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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系列

初級教材

中級教材
２５題材學中級日語

高級教材
1５題材學中級日語

參考書

最新出版
香港版 大家的日本語 (第2版)

《香港版 大家的日本語 第2版
初級1 課本》
ISBN : 978-962-8221-07-3
HK$100.00

《香港版 大家的日本語 第2版
初級1 標準問題集》
ISBN : 978-962-8221-08-0
HK$55.00

《香港版 大家的日本語 第2版
初級1 學習補助冊》
ISBN : 978-962-8221-09-7
HK$60.00
*將於2017年7月出版*

系列特點
本系列於日本以至亞洲中被普遍使用，在香港亦廣泛地用作初級日語教材，成為熱門的日語學習入門書籍
建基於日本版原文，《香港版 大家的日本語》將當中場景設定轉移至香港，以香港日資公司職員，及自
日本來港上任的職員作為中心展開對話。會話場景、詞彙等均務求貼近香港學習者的生活，增強臨場感，
可以更進一歩地學以致用。
於2017年開始推出第2版，初級共4冊課本，預定2018年完成出版。
系列構成
1. 課本
全課程共50課，分4冊出版。 每課均以下各部份所組成：
單語
詳列該課新出生字。包含詞語音調、基本詞語種類及中譯，外來語詞彙附原外文參照。
文型
列出該課目標學習的基本句型。
例文
透過簡短對答，示範文型的實際使用情形。另外亦列出文型以外的學習項目，如新的副詞、接續詞等。

建議分類：初級日語, 教科書

會話
會話是不同場合的實際生活對話。除各課主要學習的
內容外，更加入人與人之間對話的慣用句子，使對話
更生活化。多誦讀，或運用《學習補助冊》所列舉的
生字代入會話中，以提高口語表達能力和使用泛圍。
練習
共分為 A、B、C 三個階段。練習 A 多以表的形式解
析文法構造，使基本句型更易於理解，亦使詞語變化
和接續方法更易掌握。練習 B 依照各例子造句，從而

-文型部分

熟練基本句型的運用方式。練習 C 利用簡短的會話，
學習句型在不同情況下如何發揮效用。多使用其他詞
語代入會話增加內容變化，讓會話內容發展下去，
加強會話能力。
問題
分別有聽解問題、文法問題及讀解問題。聽解問題使
用專用的web網頁，聽取及掌握短對話的要點，練習
回答短問題，增強聽力。文法問題用以確定是否對課
文的生字和文法充份理解。讀解問題運用該課或之前
已學過的詞彙和文法寫成文章，測試閱讀理解的能力。
此外，每數課為單位設一綜合複習問題，重溫及整理
已學習的項目。書末列出課本中出現的助詞、副詞、
接續詞、動詞變化等文法整理，及以日文字母順序詳
列書中出現的生字和會話句子的索引，方便檢索。
聽解問題的專用web網頁，可參考課本的說明，

-本地化的會話場景

利用電腦或手機聽取問題。
2. 標準問題集
《標準問題集》配合《課本》內容，練習該課的文法
和句型。每課為4頁。書本的釘装方法，使《標準問
題集》方便撕出作交功課之用。
3. 學習補助冊
舊版：
《學習補助冊》配合《課本》和《標準問題集》使用。

《みんなの日本語 (香港版) 1》

包含「文法解釋」，「中文翻譯」，跟課文相關的

ISBN:978-962-8494-84-2

「參考生字」，《課本》的「練習答案」和《標準問

《みんなの日本語 (香港版) ２》

題集》的「答案」。

ISBN : 978-962-8494-85-9
各$98.00

日本語能力試驗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1》
ISBN : 978-988-8221-01-1
HK$54.00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2》
ISBN : 978-962-8494-00-2
HK$54.00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3》
ISBN : 978-962-8494-97-2
HK$54.00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4》
ISBN : 978-962-8494-98-9
HK$54.00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5》
ISBN : 978-962-8494-99-6
HK$54.00

於2010年開始實施的新「日本語能力試験」，因應新的考試形式，不公開考試題目。為讓各界人仕
容易掌握新的考試形式，主辦機構綜合以往幾次考試題目，集合成為本綜合問題集，內容相當於一
次考試的份量。隨書附聽解考試CD、聽解考題的文字版本、及所有問題的正確答案。
**本系列為日本凡人社《日本語能力試験公式問題集》之正式授權香港版，
唯不收錄其第三部分「日本語能力試験の概要」。

建議分類：考試參考

1日10分鐘提昇語彙能力
《1日10分鐘提昇語彙能力》
ISBN : 978-962-8494-62-0
HK$48.00
學習日語到達中級至高級（能力試 N2 級和 N1 級）的範圍
時，不少學習者會遇上較難掌握的生字和短句，尤其是擬音
語、擬態語、慣用句等等。
本書針對這個問題，挑選這類較難理解的詞語和短句，通過
著重運用與理解方面的練習句子，讓大家易於學習及掌握。
全書共有50個練習，各自圍繞一個主題，附以簡明的中譯及
解說，有助學習者認識和分辨意義或型態相似的詞彙。
卷末附五十音順序索引，方便尋找詞彙。

建議分類：參考書、中級日語、高級日語

內頁樣本

入門系列
日語假名習字簿

推介

熱門

《日語假名習字簿 CD Book (彩色版)》
ISBN : 978-962-8494-67-5
HK$42.00

《日語假名習字簿》
ISBN : 978-962-8494-41-5
HK$10.00

本書是學習日語字母 (平假名及片假名) 的習字簿。針對實用性和容易學習性，全新編輯：
＊

全書使用「教科書字體」，正確寫法一目了然

＊

新設計的練習令學習人士更易記熟假名

＊

認識約300個生活常用詞匯

＊

所有詞匯均標明語調高低變化

＊

學習日本文字的基礎知識

＊＊

CD Book包括1片 CD，由日本老師朗讀，幫助練習日語發音及訓練聽力

建議分類：教科書、自學教材、日語入門

野菜．果物五十音圖

《野菜．果物五十音圖》
ISBN : -尺寸 : 750mm x 530mm
HK$20.00

圖表適合張貼於課室或書房，讓小童熟悉日語基本字母，
配合四十七款常見蔬菜、生果的日文名稱，加強記憶。
所有詞彙附中、英文翻譯。
建議分類：自學教材、日語入門

日語假名遊戲咭 KANAKA

《日語假名遊戲咭 KANAKA》
ISBN : 978-962-8494-17-0
HK$55.00
專為對日語有興趣的人士而設計，使用方法變化萬千，既可作為學習工具，亦可以作為消閒玩物。
無論是未開始學習，又或者已到達高級程度，都可以利用此遊戲咭遊玩和學習日語。
建議分類：自學教材、日語入門

一齊玩 (いっしょにあそぼう)

《一齊玩 1. 平假名》
ISBN : 978-988-8221-03-5
HK$88.00

《一齊玩 2. 片假名》
ISBN : 978-988-8221-04-2
HK$88.00

《一齊玩 3. 會話 (1) 》 《一齊去日本 4 . 會話 (２) 》
ISBN : 978-988-8221-05-9 ISBN : 978-988-8221-06-6
HK$68.00
HK$68.00

由有多年香港教育經驗的日藉老師製作，以學前至小學低年級小朋友為對象的日語入門課本。
教材由平假名，片假名及會話兩冊,

共四冊構成。

首兩冊「平假名」和「片假名」主要練習日文五十音寫法，同時學習超過七十個詞彙。
教材還包括詞語學習咭，幫助學生記憶；
會話課本的每一課更加入遊戲元素，提高小朋友持續學習的興趣。

建議分類：日語入門

內頁樣本

初級教材
香港少青日語
《香港少青日語 1 入門》
ISBN : 978-962-8494-91-0
HK$75.00
以中、小學生為對象，配合香港實況，讓學生由零開始
一邊學習日語假名，一邊嘗試用簡單詞彙和文法組織會
話，著重建立溝通技巧。
全書使用大量彩色插圖表意，提高年幼學生學習興趣，
鼓勵自行造句，避免依書直讀。每課長度亦調整至配合
一般學校課堂時間，方便老師安排課程。

推介

熱門

教師用的教材可到網上下載。
http://www.himawari.com.hk/himapub/yj/
建議分類：教科書、日語入門

內頁樣本

日本語90日

推介

熱門

《日本語９０日（１）－中文手冊》
ISBN : 978-962-8494-39-2
HK$70.00

《日本語９０日（１）－課本附ＣＤ》
ISBN : 978-962-8494-34-7
HK$90.00
課本

分成三冊，每冊３０課，共９０課。以每日一課的進度來學習，三個月就可以完成初級日語的
全部學習項目，相當於「日本語能力試驗」Ｎ４的程度。每冊均附有ＣＤ，朗讀會話及部份文
型練習，讓學生可以多練習聽和講。書末附詞彙索引及各練習答案，方便溫習。本書內容編排
適合短期課程使用，或自修者於工餘課餘時間學習基礎日語。
中文手冊
作為《日本語９０日》的輔助教材，收錄課本內詞語、會話、文法的中文翻譯及解說。每個單
元（每五課）的最後各有「關連詞匯」部份，讓學習人士可接觸更多日常生活使用的詞語。
建議分類：教科書、自學教材、初級日語

1

2

1 《日本語90日(2) - 課本附CD》

ISBN : 978-962-8494-35-4
HK$90.00
2 《日本語90日(2) - 中文手冊》
ISBN : 978-962-8494-55-2
HK$70.00

3

4

3 《日本語90日(3) - 課本附CD》

ISBN : 978-962-8494-36-1
HK$90.00
4 《日本語90日(3) - 中文手冊》

ISBN : 978-962-8494-74-3
HK$70.00

中級教材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改訂版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改訂版 - 課本》
ISBN : 978-962-8494-46-0
HK$60.00
《25題材學中級日語》系列，讓學習日語人士的程度從
初級提升至中級，再伸展至可以到達高級的基礎。以不同
題材引發學習興趣，從而練習日語應用、速讀能力、聽解
能力、創造力及認識不同文化等各方面的能力。此書在日
本被廣泛使用，為最多學校使用的中級日語課本，適合用
作日語能力試驗N2程度的中級教材。
全書共二十五課，每課各自圍繞一個題材，分為課本中的
課文和練習，及習作中的速讀和聽解共四部份。

建議分類：教科書、中級日語

1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改訂版 - 習作》
ISBN : 978-962-8494-59-0
HK$60.00
－伸延讀解及聽解問題練習

2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改訂版 - 教師用手冊》
ISBN : 978-962-8494-70-5
HK$80.00
－收錄授課要點、課本及習作問題答案

1

2

3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改訂版
- 課本 CD BOXSET》
ISBN : 978-962-8494-47-7
HK$120.00
－包含課本一本及CD兩片

4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改訂版
- 習作 CD BOXSET》
ISBN : 978-962-8494-61-3
HK$200.00
－包含習作一本及CD四片

3

4

高級教材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改訂版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改訂版 - 課本》
ISBN : 978-986-8494-93-4
HK$120.00
完成《25題材學中級日語》後，可開始《15題材學
高級日語》課程。全書以十五個題材組成，全都是跟
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題材，學習人士能從中建立自己
的觀點。
課程目標是讓學習人士達到可讀懂報紙社論，聽懂資
訊電視節目內容，及擁有議論相關內容的能力。相當
於日本語能力試驗N1程度，或入讀日本大學所需之
日語水平。
建議分類：教科書、高級日語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改訂版 - 習作》
ISBN : 978-986-8494-94-1
HK$120.00
－伸延讀解及聽解問題練習，附MP3 CD一片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ISBN :
HK$80.00

改訂版 - 教師用手冊》

－收錄授課要點、課本及習作問題答案

參考書籍
日語語法淺說

版

改訂

《日語語法淺說（１）改訂版》
ISBN : 978-988-8221-10-3
HK$55.00

《日語語法淺說（２）改訂版》
ISBN : 978-962-8494-71-2
HK$50.00

編者李澤森先生有三十多年的日本語教學經驗，以顯淺容易的方法，來說明日本語的文法。是學習日語人士
的最佳文法參考書籍。第一冊「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五段動詞的音變，助詞編」是以詞語種類為基，
解釋基礎日本語語法中，詞語的變化和使用的方法；第二冊「句型編」以各基本句型為本，解釋句子組成的
方法和含意。
本書列舉大量例句為輔，以深入淺出的方法來解釋；使學習者掌握日本語文法的同時，亦可以體會到該文法
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況。另外，所有例句的漢字都標記上假名讀音，例句亦有中文翻譯，不但使用方便，
亦可以從中多學生字，一舉數得。

建議分類：參考書、初級日語

總目錄 (分類順)
分類

書名

ISBN

價錢 (HK$)

978-962-8494-67-5
978-962-8494-41-5
978-962-8494-17-0
978-962-8494-34-7
978-962-8494-39-2
978-962-8494-35-4
978-962-8494-55-2
978-962-8494-36-1
978-962-8494-74-3
--

$
$
$
$
$
$
$
$
$
$

42.00
10.00
55.00
90.00
70.00
90.00
70.00
90.00
70.00
20.00

一齊玩 1. 平假名
978-988-8221-03-5
一齊玩 2. 片假名
978-988-8221-04-2
一齊玩 3. 會話 (1)
978-988-8221-05-9
一齊去日本 4. 會話 (2)
978-988-8221-06-6
香港少青日語 1 入門
978-962-8494-91-0
香港版 大家的日本語 第2版
初級1 課本
978-988-8221-07-3
初級1 標準問題集
978-988-8221-08-0
初級1 學習輔助冊 (7月出版) 978-988-8221-09-7
みんなの日本語 (香港版) 1
978-962-8494-84-2
みんなの日本語 (香港版) 2
978-962-8494-85-9
日本語初歩 - 課本
978-962-8494-05-7
日本語初歩 - 漢字練習帳II
978-962-8494-09-5
日本語初歩 - CD (4片)
978-962-8494-10-1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課本
978-962-8494-46-0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課本 CD BOXSET 978-962-8494-47-7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習作
978-962-8494-59-0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習作 CD BOXSET 978-962-8494-61-3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教師用手冊
978-962-8494-70-5
日本語中級 I - 課本
978-962-8494-27-9
日本語中級 I - 練習帳
978-962-8053-14-8
── 舊「興文社有限公司」出版
日本語中級 I - CD (1片)
978-962-8494-29-3
日本語中級 II - 課本
978-962-85330-4-6
日本語中級 II - 練習帳
978-962-85330-5-3
日本語中級 II - CD (2片)
978-962-8494-15-6

$
$
$
$
$

88.00
88.00
68.00
68.00
75.00

自學教材 日語假名習字簿 CD Book (彩色版)
日語假名習字簿
日語假名遊戲咭 KANAKA
日本語90日(1) - 課本附CD
日本語90日(1) - 中文手冊
日本語90日(2) - 課本附CD
日本語90日(2) - 中文手冊
日本語90日(3) - 課本附CD
日本語90日(3) - 中文手冊
野菜．果物五十音圖
教科書

$100.00
$ 55.00
$ 60.00
$ 98.00
$ 98.00
$ 70.00
$ 40.00
$120.00
$ 60.00
$120.00
$ 60.00
$200.00
$ 80.00
$ 50.00
$ 40.00
$
$
$
$

25.00
70.00
50.00
50.00

總目錄 (分類順)
分類

參考書

書名

ISBN

價錢 (HK$)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 課本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 習作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 教師用手冊

978-962-8494-93-4
978-962-8494-94-1
978-988-8221-02-8

$120.00
$120.00
$ 80.00

日語語法淺說 (1) 改訂版
日語語法淺說 (2) 改訂版
1日10分鐘提昇語彙能力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978-988-8221-10-3
978-962-8494-71-2
978-962-8494-62-0
978-988-8221-01-1
978-962-8494-00-2
978-962-8494-97-2
978-962-8494-98-9
978-962-8494-99-6

$
$
$
$
$
$
$
$

N1
N2
N3
N4
N5

55.00
50.00
48.00
54.00
54.00
54.00
54.00
54.00

總目錄 (筆劃順)
書名

ISBN

價錢 (HK$)

1日10分鐘提昇語彙能力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 課本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 習作
15題材學高級日語 - 教師用手冊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課本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課本 CD BOXSET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習作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習作 CD BOXSET
25題材學中級日語 - 教師用手冊
一齊玩 1. 平假名
一齊玩 2. 片假名
一齊玩 3. 會話 (1)
一齊去日本 4. 會話 (2)
日本語90日(1) - 課本附CD
日本語90日(1) - 中文手冊
日本語90日(2) - 課本附CD
日本語90日(2) - 中文手冊
日本語90日(3) - 課本附CD
日本語90日(3) - 中文手冊
日本語中級 I - 課本
日本語中級 I - 練習帳
── 舊「興文社有限公司」出版
日本語中級 I - CD (1片)
日本語中級 II - 課本
日本語中級 II - 練習帳
日本語中級 II - CD (2片)
日本語初歩 - 課本
日本語初歩 - 漢字練習帳II
日本語初歩 - CD (4片)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1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2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3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4
日本語能力試驗綜合問題集 N5
日語假名習字簿 CD Book (彩色版)
日語假名習字簿
日語假名遊戲咭 KANAKA

978-962-8494-62-0
978-962-8494-93-4
978-962-8494-94-1
978-988-8221-02-8
978-962-8494-46-0
978-962-8494-47-7
978-962-8494-59-0
978-962-8494-61-3
978-962-8494-70-5
978-988-8221-03-5
978-988-8221-04-2
978-988-8221-05-9
978-988-8221-06-6
978-962-8494-34-7
978-962-8494-39-2
978-962-8494-35-4
978-962-8494-55-2
978-962-8494-36-1
978-962-8494-74-3
978-962-8494-27-9
978-962-8053-14-8

$ 48.00
$120.00
$120.00
$ 80.00
$ 60.00
$120.00
$ 60.00
$200.00
$ 80.00
$ 88.00
$ 88.00
$ 68.00
$ 68.00
$ 90.00
$ 70.00
$ 90.00
$ 70.00
$ 90.00
$ 70.00
$ 50.00
$ 40.00

978-962-8494-29-3
978-962-85330-4-6
978-962-85330-5-3
978-962-8494-15-6
978-962-8494-05-7
978-962-8494-09-5
978-962-8494-10-1
978-988-8221-01-1
978-962-8494-00-2
978-962-8494-97-2
978-962-8494-98-9
978-962-8494-99-6
978-962-8494-67-5
978-962-8494-41-5
978-962-8494-17-0

$ 25.00
$ 70.00
$ 50.00
$ 50.00
$ 70.00
$ 40.00
$120.00
$ 54.00
$ 54.00
$ 54.00
$ 54.00
$ 54.00
$ 42.00
$ 10.00
$ 55.00

總目錄 (筆劃順)
書名

ISBN

價錢 (HK$)

日語語法淺說 (1) 新裝版
日語語法淺說 (2) 改訂版
香港少青日語 1 入門
香港版 大家的日本語 第2版 初級1 課本
香港版 大家的日本語 第2版 初級1 標準問題集
香港版 大家的日本語 第2版 初級1 標準問題集
── 2017年7月出版
みんなの日本語 (香港版) 1
みんなの日本語 (香港版) 2
野菜．果物五十音圖

978-962-8494-95-8
978-962-8494-71-2
978-962-8494-91-0
978-988-8221-07-3
978-988-8221-08-0
978-988-8221-09-7

$ 48.00
$ 50.00
$ 75.00
$100.00
$ 55.00
$ 60.00

978-962-8494-84-2
978-962-8494-85-9
--

$ 98.00
$ 98.00
$ 20.00

向日葵出版社

HIMAWARI PUBLISHING COMPANY

Tel: 2529-2259
Fax: 252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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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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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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