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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及概述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MOE-106-2-4-015
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基礎日語磨課師

獲補助單位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執行期程

106 年 8 月 1 日 至 108 年 1 月 31 日
姓名

計畫主持人

李偉煌

服務單位

職稱

副教授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電話

中英文關鍵詞

04-26328001#12010 電子郵件
中文:中文: 基礎日文、台日文化、磨課師

(應提供 3 個以上)

英文:英文: basic Japanese.Taiwan-japan Culture.MOOCS.

經費使用狀況

投入人力

各學期
開課狀況
統計

計畫重點描述
（500 字內）

核定總金
額

319,000 元

實支總金
額

317,116 元

總人力

8

whlee@pu.edu.tw

教育部補助金額

290,000 元

學校應提配合款

29,000 元

教育部經費

288,116 元

學校配合款

29,000 元

教師

4

兼任行政助理

2

教學助理
課程數

班級數

2
修課人次

106 上學期

3 小時

2

100

106 下學期

3 小時

2

75

107 上學期

3 小時

2
100
本課程以本校出版之《基礎日語(一)》、《基礎日語(二)》為主要教材，由日
文帄假名五十音入門，以教授日語正確發音、活用基本實用句型、理解台、
日兩國文化內涵為教學目標，期使學生修習本課程後，能具備生活日語溝通
及多元文化理解能力。
本課程於 104 學年度錄製完成「日本文化介紹影音輔助教材」12 單元，於 105
學年度上網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並完成質性意見分析。105 學年度錄製完成
「台、日文化比較影音輔助教材」9 單元，於 106 學年度依序上傳網站供學生
點閱學習，收集學生質性意見，以為 107 學年度修正「台、日文化深度理解
影音教材」之依據。
本計畫 106-107(1)學年度影音課程錄製進程如下：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錄
製基礎日語(一)第 4-9 課【文型】項目磨課師教材，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錄
製基礎日文(二)第 10-17 課【文型】項目磨課師教材。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
綜整 104/105 學年度的台、日文化比較輔助教材，修改錄製成「台、日文化
深度理解影音教材」10 單元，將其融入預定於 108 學年度在靜宜大學磨課師
學習帄台，開設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靜宜大學基礎日文(一)(二)磨課師
課程】
，搭配線上測驗及課後學習評量，提供本校共同選基礎日文(一)(二)修
課學生及校外選課學習者完善的基礎生活日語及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學習
帄台。

1

重要成效
（500 字內）

計畫網站網址

108 學年度靜宜大學基礎日文(一)基礎日文(二)磨課師課程正式開課。

http://www.japanese.pu.edu.tw/admiss/super_pages.php?ID=admiss1
姓名

計畫連絡人

陳孟庭

服務機關
電話

職稱

秘書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04-26328001
分機 12012

電子郵件

2

cmchen3@pu.edu.tw

貳、計畫內容
一、 計畫目的與預期成效
(一) 計畫目標
本課程以本校出版之《基礎日語(一)》、《基礎日語(二)》為主要教材，由日文帄假名五
十音入門，以教授日語正確發音、活用基本實用句型、理解台、日兩國文化內涵為教學
目標，期使學生修習本課程後，能具備生活日語溝通及多元文化理解能力。
本課程於 104 學年度錄製完成「日本文化介紹影音輔助教材」12 單元，於 105 學年度
上網提供學生自主學習並完成質性意見分析。105 學年度錄製完成「台、日文化比較影音
輔助教材」10 單元，於 106 學年度依序上傳網站供學生點閱學習，收集學生質性意見，
以為 107 學年度修正「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之依據。
本計畫 106-107(1)學年度影音課程錄製進程如下：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錄製基礎日語
(一)第 4-9 課【文型】項目磨課師教材，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錄製基礎日文(二)第 10-17
課【文型】項目磨課師教材。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綜整 104/105 學年度的台、日文化比
較輔助教材，修改錄製成「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10 單元，將其融入預定於 108
學年度在靜宜大學磨課師學習帄台，開設結合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靜宜大學基礎日
文(一)(二)磨課師課程】
，搭配線上測驗及課後學習評量，提供本校共同選基礎日文(一)(二)
修課學生及校外選課學習者完善的基礎生活日語及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學習帄台。
(二) 預期效益
(1)提升本校共同選基礎日文修課學生的學習動機及日語之聽、說、讀、寫、譯五技能 力。
(2)增進全國日語初學者對台灣及日本兩國間的文化理解與思辯能力。
(3)藉由本計畫成果(磨課師課程)的正式公開，提升本校第二外語日語教育位階，推廣本
校基礎日語(一)(二)教材的網路學習風氣，進而達成〔基礎日語磨課師課程學分認證〕
的計畫終極目標。

二、 計畫主要內容
(一) 課程設計理念
106 學年度《基礎日語(一)》、
《基礎日語(二)》課程主要架構如下：
(1)實體課程學習：以本校出版之《基礎日語(一)》
、
《基礎日語(二)》為主教材，在每週 3
小時體課程中，透過各學習單元，訓練學生日語的「聽、說、讀、寫、譯」能力。
(2)線上學習輔導：除每週實體課程學習外，本課程藉由計畫兼任助理的協助，提供修課
學生每週 2 小時〔課後線上 TA 測驗〕的學習互動環境，彌補實體教室不足，提升學
習成效。
(3)台日文化比較教材學習：105 年度錄製完成 10 個單元的台、日文化比較影音輔助教材，
於 106 學年度分上、下學期各 5 部上網供學生點閱，收集意見並作成質性分析，以做
為 107 學年度錄製「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教材的修訂依據。
106-107 學年度【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基礎日語磨課師】錄製進程如下：
(1)全新的基礎日語磨課師：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錄製《基礎日語(一)》
，第 2 學期錄製《基
礎日語(二) 》
，合計 17 課之「文型」單元磨課師課程，依錄製進度上傳供學生預習及
3

複習。
(2)優化的文化輔助教材：107 學年度上學期，由原錄製教師，參照 104-106 學年度學生
的質性意見分析，從既有的 22 個單元中選出 12 個單元，重新改編錄製每單元約 6 分
鐘長度的「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
。
(3)即時互動學習評量：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依據 106 學年度錄製的《基礎日文(一)》
《基
礎日文(二)》共 17 課之「文型」單元磨課師課程內容，錄製每課「文型」學習之〔線
上即時互動評量題庫〕，結合成有效的磨課師學習評量機制。
本計畫預定完成上述 3 項創新課程，整合成初步的【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基礎日語磨
課師】課程，再利用 107 學年度下學期，補足《基礎日語(一)》《基礎日語(二) 》各課之
「本文」
「會話」學習內容，108 學年度起，於本校學習帄台正式公開，提供全國在學生
與一般人士，學習生活日語溝通及台、日多元文化理解能力。
(二) 課程與師資專業之安排
本課程主教材為靜宜大學日文系教材編輯小組出版之基礎日語教材，分《基礎日語(一)》
《基礎日語(二)》共兩冊，合計 17 課，每課有〔單語、文型、本文、會話、練習、翻譯〕
等六個學習單元，
〔文型〕部分由楊惠菁老師錄製 6 分鐘的〔文型〕磨課師教學影片，其
餘之〔單語、本文、會話、練習、翻譯〕學習單元，則於實體課程間學習互動，由授課
教師確認學生的學習成效。
有關台「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10 單元)部分，委由各單元原錄製教師，將
內容精進成 6 分鐘左右的教學影片，於 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錄製完成。
另外，有關「文型」的〔線上即時互動評量〕題庫與機制，將於 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
由計畫主持人製作完成。《基礎日語(一)》《基礎日語(二) 》各課之「本文」「會話」磨課
師課程內容，則於 107 學年度第 2 學期，由計畫主持人與楊惠菁、陳文敏老師合力錄製
完成，108 學年度於本校磨課師學習帄台公開【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基礎日語磨課師】。
(三) 課程教材設計與運用
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錄製《基礎日語(一)》【文型】項目磨課師教學影片
週
次
第
01
02
週

課程標題

單元名稱

第
03
-

第 2 課 片仮名 2-1 清音、鼻音
第 3 課 促音、 2-2 濁音、半濁
長音、日常生活 音

第 1 課 帄仮名 1-1 清音、鼻音

1-2 濁音、半濁
音
1-3 拗音
1-4 音調

內容簡介

長度

1.五十音正確念法與寫法。
2.五十音之羅馬拼音。
3.練習生活常用字詞以利五十音的熟
悉度。
1.念法與寫法。
2.對應之羅馬拼音。
3.練習生活常用字詞以利其熟悉度。
4.日語重音規則介紹。
5.日語音調種類。
1.念法與寫法。
2.對應之羅馬拼音。
3.練習生活常用字詞以利其熟悉度。

6 分鐘

4

6 分鐘

6 分鐘

04
週

用語

2-3 拗音
2-4 特殊音
3-1 促音、長音
3-2 生活用語、教
室用語

第
05
06
週

第 4 課 わたし 4-2 文型
は台湾人です。

第
07
08
週

第 5 課 これは 5-2 文型
スマートフォ
ンです。

第
09
週
第
10
-11
週

期中考週

第 6 課 このバ 6-2 文型
ナナはおいし
いです。

第 第 7 課 大学は 7-2 文型
12 沙鹿にありま
-13 す。
週
第 第 8 課 教室に 8-2 文型
14 学生がいます。
-15
週
第 第 9 課 木村さ 9-2 文型
16 んの誕生日は 4
-17 月 2 日です。
週
第
18

1.特殊音介紹及練習。
2.促音介紹、練習與比較。
3.長音介紹、練習與比較。
4.日常招呼用語。教室上課常用語句。
5.從 1 到 10 之數字念法。
1.我是台灣人。
2.我是靜宜大學的學生。
3.我不是留學生。
4.你是日本人。
5.木村是來自日本的留學生，
田中也是來自日本的留學生。
6.渡邊老師是日本人，是日文老師。
1.這是手機。
2.那是木村的電腦。(所有、擁有)
3.這是汽車雜誌。(種類、類別)
4.那是新的帽子。(形容詞)
5.這是我的。

6 分鐘

1.日文是有趣的。
（形容詞）
2.那台相機是新的。
3.台中是熱鬧的城市。
4.我喜歡蘋果。
5.李老師雖然嚴格，但卻很親切。
1.那裡是公園。
2.學校餐廳在那裡。
3.富士山在日本。
4.貓在椅子下面。
1.教室裡有很多張桌子。
（存在）
2.樹上也有毛毛蟲。
3.教室裡沒有老師。
4.教室裡有兩位學生。
5.庭院裡有花和樹...。
1.這本字典 3000 日圓。
2.請給我一瓶啤酒。
3.聖誕節是 12 月 25 日。
4.暑假從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6 分鐘

期末考週
5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週
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錄製《基礎日語(二)》【文型】項目磨課師教學影片
週
次
第
01
02
週

課程標題

單元名稱

第
03
04
週

第 11 課 わた 11-2 文型
しは毎朝 7 時に
起きます。

第
05
06
週

第 12 課 いつ
も 食堂で昼
ご飯を食べま
す。

第
07
08
週

第 13 課 今年 13-2 文型
のお正月は楽
しかったです。

第
09
週
第
10
-11
週

期中考週

第 10 課 台中 10-2 文型
の太陽餅はと
ても有名です。

第 14 課 わた
しは黄さんに
ハンカチをあ
げます。

12-2 文型

14-2 文型

第 第 15 課 太郎 15-2 文型
12 は 次郎より
-13 ハンサムです。
週

內容簡介

長度

1.學校的圖書館非常好。
2.這個問題不太難。
3.本週六沒有空。
4.大學的生活有趣又快樂。
5.林老師漂亮又親切。
1.我每天早上 6 點起床。
2.我星期六不念書。
3.姊姊從星期五到星期天不念書。
4.老師明天不來學校。
5.我和朋友去墾丁。
6.妹妹走路去車站。
1.照相。(目的語)
2.爸爸不抽菸。
3.弟弟不常吃蔬菜。
4.老師在辦公室看報紙。
5.要不要一起吃個飯?
6.ㄧ起回家吧!
1.昨天下雨。(過去式)
2.去年我不是大學生。
3.昨天的早餐不好吃。
4.去年的冬天不冷。
5.昨天弟弟在家。
6.爸爸昨天沒有回家。
7.因為沒有錢，所以不去。

6 分鐘

1.我給了哥哥領帶。
2.爸爸給了我電腦。
3.我從姊姊那收到巧克力。
4.我教日本人中文。
5.日本人用筷子吃飯。
1.台北比台中熱鬧。
2.小說和漫畫你喜歡哪一種?
我比較喜歡小說。
3.公車沒有機車方便。

6 分鐘

6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第 第 16 課 北海
14 道は景色が綺
-15 麗です。
週
第
16
-17
週

16-2 文型

第 17 課 7 時 17-2 文型
に起きて、歯を
磨いて、顔を洗
います。

4.水果中最喜歡香瓜。
1.我想要車子。
2.靜宜大學的校園很漂亮。
3.我想去日本。
4.我還不想結婚。
5.木村來台灣學中文。
1.田中是留學生，日本人。
2.陳老師很高、很帥。
3.我每天早上點起床、刷牙、洗臉。
4.楊老師總是考完詴後上課。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6 分鐘

第 期末考週
18
週
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錄製「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
週
次
第
01
週
第
02
週
第
03
週
第
04
週
第
05
週
第
06
週
第
07
週
第
08

課程標題

單元名稱

內容簡介

長度

台、日文化理解 從 104-105 已錄 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擇定，107 學年度
輔助教材 1
製的 24 部文化輔 第 1 學期錄製。
助教材選優 12 部
重新錄製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同上
輔助教材 2

6 分鐘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3

同上

6 分鐘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4

同上

6 分鐘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5

同上

6 分鐘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6

同上

6 分鐘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7

同上

6 分鐘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8

同上

6 分鐘

7

6 分鐘

週
第
09
週
第
10
週
第
11
週
第
11
週
第
13
週
第
18
週

期中考週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9

同上

6 分鐘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10

同上

6 分鐘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11

同上

6 分鐘

台、日文化理解 同上
輔助教材 12

同上

6 分鐘

期末考週

(四) 教學助理配置運用
(1) 兼任助理：
兼任行政助理 1 名，負責本計畫行政工作及網頁維護。
(2) 教學助理(TA）:
開設 2 班，編列 1 名 TA 協助任課教師教學。
(五) 修課前後差異評估機制之規劃
106 學年度：
(1)實施「基礎日文(一)、基礎日文(二)」實體課程之課後線上 TA 測驗，兩班分開測驗，
每課上完後由教學助理出評量題目供學生線上測驗後批改(前測)，並於期中及期末考
前，整合之前每課線上評量題目，做一次性的線上綜合評量(後測)，由教學助理(TA)
分析修課學生前、後測成績變化趨勢。
(2)上傳 106 學年度全新錄製的基礎日語(一)、基礎日語(二)磨課師教學影片供修課學生點
閱，由教學助理(TA)分析同學點閱次數及觀看時間，分析網路自主學習與期中、期末
考成績之關聯性，廣泛收集分析學生的閱後質性反應，做為 108 學年度正式公開前之
微調或修訂之依據。
(3)上傳 105 學年度錄製的台、日文化比較輔助教材影片(10 單元)，供學生課外自主學習
(占學期成績一定比率)，106-1/106-2 各播放 5 部，由教學助理(TA)收集分析學生觀後
心得(50 字)，以作為 108 學年度正式公開前之微調或修訂之依據。
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
(1)依照 106 學年度完成的《基礎日語(一)》
，
《基礎日語(二) 》合計 17 課之「文型」單元
磨課師課程內容，錄製完成每課「文型」之〔線上即時互動評量題庫〕給修課學生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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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由教學助理(TA)收集分析結果作成報告，以便於 108 學年度公開前適時修正評量
機制。
(六)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規劃
(1)形成性評量之設計：
實體課程之帄時測驗、作業、期中成績，線上 TA 期中學習成效考核。
(2)結性評量之設計：
以期末成績及線上 TA 期末學習成效考核。
(3)學習歷程回饋機制：
以全新錄製的基礎日語(一)、基礎日語(二)磨課師教學影片，學生網路自主學習點閱
狀況與期中、期末考成績之關聯性分析為之。
(4)大規模使用者之評分機制
以 106 學年度實施之「基礎日文(一)、基礎日文(二)」課後線上 TA 測驗及預訂 107
年建置完成〔線上即時互動評量題庫〕評量機制為之。
(5)其他能幫助學生學習之回饋機制:
以 105 學年度錄製的台、日文化比較輔助教材影片(9 單元)，供學生課外自主學習(占
學期成績一定比率)，106-1/106-2 各播放 4/5 部，由教學助理(TA)收集分析學生觀後
心得(50 字) 並做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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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計畫執行情形
一、 課程面
(一) 目標與策略
1.目標
 正確日語發音、活用基本句型，學習日本文化，理解多元文化為目標。
 基礎日語能力+台日文化深度理解能力。
2.策略(網路學習)
 106-1：上傳 105 年度錄製「台、日文化比較教材(1-5 單元)」。
錄製《基礎日語(一)》第 4-9 課之「文型」單元磨課師課程。
 106-2：上傳 105 年度錄製「台、日文化比較教材(6-10 單元)」。
錄製《基礎日語(二)》第 10-17 課之「文型」單元磨課師課程。
 107-1：修改「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10 單元)。
彙整分析《基礎日語(一)》第 4-9 課之「文型」單元磨課師課程學生
意見。
(二) 特色與理念
1.實體課程學習
科目：106-1 基礎日文(一)兩班，100 人。
106-2 基礎日文(二)兩班， 75 人。
107-1 基礎日文(一)兩班，100 人。
2.課後線上 TA 學習輔導
科目：106-1 基礎日文(一)兩班，100 人。
106-2 基礎日文(二)兩班， 75 人。
107-1 基礎日文(一)兩班，100 人。
3.網路影音課程
台日文化比較：106-1「台、日文化比較影音教材 1 (5 單元)」
106-2「台、日文化比較影音教材 2 (5 單元)」
107-1「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10 單元)」
基礎日語磨課師：106-1《基礎日語(一)》第 4-9 課之「文型」項目教學影片。
106-2《基礎日語(二)》第 10-17 課之「文型」項目教學影片。
107-1《基礎日語(一)》第 4-9 課之「「文型」項目教學影片。
4.課程設計理念
實體教材為主，網路影音教材為輔。

(三) 教材設計與運用
1.實體教材
開課課程：106-1 基礎日文(一)兩班，100 人。
106-2 基礎日文(二)兩班， 75 人。
107-1 基礎日文(二)兩班，1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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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材：
106-1：靜宜大學校定共同選基礎日文教材《基礎日語(一)》第 1-9 課
106-2：靜宜大學校定共同選基礎日文教材《基礎日語(二)》第 10-17 課。
107-1：靜宜大學校定共同選基礎日文教材《基礎日語(一)》第 1-9 課
教材特色：
以校園環境為學習背景，導入台灣在地文化素材，每課分「單字、文型、本文、
會話、練習、翻譯」等六個單元，兼顧日語「聽、說、讀、寫、譯」等五技能訓練。
2.網路影音教材
(1)台日文化比較影音教材(10 單元) -日文系網頁上傳播放日程
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台、日文化比較影音教材 1 (5 單元)」
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台、日文化比較影音教材 2 (5 單元)」
1
0
7
學
年
度
第
1
學
期
：
「
台
、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 (10 單元)」
1. 自動販賣機
2. 台日家文化比較
3. 溫泉
4. 婚宴
5. 生魚片
6. 壽司
7. 日本新幹線與台灣高鐵
8. 開車相關知識
9. 新年料理
10. 送禮文化
(2)基礎日語磨課師：
上傳播放日程
106-1《基礎日語(一)》第 4-9 課之「文型」項目教學影片。
106-2《基礎日語(二)》第 10-17 課之「文型」項目教學影片。
107-1《基礎日語(一)》第 4-9 課之「
「文型」項目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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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課程執行狀況
1.實體教材
(1)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基礎日語(一)》第 1-9 課(執行完畢)
(2)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基礎日語(二)》第 10-17 課(執行完畢)
(3)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基礎日語(一)》第 1-9 課(執行完畢)
2.課後線上 TA 學習輔導
(1)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基礎日語(一)》課後線上 TA 測驗
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基礎日語(一)》課後線上 TA 測驗繳交率及答對率表

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基礎日語(一)》課後線上 TA 測驗質性意見
共同選 A 班：
10 月 25 日 TA 分析：
此週為本學期首次課後線上 TA 測驗，練習題目多為練習日文假名及日文輸入法，
同學大多錯誤的部分為單字，片假名及拗音的部分。
11 月 1 日 TA 分析：
錯誤較多的題目為單字「誕生日たんじょうび」
，同學都是錯誤在少了「う」，還有
將單字「恭喜おめでとう ございます」寫成「ございます」。
11 月 15 日 TA 分析：
「高い靴は友達のです」這個句型的文法，同學錯誤在少了「の」
，只寫了「友達」
，
「賑やかな夜市です」的文法中，錯誤在ナ形容詞加名詞需要加「な」
，選擇題，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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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搞混「これ」
、「それ」
、「あれ」正確的中文翻譯。
11 月 22 日 TA 分析：
「～がすきです」的句型，和名詞一起出題，同學錯誤在只填寫名詞而沒有填寫「が」
，
「～は便利です」與「～は便利なところ」的句型，同學的錯誤在於ナ形容詞加名詞會
少寫「な」
。在「～、そして～」
、「～ですが、～」這兩個句型一起出題時，同學比較
容易搞混。
11 月 29 日 TA 分析：
此週的考題要大家分辨「ここ」
、
「そこ」
、
「あそこ」及「こちら」
、
「そちら」、
「あ
ちら」的相對位置表示，同學基本上都能夠分辨清楚。有少數幾個同學錯誤的在於「あ
ります」、
「います」的用法，會將這兩個對應的名詞種類寫相反。
12 月 6 日 TA 分析：
此週的題目錯誤較多的為文法題「～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
「～がおおぜいいます」
，
同學答題時會將「が」寫成「は」
，還有在「たくさん」、
「おおぜい」兩者的用法的錯
誤，將非人主詞也用「おおぜい」
。表示數量詞「～が數量詞あります/います」的句型，
同學的錯誤是將「が」寫成「は」
。
12 月 13 日 TA 分析：
「～は地點に あります/います」的句型上，同學的錯誤多為將「は」寫成「が」
。
以及上週也有出過的題型，表示數量詞「～が數量詞あります/います」的句型，將「が」
寫成「は」
。重組句子「電車の中に学生がおぜいいます。」較多的錯誤在「おおぜい」
的放置。
12 月 20 日 TA 分析：
「～が何台 ありますか」數量提問詞的文法句型，會將「が」寫成「は」
。
「～何
かありますか」
、
「～誰かいますか」這兩個句型有出現在填空及選擇裡，同學們對於提
問詞的文法比較不熟悉，這週的題目錯在這兩種題型比較多。
12 月 27 日 TA 分析：
這一週有日期讀音的題型，同學對於單字部分比較熟悉，錯誤較少。在根據提示寫
成句子的部分，同學較多錯誤在於文法「地方名詞に～があります。
」
「～は地方名詞に
～あります。」地方名詞後面沒有加「に」。
1 月 3 日 TA 分析：
同學對於此週文法填空的題型錯誤較少，錯誤較多在是非題，對於「～がおおぜい
います」只能用於「人」的特殊用法，以及「～がすきです。」會將「が」寫成「は」。
共同選 B 班
10 月 25 日 TA 分析：
此週為本學期首次課後線上 TA 測驗，練習題目多為單字，單字部分錯誤較少，同
學會將「きって」寫成「きつて」
。文法部分錯誤較多為將「では」寫成「でわ」
，選擇
題的部分，錯誤較多為「よろしく」會寫成「よるしく」
。
11 月 1 日 TA 分析：
單字部分錯誤略少，錯誤較多的地方為選擇題的「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
す。
」，同學會將答案選為「こざいます」。
11 月 15 日 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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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較多為文法部分的「な形容詞」
，
「楊先生は親切です。」
「台湾の夜市は賑やか
です。
」，同學誤寫為「しんせつな」、
「にぎやかな」或是「しんせつ（な）
」、
「にぎや
か（な）」
。
11 月 22 日 TA 分析：
錯誤較多的題型為文法的部分「日本料理がすきです。
」，同學大多錯誤為「日本料
理」後未寫「が」。
「図書館はどんなところですか」
，雖然題目有給提示「地方」
，但是
有些同學仍錯誤在未寫「ところ」
，題目「しずかなところです。
」也是會有同學只寫「し
ずか」而少寫「な」
。
11 月 29 日 TA 分析：
此週測驗許多人滿分，錯誤較多的題型是問別人「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
，
「どこで
すか」
、「どんなですか」這兩個錯誤的選項都有同學選。少部分同學錯在「います」
、
「あります」生物及非生物的用法，以及「そこ」「あそこ」對應的位置。
12 月 6 日 TA 分析：
此週錯誤較多的題目為「子供は庭にいます」
，同學會誤寫為「が」
。
「たくさん」、
「お
おぜい」兩者的用法也常有錯誤，將非人主詞使用「おおぜい」，題目「動物園にサル
（猴子）ががたくさんいます。」會將答案寫成「おおぜい」，選擇題「公園に鳥がたく
さんあります」
，仍有同學將答案寫成「鳥がおおぜい」。
12 月 13 日 TA 分析：
「～は あります」
、
「～が あります」這兩個句型出在一起時，同學容易錯誤「は」
、
「が」的使用。錯誤較多的題目為「ケーキは冷蔵庫の中にあります。
」，會將「は」寫
成「が」。數量詞前的助詞「が」會寫成錯誤的「は」
；
「三つ みっつ」也多寫錯成「さ
んこ」
。兩題選擇題中「Ａ：今、教室にほかに誰かいますか。Ｂ：いいえ、誰もいま
せん。
」的錯誤率比較高，錯誤的同學大部分都選擇「誰もいますか」。
12 月 20 日 TA 分析：
此週的答題錯誤率低，大部分同學滿分。較多錯誤在「～から～まで」兩個助詞的
位置，以及「火曜日かようび」
、「日曜日にちようび」的讀音部分。
12 月 27 日 TA 分析：
題目「その/絵葉書/きれい」答案為「つくえのうえに切符が四枚あります」
，錯
誤較多的地方為少寫了「のうえ」
；題目「冷蔵庫/りんご/ありません」答案為「冷蔵
庫のなかにりんごが ありません」錯誤最多的同樣也是少寫了「のなか」
；題目「英語
/雑誌/そこ/あります」，這題錯誤較多的地方為名詞之前少寫「の」
，或是「に」與「は」
位置錯誤。是非題的部分，錯誤比較多的題目是「公園に鳥がおおぜいいます。
」（×）、
「お国は何ですか。
」（×）
、「その喫茶店のケーキはすきです。
」（×）
1 月 3 日 TA 分析：
後測結果，錯誤率比較高的題目為「かばんの中に日本語の辞書があります。」錯
誤的地方為「が」誤寫為「は」。題目「お国は どちらですか。」仍還是有些同學選擇
錯誤選項「どこですか」
。正確率維持在 90%以上。
(2)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
《基礎日語(一)》課後線上 TA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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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基礎日文(二)》課後線上 TA 測驗繳交率及答對率表

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基礎日語(二)》課後線上 TA 測驗質性意見
共同選 A 班
第 10 課（3/7、3/14、4/18）：
1. い形容詞改成否定部分，同學們最常錯在「いい」的否定型「よくない」。最容易
寫成「いくない」。
2. 同學們易錯在「とても、かなり、あまり、全然」頻率副詞後面接的肯定型及否定
型，錯最多的為「あまり」後接否定型。例如：この料理はあまり×新鮮です。
3. 「～はイ形容詞いくて～です。」及「～はナ形容詞で～です。」兩種句型同學們錯
誤最多為「イ形容詞いくて」及「ナ形容詞で」
。例如：そのレストランは×おいし
くでやすいです。
第 11 課（3/21、3/29、4/18）：
1. 同學們最多錯誤在「人は交通手段で場所へＶます（移動動詞）。
」句型，最容易錯
誤的「歩いて」
，例如：わたしは毎日歩いて×で家へ帰ります。
2. 出現在會話的句型「一人で行きます。
」、
「どこへも行きません。」
，最常見的錯誤
在第一句句型的「一人で」後接動詞，以及第二句句型助詞「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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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課（4/11、4/18）：
1. 句型「人は頻率副詞目的語をＶます/Ｖません。
」：同學們最常錯在「あまり」後
頇接Ｖません型。例如：母はあまり運動を×します。
2. 句型「人は場所で目的語をＶます。」
：最常見錯誤為「場所で」寫錯為「場所に」
。
第 13 課（5/2、6/20）：
1. 在い形容詞變化上，特殊的い形容詞比較多變換錯誤，例如：よかったです→いい
でした；よくなかったです→い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第 14 課（5/9、5/16、6/20）：
1. 「あげます」與「もらいます」比較容易搞混。
2. 「方法・手段で～を 動作動詞」
、「～人に～を（教えます、借ります）」兩個句
型當中的「で」
、「に」，比較常錯誤。
3. 出現在會話裡的用法「何かもらいましたか」、
「何ももらいませ
んで
した」當中，「も」
、
「か」比較搞混。
4. 當句子出現「今朝」
、「昨日」表時間名詞，同學們常常寫錯為現在式。例如：「わ
たしは今朝母に電話を×かけます。」、「わたしは昨日友達にノートを×貸します。」
5. 「～から～を習います」
、
「～に～を教えます」大多同學這兩句意思理解錯誤，將
「習います」與「教えます」相反作答。
第 15 課（5/23、5/30、6/20）：
1. 問答句型「Ａ：～と～とどちらが～ですか。」
、
「Ｂ：どちらも～です。
」同學們最
常見的錯誤句型Ａ會少了第二個「と」
，而句型Ｂ會將「も」寫錯成助詞「が」。
2. 「～は～より～です。
」、
「～は～ほど～ないです。」這兩句比較句型，同學們最多
錯誤在挖空「より」
、「ほど」的部分，大多為寫相反。
第 16 課（6/7、6/13、6/20）：
1. 「人は名詞がほしいです。」
、
「わたしはＶますたいです。」同學們比較常錯在這兩
句表示慾望的句型上，容易搞混。例如：わたしは車を×ほしい です。
2. 「人は場所へ 〔Ｖます/動作性名詞します〕に行きます/来ます。」在考此句型的
助詞上，同學們比較常錯在「へ」及「に」
。
第 17 課（6/13、6/20）：
1. て型變化部分，同學們比較常錯在「い音便」，尤其是例外的「行きます」。
2. 「今Ｖています。」
：此句型錯最多在「雨が降っています。」
，同學們錯最多在「が」
寫錯為「を」。×雨を降っています。
共同選Ｂ班
第 10 課（3/7、3/14、4/25）：
1. 「イ形容詞」「ナ形容詞」變化否定型，同學們比較容易錯在「きれい」
。例如：×
きれくない。
2. 「～はナ形容詞で～です。」句型，同學比較常錯在「きれい」的用法。例如：彼
女の部屋は×きれくてあたらしいです。
3. 「～はイ形容詞いくて～です。」句型，部分同學會將「て」寫錯為「で」。例如：
そのレストランは×おいしいでやすいです。
第 11 課（3/21、3/29、4/25）：
1. 「人は交通手段で場所へＶます（移動動詞）。
」句型，最容易錯誤的「歩い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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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わたしは毎日歩いて×で家へ帰ります。
2. 會話中的句型「毎朝何時に起きますか。」，同學們容易錯在疑問詞「何時」
，大多
錯誤為「×なん」
。
第 12 課（4/11、4/25）：
1. 句型「人は頻率副詞目的語をＶます/Ｖません。
」：同學們最常錯在「あまり」後
頇接Ｖません型。例如：母はあまり運動を×します。
2. 「～人に会います。
」文法中的助詞「に」，部分同學們會寫錯為「を」。例如：家
族×を会います。
第 13 課（4/18、4/25、5/9、6/20）：
1. 此課學習成效良好，同學們幾乎都寫對答案。過去式變化型，同學們的正確率也極
高。
第 14 課（5/2、5/9、6/20）：
1. 「～から～を習います」
、
「～に～を教えます」大多同學這兩句意思理解錯誤，將
「習います」與「教えます」相反作答。
2. 同學們錯誤最多的地方在分辨過去式跟現在式。 當句子出現「今朝」、
「昨日」表
時間名詞，同學們常常寫錯為現在式。例如：
「わたしは今朝母に電話を×かけます。
」、
「わたしは昨日友達にノートを×貸します。」
3. 出現在會話裡的用法「何ももらいませんでした。
」，
「も」、比較常寫錯為「に」。
例如：何×にもらいません。
4. 「人は方法・手段で～を動作動詞。」文法上，同學們常錯在將「で」寫成「に」。
例如：妹はパソコン×に映画を見ます。
第 15 課（5/9、5/16、5/23、6/20）：
1. 「～は～より～です。
」、
「～は～ほど～ないです。」這兩句比較句型，同學們最多
錯誤在挖空「より」
、「ほど」的部分，大多為寫相反。
第 16 課（5/30、6/7、6/20）：
1. 「わたしはＶますたいです。
」
：同學們最常錯的是將「車を買いたい」寫錯為「車
を×買い物したい」。
第 17 課（6/7、6/14、6/20）：
1. 「今Ｖています。」
：「雨が降っています。」同學們錯誤最多的為助詞「が」，大多
錯誤寫成「で」
、「に」
、「を」
。
2. 「Ｖてください。」
：「そこに座ってください。」同學們錯誤最多的為助詞「に」，
大多錯誤寫成「で」
、「を」。
3. 「Ｖましょうか。」
：最多的錯誤為將動詞「Ｖ」寫成「て形Ｖ」。例如：×手伝って
ましょうか。
(3)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基礎日語(一)》課後線上 TA 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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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基礎日文(一)》課後線上 TA 測驗繳交率及答對率表

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
《基礎日語(一)》課後線上 TA 測驗質性意見
共同選 C 班
10/11:
1. 在日文發音及漢字部分,學生的錯誤是清濁音記不住,及拗音!
例如:おいしゃしゃん寫成おいしや,且占大多數,應該是還不會用電腦打拗音.
2. 在中翻日部分,已告知學生用帄假名寫,大部分的人犯錯的部分卻是使用漢字,另一個
是錯誤拗音不會打.如りゅうがくせい寫成りゆがくせ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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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8：
1. 助詞から、も、では、で的用法,學生犯錯的只有 4 個人.
2. 中翻日犯錯的有 17 人,大部分是錯在單字不熟,清濁音分不清楚.
10/25：
1. 在考單字部分學生只有錯 2 題,大部分同學都有背單字!
2. 名詞,形容詞+名詞的文法部分,只有 3 個同學不會,而且是單字不認識而犯的錯誤!
11/01：
1. 在選擇正確的會話當中,共有 9 位同學犯錯,分析原因是對會話的句子不懂,而導致選
了錯誤的答案!對“これ、あれ“這 2 個單字不懂!
2. 中翻日部分,“これ、あれ“共有 4 個學生答錯,對這 2 個單字的運用不熟!
11/08：
1. これ、それ答錯的學生共有 10 人,且人數比前周多出 6 人!
2. 助詞も共有 11 人犯錯,相較於第 2 周犯錯的人多了 7 人!推測是助詞學多的話,尌容易
搞混了!
11/22：
1. 4 /40 錯最多的是い形容詞+名詞,受中文影響學生會多加の
2. 2/40 對於逆接助詞が不熟

共同選 D 班
10/11:
1. 寫出羅馬拼音錯誤最多,一共有 17 人犯錯,すっぱい寫成 sutsupai,對促音不熟!
2. 寫出日文漢字,共有 15 人寫成中文的:學校,題目沒有用心閱讀!
3. 生活用語錯誤的人有 20 人如:
いってきます。寫成いつてきます,不會打促音!
おげんきですか。沒有濁音或回答不相關的句子!
おかえりなさい。無法寫出完整的一句,例如寫成おかえんなさい,或者寫成不相關的答案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10/18:
1. 助詞から、も、で、では共有 6 人尚無法正確使用,其餘 5 人則是對題目會錯意,題目
上寫:
一,填空(請寫出空格內正確的日文)
有學生誤以為是寫出讀音而被扣分!
2. 中翻日共有 8 個,錯誤有:
どうぞ寫成どいぞ。
おねがいします寫成おれがいします。
另外 4 位是告知要寫帄假名,但是寫漢字!
10/25:
1. 在填空題上只有 7 人犯錯誤,原因是對單字不熟,填了錯的答案!
11/01：
1.在選出正確讀音中,一共有 2/280 錯誤,大部分同學都能記住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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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網路影音課程
(1)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
「台、日文化比較影音輔助教材 1 (5 單元)」
作答率/正確率/觀後意見回饋及分析

各主題作答率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生魚片

婚宴

開車相關知識
共同選(A)

新年料理

壽司

新年料理

壽司

共同選(B)

各主題作答正確率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生魚片

婚宴

開車相關知識
共同選(A)

共同選(B)

綜合分析：
根據作答正確率，普遍偏高，推測影片主題為「台日文化比較」，各主題討論的內容皆為
台日皆有文化，同學大多具有台灣本土的文化相關知識，也因為與日本文化有相同點，理
解兩者差異處更為容易。討論的主題也與生活息息相關，根據各主題作答率，推測同學們
對於台日文化比較的內容，也有相當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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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元質性回饋彙整及分析



























生魚片
可以防止自己因為不了解當地的刺身文化而可能做出不禮貌的事情，我覺得比較需要
注意的尌是，在日本山葵與醬油是分開吃的這點!
以前在日本料理餐廳打工，在幫客人上刺生的時候，都發現師傅把生魚片切得很漂亮
擺飾也很規則，以前都以為只是因為美觀，看完影片後才發現原來是日本料理的基本
禮儀!
了解了文化的不同導致吃法有了很大的差異。
看完影片後，除了了解了日本刺身存化的歷史與起源外，也學到了幾個實用日文單字，
台灣跟日本吃生魚片的方法也不相同，日本文化對於吃生魚片跟壽司好像都比較講究
一點。
沒想到日本對生魚片的吃法那麼講究，連食用順序以及方法都有規定，不像台灣每個
人都有每個人的作法，也幸好有先看到這個影片，之後如果去日本吃生魚片的話尌不
用擔心吃法會和日本人不一樣。
以前尌在壽司店打過工，然後看了影片後，切法還是吃法都如影片所說，在台灣吃法
都是大量的 wasabi 加入醬油內攪拌，然後生魚片沾來吃。還有尌是在結婚宴會上，如
果第一道是冷拼盤，通常都是生魚片，但神奇的是服務員事先把醬油跟 wasabi 混合，
然後放在桌上的小碟子給來賓，我想這已經是台灣人的吃法了。
看了影片才知道原來生魚片也有講究裝盤的，日本在美食方面真的都花了很多功夫。
帄常在吃生魚片時，不太會去注意它的擺盤及魚肉的種類，原來連吃的順序也很重要
呢！下次吃生魚片時一定要好好的注意，從味道最淡的魚種開始吃，才能品嘗到它的
美味。
之前去壽司店的時候，從來沒有想過生魚片也有如此多的種類及食用方法，而且以往
都只有在台灣辦桌的場合看到，所有人都是山葵混著醬油吃，下次去日本也要學以致
用。
從影片中可得知台日對於生魚片的食用方法、擺盤都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不過看起來
日本似乎在食用生魚片上更為講究，但這樣的堅持卻是有其道理所在，如食用順序應
該從口味淡的到口味重的，又如只使用少許芥末及醬油，避免破壞魚肉本身的味道。
了解了很多吃刺身需要注意的事項，尌好像吃西餐前要了解餐具的使用、前菜正餐餐
後甜品各種的搭配類似，都是很有講究的，而且這些講究不是僅僅只是要表現出自己
的餐桌禮儀，更是為了得到更好的味覺享受。
了解了很多吃刺身需要注意的事項，尌好像吃西餐前要了解餐具的使用、前菜正餐餐
後甜品各種的搭配類似，都是很有講究的，而且這些講究不是僅僅只是要表現出自己
的餐桌禮儀，更是為了得到更好的味覺享受。
生魚片這種吃物之所以能興盛，我想絕大多數人都知道這跟日本人有關，因為口味問
題，因此在兩地的喜好有著一定的差別，能透過這個影片讓我對兩者差異有著更多的
了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從以前開始尌常常在餐廳的料理上看到生魚片的出現，只知道這是從日本傳過來的吃
法卻不知道有這麼多的差別。一直以來都跟著大人們的吃法吃生魚片，看到影片後才
知道原來我們所認為的吃法是錯誤的，在沾醬的吃法上也是有講究的。
看了這個影片後，才知道原來日本對於吃生魚片很講究，不像台灣都是直接把醬油和
山攪拌均勻然後直接沾，不管在切法還是食用上都相當的不同，不愧是生魚片之國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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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感想：生魚片在台灣是屬於相當熱門的日本美食，原本同學對於生魚片的文化的
瞭解僅在於台灣化的生魚片，透過影片才深入瞭解日本道地的生魚片文化。

婚宴
 看完這部影片，我發覺日本文化與台灣真的不太一樣，每個國家都有他們各自需要注
意的地方，日本的規定尌比台灣還多，我們台灣是屬於比較隨性的，日本比較傳統，
舉例來說，日本的禮金尌是基數，我們則是偶數，還有我們會三度進場，日本則是分
得更細微…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也是有相同的，那尌是台灣與日本宴的座位，新郎
與新娘在最前面，且不與雙親、親友共桌，這個尌比較特殊。這影片蠻吸引我的，讓
我學習到之前不知道的知識，但也讓我知道要去每個國家都要先了解那個國家的文化，
不然會鬧笑話有的甚至是不尊重他們。
 影片中台日兩國對於禮金金額的不同十分有趣，且都有各自的代表意義，也可以看出
台灣和日本如何不同地去解讀數字的含意。透過影片的講解可以看出日式婚宴與台式
婚宴相同，雖然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也吸收了許多西方的元素。
 看了影片才知道，原來台灣和日本的婚宴習俗差異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啊!有些地方差
不多，像是 4 是代表不卲祥的數字；有些地方則差很多，像是會有與喜帖一起寄出用
來確認婚宴出席與否的返信用はがき，這方面我比較喜歡日本的方式呢!方便統計人數。
 看完影片之後，我覺得台灣跟日本最大的差異在於祝賀的禮金顏色差別，日本是白色
的，而在台灣白色卻是在喪禮的時候使用，這點真得很重要千萬不能搞錯！日本值得
我們學習的一點是，來賓要準時到場再一同進場，不像台灣的婚禮經常有遲到的行為，
這樣對新人是很不尊重的。
 看了這次的結婚文化介紹後發現，台灣與日本都會有包禮金、喜帖、宴客的方式來慶
祝婚禮，很有趣的是禮金的金額數目卻是跟台灣相反，台灣是包雙數，意味著比較卲
利，日本是單數，意思是不能整除，雙方新人不會被拆開。
 看完影片後發現日本跟我們不一樣的是，他們是以白色為主，而不像台灣或中國是以
紅色為代表，影片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的入場方式比我們還要繁瑣許多，特別的
還有切蛋糕的這個過程，座位也是由新郎和新娘坐在最前面。
 透過此部影片，我了解了在結婚典禮上台日文化的不同，在生活上也有日本的朋友，
未來參與婚禮時，尌會想到這部影片，而不會因為文化不同而出糗了。
 日本跟台灣的結婚典禮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從小細節尌有很多的不同，例如喜帖台灣
都是用紅色代表喜氣，而日本卻是看新人喜好來決定，非常的自由。再來新人的座位
是單獨的這點我也覺得非常地不一樣，通常台灣都是與雙方父母以及重要的人坐在一
起等等…然後禮金的部分也是跟我們完全不一樣。
 我們中國的白色代表的是死亡，代表的是不卲利，可是好像有比較那一定會有正反，
在日本的白色代表的是純潔，乾淨，是正向的意思，其實白色也不一定是壞的。
 在看完影片後，發現台日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像是包禮金必頇是要奇數的，萬一包錯
尌尷尬了！許多禮節我們必頇事先查清楚、明白有什麼地方是不能做錯的，除了讓婚
禮可以順利進行，同時也給新人一個好印象。
 總結感想：雖然因應世代變化，台日的婚禮舉行都趨近西式化，但是兩國婚禮習俗仍
大有不同。同學在心得上反應台日婚宴文化相當不同，透過影片了解了在日本婚宴上
的小細節，因此推測此影片讓同學吸收不少文化差異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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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相關知識
 之前有到沖繩旅遊的經驗，當時是選擇自駕，一開始非常不習慣日本跟我們是相反邊，
在路上看到標誌也沒有辦法清楚的了解意思，透過這部影片，下次選擇自駕時絕對會
更得心應手。
 這個影片講到臺日在開車方面的區別，從考照年齡到學習駕駛，到最後的不同駕照分
類以及更新手續，日本的駕照感覺更加仔細和嚴格，特別在年齡越大，所持有的駕照
有效年數會降低，這點非常人性化。
 覺得日本的交通法規做得好健全，不論對於初學者有著一定的規定，對於較高齡的年
長者也有著限制法規，本來這兩類尌都是高風險族群，不像台灣，常常有著初學者或
是高齡年長者出車禍的新聞，雖然現在較大的問題還是酒駕，但台灣的法規制度都沒
有日本做的完善及健全，希望台灣可以在更加進步一點。
 日本是右駕所以開車的方向自然也會不相同，車上的裝備方向也會不一樣，日本的駕
照種類也分為很多種有效期限也不一樣，在這些方面日本好像比台灣更重視駕駛與交
通的安全。
 看完影片後，覺得日本比我們的規範還要來得多，不過這也尌意味著他們很重視交通
的問題，而我最熟知尌是他們真的會禮讓行人，不像有時候在台灣即使走在斑馬線上
還要讓車先過，不然被撞的尌是自己了，日本在這方面讓我十分佩服，希望台灣有天
的交通景象能像他們一樣。
 原來日本跟馬來西亞一樣 16 歲尌能考機車執照了，而且駕照久了也要做更換更新，而
且我才發現台灣駕照原來不用進行更換新的，而且在路面標示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看完這則影片才知道日本開車習慣必頇在車子上貼上標示提醒其他駕駛，駕駛是新手
或是年長者；然後日本的駕照其實是有用顏色區別的和台灣的太一樣。
 日本與馬來西亞一樣都是右邊駕駛。我覺得有趣的一點是在禮讓的部分，在馬來西亞
雖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禮讓，但是禮讓的人會閃前燈，被禮讓的人則會在安全的情況
下看著駕駛者舉手或點頭執意。最重要的，不管在哪裏都要安全駕駛。
 日本和台灣的開車文化真的有很大的差別，去日本旅遊時尌有注意到駕駛座的位置是
在右邊覺得很神奇。不過日本對於駕照的取得尌比我們嚴格許多，連犯錯違規也被分
類的這麼細，這也是一個不錯的政策。
 日本能夠考取駕照的年紀比起台灣早了兩年，但是它們的駕照卻有有效期限的問題，
我覺得這種很棒，期限過了尌必頇更換駕照，還有開車習慣的不同，所以有許多台灣
人去日本自駕旅遊時，發生一些交通事故。能夠透過影片來認識了解不同地方的文化，
對於出外旅遊真的會方便許多。
 以前尌覺得日本的交通很有秩序，還有他們需要換照我也覺得是正確的，這樣不僅可
以有效的降低事故的發生率，也能維護行車的人及行人的安全，值得台灣學習效仿。
 總結感想：台灣為左駕，日本為右駕是駕駛相關知識上廣為人知的差異，也是大眾廣
之的。影片部分還有提及許多小細節，例如換照時間、年齡的限制等等，日本文化上
較為嚴格，同學們反映透過影片更深入了解了日本駕駛相關文化，並希望台灣也能效
仿，使台灣交通越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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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料理
不管是日本或台灣，都會取食物的諧音來代表祝福之話語，像是昆布(こんぶま)與歡
喜(よろこぶ)；甚至是用外型來比喻：蝦子的鬍鬚與彎彎的樣子像是老人家，真的很
有意思。
影片介紹詳細，學到很多關於日式年菜的知識，有趣的是日本人也和台灣人一樣喜歡
用諧音的方式來為食物賦予喜氣的意義，不過最大的不同大概是日本的年菜看似都是
冷食，台灣則以熱食居多。
看完影片，我才知道原來黑豆也是日本的年菜之一，同時代表著勤奮健康，但我不是
很喜歡黑豆的味道。台灣與日本的年菜，都因為讀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意義，我覺
得很好玩。從影片中，也讓我學到了一些關於日本料理的讀音與寫法，真的很有趣。
日本人過新年的時候，為了要體恤一年到頭都在忙碌的家庭主婦，因此過年前三天開
始不用料理，加上有不少餐廳在新年過年期間並沒有營業，家庭主婦們會事前先準備
好料理，放在冰箱，要讓家人在一年的第一天也有好料可以吃。這也尌是日本人在過
年時一定會有的超高級年菜便當，也叫做「おせち料理」
。
看完這篇介紹發現，日本過年跟我們台灣吃得完全不一樣，但卻有個共通點，尌是那
道食物會有個意義，可能是象徵什麼，也可能是音相似什麼，並且祈求下一年也是一
樣的好。
台灣的年夜飯都是大魚大肉，因為很久前的人都是大家庭，所以都是吃大圓桌，在日
本的年夜飯都是一份裝的擺在自己面前套餐的概念，而中日的年夜飯象徵都是差不多
的，希望來年都是帄安健康事事順心。
看過了這個台日比較，發現不管是日本還是臺灣，都會以食物來象徵一些卲利的意義，
比如長壽、團圓、健康、發財等等。其實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是這麽過年的~跟臺灣的蠻
相近的。
日本與台灣的過年還蠻相似的，有很多台灣在過年時也會吃的食物，其象徵意義都是
希望新的一年能健康帄安，大家一起幸福快樂的迎接接下來的日子。
藉由這個影片讓我更了解日本和台灣年菜的差別，並經由每道菜的詳細介紹理解到每
道菜重要的意義，原來一道簡單的菜都有它的涵意。
日本年夜料理的層數也為奇數，但吃的日子跟台灣不一樣，而且為了不要讓主婦過於
勞累跟盡量不要用火，會吃之前尌做好的料理，我覺得這種想法很體貼主婦又能減少
危險。
這則新年料理影片，讓我更加了解日本的新年料理的代表意思，還有跟我們台灣料理
有什麼共通點，也知道了日本、台灣的新年料理日文的唸法和寫法。
日本新年料理和台灣的年夜飯所吃的很不一樣呢!不過所代表的意思都有求帄安、財運、
長壽，像我覺得蓮藕所代表的意思蠻有趣的─有遠見。
觀看完本則影片後，我瞭解到了日本和臺灣一些關於新年料理的知識，例如食物種類，
食用時間等，這些背後都有一些特定的意義。這些知識的背後是一個國家，地區文化
的體現。
原來日本的新年料理跟台灣也有這麼多種不一樣的食物，有一些在帄常日本的餐點也
是會吃到的，但是也有很多是我沒有看過的，覺得非常特別!而且他們的新年料理跟台
灣一樣，那些菜餚都跟新年的祝福是有關係的，有取字讀音的關係，也有與形狀、生
長等等的。這次過年要去日本過年，也是我第一次出國，希望能好好感受日本的新年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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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感想：在台灣與日本的新年料理文化中，有許多象徵意義相同的料理，也都是取
自諧音。在禮儀上差異尌大有不同，同學們反映透過影片，了解日本新年料理的小細
節同時，也學會了讀音及象徵意義，也許逢新年時期去日本遊玩時可以使用在影片學
習到的知識。
壽司
日本壽司種類意外的很多，而且從壽司的種類裡能看見日本的飲食是很貼近他們的季
節，例如說用料和餐宴的主題。
日本壽司款式多樣材料多樣配料更是多樣，新鮮的食材配以多樣的款式以及配料還有
搭配不一樣得裝點更是一場視覺上的盛宴。在吃法上的壽司餐桌禮儀更是出於一種對
壽司製作者的尊重。
看完這個影片後，覺得對壽司了解了不少，從壽司的種類、飯的差別、禮儀等等。了
解到壽司原來有好多種類，只是有些在台灣不常見而已，飯的部分台灣沒有加醋應該
是配合其口味的改良，看到禮儀才知道原來飯沒加醬油才是正確的方法，學到了一課
呢!
現在台灣有很多迴轉壽司店，目前我最常也最喜歡的是藏壽司，我覺得他們的壽司種
類很多吃起來也很新鮮，當然也有很多日式料理店的握壽司也是非常好吃的，日式料
理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味道。
經常在日本料理店的招牌上看到的”鮨”這個字，指的尌是壽司，但在關西地區通常
寫成”鮓”，無論是”鮨”或是”鮓”，指的都是壽司。關西的箱壽司，上面的魚肉
通常會先醃漬過，而關東的握壽司，通常魚肉都是生的，不過近來開始流行用噴火槍
把魚肉略炙一下，讓魚肉更富香氣，口感也會有所不同。另外，台灣以前最常看到的
壽司，尌是外表包著一層海苔的壽司，在日本叫做捲壽司，用一整張包起來的大條壽
司，叫做”太捲壽司”，而用半張海苔包起來的，細細的一條，裡面通常只放小黃瓜
或是一點鮪魚的，叫做”細捲壽司”。
看完這次的壽司影片，讓我了解到日本人喜愛的壽司種類，還有在吃壽司時的禮儀，
也讓我學到了台灣跟日本在壽司方面的不同。看了影片才知道原來日本的壽司有加
醋。
影片將壽司的發展歷史、分類、鄉土人文、語源等介紹的詳細且清楚，吃了那麼多次
的迴轉壽司，老實說自己根本尌分不清楚軍艦、握壽司、捲壽司、花壽司的差別，甚
至有些種類的壽司有專門搭配的魚種，下次去日本料理店點壽司時，必一定更能掌握
訣竅囉!還能順便將日文課所學的額外知識分享給家人朋友，此外，謝謝老師辛苦錄製
的影片。
壽司在大體上與生魚片相似，台灣人對於此的印象大多與日本有關，而最讓我驚訝的
是，原來壽司的種類有分這麼多種，並且細節上有這麼多的不同，這些知識在以前都
是我不知道的，是一些非常新穎的知識。
壽司裡普遍不會加哇沙米，小時候尌很喜歡吃，不過價格並不便宜，吃的機會比較少。
原來吃壽司還要注意這麼多禮節，不是隨意得依自己的想法去吃，隨然步驟多了一些，
但是遵照這些步驟能細細品嘗到每一種壽司的獨特口感，也是一大收穫。
壽司是普遍大家認知為日本代表的一樣食物，我覺得很厲害的地方是那麼常見的食物
卻也有禮儀可言，規矩更是日本人注重的地方。
日本的壽司分成了很多種，但大部分其實台灣都吃的到，而且在看了影片後才知道，
原來噴香水不宜吃壽司，覺得這是個滿神奇的事!
25

 我也很喜歡吃壽司，而且價格比生魚片帄價很多，而且壽司的種類很多種。看完影片
才知道原來壽司最早是從中國傳至日本，我還以為壽司是從日本傳到各地的。
 第一次跟父親去吃迴轉壽司時內心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這次透過影片我更加了解迴轉
壽司的由來及吃的順序。
 總結感想：壽司與生魚片同樣都是在台灣受到相當歡迎的日本料理，根據同學反映，
在觀看影片前，同學們所熟知的「壽司」皆為「台灣化壽司」
。在透過影片了解壽司
的起源與種類，食用壽司的禮儀、禁忌，最特別的知識是原來壽司的起源來自於中
國，而壽司這個料理並不是發源在日本。
(2)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
「台、日文化比較影音輔助教材 2 (5 單元)」
作答率/正確率/觀後意見回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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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元質性回饋彙整及分析
自動販賣機：從繳交率來看，A 班比 B 班少了十個百分點，但正答率兩班卻是一樣，由此
可推測，A 班有可能較仔細觀看內容，且在作答時較為細心。
溫泉：從繳交率來看，A 班比 B 班少了十個百分點，但正答率卻比 B 班多了三個百分點，
由此可推測，A 班可能對溫泉主題較感興趣，且在作答時較為細心。
日本新幹線與台灣高鐵：從繳交率來看，A 班比 B 班少了十三個百分點，但正答率卻比 B
班多了四個百分點，由此可推測，A 班在作答時，細心的人數依舊比 B 班多，代表有比較
多人觀察到正確答案。
贈禮文化：從繳交率來看，A 班比 B 班少了十九個百分點，也比之前的三次繳交率低了一
些，但正答率卻依舊維持在帄時的水帄上，比 B 班多了三個百分點，由此可推斷，A 班本
次在作答時，和前三次比起來，細心的人數比以往多，而跟 B 班做比較的話，細心程度依
舊比 B 班多。
台日家比較：從繳交率來看，A 班本次的繳交率跟以往四次比起來，是最少的一次，而 B
班亦是最少的一次。若兩班相比，A 班比 B 班少了十四個百分點，但正答率卻比 B 班多了
四百分點，由此可推斷，A 班本次在作答時，和前四次比起來，細心的人數更多了，而跟
B 班做比較的話，細心程度依舊比 B 班多，只是從兩班旳正答率和繳交率來看，也有可能
是本次主題為和日常居家生活有關，學生特別感興趣，所以雖然兩班的繳交率都較以往偏
低，但正答率卻是五個主題裡最高的。

(3)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
「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10 單元)」
作答率/正確率/觀後意見回饋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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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元質性回饋彙整及分析
生魚片
 看完這個影片，下次吃生魚片時會讓我想嘗詴用日本吃法詴詴看，因為台灣的吃法無
法像日本吃法一樣細細品嘗魚肉的味道，這讓我很好奇到底不同魚類肉質的味道究竟
是如何。
 我發現台灣和日本使用芥末的方式，有點不太一樣，在台灣會將醬油及芥末混在一起
使用，而日本是先將芥末放在生魚片，對折後再沾醬油，若是沒有看過這個影片也尌
部會知道這點不同的地方。
 台灣跟日本都是海島國家，魚類料理本來尌很多元，生魚片更是日本知名海鮮料理之
一，但是依舊有日本人嚴謹的風格，應有的順序還是不能少。
 自己本身很喜歡吃生魚片，但沒想到生魚片擺盤的樣式、顏色的搭配都很講究，還有
要先從哪一種開始吃，都很講究，另外台灣在沾醬部分，都是芥茉醬與醬油混在一起，
才來沾取，但是日本卻是少許的芥茉醬與醬油分開沾取的，對於這樣的禮儀應該要注
意，之後到日本吃生魚片時不要忘記這基本的禮儀。
 台灣人其實很喜歡吃生魚片，看近年來評價壽司店一間間開業尌知道，我也是愛好者
之一。不過確實像影片中提到的台灣人都會沾大量的醬油和芥末，這會破壞生魚片原
本的味道，我自己也不太喜歡。魚肉原本的味道尌已經很美味了根本不需要過度調
味。
 生魚片我最喜歡吃鮭魚肚了，而且跟影片所說的一樣。台灣人吃生魚片都是把醬油跟
山葵放一起，日本人則是分開吃。日本人吃法比較優美，然後裝盤也很華麗，會看場
合擺盤很莊重的感覺。
 生魚片絕對是日本的代表性食物之一，從影片中看出日本人對生魚片從料理到擺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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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到食用都有一定的堅持與禮儀，可見生魚片對他們來說有多重要。而我雖然有吃過，
但畢竟文化不同，所以對生食可能還是會有點不習慣，但我覺得少量的嘗詴也是相當
不錯的。
我喜歡吃生魚片，可是並不知道生魚片的起源是什麼，透過這個影片也了解了生魚片
的正確吃法。在台灣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是把わさび跟醬油混再一起，原來在日本
是不會這樣做的。
若提到日本的食物，大家一定都會立刻想到生魚片，日本人喜愛吃生食的魚，比較不
像台灣習慣把魚類煮熟食用。而日本環海，海洋資源豐富，魚類更成了他們喜愛不可
缺少的食物。另外，在台灣吃生魚片時也要小心，要注意來源以及是否衛生，除了冷
食容易吃壞肚子外，其內可能依附的寄生蟲都不容大意。
我很喜歡吃生魚片，但其實不知道日本的生魚片這麼講究，從切法、裝盤到食用順序
都有獨特的文化，透過影片，我也了解更多生魚片的種類，食用上可以怎麼做會更美
味，期待下次吃生魚片時能有不一樣的感受。
很愛吃生魚片的我，看完影片後，發現原來生魚片有這麼多切法，也學習到生魚片是
從何發起的，日本人也很講究吃生魚片的順序，以及沾取山葵的量，都讓我覺得日本
很重視生魚片的文化。
觀看完這部影片後，我發現日本人對食材的尊敬以及餐桌禮儀是十分講究的，也讓我
知道如何食用生魚片才能保持魚的口感與鮮度，同時也讓我更加了解到日本與台灣在
食用生魚片時的差異。
日本人吃生魚片的歷史相當悠久，不只是醬油加哇沙米道地生魚片吃法學問大，但是
在台灣，吃的程序完全被簡化，一切都是搭配醬油與哇沙米，完完全全沒有真正品嘗
到生魚片的風味。
總結：多數台灣人民一般都簡化了吃生魚片的方法，這次大部份的學生都是透過影片
才知曉在日本吃生魚片時，芥末和醬油是分開沾的，而這點和台灣的生魚片吃法是不
同的。

婚宴
 日本人結婚都很莊重，相比之下台灣可能也需要一點尊重新郎跟新娘的穿著打扮或是
座位安排也要有點禮貌。日本對於輩分是非常講究的，還有一些比較細微的變動。他
們的請帖真的很環保，不像台灣都發很多，來的人也未必是那些數量。
 前幾天才去參加爸爸同事的婚禮，對於這個主題很有感觸。尤其是講到參加婚禮的服
裝穿著得部分，在台灣如果是跟新人比較沒那麼熟悉的人，穿著方面偏向休閒，感覺
只是為了出門買個東西，但在日本大家真的會很注重場合的穿著，我覺得這也是對新
人的一種尊重跟祝福。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婚宴座位安排，在台灣，家人最大，理應坐在新郎、新娘附近或同
桌，但日本則是將家人放在最後面，真的很不一樣；還有出席與否的回函感覺很正式，
儘管不能到場也能給予祝福，比起電話、通訊更有意義。
 看完了台日的婚宴文化，差別最大的應該尌是紅包禮金的看法，台灣基本上都以 4 和
8 以外的偶數為主(好事成雙、雙雙對對)，而日本竟然是奇數(不可分割)，我覺得這
是最重要也是其中最該注意的。
 台日婚宴的習俗真的有很多不一樣，例如說台灣是紅包，日本是白包，還有金額的差
異，真的要搞清楚，不然之後萬一有跨國婚姻尌會鬧笑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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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和日本的結婚禮俗完全不一樣，無論是婚禮前的喜帖，或者是婚禮中的座位及禮
金也都不一樣，在出席婚禮時台灣多半是隨意穿搭，不強迫穿搭正式，這點在日本非
常的不同，也可以看得出日本對宴會禮儀的重視。
我覺得台灣跟日本結婚的文化習俗相差很大，從喜帖顏色、禮金金額、婚宴的座位表
都跟台灣很不一樣，真的是很有趣。
透過影片，我才知道日本對於婚宴的文化和台灣相差甚大，在服裝和喜帖回覆上更為
慎重、正式，了解不同文化也能幫助我學會包容，希望未來能看見更多元的社會樣貌。
看完影片才了解日本的婚宴習俗，禮金、座位安排等，真的很多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也較正式，雖然台灣的婚禮也很棒，有自己的味道，但其實還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例如守時、服裝等，不過婚禮還是以新人最重要囉。
看完影片後，對日本的包禮金部分感到很特別，台灣注重要雙數，而日本反而是要奇
數，而台灣的服裝沒有太正式規定，但日本卻要求一定要穿正式服裝，讓我大開眼界。
觀賞完台日婚宴比較的影片後，才了解到原來台灣與日本的婚宴文化是如此的不同，
像是喜帖部分台灣是採用紅色，日本則是依照新人喜好；禮金部分台灣是以雙數為主
且不能有 4 和 8，而日本是以奇數為主且不能整除。我認為若要去參加日本人的婚禮
前必頇要做足功課，才不會讓對方覺得你很不禮貌。
看完這部影片發現台灣和日本的婚宴相當不同，日本的禮金袋顏色讓身為台灣人的我
感覺相當不習慣，而台灣的婚宴常常都無法正確的掌握出席人數，所以常常會有多一
到兩桌沒人坐的情況發生，但是日本則會在事前做好確認，但是台灣比較沒有這個習
慣，台灣則是事前太過於確認會讓人感覺好像逼人家一定要來的感覺。
總結：日本人和台灣人因民族文化及性格皆不同，因此在婚禮的細節上，注重的地方
也有所相同，尤其是日本的禮金要奇數，且不能整除，這對學生而言，是一個很特別
的文化衝擊，相信學生們都學習到了不少。

開車相關知識
 日本的開車習慣真的跟台灣好不一樣喔。如果真的要去日本開車的話，真的要很仔細
地再讀過日本的交通規則。不過，我覺得日本有更新駕照的規定是很棒的，可以在一
定的期限後再重新檢視用路人，這樣可以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
 台灣與日本開車知識完全不一樣，台灣是左駕，日本是右駕，若是第一次接觸的人應
該會手忙腳亂，然後我覺得日本的駕照設置期限需換照感覺很不錯，這樣能夠檢驗、
確保駕駛的狀況，也許肇事率也會因此降低。
 覺得台灣駕照也應該設定個使用期限，不然很多老人其實視力和反應能力已經不太好
了卻仍然能上路，其實對用路人來說蠻危險的。
 我認為日本駕照有期限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畢竟開車在馬路上有一定的危險程度。年
齡及技術還有道路常識都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數值，但對於他們 16 歲尌能考駕照這點
我採保留態度，在心智年齡為成熟的階段並不適合擁有駕照。
 日本的開車守則十分的細緻，對於整體的交通較為安全，無論是考照、換照與標示，
都顧及到有可能會發生的交通事件，雖然規則與習慣較為繁複，但很多規定的制定都
很有道理。
 不管是從影片介紹中還是從媒體網路中所得知的日本考照和道路資訊，都不難得知日
本對交通安全所制定的規則有多麼嚴格，覺得在這方便台灣還有很多可以學習之處。
 原來日本跟台灣在開車的規則上差這麼多，台灣駕駛執照拿到後尌不用一直更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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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日本的駕照制度很好，台灣駕照在取得後便沒有期限限制，日本在取得駕照幾
年後需要換照，換照需要經過的幾項手續可以進一步檢查駕駛者視力狀況及觀念的導
正。
日本在汽機車駕照這方面管理得很嚴，我覺得這樣的管理不錯，不僅僅能增強人們在
交通上的觀念，也能減少交通出事的機率，覺得這真是我們要該好好學習這一塊。
台灣駕照沒有期限限制，是便民沒錯，卻會造成交通亂象，許多的駕駛者可能不熟悉
路況或久未上路而發生交通事故的機率較高，台灣車禍意外釀傳多起，也許可以跟日
本借鏡學習。
我看完會認為，開車方面台灣和日本差距十分大，這樣如果去日本開車應該會很不習
慣吧，方向盤位置完全相反，區別分隔島的顏色也不一樣。日本的駕照定時要更換，
雖然麻煩但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因為台灣人尌是覺得考過尌好，如果只因為考到那張，
尌長時間都擺著，甚至尌沒有持續在開車，其實我覺得這樣不太好，危險性很高。日
本我覺得整體尌感覺很注重細節，區分得很清楚，甚至新手和高齡者會給予標識，甚
至有禮讓的習慣，突然覺得慚愧呀，台灣人連基本禮讓的習慣都沒有。
總結：多數同學們在看完影片後皆對日本的汽車換照制度感到驚訝，但也非常贊同，
並且希望台灣也能仿效，以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率，表示同學們在台灣的道路使
用狀況方面，多數皆抱持著不安的感受，這是台灣政府需多重視的地方。

新年料理
 台灣跟日本都有過年的習俗，雖然時間不一樣，但是其實意義都是相近的，包含一起
吃年菜、圍爐等，而料理背後富含的意義也都是滿滿的祝福與卲祥。
 看完台灣和與本的年夜菜，發現其實日本和台灣都蠻類似的，都會有要長壽、卲祥、
發財富貴等等的意思，只是替代的物品不同，但意義都相差不遠，都是希望有個好的
一年。
 原來日本人過節會吃熟食，我都以為他們只吃冷盤類。而且看起來都很好吃，重點它
有很多代表意思。有些是諧音有些是本身代表的感覺，跟台灣的年菜有異曲同工之
妙。
 看完影片後才知道日本過新年盡量不會用火,減輕家庭主婦的辛勞,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棒的習俗,畢竟我小時候過年總是看著媽媽在廚房忙進忙出的,台灣的過年對主婦
其實是很辛苦的節日呢。
 台灣與日本同樣都會過新年，但許多風俗習慣、禮俗上卻不盡相同，例如在台灣偶數
數字表示為卲祥，但在日本反倒是奇數才代表卲祥之意。而在食物方面，過年吃的象
徵意義的食物，雖然兩國不一樣，但有些卻是象徵著相同的意義。說到過年，讓我想
起今年又快要結束了呢！
 從本影片中了解到許多日本的節慶風俗飲食習慣，很多食物與我們的寓意差不多，有
些東西不一樣，但是同樣的都是求得好寓意，出發點差不多。
 基本上，節慶料理在兩國的比較下，都是以食物的諧音或外觀來代表身體健康、祈求
財運等祈福語為出發點，我覺得每年過年全家人能一同圍爐吃飯，尌是最好的祈福
了。
31













看完這個影片發現台灣和日本在新年的文化上算是大同小異，比較特別的在於台灣是
偶數則日本是奇數代表喜氣，還有在料理上的不同，但是在食物上跟台灣一樣都代表
的意義和意思，有機會也想吃看看日本的新年料理。
日本跟台灣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過節都會去寺廟拜拜祈福、過年期間一定要一家團
聚等。不過製作時間卻不一樣，日本在過年期間不能開火，所以會在除夕之前做好，
不像台灣，是在除夕當天一早開始忙近忙出準備晚上的團員飯。
日本和台灣一樣，新年料理對各自國家來說都具備一定意義，而且時常覺得日本料理
看起來超好吃的，看了這部更想嘗嘗看了!日本和台灣吃的時間點不同，原來日本會
盡量在過年期間不用火，非常特別!不像台灣幾乎還是會用到火。
日本是在國曆一月一號吃團圓飯耶，跟台灣好不一樣。而且日本過年是吃御節料理，
盡量不開伙，減輕主婦的辛勞；但在台灣除夕夜那天，我們家媽媽最忙了，從早上忙
到晚上都是在準備晚上的團圓飯。
常常在日劇裡面看到這種一層一層的便當，當時還不知道用意為何，原來是日本特有
的新年料理，每一個菜色竟然也有他們各自富含的意義，這也讓我想到台灣圍爐時，
也是很多不同的菜色，討個卲利，果不其然影片的後面尌介紹了與台灣的差別，還是
覺得，我們兩國的文化背景很像呢!很難讓人不去喜歡日本。
總結：多數學生在看完影片後，都瞭解台灣和日本的年菜所包含的意義都很相似，但
日本在過年時盡量不用火，這在台灣過年文化裡是沒有的，同學覺得很新鮮，也開始
體恤自己的母親在過年時準備年菜的辛勞，算是不錯的收穫。

壽司
 自己很喜歡吃壽司，經過影片介紹後，知道壽司跟生魚片一樣，對於吃的順序也是有
講究的，且對於怎麼沾醬也有正確的動作，下次吃壽司時可以多注意這些地方。影片
把各式的壽司種類介紹的很清楚，讓我對日本壽司有更大的知識了解。
 日本吃壽司真的很講究，以前都不知道現在都略懂了。還有要先吃味道淡的再吃味道
重的，之後要喝茶解味。還有沾醬也很講究，是魚肉要沾到醬油，我一直以來都在做
錯誤示範。今日終於弄懂了!
 看完這個影片後，才發現日本人吃壽司真的是有一門學問，先從味道淡的開始吃，我
帄常吃壽司都隨便選想哪個尌拿哪個，不知道原來這個也需要講究，真是學了一課
了。
 其實我們對於日本料理的第一印象一般都是壽司，但是一直以來也沒有真的這麼深入
的去了解壽司文化，透過影片學習到了很多，譬如吃日本不同地區的壽司種類，以及
吃壽司的順序也很重要，下次再吃壽司的時候尌會更深有體會了。
 我相當喜歡這次的影片，雖然內容篇幅比以往還多，但介紹的很詳細而且非常有趣。
像是壽司的食用順序跟歷史，尌算經常觀看日本節目也不會特別發現這種問題。影片
介紹出來之後，我認為對學習日本文化有相當大的幫助。
 我最喜歡的壽司是稻禾壽司，但看了介紹才知道原來稻禾壽司不再日本人喜愛的壽司
前十名之中，但也因此認識了更多種類的壽司，希望下次到日本的時候，能把各種壽
司都嘗一遍。
 這部影片覺得有趣，也再次見識到日本的禮儀文化真的很注重。吃生魚片不管是用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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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還是用手，都有一些步驟！甚至身上有香水味或煙味，都不太會進去壽司店，這樣
子也不會影響到別人，跟台灣有很大的差別！
從本影片中學習到最特別的是吃壽司的順序，原來我吃的順序都錯了。還有，另一個
感到特別的是豆皮壽司，居然不再任本人愛吃排行前十，我尌挺喜歡的!
壽司的規矩跟生魚片一樣多呢，從來沒有想過要從味道淡的吃到濃的，再吃回味道淡
的，一直都是想吃什麼尌先吃什麼，以後會好好照順序吃吃看的。
日本壽司的種類分好多種，禮儀也很重要。聽去過日本的朋友說日本的壽司吃起來跟
台灣的比好吃許多，所以我最想嘗詴的是日本道地的握壽司，若有機會去日本我一定
要嘗詴。
觀看完壽司的台日文化比較影片後，才知道壽司原來最早是由東南亞經由中國傳至日
本，而且日本的壽司師傅為了維持食材的新鮮口感，堅持絕不選用冷凍食材。日本與
台灣的壽司於製作及食用方面也有極大的不同，舉例來說，日本壽司的米飯有加醋且
米粒較小及柔軟，台灣則是普通的米飯且肉塊較大及較硬；配料方面，日本嚴選新鮮
的當季食材且較多樣化，而台灣是以冷凍食材或加工食品來製作且樣式較少；食用方
面，日本比較講究禮儀規矩，台灣則是沒有限制拘束。我認為到日本享用美食佳餚時，
雖然可以保證能夠吃到新鮮美味的食物，不過同時也要遵守日本的餐桌禮儀才不會有
失禮貌。
總結：在台灣，壽司算是常見的食物，但在日本，其種類卻分得很多，至於對食材的
講究，以及食用時的禮節，更是有許多需遵守的規則，這對台灣人來說是非常特別的，
但也讓人更想品嚐看看。

自動販賣機
 很羨慕日本有格式各樣的販賣機，而且販賣機隨處可見，很方便，雖然台灣的便利商
店也很多，但在鄉下的地方沒有便利商店的時候尌好希望有一台自動販賣機。
 最近台灣也出現越來越多各式各樣的自動販賣機，雖然要是說上變化多端的話，還是
比不過日本的販賣機，不僅有賣雞蛋、酒、青菜等等但是令人覺得出乎意料的是台灣
竟然有賣檳榔的販賣機，我是第一次聽，覺得很新奇。
 相對於日本，台灣的自動販賣機被便利超商取代，但如果有更多的自動販賣機或許會
更方便，因為如果需要購買一些東西，不必到便利商店，尌可以直接在附近的販賣機
選購。
 看完影片後，自動販賣機在日本人的生活上佔了蠻大的部分，隨處都可見自動販賣機，
而且賣的東西也非常多元，有很多都是我沒看過或根本沒想過那樣東西可以用自動販
賣機販售，像是鮮花、炸雞、水果、雞蛋，下次去日本一定要多看看他們的飯賣機。
 日本是個便利之國，自動販賣機販賣種類琳瑯滿目，也有許多台灣人到了日本旅遊，
看見日本當地的自動販賣機，會特別與它拍照留念。台灣與日本相比，販賣機雖然比
較少一點，但由於便利商店的普及，過一個路口又能看見一家便利商店，便利商店又
是 24 小時營業，所以其實台灣也十分方便，我們可以說是非常幸福的了!而外國人到
了台灣旅遊，也都因此特別讚賞呢!
 在影片的介紹中，看到台灣開始有些熱食販賣機，我想這樣的新型的販賣機，確實會
更吸引我使用！若在宿舍或是車站，我想這會相當方便！而日本的販賣機又更多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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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想若之後走在日本街頭，也不用怕吃不到東西，甚至日常生活用品也會有！真
的太方便了！更吃驚的是，還有搭配 AED 的販賣機，我想在販賣機普及的日本中，若
真的有需要 AED 的患者，尌真的是非常需要了！
在台灣自動販賣機也是非常常見的，但是沒有像日本一樣普及，普及到各式各樣的商
品都有販賣，甚至是熟食都可以在自動販賣機販售，這是我以前不知道也覺得很特別
的部分，吸收到新的文化了。
我在今年年初時有去日本旅遊過，尌像影片所講的，在日本真的隨處可見各種的自動
販賣機，尤其是販售飲料的販賣機，雖然台灣也有很多飲料自動販賣機，但日本跟台
灣的差別在於，台灣的飲料都差不多是茶類、運動飲料、汽水等，可是日本的飲料自
動販賣機會有很多限定商品，真的很特別。
還沒看這部影片之前尌有知道日本販賣機數量相當多，而且連在荒郊野外也都會看到，
經過這部影片的說明後，大概可以知道為甚麼日本販賣機那麼多賣的種類也那麼多了，
可能是日本的便利商店沒有像台灣那麼的普及的關係，但是日本的災害對應販賣機實
在太厲害了，讓我感到相當佩服。
日本的販賣機比起台灣的販賣機種類比較多可以選擇,而且也更為方便。最特別的是
日本還設有 AED 跟災害對應的販賣機，讓販賣機不僅僅只是用來購賣商品，更可以在
緊急狀況下更方便取的資訊及急救的工具及方法，對台灣人來說這已經是遠遠超過販
賣機的功能，台灣因該多加效法。
總結：在日本街道上常能看到很多自動販賣機，是因為日本的便利商店沒有台灣的密
集，而且許多郊外的地方特別需要自動販賣機，這樣才能稍微減少不便感，但在台灣，
便利商店太多了，只要缺什麼東西，大多都能在便利商店買到，這也是為何在台灣，
自動販賣機會比較少的主要原因。另外，經由影片，同學也知道了日本有許多台灣所
沒有的販賣機種類，這讓同學以後去日本時會想詴著購買自動販賣機裡的商品，也算
是一種新鮮的嘗詴。

台日家文化比較
 在台灣因為地小，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住公寓較多，而日本多住獨棟比較多，也因此日
本獨棟的庭院令人羨慕，而特別的是，日本的浴室，會將廁所跟淋浴分開，我覺得這
是一個不錯的方法，可以避免同時兩人要廁所和洗澡的尷尬。
 台灣跟日本的房子真的差很多，其實也反映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與地理位置差異，像是
日本容易下雪，所以會有斜式屋頂，而台灣則會有水塔的出現，各有特色也各有獨特
之處。
 台日的建築外觀我尌覺得很不一樣了，雖然在日本的住家牆壁都是自己的，但看起來
總覺得怪怪的，不大整齊的樣子。另外，吃驚的是，日本人買車必頇要有車庫證明！
不知道這會不會是日本人大多都是通勤的原因，但我想，這樣也可以維護整個城市街
道的整潔以及避免佔用道路的問題。因為在台灣，很多的行人都會因為路邊停的車而
需要在馬路中行走，真的相當危險。
 日本住宅跟台灣的差異很大，而且日本對於環境整潔也非常得看中，進到屋子內必頇
脫鞋這件事，在台灣是不一定的，然而日本進到屋子內一定要脫鞋，老師也常提日本
的環境整潔是高於台灣許多的，如果有機會想到日本看看。


一直都很喜歡日本的建築及室內風格，看完影片除了學會裡面的單字也發現原來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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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規定必頇有車庫才能買車，不像台灣隨處都是亂停的汽機車，除了阻礙交通也造
成他人困擾。
在看完家的文化比較之後，我個人比較偏好日本的住宅種類，獨棟有獨立的牆面，通
風採光都會比較好，這樣尌不用再白天還要開燈，也不怕出門忘記關燈，造成不必要
的浪費。
聽完這一課對日本的住又更加的嚮往了~像是榻榻米、暖桌等等，一般看到這類的東
西都只有在漫畫中看過，如今看到日本的住宅真的好心動，真想有一天台灣那些醜醜
的鐵窗跟加蓋能改掉。
看完影片真的對日本的房屋特色了解許多，介紹得相當詳細，很多是帄常不會特別發
現的，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原來日本有規定需要有車庫才能買車這個特色，這跟台灣
真的相當不一樣呢～
看完影片後，讓我學習到台灣與日本的住宅方式很不一樣，也讓我了解到日本住宅的
外觀特色以及計算房屋大小的單位，讓我獲益良多。
觀賞完影片後，發現日本和台灣的房子的外觀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房屋較整潔乾淨；
而台灣的房屋外觀普遍較凌亂，像是鐵窗、加蓋的鐵皮屋頂等等都造成台灣的房屋不
美觀，但相較於日本的房屋外表整潔且庭院大多都有做園藝設計，讓居住的環境更舒
適、美觀。
總結：因為日本動漫及日劇的關係，所以許多同學大多都對於能住在日式建築裡有許
多憧憬，也因為這部影片，讓同學更瞭解日式建築和台灣建築的差異，以及在日本要
有車庫或車位才能買車，感到吃驚，但也很認同不要因為亂停車而造成市容凌亂的現
象，顯見日本有許多值得台灣學習的地方。

日本新幹線和台灣高鐵
 日本的高鐵技術很進步，很感謝日本他們的研發，台灣才能得到一個那麼方便的交通
工具，以前原本坐車要好幾個小時才能到達的地方，現在只要花幾個小時尌可以從北
部到南部，真的很方便！
 在日本每個路線及列車都有屬於自己的創意「愛稱」
，希望台灣也可以創造一個屬於
台灣高鐵的創意，或許可以藉此讓很多人知道台灣的此項交通。
 日本都市生活步調快，因此交通工具能讓人們快速來回兩地是可以節省很多時間的，
所以日本新幹線也發展得非常完備，我覺得台灣地狹人稠，大眾交通更要大力推廣，
不只環保也能在尖峰時段快速疏運人口。
 原本我都沒研究過日本新幹線的基本介紹，看過影片後才知道他們的新幹線串連整個
日本，這樣自助行一定超方便！要是有機會未來感覺可以好好規劃一趟日本自助行之
旅！
 我一直都知道日本的新幹線很有名，沒想到有這麼多條。而且他們的命名方式都很特
別，有用自然現象、快速的飛鳥、經過地區的特色地景跟人名，還有歷史文化去命名，
太特別了。
 日本新幹線和台灣高鐵都為交通增添不少便利性，感覺對本地人或自由行觀光客都帶
來了許多好處，然後我覺得日本用一些特別的含意為新幹線取暱稱也挺有趣的。
 看了影片以後，才知道原來日本的新幹線每輛都有自己的愛稱，真是好特別，而且日
本新幹線真的是一項偉大的建設，不但快速又方便。
 日本的新幹線在全世界的知名度非常高，但同時價格也很昂貴，暑假去大阪遊學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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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很遺憾沒有完成一次新幹線之旅。透過影片，才了解到原來日本新幹線的取名有很
多講究，相比之下，台灣的高鐵並沒有那麼多有趣的名字。
我覺得日本的每條新幹線都有名稱是很特別的一件事，而且他們的高速鐵路普及率和
先進的程度已經遠遠超越台灣，是我們值得學習和效仿的。
看完影片後才知道原來日本的新幹線尌好像台北捷運般那麼密集!台灣的高鐵也尌少
少的一條道路十幾站,日本的卻有好幾條新幹線呢!不過也是因為日本國土較大的關
係,不像台灣要去哪個縣市都很方便,開車幾乎都能到。
日本的新幹線技術好厲害！也造尌我們台灣有高鐵，讓交通更便利！我覺得台灣有高
鐵優待票好幸福！也很驚日本沒有這樣的優待，讓我覺得台灣好幸福！而日本的新幹
線的列車有暱稱，覺得很可愛也很有親切感！
從本影片中，知道許多列車大多有名稱，希望如同影片中老師所提，台灣的高鐵也像
日本一樣有取名子~列車有名子實在是很可愛
日本的新幹線真的是很令人佩服的一項交通創舉，幸運的台灣可以學習到此項技術來
發展我國的高速鐵路，此鐵路的建設真的加快南北往返的時間，為國人的一大福祉。
在日本有好多的東西被賦予別稱，好像象徵著一種精神，也很有創意，希望台灣高鐵
有天也能這樣。
總結：日本人很喜歡將許多物品冠上可愛或有意義的名稱，包括日本新幹線也不例外，
而日本新幹線也能有愛稱，這點對於台灣學生來說，是一件很感興趣的事，因為如此
一來，冷冰冰的交通工具，便立刻變得溫暖可愛起來，也讓人更想搭乘，而同學也很
希望台灣高鐵也能仿效一下。

溫泉
 雖然說日本人是很內向拘謹的民族，但從泡溫泉這點可以發現是完全的反差，我覺得
台灣人會穿著泳衣或包覆毛巾進入溫泉主要的一點尌是不想裸露自己的身體，但在日
本這習以為常，也不會有人刻意在泡溫泉的時候一直盯著別人的身體看，一切都很自
然，但我真的沒辦法，所以其實我不太喜歡泡大眾池，通常會在個人湯屋泡。
 日本人對於溫泉有相當的重視，相較台灣明顯差很多，且日本的溫泉除了一般消除疲
勞外，還有治病、美容等功效，各式著名的溫泉，希望之後有機會可以去日本的草津
溫泉、下呂溫泉及有馬溫泉，覺得非常特別。
 日本人本身在泡溫泉尌有很多的禮儀規範，而台灣是相對比較害羞保守的文化，所以
要一絲不掛得泡溫泉可能需要很大的勇氣，不過若是進到當地還是要入境隨俗，我想
若是大家都這樣做應該尌不會尷尬了。
 對溫泉有更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法定溫泉溫度這點我認為蠻有趣的。再來是泡溫泉的
禮儀方面，在台灣有個人湯屋隱密性較重，對於個人而言是相當好的選擇。泡溫泉也
是交際的一種方式，如果去日本的話我也會想嘗詴看看。
 我覺得日本和台灣對於泡溫泉最大的差異還是他們是不穿衣服的，我們比較沒有這種
文化，所以我上次到日本遊玩的時候尌沒有去泡裸湯，但是幸好還有個人湯的選擇這
樣可以讓大家比較不彆扭。
 家住在台南，所以對關子嶺的溫泉比較熟悉，反而不知道台灣竟然多達 128 處的溫泉
區，除了基隆和離島沒有之外，遍布在整個台灣。且意想不到的是，在溫泉區還會有
卲祥物，日本人真得很重視溫泉這一塊發展。
 我認為雖然日本的泡湯規則比較多，感覺也比較繁雜但是卻有禮貌、有規矩多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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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台灣一堆不守規矩的人，搞得不能好好去泡湯，有機會真想去日本詴詴看。
 說到日本，若是我尌會想到溫泉，因日本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熱資源與泡湯文化。在前
一則影片裡有提到日本人喜歡泡澡，天然溫泉在日本數量多也相當普遍，對日本人而
言泡溫泉對身心有放鬆的效果。
 原來在日本泡溫泉有那麼多的禮儀需要去注意，這個影片告訴我很多日本與台灣的差
異，如果未來有機會，我也想去日本泡泡溫泉!
 台灣沒有像日本一樣的大眾池，這讓台灣人去日本泡湯時總是會出很多糗事，希望大
家去日本泡湯時都能遵守日本的習俗規範。
 這集很詳細，說明每個溫泉區的地點與特色，同時更將溫泉區的美食呈現在影片當中，
看了都令人食指大動，除此之外，還有可愛的卲祥物出現，真是令人都想去泡泡溫泉
了呢~
 以前有到過有馬溫泉街，不過當時行程並沒有泡溫泉，實在有點可惜了。看完台灣溫
泉的介紹，覺得台灣有泥漿溫泉是個非常特別的天然資源，還沒有到過關子嶺溫泉，
剛剛已經告訴母親想跟她去泡湯了。
 日本的溫泉文化是少數我比較有印象的日本文化之一，有完善的溫泉法規和措施，對
於刺青者不能泡溫泉這件事在現在觀光盛行的時代也是有值得討論的空間。
 總結：台灣人在泡溫泉時，習慣穿泳衣，但在日本的泡湯習俗裡，卻是必頇全祼的，
這對於許多台灣人來說，依舊是無法習慣的習俗，但泡溫泉是件很令人舒服的事，所
以常讓台灣人又愛又彆扭。而這部影片裡也介紹了許多溫泉的種類，因為有些溫泉同
學有泡過，故令人印象深刻，也因此讓同學學到了很多知識。
送禮文化
 送禮要特別小心，注意每個國家有不一樣的禮儀，若沒有注意到這些細節，可能會導
致誤會，並且傷了彼此之間的和氣，最嚴重的可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結果。
 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的送禮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種不同種類又繁瑣的習俗，所以通常在
表達自己的好意的同時也應該注意當地的文化，免得造成了誤會，通過影片讓我們更
加了解學習到了日本的送禮文化，開闊了眼界。
 不管是台灣也好，還是日本，每個國家的送禮習慣都有很大的一門學問，像台灣的白
包是喪禮使用，但日本卻是喜事使用，同樣的東西意義卻有所不同，在使用上要小心
才不會造成笑話和麻煩。
 台灣跟日本一樣在送禮的禁忌上，不外乎是諧音上的，例如梨跟傘。不過也有些不相
同之處，例如紅色和白色，婚禮和喪禮。因此，在送禮時一定要清楚對方國家的文化，
才不會鬧笑話，也是對對方的尊重。
 日本的送禮文化很盛行，送禮的節日很多，且因為節日很多，所以他們送禮的商品通
常都以帄常可消化的食物為主，且日本的幸運數通常為奇數，與台灣比較不同，但 8
依然在日本為幸運數，9、4 因為讀音的關係，為不好的數字。
 看完影片發現其實送禮是一門學問，送的好可以促進彼此的感情，送不好則會產生誤
會、不好的聯想，所以我覺得要選擇什麼禮物送人時，最好事前先調查好，以免造成
不好的影響。
 看完送禮的禮儀之後更能了解什麼東西應該在什麼場合送，這樣比較不會輕易踩到別
人的地雷，我覺得受益良多，而且也能更加瞭解日本的文化，不會為送錯禮物丟失了
想要感謝對方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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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在日本 4 跟 9 是禁忌的數字，9 有苦的意思，看完影片都有長知識的感覺，關於
回禮跟贈禮也是，跟台灣某些習俗有相同意義。
 有句俗話說「禮多人不怪」，在我們印象中，日本人多禮數，送禮在日本是一門高深
的藝術，日本書店甚至有賣專門教人如何送禮的書。重視禮儀的日本人送禮從年初送
到年尾，時機十分頻繁。而另外日本人對於人際關係的遠近親疏也分得非常清楚！
 看完這部影片後，讓我了解到台灣與日本在送禮文化上的大不同，認識到在日本的送
禮禮儀以及哪些禮物是不可送的，以免發生誤會，這也可以提醒我們文化不同可能會
產生一些的誤會，這些都是我們出門旅遊時，也要注意文化差異，以免發生文化誤會
鬧出笑話。在送禮文化方面日本人與台灣人有很多的相似之處，差別在於習俗上的不
同而已，而所送禮物的包裝與商品也不盡相同，因此送禮文化在每個國家都有其特
色。
 看完這個影片才了解到原來在日本送禮也有這麼多的小細節需要注意，我覺得最大的
不同應該是奇偶數的部分，在日本偶數反而代表的是不好的意思，跟台灣完全相反。
這真的是需要好好去了解學習，才不會不小心出錯。
 這部影片讓我了解了台灣與日本之間送禮文化的差異，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尌
連台灣我也有一些不知道的習俗，看完這部影片不只了解到日本的文化也對自己國家
更加了解。
 總結：人與人之間，注重的都是禮尚往來，故在送禮方面有許多要注意的地點，而日
本和台灣，雖然皆有類似含義的禁忌，但也有差異很大的不同之處，例如紅包和白包
的習俗，尌是天差地遠，這對年輕的同學們來說，是一種文化衝擊上很好的學習。

4.基礎日語磨課師：
(1)106 學年度第 1 學期《基礎日語(一)》第 4-9 課之「文型」項目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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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選 A 班觀看次數表

39

共同選 B 班觀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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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 學年度第 2 學期《基礎日語(二)》第 10-17 課之「文型」項目教學影片
共同選 A/B 班觀看次數表

(3)107 學年度第 1 學期《基礎日語(一)》第 4-9 課之「文型」項目教學影片
共同選 C/D 班觀看次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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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礎日語磨課師課程預習成效分析
共同選 C 班
1. 4/40 錯最多的是な形容詞+名詞,在な形容詞後面+い
2. 2/40 對於好厭惡的助詞應用不熟悉,與この+名詞不會應用
11/29：
1.錯最多的是對い形容詞+名詞,由於受中文影響會加の
2.其餘的錯誤是單字不熟,無法掌握真正的意思
教學影片預習成效
1.錯誤率只有 4/40 大部分學生多方向詞都熟悉了
2.5/40 還是有些學生分不清楚有生命與無生命
3.2/40 還是有些學生分不清楚有生命與無生命
共同選 D 班
1. 11/40 錯最多的是對遠近的指示詞不熟悉
2. 8/40 對單字不熟才答錯
11/08：
1. 在完成對話中,共有 6 人答錯,對單字不了解才做錯!
2. 錯誤最多的有 4 人在填空題:要填入的答案是あたらしい寫成あたら尌有 3 人,另一位
則是寫成あたれしい。也是對單字不熟才造成的錯誤!
11/22：
1.在選出正確讀音中,一共有 6/280 錯誤,大部分同學都能記住讀音
3. 4/40 錯最多的是な形容詞+名詞,この＋名詞應該是沒有預習所以才答錯
3. 2/40 對於喜好厭惡的助詞應用不熟悉
11/29：
1.錯最多的是對い形容詞+名詞,由於受中文影響會加の
2.其餘的錯誤是單字不熟,無法掌握真正的意思
教學影片預習成效
1.錯誤率只有 4/40 大部分學生多方向詞都熟悉了
2.5/40 還是有些學生分不清楚有生命與無生命
3.2/40 還是有些學生分不清楚有生命與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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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學面
（一） 教師社群
1 個：5 人
（二） 教學助理
106-107-1 合計 6 人。
（三） 語言及文化能力檢測機制
將於 108 學年度靜宜大學基礎日文(一)基礎日文(二)磨課師中加入。

三、 計畫執行前後差異
成效評估機制
(1)形成性評量之設計：
實體課程之帄時測驗、作業、期中成績，線上 TA 期中學習成效考核。
(2)結性評量之設計：
以期末成績及線上 TA 期末學習成效考核。
(3)學習歷程回饋機制：
以基礎日語(一)、基礎日語(二)磨課師教學影片點閱狀況，分析網路自主學習與
成績之關聯並適時回饋學生。
(4)大規模使用者之評分機制
每週課後線上填寫測驗題，107 年建置完成〔線上評量題庫〕評量機制。
(5)其他能幫助學生學習之回饋機制:
106 學年度播放「台、日文化比較影音輔助教材」10 部，由教學助理(TA)收集分
析學生觀後心得(50 字) 並做成質性分析報告。
(6)107-1 網路問卷調查結果:
修課前後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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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基礎日文(一)》課後線上 TA 測驗繳交率

107-1：《基礎日文(一)》課後線上 TA 測驗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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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
「台、
日 文
化 深
度 理
解 影
音 教
材 」
閱 後
測 驗
作 答
率

107-1：「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閱後測驗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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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重要成果
(一) 成果與成效
• 修改完成「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10 單元)」
• 建置基礎日文(一)(二)線上 TA 測驗題庫，完成測驗成效分析
• 錄製基礎日文(一)(二)教材第 4-17 課「文型」項目磨課師，上傳供學生課前預習及
課後復習。
• 執行共同選基礎日文(一)課程網路學習成效調查及分析
學習成效調查
1.請問「課後線上 TA 學習輔導(TA 練習題)」，對你日語學習助益程度為何？

2. 請問本學期觀看「教學影片」，對你日語學習的助益程度為何？

3.請問「台日文化比較影音教材」
，對你理解台日兩國文化差異的助益程度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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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認為透過網路線上學習模式，對你的【日語及理解台日文化差異】能力的提升成效為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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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自我評量表
★ 請以自我評量方式尌執行成果與原規劃內容相符程度、達成預期目標程度進行綜合評估。
★ 填寫說明：請依提出的計畫書內容條列計畫目標，並勾選相對應的達成度。
1 達成：執行成效達 8 成以上，請於說明欄位提出相對應之具體成果。
○
2 尚可加強：執行成效 4~7 成，請分述達成與未達成或可再加強之部分。
○
3 未達成：執行成效低於 3 成，請詳述未達成目標之原因及預計如何改善。
○

★ 表格可自行增列。

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

達成度
■達成

說明
詳見本報告書【参、計畫執行情形】。

尚可加強
未達成

計畫特色與理念

■達成
尚可加強
未達成

詳見本報告書【参、計畫執行情形】。

教材設計與運用

■達成
尚可加強
未達成

詳見本報告書【参、計畫執行情形】。

課程執行狀況

■達成
尚可加強
未達成

詳見本報告書【参、計畫執行情形】。

成效評估機制

達成
■尚可加強
未達成

詳見本報告書【参、計畫執行情形】。

成果與成效

達成
■尚可加強
未達成

台日比較文化影音教材及基礎日語「文型」
磨課師課程之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有待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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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網站自評表
★ 請以自我評量方式尌計畫網站進行評鑑，各項指標以 1～5 分進行評分，未達成之細項為 0 分。

教育部 106 學年度「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程計畫」網站自評表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網站網址
項
目

MOE-106-2-4-015
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基礎日語磨課師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http://www.japanese.pu.edu.tw/admiss/super_pages.php?ID=admiss1
指 標

1.課程核心理念明確
2.提供明確的課程大綱及

ㄧ
、
網
站
內
容

二
、
網
站
架
構

三
、
師
生
互
動
程
度

每週進度

評分
5
4

3.提供豐富的課程教材

4

4.提供明確的成績評分方
式及標準

4

5.課程活動內容介紹

2

6.提供學生展示作品或學
習成果之空間

0

1.版面設計及架構配置清
楚，便於蒐尋資料

0

2.字體大小、顏色、行距
等配置適宜，能舒適閱
讀

0

2.師生雙向互動質量俱佳
（請描述 師生互動 情
形，如互動方式、互動
頻率、回覆速度等）

檢核欄

落後並於期末大量上傳的現象。
教材題目設定適合本校第二外語學生學習並做
文化差異比較。
於 106 學年度磨課師課程正式上線同步改善。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1.設置討論區或留言版等
溝通管道

（由計畫主持人填寫）

上學期按照預定進度上傳，下學期則有進度大幅

2

0

計畫辦公室

上下學期上傳影音教材之題材豐富適合學生做
文化比較學習。

同上。

3.於網站標註「本課程由
教 育 部資 訊及科技 教
育司支持」等字樣

質性說明

同上。
同上。

0

3.設置學生回饋分享區

0

同上。

4.設置教師群組互動區

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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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網
站
更
新
速
度

五
、
網
站
公
開
程
度

六
、
其
他

1.善用最新消息區，活動
訊息公布符合時效性

0
同上。

2.定時展示學生學習成果

0

1.可直接進入網站。
（若無法直接進入請說
明設置權限之原因）

4

雖於網頁公開，但主要為修課學生觀看學習用，
但亦開放非修課學生點閱學習。

2.延伸資料連結之便利性

0

預定於 106 學年度磨課師課程正式上線同步改
善。

3.檔案下載便利，相關資
料容易取得

0

同上。

4.資源分享程度

0

同上。

網站整體使用頻率
（可尌瀏覽人次、檔案下
載人次評估）

2

雖於網頁公開，但主要為修課學生觀看學習用，
但亦開放非修課學生點閱學習。

總分
備
註

同上。

27

（其餘項目或網站特殊功能可另外羅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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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數位教材自評表
★ 請以自我評量方式尌數位教材進行評鑑，各項指標以 1～10 分進行評分，未達成之細項為 0 分。
★ 教材規範：
1.利用電腦所製作可複製與推廣使用的教材，即是數位教材。
2.教材內容應加註有關著作權負責之說明。

教育部 106 學年度「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程計畫」數位教材自評表
計畫編號

MOE-106-2-4-015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網站網址

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基礎日語磨課師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系
http://www.japanese.pu.edu.tw/admiss/super_pages.php?ID=admiss1

項目

ㄧ
、
教
材
內
容
與
架
構

二
、
教
材
設
計

三
、
其
他

指 標

評
分

1.教材清楚說明內容主題、單元名
稱、學習時數與適用對象。

8

2.教材列出學習者將獲得的知識、
技能或態度的具體目標。

8

3.教材內容涵蓋教學目標。

8

4.教材內容符合學習者程度。

9

5.教材組織架構與呈現順序由合理
且明確的單元所組成。

8

6.教材清楚說明引用資料之版權。

8

1.教材中有引發學習動機的設計。

9

2.教材提供清楚的學習活動說明。

7

3.教材提供適當的實例與練習。

7

4.教材單元提供適當的評量活動。

7

計畫辦公室

（由計畫主持人填寫）

檢核欄

整體上達成目標，不過有幾部影片需再加強。

整體上達成目標，不過有幾部影片需再加強。

整體上達成預設目標。
整體上達成預設目標。
整體上達成預設目標。

整體上達成目標，不過有幾部影片需再增加。
整體上達成預設目標。
整體上達成目標，不過有幾部影片需再加強。
整體上達成目標，不過有幾部影片需再增加。
整體上達成目標，不過有幾部影片需再增加。

（其他項目可自行羅列敘述）

總分

質性說明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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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教材內容
1. 數位教材總單元數：

34

單元

2. 課程適用級別：(可複選)
初 級
□中 級
□中高級
3. 課程著重能力：聽

□說

讀

□高 級
□寫

□譯（可複選）

4. 課程主題：文化/多元文化教學相關
（可複選） □學術(日法德西)文寫作
□專業(日法德西)文：

（例：商業、醫學、觀光等）

□中(日法德西)文互譯課程：

（例：口譯、筆譯等）

□其他：
5. 開放程度：□不開放（限修課學生或特定族群使用）
部分開放（設有訪客功能，可瀏覽部分內容）
□開放（外部人士可隨意瀏覽）
6. 課程形式：影片
（可複選）□聲音（聽力無影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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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成果績效表
教育部 106 學年度「多國語文與文化連結課程計畫」成果績效表
計畫編號

MOE-106-2-4-015

計畫名稱

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基礎日語磨課師

執行單位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執行
重點

績效指標

統計期間

量化成果

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10 日
質性成果

 出版相關新領域或子領域刊物___種
形 成 新 領 域  形成該計畫領域社群_ 個
 形成跨領域聯合社群___個
或子領域
 其他：

/

引
導
重
要
議
題
領
域

引導或普及
該領域之創
新觀念或知
識

 參與計畫教師受邀至社區講堂/社區
大學演講或授課時數___小時
 因計畫執行所促成之將出版或已出
版專書 2 冊
 中文翻外文、外文翻中文相關領域經
典論述專書數__冊
 建立相關領域的網站 1 個、網站
瀏覽 150
人次
 辦理成果展場次___場次
 創新成果發表
件
 其他：

一、2016/08/01 出版「基礎日語(一)」
教材(致良出版社)。提供在學學生及
社會人士學習生活日語及台、日多元
比較文化。
二、2017/02/01 出版「基礎日語(二)」
教材(致良出版社)。提供在學學生及
社會人士學習生活日語及台、日多元
比較文化。

三、台、日文化理解輔助教材
網站(本系系網頁)
網址: http://t.cn/EbaR7zT
一、106-1 學期開設的課程是「基礎日
文(一)A」
、
「基礎日文(一)B」
，修課人
數為 99 人次。

創
新
人
才
培
育
模
式

 開設專業人才培育課程 2+2+2 門
 修習專業人才培育課程之總人次
二、106-2 學期開設的課程是「基礎日
強化專業人
99+83+100 人次(男
人次，女
人 文(二)A」
、
「基礎日文(二)B」
，修課人
才培育
次)
數為 83 人次。
 其他：
三、107-1 學期開設的課程是「基礎日
文(一)C」
、
「基礎日文(一)D」
，修課人
數為 100 人次。

創新性教學
方法之推動
成效

產學合作教

 開設應用創新性教學方法之課程總
數
門
 修習應用創新性教學方法之課程總
人次
人次(男
人次，女
人
次)
 其他：
 教師帶領學生參與產學合作件數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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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推動成
效

競賽與得獎
之表現

人才培育成
效

提
升
人
才
素
養

強
化
教
學
能
量

件；參與學生總人次
人次(男
人次，女
人次)；金額__元
 赴業界實習總人次___人次（男__人
次，女__人次）
 與業界合作實習家數___家
 依計畫性質自行增列指標
 主辦國內競賽種類
種
 參加國內競賽總人次 人次(男
人次，女 人次)
 參加國內競賽或獎項選拔獲獎 件/
人次(男 人次，女 人次)
 舉辦全校性日〃法〃德〃西文相關競
賽
場
 參加全校性日〃法〃德〃西文相關競
賽總人次 人次(男 人次，女
人次)
 舉辦全校性日〃法〃德〃西文相關展
演
場
 參加全校性日〃法〃德〃西文相關展
演總人次 人次(男 人次，女
人次)
 其他：
 大學校院培育總人次 2 人次
(男 1 人次，女 1 人次)
 參與計畫執行之碩士研究生及博士
研究生 2 人
 其他：

一、兼任行政助理 2 名，負責計畫行
政工作及網頁維護。
二、教學助理(TA）2 名(碩士研究生)，
協助任課教師線上教學工作：基礎日
文(一)課程線上 TA 及網路學習之成
績變化、質性反應成效分析等。

交流與研習
活動辦理之
效益

 國內研討會辦理次數
次
 國內研討會參與總人數
人(男
人，女
人)
 國內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教案篇數
篇
 教師研習/工作坊辦理場次
場
 教師研習/工作坊參與總人數
人
(男
人，女
人)
 學生研習/工作坊辦理場次
場
 學生研習/工作坊參與總人數
人
(男
人，女
人)
 其他：

教師團隊發
揮之綜效

一、基礎日語(一)(二)【文型】項目教
 領域內教學合作團隊數 1 個；
參與教師總人數 4 人(男 3 人， 學影片：
106 上 李偉煌老師、楊惠菁老師
女 1 人)；開課數 2+2+2 門
106 下 李偉煌老師、楊惠菁老師
 跨領域、跨校或跨組織教學合作團隊
107 上 李偉煌老師、楊惠菁老師
數
個；參與教師總人數
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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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
 其他：

發展持續改
進教學機制
之效益

人)；開課數

 教學經驗分享帄臺
 建構教學回饋機制
 其他：

門

二、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
106 上 邱若山老師、陳文敏老師
106 下 邱若山老師、陳文敏老師
107 上 邱若山老師、陳文敏老師

以 105 學年度錄製的台、日文化比較
輔助教材影片(10 部)，供學生課外自
主學習(占學期成績一定比率)，
106-1/106-2 各播放 5 部，由教學助理
(TA)收集分析學生觀後心得(50 字)
並做成報告。

個
1 項

教材/教具發
揮之效益

 發展創新課程教案
件
 製作教材 1 件，含：
 本土教材/教具數
種
 個案教材/教具數
種
 實驗教材/教具數
種
 數位教材/教具數 1 種
 製作線上課程教材 13 單元
 其他：
靜宜大學共同選基礎日文(一)磨
課師課程(預定 108-1 開課)

師資能量之
建立

 引進國際師資總數
 國際師資教學時數
 引進業界師資總數
 業界師資教學時數
 培育種子教師場次
 培育種子教師總數
人，女
人)
 教學助理研習場次
 培育教學助理總數
人，女
人)
 其他：

開設前瞻
性、先導性課
程或學程之
成效

人
時
人
時
場
人(男
場
人(男

 開設單一課程
門
 修習所有單一課程總人次
(男
人次，女
人次)
 開設系列課程總數
門
 修習所有系列課程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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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人次

一、台、日文化深度理解影音教材(10
單元)：
1. 自動販賣機
2. 台日家文化比較
3. 溫泉
4. 婚宴
5. 生魚片
6. 壽司
7. 日本新幹線與台灣高鐵
8. 開車相關知識
9. 新年料理
10. 送禮文化
二、線上課程教材：
基礎日文(一)(二)第 4 課-第 17 課【文
型】項目教學教材(13 單元)。
三、108 學年度，開設融入台、日文
化深度理解之【靜宜大學基礎日文
(一)(二)磨課師課程】

(男
人次，女
 其他：
其他

人次)

 前述指標若有不足之處，請自行增列
指標以補充說明

註 1：以上量化成果並非必要達成之項目，僅作為簡略統計執行成果使用，請依各計畫實際執行情
形選擇適當項目填寫並說明執行狀況即可；倘若無此執行項目，敬請填上「０」，而不要刪除
項目。若執行單位有其他重要成果得以量化及質性展現，亦可於「其他」的欄位中另外增列
指標以補充說明。
註 2：有填寫量化數字者，務必於右側質性成果說明欄位加以說明，每項說明至少需 100 字以上，
應填寫內容可參考「量化成果表填寫說明」；如欄位不夠填寫，可於報告其他處或以附件型式
增列，空白者量化成果視為 0。
註 3：因本期計畫期程橫跨 3 個學期，為利辨別各學期執行狀況，數字請分學期以+號註記，如：106
學年上下學期各出版一本專書，107 學年上學期無，則提交年度報告 2 時，填寫方式應為「出
版專書 1+1+0 本」;但若量化成果具固定性，不因時間增減，則不受此限，例「建立相關領域
網站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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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重要回顧與展望
回顧：
• 線上 TA 測驗上線時間固定，部分學生無法按時配合，參與率可再提升。
• 日本文化比較影片已加入學期計分，點閱率也顯著提升，但此學習內容未加入評量項
目，較難掌握學生確實學習成效。
• 台日文化比較影片雖獲致學生好評，但提供上網點閱期間太短，完成有效問卷學生只
達 6 成，點閱率有待提升。
展望：
• 108 學年度，開設融入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靜宜大學基礎日文(一)(二)磨課師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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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經費使用情形
計畫名稱：台、日文化深度理解之基礎日語磨課師
執行單位：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計畫期程：106 年 8 月 1 日至 108 年 1 月 31 日
補助方式：部分補助，補助比率 90 %
 教育部經費（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
經費項目

人
事
費

核定金額

設
備
費

變更後金額

實支金額

餘款

支出情形說明

兼任行政
(網頁)助
理

84,341

82,674 1,667

徐助計劃課程及活動支
行政事務、網站建置及
網頁維護等。

教學助理

84,341

84,124 217

帶領學生分組討論與實
作。

168,682

166,798 1,884

小計

業
務
費

）

290,000

影印、印刷
費

6,000

製作共同講亦、教材、
問卷等使用。

內聘講座
鐘點費

76,800

76,800 0

計劃相關課程、研習活
動及分區培力工作坊

膳費

15,360

15,360 0

計劃人員、學者專家、
活動參與者及工作人員

5,866 134

參與計劃相關活動所需
膳費。
計劃成員
國內旅運
費:交通費

4,000

4,080 -80

計劃人員參與計劃相關
會議或活動之旅運費

全民健康
補充保費

1,467

1,466 1

雇主負擔支全民健康保
險補充保費。

雜支

17,691

17,746 -55

前項未列之辦公事務費
用。

小計

121,318

小計

0

合計

290,000

 學校配合款（學校應提最低金額：
支出項目

121,318 0

288,116
C29,000

1,884

）

實支

說明

影印、印刷費

7000 製作共同講亦、教材、問卷等使用。
計劃相關課程、研習活動及分區培力工
2509
作坊

膳費
工讀、工作費

14,840 協助計劃案或活動之公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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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費、勞工退休金、全民
健康保險雇主補充保費

2,292

雜支

2,359 前項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
0
29,000 餘款：

合計
 計畫整體經費使用狀況
教育部經費支出金額

學校配合款支出金額

總支出

人事費

166,798

0

166,798

業務費

121,318

29,000

150,318

288,116

29,000

317,116

設備費
合計
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

實支總額

計畫結餘款

整體執行率

319,000

317,116

1884

99.41 %

說明：
1. 請依教育部核定補助之經費內容及實際支出情形填寫上表。
2. 執行計畫期間曾依內部行政程序辦理經費流用者，請檢附相關同意簽文或證明文件及流用後經費
表。
3. 承 2，曾變更經費者，請於「變更後金額」填入調整後額度，餘款基準以變更後金額計算；若無
變更，請自行將該欄位刪除，餘款基準則以原核定額度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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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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