽老師或是課本內容很難形成較深刻的印象。但是若是自己化身
變成教師的角色，將所學到的短期知識化成自己的話語，重新為他人解釋，並且示範
過一遍的話，無行中也是一種自己創造經驗知識的作法，很值得嘗試！



　　找不到日本朋友，也沒有
班上同好可以練習，完全屬於
自學的朋友們，最方便的管道
當然就是網路了。
    　在學到一個階段之後，上
網收尋“語言交換”或是在社
群網站尋找語言學習類的社群
活動等。往往也都會有一些收
獲。
　像是筆者的學生當中，在剛
開始學日文沒多久之後，就透
過網路應用程式認識了生平第
一位日本朋友。沒事還會發發
簡訊互相分享生活點滴。

　　可在線上找到日本母語話者幫你修改
日文文章的有：
http://lang-8.com

　　若是初學者，可以透過唱歌學日語來
維持自己的學習興趣。網路上可以藉由以
下網站，尋找自己喜歡的歌手的歌曲練
唱。
http://jp.playtable-music.com/

善用網路資源自己創造日語環境

　　此外，如果是高中或是大學生可以透過此線上教材，邊看影片
邊作學習，可以幫助自己想像到日本留學的情境。
http://www.erin.ne.jp

	 　　生活會話到商業日文網頁也值得參考，裡面有從初級到高級的
日語練習示範。
http://www.ajalt.org/rwj/

　　中級到高級的讀者，則可以參考新聞網頁，像是NHK的網頁
中就提供了多樣時事報導。甚至有影像的提供，對於練習聽力增加
字彙，掌握社會動態都很有幫助！
http://www.nhk.or.jp/

http://lang-8.com
http://lang-8.com
http://jp.playtable-mus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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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的免費日語網路資源
網站名稱                   特色

出口仁老師講解大家的日本語文型：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AwYOAZCvhR0&list=PL920EFF5B78D

AB166

可幫助對初級日文基本句型的了解

線上日語教材 U-big

http://study.u-biq.org

從入門到中級常用句型的整理

Japanese for busy people

http://ajalt.weblogs.jp/

japanese_for_busy_people/

日記形式網頁

可以進行仿寫訓練日文文章

日本の生活　みとこっと

http://www.ajalt.org/mitokotto/

⼀一邊跟著動畫⼀一邊學習實用短句

適合剛入門的朋友

料理レシピ

http://cookpad.com

可以邊看圖片，邊學日語，順便邊做菜

日本兒童網

http://web-japan.org/kidsweb/cn/explore/

index.html

有很多關於日本文化方面的資訊

新聞日語（學校版）

http://www.nhk.or.jp/school/

針對教育機構所製作的節目

朝日小學生新聞

http://www.asagaku.com

每日小學生新聞

http://mainichi.jp/feature/maisho/

針對日本小學生所製作的新聞網站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YOAZCvhR0&list=PL920EFF5B78DAB16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wYOAZCvhR0&list=PL920EFF5B78DAB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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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多媒體出版的書籍「不花錢學日文」，精選18個日文網站以強化日文六力（啟蒙、聽說、閱
讀、寫作、應試、興趣），相當適合自學者。欲知更詳細的使用方式，請參考該書籍，以下列出

此18個不花錢的網站。

【激發啟蒙力】

1.從五十音開始學習
網站：線上日本語教室U-biq 
http://study.u-biq.org/
　1.三星期學熟五十音
　2.上網自修初級文法

2.用聽的學「生活對話」
網站：NHK環球廣播網
http://www.nhk.or.jp/lesson/chinese
　1.用聽的，每天記一句話
　2.學慣用語，講的更道地

3.現學現賣「旅遊會話」
網站：日語自遊行網站

(初階)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
(中階)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2/
(進階) http://www.rthk.org.hk/elearning/gogojapan3/
　1.為各種旅遊狀況做準備
　2.行前速看日本傳統文化

【鍛鍊聽說力】

1.上線聽歌，唱流行日文
網站：うたまっぷ.com

http://www.utamap.com/
　1.讓喜歡的歌手陪你練唱
　2.登錄會員，享受聽更多

2.耳聽口說，練商用日文
網站：ちまたの日本語

http://www.ajalt.org/rwj/
　1.輕鬆學會上班族日文
　2.善用留言板一起討論

3.看報導，聽懂新聞日文
網站：NHKオンライン

http://www.nhk.or.jp/
　1.配合新聞逐字稿練聽力
　2.不同速度，鍛鍊敏銳度

http://study.u-biq.org/
http://study.u-biq.org/
http://www.nhk.or.jp/lesson/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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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閱讀力】

1.從童話養成閱讀習慣
網站：福娘童話集

http://www.hukumusume.com/douwa/
　1.練習每日睡前故事
　2.穿梭童話故事各場景

2.跟日本學生一起讀報
網站：よみうり博士のアイデアノート

http://www.yomiuri.co.jp/nie/note/
　1.疑難單字一點靈
　2.弄懂報紙文章結構
3.工具篇:省力閱讀幫手

網站：Rikai(理解)
http://www.rikai.com/
　1.利用Rikai讀古典名著
　2.每日課程，加強漢字

【實戰寫作力】

1.用日文寫日記
網站：Lang-8
http://lang-8.com/
　1.輕鬆寫日記、學日文
　2.修改文章友誼無國界

2.用日語寫書信
網站：直子の代筆

http://www.teglet.co.jp/naoko/
　1.免費下載文書幫手
　2.商業書信自動生成

3.邁向時事寫作
網站：第一小論ネット

http://www.daiichi-g.co.jp/ron-net/
　1.重點關鍵隨手抓
　2.考古範例大解析

http://www.hukumusume.com/douwa/
http://www.hukumusume.com/dou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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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應試力】

1.輕鬆搞定文字 語彙
網站：単語帳.com

http://www.tango-cho.com/
　1.整理記不住的單字
　2.進行密集的線上測驗

2.輕鬆搞定解讀 文法
網站：Reading Tutor
http://language.tiu.ac.jp/
　1.鍛鍊閱讀速度
　2.開拓閱讀廣度

3.輕鬆搞定聽解
網站：JLPT.biz
http://www.jlpt.jp/
　1.為自己辦模擬考I
　2.為自己辦模擬考II

【優遊興趣力】

1.一邊下廚一邊學日文
網站：每日の節約‧．簡単な料理レシピ

http://www.s-recipe.com/
　1.料理研究家教你做好菜
　2.健康美味一整週

2.日系美妝採買最強指南
網站：COSME
http://www.cosme.net/
　1.發覺年度人氣化妝品
　2.搜尋最適合自己的產品

3.帶你遊200年前的東京
網站：ビバ!江戶

http://www.viva-edo.com/
　1.遍遊江戶今與昔
　2.遊覽聲色江戶

http://www.tango-cho.com/
http://www.tango-cho.com/
http://language.ti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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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實踐



　　      學習記錄
	 	 	 	 	 	 	 	 	 	 	 	 	 	 我的易忘單字記錄卡

單字 意思 例句

	 	 	 むずかしい 　　很難 今回のテストは難しいです。

オンラインツール：http://quizlet.com/

http://quizlet.com
http://quizlet.com


	 	 	 	 	 	 	 	 	 	 	 	 	 	 	 	 	 我的複習記錄卡

日期 預計復習內容 復習結果進度
	 4/1 背課本第一課單字

作第一課會話的影子練習
完成應用課題

單字
影子練習有作
應用課題未完成



	 	 	 	 	 	 	 	 	 	 	 	 	 	 	 向他人轉述練習卡

日
期

	 轉述
對象

	 	 	 	 	 	 	 	 	 	 	 	 	 	 	 	 	 	 	 	 	 收獲與感想
	 	 	 	 	 	 	 	 	 	 	 	 	 （也可以請朋友填寫）

	 4/2 妹妹 例：
透過教妹妹的練習，會讓我更加注意到自己的發音
正不正確。

	 	 	 	 	 	 	 



成果物跟我目標的關聯 幫我評價的人士

四成果發表篇

表演形式



	 	 	 	 	 	 	 	 	 	 	 	 	 	 	 	 	 	 	 	 	 	 	 振り返り

日期 學習主題	 	 覺得困難還沒完全
吸收的部分

	 	 自我評價
（滿分十分）



    他者（指導員など）評價記録

日本語能力　　　　　％
日本語テスト
宿題など

学習管理能力　　　　％
ポートフォリオに対する評価
成果物に対するの評価

アドバイ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