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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新 书

“新经典日本语”系列教材（第二版）
编写团队：
本套教材以大连外国语学院教师团队为核心，在国内外众位日语教育专家的大力协作下编写而成。
大连外国学院日语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1964年，为满足国家培养日语专门人才的紧急需求，大连外国
语学院前身——大连日语专科学校诞生，至今大外的日语教育已有半个多世纪。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日语
教学与研究，大连外院形成了成熟的教学理念和独特的教学特色，这套“新经典日本语”系列教材是大
连外院半个多世纪日语教学积累与沉淀的集中体现。
“新经典日本语”初版系列教材依据《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日语专业四八级考试
大纲》和《日语教育标准2010》（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并结合日语专业教学的最新发展设计编写而
成。2019年我们在认真研究并吸收《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送审稿）》内容的基础上，结合
《指南》对今后日语专业发展的要求，及时对该系列教材进行了第二版的修订。

重点 新 书
系列教材特点：
这套“新经典日本语”系列体系完善，分为基础（精读、听力和会话）、高级、写作、阅读以及翻
译几个板块。其中，在编写设计上要求做到教材纵向间的整体性统一，同时在基础阶段的精读、听力和
会话之间要做到横向配合。横向配合主要是精读教程通过提供内容丰富、时代感强的素材和多样的训练
形式，重点做好语言知识的输入工作，听力、会话与精读课程知识点相互衔接，既重复重点，也要拓展
相关词汇、表达方式等知识，训练学生的听力和口语能力。此外，这套教材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以学生为中心，激发自主学习动力和语言探究潜能。
2. 以输出为驱动，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3. 融文化于语言学习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思辨能力。
4. 立体化教学设计。

ISBN

物料描述

定价

978-7-5213-1075-7

基础教程（第一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1101-3

基础教程（第二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1074-0

基础教程（第三册）（第二版）

58.00

978-7-5135-9772-2

基础教程（第四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1293-5

基础教程第一册同步练习册：第二版

36.00

978-7-5213-1294-2

基础教程第二册同步练习册：第二版

36.00

978-7-5213-1299-7

基础教程第三册同步练习册：第二版

36.00

978-7-5135-6473-1

基础教程第四册同步练习册：第二版

36.00

978-7-5213-1077-1

听力教程（第一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1078-8

听力教程（第一册）（教师用书）（第二版）

48.00

978-7-5213-1076-4

听力教程（第二册）（第二版）

58.00

978-7-5135-9773-9

听力教程（第二册）（教师用书）（第二版）

48.00

978-7-5213-1099-3

听力教程（第三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1100-6

听力教程（第三册）（教师用书）（第二版）

48.00

978-7-5213-1297-3

听力教程（第四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1298-0

听力教程（第四册）（教师用书）（第二版）

48.00

978-7-5213-1073-3

会话教程（第一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1206-5

会话教程（第二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0958-4

会话教程（第三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1072-6

会话教程（第四册）（第二版）

58.00

978-7-5213-0944-7

写作教程（第一册）（第二版）

38.00

978-7-5213-1013-9

写作教程（第二册）（第二版）

38.00

978-7-5213-0556-2

古典语法教程

40.00

978-7-5213-0654-5

口译基础教程（1）（配MP3光盘1张）

40.00

978-7-5213-0655-2

口译基础教程（学习辅导用书）

29.00

重点 新 书
《大家的日语拓展读物：米勒的故事》
《大家的日语拓展读物：米勒的故事》主要围绕日语教材
《大家的日语》中出现的人物迈克·米勒在日本的工作生活进行
展开。故事内容生动有趣，贴近日本生活,适合日语初级水平的
学习者使用。且与《大家的日语》对话情节发展一致，单词、语
法也基本都为教材中出现内容。可作为学生辅助教材同步使用，
进行阅读练习的同时强化语言知识的掌握。

图书特色

 《大家的日语》系列丛书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自日本3A出版社引进出版的一套优质教
材，上市以来深受读者好评。《大家的日语》系列丛书教材体系完善、配套完备。《大家的日
语拓展读物：米勒的故事》为该系列拓展读物，适合初级水平学习者使用，能够使学习者进
一步了解日本文化并提高其阅读能力。

《大家的日语 初级1 教学指导用书（第二版）》
《大家的日语 初级2 教学指导用书（第二版）》
《大家的日语 初级1 教学指导用书（第二版）》
《大家的日语 初级2
教学指导用书（第二版）》适用对象为使用《大家的日语 初级1（第二
版）》和《大家的日语 初级2（第二版）》教学的老师，教师可使用本书
指导自己的课堂教学。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针对教材整体内容
的概述；第二部分为每课的教学方法指导。每课从学习目标导入，在学
习新单词后进入每条语法项目的教学指导，最后提示每课会话的教学方
法和每课教学时的其他要点。

教材特色

初级1 教学指导用书（第二版）》《大家的日语 初级2 教学指导用书（第二版）》
 《大家的日语
属于“大家的日语”系列，为使用《大家的日语 初级1（第二版）》和《大家的日语 初级2
（第二版）》教学的教师编写，本书都能为教师有效地教授日语起到参考作用。

《大家的日语 初级1 听力（第二版）》
《大家的日语 初级2 听力（第二版）》
《大家的日语 初级1 听力（第二版）》《大家的日语 初级2 听力
（第二版）》是《大家的日语 初级1（第二版）》《大家的 日语初级2
（第二版）》的配套听力教材。本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日语
五十音语音入门的讲解；第二部分是25课的听力练习问题。本书依
据《大家的日语 初级1（第二版）》《大家的日语 初级2（第二版）》
的内容编写，各课内容与《大家的日语 初级1（第二版）》《大家的日
语 初级2（第二版）》相配套。书中所出的问题与《大家的日语 初级
1（第二版）》中的各个学习项目对应，便于学习者按项目回答问题。
本书既可以用于在课堂上导入句型或用于课后确认，也可以用作结束
初级阶段学习后的复习教材。另外，还可以把对话内容运用于课堂发
言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课堂活动。

教材特色

初级1 听力（第二版）》和《大家的日语 初级2 听力（第二版）》为“大家的
 《大家的日语
日语（第二版）”系列教材中的两册。本教材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自日本3A出版社引进
出版。本书由日本专家编写，编者不仅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更具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支持。
教材内容偏于听力实战练习，可判断本书对学生掌握《大家的日语 初级1（第二版）》《大
家的日语 初级2（第二版）》的教学重点和提高日语初级听力水平有很大帮助。

重点 新 书

高职高专教材系列：致用日语
编写团队：
知名日语教育专家、高职院校教学骨干、企业一线业务精英三方联
手完成教材编写，校企（校际）合力打造教材浓厚的行业特色。

系列教材特点：
1. 整套教材横向衔接、纵向统一，共同构建高职应用日语专业教学
一体化解决方案。《致用日语》是一套为高职高专应用日语专业
学生量身定制的基础课系列教材，由《综合教程》、《听力教
程》、《会话教程》等分册组成，涵盖了应用日语专业基础教学
阶段中应当开设的主要课程。遵循“横向衔接，纵向统一”的原
则，《听力教程》、《会话教程》的进程均为《综合教程》的扩
展，有互补却无重复，共同构建商务日语专业教学一体化解决方
案，实现教学改革之终极目标。
2. 贯彻“教、学、做”一体化的职教理念，强调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
地位。
3. 坚持 “课证融通”的职教理念， 强调课程、教材、语言技能考核
的统一。
4. 以立体化形式呈现，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全面提升教学
效果。
书名

书号（ISBN)

定价

综合教程第一册

978-7-5135-7030-5

40.00

综合教程第一册教师用书

978-7-5135-7957-5

40.00

综合教程第二册

978-7-5135-7425-9

48.00

综合教程第三册

978-7-5135-8250-6

48.00

综合教程第四册

978-7-5135-7741-0

55.00

听力教程第一册

978-7-5135-7424-2

36.00

听力教程第二册

978-7-5135-7857-8

36.00

听力教程第三册

978-7-5135-9458-5

38.00

听力教程第四册

978-7-5213-0523-4

40.00

听力教程第四册教师用书

978-7-5213-0524-1

40.00

会话教程第一册

978-7-5135-8506-4

36.00

会话教程第二册

978-7-5135-7522-5

48.00

会话教程第三册

即将出版

工具书
新明解日汉词典
三省堂
	本词典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中型日语词典，在中国日语学界也是
脍炙人口。
	本书收词7.5万条，足以涵盖一般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日语词汇。
例句丰富，翻译精当，对于词汇的语源、语用提供详尽的
信息。
	所有词条均列出声调，适合非母语者使用。
	正文之外附汉字索引、外国地名一览、各类活用语活用表。

工具书

外研社-小学馆现代日汉例解词典
小学馆
从日本小学馆引进，收词6.7万余条，释义简明精当，例句
丰富、地道。
	本书收录数百个实用的表格，直观有效地将近义词用法以
及重点词汇的相关用法展现出来。
	附录部分对日语中的助词、助动词以及拟声拟态词等进行
了集中解说。

外研社 日汉双解学习词典（增补本）
旺文社
	本词典以《旺文社标准国语辞典》（新订本）为蓝本，插
入中文对译编译而成的日汉双解中型工具书。
	全书共收词约4.5万条，大小适中，可供不同层次的日语
学习者使用，能够满足日语学习者多方面的需求。
	设置“学习”“例句”栏目，帮助读者加深对词条的理解
并有效地掌握其使用方法。
7

现代日汉汉日词典
王萍 编著
	本书日汉部分共收录1.8万个词条，包括常用词汇、科技词
汇、社会科学词汇和外来语，也有一定数量的成语、谚语及
常用句型。
	汉日部分共收录1.8万个词条，以收一般词汇为主，兼收了部
分科技、社会科学词汇，也收进了一些常用成语、谚语。

工具书

日英汉图解词典
英国DK出版公司
	将日常生活中各种实物和场景按主题分类，以真实的图片形
式生动活泼展现，便于学习者直观、有趣地记忆单词。
	四色印刷，图片精美。
	便于随身携带、随时学习。

日语汉字读音速查词典
李鹤桐 来一民 等 编
拼音检索，总画数部首索引两种查询方式，便于
读者查询。
涵盖所有常用汉字、非常用汉字 的所有音读、训
读读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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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日新语词典
陈岩 等 编著
收录了体现经济领域以及与经济相关的其它
领域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概念的新词。可概
括为①经济活动的新内容：如知识产权、打
白条等；②旧语的复活：如经纪人；③流行
语：如走穴、下海。
收词量达5250条。

工具书

此外，还收录了部分常用的经济、法律用语。

日本语句型辞典
徐一平 陶振孝 等 译
收录各类句型3,000个，配有大量生动、自然
的例句。
在所有的日文汉字上，均标了读音假名。
根据需要在解说中出示了一些误用例句。
附有“50音序索引”、“末尾音逆序索引”、“意
义、功能项目索引”，便于读者查阅。

9

教材类—本科推荐教材·综合
“新经典日本语”系列
“新经典日本语”系列教材“第二版”以大连外国语大学教师团队为核心，在国内外众位日语教育
专家的大力协作下编写而成。读者对象为高校日语专业学生。

教材类

教材特色
 教材体系完善，全面覆盖基础到高级阶段的相关课程，衔接合理，内容体现时代特色。
 激发自主学习动力和语言探究潜能。
 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融文化于语言学习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立体化教学设计，提供全方位的教学支持。

教材结构
基础教程（1-4）
、基础教程同步练习册（1-4）
听力教程（1-4）
、听力教程教师用书（1-4）
会话教程（1-4）
、写作教程（1-2）
高级教程（1-2）
、高级教程精解与同步练习（1-2）
10

口译教程、口译教程学习辅导用书

2020 日 语 教 学 资 源

基础教程（1-4）【配有同步练习册（1-4）】
 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有效参与课堂活动，激发自主学习能力。
 语言知识输入和输出并举，以输出为驱动，训练学生在实际语境下的交际能力，提高综合应用能力。
 以跨文化交际理论为指导，融文化于语言学习中，培养跨文化思辨能力。

内文

教材类

听力教程（1-4）【配有教师用书（1-4）】
 配合话题选取大量生动图片，增强教材的可读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以“听”为主，控制生词和语法难度，提高听力训练的教学效果。
 教学目标分层合理，配合目标循序渐进增加练习难读，拓展学习能力。
 板块设计合理，形式丰富，除了传统的判断题和听选题外，还设置“听写”、“跟读”、“听译”等
环节，以听促学，培养语言综合能力。

内文

11

会话教程（1-4）
 横向衔接基础教材，以基础教材语言知识为基础，训练学生听说能力。
 以“问答法”为核心，专项练习学生的听说能力，强化学生基础会话能力。

内文

教材类
写作教程（1-2）
 设置“ウォ－ミングアップ”环节，先阅读材料后写作，启发学生思考，培养思辨能力。
 引导学生对相关内容进行调研，搜集资料，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设置“学生互评”环节，促进学生间相互激励，提高文章鉴赏能力。
 结合中国学习者表达误用案例，强化地道日语表达方式。

内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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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教程（1-2）【配有精解与同步练习册（1-2）】
 强化教师对课堂教学的设计，引导学生思考以及探讨话题，提高自主学习和参与意识。
 引入任务教学法的理念和方法，提供多样化的真实语境交际任务，强调语言输出练习。
 文章选材充分考虑跨文化交际的需要，融入日本文化，了解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思辨能力。

内文

教材类

配套资源
zz 纸质教材（学生用书 + 同步练习 + 单词手册 + 教师用书）
丰富的学习资料，课上学习，课下巩固。

zz MP3 光盘
专业人士录音，地道纯正、语言生动。

zz 教学课件（PPT）
全套教材教学课件，减轻备课压力。课件在手，备课无忧。

zz 电子教案
规划课堂设计，提升教学水平。

zz 微课视频
支撑翻转课堂，课下进行语法知识点输入，课上重点进行语言表达输出训练，提升课堂教
学效率。

zz 试题库
新经典教材配套题库，减轻组卷压力。

zz “随身学”APP
提供听力练习，口语训练等功能，实现“教材装口袋，资源随时学”。
【目前基础教程（1-4）
、高级教程（1-2）已经上线】
13

日语精读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宿久高 周异夫 编著

教材特色
、
“新出语”
、
“文法解说”
、
“练习”四部分。
 结构清晰：每课包括“本文”
 课文生动，由浅入深，在精读中体会日语文字魅力。
 语法全面，例句丰富，在记忆中逐步掌握日语基础语法。
 练习充实，形式多样，在使用中学会灵活运用日语语言。
 注重日本文学知识的学习和积累。
 每学年一册，共四册，供大一至大四使用。

教材结构
教材类

日语精读（1-4）

基础日语教程
朱春跃 彭广陆 编著

教材特色
 结构清晰：每课包括学习重点、课文、会话、单词、关联词语、数词、语音、语法解释、练习等部分。
 以教授语法体系为主，兼顾句型和语言交际功能。
 课文选材覆盖面广、语言生动活泼。

教材结构
基础日语教程（1-4）
基础日语教程 学习辅导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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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本科推荐教材·阅读
快速突破：日语阅读技巧15讲
石黑圭、熊田道子、筒井千绘、Olga Pokrovska、山田裕美子 著

本书是一本学习日语文章阅读技巧的教材。按照不同的阅读方法，分为4个单元，每个单元由3到4
课组成，共15课，排列顺序由简到难。每一课在开头部分对本课内容作了简单介绍，涉及到其它课的
阅读技巧时，在"本课要点"列有参照课的序号。阅读文的类型以记叙文和说明文为主，内容涉及学习和
社会生活等多方面，文章体裁多样，丰富有趣。

 每 一课提炼出一种具体的阅读技巧，并给出具体分析思路，由浅至

教材类

教材特色

深，由局部至整体，旨在全方面、多角度的提高学习者阅读能力。
 文 章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有趣，令学习者在提升能力的同时，亦能
体验一段愉快的阅读之旅。

日语阅读训练 — 通过流行语看日本
吉冈英幸 著

教材特色
 本 书以反映2001-2010年日本社会现象的流行语为题材，面向大
学日语专业学生编写而成。
 适合日语专业三四年级精读课或综合日语课使用，也可以用于自学。

日语中级阅读训练
目黑真实 著

教材特色
 内容丰富全面，涉及日本文化、生活、环境、社会等方方面面。
 文后有单词、语法讲解，以及与新能考及日本留学考试相关的练习题。
 附录还有N2- N3级别的必备词汇和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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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阅读教程
王锐 主编

教材特色
 课 文选材丰富、具有时代气息。既可以通过
本书扩大阅读量、词汇量，复习相关语法知
识，又可以人是日本社会，了解日本文化。
 课 后 练 习 充 实 ， 包 括 对 课 文 内 容 理 解 的 确
认、对词汇等语言知识的操练，也有大量中
日日中笔译的练习。
 本 套教材是高等院校日语专业阅读课（或泛读课）的教科书，共2册，可供日语专业学生
二、三年级共4个学期使用。
 本 系列单册教材共有18课，分上、下两部分。每课需4个学时，也可根据各校实际安排

教材类

教学。

教材结构
日语阅读教程1-2

新编日语泛读
王秀文 李庆祥 编著

教材特色
 所选文章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有利于扩大视野和知识面。
 框架清晰，每册包括课文、语言解释、问答练习等部分。
 练 习设计合理，练习分为以词语练习为主的“练习I”、以内容练习为主的“练习II”和对文
章主题思想和中心内容提问题的“练习III”、快速阅读“练习IV”等内容。

教材结构
新编日语泛读（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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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本科推荐教材·听说·会话
“放心听日语”系列
（日）博伊克曼·综子等（著）

“放心听日语”系列教材由日本黑潮出版社引进（原版教材为『日本語生中継』），真实地再现了日
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到的对话。该系列教材采用任务型教学法，不仅可作为听力教材、会话教
材，也可作为听说课教材来使用，一书三用，教授重点不同，使用方法不同，最终达到听力、理解、会
话能力的三重提高。学习者可以利用本书更好地学习日语常用语法在日常会话中的运用，并加强自己的
日语听力能力，以及了解日本社会的文化、常识。

教材类

系列特色
 本 书涉及的场景丰富多样，都是与生活
密切相关的话题，尽可能得将日本现状
与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规律如实反
映出来。
 各 课并非按照难易度排序，学习者可按
照自己的兴趣与需要从任意课开始学习。
 录 音内容紧扣教材各单元主题，听力材
料形式多样。

教材结构
放心听日语基础篇（上、下）
放心听日语基础篇学习辅导用书（上、下）
放心听日语提高篇
放心听日语提高篇学习辅导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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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视听说教程（上下册）（配DVD）
刘林利 主编

教材特色
 以日本的新闻为主导内容。
 内容涉及日本国内和国际两大方面。日本部分的内
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交通、文
化、体育、教育等16个方面的内容；国际部分的
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联合国、自然等
6个方面的内容。
 在每一篇课文中，均有视频新闻及其名词解释和问

教材类

题等。

日语口语教程
朱春跃（日）新井润 编著

教材特色
 内容贴近学生日常生活，激发口语学习兴趣！
 语法解释贴合使用场合，精准简洁易学易用！
 词汇涵盖范围广泛，教你学会各领域专业表达方式！
 版式设计活泼可爱，带你看漫画学口语！

18

2020 日 语 教 学 资 源

日语会话教程
《日语会话教程》是适用于大学本科日语专业的会话教材，涵盖初级和中高级阶段。本系列教材以
主题划分单元，结构明晰，突出会话场景的临场感。以日语思维为导向，承上启下，引导学习者自
主表达。以整体输入为根本，练习充实，建构自然输出的知识框架。以科学的语言学习理念指导教
学，编排精当，活用模块式教学法。

教材类

教材特色
 结构新颖，每课分为会话、单词、惯用表达、分主题练习、分角色扮演练习以及课后的趣味
小栏目几个部分，太突出了学习者在会话中的主导地位，帮助其建立自主表达的信心和能力。
 摒弃了外语学习中通过学习单词、语法然后组织会话的传统教学法。
 主 张在学习的最初阶段就整体输入会话片段，培养日语思维习惯，从而达到自然的整体输
出的表达效果。

教材结构
日语会话教程基础篇1-2
日语会话教程1-2
19

教材类—本科推荐教材·会话
“日语口语课堂”系列
今泽真之 著

教材类

教材特色
 内容轻松活泼又非常实用。
 有 著名的蛋蛋老师倾心创作的近700幅插图，还有日本NHK教育频道“唱歌的姐姐”——
松原美香小姐真情献声录音。

教材结构
日语口语课堂—入门篇
日语口语课堂—基础篇
日语口语课堂—提高篇
日语口语课堂—流利篇（1-2）
20

日语口语课堂—商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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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说日语”系列
目黑真实 著

教材类

教材特色
 会话素材鲜活、生动，根据会话主题设置场景。
 由浅入深，逐级强化，涵盖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
 基 础篇（上、下）由基本表达方式、学语法、范例会话、练会话、练听写、词汇表、练习
答案等等内容组成。
 商 务篇则收录了商务工作者在一天的商务活动中，与同事及客户之间进行的各种典型会话
内容。
 技巧篇包括“会话技巧”、“请求与转达”、“邀请与接待”三部分内容。

教材结构
日语会话基础篇（上、下）
日语会话技巧篇
日语会话商务篇
新日语会话商务篇
21

教材类—本科推荐教材·写作
《新经典日本语毕业论文写作案例教程》
王志松

教材特色

 《新经典日本语毕业论文写作案例教程》将教授学生如何写
毕业论文与教授学生们在写毕业论文时的实际操作步骤紧
密结合，分上下两编共10章。上编6章是“论文写作方法”
，

教材类

为课堂教学内容。每章讲解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的内容并提
供参考样板，每章后面所附“问题与任务”是学生们毕业论
文写作各个环节中应该完成的任务。即在学习论文写作方法
的同时就要同步操作这些方法按阶段完成毕业论文。下编4
章是“案例论文评析”，学生们可以自学。学生们可先阅读
下编的案例论文，对论文有一个总体印象，然后再学习上编
的写作过程会更容易理解。本教材另附《学习手册》也是为
了强化毕业论文写作的实践性，注重写作的实践过程。这些
实践不仅指每个学生各自去查找和整理资料、撰写论文的活
动，也包括与导师之间的交流、与同学之间的交流。

日语写作教程
耿铁珍（日）平川美穗 编著

教材特色
 内容新颖：本教程全面讲解日语基础写作知识，并收
录了手机邮件等时代感强的写作内容。
 注重实用：强调实用性文体写作能力的提高，涵盖了
基本的、常用的应用文种类。
 讲解生动：写作要领详尽，练习形式多样，便于教师
授课、学生自学。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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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日语写作教程
苑崇利 等 编著

教材特色
 本 书以书信和论文为主体，侧重培养学生的日语写
作能力，注重写作实践和写作指导，具体内容包括
求职信、商务信函、计算机用语等多领域的资料。
 写作步骤周密详尽，范文重点容易掌握。

教材类

 每课附有丰富的例句和练习题，通过练习加深记忆。

实用日语写作教程
王秀文 等 编著

教材特色
 系 统、全面地介绍了日语各类文章的特点和必要
的写作知识。
 较 多地采用了例句、例文作为教学的参考。课后
设练习题，全面提高学生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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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本科推荐教材·翻译
“中日同声传译”系列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主编

《中日同声传译教材系列》于2010年获批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教材以日语翻译专业
或日语专业翻译方向的本科学生、普通高校日语专业的“口译”“笔译”“同声传译”等课程的学习者、
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学生以及正在从事或有志于从事翻译事业的社会读者为授课对象，学习者需具备中
级以上日语水平，即日语新闻能听懂60％以上的内容、新日语能力测试N2级以上水平。

教材类

教材特色
 遵循口译训练的科学规律，包括背景知识储备训练、听译训练、技能技巧训练实务演习四大板块。
 结构设计实用合理，打破了以往口译教材大量堆积材料的做法，灵活运用翻译资料。
 注重培养学生的翻译思维和翻译意识 。

教材结构
笔译实用技巧训练（学生用书）（上）
背景知识储备训练（自然·文化篇—社会·经济篇）
背景知识储备训练（自然·文化篇—社会·经济篇）（学习辅导用书）
听译实践训练（上、下）
技能技巧训练（上、下）
技能技巧训练（上、下）（学习辅导用书）
实务演习（日译中—中译日）
实务演习（日译中—中译日）（学习辅导用书）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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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汉日日汉同声传译教程（第二版）

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

宋协毅 著

教材特色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加深理论梳理与同传实践相结合。
 不同领域、不同场合的同传材料丰富多彩。
 书后附各个领域的常用术语。
 附完全版音频光盘。

中日口译教程
教材类

刘丽华、（日）冢本庆一、（日）福永美佳 编著

教材特色
 初 级由七个展现不同生活侧面的单元构成，每个单元包括课文、重要语句、对照和对译、
口译技巧、口译心得、练习等几部分。
 中级分为接待篇、商务篇、访问篇、演讲篇四部分，附有练习答案和听力原文。
 高级分为简译篇、读译篇、视译篇、听译篇四个单元。本册与初、中级分册最大的不同在
于讲解少之又少，示范与练习多之又多，教材结构清晰、内容循序渐进，多角度、多层次
地传授最实用的中日职业口译技巧。

教材结构
中日口译教程（初级-中级-高级）
25

汉日口译基础
修德建 著

教材特色
 针对汉日口译的基础阶段，着眼于基础口译教学中语言的规范性，
以口译常见场景中的主要语言行为为主线。
 从 课堂教学的实效性要求出发，概括出能满足基本对译需要的相
对稳定的表达内容及相应的语言表现形式。
 强调口译实战，是一部实用的口译宝典。
 讲解最实用的汉日口译技巧。
 内容充实，结构明晰，由日本专家审订。

教材类

日汉翻译方法
陶振孝 编著

教材特色
 全书共分为107个板块，分类详细介绍了日语翻译中常见的一些问题。
 实例与练习相结合，边分析边加强练习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中日口译入门教程
杨承淑 编著

教材特色
 以 “核心词句”为核心，从句子到对话，段落到谈话，逐步加强其
语言运用能力。
，且与语言运用能力训练并行、并重。
 逐渐增添语言以外的“现实知识”
 以 八篇针对口译技法描述与举例说明的短文分析各项技法具体的演
练与应用方法。

教材结构
26

中日口译入门教程（中文解说本—日本解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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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高职高专推荐教材·综合
“致用日语”系列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致用日语”系列教材是一套为高职高专应用型日语专业学生量身定制的基础课系列教材，体系完
善，包括“综合教程”、“听力教程”、“会话教程”分册，涵盖了应用日语专业基础教学阶段应当开设的
主要课程。“听力教程”及“会话教程”均为“综合教程”的扩展延续，相互补充，共同构建应用型日
语专业教学一体化解决方案。

教材类

内文

教材特色
 贯彻“教、学、做”一体化的执教理念，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坚持“课证融通”的理念，强调课程、教材、语言技能考核的统一。
 立体化的呈现方式，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全面提升教学效果。

教材结构
《综合教程1-5》
《综合教程教师用书1-5》
《听力教程1-4》
《会话教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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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日语

教育部高职高专其他语言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教材

韩勇 徐军 编著

教材特色
 每课设定多项不同“任务”，将语言学习与高位技能学习相结合。
 内容实用，既注重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又注重商务知识的积累。
 设计合理，配有MP3光盘。可在外研社综合语种出版分社网站上
下载语法解释、练习答案、PPT等多媒体教学内容。
 语言原汁原味，课文由日本专家根据高职高专学生特点创作而成。

教材结构
教材类

综合教程（1-2）

新标准日语精读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主编

教材特色
 教材难易适中、语法体系完整。
 课文出自日籍专家的原创之笔，语言地道、生动自然。
 语 法项目参考了“国际日语能力考试”三级和二级考试大纲的内容。课后练习涵盖了每课
的重点学习内容，形式多样、针对性强。
 配套内容齐全，包括学生用书、教师用书、教学PPT等内容。

教材结构
学生用书（1-4）
教师用书（1-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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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日语（商务函电写作）
霍国宏 邵红 编著

教材特色
 本 书包括商务日语函电基础知识、外贸函件的写
作、电子邮件的写作
 涉及外贸流程中主要业务操作环节中的信函写作
 包含了企业对内、外的电子邮件写作

教材类

实用导游日语（日汉对照）
周小臣 主著

教材特色
 以 北京、上海、西安、桂林等国内知名旅游城市
为范例，分别从实景模拟会话和具体景点介绍两
个方面进行讲解，对导游综合业务知识及景点景
区进行了详实的介绍。
 以 导游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为背景设计情景对话，
为读者提供了规范性旅游接待会话范例。

29

教材类—专项教材·概况
新日本概况
（日）大森和夫，大森弘子 编著

教材特色
 全书内容详实丰富、结构紧凑合理，行文自然流畅。
 日本人写的日本概况，告诉你最真实的日本！

教材类

新编日本概况
刘丽芸 等 编著

教材特色
 采 用日汉对照的形式，并且根据每个章节的内容配上精美的
插图。
 本 书主要从日本的政体（天皇、国会、内阁等）、历史、地
理、文化、文学、教育、体育、经济、风俗习惯等诸方面概
括性地介绍了日本。

日本世情
佐佐木瑞枝 著

教材特色
 本书以精炼的语言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概括
 本 书可作为日语专业的日本概况课教材，也可以作为一般读
者了解日本社会的读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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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专项教材·文学
30天突破！
王禹 等 主编

教材特色
 选取日本概况中重要的知识点，以名词解释的方式分布
成30个单元。
 读者只要每天阅读或记忆一个单元，30天就可以轻松掌
 每部分学习内容都配以相应的考题，便于读者了解研究
生入学考试中日本概况的出题情况，并检验学习效果。

教材类

握日本概况的主要框架。

教材结构
简明日本概况核心考点
简明日本文学史核心考点

日本近现代文学选读
王志松 林涛 编著

教材特色
 选 材范围丰富广泛，涉及日本文学史上的绝大多数文学体
裁。有意识地选入推理小说和村上春树的小说等作品；此
外还选入被一般文学教材所忽视的近现代诗、俳句和短歌。
 附有文学作品全文录音，可以听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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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专项教材·古典文学·历史
日本古典文学入门
张龙妹 著

教材特色
 本 教材以古典文学为主线，各章贯穿着古典语法、古
代文化知识。
 这 是一本日本古典文学的入门教科书，也是一本解读

教材类

日本古代文化的读物。

新编日本史
刘建强 著

教材特色
 本 书讲述了从日本的起源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历
史。史料翔实，观点正确。
 为 了方便读者使用，对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以及难
读的词标注了读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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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专项教材·商务
“标准商务日语”系列

“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标准商务日语”系列教材是由大连外国语大学和日本吉冈教育集团专门为商务日语专业编写的教
材，包括《基础日语1-4》《日语会话1-2》《日语听力1-4》《商务礼仪（第二版）》，涵盖商务日语专
业基础学段的主要课程。“标准商务”系列教材在编写时充分考虑商务实际需求，从初级起步阶段就开
始兼顾商务日语和商务文化两方面知识的学习。为了使学习者更好地融入日本企业、与周围的日本人顺
场地交流，教材收入了公司内部、周边环境以及日常生活和商务场景的会话。

教材类

内文

教材特色
 国内体系最完善的一套商务日语专业教材，同时也是国内唯——套零起点、针对性强的商务日语教材。
 教材体系完善，涵盖精读、会话、读解、听解、礼仪等方面的内容。
 依 据 中 国 教 育 部 《 高 等 院 校 日 语 专 业 基 础 阶 段 教 学 大 纲 》 编 写 ， 是 标 准 商 务 日 语 考 试
（STBJ）指定教材。
33

日本商务礼仪教程
《日本商务礼仪教程》是日本公益社团法人、全国经理教育协会主办的“社会人常識マナー検定試
験”指定教材。

教材特色
 全 书分为三编，每编包括内容丰富、详尽实用的日本商务知
识，实用性强。
 全 书还包括4回单元测试和两回综合练习，单元测试和综合练
习的答案以小册子的形式附在主教材之后。
 书后附有“卷末资料”。

教材类

日式簿记基础教程
曲淑艳 编著

教材特色
 本 书以日本全经考试内容为重点，附加日商考试内容。每个课
时是90分钟，每章为一个课时，一共16课时，最后1章为考前
辅导的练习题，共两套。
 本书囊括了日商簿记的基础知识，学完本书可以考过日商簿记。

日本商务礼仪达人
椿武爱子 著

教材特色
 名师指导：奥运会礼仪导师椿武爱子倾力奉献。
 内容详尽：涵盖一般交际、商务礼仪、敬语使用、商务文书等详
细内容。
 本 书就一个步入社会的商务圈中人士所应具备的仪表、举止、
谈吐和商务生活中的交际、礼仪以及敬语使用、商务文书等语
言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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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日语
商务谈判日语
高级商务实战日语
米田隆介 著

教材特色

 《商务日语》适合初级阶段的
日语学习者，由8课组成，每
课由阶段一到阶段四四个部
分组成，主要包括分角色练习会话、问题答案、教学要点、惯用表达方式一览等内容。各阶
段分“社内”和“社外”进行练习。

 《商务谈判日语》适合中级水平的学习者，本书由两部分组成，即主教材和所附学习指南。
主教材以商务活动中经常出现的主要活动内容为主题。围绕主题分4个阶段展开讲解和练
司外部人员在语言举止及表达方式上的不同。

 《高级商务实战日语》各课均由"日语商务会话学习"和"思考企业文化"两部分组成。前者重点

教材类

习。每个阶段中还分为社内、社外两部分，在讲解和练习中充分体现出对公司内部同事和公

培养商务日语能力，后者则聚焦异文化方面的理解。
 学习指南包括因场景不同而使用的不同表达方式的总结、注意事项、练习答案、针对教师的教
学指导、商务日语活动中经常使用的关键语及每课书后针对日本公司商务礼仪介绍部分的译文。

教材结构
商务日语
商务谈判日语
高级商务实战日语

商务日语最前线
李晨 编著

教材特色
 本书分为商务会话篇、商务常识篇、商务实践篇和附录四个部分。
 会 话篇是以真实的商务情景为场面展开，前后关联性很强；常识
篇详细介绍了在日常商务活动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实践篇主要
是通过日常的经济新闻报道来培养学生的读解能力和获取信息的
能力；附录部分收录了商务用语以及最新的经济用语和省略语，
内容很丰富,相当于一本微型的商务日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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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专项教材·商务
新编国际贸易日语实务教程（第二版）
杨树曾 编著

教材特色
 本书包含丰富的对话实例、商务邮件实例，全日文讲解有助于学
习者用日语理解国际贸易实务。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由8个章节扩充到11个章节，正文全文加了注音，取消了生词和注
释模块，新增了模拟交涉和练习模块，以更符合课堂教学的需求。

教材类

 本 书是全国外经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统编教材，内容涵盖谈判、价格条件、运送条件、
保险、结算、索赔、往来文书、最新动向、电子商务与信用调查等。

新编经贸日语双语教程
钱韧 编著

教材特色
 是一本集知识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经贸教材。
 以国际贸易知识为中心，涵盖面广，知识量大。

日语国际贸易实务全攻略
张继文 编著

教材特色
 本 书由国际贸易概要、国际买卖合同、商品的质量数量、包装、
价格条件、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决算、纠纷的解决、通关检查、
WTO概要、贸易公文等构成。
 书 中有丰富的图表说明以及概念解释，是一本无论对于日语学
36

习者，还是对于经济贸易专业的学习者都有用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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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专项教材·跨文化交际
“新视野跨文化交际日语”系列
修刚等 主编

《新视野跨文化交际日语》作为日语教材，和跨文化交际相结合，具有地道性、延展性和亲和性的
特点。该系列教材以中日文化交流为题材课文及单元的选材，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能够帮助
学习者提高学习兴趣，丰富知识，增强思辨能力。课文中的会话，均选用日本人常用的基本表达方式，
通过学习地道的会话可以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各课内容安排均以“问题探究式”的模式展开，引导
学生去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学习。卷首设有“热身”专栏，帮助日语学习者顺利启动学习。单元末分
别设置了“语法”“汉字”“歌曲”“现代日本文化概况”“模拟试题”“人物”等特色专栏。

教材类

系列特色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通过“自然对话”，培养实际的交流能力和应用能力。
 注重系列课题探究性学习，提高认知能力、学习兴趣和自我学习能力和思辨能力。
 应对新日本语能力考试，提高双语应用能力。

系列构成
新视野跨文化交际日语 第一册

37

教材类—二外·公外教材

“你好！日语”系列
《你好！日语》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从日本ALC出
版社引进的一套日语学习教材，包括《你好！日语1》和
《你好！日语2》。本书难度适合日语初级学习者，从主题
入手，利用贴近青少年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的主题，循序渐
进地提高使用者的日语能力。本书光盘内的MP3文件为日
语听力内容，PDF文件为听力原文、答案、对话参考范例。

教材类
内文

教材特色
 本系列教材源自于实际教学，完善于实际教学，完全符合学习者和一线教师需求。
 本系列教材关注语言运用能力，兼顾语言知识系统性习得。精心设置真实场景，逐步提高学
习者的日语交际能力。
 通过学习本系列丛书，培养学习者的段落篇章分析能力，从初级阶段开始培养“由单句到多
句再到段落”以及说话时的语篇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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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大学日语
郑玉和 水谷信子 编著

教材特色
 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做到既有利于教师的个性发
挥，也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并提高日语的实
际运用能力。
 全套教材统一策划、循序渐进、总量适当、难易适度，所选文章时代
气息浓郁、可读性强，为学习者提供了原汁原味、地道优美的日语。
 突出词汇和句型等的运用技能的培养和训练。
 整体设计、课文编选、语法解说和练习由中方编委完成，日方专
家负责编写了配套的会话和听解部分。

教材类

教材结构
新世纪大学日语（1-4）

新阶梯日本语入门教程
王霞 等 编著

教材特色
 是日语零起点教材，主要供大学第二外语教学及日语爱好者入
门学习使用。
 细致、循序渐进、重视操练的发音教学设计，使得学习者轻松而扎
实地打下日语语音基础，为今后的日语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重视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培养，因而以会话的教学和练习为中
心，加强听力练习，辅以读解和翻译训练。
 每个单元及时总结梳理、考查，夯实学习成果。
 教材中使用大量图片，帮助学习者轻松学习、形象记忆。

教材结构
新阶梯日本语入门教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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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日本语”系列
清华大学外语系 编著

教材类

教材特色
 依据《大学日语（第二外语）教学大纲》的各项要求编写而成。
 语法体系完善，解说重点突出、简明扼要。
 根 据不同院校二外课时安排，分为《新世纪文化日本语教程》（60学时）、《新世纪日本语教
程》（标音版）初级（120学时）、《新世纪日本语教程》中级（120学时）。分别对应新日语
能力考试N4、N3和N2三个级别。
 本文以及会话的行文自然地道，其中《初级标音版》特邀日本语音、演讲专家笈川老师为全
部本文和会话标注声调。
 为了方便英语学习者记忆学习，特别为新单词加注了英语对译词。
 配有方便实用的教师用书和教学课件。

教材结构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初级）（标音版）（配MP3）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配MP3）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自学指南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初级）（参考书）（附教程DVD-ROM）
乐教乐学（教学课件）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中级）（配MP3）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中级）（参考书）（配MP3）
新世纪文化日本语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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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培训·自学教材
“大家的日语”系列
《大家的日语》系列丛书是日本3A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优质教材，自面世以来，凭借其“易教易学”
的独特教材设计，以及先进的教学理念，迅速风靡全球。这套教材立足语言学习中的听说训练，注重实
践，通过完整的教材体系帮助学生全面掌握听、说、读、写能力，使学生能够高效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内文

教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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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类

教材特色
 课程结构清晰，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一目了然
 配有插图，帮助理解句型和会话，实现快乐学习
 依托基础句型和词汇开展会话练习，培养语言运用能力
 模拟真实场景，再现日语跨文化交际实例
 所有汉字均标注假名，让学习更加轻松
 大量生动幽默的漫画展现日本社会、文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辅导用书、标准习题集以及听力配套齐全，帮助学生自主学习

教材结构
初级（第二版）：《初级（1-2）》、《学习辅导用书初级（1-2）》《标准习题集初级（1-2）》《句型
练习初级（1-2）》《阅读初级（1-2）》《写作初级》
中级：《中级（1-2）》《学习辅导用书中级（1-2）》《标准习题集中级（1-2）》《词汇练习册中级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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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日本”系列
走遍日本系列教程涵盖日语初级和中级阶段的精读课程，适合日语二外、高职高专、日语培训
使用。

教材特色
 “走遍日本”系列是按照新日语能力考试的水平和基准编写而成。
 本 系列教材不仅注重语言知识、语法、词汇的学习，还通过多样化的练习，培养学生听、
说、读、写、译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
 教材以几个主要人物在日本留学的经历为主线，以生活和学习场景为主要背景来学习语言知
识。让学习者用掌握的日语知识去解决生活中常见的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
运用能力。
 教 材配有《学习辅导用书》，内容包括课文翻译、强化训练、练习参考答案及听力原文，对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教材类

教材结构
走遍日本综合教程1-6
走遍日本学习辅导用书（1-4）
（走遍日本5/6学习辅导用书为电子文件，参见书中下载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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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语基础教程”系列
（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 编著

教材特色

 “新日语基础教程”系列是“大家的日语”系列的姊妹篇，这套教材很好地解决了“听、说、
读、写”四个基本环节的相互衔接问题。
 体系完整，零起点到中级水平。
 配套整齐，每册书都配有教师用书和学习辅导用书、标准习题集。

教材类

教材结构
新日语基础教程语音入门（配光盘）
新日语基础教程（1）
（学生）
新日语基础教程（1-2）
（MP3版）
新日语基础教程（1-2）
（学习辅导）（09新）
新日语中级教程（标准习题集）（09新）
新日语中级教程（学习辅导）（13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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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师自通日本语
赵平 主编

教材类

教材特色
 课文均为原创，形式多样，语言地道，幽默。
 所选词汇立足于“实用”二字。
 课 文和练习在难度和内容上层次分明，错落有致，旨在全方位对应大学本科（本一、本二、
本三）、高职高专、出国劳务以及自学者的要求。
 书中设有“日语加油站”栏目，突破传统日语教科书的形式，以谈天说地的轻松方式，生动
形象地介绍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日语学习诀窍和日语、日本文化方面的趣味小知识。
 教材配套录音由二十多名日本专业演员参与，每一段录音均根据原文场景和角色进行了形象
生动的演绎。

教材结构
无师自通日本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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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类—语音
日语50音图卡片
外研社日语工作室 编著

本书特色
 卡 片样式，使用方便，以娱乐的形式
学习日语假名。
 形 式活泼、色彩丰富，学习形式活泼

教辅类

多变，配有录音光盘。

我的第一本日语50音(MP3版)
（日）吉松由美 山田玲奈 著

本书特色
 通过插画学发音，图像记忆超容易！
 发音口形透视图，真人示范超好学！
 嘴上体操绕口令，练习发音超有趣！
 单词例句全列举，内容扎实超丰富！
 相似假名大比较，清楚辨认超简单！
 朗读MP3+书本，边听边学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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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日语50音 黄金学习计划
孙子涵 著

本书特色
 用 图形的方式介绍了每个假名的字源、罗马字读音、常用单词、
易混淆假名、手写注意点。
 书里还介绍了日文输入法以及常用的日语短句、学日语的网站等。
 不 同于其他学习日语50音的图书，通过图形来讲解50音，让学假
名变得简单又有趣。

跟日本人学50音
教辅类

（日）小野美咲 著

本书特色
 直观的“图像记忆法”，让你熟练背记五十音图。
 有趣的“环境模拟法”，让你轻松展开简单会话。
 独特的“段式背诵法”，让你顺利学习动词活用。
 详细的“图解说明”，让你迅速掌握日文输入法。
 精选的日文学习网站，让你免费得到更多信息。

日语语音体操（CD版）
（日）盐原慎次郎 著

本书特色
 特 邀日语语音教育家、原NHK播音员盐原慎次朗先生为日语
专业学习人员编写而成。
 详尽介绍了日语元音、辅音、声调等的发音标准。
 在 例题中收录了大量日本古今绕口令，读者可大声进行朗读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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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类—词汇
日本人天天用的生活单词（MP3版）
邱以白 编著

本书特色
 收集了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3000个单词，并
配以相关例句和读音，帮助读者有效地记忆单词和活用
单词。

教辅类

 群 组记忆

用一个音快速联想其他单词，让您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实 用例句

用学过的单词轻松造句，附带语法解说和使用

注意，让您出口成章！
 唱 歌记单词

18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轻松融入单词记

忆，唱歌也可以记单词！

你肯定会用到的日语单词万用手册（Mp3版）
雅典日研所 编著

本书特色
 精 选与日本人聊天时最常见的17个主题，以分类的
方式，为读者提供各类单词。
 用 最简便的查询界面，最便利的携带方式，轻松找
出需要的单词，配合例句立即使用，用日语沟通更
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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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语助词解析
李奇术 著

本书特色
 由 有多年教学和科研经验的一线日语教师编写，针对
日语学习和教学中的难点—助词，进行了全面而精细
的梳理。
的成果，同时也关注教学现场的实践。

教辅类

 书 中详略得当，引用大量例句；既有丰富的理论研究

一看就会，这本日语单词超好学
菜菜子 著

本书特色
 仿真场景、精美彩插、语音光盘，以完全图解的形式展
示活泼多样的主题。
 8 5个场景囊括日常生活2500个必备词汇，助你高效轻
松记忆常用日语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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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数量词大全
吴丽 刘世琴 姚慧敏 编著

本书特色
 本书共收录量词260条，每个词条包含读法、意义、译法、中日
量词对比、使用范例。
 大部分词条还补充了“与数量词相关惯用语”和“小知识”，帮
助学习者从日本文化、社会习俗、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等多角度、
多元化地去理解语言现象。

教辅类

 选词全面，讲解简明，例句短小，知识丰富。

日语面面观
黄力游 林翠芳 编著

本书特色
 本 书包括日语的特点和学习方法、日语词汇、日语语法典型疑
难问题解析、日语的表达、日汉对比专题研究五部分。
 内 容涉及日语概述、同形异义词、和制外来语、拟声拟态词、
KY式流行词、时态、省略表达、敬语、称谓、姓名、詈语等方
方面面的知识。
 融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为一体。浅而不浮，深而不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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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类—语法
新经典日本语古典语法教程
李延坤 编著

教材特色
 本书涉及了词法、句法及社会语言学范畴的敬语等内容，涵盖了日语古
典语法的左右基本问题。
 例句精炼简洁，解说简明易懂，便于学习者理解掌握。
 本书把基础知识的学习放到首位，注重以练习的方式巩固所学知识，并以名作鉴赏的方式引
导学习者学以致用。

崔香兰 等 编著

教辅类

日本古典文法

本书特色
 合理编写，适应教学需求。涵盖面广，连贯性强。练习丰富，知识点讲
解由浅入深。例句实用，附有现代语译文。
 结合日语专业八级考试，对古典文法方面的历年真题进行详细讲解。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结合日语专业八级考试，对历年古典文法方面的真题进行详细的讲解。可
供日语专业本科及考研的学生备考及日语爱好者学习使用。

新日本语学基础译丛
本书特色
 从日本知名出版社引进并由国内著名语法学专家翻译。
 理 论根基厚、知识新，应用方便，实用性强，反映了日语语法研究
与教学相结合的最新水平。
 既 可以直接用于各种层次的日语教学和自学，也可以与以往的基础
语法书配合使用。

教材结构
初级日语语法精解
中高级日语语法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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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语语法
王子愉 编著

本书特色
 系统、全面、综合地概括、解说现代日语中各个语法点。
 对外国人学习日语的难点、重点进行特别分析、解说。
 例句充分、贴切，讲解透彻、明了。
 采用假名标注、图表分析等方式，方便读者学习。

现代日语语法明解
教辅类

（日）黑羽荣司 著

本书特色
 全新阐释日语语法体系，自成一家
 完善旧有法律体系，拓展新内容

日语近义表达方式辨析
（日）森田良行 著

本书特色
 对 日语中常见的近似的表达方式，通过大量的例子进行了详
尽的分析，搞清了他们之间的异同，因此它对于从事日语教
学，日本文学翻译的人以及日语学习者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不 仅可以作为日语学习的工具书，也可以成为日语学习中的
参考教材。
 对 常用的表达方式进行深入浅出的对比和分析，条理清晰，
讲解详细，例句实用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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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表达方式学习词典
（日）目黑真实

本书特色
 本 词典共收录句型488组，每组有若干近
义句型。以会话形式引导出句型，便于掌
握句型的应用语境及使用条件。
 每 一句型配有5个例句，充分表现出每一
句型的内在含义。
 详尽的中文解析有助于对近义句型的辨析
和全面的理解。

教辅类

 针对每组句型提供选择、填空练习题。

日语词汇学教程
朱京伟 著

本书特色
 突出日语词汇的文化特征
 利用图表作直观性的描述
 注重对词汇进行定量分析
 兼顾词汇发展的历史线索
 有资料出处便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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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类—会话
沟通零障碍！临时救急日语会话1200句
张裕塍 编著

本书特色
 马 上用关键句：精选使用频率高，临场感强的实
用短句，并贴心地附上假名读音及中文译文，立
即活学活用

教辅类

 超 好用句型：每一场景均搭配各类基础表达句
型，简单套用替换单词，学习轻松又有效！
 MP3随身带：等车、坐车、运动、逛街……随时，
随处可听，善用零碎时间，就能学好日语！
 情 境式学习：涵盖生活各场景中常碰到的生活情
境，遇到情况即查即用，翻翻书就能开口说。
 实 用单词库：针对该场景列出相关的单词，以联
想式记忆，延伸学习，扩大单词量。

和日本人工作就缺这一句
（日）上杉哲 著

本书特色
 是 专门为在日企工作的上班族编写的，按照场景
介绍了在日企工作时常用的会话，不但每句都配
有中文翻译，而且标注了罗马字发音，就算日语
水平不高也能读下来。
 书 中还补充了大量的“可替换词语”，只要将句子
中特定的单词或短语替换一下，就能成为一个全
新的句子。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学习时间，也能帮
读者熟悉句子结构，还能认识更多相关单词，达
到高效率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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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日语进阶话典（MP3版）
（日）田中实加

本书特色
 专为工作中需要接待日本人的服务业设计。
 餐 饮、零售、饭店、导游、出租车、航空服务业从打招
呼、接待客人到危机处理，不同场合完全应对！

商务日语会话
教辅类

（日）岩泽绿 寺田则子 著

本书特色
 设置了典型的商务场景，以“听”、“说”为中心进行练习。
 列举了很多中国人说日语时常犯的错误，并进行了详尽的解释。

一看就会，超给力的日语会话书（配MP3光盘）
（日）今泽真之 著

本书特色

 《一看就会，超给力的日语会话书》让你真正开口说日语！
 句型脱口说——教你说出一直想说的那句话
 此情此景——置身其中才知道该怎么说
 场景1、场景2——不同的场景下，相同的语意、不同的表达方式
 经典词句——不懂的地方一看就会
 交际达人——光会说还不够，运用自如才是交际达人
 文化一点通——来点儿小知识丰富视野，让你的交流空间更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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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旅游日语进阶话典
李振东（日）菅阳子 编著

本书特色
 以 主人公的在日旅行为主线，以整个游览过程的时间先后顺序为
副线，内容包括游览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景点、交通、住宿、餐饮
等常用语表达，以及规范的社会礼仪。
 使读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地道的旅游日语表达。

实战商务日语进阶话典
教辅类

李振东（日）松泽幸太郎 菅阳子 编著

本书特色
 以 商务活动中最常用到的日语口语为主体，分为“商务初级会
话”“商务中级会话”“商务高级会话”3大篇章。
 书中以实用对话为主，常识、词汇为辅，逐步攻克日语学习难关。
 内容涵盖求职应聘、接打电话、拜访会面、谈判交易、内部文化、
承办会议等方方面面，并有详细的相关知识点说明，助您迅速熟
悉日企文化、顺利沟通商务交流。

全能生活日语进阶话典
李振东（日）汤泉理莉 编著

本书特色
 以 生活中最常用的日语口语为主体，精心编排，使学习者在学习
过程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地道的生活日语表达方式。
 每 个主题都分为初、中、高三个等级，以三段对话逐步攻克日语
学习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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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实用的商务日语E-mail
雅典日研所 编著

本书特色
 规范：本书介绍了包括开头、正文、结尾等的商务日语
E-mail的基本写作形式。
 全 面、实用：书中给出了如“通知、介绍类E-mail例
文”
、
“致谢类E-mail例文”
、
“请求类E-mail例文”
、
“致
歉类E-mail例文”
、
“邀请类E-mail例文”
、
“抗议类E-mail
例文”
、
“祝贺类E-mail例文”等各类商务日语E-mail的
例文集。

教辅类

办公室日语
高见泽孟 著

本书特色
 本教材的目的，就是要让外国的商业人员熟悉“规则”，
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和谈话对象的不同进行相应的
商务会话。为此，在教材中设计出商业人员可能遇到的
各种情况以及相关对话，并且重视“听解练习”和结合
学员自身情况的“应用练习”
。
 在每一课的开始都有用于听解练习的会话范例。随后进
行“会话练习”，通过会话的形式练习会话范例中的句
子和表达方式。之后进一步进行有助于实际会话的应用
练习，以便能运用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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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30分钟，你就是日语口语达人
李芳 陈化仙 胡小春 编著

本书特色
 选编了当下都市年轻人最为关注的8个主题，涉及53个热门话题。
 每 个话题都设计为30分钟的学习时长，部分话题可谓用语地道、
与时俱进，人性化与可操作性并重，使学习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
地道的日语思维方式和口语表达。

每天30分钟，你就是日语听力达人
教辅类

胡小春 李晓霞 王健 编著

本书特色
 以“听说为先、听力先行“为理念，使读者迅速掌握日常生活、学
习、工作中常用的表达方式，达到更加流畅、地道地用日语与他人
进行交流的目的。
 本书包含15个大方面、57个真实情景下的228篇对话和文章，内容
覆盖了衣食住行、校园生活、职场生活、社交礼仪等方面。

新日语敬语脱口说
（日）金子广幸（著）

本书特色
 本书共分为三章，分别从敬语入门常识、不同场景敬语练习、敬语
使用注意事项三个方面讲解日语敬语的使用方法。
 学习者可以通过学习自然而然地了解敬语的语言环境、体会日本人
的心理，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本书还设置丰富的听力和分角色练习，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有针
对性地提高敬语相关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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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类—阅读
天声人语集萃2（配MP3）
黄力游 林翠芳 编著

本书特色
 选 取了2006年之后的28篇日语美文，文章内
容更新、时效性更强，是一本不可错过的日语
读物。
脍炙人口。这样的文章多读对于日语提高很有
帮助。注解详细，对于云里雾里的东西说明的

教辅类

 本 书文章选择有深度，言简意赅、趣味盎然、

很清晰。

天声人语集萃3
黄力游 林翠芳（编）
《天声人语集萃3》是日本《朝日新闻》具有百年历史
的品牌栏目《天声人语》的辑录文集，所载文章涉及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精彩纷呈，深受读
者青睐。

本书特色
 所选文章题材丰富，言简意赅、趣味盎然。
 设 置学习部分，将原文分段注音、翻译、注解以及解释生词，最后还设置了拓展栏目"日语
难读词之角"，便于学习者学习使用。
 本书日语原文优美地道，配有MP3录音，同时译文流畅自然，非常适合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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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类—文学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李均洋（日）佐藤利行 主编

本书特色
 本 书集合了中日两国在跨文化研究领域中从事文学研究的
权威学者，以多元文化的“复眼”大视野观察日本文学。
 立足于原典文本解析和基础理论的演绎，在一个相当的层面上为把握和理解中日两国文化的

教辅类

内在构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考和积极的指引

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王志松 （日）岛村辉 主编

本书特色
 本书的可贵之处首先体现在对先行研究的充分尊重和严肃质疑上。
 多国学者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复眼观察和重新构筑，提供了文学史写作的新范式。

日本和歌物语集
张龙妹 邱春泉 廖荣发 编

本书特色
 本书是一本了解日本古典文学的必备书
 本书收录了日本和歌代表作《伊势物语》《大和物语》《平中
物语》的翻译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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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学史
张如意

编著

本书是为大学日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编写的文学
概论。全书按上代、中古、中世、近世分成章
节，帮助学习者掌握日本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各
个阶段的代表作家、作品和文学风格。

本书特色

 脉络清晰，排版精美，便于阅读

教辅类

 适合文学史课程及各类备考
 全日文编写，较难汉字标注假名
 书后配有16套文学史模拟题

小仓百人一首—日本古典和歌赏析

本书特色
 本 书按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将每首原歌翻
译成五言诗。除此之外，为了保留日本和歌
的原貌，最后还有现代风格的五句形式的
译诗。
 本 书集作者26年之呕心沥血，力求优美而
忠实地将日本古典和歌的风貌传达给我国
读者。
 作者以汉诗韵译《小仓百人一首》,加注有日
本古典文法和词汇的注释，便于读者充分理
解原歌和学习古典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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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类—学术
高等日语教育
潘钧 主编

教辅类
内文

本书特色
 本书为日语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学术辑刊，每年两期，每期选取日语学术前沿研究的优质稿件
十余篇，分为日语教学研究、日语语言学研究、汉日对比研究、日语语言学前沿等几部分，
包括日语教学法、二语习得、国内外日语语言学的最新研究动态及介绍西方语言学的理论方
法在日语研究中的最新应用等内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62

2020 日 语 教 学 资 源

交际型日语教学语法研究
野田尚史 著 张麟声 译

本书特色
 视角独特，主张新颖，不仅对日语教学、汉语教学，甚至对英语
以及其他语种教学的语法研究也都可供借鉴。

日本企业文化读解
教辅类

本书特色
 本书从日本企业文化与日本人的心理、日本企业的发展等几个方
面，全面、深入剖析日本企业文化。
 供想要了解日本企业的中国读者及想要去日企工作的中国大学生使用。

《论语》的公理化诠释：中日对照
甘筱青 等（著）
《论语》记录中国古代思想家与哲学家孔子及其门生言行的一部著作，对
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十分深远。

本书特色
 本 书用公理化的方法诠释《论语》，在遵循原意的基础上作出基本假设、定义、公理并进行
命题推理，突出了《论语》思想的逻辑体系，有助于人们准确地把握孔子思想。
 引入公理化方法来对我国传统文化有关方面进行系统梳理、诠释与深入理解、领悟，弥补了
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研究方法的缺陷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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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日词汇交流研究
李运博（著）

本书特色
 本书对汉字词汇的起源和发展进行科学探讨，更试图从史学研究的角度
来探讨中日两国词汇交流及其相关的诸多问题，在更加真实、全面地反
映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全貌的同时，初步摸清了其发生、发展的历史
脉络。本选题成果着重以近代汉字词汇的交流为对象，从宏观的角度对在中日两国词汇交流过
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对中日两国社会发展及国家关系形成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整体性考察。

日语汉字词汇的听觉认知研究
教辅类

费晓东（著）

本书特色
 本 书聚焦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日语汉字词汇的听觉加工机制。首先，对
印欧语系的词汇认知研究做全面梳理，对词汇认知研究的历史以及当
前的研究方向进行总结。其次，对中日汉字相关的文献就行梳理，总
结研究成果提出问题。最后，针对现存的问题点，采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对中国日语学习者
的日语汉字词汇听觉加工机制做全面探讨，提出词汇加工模型。全面探讨中日汉字之间的相
互影响方式，为今后的中日汉字习得与认知研究的进一步展开打下一定基础。

日语的及物动词句和不及物动词句研究——
以事件结构理论为中心
刘剑（著）

本书特色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现代日语中的及物动词句和不及物动词句。日
语里关于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先行研究不计其数，但其中以
句子为单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书从语料库中提取真实的句子，
以句子为出发点，对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进行考察，并依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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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动态（2013-2015）
白刚（主编）
本书是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教育处近几年深入到日本的各类学校访问、考察的成果汇编而成。

本书特色
 书 中梳理了日本近代以来教育发展的进程，梳理了日本近代以来
教育发展的进程，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幼儿园教育、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各个阶段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在保障教育
发展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本 书在对日本现行教育体制考察的基础上，还介绍了日本教育的
新动态，这无疑会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王琪（著）

教辅类

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

本书特色
 本书继承和发扬传统日语教学法，分析探索日语教学的深层内涵，
剖析教师教学的本质，增加了关于课程标准的讨论、对课程的认
识、跨文化教学和翻译教学的心理与策略研究的内容。
 旨在帮助日语教育工作者及日语学习者了解日语学习方面的问题，解读教育政策，在教学实
际中能够顺利开展针对性强、方法得当、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提高日语人才培养质量。
 对国内外研究成果分析和整理，以适应教学需要。在教学策略部分，举证实际教学案例，为
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中日韩三国“性向词汇”及文化比较研究
施晖，栾竹民（著）

本书特色
 本书对中日韩三国语言中的“性向词汇”进行了具体描述与分析比较。
 揭示了中日韩三国文化中对人评价意识的共性与个性。
 诠 释和解读中日韩三国的对人评价意识、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方
面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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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料库的汉日多重限定表达对比研究
曹彦琳（著）

本书特色
 本 书的研究主题——限定助词和限定副词的多重使用及其功能，可
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之前尚未见有系统的研究。
 著 者基于大型均衡语料库收集到的真实语料，首先对现代日语的限
定助词和限定副词的多重使用现象及其功能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
考察，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和不足。
 应 用相同方法尝试对现代汉语限定副词的多重使用现象及其功能进
行了探索分析和对比考察，提出了具有启发性和参考意义的语料例证和学术见解。

教辅类

隐喻与思维：汉日英三语中的概念隐喻研究
韩涛（著）

本书特色
 本 书认为隐喻是概念性的，研究隐喻可以洞察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与隐喻之间的关系，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该 书以汉语、日语、英语三语的语料为基础，揭示出不同语言在概
念体系构建上的差异。

当代日语教学与日本学研究第1辑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山东分会 山东省日本学研究中心 编

本书特色
 本 书收录了第一届日本学高端论坛暨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山
东分会成立大会的43篇论文，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文学、
教育与教学法、翻译、社会、文化等，基本上代表了当代日
66

语教学与日本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2020 日 语 教 学 资 源

日语汉字的认知与记忆
于飞 著

本书特色
 本 书通过对汉语汉字的实验性研究，为汉字的认知与记忆研
究提供新的理论基础，也为汉字学习理论提供心理学依据。
为汉字记忆的研究也直接为汉字记法及汉字记忆教材开发提
供新的科学依据。

日语近代语自称词的研究
教辅类

祁福鼎 著

本书特色
 本 书以日本近代文学作品为调查资料，以全面的视角研究近
代语中的自称词，对近代语自称词的整体研究对日语的研究
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从应用角度来说，通过本书的分析结
果，可以起到判断近代作品中的自称词及作品中身分不明的
人物的地位等作用。

日语教学研究
徐敏民 主编

本书特色
 本 书是第一本以“日语教学研究”为专题的论文集，并荟集中
日两国从事日语教学研究的权威专家和一流学者，涉及日语教
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既关注了中国日语教学的历史，也注意到
了当前的最新动向。在中国的日语教学研究正迈向一个崭新阶
段的今天，本书无疑会起到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性作用。
67

《汉日礼貌语对比研究》
姜红

本书特色

 《汉日礼貌语对比研究》对中日礼貌语进行研究，该研究通过采
访调查阐明了中国日语学习者在礼貌表达使用层面存在的问题，
对于中国日语学习者的礼貌表达习得具有指导意义。结论具有
独创性。该研究在进行大规模定量调查的基础上指出，跟上位
者打招呼或道别的时候，日本人倾向于将"积极礼貌策略"与“消
极礼貌策略”组合使用，而中国人更倾向于只使用“积极礼貌
策略”。这一观点通过对礼貌表达的考察得出这一结论的尚属首
次。不光分析探讨了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差异，还对大学生与社
会人的差异进行了中日比较，这一点，为深刻认识中日文化的差异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教辅类

《日语多义词语义分析模型的构建—以感觉形容词为例》
姜红

本书特色
 本 书所涉及的研究将提出一个综合运用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
言学、认知语言学、“连语论”等相关方法论的多义感觉形容词
语义分析模型。该分析模型的特征可概括为（1）基于语料库分
析进行义项的提取与划分；（2）运用重视具体语义扩展方式以
及同类本身特性的方法阐明义项间的关系；（3）基于“连语论”
探求语义实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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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类—日语专业四、八级考试

直击考场——日语专四专八考试全程攻略
崔香兰 等 主编

测试类

本书特色
 由导入篇、技巧篇、提高篇、挑战篇这四部分构成，学习内容循序渐进。
 高仿真模拟，要点精炼，讲解细致。
 该书紧扣大纲和真题，针对性强，可信度高，综合性强，知识点全面，要点精练，讲解细致，
循序渐进，易于掌握。

直击考场—日语考研全程攻略
崔香兰 等 主编

本书特色
 针对考研人数增多、各个大学逐年提高研究生入学考试试题难度的现状，
参考近几年部分知名大学日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真题，对考研
题型做详细介绍、解析，并配有相关练习。严格按照大纲编写，荟萃各
种题型，设置系统强化训练，传授考试必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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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四专八系列教材
“日语专业考试真题解析版”
“日语专业考试真题解析版”系列教材包括《日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解析版》、《日语专业八级考试
真题解析版》，是日语专业学生备考专业四级和专业八级考试的必备复习用书。书中详细分析了专四和
专八的考试真题，梳理了考试难点和要点以及学生容易混淆的问题。

“日语专业考试综合辅导与强化训练”
“日语专业考试综合辅导与强化训练”系列教材涵盖日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该系列考试用书对
日语专业四级和八级考试历年各题型考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对每个题型进行解析，包括知
识点的讲解和归纳，并提供了相应的答题技巧和解题对策。

测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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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类—新日语能力考试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系列
编写团队：李晓东等主编，陈岩、（日）高见泽孟等主审
读者对象：准备参加新日语能力考试的考生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系列主要由能力考试的四大板块+ 模拟题组成，具体为：文字词汇、语
法、听解、读解、全真模拟题。级别是从N1~N3。此外，针对文字词汇、语法两大板块，还有《文字
词汇经典1000题》《语法经典1000题》系列，可以配合《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文字词汇》《5周突破
新日语能力考试语法》使用。

测试类

内文

整体特色
 以周划分学习单位，5周共计35天，规定每天的学习目标，方便学习者合理安排复习时间。文
前部分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和复习指南。复习指南分为日语专业和非日语专业，无论是日语专
业学习者还是非日语专业学习者，都可以在本系列图书的指导下进行高效复习。
 由中日知名专家陈岩、高见泽孟亲自审稿，讲解紧贴命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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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题解析版系列”（第二版）
《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题解析版第二版》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从台湾捷径文化出版事业
有限公司引进的新日语能力考试N1-N5全真模拟试题用书。本系列采用模拟试题配套中文解析的模式，
共收录了六套全真模拟试题，分别为：三套自我能力测试题、两套高效总复习题和一套全真模拟试卷。
试题难度逐步提升，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帮助考生全方位提高文字、词汇、语法、阅读、听力各项能力。
试卷结构、题型设计完全依据新日语能力考试JLPT官网要求。

测试类
内文

本书特色
 6套全真模拟试题+详尽中文解析，中日对译+重点解析，夯实基础，攻破难点！
 完全依据JLPT日语能力考试官网要求出题，文字、词汇、语法、阅读、听力，面面俱到！
 详细分析试卷结构，掌握最新题型与答题技巧，助您上考场不再紧张，游刃有余！
 3套自我能力测试题→2套高效总复习题→1套最终全真模拟试卷。助您逐渐适应考试节奏，学
会合理安排时间，稳步提升答题速度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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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赠超长音频！听力原文+中文译文，将疑难点个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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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读解攻略”系列
张蠡、杨丽荣、郜枫等（编著）
“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读解攻略”系列以实战练习为主，理论讲解为辅，附各类题型的破题技
巧供学习者参考。

本书特色
 文章精挑细选，读起来朗朗上口，内容发人深思。
 每一篇文章都标注了读音，方便学生朗读及阅读。
 兼顾各种文章体裁、篇幅以及题型，全面覆盖读解考试范围。
 每 篇文章有1-2道专项训练题和答题解析，帮助考生在平日
的积累中轻松提高阅读能力。
文，兼顾考级词汇、语法、阅读理解能力全方位

测试类

 每篇文章针对相关词汇和语法做了精心注释，并附有参考译

本书构成
新日语能力考试读解攻略1-2

新媒体日语教程N2语法
江波、刘玉琴、赵秀云、于亮等（编著）
《新媒体日语教程N2语法》将语法讲解与多媒体资源有效结合，为日
语语言的应用能力培养提供了"有质、有量、有趣"的多模态语境资源。多言
语、多文化、多模态的语境输入，可以让读者从中了解日本社会，理解日
本文化，提高语言应用能力。同时，读者的知识建构变得社会化、动态化、
立体化。本书不仅能够强化语言技能，同时也提高了在具体语境下正确理解、得体表达的语言综合应用
能力。使日语学习变得更加有趣，让大家"乐学，会学，学会"日语。

本书特色
 600个日剧片段扫码看，150个N2语法轻松学！
 接续用法+语法解析+真题剖析+使用注意，全方位讲解N2语法考点！
 语法分类+近义辨析，使学习更加系统、立体！
 实际用例+视频资源，反复加深对语法的理解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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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卷”系列
杨本明 主编

本书特色
 包 含6套新日语能力考试模拟试题，后附答案解析和听
力原文册。考试题与真正的新日语能力考试完全一致。
 内容丰富，解析清晰、全面。听力配有MP3光盘，发音
地道，与实际考试一样。

教材结构
全真模拟试卷N1-N2

测试类

“直击考场-新日语能力测试冲关捷径”系列
催松子 等 主编

本书特色

、
 “直击考场-新日语能力测试冲关捷径”分为“直击考纲”
“直击考点”、“战绩模拟”三部分。
 依托“新日语能考试出题基准”，紧抓考试的关键点和易出
错的点，精准分析，训练到位。

教材结构
新日语能力测试文字词汇N1-N2
新日语能力测试文法N1-N2
新日语能力测试听解N1-N2
新日语能力测试读解N1-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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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语能力考试考前突破”系列
李致雨 等 主编

测试类

本书特色
 全面解读各类题型，详细剖析解题要领。
 总结历年出题频率。
 附赠速查手册一本。

教材结构
文字 词汇 语法N1-N3
听解 读解 模拟题N1-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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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语能力考试词汇全攻略”系列
王磊 编著

本书特色
 适合2010年改革后的日语能力考试。
 针 对考试词汇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包含真
题讲解、词汇辨析等，内容翔实。

教材结构
词汇全攻略N1-N4

测试类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高分预测与详解”系列
李振东 主编

本书特色
 追踪多年考点，采取预测式命题，每书各有6套体验式系统习题，
所有试题均配有精细的解析与知识点的延伸，深度引导考生做题，
全面激活读者思维，使其轻松领略习题做法，突破过级难关。
 介绍日本能考新题型，满足学习者自我摸底和考前突破的需求。
 提供6套模拟试题，从词汇、语法、阅读、听力等方面，全方位
最大化提升学习效率和品质。配有答案和辨析。

教材结构
高分预测与详解N1-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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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语能力考试一次掌握听力强化训练”系列
（日）本间岐理 著

本书特色
 新日语能力考试4大题型深入分析
 完整试题详解直捣命题核心
 全仿真模拟测试令您宛如置身考场
 120分钟专业录音让您轻松通过考试

教材结构
听力强化训练N1-N5

测试类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阶梯导学”系列
崔香兰 主编

本书特色

 “新日语能力考试阶梯导学”系列是外研社与著名日语培训机构大连佳禾日语联合推出的一套
能力考试用书。
 该系列图书每册分为三大部分：基础篇、提高篇和挑战篇。每篇含有大量模拟题与详细解答，
完全仿照新考纲出题标准编写，并引导考生循序渐进地学习。
 通过对本书的学习，广大考生能够真正熟悉日语能力测试改革后的题型及难度，提高综合运
用知识的能力，以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教材结构
阶梯导学文字词汇新说N1-N2
阶梯导学文字词汇专训N1-N2
阶梯导学文法新说N1-N2
阶梯导学文法专训N1-N2
阶梯导学听解专训N1-N2
阶梯导学读解专训N1-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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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系列
（韩）多乐园 主编

测试类

本书特色
 基于新日语能力考试的新题型研发，完全符合新日语能力考试需求。
 讲解详细，帮助考生提前认识新日语能力考试题型。
 真题模拟，强化训练。

教材结构
汉字详解N1-N2
文字词汇详解N2-N3
语法详解N1-N3
听力详解N1-N3
阅读详解N1-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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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语法攻略”系列
（日）吉松由美 西村惠子 著

本书特色
 专业的作者团队：吉松由美是日本著名的日语教育专家。特别对新日语能力考试有较深的研
究。西村惠子也是日本著名的日语教育专家。出版了多部关于新日语能力考试的图书。
 这套完全掌握能力考试语法攻略系列为了解除学习者多年来学习日语语法的误区，特地将难
并分析了易混淆语法项目在意义、用法、语感等方面的细微差异。

测试类

分难解的易混淆语法项目，按照目的、时间、原因、传闻等不同的功能进行了整理、归类，

“完全掌握日本语能力考试语法问题对策”系列
（日）3A出版社 主编

本书特色

 “完全掌握系列”是畅销国内外多年的日语能力考试辅导教材。在编写上完全依据各级考试大
纲要求掌握的词汇和语法项目，紧抓考试的重点，练习涵盖了能力考试的全部题型。
 完全依据各级考试大纲的要求编写，紧抓考试重点。
 练习充实，题型全面，实用性强。

教材结构
语法问题对策N1-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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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类—J.TEST考试
“直击考场——J.TEST日语全真模拟冲关捷径”
张瑾 张洪梅 主编

本书特色
 汇集JTEST(E-F)词汇项目和语法项目。
 解析JTEST（E-F）各题型答题技巧。
 完全按照JTEST（E-F)出题基准的8套全真模拟试题。

测试类

教材结构
冲关捷径A-D
冲关捷径E-F

J.TEST实用日本语检定考试E-F级巅峰训练
张洪梅 主编

本书特色
 严格参照J.TEST（实用日本语检定考试）真题题型，为应试者量身
打造。
 全书包括六回J.TEST模拟题和全面解析。
 内容丰富、解析翔实、实用性强，是J.TEST备考者的良师益友！

标准商务日语考试题集（第三版）
（日）高见泽孟 吉冈正毅

教材特色
 本书是“标准商务日语考试”的对策用书，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又
进行了修订、增补，使内容更加丰富、全面。
 本题集由题型说明与练习、实战模拟测试、实战模拟测试答案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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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篇三部分构成，旨在有步骤地培养应试与商务日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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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备注

词典类
978-7-5135-1547-4

新明解日汉词典

118.00

978-7-5600-9236-2

外研社-小学馆 现代日汉例解词典

（日）林巨树

148.00

978-7-5600-2268-0-01

外研社日汉双解学习词典（增补本）

日本旺文社

108.00

978-7-5600-0508-9-02

外研社现代日汉汉日词典

王萍等

66.00

978-7-5600-3077-7-01

外研社-三省堂日汉汉日词典

杉本达夫等

68.00

978-7-5600-0752-6-02

日语汉字读音速查词典

李鹤同等

38.00

978-7-5600-6214-3

日英汉图解词典

DK

45.00

978-7-5135-7427-3

汉日新语词典

陈岩等

28.00

978-7-5600-3205-4-01

日本语句型辞典

徐一平，陶振孝
等译

48.00

图书订货目录

金田一京助

本科推荐教材
综合
978-7-5213-1075-7

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第一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101-3

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第二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074-0

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第三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135-9772-2

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第四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293-5

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第一册同步练习册：
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36.00

978-7-5213-1294-2

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第二册同步练习册：
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36.00

978-7-5213-1299-7

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第三册同步练习册：
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36.00

978-7-5213-1450-2

新经典日本语基础教程第四册同步练习册：
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36.00

978-7-5213-0910-2

新经典日本语高级教程（第一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113-6

新经典日本语高级教程（第一册）（精解与同步
练习册）
（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48.00

978-7-5213-0957-7

新经典日本语高级教程（第二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204-1

新经典日本语高级教程（第二册）（精解与同步
练习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48.00

978-7-5213-1077-1

新经典日本语听力教程（第一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078-8

新经典日本语听力教程（第一册）（教师用书）
（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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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213-1076-4

新经典日本语听力教程（第二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135-9773-9

新经典日本语听力教程（第二册）（教师用书）
（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48.00

978-7-5213-1099-3

新经典日本语听力教程（第三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100-6

新经典日本语听力教程（第三册）（教师用书）
（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48.00

978-7-5213-1297-3

新经典日本语听力教程（第四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298-0

新经典日本语听力教程（第四册）（教师用书）
（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48.00

978-7-5213-1073-3

新经典日本语会话教程（第一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206-5

新经典日本语会话教程（第二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0958-4

新经典日本语会话教程（第三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1072-6

新经典日本语会话教程（第四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58.00

978-7-5213-0944-7

新经典日本语写作教程（第一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38.00

978-7-5213-1013-9

新经典日本语写作教程（第二册）（第二版）

大连外国语大学

38.00

978-7-5213-0556-2

新经典日本语古典语法教程

大连外国语大学

40.00

978-7-5213-0654-5

新经典日本语口译基础教程（1）（配MP3光盘
1张）

大连外国语大学

40.00

978-7-5213-0655-2

新经典日本语口译基础教程（学习辅导用书）

大连外国语大学

29.00

978-7-5213-0654-5

新经典日本语口译基础教程

大连外国语大学

40.00

978-7-5213-0655-2

新经典日本语口译基础教程学习辅导用书

大连外国语大学

29.00

978-7-5600-5554-1

日语精读 第一册

宿久高等

38.90

978-7-5600-6398-0

日语精读 第二册（配MP3）

宿久高等

29.90

978-7-5600-7631-7

日语精读 第三册（配MP3）

宿久高等

36.90

978-7-5135-0827-8

日语精读 第四册（配MP3）

宿久高等

39.90

978-7-5600-1402-9

基础日语教程 第一册

朱春跃等

20.90

978-7-5600-1403-6

基础日语教程 第二册

朱春跃等

20.90

978-7-5600-1646-7

基础日语教程 第三册

朱春跃等

19.90

978-7-5600-1942-0

基础日语教程 第四册

朱春跃等

26.90

978-7-5600-3020-3

基础日语教程 学习辅导

朱春跃等

15.90

石黑圭等

40.00

978-7-5135-4354-5（01） 日语阅读教程（1）（2019新）

王锐，曹铁英

49.00

978-7-5135-6209-6

日语阅读教程（2）（配MP3光盘）

王锐，曹铁英

45.00

978-7-5135-2264-9

日语中级阅读训练

目黑真实

39.00

978-7-5213-0598-2

日语高级阅读训练

978-7-5135-1665-5

日语阅读训练-通过流行语看日本

阅读
978-7-5135-9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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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600-5329-5（01） 新编日语泛读（1）（13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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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目黑真实编著 55.00
吉冈英幸

35.00

王秀文等

26.00

备注

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978-7-5600-4873-4（01） 新编日语泛读（2）
（13新）

王秀文等

26.00

978-7-5600-5592-3（01） 新编日语泛读（3）
（13新）

王秀文等

26.00

978-7-5600-5593-0（01） 新编日语泛读（4）
（13新）

王秀文等

26.00

978-7-5135-0973-2

天声人语集萃2（配 MP3光盘）

黄力游

29.90

978-7-5135-8592-7

天声人语集萃3（配 MP3光盘）

黄力游

29.90

备注

听说
放心听日语基础篇上

（日）博伊克曼·综
35.00
子等

978-7-5213-0503-6

放心听日语（基础篇）（上）（学习辅导用书）

（日）博伊克曼·综
32.00
子等

978-7-5213-0505-0

放心听日语（基础篇）（下）

（日）博伊克曼·综
35.00
子等

978-7-5213-0504-3

放心听日语（基础篇）（下）（学习辅导用书）

（日）博伊克曼·综
32.00
子等

978-7-5135-9376-2

放心听日语（提高篇）

（日）博伊克曼·综
32.00
子等

978-7-5135-9377-9

放心听日语（提高篇）（学习辅导用书）

（日）博伊克曼·综
25.00
子等

978-7-5600-8935-5

日语视听说教程（上下册）（配DVD）

刘林利等

60.00

朱春跃等

39.00

会话
978-7-5135-5477-0

日语口语教程（配MP3光盘一张）

978-7-5135-8870-6

日语会话教程基础篇（1）

（日）松下和幸/松
下佐智子

48.00

978-7-5135-9512-4

日语会话教程基础篇（2）

（日）松下和幸/松
下佐智子

48.00

978-7-5135-1715-7

日语会话教程（1）
（配mp3）

庄凤英

48.00

978-7-5135-3526-7（01） 日语会话教程（2）
（配mp3光盘1张）

庄凤英

48.00

978-7-5135-1989-2

日语口语课堂 入门篇

今泽真之等

39.90

978-7-5135-0618-2

日语口语课堂 基础篇（配MP3）

今泽真之

35.90

978-7-5135-0617-5

日语口语课堂 提高篇（配MP3）

今泽真之

45.90

978-7-5135-0620-5

日语口语课堂 流利篇1（配MP3）

今泽真之

49.90

978-7-5135-0619-9

日语口语课堂 流利篇2（配MP3）

今泽真之

45.90

978-7-5135-1574-0

日语口语课堂 商务篇（配MP3）

今泽真之

49.90

日语会话基础篇（上册）（放心说日语系列丛书）
978-7-5600-6463-5（01）
目黑真实
（MP3版新）

36.00

日语会话基础篇（下册）（放心说日语系列丛书）
978-7-5600-6464-2（01）
目黑真实
（MP3版新）

32.00

978-7-5600-6462-8（01）

日语会话技巧篇（配MP3）（放心说日语系列丛
书）（2013版）

目黑真实

38.00

978-7-5135-0414-0

新日语会话商务篇（放心说日语系列丛书）（配
MP3）

目黑真实

45.00

978-7-5600-6461-1

日语会话商务篇（配MP3）（放心说日语系列
丛书）

目黑真实

24.90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213-0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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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600-0960-5

书名

作者

日语生活交际会话（上下册）

定价

朱春跃等

29.80

写作
978-7-5213-1500-4

新经典日本语毕业论文写作案例教程

王志松

48.00

978-7-5135-0935-0

日语写作教程

耿铁珍

28.00

978-7-5600-5235-9-01

大学日语写作教程

虾原正子

23.00

978-7-5600-3752-3-01

实用日语写作教程

王秀文

32.00

翻译
978-7-5135-3281-5

中日同声传译听译实践训练（上册）（Mp3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42.00

978-7-5135-3491-8

中日同声传译听译实践训练（下册）（Mp3版）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42.00

978-7-5135-3594-6

中日同声传译背景知识储备训练自然.文化篇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29.00

978-7-5135-3608-0

中日同声传译背景知识储备训练自然.文化篇（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习辅导用书）
院主编

29.00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135-4005-6

中日同声传译背景知识储备训练-社会.经济篇
（配MP3光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36.00

978-7-5135-4062-9

中日同声传译背景知识储备训练-社会.经济篇
（学习辅导用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36.00

978-7-5135-4006-3

中日同声传译技能技巧训练（上册）（配mp3
光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36.00

978-7-5135-4029-2

中日同声传译技能技巧训练（上册）（学习辅导
用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36.00

978-7-5135-5235-6

中日同声传译技能技巧训练（下册）（配MP3
光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36.00

978-7-5135-5234-9

中日同声传译技能技巧训练（下册）（学习辅导
用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39.00

978-7-5135-3404-8

中日笔译实用技巧训练（学生用书）（上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29.00

978-7-5135-8040-3

中日同声传译实务演习 日译中（配MP3光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49.00

978-7-5135-8424-1

中日同声传译实务演习 日译中 学习辅导用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主编

49.00

978-7-5135-8519-4

中日同声传译实务演习 中译日

杨玲主编

49.00

978-7-5135-8518-7

中日同声传译实务演习 中译日 学习辅导用书

杨玲主编

57.00

978-7-5135-1060-8

新编汉日日汉同声传译教程（第二版）

宋协毅

39.80

978-7-5600-4432-3（01） 中日口译教程（初级）（配mp3）

刘丽华等

29.90

978-7-5600-8585-2

中日口译教程（中级）

刘丽华等

39.00

978-7-5213-0229-5

中日口译教程（高级）

刘丽华等

49.00

978-7-5600-3955-8（01） 中日口译入门教程（中文解说本、日文解说本） 杨承淑

26.00

978-7-5135-0566-6

4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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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汉翻译方法

陶振孝

备注

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备注

高职高专推荐教材
综合
致用日语 综合教程 第一册

赵平等

40.00

978-7-5135-7957-5

致用日语 综合教程 第一册 教师用书

赵平等

40.00

978-7-5135-7425-9

致用日语 综合教程 第二册

赵平等

48.00

978-7-5135-8250-6

致用日语 综合教程 第三册

赵平等

48.00

978-7-5135-7741-0

致用日语 综合教程 第四册

赵平等

55.00

978-7-5135-7424-2

致用日语 听力教程 第一册

赵平等

36.00

978-7-5135-7857-8

致用日语 听力教程 第二册

赵平等

36.00

978-7-5135-9458-5

致用日语 听力教程 第三册

赵平等

38.00

978-7-5213-0523-4

致用日语 听力教程 第四册

赵平等

40.00

978-7-5213-0524-1

致用日语 听力教程 第四册 教师用书

赵平等

28.00

978-7-5135-8506-4

致用日语 会话教程 第一册

赵平等

36.00

978-7-5135-7522-5

致用日语 会话教程 第二册

赵平等

48.00

978-7-5600-7856-4

新标准日语精读 第一册 学生用书（配MP3）

韩勇等

45.00

978-7-5600-7855-7

新标准日语精读 第一册 教师用书

韩勇等

19.50

978-7-5600-8288-2

新标准日语精读 第二册 学生用书（配MP3）

韩勇等

39.90

978-7-5600-8287-5

新标准日语精读 第二册 教师用书

韩勇等

21.90

978-7-5600-9211-9（01） 新标准日语精读（第3册）（学生）（13新）

韩勇等

39.00

978-7-5600-9901-9

新标准日语精读 第三册 教师用书

韩勇等

15.00

978-7-5600-9886-9

新标准日语精读 第四册 学生用书（配MP3）

韩勇等

35.00

978-7-5135-1449-1

新标准日语精读 第四册 教师用书

韩勇等

15.00

978-7-5135-5297-4

新标准日语 综合教程学生用书 第一册

韩勇等

39.90

978-7-5135-5432-9

新标准日语 综合教程学生用书 第二册

韩勇等

39.00

978-7-5135-2895-5

致用日语（商务函电写作教程）

赵平等

32.00

978-7-5135-3575-5

实用导游日语（日汉对照）

周小臣等

30.00

大森和夫等

35.00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135-7030-5

专项教材
概况
978-7-5135-5060-4

新日本概况

978-7-5135-3490-1

日本（第二版）

（日）大森和夫、
大森弘子

35.00

978-7-5600-8830-3

日本 上册（MP3版）

（日）大森和夫

50.00
85

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978-7-5600-8160-1

新编日本概况

刘丽芸

50.00

978-7-5600-0953-7-01

日本世情

北星堂

18.90

978-7-5135-4032-2

30天突破！简明日本概况核心考点

王禹等

32.00

文学
978-7-5135-3975-3

30天突破！简明日本文学史核心考点

王禹等

32.00

978-7-5135-6105-1

日本和歌物语集

张龙妹等

40.00

978-7-5600-8271-4

日本近现代文学选读（配MP3）

王志松

48.00

张龙妹

32.00

唐则铭

18.900

刘建强

25.000

978-7-5600-6087-3（01） 日本古典文学入门（2014新）

文化、历史
978-7-5600-0583-6-01

日本历史

978-7-5600-2949-8（01） 新编日本史

商务、经贸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135-6967-5

标准商务基础日语 第一册（第二版）

（日）吉冈正毅 ，
陈岩等

48.00

978-7-5135-7421-1

标准商务基础日语 第二册（第二版）

（日）吉冈正毅，
陈岩等

48.00

978-7-5135-7378-8

标准商务基础日语 第三册（第二版）

（日）吉冈正毅，
陈岩等

48.00

978-7-5135-7422-8

标准商务基础日语 第四册（第二版）

（日）吉冈正毅，
陈岩等

48.00

978-7-5135-3419-2

标准商务日语听力（第1册）

宫伟等

36.00

978-7-5135-3493-2

标准商务日语听力（第2册）

宫伟等

36.00

978-7-5135-4159-6

标准商务日语听力（第3册）

宫伟等

36.00

978-7-5135-4150-3

标准商务日语听力（第4册）

宫伟等

36.00

978-7-5600-8213-4

标准商务日语会话 第一册（配MP3）

陈岩等

45.90

978-7-5600-9904-0

标准商务日语会话 第二册（配MP3）

陈岩等

45.90

978-7-5135-9128-7

日本商务礼仪教程

于飞等主审，申鑫
等主编

48.00

978-7-5135-7333-7

日式簿记基础教程

曲淑艳

46.00

978-7-5600-5437-7

商务日语

日本3A出版社

26.90

米田隆介

32.00

978-7-5600-5467-4（01） 商务谈判日语（配CD）（2013新）

86

978-7-5213-0447-3

高级商务实战日语

978-7-5600-4433-0

商务日语最前线

李晨

21.90

978-7-5135-7036-7

标准商务日语礼仪（第二版）（配MP3光盘）

严红君、张国娟

48.00

978-7-5135-1875-8

日本商务礼仪达人

椿武爱子

26.90

978-7-5600-8113-7

商务日语会话

岩泽绿

27.90

978-7-5600-8692-7

职场日语红宝书

岩泽绿

26.00

978-7-5600-2769-2

办公室日语

高见泽孟

12.90

978-7-5600-6452-9

日语国际贸易实务全攻略

张继文等

16.90

978-7-5135-9812-5

新编国际贸易日语实务教程（第二版）

杨树曾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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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村野节子等

38.00

备注

ISBN
978-7-5135-2922-8

书名

作者

定价

钱韧

49.90

修刚等

58.00

清华大学外语系

39.00

978-7-5135-2699-9（01）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初级）（标音版）（2019新） 清华大学外语系

50.00

978-7-5600-5908-2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 初级（配MP3）

清华大学外语系

39.90

978-7-5600-7778-9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 初级 参考书（配DVD-ROM） 清华大学外语系

49.00

978-7-5600-7940-0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 乐教乐学

王燕

29.00

978-7-5135-0132-3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 自学指南

李遇玟

18.00

978-7-5600-6859-6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 中级

清华大学外语系

49.00

978-7-5600-9516-5

新世纪日本语教程 中级 参考书

清华大学外语系

46.00

978-7-5135-8480-7

你好！日语1

《你好！日语》教
材开发项目组

40.00

978-7-5135-8481-4

你好！日语2

《你好！日语》教
材开发项目组

40.00

新编经贸日语双语教程

备注

跨文化交际
978-7-5135-9840-8

新视野跨文化交际日语（1）（配MP3光盘1张）

二外、公外教材
978-7-5600-5254-1

新世纪文化日本语教程（配MP3）

郑玉和、水谷信子

55.00

978-7-5600-3197-2（01） 新世纪大学日语 第二册

郑玉和、水谷信子

65.00

978-7-5135-3554-0

新阶梯日本语入门教程 第一册

王霞等

36.00

978-7-5135-4063-6

新阶梯日本语入门教程 第二册

王霞等

48.00

978-7-5600-9943-9（01） 走遍日本（1）（2019新）

王精诚等

55.00

978-7-5135-0248-1（02） 走遍日本（1）（学习辅导用书）（2019新）

王精诚等

55.00

978-7-5135-0149-1

王精诚等

46.90

978-7-5135-0639-7（01） 走遍日本（2）（学习辅导用书）（2019新）

王精诚等

55.00

978-7-5135-0706-6

走遍日本（3）（配MP3）

王精诚等

49.90

978-7-5135-1036-3

走遍日本（3）（学习辅导用书）

王精诚等

38.90

978-7-5135-1269-5

走遍日本（4）（配mp3）

王精诚等

49.90

978-7-5135-2611-1（01） 走遍日本（4）（学习辅导用书）（2019新）

王精诚等

55.00

978-7-5213-0552-4

走遍日本（5）（配一张MP3光盘）

王精诚等

55.00

978-7-5213-0561-6

走遍日本（6）（配一张MP3光盘）

王精诚等

55.00

978-7-5135-8567-5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1）（配MP3光盘
日本3A出版社编著 48.00
1张）

978-7-5135-8566-8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1）（学习辅导用
日本3A出版社编著 35.00
书）

978-7-5135-8783-9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1）标准习题集

978-7-5135-8787-7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1）（句型练习
册）

（日）平井悦子等
著

30.00

978-7-5135-8554-5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1）（阅读）
（配 （日）牧野昭子等
MP3光盘1张）
著

25.00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600-2727-2（01） 新世纪大学日语 第一册

培训、自学教材

走遍日本（2）（配光盘）

日本3A出版社编著 16.00

87

ISBN

图书订货目录
88

书名

作者

定价

978-7-5135-8740-2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2）（配MP3光盘
日本3A出版社编著 48.00
1张）

978-7-5135-8610-8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2）（学习辅导用
日本3A出版社编著 35.00
书）

978-7-5135-8782-2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2）标准习题集

978-7-5135-8786-0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2）（句型练习
册）

978-7-5135-8553-8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2）（阅读）
（配
MP3光盘1张）

978-7-5135-8868-3

大家的日语（第二版）（初级）（写作）

978-7-5600-9438-0

大家的日语 听力入门1（配MP3）

日本3A出版社

29.00

978-7-5600-9437-3

大家的日语 听力入门2（配MP3）

日本3A出版社

29.00

978-7-5600-8228-8

大家的日语 语法句型归纳

姬成强

18.90

978-7-5600-9571-4

大家的日语（中级）（1）（配MP3）

日本3A出版社

36.00

978-7-5600-9570-7

大家的日语（中级）（1）学习辅导用书

日本3A出版社

28.00

978-7-5135-9490-5

大家的日语（中级）（1）词汇练习册

（日）高梨信乃
等著

20.00

978-7-5135-2841-2

大家的日语（中级）（1）（标准习题集）

日本3A出版社

16.00

978-7-5135-4820-5

大家的日语（中级）（2）（配MP3一张）

日本3A出版社

48.00

978-7-5135-6674-2

大家的日语（中级）（2）（学习辅导用书）

日本3A出版社

30.00

978-7-5213-0392-6

大家的日语（中级）（2）（词汇练习册）

日本4A出版社

29.00

978-7-5135-9914-6

大家的日语（中级）（2）（标准习题集）

日本3A出版社

18.00

978-7-5135-2026-3

新日语基础教程 语音入门

财团法人 海外技术
21.00
者研修学会

978-7-5600-8215-8

新日语基础教程 1（MP3版）

日本3A出版社

38.90

978-7-5600-1570-5-01

新日语基础教程 1 学习辅导用书

日本3A出版社

31.90

978-7-5600-1485-2-01

新日语基础教程 2（MP3版）

日本3A出版社

39.90

978-7-5600-1571-2-01

新日语基础教程 2 学习辅导用书

日本3A出版社

28.90

978-7-5600-1908-6-01

新日语基础教程 标准习题集

日本3A出版社

12.90

978-7-5600-2859-0

新日语中级教程

（日本）海外技术
者研修会

23.90

978-7-5600-2886-6（01） 新日语中级教程（学习辅导用书）（13新）

（日本）海外技术
者研修会

26.00

日本3A出版社编著 16.00
（日）平井悦子
等著

32.00

日本3A出版社编著 28.00
（日）門脇薫、
（日）
28.00
西馬薫著

978-7-5600-3631-7

进阶日本语中级教程 综合用书

研究社

13.90

978-7-5600-3629-8

进阶日本语中级教程 听读训练

研究社

13.90

978-7-5600-3630-4

进阶日本语中级教程 教师用书

研究社

16.90

978-7-5600-3841-4

进阶日本语高级教程 综合用书

研究社

14.90

978-7-5600-3840-7

进阶日本语高级教程 听读训练

研究社

18.90

978-7-5600-3842-1

进阶日本语高级教程 教师用书

研究社

17.90

978-7-5135-1602-0

无师自通日本语1

赵平等

32.00

978-7-5135-1983-0

无师自通日本语 2

赵平等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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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备注

教辅类
语音、词汇
978-7-5600-9811-1

日语50音图卡片

外研社

12.00

978-7-5135-1307-4

跟日本人学 50 音

小野美咲

28.00

978-7-5135-5039-0

我的第一本日语50音（MP3版）

978-7-5600-7127-5

日语语音体操（CD版）

盐原慎次郎

16.90

978-7-5135-7302-3

日语数量词大全

吴丽，刘世琴，姚
慧敏编著

48.00

978-7-5135-8203-2

日语面面观

黄力游, 林翠芳

56.00

978-7-5135-1984-7

一看就会，这本日语单词超好学

菜菜子

29.00

978-7-5135-0680-9

日汉词汇分类手册

李延坤

15.00

978-7-5600-3642-2

日语词汇学教程

朱京伟

16.90

978-7-5135-2573-2

你肯定会用到的日语单词万用手册（MP3版）

雅典日研所

19.00

978-7-5135-2270-0

现代日语助词解析

李奇术

38.00

978-7-5600-4362-3（01） 现代日语语法

王子愉

29.00

978-7-5600-4864-2（02） 初级日语语法精解（2014版）

日本3A出版社

39.00

978-7-5600-9233-1（02） 中高级日语语法精解（2019新）

日本3A出版社

55.00

978-7-5135-0567-3

现代日语语法明解

黑羽荣司

29.00

978-7-5213-0556-2

新经典日本语古典语法教程

李延坤

40.00

978-7-5135-1873-4

日本古典文法

崔香兰等

26.00

978-7-5600-3586-4

日语疑难问题解析

于日平

29.90

978-7-5600-3205-4-01

日本语句型辞典

徐一平等

48.00

978-7-5135-0449-2

日语近义表达方式辨析

森田良行

36.00

978-7-5600-2367-0

日语表达方式学习词典

目黑真实

42.90

978-7-5135-0251-1

中高级日语句型详解 日语能力考试N1-N3级

李光华

39.00

978-7-5600-5966-2-01

中国日语学习者偏误分析（新版）

王忻

27.90

（日）吉松由美等

18.00

图书订货目录

语法

听说
978-7-5135-4614-0

我的第一本日语会话（MP3版）

978-7-5135-1552-8

实用旅游日语进阶话典

李振东

38.00

978-7-5135-1675-4

实战商务日语进阶话典

李振东

38.00

978-7-5135-1568-9

每天30分钟，你就是日语口语达人

李芳等

39.00

978-7-5135-1567-2

每天30分钟，你就是日语听力达人

胡小春等

39.00

978-7-5135-8275-9

新日语敬语脱口说

978-7-5600-6999-9

通过漫画学日语 生活篇

加藤清方

8.90

978-7-5600-6998-2

通过漫画学日语 文化篇

加藤清方

8.90

（日）吉松由美

（日）金子广幸

23.00

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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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978-7-5600-8253-0

听吧——日语365题

黑羽荣司

36.00

978-7-5135-4882-3

沟通零障碍！临时救急日语会话1200句

张裕塍

29.00

978-7-5135-3814-5

一看就会，超给力的日语会话书（配MP3光盘） 今泽真之

29.90

978-7-5135-3179-5

超实用的商务日语E-mail

25.00

978-7-5600-7134-3

核心日语商务用语

雅典日研所
（日）高见泽孟

12.90

文学
978-7-5135-4971-4

中日比较文学研究

李均洋等

55.00

978-7-5135-4973-8

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

王志松等

68.00

978-7-5135-3967-8

日本文学史

张如意

32.00

刘德润

28.00

978-7-5600-6675-2（01） 小仓百人一首-日本古典和歌赏析（新版）

文化、思想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135-7199-9

日本企业文化读解

金山

48.00

978-7-5135-1913-7

日本思想文化丛书 日本思想史入门

片冈龙等

19.80

甘筱青等

46.00

978-7-5135-9370-0

《论语》的公理化诠释：中日对照

学术、教学
978-7-5135-9950-4

高等日语教育（第1辑）

潘钧等

38.00

978-7-5213-0495-4

高等日语教育（第2辑）

潘钧等

38.00

978-7-5213-0853-2

高等日语教育（第3辑）

潘钧等

38.00

978-7-5213-1273-7

高等日语教育（第4辑）

潘钧等

38.00

978-7-5135-9814-9

近代汉日词汇交流研究（网店专供）

李运博

79.00

978-7-5213-0177-9

日语汉字词汇的听觉认知研究（网店专供）

费晓东

49.00

978-7-5213-0599-9

日语的及物动词句和不及物动词句研究——以事
刘剑
件结构理论为中心

49.00

978-7-5135-8521-7

日语教学理论及策略

王琪著

45.00

978-7-5135-8918-5

基于语料库的汉日多重限定表达对比研究

曹彦琳著

55.00

978-7-5135-8925-3

中日韩三国“性向词汇”及文化比较研究

施晖，栾竹民著

75.00

978-7-5135-9380-9

隐喻与思维：汉日英三语中的概念隐喻研究

韩涛著

55.00

978-7-5135-8877-5

日本教育动态（2013-2015）

白刚主编

60.00

978-7-5135-7287-3

当代日语教学与日本学研究第1辑

中国日语教学研
究会山东分会，
山东省日本学研
究中心编

70.00

978-7-5135-7349-8

宫泽贤治的乌托邦书写

黄英

45.00

978-7-5135-5057-4

交际型日语教学语法研究

野田尚史

30.00

978-7-5135-6263-8

日语近代语自称词的研究

祁福鼎

68.00

978-7-5135-7112-8

日语汉字的认知与记忆

于飞

45.00

978-7-5135-7177-7

日语教学研究

徐敏民

79.00

978-7-5600-7016-2

中日文化交流史（2014新）

王建民

16.00

978-7-5213-1300-0

日语语言基础

庄凤英等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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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978-7-5213-1391-8

汉日礼貌语对比研究

丁尚虎

75.00

978-7-5213-1394-9

日语多义词语义分析模型的构建

姜红

65.00

备注

测试类
新日语能力考试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读解N1

李晓东等

45.00

978-7-5213-0789-4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读解N2

李晓东等

45.00

978-7-5315-8460-9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读解N3

李晓东等

32.00

978-7-5213-1475-5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文字词汇N1（第三版）

李晓东等

55.00

978-7-5213-0930-0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文字词汇N2（第三版）

李晓东等

55.00

978-7-5135-8148-6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文字词汇N3级

李晓东等

43.90

978-7-5213-1370-3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听解N1（第二版）

李晓东等

52.00

978-7-5213-0932-4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听解N2（第二版）

李晓东等

48.00

978-7-5135-9459-2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听解N3

李晓东等

39.00

978-7-5213-1491-5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语法N1（第二版）

李晓东等

52.00

978-7-5213-1134-1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语法N2（第二版）

李晓东等

52.00

978-7-5135-8367-3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语法N3

李晓东等

32.00

978-7-5213-1499-1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文字词汇经典1000题N1 李晓东等

48.00

978-7-5213-1125-9

5周突破新日语能力考试文字词汇经典1000题N2 李晓东等

48.00

978-7-5135-8784-6

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题解析版N1第二版 （日）小池多津

56.00

978-7-5135-8785-3

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题解析版N2第二版
（日）小池多津
（配MP3光盘）

56.00

978-7-5135-8879-9

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题解析版N3第二版
（日）小池多津
（配MP3光盘）

49.00

978-7-5135-9270-3

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题解析版N4第二版
（日）小池多津
（配MP3光盘）

49.00

978-7-5135-9284-0

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题解析版N5第二版
（日）小池多津
（配MP3光盘）

49.00

978-7-5213-0439-8

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读解攻略N1

杨丽荣等

46.00

978-7-5213-0461-9

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读解攻略N2

杨丽荣等

46.00

978-7-5213-0557-9

新媒体日语教程N2语法

江波等

45.00

978-7-5135-5663-7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高分预测与详解N3（配MP3
光盘）

杨华等

39.00

978-7-5135-1700-3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高分预测与详解N1（配MP3） 李振东

39.00

978-7-5135-2253-3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高分预测与详解N2（配MP3） 李振东等

39.00

978-7-5600-9745-9

4周掌握 日语能力考试文字、词汇、语法（对应
松本纪子等
N1 级）

22.90

978-7-5600-9859-3

4周掌握 日语能力考试文字、词汇、语法（对应
松本纪子等
N2-N3 级）

22.90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213-0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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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订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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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作者

定价

978-7-5600-9653-7

4周掌握 日语能力考试文字、词汇、语法（对应
松本纪子等
N4-N5 级）

22.90

978-7-5600-9036-8

完全掌握1、2级日语能力考试词汇问题对策

日本3A出版社

18.90

978-7-5135-2526-8

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语法攻略N1

吉松由美等

23.00

978-7-5135-2720-0

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语法攻略N2

吉松由美等

23.00

978-7-5135-3570-0

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语法攻略N3

吉松由美等

23.00

978-7-5600-3170-5（01） 完全掌握1级日本语能力考试（语法问题对策）

日本3A出版社

15.00

978-7-5600-8994-2

日本3A出版社

26.90

978-7-5600-3171-2（01） 完全掌握2级日本语能力考试（语法问题对策）

日本3A出版社

17.00

978-7-5600-8726-9

完全掌握 3级日本语能力考试语法问题对策

日本3A出版社

15.00

978-7-5135-0701-1

完全掌握 日语能力考试真题解析3级 2000-2009年 李晓东

39.00

978-7-5135-1555-9

新日语能力考试真题解析+全真模拟2003-2009
年N1

李晓东等

46.00

978-7-5135-1554-2

新日语能力考试真题解析+全真模拟2003-2009
年N2

李晓东等

45.00

978-7-5600-9721-1

完全掌握 日语能力考试真题解析1级 1999-2008年 李晓东

46.00

978-7-5600-9058-0

完全掌握 日语能力考试真题解析2级 1999-2008年 李晓东

42.90

978-7-5135-0985-5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 N1 词汇周计划（配 MP3）

范业红

38.00

978-7-5135-0984-8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 N3 词汇周计划（配 MP3）

申鑫

29.00

978-7-5135-2389-9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N4-N5词汇周计划

范业红等

29.00

978-7-5135-1526-9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 考前21天循环练N1（配CDROM）

李晶等

39.00

978-7-5135-1550-4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 考前21天循环练N2（配CDROM）

姜微等

36.00

978-7-5135-2254-0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考前21天循环练N3（配光盘） 李晶等

36.00

978-7-5135-0810-0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阶梯导学 ·N1 文法专训

赵美玲等

28.00

978-7-5135-0808-7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阶梯导学 ·N1 文字词汇专训

尚志芳

28.00

978-7-5135-2522-0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阶梯导学.N1听解专训（配
MP3）

汪帅东等

37.00

978-7-5135-2921-1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阶梯导学.N1文法新说

崔香兰等

30.00

978-7-5135-2866-5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阶梯导学.N1文字词汇新说

崔香兰等

38.00

978-7-5135-2669-2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阶梯导学.N2文法新说

崔香兰等

35.00

978-7-5135-0811-7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阶梯导学 ·N2 读解专训

崔香兰等

26.00

978-7-5135-1306-7

新日本语能力测试阶梯导学 ·N2 听解专训

汪帅东等

37.00

978-7-5135-1306-7

新日语能力测试 阶梯导学听解专训 N2

978-7-5135-1526-9

新日语能力测试 考前21天循环练 N1

李晶

39.00

978-7-5135-1550-4

新日语能力测试考前21天循环练 N2

姜微

36.00

978-7-5135-1700-3

新日语能力考试 高分预测与详解 N1

李振东

39.00

978-7-5135-1985-4

新日语能力考试 考前突破！听解 读解 模拟题 N2 李致雨等

38.00

978-7-5135-2007-2

新日语能力考试 考前突破！文字 词汇 语法 N1

李致雨等

38.00

978-7-5135-1986-1

新日语能力考试 考前突破！文字 词汇 语法 N2

李致雨等

38.00

2020 日 语 教 学 资 源

完全掌握 1级日语能力考试汉字问题对策

（日）赤间宽司等

37.00

备注

ISBN

书名

作者

定价

978-7-5135-1593-1

新日语能力考试 随身书 词汇全攻略 N1

王磊

45.00

978-7-5135-0731-8

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听力详解 N1（配
MP3）

李致雨等

32.00

978-7-5135-0702-8

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听力详解 N2（配
MP3）

李致雨等

32.00

978-7-5135-1199-5

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听力详解 N3（配
MP3）

李致雨等

32.00

978-7-5135-0703-5

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语法详解 N1

李致雨等

39.00

978-7-5135-0704-2

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语法详解 N2

李致雨等

39.00

978-7-5135-1034-9

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语法详解 N3

李致雨等

39.00

978-7-5135-0709-7

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阅读详解 N1

李致雨等

35.00

978-7-5135-0708-0

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阅读详解 N2

李致雨等

28.00

978-7-5135-1377-7

新日语能力考试过级达人！阅读详解 N3

李致雨等

28.00

978-7-5135-0634-2

新日语能力考试考前突破！听力特训 N1

目黑真实

32.00

978-7-5135-1004-2

新日语能力考试考前突破！听力特训 N2

目黑真实

32.00

新日语能力考试一次掌握！听力强化训练 N1
（配 MP3）

今泉江利子

29.00

978-7-5135-1010-3

新日语能力考试一次掌握！听力强化训练 N2
（配 MP3）

清水裕美子

29.00

978-7-5135-1006-6

新日语能力考试一次掌握！听力强化训练 N3
（配 MP3）

今泉江利子

29.00

978-7-5135-1008-0

新日语能力考试一次掌握！听力强化训练 N4
（配 MP3）

本间歧理

29.00

978-7-5135-1007-3

新日语能力考试一次掌握！听力强化训练 N5
（配 MP3）

今泉江利子

29.00

978-7-5135-5354-4

直击考场-新日本语能力测试N1读解冲关捷径

崔松子等

26.00

978-7-5135-4978-3

直击考场-新日本语能力测试N1听解冲关捷径
（配MP3光盘）

崔松子等

28.00

978-7-5135-4977-6

直击考场-新日本语能力测试N2读解冲关捷径

徐燕等

26.00

978-7-5135-4976-9

直击考场-新日本语能力测试N2听解冲关捷径
（配MP3光盘）

周海琴等

30.00

978-7-5135-3090-3

直击考场-新日本语能力测试N2文字词汇冲关
捷径

周海琴等

30.00

978-7-5135-3089-7

直击考场-新日本语能力测试N2文法冲关捷径

王博等

22.00

978-7-5135-1987-8

直击考场-新日语能力测试冲关捷径 N1文法

崔松子等

26.00

978-7-5135-1971-7

直击考场-新日语能力测试冲关捷径 N1文字词汇 崔松子等

26.00

978-7-5135-3815-2

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卷N1（配
MP3光盘）

杨本明

36.00

978-7-5135-3842-8

完全掌握新日语能力考试全真模拟试卷N2（配
MP3光盘）

杨本明

36.00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135-1033-2

备注

四、八级考试
978-7-5135-6030-6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对策（语法.词汇分类精讲与
训练）

王禹等

42.00

978-7-5135-7047-3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对策 听力强化训练

崔昆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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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135-3032-3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解析版（MP3版）

史兆红

49.00

978-7-5135-1753-9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真题与精讲

桂玉植

38.00

978-7-5600-9664-3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综合辅导与强化训练

蛯原正子等

49.00

978-7-5135-1921-2

直击考场-日语专业四级 全程攻略

崔香兰等

39.00

978-7-5600-3367-9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对策（听解、读解、作文篇） 郭艳萍等

13.90

978-7-5600-3334-1

日语专业四级考试对策（文字、词汇、语法篇） 桂玉植等

15.90

978-7-5135-1766-9

日语专业八级考试综合辅导与强化训练

王源

49.90

978-7-5135-2393-6

直击考场-日语专业八级全程攻略（配MP3）

崔香兰等

45.00

978-7-5135-4009-4

直击考场-日语考研全程攻略

崔香兰等

39.00

978-7-5135-5181-6

日语专业八级考试真题解析版（配MP3光盘）

史兆红

49.00

标准商务日语考试
（日）高见泽孟，
（日）吉冈正毅

图书订货目录

978-7-5135-7423-5

标准商务日语考试题集（第三版）

978-7-5135-3235-8

直击考场——J.TEST全真模拟冲关捷径E-F

978-7-5135-2794-1

J.TEST实用日本语检定考试E-F级巅峰训练（模
张伟莉
拟题+全面解析）

张洪梅等

38.00
45.00
36.00

高考日语
978-7-5213-1517-2

5周突破高考日语核心考点

穆青等

58.00

978-7-5213-1498-4

日语新课标高考必备词汇释义手册

王春杰，刘金宝等

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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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社举办日语相关会议介绍
一、全国高校日语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本科院校院长 / 系主任论坛）
主办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承办单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〇〇大学 / 学院）
会议时间：每年4月20左右（择周末举办）
会议议题：日语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建设、教师发展、智慧教学等

二、全国应用型日语专业教学改革与发展高端论坛
（应用型及职业院校院长 / 系主任论坛）
主办单位：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韩语分委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承办单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〇〇大学/学院）
会议时间：每年5月底（择周末举办）
会议议题：应用型日语专业教学改革与实践、应用型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理念与课程改
革、产教融合与学科建设等

三、高等学校日语专业核心课程教学理念与实践研修
主办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
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承办单位：（〇〇大学/学院）
会议时间：暑期
会议议题：日语国标、日语专业核心课程、教学理念创新、课程设计与教学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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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随身学”APP
“外研随身学”是为高等院校学生设计研
发的一款集泛听训练和口语训练于一体的手机
应用内容涵盖了大学外语教材配套的听说资
源，同时支持免费体验多元课程，支持口语训
练并配有强大的测评功能，在交流中学习，在
互动中进步。“外研随身学”APP，帮你把教
材放入口袋，随时随地，想学就学！

图书订货目录

畅享视听资源，
满足多元需求。

涵盖多样课程，
资源不断更新。

提供口语训练，
测评功能强大。

学习模式自由切
换，满足个性学
习需求。
多场景学习，随时
随地移动学习。

功能更加完善，
体验全面升级。

[ 晨练间隙 ]

[ 听说课堂 ]

[ 课间走廊 ]

黄金时间不浪费，外语随心学

课本内容全涵盖，掌上任我行

人机对话天天练，提问不紧张

[ 漫步校园 ]

[ 自习备考 ]

[ 睡前时光 ]

碎片时间不虚度，管理好帮手

模块分区重点学，轻松上考场

复习预习好习惯，安心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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