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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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級韓語 level3 金正藍 
110年 9月 14 

日 
每週二 19:00~21:00 

由本中心

填寫 

【使用教材】書名：高麗大學韓國語( 2 ) 

            出版社：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ISBN： 

 

【課程簡介】 

            上課輕鬆有趣。 為學生準備生動圖片及使用例句 PPT幫助理解。 

            教學中讓學生有機會練習説話，快速學習記憶。 

            每堂課後輕鬆口試筆試小考幫助學生自我評估學習成果。 

            利用網路工具讓學生容易複習而更有效率地學習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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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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級韓語 level3 

授課教師 
(中文名) 金正藍 

(英文名) KIM JUNG RAN 
教師性別 

 男 

 女 

上課時間 

 

 每週二 

 

19:00～21:00 (中間休息10分鐘) 

10.1補課 
開課日期 110年9月14日 

先修條件或學

員程度要求 

有學過韓語4個學期（198小時）以上的學生可以上課。 

2년 이상（198시간 이상) 한국어를 배운 학생이면 가능합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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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제 64회 한국어능력평가 문제 풀이  韓文鑒定 64回 閲讀。 

10과 여행         旅行 ；獲得旅游咨詢，説明旅游情況，書寫旅游經驗。 

11과 부탁         拜托 ；拜托別人，書寫請托的電子郵件。 

12과 한국 생활  韓國生活 ；介紹自己的韓國生活，閲讀有關韓國聖火的文章。 

13과 도시         都市 ；談論都市，説明某人的故鄉，閲讀與書寫一段 

關於都是的文章 

 

使用教材 

書名：高麗大學韓國語( 2 ) 

出版社：瑞蘭國際有限公司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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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荷大學政治外交系 

教師 

擅長領域 
韓語教學及韓式料理，韓劇討論，生活觀光會話，商用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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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e-mail 
kimjungran0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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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14 한국어 능력 평가 韓文鑒定 64回 閲讀 

第2週 110.9.21 中秋節 

第3週 110.9.28 한국어 능력 평가 韓文鑒定 64回 閲讀 

第3週 110.10.4 
補課 제 10과 여행 1/4    새단어, 연습문제 

문법 1.거나  2.-ㄴ/은 적이 있다/없다 

第4週 110.10.5 
제 10과 여행 2/4         새단어, 연습문제 

문법 3. 아/어/여 있다 4. -밖에 없다, -밖에 안/못 V 

第5週 110.10.12 제 10과 여행 3/4         교과서 말하기 연습  

第6週 110.10.19 제 10과 여행 4/4       말하기 시험, 읽기, 듣기  

第7週 110.10.26 
제 11과 부탁 1/4          새단어, 연습문제 

문법 1.은데/는데     2.아/어/여 주다 

第8週 110.11.2 
제 11과 부탁 2/4          새단어, 연습문제 

문법 3.-기는요   4. -(이)든지  

第9週 110.11.9 제 11과 부탁 3/4         교과서 말하기 연습  

第10週 110.11.16 제 11과 부탁 4/4       말하기 시험, 읽기, 듣기  

第11週 110.11.23 
제 12과 한국 생활 1/4       새단어, 연습문제 

문법 1.ㄴ/은 지   2.-(으)려고 

第12週 110.11.30 
제 12과 한국 생활 2/4       새단어, 연습문제 

문법 3. -게 되다    4. -기로 하다 

第13週 110.12.7 제 12과 한국 생활 3/4     교과서 말하기 연습  

第14週 110.12.14 제 12과 한국 생활 4/4  말하기 시험, 읽기, 듣기  

第15週 110.12.21 
제 13과 도시 1/4        새단어, 연습문제 

문법 1.書面體 -ㄴ/는다, -이다, -ㄹ/을 것이다 

第16週 110.12.28 
제 13과 도시 2/4        새단어, 연습문제 

문법 2.書面體 과거형   3.書面體 추측  

第17週 111.1.4 제 13과 도시 3/4   교과서 말하기 연습  

第18週 111.1.11 제 13과 도시 4/4   말하기 시험, 읽기, 듣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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