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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日文系日文電腦相關課程之變遷 

吳明穗 

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

摘要

銘傳應用日語學系於 1998 年開設「日文文書資料處理」課程至今 20 年。20 年間台灣各大

學的日文系日文電腦相關課程有何變化？未來的趨勢如何呢？筆者首先調查 2007 年及 2018 年

兩個年度台灣四年制大學日文系日間部的日文電腦相關課程資料。然後收集 1991 年至 2017 年

與日文系日文電腦課程相關論文，分析日文電腦課程的變遷。

結果發現台灣日文系日文電腦的課程中，Unicode 的出現是一個分水嶺，出現之前課程的重

心集中如何在中文電腦上輸入或是顯示日文字。出現之後則集中在教學內容。此外課程的核心是

日文文書處理，近年來似漸轉移到結合電腦技術在簡報發表或是日語電子商務的課程。

關鍵字：日文系  日文電腦課程 日文文書處理  Unicode 

1. 前言

銘傳應用日語學系成立於 1996 年，當時正是電腦科技飛躍成長的年代，學校有鑒於資訊技

術能力是大學生必備的素養，在校訂必修課程方面規定三年的必修課程，一二年級是ㄧ般資訊課

程，第三年由各系視情況開設專業電腦課程。筆者於是從 1998 年開始擔任「日文文書資料處理」

課程，2002 年之後網路越來越普及，課程名稱改成「日文文書處理與網際網路」迄今。20 年間

課程從必修改成選修，學分數也從 4 學分改成 2 學分(參見表 1)。改成選修課之後，2017 年甚至

於並未開課。

表 1 銘傳大學應用日語學系開設日文電腦相關課程的狀況(1998 年～2018 年) 

1998-- 2001 2002-- 2010 2011-- 2018 

課程名稱 日文文書資料處理 日文文書處理與網際網路 日文文書處理與網際網路

必修 / 選修 必修 必修 選修

學期 / 總計學分數 三上‧下 / 4 三上‧下 / 4 三上/ 2 

自 2012 年之後，筆者並未擔任此課程。2018 年 2 月筆者重新被委以重任，內心忐忑。電腦

科技不斷更新，回顧過去 20 年來這個課程的變遷，或者可以更深入瞭解這個課程的特性，並設

計出合適的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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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範圍 

日文系的電腦課程分成兩大類，一為資訊專業學科，由資訊學院的教師任教。以銘傳為例，

日文系一二年級的校訂必修課程：辦公室應用、資料處理、多媒體應用、網路應用、程式設計都

屬於這一類。另一類則是牽涉到日文的電腦課程，通常由日文系教師任教。由資料二來看，課程

名稱包括日文文書處理、日文資訊處理、日文電腦應用、日文常用電腦軟體等等。本文所探討的

範圍是後者。 

3. 研究方法 

筆者首先針對台灣四年制大學日文系日間部的日文電腦相關課程進行調查，2007 年部分採

用陳純蓉(2009)的調查資料， 2018 年的部分則是筆者從各大學日文系的系網中所調查到的 106

學年度(2017 年 9 月~2018 年 6 月)課程資料，整理成資料。2007 年之前的課程資料不易取得，筆

者收集 1991 年至 2017 年與日文系日文電腦課程相關論文如資料二。透過資料一及資料二，分析

日文電腦課程的變遷。 

4. 台灣各大學日文系開設日文電腦課程的狀況 (2007 年及 2018 年) 

4.1. 2007 年及 2018 年開課的學校數 

根據資料一，2007 年及 2018 年台灣各大學日文系開設日文電腦課程的狀況如表 2。 

表 2 台灣各大學日文系開設日文電腦課程的狀況 (2007 年及 2018 年) 

 2007 年開課校數/校總數(百分比) 2018 年開課校數/校總數(百分比) 

日本語文學系 7/11 (63%) 4/11 (36%) 

應用日語學系 7/12 (58%) 7/13 (54%) 

四技應用日語學系 6/13 (46%)  4/13 (31%) 

合計 19/37 (51%) 15/37 (41%) 

筆者整理自資料一 

從表二可以看出整體來說日文系開設日文電腦課程的學校從 51%下滑到 41%，其中四技從

46%變成 31%，目前只有 4 校開課。應用日語學系減少的幅度較緩慢，目前還有 7 校開課。而日

本語文學系目前有 4 校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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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課程名稱 

從課程名稱也可以窺見日文系日文電腦相關課程的變化(參見表 3) 

表 3 各校日文電腦相關課程名稱分類 (2007 年‧2018 年) 

課程名稱 2007 年 (單位：校) 2018 年 (單位：校) 

日文文書處理類 13 11 

日文電腦應用‧日文資訊管理類 6 1 

中日文電腦資訊應用(處理)‧中日文電腦應用類 2 2 

日文常用電腦軟體 1 1 

日文網頁製作 1 0 

網路資源與日語學習 1 0 

日語簡報類 0 2 

日語電子商務 (授課內容是日文電子郵件) 0 2 

筆者整理自資料一 

5. 1991 年至 2017 年日文電腦課程相關文獻的探討 

資料二是筆者整理 1991 年～2017 年間與台灣日文系日文電腦課程相關的論文共計 21 篇，

並將其內容分成四大類，(1)輸入法：探討如何在中文電腦上輸入中文；(2)日文電腦教室：在中

文電腦難以顯示或輸入日文的時代，探討如何建置日文電腦教室的問題；(3)課程調查：調查日文

電腦課程的狀況；(4)課程內容：在日文電腦課程中，除了日文輸入法之外的教學嘗試。 

從資料二可以看出在 2002 年以前，論文的內容多以輸入法級日文電腦教室的建置為主，之

後的論文主題除了課程調查之外，以課程內容的探討居多。以下參考相關文獻，從電腦科技發展

的脈絡，說明日文電腦課程的進程。 

5.1. 在 Unicode 一統江山之前的時代 

根據王百祿‧林文賢(1991)所述，最早的日文文書處理課程始於 1989 年，當時並非正式的課

程，而是以課外輔導的方式教授學生 12 小時的日文文書處理課程。使用的是東芝、富士通、SONY

等日本各大廠牌的各日文文書處理機。教授的內容是基本日文打字練習和編輯、列印文件等文書

處理。無獨有偶，志村雅久(2003)也在 1991 年，以社團活動的方式導入日文文書處理機課程。 

在 2000 年微軟的 Windows2000 上市之前，台灣的日語教育界為如何處理日文文書傷透腦

筋。日文文書處理機、麥金塔電腦、日本 NEC 開發的 98 系列電腦是一個選項，如何在中文電腦

上輸日日文、顯示日文更是一大問題。(王百祿,1999; 王百祿‧林文賢,1991)在 MS-DOS 下所推出

的「梅太郎」輸入法以及為 Windoes95/98/NT 所開發的「太郎輸日法」，所輸入的是以造字方式

處理的 BIG5 日文。另外的方式就是在中文系統上加掛如雙橋( Twinbridge Japanese Partner)、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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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通(Kanzjiweb)、亞洲心等附有日語輸入法的語言切換軟體(吳明穗, 1998)，所輸入的是 JIS 或是

Shift-JIS 日文。 

5.2. Windows2000 之後以課程內容為重點 

內建 Unicode 的 Windows2000 大致解決了中文電腦上呈現和輸入日文的問題。除了日文打

字仍是課程重點之外(城地茂,2002)，網頁製作(劉百齡, 2006)、MSN Messenger(劉百齡,2009)、網

路資訊搜尋(劉百齢,2009)以及簡報軟體 PPT 的應用(吳明穗‧川合理恵, 2013; 陳文瑤,2010)，都是

日文電腦課程的教師的嘗試。 

6. 結論 

從表 3 各校日文電腦相關課程名稱分類可以看出 2007 年及 2018 年日文電腦課程的核心都

是日文文書處理。日文電腦應用或是資訊管理類的課程 2007 年有 6 校，2018 年則只剩 1 校。推

測是因為 Unicode 解決中文電腦上輸入及呈現日文的問題之後，懂得電腦資訊技術的人，可以運

用中文、英文、日文去處理他要處理的資料，就無需特別強調日文電腦的存在。 

表 2 中應用日語學系的日文電腦課程維持在 53%，而四技應用日語學系的日文電腦開課率

則僅 31%。同樣以培育商務、觀光人才為主的應日系，為何有此差異呢？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四技

的學生來源為高職生。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所公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

群科課程綱要》外語群的部分將「日文文書處理實務」列為第二學年上下學期的必修課程，推測

因此許多四技不開此課程。 

此外，從表 3 也可以看出日文電腦課程核心的轉移，出現了結合電腦技術在簡報發表或是日

語電子商務的課程。對於以培養商務、觀光等人材為主的四技或是應用日語學系來說，這或許是

未來課程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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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一  台灣四年制大學日文系日間部開設日文電腦相關課程調查(2007 年及 2018 年) 

日本語文學系 

校名 (筆畫順) 2007 年 課程名稱 

( 開課年級/選‧必修/學分數 ) 

2018 年 課程名稱 

( 開課年級/選‧必修/學分數 ) 

文化大學 日文文書處理與操作 (2上/選/2) 日文文書處理與操作 (2 上/選/2) 

世新大學 日文電腦應用 (1下/必/2) ☓ 

台灣大學 日文資訊管理 (3 上/選/2) ☓ 

東吳大學 中日文電腦應用 (3 上・下 /選修

/1．1) 

(中文)日語資訊處理 (3 上/選/1 ) 

東海大學 日文電腦文書處理 (3 /選/2) ☓ 

政治大學 ☓ ☓ 

高雄大學(日語組) ☓ ☓ 

輔仁大學 ☓ ☓ 

淡江大學 日文文書處理 (2 上/必/1) 日文文書處理 (2 上/選/1) 

靜宜大學 中日文電腦資訊應用 (2 上‧下/選

/2‧2) 

中日文電腦資訊應用 (2 上‧下/選/2‧2) 

慈濟大學(日文組) ☓ ☓ 

 

應用日文學系 

校名(筆畫順) 2007 年 2018 年 

大葉大學 日語文書処理 (2 上/選/2) 日語文書処理(2 下/選/2)  

中山醫科大學(日文組) ☓ ☓ 

元智大學 (日文組) ☓ ☓ 

中華大學 日文資訊管理 (1 上/選/2) 日文資訊處理 (1 上/選/2) 

玄奘大學(日文組) 

2011 年成立 1 

  日文文書處理 (2單/選/2) 

日語簡報 (2上/選/2) 

日語電子商務 (2 下/選/2) 

                                                      
1
 2011 年成立的學校，筆者自該系網站整理出 2011課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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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大學 ☓ ☓ 

長榮大學 ☓ ☓ 

真理大學 

(台北校區) 

日文文書処理 (3 上/必/1) 日文文書處理 (3 上/必/1) 

開南大學 日文文書處理(一) (3 上‧下/選/2‧2) 

日文文書處理(二) (4 上/選/2) 
☓ 

康寧大學)(原立德大學) 

(日語組 

日文文書処理 (3 上/選/2) 日文文書處理 (2 上/選/2) 

進階日文文書處理 (2 下/選/2) 

銘傳大學 日文文書處理與網際網路 (3 上‧下

/必/2‧2) 

日文文書處理與網際網路 (3

上/選/2) 

 

義守大學 日本文書處理與應用 (2 上/選/2) 

日文常用電腦軟體 (2 下/選/2)  

日本文書處理與應用 (2 上/選

/2) 

日文常用電腦軟體 (2 下/選/2)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 ☓（※） ☓ 

※(陳純蓉, 2009)未收錄該校 2007 課程資料，採(陳文瑤,2010) 2009 年資料。 

 

四技 (應用日文學系) 

校名(筆畫順) 2007 年 2018 年 

大仁科技大學(日文

組) 
☓ 

中日文書處理 (2 上/選/2)  

2012 年開始的課程 

文藻外語大學 1 ☓ ☓ 

台中科技大學 

（原台中技術學

院） 

日文電脳文書処理 (2上/選/2) 

日文網頁製作(2下/選/2) ☓ 

吳鳳科技大學 ☓ ☓ 

屏東大學 ☓ ☓ 

育達科技大學 

☓ 

日文文書處理 ( 1 下/必/2) 

日語簡報技巧 (4 下/選/2) (2016

年開始的課程) 

南台科技大學 ☓ ☓ 

致理科技大學 日文電脳応用 (2上‧下/選/1‧1) 日語電子商務 (3 上/必/2) 

修平科技大學 日文文書処理 (3上‧下/必/2‧2) 日文文書処理 (3 上‧下/必/2‧2) 

高苑科技大學 ☓ ☓ 

高雄科技大學(原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 

網路資源與日語學習 (1 上‧下/選/2‧2) 

日文電腦文書處理 (1 下/選/2)  
☓ 

                                                      
1
 四技中唯一的日本語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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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電腦應用Ⅰ・Ⅱ (3 上‧下/必/2‧2) 

日文電腦應用Ⅲ・Ⅳ (4 上‧下/選/2‧2) 

高雄餐旅大學 日文電腦運用 (2 上/必/2) ☓ 

景文科技大學 日文文書處理 (2上‧下/必/0.5‧0.5) ☓ 

 

資料二 

1991-2017 年 與日文系日文電腦課程相關的論文 

No 論文題目 作者 年 內容分類 

1 『梅太郎』--倚天中文模態下的日文文書處理 
王百祿 

林文賢 
1991 輸入法 

2 日語電腦教室的建置－台灣的日語教育與電腦應用(I)  吳明穗 1998 
日文電腦

教室 

3 太郎輸入法--中文視窗下的日文模態 王百祿 1999 輸入法 

4 中文視窗下的商用日文文書處理 王百祿 1999 輸入法 

5 多語共存問題的動向分析 吳明穗 1999 
日文電腦

教室 

6 
日語電腦網路教學的難題－台灣的日語教學與電腦應

用(Ⅲ) 
吳明穗 1999 

日文電腦

教室 

7 
ネットワーク時代におけるコンピュータ教育のリス

ク及びその対応策―パソコン試験を例にした一考察 
吳明穗 2000 課程內容 

8 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入力技能訓練とその教材 城地茂 2002 輸入法 

9 
中国文化大学日本語学科におけるワープロ教育十周

年を検討する 
志村雅久 2003 課程內容 

10 日本語文書処理教育と日本語力の相関 城地茂 2003 課程內容 

11 
日文文書處理在中日兩種作業系統上的應用-以在台日

資企業為調查對象 
趙靖如 2006 輸入法 

12 
教室活動としての日本語によるホームページ作成の

試み－発信型の日本語教育を目指した授業実践－ 
劉百齡 2006 課程內容 

13 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電子メデイアへの考察 葉淑華 2006 課程調查 

14 
台湾の日本語文学科における電子メディアカリキュ

ラムの現状 
陳純蓉 2009 課程調查 

15 
台湾に於ける日本語学科のコンピュータ教育に関す

る一考察 
黃國維 2009 課程課程 

16 
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CALL 実践―MSN Messenger を

用いた協同学習の試み― 
劉百齡 2009 課程內容 

17 
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 Web 情報検索－学習者にメタ認

知を働かせる CALL 授業の試み 
劉百齡 2009 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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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 
2018 Open Source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18 
あなたがまだ知らない台湾―「日語文書処理」授業

を通しての実践 
陳文瑤 2010 

課程調查

課程內容 

19 校内における日本語入力コンテストの改善策 賴衍宏 2010 輸入法 

20 
利用網路資源的課程設計：以「日文文書處理與網際

網路」課程為例 
吳明穗 2011 課程內容 

21 

プレゼン能力育成を目指したティーム・ティーチン

グの実践とその効果−コンピュータ授業と会話授業

との連携   

吳明穗 

川合理恵 
2013 課程內容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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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年來行動科技、無線網路與電信數據傳輸技術大幅進步，讓資訊的取得與傳遞更加便利，尤其近年來透過高度具有行動性與具有雙向資料傳輸的行動載具讓行動學習在教育方面的應用加廣泛。行動學習具有機動性、便利性、即時性等優勢，在教學與學習上透過行動科技將原來受限的學習環境延伸到無線的空間，打破空間上的限制，進而推動終身學習的概念[6-8]。
	在學習歷程中透過行動學習科技可以：1.滿足學習者需求的迫切性、2.提供學習者知識取得的主動性、3.學習環境的機動性、4.增進學習過程的互動性、5.提供具情境化的教學活動、6.教學內容與知識的整體性[9, 10]。透過這些行動科技的即時性與行動性等優勢可以記錄學生學習歷程資料，在學生學習中即時將學習表現與成效提供給學生回饋，引發學生概念改變動機，提供省思與後設認知學習機會[11]，在教學過程中提供老師檢視學生學習成效、進行教學診斷與補救教學等活動，換言之透過行動資訊科技除了提高教學品質與提高學習成效...
	行動科技不斷進步尤其近年來軟體與硬體整合應用、雲端資料儲存、處理與大數據應用、資料傳輸方式與速度方向都有長足的進步與應用，例如從雲端資料處理、儲存與應用方面來看，從隨身碟資料讀取發展到雲端儲存概念，進而發展到大數據架構；結合GPS衛星定位系統與無線網路科技的物聯網概念(Internet of Things)；在資料傳輸方式上，透過更高速的無線網路與行動數據傳輸頻寬提昇，以及藍芽無線傳輸科技發展更從一對一的方式進步到藍芽4.2規格；以及為因應現代人的生活模式例如網路社群或是Social Media紛...
	假設在有效的揮擊情況之下，當打擊者將揮棒擊球時間縮短，揮棒的速度則會提升，對於揮擊後的所能夠轉換的能量越大。如果揮棒擊球時間增加，球棒的速度便會降低，所能產生的能量就會減少，回擊球所接受到的能量變會受到影響，最後導致飛行速度下降與飛行距離縮短，不容易形成安打。
	5.1在學習投人方面實驗組在學習投入方面優於控制組
	在使用不同的線上學習系統進行中餐烹調丙檢學科的學習後，實驗組學生的平均數明顯高出控制組學生的平均分數，且達顯著差異，表示實驗組以遊戲式線上學習平台，較對照組以線上學習平台能夠提升學生學習中餐丙檢學科之學習投入之程度。
	5.2實驗組在後設認知方面「評估的表現」優於對照組，而後設認知中「計畫」和「監控」是無顯著差異的。
	綜合以上結論可知，運用兩組不同的線上學習系統，遊戲式的學習系統，可以提升學生的學習投入及後設認知之評估的表現，讓學生有學習的動機，從中獲得成就感，本次所設計的數位學習方案已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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