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於 COVID-19 的疫情穩定，本系決定本年度也如常舉辦甄別試。甄別試只會以面對面的形式進行，

即同學必須親身來到我們指定的考試地點應考。另外，報考的同學必須遵守以下幾點防疫措施方

能進場參加甄別試。 

 

1. 進入試場前，我們會為同學進行體溫量度，體溫必須低於 37.5 度方能進場應考。 

2. 入試場前同學必須以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 

3. 同學必須於考試全程配戴口罩。 

4. 同學與同學之間的座位必須保持 1.5 米的距離。 

 

※本系的日語甄別試，只供未曾於本系就讀任何日語科目的同學報考。(3340 甄別試

除外) 

2022-2023 第二學期甄別試之詳情安排 

  
 【JASP 1460 甄別試】 

   日期 : 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 : 9:30 am ～ (約 2.5 小時) 
   地點 : 稍後以電郵通知 
 
 【JASP 2460 甄別試】(包括口試) 

   日期 : 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 : 1:30 pm ～ (約 2.5 小時) 
   地點 : 稍後以電郵通知 
 
 【JASP 3XXX 甄別試】(包括口試) 

   日期 : 202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 : 1:30 pm ～ (約 2.5 小時) 
   地點 : 稍後以電郵通知 

 

       【JASP 3340 甄別試】 

   日期 : 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 
   時間 : 10:00 am ～ (約 3 小時) 
   地點 : 稍後以電郵通知 
 
 

 

**以上的考試時間會因應人數而稍作修改，届時會盡早通知受影響的考生。請見諒。 

 



報名詳情： 

截止申請日： 

JASP1460, 2460 及 3XXX 甄別試→2022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 

JASP3340 甄別試→2022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 

 

報名方法： 

請下載及填妥本系網頁上的報名表格，然後電郵去 annieyeung@cuhk.edu.hk。 

請於電郵的件名欄上寫明“申請報考第二學期日語甄別試 (課程編號)”。 

請留意，本系只接受 Word 檔案的電子報名表格。 

 

甄別試結果公佈詳情： 

JASP1460, 2460 及 3XXX 甄別試結果將於 202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二)或之前以電郵方式

通知各考生。 

JASP3340 甄別試結果將於 2023 年 1 月 4 日(星期三)或之前以電郵方式通知各考生。 

 

其他須知： 

1. 於大學的在學期間，同學只可以報考指定科目的甄別試一次。 
 

2. 於甄別試合格，並不代表同學已成功報讀某指定科目。合格的同學須：1）於報讀的課程仍

有空位的情況下，及 2）得到本系或該科目的老師的批准後，方可修讀該日語科目。 
 

3. 若果同學未能於指定日期出席甄別試，本系均不會作出任何補考的安排。 
 

4. 有關「新實用日本語」的課程範圍，請參考本頁下方。 

 

5. 希望修讀 JASP4XXX 日語科目的同學必須自行聯絡該科目的老師。(請注意，該科目的老師

或許會自行安排 JASP4XXX 的甄別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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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持有日本語能力試 N4/N3，或相等能力資格的同學  (須經本系認可) 可直接報讀任何

JASP3XXX的日語科目(JASP3340除外)。同學必須在 2022年 12月 16日前將 1. 中英文全名 2. 

學生証號碼 3. 主修名稱 4. 學年等資料，連同日本語能力試合格證明書的副本或電子版

本，發送電郵去 annieyeung@cuhk.edu.hk申請豁免甄別試。 

 

7. 持有日本語能力試 N5或相等日語能力資格 (須經本系認可) 的同學可直接報讀 JASP2450或

JASP2460。同學必須在 2022 年 12 月 16 日前將 1. 中英文全名 2. 學生証號碼 3. 主修名稱 4. 

學年等資料，連同日本語能力試的合格證明書的副本或電子版本，發送電郵去 

annieyeung@cuhk.edu.hk申請豁免甄別試。 

 

8. 希望修讀 JASP3340 的同學，必須於 JASP3340 的甄別試中取得合格，或提交日本語能力試

N3的合格證明書。持有日本語能力試N3合格通知書並有意報讀 JASP3340的同學必須在2022

年 12 月 20 日前將 1. 中英文全名 2. 學生証號碼 3. 主修名稱 4. 學年等資料，連同日本語

能力試的合格證明書的副本或電子版本，發送電郵去 annieyeung@cuhk.edu.hk申請豁免甄別

試。(舊制 3 級試合格者並無豁免) 

 

 

 

有關「新實用日本語」的課程範圍，請參考附頁。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 (9:00 – 13:00, 14:00 – 17:30) 致電助教 Annie Yeung (3943 4060)

或發送電郵至 annieyeung@cuhk.edu.hk。 

 
2022 年 11 月 
香港中文大學 日本研究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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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實用日語」課程範圍： 

   

  <第一學期> 

 JASP 1450 新實用日語 I 

       1. 日語發音、平假名和片假名 

       2. 日本研究學系出版之教科書 (『日本語 1』：第 1 課至第 11 課) 

 
 JASP 2450 新實用日語 III 

       日本研究學系出版之教科書 (『日本語 3』：第 25 課至第 36 課) 

 
  <第二學期> 
 JASP 1460 新實用日語 II 

       日本研究學系出版之教科書 (『日本語 2』：第 12 課至第 24 課) 

 

 JASP 2460 新實用日語 IV   
       日本研究學系出版之教科書 (『日本語 4』：第 37 課至第 48 課) 

 
 *上述教科書能於日本研究學系的辦公室借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