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訓簡章

訓練單位名稱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中華產業人才認證學會

生活日文基礎會話班第01期 ( 此班為遠距教學 )

報名方式

採網路報名

1.請先至台灣就業通：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加入會員
2.再至在職訓練網：
https://ojt.wda.gov.tw/ 報名

學科 :33058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468號7樓(桃園市人力資源管理協會701教室)

術科2:

術科 :

學科2:

單位核心能力介紹: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研究推動各產業
人才各項職能及國際語言溝通、電腦資訊應用知識與技能，加強訓練發展，提升人力素
質，並加強國內外產業人才管理與技能及專業人員間之交流與活動，增進國際競爭力為
宗旨。

訓練目標

知識:理解台日文化、日常生活用語-本課程由日語五十音教起，平假名片假名由漢字而
來的，由字源幫助記憶、有助於學習的興趣，進而長音促因拗音的應用，以及單字的高
低音，穩扎穩打的基礎有助於進入基本句型以及日常會話。將透過單字量的累積增進個
人對日語學習的信心，每課帶領學員由基礎句型進入簡單會話，以及適時補充台日的異
文化、日常生活常用短句，讓學員了解台日異文化與日常生活用語。使學員能將其所學
語言基本知能，結訓後能充份運用於工作之中。

技能:聽說讀寫綜合-重視字彙倍增與鞏固基本句型、補充常用日常生活單字與短句，提
升會話立即性運用。再加以導入句型以深入淺出地讓學員淺顯易懂，在短期內可以開心
地從日語入門進入基礎聽說讀寫四技能，奠下紮實的基礎，使學員具備基本及實務之技
能。

學習成效:簡單日常會話-培養流利的日語溝通能力基礎，讓學員敢開口說日語的信心
，使參訓學員脫穎而出在職場有競爭力。

上課日期 授課時間 時數
授課
師資

課程進度/內容
遠距
教學

2021/10/05(星期二) 18:30~21:30 3.0
開訓/參訓學員須知及注意事項說明/介紹日本的文字與平
假名片假名的由來。/教寫50音平假名筆順及發音 黃桂英

2021/10/12(星期二) 18:30~21:30 3.0
複習平假名。/教寫50音片假名筆順及發音。

黃桂英

2021/10/19(星期二) 18:30~21:30 3.0
複習平假名、片假名及帶入單字、日語的高低音。比較相
似字。濁音、促音、長音、拗音 黃桂英

2021/10/26(星期二) 18:30~21:30 3.0
數字、日期、介紹日本人的姓名、地名幫助記單字。/常
用打招呼用語、簡單日常生活相關用語。 黃桂英

2021/11/02(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1課-名詞肯定句、否定句、疑問句的句型說明與運用
(我是台灣人。 /他是誰呢?) 黃桂英

2021/11/09(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1課-初次見面自我介紹簡單補充實用短句 1.はじめま
して/初次見面2.どうぞよろしく請多指教3.お願いしま
す麻煩您4.こちらこそ/彼此彼此。/補充:看漢字易誤解
的單字:先生（せんせい）

黃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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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6(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2課-指示代名詞、名詞肯定句、否定句的句型說明與運
用(這是我的書。/這本書不是我的。/這是電腦相關的書
)。補充每日生活用語: 1.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安2.こ
んにちは/午安、你好3.こんばんは/晚上好4.おやすみな
さい/晚安(睡覺前)。/補充:看漢字易誤解的單字：看護
（かんご）

黃桂英

2021/11/23(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2課-“の”的說明與練習(我是櫻花大學的學生、這是
汽車相關的雜誌、這是我的書、這把傘是誰的呢?) 補充
每日生活用語: 1.いってきます/我要出去了 2.きをつけ
てください/小心喔 3.ただいま/我回來了 4.おかえり
/你回來啦補充:看漢字易誤解的單字：看病（かんびょう
）

黃桂英

2021/11/30(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3課-場所指示詞、詢問場所的句型說明與運用（這裡是
哪裡呢?/化妝室在哪裡呢? 補充常用生活用語: 1.いただ
きます/我要享用囉2.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已經吃飽了多
謝款待3.お邪魔します。/打擾了4.今日はどうもありが
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今天真是謝謝您。/補充:看漢字易誤
解的單字：熱湯（ねっとう）

黃桂英

2021/12/07(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3課-數字、多少錢(百、千、萬、億/這是哪一國製的鞋
子呢這是多少錢?）/ 補充常用生活用語: 1.これでいい
ですか/這樣可以嗎?2.大丈夫です。/沒問題3.かまいま
せん/沒關係4.すみません/不好意思5.ごめんなさい/對
不起。/ 補充:看漢字易誤解的單字：丈夫（じょうぶ）

黃桂英

2021/12/14(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4課-時間（幾點幾分）起訖、動作的時間點的句型說明
與運用(從8:30工作到5:30/午休是從12:00到下午1:00/每
天7:00起床) /補充常用生活用語: 1.おひさしぶりです
/好久不見2.おげんきですか/您好嗎?3.おかげさまでげ
んきです/托您的福我很好4.そうしましょう/就那麼辦吧
!5.ほんとうですか/真的嗎?。/ 補充:看漢字易誤解的單
字：怪我（けが）

黃桂英

2021/12/21(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4課-時態的說明與運用(現在未來式、過去式)/(現在
:肯定、否定)（過去:肯定、否定）明天要上班/明天不上
班/昨天有上班/昨天沒上班/補充常用生活用語:1.どなた
ですか/哪位呢?2.どうしてですか/為甚麼?3.どうしたら
いいですか/該怎麼辦呢?4.どうしましたか/怎麼了呢
?5.たいへんだ/慘了!不好了!。/補充:看漢字易誤解的單
字：留守（るす）

黃桂英

2021/12/28(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5課-格助詞に、へ、で的說明與運用、帶入時間、交通
工具、地點等名詞表達去、來、回的句型（明天要搭電車
去東京）/補充常用生活用語:1.どちらへ/去哪裡?2.ちょ
っとそこまで/去那裏一下3.ざんねんです/真是遺憾4.な
るほど/原來如此5そのとおりです。補充:看漢字易誤解
的單字：我慢（がまん）

黃桂英

2022/01/04(星期二) 18:30~21:30 3.0

第5課-禮貌形動詞句型練習、星期、年、月、日、早、中
、晚、本周、上周、下周等相關時間日期帶入動詞句型練
習/補充常用生活用語:1.冗談(じょうだん)でしょう。
/開玩笑吧2.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加油!3.はい、がんば
ります/好的，我會加油4.あ、そうだ/(男性)忽然想到什
麼的發語詞5.ところで/(轉換話題時)喔!對了。/補充:看
漢字易誤解的單字：講義

黃桂英

2022/01/11(星期二) 18:30~21:30 3.0
1.複習人、事、物、地點疑問詞2.補充日本人家族稱謂
3.會話實踐 黃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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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補助對象為年滿15歲以上，具就業保險、勞工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
之在職勞工，且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本國籍。
（二）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
陸地區人民。
（三）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16條第3項、第4項規定之單一中華民國國籍之無戶籍國民
，或取得居留身分之泰國、緬甸、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且依就業服務法第
5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取得工作許可者。
（四）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並取得工作許可者。
前項年齡及補助資格以開訓日為基準日。

招訓方式
及資格條件

※招訓方式
1.透過過去參與課程之學員名單(已同意本會使用其個人資料者)中發送簡章。2.經由在
職訓練網中刊登課程。3.郵寄紙本課程簡章。4.寄發電子報予本會會員及過去參與課程
之學員名單(已同意本會使用其個人資料者)。

※資格條件
對日文有興趣，並有意從事相關領域工作者

※學員學歷：不限

※遴選方式
1.補助名額以在職訓練網報名者為優先順序，報名確認後本會將mail補助所需文件，屆
時請五日內完成課程費用繳納及相關資料繳交，並請將繳費收據回傳，以確保正取資格
。

遴選學員標準
及作業程序

是否為
iCAP課程

□是，課程相關說明 ：
　　　iCAP標章證號 ：
■否

招訓人數 18人

報名起迄日期 110年09月06日至110年10月02日

預定上課時間 每週二18:30~21:30上課

110年10月05日(星期二)至111年01月11日(星期二)

共計45小時課程總期

授課師資

   ※黃桂英 老師
學歷: 創價大學  教育學部
專長: 日語文法教學、句型結構分析、日語檢定考、情境會話

教學方法

□講授教學法（運用敘述或講演的方式，傳遞教材知識的一種教學方法，提供相關教材
或講義）
□演練教學法（由講師的帶領下透過設備或教材，進行練習、表現和實作，親自解說示
範的技能或程序的一種教學方法）

實際參訓費用：$7,200，報名時應繳費用：$7,200



110年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招訓簡章

費用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補助：$5,760，參訓學員自行負擔：$1,440)

一般勞工政府補助訓練費用80%、全額補助對象政府補助訓練費用100%

退費辦法

※依據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第30、31點規定
第30點、參訓學員已繳納訓練費用，但因個人因素，於開訓日前辦理退訓者，訓練單
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退費：
（一）非學分班訓練單位至多得收取本署核定訓練費用5%，餘者退還學員。
（二）學分班退費標準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1/3者，訓練單位應退還本署核定訓練費用50%。但已逾訓練
總時數1/3者，不予退費。
匯款退費者，學員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用或於退款金額中扣除。
第31點、訓練單位有下列情事之ㄧ者，應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
（一）因故未開班。
（二）未如期開班。
（三）因訓練單位未落實參訓學員資格審查，致有學員不符補助資格而退訓者。
訓練單位如變更訓練時間、地點或其他重大缺失等，致學員無法配合而需退訓者，訓
練單位應依未上課時數佔訓練總時數之比例退還學員訓練費用。
因訓練單位之原因，致學員無法於結訓後6個月內取得本計畫補助金額，訓練單位應先
代墊補助款項。經司法判決確定或經認定非可歸責於訓練單位者，得另檢具證明向分
署申請代墊補助款項。
匯款退費者，由訓練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用。

說明事項

訓練單位
連絡專線

聯絡人：林亞諾

聯絡電話：03-3390366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齡者、獨力負擔
家計者、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護人、其他依就業服務法第24條規定經中央主管機
關認為有必要者、65歲（含）以上者、因犯罪行為被害死亡者之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
成年子女之監護人、因犯罪行為被害受重傷者之本人、配偶、直系親屬或其未成年子女
之監護人等在職勞工為全額補助對象，報名時須備齊相關資料。

3.缺席時數未逾訓練總時數之1/5，且取得結訓證書者，經行政程序核可後，始可取得
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之補助。

4.參加職前訓練期間，接受政府訓練經費補助者（勞保投保證號前2碼數字為09訓字保
之參訓學員），及參訓學員投保狀況檢核表僅為裁減續保及職災續保之參訓學員，不予
補助訓練費用。

1.訓練單位得先收取全額訓練費用，並與學員簽訂契約。

傳　　真：

電子郵件：js.liang@cit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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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單位
申訴專線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電話：0800-777888   https://www.wda.gov.tw
其他課程查詢：https://ojt.wda.gov.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電    話：03-4855368 分機：1351
傳    真：03-4752584
電子郵件：thmr@wda.gov.tw
網    址：https://thmr.wda.gov.tw

※報名前請務必仔細詳閱以上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