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橋日語 

■課程內容                                                                      2015年起 

程度分級 堂數 費用 授課內容 

初級 

日語 

Ⅰ 
共 4 期 

相當日檢

N5 程度 

J1 
50 音＋ 

1～6 課 
36 5000 元 

學習發音、假名寫法。導入招呼語、自我介紹、數字、時間日期、

方向等。い形容詞、な形容詞區別，助詞等基礎及會話。 

J2 7～12 課 32 5000 元 
教授量詞、授受動作、形容詞變化等為首要的學習目標。透過單

詞、單句之學習運用，習得標準而自然的基礎日語。 

J3 13～18 課 32 5000 元 
進入動詞變化；學習て形、ない形、辞書形等變化。藉由活用

句型、短文的閱讀來達到簡單的日常會話溝通無礙為目標。 

J4 19～24 課 32 5000 元 
學習た形及各種連接的變化，並加強語彙、造句練習、培養短篇

文章之閱讀能力與聽力。 

初級 

日語 

Ⅱ 
共 4 期 

相當日檢

N4 程度 

J5 25～30 課 32 5000 元 
承續初級Ⅰ課程。學習可能形、假定形等變化，並同時增加新的

表現法、慣用語、辭彙，以培養更自然實用的會話能力。 

J6 31～36 課 32 5000 元 
學習請求、狀態持續等句型及變化，另外配合副教材的使用，讓

會話內容更加充實有趣。 

J7 37～42 課 32 5000 元 
透過意向形、被動形、條件形等變化及傳聞等句型的學習，使日

語表達程度更上一層，更臻完美。 

J8 43～49 課 36 5000 元 
學習使役形、命令形等動詞變化，再配合敬語的學習及短篇文章

之閱讀訓練，初級課程即完整告一段落。 

中級 

日語 
共 3 期 

S1～S3 
每期 

30 
每期 

5300 元 

透過以較深層文法及中長篇文章之閱讀訓練，同時加強文法句

型、會話之練習及作文之指導；達到聽、說、讀、寫兼備的綜合

日語能力。持續學習將具備相當日檢 N3 左右程度。 

上級 

日語 
R1～ 

每期 

30 
每期 

5300 元 

配合學員需求，選擇實用話題為主的文章，使用日本電視新聞、

書報雜誌、網路文章、小說等教材授課。內容以日本時事、近況、

商業日語等包羅萬象的題材來增加聽說讀寫能力的流暢度及熟

練度。就像生活在日本一樣喲。具備相當日檢 N2～N1 程度。 

※以上課程舊生學費另有優惠，敬請詢問。 
 

■上課時間（每堂課 50 分鐘） 

清晨班 每週：□一～五   □一、三、五          □二、四 上午 07:30～08:20 

上午班 每週：□一、三   □三、五   □一、五   □二、四 上午 09:30～11:20 

下午班 每週：□一、三   □三、五   □一、五   □二、四 下午 02:00～03:50 

晚上班 每週：□一、三   □三、五   □一、五   □二、四   □其他 晚上 07:00～09:20 

週六班 週六：□上午 9：30～12：20  □下午 2：00～4：50 
 

 

 

 

 

 

 

教育局合格優良日語中心 

全日籍教師陣容‧教學經驗豐富 

精心研發專用教材‧小班制教學 

http：//www.tokyo.com.tw/ 



■特訓班 

留學先修班 發音開始並依序教授文法、配合短文、時事探討等，達

到聽說讀寫能力並進。透過日籍教師活潑生動的教學，

自然開口，每天複習效果佳。相當日檢 N4 程度。 

第一期( J1～J4) 18000 元(150 堂) 

第二期(J5～J8) 18000 元(150 堂) 

週一～週五 上午 9：30～12：20 密集訓練班 

暑假密集班 學習發音、假名寫法、基本句型，生活會話，奠定良好

的日語基礎，是學子們寒暑假的最佳學習課程。 
相關內容請洽本中心 

寒假密集班 

日能試驗班 
針對Ｎ1、Ｎ2 程度做練習、解題說明、考前總複習等。 

並特別加強聽力、讀解訓練以提昇解題能力。 
相關內容請洽本中心 

個人班 
(在中心上課) 

配合個人學習需求所設，不僅上課時間及教材有選擇

性，更能視個人學習狀況授予特別指導，強化學習成效。 

1 人：700 元/堂/人 

2 人：400 元/堂/人 

3 人：300 元/堂/人 

4 人：250 元/堂/人 

＊每期 12 堂可

請假二次當日

請假恕難受理 

企業派遣 
針對公司培訓人才、員工進修來設計課程。配合時間、需求，派遣優良教師前往授課， 

歷年成績卓越，並感謝各大企業指定為進修中心。相關事項請詳洽本中心。 

 

■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 
  1. 舊生介紹新生，舊生可享優惠。新生 3 人團報同班可享學費優惠。(相關內容請洽服務人員)。 

  2. 本中心採小班制教學，初級班 8 人以上開課，中級、上級日語 6 人以上開課；  

 .   如未滿開課人數，本中心將針對上課時數或學費與學生協調後做調整。 

  3. 報名繳費後如欲辦理退費相關手續，以教育局規定辦理；開課後如欲辦理轉班或暫停等相關手續，  

1.   將以本中心規定辦理。 

  4. 原訂開課日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將做調整。 

  5. 為提供您最佳服務及作業，請配合相關規定，若有任何調整將以公告為準。 
 

■留學諮詢 

      東京外語学園日本語学校 

http://www.tgn.ac.jp/ 
日本国東京都北区浮間 3-19-21 

TEL:03-3966-8910  FAX:03-3966-1836 

日本東京都知事認可・法務省認定申請取次指定校・日本語教育振興協會加盟校 

長期留學：1 月、4 月、7 月、10 月 一年 4 次入學。針對升學、就職指導等多元課程，效果非凡。 

短期留學：1、2、3 個月 以最短的學習時間增強聽、說能力，赴日前 2 個月報名即可。 

寒暑假遊學體驗課程 課程活潑實用，多項課外活動及交流，培養學生獨立和增廣見聞。 

□本校自 1983 年創校至今，深獲學子及家長們的信賴。日本研究所、大學、專門學校等升學實績優秀。 

日本神奈川齒科大學、東京製菓、音響藝術專門學校等學校特別指定本校為學習校。 

 

■交通資訊  

 

 

 

 

 

 

 

 

 

 

 

 

 
 

■營業時間  ○週一～週五：上午 7:30～晚上 9:00  ○週六：上午 9:30～下午 5:00  ○國定例假日休息 

■網  址  http：//www.tokyo.com.tw/ 

■中山教室：台北市中山北路 1段 152號 8 F 

TEL：(02)2537-4888  FAX：(02)2563-0219 

E-mail：tokyo@ tokyo. com.tw 
 

●捷運：淡水信義線-中山站 2 號出口  徒步 3 分鐘 

             松山新店線-中山站 2 號出口  徒步 3 分鐘 

○公車：□中山市場站  □捷運中山站 

■東區教室：台北市忠孝東路 4段 130號 8 F 

TEL：(02)2711-3788  FAX：(02)2711-3786 

E-mail：tokyo@ ms24. hinet.net 
 

●捷運：文湖線-忠孝復興站 3 號出口  徒步 5 分鐘 

板南線-忠孝敦化站 5 號出口  徒步 5 分鐘 

○公車：□頂好市場站   □捷運忠孝敦化站 

http://www.tgn.ac.jp/
tel:03-3966-8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