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班，從 0 開始，確實研讀學友通常 3 個月合格 N2，6 個月合格 N1！

一流の仲間と出会おう！
【開發者 吳其哲先生簡介】
赴日三個月後，日檢成績（日本語統一試驗），當年全日本第 23 名；留學日本三名門私立大學之上智大學。Top 1%成
績，首位留學生再獲派遣交換留學美國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t Amherst)。歷任日美合資「山武-Honeywell」
（控制系統部）
，日本中央信託銀行（總行 國際資本市場室，當年日本日商銀行總行唯一台籍行員，世界知名～瑞士最大
銀行 UBS Tokyo。
（財團法人）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常務董事；「銀行經營」
、「一公分的輸贏」等暢銷書作者，興趣廣
泛，登山、攝影、康輔人員、薩克斯風…全球日語教學界，罕見奇人教師。
（對於吳氏日文而言，協助學友達成 N1 實力非常簡單。吳氏日文真正想協助達成的是成為「中日英 3 語國際人才」，因為
「中日英 3 語+專業=絕對國際競爭力！
以吳氏日文學習方式，合格 N1 或 N2 之學友，了解自己確實可能成為「中日英 3 語人」時，如決心成為，歡迎進階加入！
【不只是提升日語能力，而是為自己開創不一樣的可能性】
吳氏日文學友組成的學習顧問團，訪問日本國會。顧問團成員包含東京大學博士、日本交流協會獎學生、未曾留日就 N1
滿分、日本留學試驗年度全球最高分、311 後三年內在日本建置 37 太陽能發電場、在日創業還榮獲日本 Good Design 獎、
日本主要財團國際業務代表等優秀學員，皆是因為參加吳氏日文，而開啟了全新未來的！

【教學實績*學友心得】
未曾留日，就締造了「EJU 日本留學試驗」日本語科全球最高分！
大家都以為我在日本住很多年了！N1 級 145 分
未出國就 N1 滿分(16 歲‧陳秉軒學友)
從 0 開始，16 個月又 10 天，就 N1 滿分（26 歲‧香港學友）
不用出國就 N1 滿分（33 歲‧謝 YS 學友）
6.5 個月合格 N1 與通過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筆試
公開保證最近一次日檢就先合格 N2！
超忙碌照樣半年合格 N2(41 歲）
留日 6 年未能合格 N1！N1 也不足以精準理解法律日文
從 50 音開始，115 天讀解 95%&自由會話

本課程協助從 0 開始，N1 合格總費用，僅為傳統教學 1/10 以下的時間與費用！
詳閱過去 30 學友實績、心得，自可知道吳氏日文威力所在！由此進入分享系列→。
吳氏日文 1991 年研發自動教學系統，2001 年全面線上教學迄今，30 年實戰經驗，多項世界紀
錄，詳閱審閱，必然能辨識教學成效。【努力學習很重要，作對選擇更是重要！】
大專人士，學習日文超過 50 小時，如仍無法精準讀解日本大專用書，建議儘速改用吳氏日文。

一門協助節省數年留日時間 與 節省百萬台幣以上的日語課程！
疫情期間特價！看到就報名，不用猶豫！不到遊學日本一個月的費用就具備 N1 實力！
【僅需傳統教學 20%的時間】

【精密+高效率教材】

因吳氏日文學友利用 N1 課程的完整性，從 0 →

吳氏日文獨創教材之精密程度，更為世界前茅，文

N2 合格，僅須聽課約 250 小時~350 小時（超過

法解析教材，達到「連一個逗點，也依照逗點相關

30 歲每超過 5 歲，增加聽課 50 小時） ，亦即 50

的文法、詞類、功能，意義等精準標色區分。

歲學友僅需聽課 450 小時～550 小時，已經足以
合格 N2。

【交通號誌般的簡易】

留日方式，每天出席約 3 小時，加上往返通學時

就如同英文單字的最後一個字，出現「s」的時候

間每日以 2 小時計算，回家後複習每日以 2 小時

01.

計算，合計每日約 7 小時，每周約 35 小時。
450 小時/35 小時＝13 周；

「s」可能是名詞的複數（則前面可能會有數
詞、形容詞、冠詞

02.

550 小時/35 小時＝16 周，

「s」可能是「某一個動詞的第三人稱現在式
（則前面應該會有一個名詞作為主詞）

亦即約三～四個月期間居家，免通學費用與時

03.

間成本， 即可學成。

「s」左上角如有逗點，則可能是表示所有格
（則後面必有名詞）

04.

「s」也可能只是單字的本來的字母而已。

雖然只是區區一個「s」
，但事實上透露出很多解
【僅留日 1.5 個月的費用】

析的線索，日文詞類更是到處都有釋放文法相關

即使每日聽課時間減半，也是約半年左右即可學

訊息，學會看懂這些簡易的「交通標誌」
，即可自

成，且總費用僅留學日本之 1 個月～1.5 個月的

然快速學成日文。

費用，相對留日方式、傳統教學，從 0 級達到合

如此高精密的外語教學方式，也正是吳氏日文學

格 N2，約需 1.5 年以上期間，就可知道吳氏日文

友，短期就學成，就高分合格，甚至未留日，就

的高成效與高 CP 值。

已經 N1 滿分的根據！
吳氏日文的信條：
【凡事都有好方法】就看人類想到了與否！
【24 小時理論】

學習日文超過 24 小時，如果仍不知道如何精準解析、不知如何精準閱讀日文？歡迎加入吳氏日文！

【吳氏日文講義一覽表】 N1 課程超過 200 萬字，教你運用 1 小時 3.6 萬字的全日語聽力方式，高效率學成！
一

N1

N2

流

班

班

班

教

教

教

材

材

材

馬上克服杯
字母、文法杯

速成公式大公開

文法練習簿

【造句讀解大突破】
【助詞詳解】

生活旅遊會話

字彙倍增（共 3 冊）

用漢語學日語
Super3600

日本語檢定
必須單語集

N2

48 萬字+5 輪聽力訓練

N1N2 必備多義字

文法模擬試題 1

N1

一

字彙高手（共 4 冊）

表現達人之本文

85 萬字+5 輪聽力訓練

53 萬字+5 輪聽力訓練

文法模擬試題 2

流

一流的日本語
53 萬字+5 輪聽力訓練

實務會話

難文讀解 1
35 萬字+5 輪聽力訓練

【閱讀講座】
日本大專日文

點選下列鏈結或至 Youtube：搜尋吳氏日文，可了解為何吳氏日文學友成績傲視群雄！
吳氏日文保證：「所有實績屬實，無論如何快速合格；所有心得出自當事學友，無論如何不可思議！」
【立即試聽】原理課程
【教學實績*學友心得】
「10 分鐘立即學會 1000 個日文動詞！」
日文教學世界紀錄陸續締造中！
「15 分鐘立即自由造句！1/2」
「15 分鐘立即自由造句！2/2」

未曾留日，就締造了「EJU 日本留學試驗」日本語科全球最
高分！
大家都以為我在日本住很多年了！N1 級 145 分

用台語(河洛話)學日語

未出國就 N1 滿分(16 歲‧陳秉軒學友)

50 音(1/2)-日文字母《字源速記法》

從 0 開始，16 個月又 10 天，就 N1 滿分（26 歲‧香港學友）

50 音(2/2)-日文字母《字源速記法》

不用出國就 N1 滿分（33 歲‧謝 YS 學友）

【生涯規劃*用日語改寫自己的人生】
待業中、轉職中，月薪 33 萬元台幣的做法！
建議早日赴日就業

6.5 個月合格 N1 與通過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獎學金筆試
公開保證最近一次日檢就先合格 N2！
超忙碌照樣半年合格 N2(41 歲）

快速學成醫學日文

留日 6 年未能合格 N1！N1 也不足以精準理解法律日文

快速學成法律日文、專利日文

從 50 音開始，115 天讀解 95%&自由會話

日本度假打工活用術

【應試技巧】

建議報考獎學金

JLPT 日檢定 N1‧N2 得分 換算參考

N2 合格，又度假打工一年，為何還要參加吳氏日文？

日文的文言文

【學習方法論】
60 小時精準讀解日本大學用書！

鏗鏘有力的文言文
早日悟出日檢 JLPT N5 N4 N3 的意義

30 歲人士如何快速學會日文！

JLPT 日檢 N2 合格後，到底還要多久才能合格 N1？

40 歲人士如何快速學會日文！

日檢文法片語「重組考題」的準備要領

50 歲人士如何快速學會日文！

【立即試聽】片語、聽力課程、商務日語

你是在「背」日文？還是在「學」日文？

表現達人(全日語字幕)

美國、加拿大人士如何快速學會日文！

讀解馬拉松 (全日語課程)

新加坡人士如何快速學會日文！

日語聽力馬拉松系列

又快又便宜地學會日本語？並通過日語檢定 N1！

JLPT 日檢 N1 文法（片語）だけ、のみ

如何學會日文單字，且能真正活用？何時開始記憶？

JLPT 日檢 N1 文法（片語）とおり

如何快速學會日語會話

企業日本語(1)

準學友留言 Q&A 例-00001

企業日本語(2)

準學友留言 Q&A 例-00002

企業日本語(3)

準學友留言 Q&A 例-00003

企業日本語(4)

簡單會話的幻術

商業禮儀 (全日語+字幕課程)

為何要學一流的日本語?

一流的日本語(1) 全日語課程

課程簡介

一流的日本語(2) 全日語課程

名師為何是名師！吳老師為何能夠教授實戰日文！
名師為何是名師！為何吳氏日文留日學友多是留學東京大學等日本一流大學？!
應該是全球唯一具備在東京實戰日本銀行、瑞士銀行與日美合資企業經驗的日文教師。
了解道師承之重要性者，自然會選擇吳氏日文！|

どおり

吳氏日文學習顧問

訂購單

W-2022-12-26

善用危機，讓自己成為中日英三語人才！僅為僅留日費用 5%~8%（赴日留學合格 N2、N1 花費約新台幣 80 萬、220 萬）
傳統教學以「死記背誦」為主。在前面的內容，尚未熟記之前，難以有效吸收後續課程，本班以原理，結構為主之故，可高
密集學成（一天即使 8~12 小時，亦無庸擔心消化不良，反而因為高密集演練解析技術，可更快學成。）
總時數已經包含複習時數，無須預習時數，請就是依照學習進度，依照學習要領，聽滿時數通常即可合格。
(期間內學習進度自由決定）確保學成，前 75 小時課程約定 2 個月修畢。
欲以最少時數合格 N2 者請參加 N1 班，可藉由 N1 班之完整度與深度，減少約 250 小時以上複習時數（將複習時數，作為 N1
進度，已經足以合格 N1 了！）
※吳氏日文學友高合格率，並非是因專注應試技巧，而是因為實力確鑿之故。法律、金融、科技、金融、醫學日文等等，亦
非只是僅能看懂其中之一。而是各專業之學友，都能精準、趣味地理解各自的專業日文。如果專業是法律+資管，修畢吳氏日
文，則法律日文、資管日文，亦將自然理解！但這並非吳氏日文很神奇，而是因為日文文法，就只有一種。差異只是專業用
語。但即使遇到上個月才出現的最新專用用語，也是僅須上網一查，就可自然理解。其實就是：一理通，萬理透！
【N0 N5 N4 N3 直接→N2 合格班】必修課時數 128 小時＋全日語聽力訓練課程約 120 小時起。（31 歲起建議每歲增 10 小時）
🧡 □2023/07 月月份 N2 班：83,998 元（特殊期間優惠→4,999*12 期=59,988 元）
（含平板、教材組）效期 2023/07/2(日)。
註：先參加 N2，再進階 N1，分次處理費用為（A）班別差額 3.5 萬元 +（B）上課月份數量差額。
例如：N2+N1 上課總期間超過 12 個月，則增加每月展期費用 3500 元。
如 N2+N1 之總期間為 16 個月，則為 16-12=4 個月。上課月份數量差額 3500 元*4 個月=14,000 元。
（A）班別差額 35,000+（B）上課月份數量差額 14,000=49,000 元。決心學成的話，直接參加 N1 班，費用最低。
【N0 N5 N4 N3 N2 直接 N1 合格班】
必修課時數:約 280 小時＋全日語聽力訓練課程約 300 小時起（31 歲起，建議每歲增 10 小時）
🧡 2023/07 月份 N1 班：可上課效期至 2023/12/3(日)；
□分期付款：特殊期間優惠：頭期款 9,999 元+4,999 元 x 18 期=99,999 元（含平板、教材組約 4200 頁，約 210 萬字）
□N1 班信用卡一次付清 99,999 元贈：難文讀解 01~12 堂約 8 萬字之漢語解說
□N1 班匯款一次付清 99,999 元再加贈難文讀解全日語解說
【N1+一流商務會話快速直達班】
（學成決心確認制）（僅「一流商務日語」的課程，不含 N1，如在日本學習，輕易超過台幣
25 萬元！）(課程效期至 2023/12 月第一個周日（即日檢當日)
□一次付清：136,888 元（特殊期間優惠 119,900 元） （含平板、教材組約 5000 頁，約 270 萬字）
□分期方式：頭期款 12,000 元 + [5,999 元 x 18 期(每月)
□信 用 卡一次付清 119,900 元贈難文讀解 01~12 約 17.5 萬字之漢語解說+全日語+記憶機課程。
□現金 50%以上（餘分期）一次付清 136,888 元贈難文讀解 01~24 約 35 萬 字 之漢語解說+全日語+記憶機課程。
（修畢一流班後，了解自己可以成為中日英 3 語國際人，如需要相關學習建議，記得留言給吳老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醫師日本國家資格考 日語班（本班對象：具醫師資格欲赴日執業需合格 N1 者）
：請提出考前一年聽課時數計畫。
看護師日本國家資格考日語班（本班對象：具護理師資格欲赴日就業需合格 N1 者）：請提出考前一年聽課時數計畫
上課專用平板須提前一天設定，採線上訂購方式，請回傳訂購單、對應班別約款即可：wusjp5488@gmail.com

【24 小時讀懂日文原文書班】 特訓班！學一次，用一輩子！
課程:速成公式大公開+文法精解+生活會話(含平板) 期限:3 個月
□費用:3333*12 期=39,996 元
永久帳號（所在國之 ID、身分證字號）
：
護照漢字姓名（海外寄送請加註英文姓名）
：
Email（務請確認。本公司採財政部電子發票方式，中獎時，財政部自動 email 通知）
：
出生年月：
年
月（若未滿 20 歲，敬請代理人簽名:
於 20
年
月 日報名參加上述學習顧問服務，有效期間自「到貨之翌日起算至約定日」
專用機與講義組寄送地址（海外寄送請加註英文地址）：
郵遞區號□□□
宅配收件電話：
何時較方便收貨？□全日 □09-12 □12-17。
（指定時間慢一天到達）
累積讀書技術（最終學歷/專業）：
□信用卡線上刷卡：
一次付清可自行操作。不諳操作，可填寫下列，由敝中心代刷
https://ilovejp.club/pay
□本人以下列信用卡一次付清下列授權款項： 信用卡資料 □VISA □Master □JCB
如需分期付款請看 P.9 分期付
有效期間至__ __月 ／ 20__ __年 發卡銀行： _______________
款辦法。
□匯款末五碼：
信用卡卡號：__ __ __ __－__ __ __ __－__ __ __ __－__ __ __ __
□三聯式發票抬頭/統編：
卡片背面後三碼 __ __ __信用卡持卡人簽名（須與信用卡簽名同式樣）
： __________________
（非本人卡請註明關係：及持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次授權支付金額（外幣將由金融機構兌換為台幣）
：NT$
元

吳氏日文各班共通約款（實績主義，詳閱將了解本班實力）訂購單加上本「吳氏日文各班共通約款」，約定自動生效 W-2022-12-26
01. 緣吳氏日文（或代理商，下稱：本會）將於

轉移至其他階段使用，期滿堂數自動失效。高
約定期間內提供日文學習顧問服務予本約訂 齡學友等如欲增加堂數，請留言告知原因，恕
購人（下稱：學友）本會保證：實績屬實、學 無電洽方式。將確認上課紀錄，提供免費或付
習心得皆出自當事學友！避免空口無憑，所有 費方式（每堂顧問費500元，迄今付費填補之實
服務，權益約定，一律以本訂購單為準。
例為零）。仍有剩餘堂數或已經研習中高課程
外語最困難的是精準解析、精準讀解，學會精 後，要求從基礎課程之異常補填，本會保留免
準理解後，語彙深度藉由字典，自行就可完成 費補填權力。
。本班之文法教學，雖然達到「即使連一個逗 10. 進度與提出心得約定：確保學成，學友每修
點也精準解說，但課程整體仍著重實用。語彙 畢30小時課程或每月初，須提出一次學習心得
之解說以最短期間足以合格 N1或 N2，所需之 。
「閱讀講座」為止之前60小時之進度須於60天
深度為主，並不對字彙深入解說，以免耗費不 內修畢，逾期前前60小時 APP 使用權限自動失
必要之時數。欲深入字辭辯證者，或成為日文 效，但可連續展延兩次之30天。兩次展期之後
教師，請藉由本班快速學會精準解析技術後， ，如能未修畢，逐次確認原因與輔導，再行展
另自行研究之。
延。杜絕打瞌睡等，
「隨堂簡易重點測驗」
，作
02. 教材組之紙本與 APP 皆限學友個人專用。 答正確後，方自動開啟次一進度。
使用期間與費用如各班訂購單之約定。
11. 發問與回覆之約款：採單向線上顧問 APP
03. 自備相容專用平板約款：採本會代購，免費 方式。但對於本會研判具分享價值之提問，
檢測、安裝一次。保固採逕洽廠商方式）
。
另提供下列分享服務：學友了解前 60 小時
安裝完成後，切勿、切勿升級、下載或安裝其 之問題多將在 60 小時內，自行解答之故，
他軟體。未升級、下載或安裝其他軟體就一定 前 60 小時內，如有問題，將暫先記錄問題。
可以順暢上課。會員期間如有因違反約定，導 60 小時後，如仍有問題，可至留言板留言發
致不相容、無法上課，須整機寄回檢測、重新 問。學友之提問，本會認為具分享價值，將
安裝，每次費用三千元，國外運費另計。確保 書面回覆與公開分享，無電話、Line 或親洽
正式學友權益，非專用軟、硬體，無法上課。 回覆等方式。本會每營業日查閱回覆留言，如
04. 顧問 APP 費用及使用期間：顧問服務期間 超過兩個工作日，未獲回覆，學友同意利用備
與費用如各班訂購單。
「解說用 APP」費用為「 用之堂數，重新聽課，或搜尋自 1991 起迄今
紙本顧問資料費」之2倍。學友如勾選本處之□ 開發者吳老師所建立之分享資料庫（非會員
「於合格 N2、N1時，分享學習紀錄與成績」則 期間無法使用）鏈結如下：
APP 使用費全免。
（未選擇，將先視為選擇合格 http://www.wusjp.com/run/new_fd-r-index.php。
後免支付 APP 費，但分享紀錄與成績）
。
學友了解 N1 合格或滿分，主因不任意跳課，
05. 記憶用 APP 可使用期間與堂數：記憶用 APP 問題自然大幅減少。本會擁有學友發問、留
為測試版本，可使用期間同本約之總效期。非 言內容之使用權，惟隱私部分將自動刪除，
完全關機或無電，每30天僅需認證一次。效期 僅保留姓隱名式分享。
內記憶用 APP 無使用次數之限制。記憶用 APP
12. 退費約款：學友瞭解本服務涉及軟體與紙本
僅收錄協助合格所需優先記憶之內容，並非所
書籍等，一經拆封，依法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
有課程之內容。欲合格或高分需同時善用顧問
第十九條所訂之七天退費猶豫期，亦了解本會
APP。講師錄製顧問 APP 當時所提之複習 CD、
自第1小時起就提供無形之實用顧問、諮詢等
光碟等，皆已由本「記憶機課程 APP」取代。
要領（Know-how）並非依傳統之時數、期間或
06. 播放功能變動約款：如因 Google 等軟硬體
紙本數量等計量方式計費，同意一經啟用，除
業者軟體之改變，為確保學友可持續學習，學
本會未依約提供服務，學友不以忙碌、出差或
友同意接受調降成類似坊間之播放功能，記憶
任何非本會之理由，要求免費暫停、免費保留
用 APP 功能將以增加全日語可聽課2倍時數之
期間或中斷合約或退費。重大疾病等不可抗力
方式，取代之。
（例如，變速功能：從0.1變速成
無法繼續上課，即時告知，本會基於人情義理
為坊間普遍之0.25變速0.75/1.0/1.25/1.5/1.75/2.0；
同意退費時，依相關法令辦理，但代購之3C 硬
同步字幕從可變尺寸成為固定尺寸；段落定點
體無退費措施。
成為坊間之影片拉把定點。
（播放功能雖不同，
13. 顧問期間之展期：展期（或延期、暫停、凍
但播放內容仍為相同，不受影響）
。
結、保留、復課等等之費率，同展期費率)。軟
07. 自行報考、應試約款：學員需自行上網報考
硬體變化快速，財力雄厚之電訊業況且採綁約
最近一次可報考之 N1或 N2（通常3月底‧8月
方式，以確保固定開銷之均攤，本會之收費僅
底）
，考後一週內回報應試心得與預估對比率。
約留學日本合格 N1N2之1～1.5個月之費用。學
08. 「顧問 APP 可使用期間：自講義組寄達翌
友即使未上課，亦無法減少開銷或增加收益，
日起算，至約定日止。為確保了解確實可快速
非本會因素須暫停等，費率以網站公告為準（
學會文法、精準閱讀等，套餐班之前60小時課
提醒：中斷後之展期協助合格難度增加）未中
程，最慢90天內須修畢；61小時起之課程，總
斷學習之展期最少每次一期90天2.1萬元。不足
期限前修畢即可。
一期之天數每天以300元計算）
，中斷後之展期
09. 堂數：正常使用合格日檢之學友多仍剩餘大
，每期180天4.8萬元。中斷2年以上或欲重頭重
量堂數。堂數不足主要作為可能需學習輔導之
新上課一律重新報名、重新提供最新版本之紙
示警。堂數分為「基本堂數」與「加強用預備
本資料等等；非重新報名，均不另重寄紙本資
堂數」
。每堂約30分「自臉部認證或輸入密碼→
料或增加堂數）
。因疫情未舉辦日檢定，或報考
點選 APP→按退出該堂或超過3小時，計算為
名額限制，未能報考等等，非本會因素等之展
一堂。同一堂課3小時內可重複聽課。實際堂數
期費用，依照展期辦法。本會保留展期與否的
約為傳統實體教學之4～5倍之多。並依達熟練
權力。
所需不一，另增加30%～300%之複習堂數。複
14. 無法連線約款：本約保證 APP 主機維持運轉
習堂數為善意措施，謝絕與他人共用，亦不可

，直至期滿，否則依日數比率退費。學友端之無
法上課，如為本約問題，以留言板正式告知日補
填損失日數。學友了解即使網路整日不通（迄今
實例為零）
，亦可先研習「記憶用 APP」
，網路涉
及至少三方因素，營業外期間無提供檢測、修護
服務，學友同意靜待網路恢復。本約網路不通期
間如超過24小時，以一天延長1天之方式彌補。
端午中秋春節員工年度研修(約10日)，皆不緊急
修復，但一日補兩日（近年情形亦為零）
。另已
事先增加3天之預備期間，未超過3天不另補填。
15. 以下各項雖不影響學習，不介意人士再請參
加：學友了解傳統日文教材通常只是漢字加注
音，本約則另系統地增加快速學成輔助用「字
幕、記號、分析碼、線條、指向」或依據「文
法功能、詞性、意義」標註不同顏色（同一平
假名，亦可能達三種顏色）或註記，亦加入檢
測學習成效之明顯誤用法，並非誤植。如確認
為誤植，將於相關網頁訂正，不一一重印紙本
或訂正字幕。教材有線裝、膠裝、膠裝環裝、
騎馬丁等不同裝丁。運送過程，尤其國際郵寄
，可能導致封面或書角之擠壓；紙本頁面上文
字，並非與數位畫面或聲音容完全一致，亦有
交互留白（克漏字）方式，學友於聽力訓練後，
如有需要再自行動手筆記。學友所接觸之字、碼
、符、音等輕易超過數百萬字碼（N2約400萬，
N1約800萬字、碼、符、音）縱令僅誤植萬分之
一，亦輕易達300-800字以上；另囿於人力物力
如顏色辨識、視聽覺等異於常人或要求高度完
美強迫症，恕無提供特別服務。顧問資料等不
提供免費補發，務請妥為保管，如須補發，每
冊包含物流，行政會計等費用為3千元，本約保
留補發與否的權利。
16. 著作權與個人資料約定：學友同意採帳號密
碼、臉部開鎖，除有確認之需，須解密成具象
臉孔之外，平時臉孔僅出現於學友端電腦，個
人資料將以音符、數字、浮水印等明碼、非明
碼呈現於 APP 中，第三者無法看見。學友同意
協助保護與不侵害本約有形無形資料、網頁、
圖形、影音、問題集、程式、Email 位址等等
內容，除本約書面同意之外，著作權永久歸屬
本約，僅限學友個人於約定期內，以所交付之
加密形式使用。確保繳費學友權益，學友同意
絕不侵犯著作權、破解加密機制、不以投射、
HDMI、VGA 或任何形式傳送上課資料至本約
外之軟硬體。禁止全部或局部複製、翻拷、轉
售、出租、讓渡、贈與、抄襲、仿製、共用、
公開口述，亦不得以任何形式轉錄製為其他運
用。約定期間系統自動回傳相關資訊，偵測到
違約，系統啟動保護措施，上課權利將自動失
效，且加贈堂數將歸零。違約導致送修期間、
費用等，違約方負損失與相關法令責任。
17. 本約通訊地址、email 信箱等，若有變更學
友須至留言版留言告知。未通知非本約責任。
18. 學友確認已利用 youtube 等，免費試聽，親
自體驗實際上課情形。本合約於簽訂前已經學
友審閱七日。價格如有誤標，雙方確認後依據
之。創業迄今30年皆秉誠圓滿處理。本約如有
爭議雙方秉誠協議解決；協議不諧以台北簡易
法庭或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之管轄法院。本
約於繳費或開始上課或於上課網頁勾選同意，
皆自動生效。

學友親筆簽名/日期：_____________

快速參加流程
□
□
□

1 填寫【決心確認書】http://www.wusjp.com/elearning/message_resolve.php →工作日將儘速回覆您
2 Email 訂購單至 wusjp5488@gmail.com
3 匯款或刷卡(分期付款僅能使用台灣信用卡) 期數要選擇正確，選錯了無法更改。
(玉山、中信、台新卡)https://ilovejp.club/pay
(其他卡請選)綠界分期付款 https://reurl.cc/GEoELD
富邦、永豐、國泰世華、華南、日盛、樂天、安泰、聯邦、兆豐、台中商銀、上海銀行、凱基、匯豐、星展、
新光、合庫、彰銀、一銀、元大、陽信、台灣企銀、華泰、三信商銀

匯款帳號：匯款帳號，將於確認確實可以協助學成達成目標之後，另行告知
*分期付款作業：
若要分期付款（僅限信用卡分期方式），請點選下列連結，先取得各信用卡公司之授權。
信用卡分期是採取一次授權，但按月出現在帳單上的方式。例:若 5 萬元分期 6 個月，則本分期付款刷卡之
當時，信用卡的剩餘額度必須有 5 萬元額度才能刷卡。(如某銀行的卡無法刷成功，煩請換另一張卡刷。可以
接受數家銀行合併刷卡，如玉山刷 3 萬，中信刷 2 萬，合併為 5 萬。）
VISA 金融卡無法分期喔~
https://ilovejp.club/pay
授權成功之後，才匯「頭期款」之部分。期數要選擇正確，選錯了無法更改。

□

4 費用確認後，將於工作日盡快寄出教材。(如欲假日學習，建議盡量於週三或周四前完成訂購手續)

※費用反映教學實績，不定期調整。電子產品瞬息萬變，各班費用以訂購當日網站之本訂購單價格為準。
※本會保留接受參加與否之權利。 為確保學友繳費之後一定可以學成，請欲參加人士繳費前先提出學習決心確認函（鏈結由
此）
，本會確認學成要素足夠時，再通知繳費事宜，請勿逕行匯款。報名時，本訂購單請 email 掃描、照相至
wusjp5488@gmail.com 或傳真訂購單 02-7733-5486 即可。訂購單正本，於郵寄回敝公司時，一併寄回即可。

吳氏日文快速班課程與講義
一覽表

課程 解說 記憶機
課程收
時數 用語 錄內容

合計聽課時數

N2
合格班
（N1 前段班）

N1
N1 一流
快速直達 快速直達
班
班

交流協會
獎學金
日語科班

24 小時
讀懂日
文原文
書班

128

373

413

419

260

講義大約頁數（約 90%為 A4 尺寸)

1550 頁

4247 頁

5030 頁

5097 頁

3873 頁

講義大約字數

50 萬字

216 萬字

270 萬字

276 萬字

189 萬字

重量大約

8 公斤

15 公斤

17.5 公斤

18 公斤

13.4 公斤

附

附

附

附

附

Ｖ

Ｖ

Ｖ

Ｖ

Ｖ

字母 五十音
【日本語速成公式大公開】

22

華語

【造句讀解大突破】(日文百科程度)

13

華語

Ｖ

Ｖ

Ｖ

Ｖ

Ｖ

單字 用言例句篇(公式大公開 144-156)

3

華語

Ｖ

Ｖ

Ｖ

Ｖ

Ｖ

文法 【文法助詞詳解】

7

華語

Ｖ

Ｖ

Ｖ

Ｖ

Ｖ

閱讀 【閱讀講座】（日本大專程度日文）

18

華語

無

Ｖ

Ｖ

Ｖ

無

會話 【生活會話】16H+聽力訓練

16

華日

例句

Ｖ

Ｖ

Ｖ

Ｖ

Ｖ

12

華語

單字

Ｖ

Ｖ

Ｖ

Ｖ

Ｖ

【用漢語學日語（Super 3600）
】
量讀
【字彙倍增】1-3 冊 48 萬字
速讀
速聽 【字彙倍增】《全日語》

－

日語

例句

無

Ｖ

Ｖ

Ｖ

Ｖ

33

華語

Ｖ

Ｖ

Ｖ

Ｖ

Ｖ

22

日語

導文

Ｖ

Ｖ

Ｖ

Ｖ

Ｖ

片語 【表現達人例句-第 1 冊 8H》

8

華語

例句

無

Ｖ

Ｖ

Ｖ

無

片語 【表現達人例句-第 2 冊+第 3 冊 16H》

16

華語

例句

無

Ｖ

Ｖ

Ｖ

無

量讀 【表現達人《內文 53 萬字》27H

27

華語

無

Ｖ

Ｖ

Ｖ

無

速聽 【表現達人《全日語》共 38Ｈ

38

日語

無

Ｖ

Ｖ

Ｖ

無

日檢 【日檢必備多義字】12H

12

華語

Ｖ

Ｖ

Ｖ

Ｖ

無

解題 【文法模擬~實力養成與解題技巧】-1

12

華語

Ｖ

Ｖ

Ｖ

Ｖ

無

精讀 【用漢語學日語（Super 3600）
】解說
量讀
速讀 【字彙高手】4 冊 85 萬字 漢語 48H
速聽 【字彙高手】《全日語》

8

華語

無

Ｖ

Ｖ

Ｖ

Ｖ

48

華語

無

Ｖ

Ｖ

Ｖ

Ｖ

42

日語

無

Ｖ

Ｖ

Ｖ

Ｖ

解題 【文法模擬~實力養成與解題技巧-2

16

華語

無

Ｖ

Ｖ

Ｖ

無

會話 【實務會話】16H+聽力訓練 120MＶN 次

16

華日

例句

無

無

Ｖ

Ｖ

Ｖ

會話 【一流的日語】上下冊/53 萬字/24.5Ｈ

24

日語

例句

無

無

Ｖ

Ｖ

Ｖ

日留 【日本留學試驗小論文】
（影印本）

6

日語

無

無

無

Ｖ

無

合計聽課時數

128

373

413

419

260

聽力最低建議訓練時數

120

350

350

350

合格 N2 時數（快速合格者或 30 歲以下）

250~

250~300

250~300

250~300

聽力模擬測驗題組（薄冊 48 頁）

Ｖ

Ｖ

Ｖ

Ｖ

無

一公分的輸贏（中文版）

Ｖ

Ｖ

Ｖ

Ｖ

Ｖ

五十音字母馬克杯/文法杯各一

Ｖ

Ｖ

Ｖ

Ｖ

Ｖ

文庫版（了解自己其實可以看懂後，
建議大量購讀）

Ｖ

Ｖ

Ｖ

Ｖ

Ｖ

文法

單字

【日檢必備單字手冊】
（字義講解)

重點

例句

海外運費實費實收。
~獎學金日語班及留日班，費用請 email 至 wusjp5488@gmail.com 索取資料~

誠摯提醒：
日本也是面臨少子化，學校也是普遍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近期則甚至只要英文夠好，僅 N2 能力亦足以進入名
門私立大學之研究所（大學院）。標榜免試且提供非全額獎學金的大學則是越來越多。由於並「全額」獎學金，往
往是為了得到 10%的獎學金，需要繳 90%的學費，勿看到獎學金三字，就喪失判斷能力。
疫情後，過去不具日語能力，亦能赴日打工機會將大幅減少，將是少數精銳的時代，務必早日學成。
N1 與 N2 之薪資差異，年達五十萬日幣起；優良企業之正社員與否，生涯更差距 2 億日幣以上！2018 年 11 月拜
會日本國會的吳氏日文學友，多是這些將多出兩億日幣薪資之學友！
越來越多赴日經驗者提出警訊：「一邊打工賺錢，一邊可學成日語之」或「赴日後，自然日語能力就足以留日」
等等，多只是幻想！
欲赴日就業或留學，出發前務必弄清楚狀況。
吳氏日文學友，利用 N1 課程，從 0 開始，僅需聽課 約 350 小時（正負約 100 小時） 。合格 N2，僅需聽課即可，
無須複習或預習，直接聽課，無須預習，自行摸索或複習。合格 N1 所需總時數為合格 N2 之兩倍乘以 2 即可。亦
即 325 小時合格 N2 者約 650 小時通常即可合格 N1。
吳氏日文學友特色：
在台灣同一學校或科系，在日本薪資卻差兩倍或以上！N1 得分當然是差更多。如果學習日文超過 60 小時，卻仍
無法精準閱讀日本大專用書，或學習日文超過半年卻仍未合格 N2，或學習日文超過 1～1.5 年，卻仍未合格 N1，建
議早日深入了解吳氏日文學友，為何如此快速合格且高分！為何能進入日本國會拜會內閣大臣級國會議員！
凡事都有好方法！就看人類想到了與否。
赴大陆应试大陆高考之高中生请注意：
高考外文科目，可以选考日文！
是的，没有看错，虽然得分难易度天壤之差，但得分比重与英、法、德、西、俄语之得分都相同！每一分都是相等
的！
利用吴氏日文，选考日文，高考总分要增加 75 分以上，非常容易。大专联考往往一分之差，就是两个世界，75 分
之差距，绝对有助进入理想大学，建议详阅本文。
利用吴氏日文，仅需选考英文的 1/10 的努力，即可高分
高考英文科目，要考到 80%（120 分）不容易，但利用吴氏日文 Android 平板方式在线教学，高考日文要考到 80%
（120 分），只要考前一年前，累积听课如能达到 700 小时，就高度可能可以达成。
即使目前已经是高二，只要至高考应试之 12 个月以前，能累积听课 700 小时，则高度可能可以考得 80%（120
分）。
选考日文的优点：
1. 容易高分。80%以上，亦即外文科目是 120 分的高分！
2. 学会日文，日后再学英文，英文变得容易，将如同众多活跃国际商场的吴氏日文中日英 3 语学友一样，人生将
是彩色的！将活跃国际舞台。
3. 具备精准读解能力之故，高考其他科目可参考日文参考书，有助各科之学习。
4. 建立学习外语的信心。人有信心，凡事都容易成功。
5. 将日本变成自己的图书馆，妙用无穷，价值也无穷！
6. 日本文化以精致见称，各类图书也是一样。例如日文的德文参考书，是以日文解说德语，且与英语进行比
较。亦即德英日三语与罗列。吴氏日文学友，等于是以「日、德、英、中」，四种语言，四种线索在对照、比较、
研究同一件事物，综效（Synergy）自然超过一般学习法。能善用日文数据的能力，进入大学后，更有帮助！
Guten Morgen
Good Morning

お早う
早安（如果至此，还没有看出奥妙，就…….）
7. 本课程学友将实际体验「日英对照」
「日中对照法」「中日英三语比较」等学习法，并了解其中奥妙。
快速高分的原因：
汉字：
日文中夹杂大量汉字，日文汉字与中文汉字意义上之差异不到 3%，且这差异的 3%，也是有迹可循、足以理解的。
（试想，学英文，不用背英文单字，将节省多少时间？）
读音：
日文之汉字读音仅为「日式读音」或「中式读音」
。中式读音源自中文之故，非常容易学成，例如：干杯 kanbai/夫
妇 fufu/理论 riron/先生 sensei/失败 sippai，多是听过一次就能记得的。
文法：
日文文法是人为设计出来的半人工语言，文法至为规则，且多附带「词类」记号：例如：副词 ly、形容词 adj、动
词 v.、名词 n、过去式 ed、进行式 ing。因此只要你能猜得出来 eding 的意思，基本上就高度可以快速学成日文，高
考日文自然容易高分。（比较：本来只是不列颠群岛使用的英文，5 世纪起陆续受到北欧语、拉丁文、法语等的影
响，1500 年后的现在，英文的文法、字汇、读音处处有例外，相对半人工，规律的日文文法，学习英文很花时
间。利用规律的日文，拥有正确的文法观念后，再学英文或其他外语，都将变得非常容易。）
三语对照比较学习法的奥妙 单轮车 双轮车 三轮车
有效线索越多，事物就越容易被记忆或日后再被联想出来。
外语的学习也是一样。例如：单独学习日文的 「夫」 「丈夫」 「大丈夫」，容易觉得混淆。因为日文的「夫」意
思是「丈夫」，而日文的「丈夫」意思是「坚固耐用」，日文的「大丈夫」则是「没有问题」的意思。
但此三个字汇，以英文联想的话，就很容易学成，例如：
夫 husband
丈夫 strong
大丈夫 no problem
（记忆口诀：丈夫要强壮，
（家庭才）没有问题！
）
。此类情形很多，同样都是三轮车，比双轮车更容易学成。
高考日文难度仅为 JLPT 日本语检定之 N2，难度不高：
高考日文之难度，仅为日本语能力试验次高级之 N2 之困难度。又即使是最高难度之 N1，利用吴氏日文 Decoding
译码的方式，通常投入 750 小时左右也已经足以合格 N1。因此以合格 N1 之时数为目标，应试高考日文，自然绰绰
有余。80%（120 分）以上的得分或极近满分，都是可能的。
高考日文也有考作文：
国文科目本来就有考作文，高考日文不过是换成以日文书写。
吴氏日文学友日文文法能力精湛，又经过「量读训练」与「原文读解马拉松」，得分自然容易高高分。
高考前之一～两年前，就可知道自己的可能得分：
人生通常只有一次真正临场的高考，但却可以有六次左右的真正临场的 JLPT（日本语言能力试验）机会，因为 JLPT
每年举办两次。升高一暑假就开始学习吴氏日文的话，自高一起，至毕业为主，共可应试高一的 12 月与 7 月，高
二的 12 月与 7 月还有高三的 12 月，亦即共有 5 次传真性十足的应试 N2 与 N1 的机会。高一就先合格 N2，将可空
出很多时间，学习外语科目以外的四科目。且可其他四科目之日文参考书，总体实力将更坚强。如果是初中二年级
就开始学习，届时应该是极近满分！
如果你看出以上的各优点，建议尽量早日着手。
最佳着手时机为：

1.
2.
3.
4.

了解自己应该难以在高考英文考到 80%（120 分） 以上时
初中升高中（学习英文三年仍是一头雾水）
英文文学友略有心得，想发挥中日英 3 语言比较对照学习法的优势
开课学期:能密集时，每年固定期间：例如暑假前、寒假前。

关乎人生的大考，尚且是如此，关乎人生职涯的外文，其实也是如此。
吴氏日文可以协助快速学成！高实力地学成！
吴氏日文的部分实绩：
确实学会日文后，一路开启自己人生大道的学友们：
贺！蔡淳安学友荣获 日本 扶轮社 米山纪念奖学金！牛转乾坤 新春第一捷报！（23 岁‧吴氏日文第二代学友‧
「海外受验成绩优秀者」奖励生‧SCA） 吴氏日文学友务请详阅本分享！
★贺！SCA 学友（19 岁）亦荣获「日本文部科学省」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且是无须逐年申请、审核的海外优
秀组，给付期间延长对象（入学起到毕业为止，每月给付。）
★面试官们，听到文部省给我的奖励金「无须逐年申请，且可领到毕业为止」，都很惊讶！（20 岁‧近畿大学医
学部（大三起钻研 ips 干细胞创药）‧该届唯一面试合格留学生‧日本文部科学省「海外受验成绩优秀者」奖励
生‧SCA）吴氏日文年轻学友务请详阅本分享！
吴氏日文分享系列各项实绩， 30 年信誉保证：
「所有实绩属实，无论如何快速合格；所有心得出自当事学友，无论如何不可思议！」
赴大陸應試大陸高考之高中生請注意：
高考外文科目，可以選考日文！
是的，沒有看錯，雖然得分難易度天壤之差，但得分比重與英、法、德、西、俄語之得分都相同！每一分都是相等
的！
利用吳氏日文，選考日文，高考總分要增加 75 分以上，非常容易。大專聯考往往一分之差，就是兩個世界，75 分
之差距，絕對有助進入理想大學，建議詳閱本文。
利用吳氏日文，僅需選考英文的 1/10 的努力，即可高分
高考英文科目，要考到 80%（120 分）不容易，但利用吳氏日文 Android 平板方式線上教學，高考日文要考到 80%
（120 分），只要考前一年前，累積聽課如能達到 700 小時，就高度可能可以達成。
即使目前已經是高二，只要至高考應試之 12 個月以前，能累積聽課 700 小時，則高度可能可以考得 80%（120
分）。
選考日文的優點：
1. 容易高分。80%以上，亦即外文科目是 120 分的高分！
2. 學會日文，日後再學英文，英文變得容易，將如同眾多活躍國際商場的吳氏日文中日英 3 語學友一樣，人生將
是彩色的！將活躍國際舞台。
3. 具備精準讀解能力之故，高考其他科目可參考日文參考書，有助各科之學習。
4. 建立學習外語的信心。人有信心，凡事都容易成功。
5. 將日本變成自己的圖書館，妙用無窮，價值也無窮！
6. 日本文化以精緻見稱，各類圖書也是一樣。例如日文的德文參考書，是以日文解說德語，且與英語進行比
較。亦即德英日三語與羅列。吳氏日文學友，等於是以「日、德、英、中」，四種語言，四種線索在對照、比較、
研究同一件事物，綜效（Synergy）自然超過一般學習法。能善用日文資料的能力，進入大學後，更有助益！
Guten Morgen
Good Morning
お早う

早安（如果至此，還沒有看出奧妙，就…….）
7. 本課程學友將實際體驗「日英對照」
「日中對照法」「中日英三語比較」等學習法，並了解其中奧妙。
快速高分的原因：
漢字：
日文中夾雜大量漢字，日文漢字與中文漢字意義上之差異不到 3%，且這差異的 3%，也是有跡可循、足以理解的。
（試想，學英文，不用背英文單字，將節省多少時間？）
讀音：
日文之漢字讀音僅為「日式讀音」或「中式讀音」
。中式讀音源自中文之故，非常容易學成，例如：乾杯 kanbai/夫
婦 fufu/理論 riron/先生 sensei/失敗 sippai，多是聽過一次就能記得的。
文法：
日文文法是人為設計出來的半人工語言，文法至為規則，且多附帶「詞類」記號：例如：副詞 ly、形容詞 adj、動
詞 v.、名詞 n、過去式 ed、進行式 ing。因此只要你能猜得出來 eding 的意思，基本上就高度可以快速學成日文，高
考日文自然容易高分。（比較：本來只是不列顛群島使用的英文，5 世紀起陸續受到北歐語、拉丁文、法語等的影
響，1500 年後的現在，英文的文法、字彙、讀音處處有例外，相對半人工，規律的日文文法，學習英文很花時
間。利用規律的日文，擁有正確的文法觀念後，再學英文或其他外語，都將變得非常容易。）
三語對照比較學習法的奧妙 單輪車 雙輪車 三輪車
有效線索越多，事物就越容易被記憶或日後再被聯想出來。
外語的學習也是一樣。例如：單獨學習日文的 「夫」 「丈夫」 「大丈夫」，容易覺得混淆。因為日文的「夫」意
思是「丈夫」，而日文的「丈夫」意思是「堅固耐用」，日文的「大丈夫」則是「沒有問題」的意思。
但此三個字彙，以英文聯想的話，就很容易學成，例如：
夫 husband
丈夫 strong
大丈夫 no problem
（記憶口訣：丈夫要強壯，
（家庭才）沒有問題！）
。此類情形很多，同樣都是三輪車，比雙輪車更容易學成。
高考日文難度僅為 JLPT 日本語檢定之 N2，難度不高：
高考日文之難度，僅為日本語能力試驗次高級之 N2 之困難度。又即使是最高難度之 N1，利用吳氏日文 Decoding
解碼的方式，通常投入 750 小時左右也已經足以合格 N1。因此以合格 N1 之時數為目標，應試高考日文，自然綽綽
有餘。80%（120 分）以上的得分或極近滿分，都是可能的。
高考日文也有考作文：
國文科目本來就有考作文，高考日文不過是換成以日文書寫。
吳氏日文學友日文文法能力精湛，又經過「量讀訓練」與「原文讀解馬拉松」，得分自然容易高高分。
高考前之一～兩年前，就可知道自己的可能得分：
人生通常只有一次真正臨場的高考，但卻可以有六次左右的真正臨場的 JLPT（日本語言能力試驗）機會，因為 JLPT
每年舉辦兩次。升高一暑假就開始學習吳氏日文的話，自高一起，至畢業為主，共可應試高一的 12 月與 7 月，高
二的 12 月與 7 月還有高三的 12 月，亦即共有 5 次傳真性十足的應試 N2 與 N1 的機會。高一就先合格 N2，將可空
出很多時間，學習外語科目以外的四科目。且可其他四科目之日文參考書，總體實力將更堅強。如果是初中二年級
就開始學習，屆時應該是極近滿分！
如果你看出以上的各優點，建議儘量早日著手。
最佳著手時機為：
5. 了解自己應該難以在高考英文考到 80%（120 分） 以上時

6. 初中升高中（學習英文三年仍是一頭霧水）
7. 英文文學友略有心得，想發揮中日英 3 語言比較對照學習法的優勢
8. 開課學期:能密集時，每年固定期間：例如暑假前、寒假前。
關乎人生的大考，尚且是如此，關乎人生職涯的外文，其實也是如此。
吳氏日文可以協助快速學成！高實力地學成！
吳氏日文的部分實績：
確實學會日文後，一路開啟自己人生大道的學友們：
賀！蔡淳安學友榮獲 日本 扶輪社 米山紀念獎學金！牛轉乾坤 新春第一捷報！（23 歲‧吳氏日文第二代學友‧
「海外受驗成績優秀者」獎勵生‧SCA） 吳氏日文學友務請詳閱本分享！
★賀！SCA 學友（19 歲）亦榮獲「日本文部科學省」外國人留學生學習獎勵！且是無須逐年申請、審核的海外優
秀組，給付期間延長對象（入學起到畢業為止，每月給付。）
★面試官們，聽到文部省給我的獎勵金「無須逐年申請，且可領到畢業為止」，都很驚訝！（20 歲‧近畿大學醫
學部（大三起鑽研 ips 幹細胞創藥）‧該屆唯一面試合格留學生‧日本文部科學省「海外受驗成績優秀者」獎勵
生‧SCA）吳氏日文年輕學友務請詳閱本分享！
★賀！17 歲的陳 PH 學友 2014 年 11 月份日本留學試驗 日本語科，全球第一名！並 榮獲 日本文部科學省外國人
留學生學習獎勵 （畢業為止每月都有的獎學金！全球最高分，包含欲留學日本報考同一考試之碩博士考生！）
★「律師告訴我：今年他所接的案件中，發放在留許可處理期間最短，而且是最長的在留許可時間～五年！」（走
出校園後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就是直接在東京！）
（26 歲‧日本東京就業中‧赴日就業前已經 N1 級 137 分‧N1 考
生 Top 9%，全球考生 Top 0.6%‧ZCH 學友） ‧ZCH 學友）
吳氏日文分享系列各項實績， 30 年信譽保證：

「所有實績屬實，無論如何快速合格；所有心得出自當事學友，無論如何不可思議！」

吳氏日文 2022 年 N1 合格「相對保證」班 權利義務 約款
「保證合格，否則可以一直免費上課，直到合格為止」的保證約款，乍看好像是很好的保證方式，但如此的保證方式，其實等
同沒有保證。因為如果教學成效不高，雖然可以免費上課，直到合格為止，但其實只是在虛耗時間，持續無法學成之下，學習
者通常是自行知難而退。避免空泛之保證，吳氏日文採先合格 N2，先證明課程有效，也證明學習者有確實學習，再接受進階
N1 保證合格班。本班於 12 月/01 月～1 月/31，6 月/01～7 月/31 月接受報名，非上述期間，一律增收 2 萬元。詳細約款如
下：
限直接參加【N1 合格班】或【N1+一流商務會話快速直達班】之學友，於開始上課後之第一次日檢就合格 N2 後，再決定是否須
進階 N1 合格「相對保證班」即可（依照要領學習之學友，通常多能自然合格，無須進階保證班。）
以上兩班進階【N1 合格相對式保證班】補差額 6 萬元。
關於 N1 之合格難度：
從 0 開始，留學日本語言教育機構，合格 N2 通常約需 1.5 年，2 年~4 年合格 N1，都算快速，而 6 年~12 年，尚未能合格 N1，
亦非新聞。留學日本一年約需 250 萬台幣。吳氏日文 N1 班，僅上述費用，所需時數亦僅區區數%。
吳氏日文 N1 合格保證班，僅接受，決心一年內合格 N1，也願意相對投入聽課時數，先以合格 N2 確認決心合格 N1 之學習者。
關於吳氏日文的「N1 合格保證班」：
再好的教學方法，還是需要學習者確實的執行。避免過度之保證，反而造成學習者的鬆懈，吳氏日文提供的保證合格，採［相
對保證方式」。教學雙方各自保證各盡本分，全力以赴，確保合格。
吳氏日文 2022 年 N1 合格「相對式」保證班權利義務：
由於一般學習能力之吳氏日文學友，從 0 級開始，只要有依照「學習要領」，依約提出學習心得，確保及時提供協助，考前累
積「約定聽課時數」達 250 小時～350 小時，則 90%以上的學友，自動合格 N2。
（N2，以吳氏日文課程，可以短短 3~6 個月（視
聽課密度）就合格 N2。以理解的方式，非以死記的方式，要合格 N2 其實很簡單，尤其利用吳氏日文 N1 或 N1 一流班的課程的
話，合格 N2，僅需聽課，不太需要自行複習或預習（但合格 N1，則需要相當之熟練度，聽力訓練課程需要複習。）
保證班參加流程如下：
N2 難度不高之故，無須額外支付保證合格 N2 之費用。
欲進階吳氏日文 N1 保證班之學友，於參加一般 N1 課程後，至「最近一次日檢」N2 考前，依照建議之學習要領，每月約定聽課
時數達 60 小時以上，應試時累積約定聽課時數達 350 小時以上，展現合格決心，一次就合格 N2 之學友，一律自動具備申請進
階保證合格 N1 班之資格。一般 N1 班，合格 N2 後，進階 N1 合格保證班方式須另繳費用：6 萬元。
至約定 N2 考前，累積聽課時數未達 350 小時或約定聽課時數達 350 小時，卻未能合格 N2 時，恕不接受進階參加 N1 合格保證
班，亦無須繳交進階 N1 合格保證班之費用。
（聽課 350 小時仍未能合格 N2，通常難以符合保證班每次應試 N1，至少進步 2.5%
之要求。保證班之差額費用容易浪費，不接受進階 N1 合格保證班，建議將進階費用作為展期費，依照自己的學習步調合格
N1。）
保證班之約款如下：
●保證合格之第一階段：成為 N1 合格保證班學員後：
開始上課後之「最近一次日檢」N2 考後，至約半年後之「下一次日檢」為止，每月「約定聽課時數」為 60 小時，考前累積約
定聽課時數需達 300 小時以上。
達成以上約定，雖未能一次就合格 N1，但只要得分達滿分 180 分之 50%（90 分）以上，自動適用合格保證，可免費進入保証合
格之第二階段課程，繼續學習至約半年後之「下一次日檢」
。
未達約定時數或未達約定得分，保證約款自動失效。但仍可繼續學習至約半年後之下一次日檢，但本次應試後，可上課期間自
動截止。如欲如欲繼續上課，請分擔展期期間之網站分擔費，費用等如同原始約款或網站公告。
任何階段，合格 N1 時，保證班相關上課權利義務自動截止。
●N1 保證合格班第二階段（在前一階段有達 50%（90 分）以上者）
：
依照學習要領，本次應試 N1 前，累積約定聽時數只要每月有達 45 小時以上，考前累積達 250 小時，本次進步幅度有達到總分
180 之 2.5%（4.5 分）以上，即可自動繼續適用本第二階段之合格保證，直至 N1 合格。
本階段如約定聽課時數未達 250 小時以上，或進步幅度未達約定，則可上課期間與保證班權利義務，自動截止。

展期約款：
保證班約款停止後，雖仍未合格 N1，但了解課程確具成效，欲繼續學習，請依照一般展期辦法，分擔網站營運費，辦理展期即
可，展期費用等如同原始約款或網站公告。
●保證合格之第三階段（在前一階段有達 94.5 分以上）：
依照學習要領，每次應試 N1 前，累積約定聽時數只要每月有達 45 小時以上，考前累積達 250 小時，本次進步幅度有達到總分
180 之 2.5%（4.5 分）以上，即可自動繼續適用本第三階段之合格保證，直至 N1 合格。
本階段如約定聽課時數未達 250 小時以上，或進步幅度未達約定，則可上課期間與保證班權利義務，自動截止。
●保證合格之第四階段（在前一階段有達 99 分以上，距離合格所需分數，僅差 1 分！）：
本階段依照學習要領，每次應試 N1 前，累積約定聽時數只要每月有達 45 小時以上，考前累積達 250 小時，本次進步幅度有達
到總分之 2.5%（4.5 分）以上，即可自動繼續適用合格保證，直至 N1 合格。
本階段如約定聽課時數未達 250 小時以上，或進步幅度未達約定，則可上課期間與保證班權利義務，自動截止。
保證班合格或不合格之自動期滿
經過以上四個階段，共約兩年的保證合格期間，通常 N1 總分至少會達 105 分以上，已經超過合格基準之 100 分，保證約款之
權利與義務，自動截止，可上課期間亦自動失效。
選擇越級 N2，直接應試 N1：
參加後，發覺成效確實明顯，欲直接應試 N1，如首次應試就得分達 N1 之 50%(90 分)以上，亦可選擇是否進階 N1 合格保證班。
如首次應試未達 90 分，如欲進階保證班，第二次之 N1 得分，須達 94.5 分以上，如未達 94.5 分以上，保證班之權利義務，，
於應試第三次日期，自動截止，可上課期間亦自動截止。如欲繼續上課，請採展期方式。
日檢如因故取消：
如因疫情，導致無法應試約定當次之考試，尚未進階 N1 保證班者，自動無法進階保證班，亦無須繳進階保證班之差額。
已經繳費完成進階保證班者，從原始參加日起算，總可上課期間為 24 個月，但保證班約款自動失效。期滿，如欲繼續上課，
請以展期方式辦理。期滿前，已經合格 N1，比照合格 N1 約定，可上課期間亦自動截止。

保證班之用語定義:
「約定聽課時數」
：
吳氏日文課程列表標示之實際時數，不包含學友自行複習或預習之時數（自行複習或預習，成效不如直接聽課之故，本課程不
建議自行複習或預習。N2 合格之前的課程，無須自行複習或自行預習。自行複習或預習之時數，不如直接投入聽課，成效更
高。因此自行複習或預習時間，不計入約定聽課時數之計算時數。
「最近一次日檢」
：
指參加吳氏日文後，三個月～六個月內，舉辦之該次之日檢。
「下一次之日檢」
：
7 月份之下一次日檢係指當年 12 月份之日檢；7 月份之下一次日檢係翌年之 12 月份之日檢。
「學習心得之提出」：
每修畢一冊教材或每月一次（以先達為準）
，須提出一次學習心得分析表（如附件之「學習心得分析表」
）。
「學習要領」：
成為正式學友之後，系統所自動分享之如何高效率學成「文法、字彙、讀解」之學習要領-1/2，以及全日語聽力訓練課程之學
習要領 2/2。請學友致力依照，執行。
「定期提出心得」
：
確保航向與航速，學友依照建議學習要領，每修畢 30 小時進度或每月，須在學友留言板上，提出各該當時之「文法表格」與
「助詞」之學習心得百分比」與「該階段之吸收情形」。
「N1 一般班」進階「N1 合格保證班」費用：
6 萬元台幣，於合格 N2，確定進階「N1 合格保證班」時繳交即可。
學友自訂保證合格約款方式：
歡迎需要保證合格之準學友自行訂定希望之保證合格約款。雙方同意後，依約實行。
（擬定約款時，如包含能確認非故意不合
格之約款，更容易達成合格保證之同意。）
提醒：

需要保證班之學習者，如果是留日之需，建議先提出「我的學成目標，決心與讀書計畫確認函」，敝中心可協助研判學成所需
時數、達成目標之作法等。留學日本的大學的好壞，攸關畢業後之就業。務必慎選。入學後之轉學，對於就業助益有限。務必
一次就進入理想的大學。
【吳氏日文學友中日英 3 語人才】班：
授課對象：吳氏日文 N1 合格學友（+TOEIC 500 分以上）
，經「進階甄試」合格學友。
國中、高中及大學新鮮人學友，如決心成為中日英 3 語人才，務必早日預約進階甄試（能指導人數，有限）
。
「吳氏日文學友中日英 3 語人才」居家就可達成班！讓自己最慢在大專畢業前，就成為中日英 3 語人才！
「吳氏日文學友中日英 3 語人才」將打破常識！學友將實際體驗「中日英三語」真的比［中英雙語」更容易學成！
教材：吳氏日文指定之日英對照教材（包含：TOEIC 等暢銷英文參考書、日本年度第一名暢銷書（日英對照版）
。
另，隨時推薦，有助提升日英文實力相關書籍（推薦書籍：自由決定購買與否（上網訂購或團購方式，實費實收。
上課方式：分享系列書面指導，自修即可達成方式。實戰日英對照教材+日英高精準翻譯實戰+每月兩次分享系列書面
N1 合 格 學 友 班：5,999 元/月費→疫情期間特惠 X,999 元/月費（半年繳）
。
尚未 N1 合格學友班：5,999 元/月費→疫情期間特惠 X,999 元/月費（半年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