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大語文中心外語進修班 45期課程簡介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開課日期 上課時間 學費

（元） 

中級德語 level2 陳美鳳 
110年 9月 15

日 
每週三 19:00~21:00 

由本中心

填寫 

【使用教材】書名：中級德語二 

出版社：Cornelsen 

ISBN：978-3-06-520587-0 

【課程簡介】 

在上學期的課程中，大家認識了如何用現在完成式來描述發生過的或曾做過的事，比如度假。也學習

到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食品及服飾名稱，並也了解去購物時如何問與答、如何描述天氣、如何說

明自己的身心狀況。藉此也認識了很多形容詞及其用法等。 

這一期我們會認識如何與人約定活動，如何對事物作比較與評論，並提出自己的意見與理由。也會談

論到有關家人及祝福的表達，及旅遊前後可能會關聯到的的各種生活應用的語句等。文法的運用上則

會介紹子句、形容詞的比較級及最高級、連接詞、反身代詞、不定代詞及動介詞片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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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語文中心外語進修班(非學分班)第45期授課大綱(110年9月中旬～111年1月中旬) 

課程名稱 中級德語 level2 

授課教師 
(中文名)  陳美鳳 

(英文名)  Mei-Feng Chen 
教師性別 

 男 

 女 

上課時間 
 

每週三 

19:00～21: 00 (中間休息10分鐘) 

 
開課日期 110年9月15日 

先修條件或學

員程度要求 
已修習過中級德語一或具備與其相當之程度者。 

課程摘要或課

程說明 

(※本期「18

堂課的課程內

容及進度」詳

見「第2頁」) 

在上學期的課程中，大家認識了如何用現在完成式來描述發生過的或曾做過的事，

比如度假。也學習到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各種食品及服飾名稱，並也了解去購物時

如何問與答、如何描述天氣、如何說明自己的身心狀況。藉此也認識了很多形容詞

及其用法等， 

這一期我們會認識如何與人約定活動，如何對事物作比較與評論，並提出自己的意

見與理由。也會談論到有關家人及祝福的表達。旅遊前後可能會關聯到的的各種生

活應用的語句等。文法的運用上則會介紹子句、形容詞的比較級及最高級、連接

詞、反身代詞、不定代詞及動介詞片語等。 

 

 

使用教材 

書名：Studio 21 ( A 2.1) 

出版社：Cornelsen 

ISBN：978-3-06-520587-0 

是否需要使用

筆電 
  是   否   

教師 

最高學歷 

最高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畢業學校/系所：德國 Trier大學 

教師 

擅長領域 
發音、文法解析、閱讀指導、會話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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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e-mail 
Meifeng55@gmail.com 

 

本期課程 

內容及進度 

 

(※經本中心

考核通過者，

授課教師擬於

「 第 18 堂 課

(結業日)」協

助頒發結業證

明及成績單，

全勤者另頒發

全勤獎獎狀，

以資獎勵。) 

【※注意：本中心保留教師異動權利，教師可視學員學習狀況適時調整進度。】 

週次 日期 課程內容及進度 

第1週 110.9.15 前期重點複習1 

第2週 110.9.22 前期重點複習2 

第3週 110.9.29 A1與 A2的銜接篇章 

第4週 110.10.6 

L.1 Leben und lernen in Europa (Teil 1) 

1. 談論語言與移民 

2. 子句與連結詞 weil的運用 

第5週 110.10.13 

L.1 Leben und lernen in Europa (Teil 2) 

1. 表達學習德語的理由  

2. Perfekt與子句 

第6週 110.10.20 

L.1 Leben und lernen in Europa (Teil 3) 

1. 多語的優勢 

2. 比較與最高級形容詞的使用 

第7週 110.10.27 

L.1 Leben und lernen in Europa (Teil 4) 

1. 地方誌,德文字的特色 

2. 名詞複合字 

第8週 110.11.3 

L.2 Familliengeschichten (Teil 1) 

1.家庭故事舉例 

2.談論家庭的相關用語及形容詞的間接受格變化 

第9週 110.11.10 

L.2 Familliengeschichten (Teil 2) 

1. 家屬成員介紹 

2. 介係詞及所有格冠詞的應用 

第10週 110.11.17 

L.2 Familliengeschichten (Teil 3) 

1. 聚會活動的邀請 

2. 雙受格的應用 

第11週 110.11.24 

L.2 Familliengeschichten (Teil 4) 

1. 報紙文章的閱讀 

2. dass子聚及屬格(genitiv)的變化 

第12週 110.12.1 

L.3 Unterwegs (Teil 1) 

1. 出門旅行 

2. 頻率副詞 immer, manchmal, selten, nie 

第13週 110.12.8 

L.3 Unterwegs (Teil 2) 

1. 計畫及預訂旅程 

2. 表達時間及地方的介係詞 

第14週 110.12.15 

L.3 Unterwegs (Teil 3) 

1. 搭火車旅行 

2. 火車行程的描述及連接詞 aber,o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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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週 110.12.22 

L.4 休閒活動和嗜好 (Teil 1) 

1. 介紹自己的嗜好 

2. 數字在生活上的應用 

第16週 110.12.29 

L.4 休閒活動和嗜好 (Teil 2) 

1. 報紙文章的閱讀 

2. 介紹反身動詞及連接詞 aber 

第17週 111.1.5 

L.4 休閒活動和嗜好 (Teil 3) 

1. 社團介紹 

2. 不定代詞的應用 

第18週 111.1.12 

L.4 休閒活動和嗜好 (Teil 4) 

1. 完美的周末 

2. 動介詞片語及表時間的連接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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