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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院簡介及學系簡介 

一、 學院簡介 

外國語文學院（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成立年度：1989 年 
本院為全國公立大學中唯ㄧㄧ所外國語文學院，為求學術與教學資源整合，104
學年成立「翻譯與跨文化研究中心」，負責推廣翻譯、文化和文學之教學、研究

與實務。本院宗旨係以培養具宏觀國際視野之優秀外語人才為目標，除紮實之外

語能力訓練外，更教授文學、文化、語言教學等知識，鼓勵學生修習雙外語、雙

專長，為國家培育學術與實務兼具之外語人才。本院目前總共教授 12 種外國語

文，另配合 94 學年教育部補助之「北區大學外文中心」計畫，目前已開設達 28
種外語，為臺灣各大學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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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系簡介 

歐洲語文學系（Department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成立年度：2006 年（本系前身為「歐洲語文學程」，後經教育部審訂，於 101 學

年起更名為「歐洲語文學系」） 
 
背景 
本系為外語學院新成立之系所，95 學年度創立時即分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3
語組招生。每組採小班制教學（每班人數約 20-25 人），以專業整合各語組語言

聽說讀寫之訓練，並強調文化認識、文學素養與人文關懷等面向。 
 
宗旨  
1. 培養且落實「立足台灣，認識歐洲，放眼世界」之精英人才視野與胸襟，配

合教育部建立多元外文人才之培育，強化歐洲語言與文化教學與研究，加強

院（校）內各系所相關資源整合。 
2. 培養中等教育之第二外語師資：落實台灣外語多元化，培養台灣學生的國際

觀與未來視野。 
3. 歐洲語文人才之跨學科訓練：從外語學習到文學文化之訓練，並結合國際事

務、區域研究及傳播教育的學科，期望能訓練出我國未來開拓歐洲交流之全

方位人才。 



4 
 

 
目標 
1. 推展歐語教學，開擴學生視野，增加其競爭力。 
2. 迎合就業市場對歐語人才之需求。 
3. 促進與歐洲各國間之政經及文化交流。 
4. 培養中等學校歐洲語文師資。 
5. 鼓勵學生發展第二專長。 
 
方向 
1. 歐洲語文基礎訓練（聽、說、讀、寫）：以小班教學（20-25 人），輔以線上

教學及外籍老師之口語聽講訓練。 
2. 文學與文化課程：從希臘羅馬到近代歐洲的文化及文學發展，以瞭解近代歐

洲發展之脈絡。 
3. 跨領域及多語言之發展方向：鼓勵學生修讀跨領域及多語言之課程。 

貳、 學系課程簡介 

一、 課程規劃理念 

(一) 小班教學，增加其練習機會，以強化學生基礎語言能力。 

(二) 奠定專業語言聽、說、讀、寫基本能力。 

(三) 低年級主要課程以語文訓練為主，輔以文學、文化概論課

程，高年級則強調學科整合（時事、歐盟研究）及跨領域

專長能力之培養。 

(四) 鼓勵雙外語、雙專長：開發同學潛能，在校先積蓄能量，

有朝一日即可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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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程地圖 

(一) 法文組 

 

(二) 德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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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班牙文組 

 
參、 畢業門檻檢定 

一、 本系 3 語組，除主修語文，其餘為相同之課程。105 級(含)起學士

班畢業學分為 128 學分，各語組必修學分為 52 學分。 

二、 學生其餘修業學分相關規定詳教務處網頁「畢業審查標準」及校內

最新法令規章。 

三、 本學系實施「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

凡未通過檢定者不得畢業。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 

民國 102 年 4 月 23 日第 46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3 月 30 日第 63 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6 月 17 日第 127 次院務會議核備通過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確保學生外語能力之水準，

特依據「國立政治大學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訂定本系「外語畢業標準

檢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外語係指英語、阿拉伯語、俄語、日語、韓語、土耳其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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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德語及西班牙語。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自 105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惟身心障礙學生、

國際學生及僑生之外語能力檢定，得不適用本辦法。 

國際學生及僑生得選擇以華語為其外語，惟應排除其國籍之官方語言。 

第四條 本系主任開設一門零學分之必修「外語能力檢定」課程，學系主任不另核

支鐘點費。本系學生必須通過「國立政治大學外語畢業標準檢定辦法」第

六條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能力標準之規定，且通過任一其它外語能力檢

核標準，並經學系、學系主任核定始得畢業，成績以「通過」或「不通過」

登錄。 

第五條 若本系學生通過法語、德語、西班牙語能力測驗（歐檢）B2 級（含）以上

（如附表），即視為通過外語能力畢業標準。 

第六條 本系之低收入戶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補助考試半額費用，惟以兩次為

限，每次補助金額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貳仟元。 

第七條 未通過上述規定之學生，經辦理成績登錄及本系核定後，得依參加檢定之

語種修習本校所開零學分每週兩小時之外語進修課程。修畢課程成績及格

者，視同通過本系外語能力畢業標準。 

學生修習前項課程須繳交費用，但低收入戶學生得免費上課。 

第八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請院務會議核備後施行。 

 

附表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B2 標準如下： 

 B2 

需要修習時數 200 至 250 小時以上之學習 

字彙量 約 8000 字 

理解 聽力 我能夠聽懂較長的演講及複雜的論述，如果我對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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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熟悉。我能夠聽懂大部分的電視新聞報導或報導

性節目。我能夠看懂大部分的影片，只要電影中說的是

標準語言。 

閱讀 我能夠看懂關於時事的文章和報導，了解作者對事件的

特定立場。我看得懂當代文學散文。 

說話 參與交談 我能夠隨性、流利地表達意見；與母語者交談，能順暢

進行。我能夠就一個我熟悉的狀況，參與討論、說明自

己的立場，並為其辯護。 

有條理地 

說話 

我能夠在我感興趣的領域，就許多主題清楚、詳盡地說

明自己的看法。我能夠就一個實際問題，說明自己的立

場；表達不同可能性的優缺點。 

寫作 我能夠用文筆，就許多我感興趣的主題，寫出清楚詳盡

的文章。我能在文章或報告中轉述資訊，或陳述針對某

一立場的正反雙方意見。我能在信件中清楚表達，事件

或經驗對我個人的意義。 

法文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B2(中高級) 

DELF Diplôme d’Etudes en Langue Française B2 

TCF 4（與 B2 相當） 

德文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B2(中高級) 

Exams in Goethe Institut B2 

Test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12（與 B2 相當） 

西班牙文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B2(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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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 Diploma de Español como Lengua Extranjera B2 
 

肆、 課程規劃 

一、 法文組 

大一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56001 初級法文閱讀 二 34 2 3 
509004001 初級法文聽力會話 三 23 2 4 
509007001 初級法文語法 二 56 2 4 
509059001 初級法文應用 三 56 2 4-6 
 
大一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56002 初級法文閱讀 二 34 2 3 
509004002 初級法文聽力會話 三 23 2 4 
509007002 初級法文語法 二 56 2 4 
509059002 初級法文應用 三 56 2 4-6 
 
大二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62001 中級法文閱讀 二 56 2 3 
509014001 中級法文聽力會話 四 56 2 2 
509017001 中級法文語法 三 34 2 4 
509024001 法國文化概論 四 34 2 4-6 
 
大二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62002 中級法文閱讀 二 56 2 3 
509014002 中級法文聽力會話 四 56 2 2 
509017002 中級法文語法 三 34 2 4 
509024002 法國文化概論 四 34 2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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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31001 進階法文聽力會話 四 34 2 2 
509065001 進階法文寫作 二 56 2 3 
509040001 法國文學概論 四 56 2 4 
 
大三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31002 進階法文聽力會話 四 34 2 2 
509065002 進階法文寫作 二 56 2 3 
509040002 法國文學概論 四 56 2 4 
509043001 法文翻譯實務 三 56 2 3 
 
大四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47001 專業法文 三 34 2 4-6 
509046001 歐洲文化與文明 一 56 2 3 
 
大四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47002 專業法文 三 34 2 4-6 
註：實際上課時間以教務處課務組公布為主 

二、 德文組 

大一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57001 初級德文閱讀 二 12 2 3 
509005001 初級德文聽力會話 二 56 2 5-10 
509008001 初級德文語法 三 34 2 5 
509060001 初級德文應用 四 D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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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57002 初級德文閱讀 二 12 2 3 
509005002 初級德文聽力會話 二 56 2 5-10 
509008002 初級德文語法 三 34 2 5 
509060002 初級德文應用 四 D5 2 2 
 
大二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63001 中級德文閱讀 三 56 2 5-10 
509015001 中級德文聽力會話 四 34 2 4 
509018001 中級德文語法 二 56 2 4 
509025001 德國文化概論 四 56 2 4 
 
大二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63002 中級德文閱讀 三 56 2 5-10 
509015002 中級德文聽力會話 四 34 2 4 
509018002 中級德文語法 二 56 2 4 
509025002 德國文化概論 四 56 2 4 
 
大三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32001 進階德文聽力會話 二 34 2 5-10 
509066001 進階德文寫作 三 56 2 3 
509041001 德國文學概論 四 56 2 6 
 
大三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32002 進階德文聽力會話 二 34 2 5-10 
509066002 進階德文寫作 三 56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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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41002 德國文學概論 四 56 2 6 
509044001 德文翻譯實務 四 34 2 2 
 
大四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48001 專業德文 二 56 2 4 
509046001 歐洲文化與文明 一 56 2 3 
 
大四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48002 專業德文 二 56 2 4 
註：實際上課時間以教務處課務組公布為主 

三、 西班牙文組 

大一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58001 初級西文閱讀 四 56 2 5-8 
509006001 初級西文聽力會話 三 34 2 5-8 
509009001 初級西文語法 二 34 2 6 
509061001 初級西文應用 二 56 2 5-8 
 
大一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58002 初級西文閱讀 四 56 2 5-8 
509006002 初級西文聽力會話 三 34 2 5-8 
509009002 初級西文語法 二 34 2 6 
509061002 初級西文應用 二 56 2 5-8 
 
大二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64001 中級西文閱讀 二 34 2 4 
509016001 中級西文聽力會話 三 34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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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19001 中級西文語法 三 56 2 5-8 
509026001 西班牙文化概論 四 34 2 5-8 
 
大二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64002 中級西文閱讀 二 34 2 4 
509016002 中級西文聽力會話 三 34 2 6 
509019002 中級西文語法 三 56 2 5-8 
509026002 西班牙文化概論 四 34 2 5-8 
 
大三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33001 進階西文聽力會話 四 56 2 5-8 
509067001 進階西文寫作 三 34 2 5-8 
509042001 西班牙文學概論 四 34 2 4 
 
大三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33002 進階西文聽力會話 四 56 2 5-8 
509067002 進階西文寫作 三 34 2 5-8 
509042002 西班牙文學概論 四 34 2 4 
509045001 西文翻譯實務 五 34 2 6 
 
大四上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49001 專業西文 四 56 2 4 
509046001 歐洲文化與文明 一 56 2 3 
 
大四下學期 
科目代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暫定) 
學分 課外每周預估 

學習時間 
509049002 專業西文 四 56 2 4 
註：實際上課時間以教務處課務組公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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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總覽（各科課程大綱以每學期教務處公告版本為準） 

一、 法文組 

50905600   初級法文閱讀（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培養學生對法語及其生活文化的學習興趣。 
2. 教授學生基礎語言能力（發音、文法與會話練習）。 
3. 訓練日常生活的需求與運用。 
4. 認識法國人文、歷史與社會的發展特色。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法語發音練習與課程介紹 法語發音練習 
第二週 法語發音練習與認識法語 法語發音練習 
第三週 第 1 課課文解說  

La population: Identité 
閱讀及作業 

第四週 第 1 課課文解說 
La population: Identité 

閱讀及作業 

第五週 第 2 課課文解說 
La banlieu: A la gare 

閱讀及作業 

第六週 第 2 課課文解說 
La banlieu: A la gare 

閱讀及作業 

第七週 第 3 課課文解說 
Qurtier de Paris: Chercher une chambre 

閱讀及作業 

第八週 第 3 課課文解說、總複習 Qurtier de Paris: 
Chercher une chambre 

閱讀及作業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認識法語 La langue française dans le monde: 閱讀及心得作業 
第十一週 第 4 課課文解說 

Chambres pour étudiants: Pendaison de 
crémaillère 

閱讀及作業 

第十二週 第 4 課課文解說 
Chambres pour étudiants: Pendaison de 
crémaillère 

閱讀及作業 

第十三週 第 5 課課文解說 
Petits boulots: Entretien 

閱讀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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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第 5 課課文解說 
Petits boulots: Entretien 

閱讀及作業 

第十五週 第 6 課課文解說 
Le resto U: Enquête au resto U 

閱讀及作業 

第十六週 第 6 課課文解說 
Le resto U: Enquête au resto U 

閱讀及作業 

第十七週 1〜6 課總複習 閱讀及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總復習與課程介紹 閱讀 
第二週 第 7 課課文解說 

Jeunes artistes: Elle est actrice! 
閱讀及作業 

第三週 第 7 課課文解說 
Jeunes artistes: Elle est actrice! 

閱讀及作業 

第四週 第 8 課課文解說 
Tenue de soirée: Quelle tenue choisir? 

閱讀及作業 

第五週 第 8 課課文解說 
Tenue de soirée: Quelle tenue choisir? 

閱讀及作業 

第六週 第 9 課課文解說 
Faites du sport! Visite médicale 

閱讀及作業 

第七週 第 9 課課文解說 
Faites du sport! Visite médicale 

閱讀及作業 

第八週 課文解說及總複習 閱讀及作業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認識法語 La langue française dans le monde 閱讀及心得分享 
第十一週 第 10 課課文解說 

En voiture! Projet de voyage 
閱讀及作業 

第十二週 第 10 課課文解說 
En voiture! Projet de voyage 

閱讀及作業 

第十三週 第 11 課課文解說 
Sur la route: Au volant! 

閱讀及作業 

第十四週 第 11 課課文解說 
Sur la route: Au volant! 

閱讀及作業 

第十五週 第 12 課課文解說 
En vacances: Entre amis 

閱讀及作業 

第十六週 第 12 課課文解說 閱讀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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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vacances: Entre amis 
第十七週 課文解說及總複習 閱讀及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0400   初級法文聽力會話（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學會簡單日常生活對話。  
2. 聽懂基本句型的句子。  
3. 練習標準發音。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法語發音與會話練習 法語發音練習 
第二週 法語發音與會話練習 法語發音練習 
第三週 第 1 課課文 

La population: Identité 
預習及作業 

第四週 第 1 課課文 
La population: Identité 

預習及作業 

第五週 第 2 課課文 
La banlieu: A la gare 

預習及作業 

第六週 第 2 課課文 
La banlieu: A la gare 

預習及作業 

第七週 第 3 課課文 
Qurtier de Paris: Chercher une chambre 

預習及作業 

第八週 第 3 課課文、總複習 Qurtier de Paris: 
Chercher une chambre 

預習及作業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認識法語 La langue française dans le monde: 預習及作業 
第十一週 第 4 課課文 

Chambres pour étudiants: Pendaison de 
crémaillère 

預習及作業 

第十二週 第 4 課課文 
Chambres pour étudiants: Pendaison de 
crémaillère 

預習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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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第 5 課課文 
Petits boulots: Entretien 

預習及作業 

第十四週 第 5 課課文 
Petits boulots: Entretien 

預習及作業 

第十五週 第 6 課課文 
Le resto U: Enquête au resto U 

預習及作業 

第十六週 第 6 課課文 
Le resto U: Enquête au resto U 

預習及作業 

第十七週 總複習 預習及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複習上學期課程與下學期課程介紹 預習及作業 
第二週 第 7 課課文 

Jeunes artistes: Elle est actrice! 
預習及作業 

第三週 第 7 課課文 
Jeunes artistes: Elle est actrice! 

預習及作業 

第四週 第 8 課課文 
Tenue de soirée: Quelle tenue choisir? 

預習及作業 

第五週 第 8 課課文 
Tenue de soirée: Quelle tenue choisir? 

預習及作業 

第六週 第 9 課課文 
Faites du sport! Visite médicale 

預習及作業 

第七週 第 9 課課文 
Faites du sport! Visite médicale 

預習及作業 

第八週 總複習 預習及作業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認識法語 La langue française dans le monde 預習及作業 
第十一週 第 10 課課文 

En voiture! Projet de voyage 
預習及作業 

第十二週 第 10 課課文 
En voiture! Projet de voyage 

預習及作業 

第十三週 第 11 課課文 
Sur la route: Au volant! 

預習及作業 

第十四週 第 11 課課文 
Sur la route: Au volant! 

預習及作業 

第十五週 第 12 課課文 預習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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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vacances: Entre amis 
第十六週 第 12 課課文 

En vacances: Entre amis 
預習及作業 

第十七週 總複習 預習及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0700   初級法文語法（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透過解釋與練習，引導初學者對法語文法的基礎認識 
2. 促使學生逐漸具備法語聽力、閱讀、書寫與口語表達四種能力 
3. 建立學生紮實的法語發音基礎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Pronoms sujets  

Présent de l’indicatif 
devoir 

第二週 Interrogation 
Masculin/féminin 

devoir 

第三週 Masculin/féminin (suite)  
Pluriel des noms et des adjectifs 

devoir 

第四週 Adjectifs interrogatifs 
Articles indéfinis et définis 

devoir 

第五週 Impératif 
Pronoms toniques 

devoir 

第六週 Articles contractés avec les prépositions « à » 
et « de » 

devoir 

第七週 Négation devoir 
第八週 Exercices devoir 
第九週 Bilan 1(Unités 1-3) devoir 
第十週 Examen partiel devoir 
第十一週 Passé composé (1) devoir 
第十二週 Passé composé (2) devoir 
第十三週 Adjectifs possessifs 

Adjectifs démonstratifs 
devoir 

第十四週 Passé composé (3) de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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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oms compléments d’objet direct 
第十五週 Articles partitifs 

Expression de la quantité 
devoir 

第十六週 Comparaison 
Interrogation (suite) 

devoir 

第十七週 Bilan 2 (Unités 4-6) devoir 
第十八週 Examen de fin de semestre devoir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Pronoms compléments d’objet indirect devoir 
第二週 férié devoir 
第三週 Compléments de temps « il y a » et « depuis » 

Imparfait de l’indicatif 
devoir 

第四週 Futur proche 
Pronoms relatifs « qui » et « que » 

devoir 

第五週 Pronoms démonstratifs devoir 
第六週 Articles partitifs (suite) 

Verbes pronominaux 
devoir 

第七週 férié devoir 
第八週 Bilan 3 (Unités 7-9) devoir 
第九週 Examen partiel devoir 
第十週 Futur simple 

Passé récent 
devoir 

第十一週 Verbes pronominaux au passé composé 
Superlatif 
Pronom complément de lieu « y » 

devoir 

第十二週 Articles partitifs (rappel) 
Imparfait de l’indicatif (suite) 

devoir 

第十三週 Récit au passé : passé composé + imparfait 
Faire des reproches 

devoir 

第十四週 Prépositions de lieu devant les noms de pays 
Pronoms compléments de lieu « en » et « y » 

devoir 

第十五週 férié devoir 
第十六週 Compléments de temps (rappel) 

Proposer, accepter, refuser 
devoir 

第十七週 Bilan 4 (Unités 10-12) devoir 
第十八週 Examen partiel de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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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5900   初級法文應用（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鑒於歐文系大一課程太少，學生一入缺乏引導，恐影響日後學習，因此本系老師

開會討論，得到共識，認為加開「初級歐文應用」（德、法、西），將對同學學習

有所助益。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字母、發音 練習字母與發音 
第二週 字母、發音 練習字母與發音 
第三週 單元一 La population 複習及預習 
第四週 單元一 La population 複習及預習 
第五週 單元二 La Banlieue 複習及預習 
第六週 單元二 La Banlieue 複習及預習 
第七週 單元三 Quartiers de Paris 複習及預習 
第八週 單元三 Quartiers de Paris 複習及預習 
第九週 單元複習 複習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單元四 Chambre pour  

étudiants 
複習及預習 

第十二週 單元四 Chambre pour  
étudiants 

複習及預習 

第十三週 單元五 Petit Boulots 複習及預習 
第十四週 單元五 Petit Boulots 複習及預習 
第十五週 單元六 Le Resto U 複習及預習 
第十六週 單元六 Le Resto U 複習及預習 
第十七週 單元複習 複習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字母、發音 複習及預習 
第二週 字母、發音 複習及預習 
第三週 單元七 Jeunes artists 複習及預習 
第四週 單元七 Jeunes artists 複習及預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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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單元八 Tenue de soirée 複習及預習 
第六週 單元八 Tenue de soirée 複習及預習 
第七週 單元九 Faites du sport 複習及預習 
第八週 單元九 Faites du sport 複習及預習 
第九週 單元複習 複習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單元十 En voiture 複習及預習 
第十二週 單元十 En voiture 複習及預習 
第十三週 單元十一 Sur la route 複習及預習 
第十四週 單元十一 Sur la route 複習及預習 
第十五週 單元十二 En vacances 複習及預習 
第十六週 單元十二 En vacances 複習及預習 
第十七週 單元複習 複習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6200   中級法文閱讀（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加強學生法語程度，培養學生對法語及其生活與文化持續學習的興趣。 
2. 加強學習多元字彙、完整文法結構。 
3. 強化聽、讀、會話能力及口語表達之訓練。 
4. 簡易寫作與翻譯之引介與練習。 
5. 提升對法國及法語區人文與社會之認識。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中級法文閱讀教科書的學習內容與重點 初級法語的總檢視 
第二週 第 1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Compétences: Avant 

l’entretien 
閱讀及作業 

第三週 第 1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Compétences: Avant 
l’entretien 

閱讀及作業 

第四週 第 2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Entreprendre:Aider 
les jeunes 

閱讀及作業 

第五週 第 2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Entreprendre: Aider 
les jeunes 

閱讀及作業 

第六週 第 3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閱讀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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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it et travail:Trois chaines 
第七週 第 3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Droit et travail:Trois chaines 
閱讀及作業 

第八週 第 1~3 課課文研討、總複習 閱讀及作業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學習法語的觀察與認知 閱讀及心得作業 
第十一週 第 4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Vie privé:Tête à tête 
閱讀及作業 

第十二週 第 4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Vie privé:Tête à tête 

閱讀及作業 

第十三週 第 5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Vivre à plusieurs: Cohabiter 

閱讀及作業 

第十四週 第 5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Vivre à plusieurss: Cohabiter 

閱讀及作業 

第十五週 第 6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Voyager: Partir 閱讀及作業 
第十六週 第 6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Voyager: Partir 閱讀及作業 
第十七週 第 1~6 課課文研討、總複習 閱讀及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中級法文閱讀教科書的學習內容與重點 上學期課程的總複

習與檢討 
第二週 第 7課課文解說與研討Négocier: Une bonne 

affaire 
閱讀及作業 

第三週 第 7課課文解說與研討Négocier: Une bonne 
affaire 

閱讀及作業 

第四週 第 8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Choisir: Bien acheter au supermaché 

閱讀及作業 

第五週 第 8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Choisir: Bien acheter au supermaché 

閱讀及作業 

第六週 第 9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Proximité: La fin d’un petit commerce 

閱讀及作業 

第七週 第 9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Proximité: La fin d’un petit commerce 

閱讀及作業 

第八週 第 7~9 課課文解說、總複習 閱讀及作業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學習法語的觀察與認知（如何準備法語檢 閱讀及心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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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第十一週 第 10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Télévision: Zapper 閱讀及作業 
第十二週 第 10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Télévision: Zapper 
閱讀及作業 

第十三週 第 11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Créer: Au Salon des inventeurs 

閱讀及作業 

第十四週 第 11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Créer: Au Salon des inventeurs 

閱讀及作業 

第十五週 第 12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Bonheurs: Mieux vivre 

閱讀及作業 

第十六週 第 12 課課文解說與研討 
Bonheurs: Mieux vivre 

閱讀及作業 

第十七週 第 10~12 課課文解說、總複習 閱讀及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1400   中級法文聽力會話（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renforcer la maitrise de l'oral  
2. enseigner les connaissances nécessaires pour passer les examens oraux du DELF 

A2 
3. donner aux étudiants les compétences en communication orale, pour leur 

permettre de s'exprimer en français avec confiance 
4. habituer les étudiants à utiliser des phrases complètes pour exprimer leur idées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Unité 1 – Travail, recherche et embauche 作業= (vidéo 1) 
第二週 Unité 1 – Travail, recherche et embauche 作業= (vidéo 1) 
第三週 Unité 1 – Travail, recherche et embauche 作業= (vidéo 1) 
第四週 Unité 2 – Travail, entreprise et économie   作業= (vidéo 2) 
第五週 Unité 2 – Travail, entreprise et économie 作業= (vidéo 2) 
第六週 Unité 2 – Travail, entreprise et économie 作業= (vidéo 2) 
第七週 Unité 3 – Travail, droit et syndicats 作業= (vidéo 3) 
第八週 Unité 3 – Travail, droit et syndicats 作業= (vidéo 3) 
第九週 Unité 3 – Travail, droit et syndicats 作業= (vidé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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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examen de mi-semestre 作業= (vidéo 4) 
第十一週 Unité 4 – Vie privée, sentiment et amour 作業= (vidéo 4) 
第十二週 Unité 4 – Vie privée, sentiment et amour 作業= (vidéo 4) 
第十三週 Unité 5 – Vie privée, voisins et logements 作業= (vidéo 5) 
第十四週 Unité 5 – Vie privée, voisins et logements 作業= (vidéo 5) 
第十五週 Unité 5 – Vie privée, voisins et logements 作業= (vidéo 5) 
第十六週 Unité 6 – Voyage, vacances et projets 作業= (vidéo 6) 
第十七週 Unité 6 – Voyage, vacances et projets 作業= (vidéo 6) 
第十八週 examen de fin de semestre 作業= (vidéo 6)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Unité 7 – négocier et marchander  作業= (vidéo 7) 
第二週 Unité 7 – négocier et marchander  作業= (vidéo 7) 
第三週 Unité 7 – négocier et marchander  作業= (vidéo 7) 
第四週 Unité 8 – environnement et écologie  作業= (vidéo 8) 
第五週 Unité 8 – environnement et écologie  作業= (vidéo 8) 
第六週 Unité 8 – environnement et écologie  作業= (vidéo 8) 
第七週 Unité 9 – commerces et commerçants  作業= (vidéo 9) 
第八週 Unité 9 – commerces et commerçants  作業= (vidéo 9) 
第九週 Examen de mi-semestre 作業= (vidéo 9) 
第十週 Unité 10 – programmes télévisés et débats 作業= (vidéo 10) 
第十一週 Unité 10 – programmes télévisés et débats 作業= (vidéo 10) 
第十二週 Unité 11 – arts et artisanats 作業= (vidéo 10) 
第十三週 Unité 11 – arts et artisanats 作業= (vidéo 11) 
第十四週 Unité 11 – arts et artisanats 作業= (vidéo 11) 
第十五週 Unité 12 – bonheur et qualité de vie  作業= (vidéo 11) 
第十六週 Unité 12 – bonheur et qualité de vie  作業= (vidéo 12) 
第十七週 Examen de fin de semestre 作業= (vidéo 12) 
第十八週 Bilan de l'année 作業= (vidéo 12) 

 

 

50901700   中級法文語法（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延續學生已建立的基本文法基礎，指導學生認識更深入的法語語法。 
2. 促使學生具備更進一步的聽、說、讀、寫的能力。 
3. 持續建立與加強學生正確發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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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Présent du subjonctif devoir 
第二週 Pronoms relatifs « qui » et « que» devoir 
第三週 Accords des participes passés  devoir 
第四週 Interrogation indirecte devoir 
第五週 Pronoms relatifs « où » et « dont » devoir 
第六週 Pronoms relatifs composés devoir 
第七週 Subjonctif (suite) 

Passif 
devoir 

第八週 Négation 
Conditionnel présent 

devoir 

第九週 Bilan 1(Unités 1-3) devoir 
第十週 Examen partiel devoir 
第十一週 Récit au passé : imparfait et passé composé  

Plus-que-parfait 
devoir 

第十二週 Concordance des temps devoir 
第十三週 Conditionnel présent (suite) 

Expression de la quantité 
devoir 

第十四週 Prépositions : villes et pays (rappel) devoir 
第十五週 Pronom « y » 

Pronom « en » 
devoir 

第十六週 Gérondif devoir 
第十七週 Bilan 2 (Unités 4-6) devoir 
第十八週 Examen de fin de semestre devoir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Doubles pronoms 

Pronoms réfléchis 
devoir 

第二週 Verbes à constructions multiples 
Subjonctif (suite) 

devoir 

第三週 Mise en relief devoir 
第四週 Synthèse des pronoms personnels devoir 
第五週 Pronoms possessifs devoir 
第六週 Exercices : pronoms personnels et possessifs devoir 
第七週 Adverbes de manière de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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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Bilan 3 (Unités 7-9) devoir 
第九週 Examen partiel devoir 
第十週 Relations logiques : expression de la cause devoir 
第十一週 Expression de la conséquence devoir 
第十二週 Expression de l’opposition et de la concession devoir 
第十三週 Expression du temps devoir 
第十四週 Expression du but  

Futur simple (rappel) 
devoir 

第十五週 Emplois de l’infinitif 
Phrases conditionnelles 

devoir 

第十六週 Subjonctif (suite) devoir 
第十七週 Bilan 4 (Unités 10-12) devoir 
第十八週 Examen partiel devoir 

 

 

50902400   法國文化概論（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對法國歷史、地理有初步的認識。  
2. 對法國民情風俗具大致的了解。  
3. 對法國時事及國際接軌的情況有所涉獵。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Vins et eaux 複習課程 
第二週 Macarons 複習課程 
第三週 Truffes 複習課程 
第四週 Brigitte Bardot 複習課程 
第五週 Serge Gainsbourg 複習課程 
第六週 Philippe Starck 複習課程 
第七週 Coq 複習課程 
第八週 Napoléon 複習課程 
第九週 Jeanne d’Arc 複習課程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Grandes écoles 複習課程 
第十二週 La Sorbonne 複習課程 
第十三週 TGV 複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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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Le Monde 複習課程 
第十五週 Petit Prince 複習課程 
第十六週 Chiens et chats 複習課程 
第十七週 Vacances 複習課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Chefs 複習課程 
第二週 Champagne 複習課程 
第三週 Fromages 複習課程 
第四週 Yannick Noah 複習課程 
第五週 Les Bleus 複習課程 
第六週 Catherine Deneuve 複習課程 
第七週 Charleds de Gaulle 複習課程 
第八週 Marianne 複習課程 
第九週 Mai 68 複習課程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2CV 複習課程 
第十二週 Métro, boulot, dodo 複習課程 
第十三週 Michelin 複習課程 
第十四週 Tintin 複習課程 
第十五週 Sempé 複習課程 
第十六週 Carotte 複習課程 
第十七週 Tour de France 複習課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3100   進階法文聽力會話（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三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renforcer la maitrise de l'oral 
2. enseigner les connaissances nécessaires pour passer les examens oraux du DELF 

B1 
3. donner aux étudiants les compétences en communication orale, pour leur 

permettre de s'exprimer en français avec confiance 
4. habituer les étudiants à utiliser des phrases complètes pour exprimer leur idées 
 
〔上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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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Unité 1 – Vivre ensemble  

Dossier 1 – Sous le même toit 
作業= (vidéo 1) 

第二週 Unité 1 – Vivre ensemble  
Dossier 1 – Sous le même toit 

作業= (vidéo 1) 

第三週 Unité 1 – Vivre ensemble  
Dossier 2 – À table 

作業= (vidéo 1) 

第四週 Unité 1 – Vivre ensemble  
Dossier 2 – À table 

作業= (vidéo 1) 

第五週 Unité 2 – Au travail ! 
Dossier 1 – Ça va les études ? 

作業= (vidéo 2) 

第六週 Unité 2 –Au travail ! 
Dossier 1 –Ça va les études ? 

作業= (vidéo 2) 

第七週 Unité 2 – Au travail ! 
Dossier 2 – À chacun son métier 

作業= (vidéo 2) 

第八週 Unité 2 – Au travail ! 
Dossier 2 – À chacun son métier 

作業= (vidéo 2) 

第九週 examen de mi-semestre  
第十週 Unité 3 – Faites passer le message 

Dossier 1 – C’est d’actualité ! 
作業= (vidéo 3) 

第十一週 Unité 3 – Faites passer le message 
Dossier 1 – C’est d’actualité ! 

作業= (vidéo 3) 

第十二週 Unité 3 – Faites passer le message 
Dossier 2 – Tous en ligne ! 

作業= (vidéo 3) 

第十三週 Unité 3 – Faites passer le message 
Dossier 2 – Tous en ligne ! 

作業= (vidéo 3) 

第十四週 Unité 4  – Entre nous… 
Dossier 1 – C’est de famille 

作業= (vidéo 4) 

第十五週 Unité 4  – Entre nous… 
Dossier 1 – C’est de famille 

作業= (vidéo 4) 

第十六週 Unité 4  – Entre nous… 
Dossier 2 – Affaires de coeur  

作業= (vidéo 4) 

第十七週 Unité 4  – Entre nous… 
Dossier 2 – Affaires de coeur 

作業= (vidéo 4) 

第十八週 examen de fin de semestre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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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Unité 5 – À l’horizon 

Dossier 1 – Bon voyage ! 
作業= (vidéo 5) 

第二週 Unité 5 – À l’horizon 
Dossier 2 – Bonne route ! 

作業= (vidéo 5) 

第三週 Unité 5 – À l’horizon 
Dossier 2 – Bonne route ! 

作業= (vidéo 5) 

第四週 Unité 6 – Du nécessaire au superflu 
Dossier 1 – Consommer et jeter 

作業= (vidéo 5) 

第五週 Unité 6 – Du nécessaire au superflu Dossier 1 
– Consommer et jeter 

作業= (vidéo 6) 

第六週 Unité 6 – Du nécessaire au superflu Dossier 2 
– À loisirs 

作業= (vidéo 6) 

第七週 Unité 6 – Du nécessaire au superflu Dossier 2 
–À loisirs 

作業= (vidéo 6) 

第八週 Unité 7 – Tous citoyens ! 
Dossier 1 – Engageons-nous ! 

作業= (vidéo 6) 

第九週 examen de mi-semestre 作業= (vidéo 7) 
第十週 Unité 7 –Tous citoyens ! 

Dossier 2 – Rendre justice 
作業= (vidéo 7) 

第十一週 Unité 7 –Tous citoyens ! 
Dossier 2 – Rendre justice 

作業= (vidéo 7) 

第十二週 Unité 8 – Perles de culture 
Dossier 1 – L’amour de l’art 

作業= (vidéo 7) 

第十三週 Unité 8 – Perles de culture 
Dossier 2 – La belle histoire 

作業= (vidéo 8) 

第十四週 Unité 8 – Perles de culture 
Dossier 2 – La belle histoire 

作業= (vidéo 8) 

第十五週 Unité 9 – Ainsi va le monde  
Dossier 1 – Vivre l’Europe 

作業= (vidéo 8) 

第十六週 Unité 9 – Ainsi va le monde  
Dossier 1 – Vivre l’Europe 

作業= (vidéo 8) 

第十七週 Unité 9 – Ainsi va le monde  
Dossier 2 – Si loin, si proches 

作業= (vidéo 0) 

第十八週 examen de fin de semestre 作業= (vidéo 0) 
 

 

50906500   進階法文寫作（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三   4 小時/學年 



30 
 

 
〔課程目標〕 
1. 依據 B1 法語教材的書寫單元，引導學生閱讀和認識不同文章體裁(介紹性文

章、人物採訪、電子郵件等)和其書寫方式。 
2. 適當地運用字彙、文法和句型書寫與課文主題相關的文章，提升學生書寫能

力至 B1 級。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介紹課程 複習課程 
第二週 法文書寫格式與體裁 複習課程 
第三週 介紹性文章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四週 介紹性文章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五週 介紹性文章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六週 人物採訪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七週 人物採訪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八週 人物採訪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九週 人物採訪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廣告信件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二週 廣告信件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三週 廣告信件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四週 電子郵件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五週 電子郵件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六週 介紹法文俚語 複習課程 
第十七週 介紹法文俚語 複習課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書信寫作格式與體裁 複習課程 
第二週 求職信(人求事)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三週 求職信(事求人)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四週 各式啟事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五週 各式啟事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六週 報章雜誌報導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七週 報章雜誌報導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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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報章雜誌報導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九週 報章雜誌報導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閱讀報告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二週 閱讀報告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三週 閱讀報告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四週 閱讀報告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五週 法檢作文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六週 法檢作文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七週 法檢作文書寫格式 複習課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4000   法國文學概論（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法三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認識法國文學的歷史 :從中世紀到當代文學 
2. 精進學生的法文寫作、口語表達能力 
3. 提升學生的法文閱讀能力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Le passé simple  lecture 
第二週 Béroul, Tristan et Iseut, p. 12 lecture 
第三週 François Rabelais, Gargantua, p. 18 lecture 
第四週 Pierre de Ronsard, Ode à Cassandre, p. 20 lecture 
第五週 Pierre Corneille, Le Cid, p. 30 lecture 
第六週 Molière, L’Avare, p. 32 lecture 
第七週 Jean de La Fontaine, Le loup et l’agneau, p. 

34 
lecture 

第八週 Jean Racine, Bérénice, p. 36 lecture 
第九週 Mme de la Fayette, La Princesse de Clèves, p. 

38 
lecture 

第十週 examen partiel lecture 
第十一週 Marivaux, 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sard, p. 

44 
lecture 

第十二週 Denis Diderot, Autorité politique, p. 46 lecture 
第十三週 Voltaire, Candide, p. 48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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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週 Jean-Jacques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 p. 
50 

lecture 

第十五週 Choderlos de Laclos,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1)  
(film) 

lecture 

第十六週 Choderlos de Laclos,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2)  
p. 54 

lecture 

第十七週 Beaumarchais, Le mariage de Figaro, p. 56 lecture 
第十八週 examen de fin de semestre lecture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Victor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1) lecture 
第二週 Victor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2) lecture 
第三週 Alphonse de Lamartine, Le Lac, p. 60 lecture 
第四週 Stendhal, Le Rouge et le Noir, p. 62 lecture 
第五週 George Sand, La mare au diable, p. 72 lecture 
第六週 Chateaubriand, Mémoires d’outre-tombe, p. 

74 
lecture 

第七週 Charles Baudelaire, L’Etranger, p. 78  lecture 
第八週 Gustave Flaubert, Madame Bovary lecture 
第九週 Examen partiel lecture 
第十週 Edmond Rostand, Cyrano de Bergerac (1), 

(film) 
lecture 

第十一週 Edmond Rostand, Cyrano de Bergerac (2) lecture 
第十二週 Raymond Queneau, Zazie dans le métro lecture 
第十三週 Albert Camus, L’Etranger, p. 108 lecture 
第十四週 Jean-Paul Sartre, Huis clos, p. 110 lecture 
第十五週 Eugène Ionesco, La Cantatrice chauve, p. 114 lecture 
第十六週 Samuel Beckett, En attendant Godot, p. 116 lecture 
第十七週 Michel Tournier, Les fiancés de la plage, p. 

150 
lecture 

第十八週 Examen de fin de semestre lecture 
 

 

50904300   法文翻譯實務（必）   2 學分/下學期   歐法三   2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培養學生對不同類型文本的法翻中筆譯能力，以期開啟對筆譯此專業的興趣進而

出國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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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介紹課程 / 時事插畫新聞 文章翻譯 
第二週 時事 文章翻譯 
第三週 時事 文章翻譯 
第四週 觀光 文章翻譯 
第五週 觀光 文章翻譯 
第六週 藝文 文章翻譯 
第七週 藝文 文章翻譯 
第八週 藝文 文章翻譯 
第九週 期中考 紙筆測驗 
第十週 文學 文章翻譯 
第十一週 文學 文章翻譯 
第十二週 歌曲 文章翻譯 
第十三週 歌曲 文章翻譯 
第十四週 語言現象 文章翻譯 
第十五週 語言現象 文章翻譯 
第十六週 經濟 文章翻譯 
第十七週 經濟 文章翻譯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紙筆測驗 

 

 

50904700   專業法文（必）   4 學分/學年   歐法四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針對同學性向，為大家作就業準備。 
2. 發展同學專業法文聽、說、讀、寫能力。 
3. 翻譯能力的養成。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Les constituants de l’identité 複習課程 
第二週 Les origines 複習課程 
第三週 La famille 複習課程 
第四週 L’adoption 複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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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Le corps 複習課程 
第六週 Le sport 複習課程 
第七週 La santé 複習課程 
第八週 Les migrations de population 複習課程 
第九週 Les migrants 複習課程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Voyages et tourisme 複習課程 
第十二週 Les pays accueillants 複習課程 
第十三週 Cités d’hier et d’aujourd’hui 複習課程 
第十四週 Logements en ville 複習課程 
第十五週 L’aménagement de l’espace vital 複習課程 
第十六週 Avantages et inconvénients de la cité 複習課程 
第十七週 Actes ciyotens 複習課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L’importance du travail dans la vie 複習課程 
第二週 Les « success story » 複習課程 
第三週 Les travailleurs migrants 複習課程 
第四週 Le recherche d’un emploi 複習課程 
第五週 Les relations dans l’entreprise  複習課程 
第六週 Les cinq sens 複習課程 
第七週 Les arts 複習課程 
第八週 La nourriture 複習課程 
第九週 Le marketing alimentaire 複習課程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l’apprentissag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et les 

langues étrangères 
複習課程 

第十二週 La Semaine de la francophonie 複習課程 
第十三週 Langues et cultures 複習課程 
第十四週 Multilinguisme , bilinguisme 複習課程 
第十五週 La citoyenneté 複習課程 
第十六週 L’engagement 複習課程 
第十七週 L’écologie 複習課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4600 歐洲文化與文明話（必）2 學分/上學期  歐文四共同必修 2 小時/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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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1. 培養歐文系同學除了語言的專長之外，並具有當代歐洲的專業知識與素養 
2. 2009 歐洲聯盟會員國簽署了「里斯本條約」，讓歐洲統合邁入新的里程碑，

但在歐元危機、難民移入、英國脫歐以及恐怖主義的問題之下，歐盟也面臨

前所未有的困境。 
3. 特別是在面對全球化及美國文化的強勢影響之下，認識並進一步研究當代歐

洲文化與文明之重點以及歐洲政經統合之新潮流為本課之主要目標。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評量標準 閱讀參考書籍 
第二週 文化與文明之意涵？ 閱讀參考書籍 
第三週 歐洲文化的共同價值與特色：人權、民主與

法治。 
閱讀參考書籍 

第四週 歐洲的語言與宗教發展 閱讀參考書籍 
第五週 歐洲的教育制度與政策 閱讀參考書籍 
第六週 歐洲的社會經濟制度 閱讀參考書籍 
第七週 歐洲的憲政制度 閱讀參考書籍 
第八週 歐洲的政黨政治與選舉 閱讀參考書籍 
第九週 期中考週  
第十週 歐洲政經統合背景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一週 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二週 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三週 歐元的建立與發展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四週 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五週 歐洲聯盟與亞洲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六週 當前歐洲所面臨之難題（或同學分組報告）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七週 當前歐洲所面臨之難題（或同學分組報告）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八週 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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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文組 

50905700   初級德文閱讀（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read short German texts at the 
beginners level (i.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vel 
A1). Germa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garding the topics in 
the text will be introduced. This will improv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and to 
understand simple German texts.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Die Einfuehrung Die Uebungen 
第二週 Text lessen: Die Begrüßung Die Uebungen 
第三週 Text lessen: Die Begrüßung Die Uebungen 
第四週 Text lessen: Familie& Freunde Die Uebungen 
第五週 Text lessen: Familie& Freunde Die Uebungen 
第六週 Text lessen: Essen& Trinken Die Uebungen 
第七週 Text lessen: Essen& Trinken Die Uebungen 
第八週 Text lessen: Die Wohnung Die Uebungen 
第九週 Die Wiederholung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Text lessen: Die Wohnung Die Uebungen 
第十二週 Text lessen: Alltag& Uhrzeit Die Uebungen 
第十三週 Text lessen: Alltag& Uhrzeit Die Uebungen 
第十四週 Text lessen: Die Freizeit Die Uebungen 
第十五週 Text lessen: Lernen Die Uebungen 
第十六週 Text lessen: Lernen Die Uebungen 
第十七週 Die Wiederholung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Die Einfuehrung 複習課程 
第二週 Text lessen: Beruf& Arbeit 複習課程 
第三週 Text lessen: Beruf& Arbeit 複習課程 
第四週 Text lessen: Fremde Stadt 複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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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Text lessen: Fremde Stadt 複習課程 
第六週 Text lessen: Gesundheit 複習課程 
第七週 Text lessen: Gesundheit 複習課程 
第八週 Text lessen: In der Stadt unterwegs 複習課程 
第九週 Die Wiederholung 複習課程 
第十週 期中考  
第十一週 Text lessen: In der Stadt unterwegs 複習課程 
第十二週 Text lessen: Der Kunde ist König 複習課程 
第十三週 Text lessen: Der Kunde ist König 複習課程 
第十四週 Text lessen: Neue Kleider 複習課程 
第十五週 Text lessen: Neue Kleider 複習課程 
第十六週 Text lessen: Feste 複習課程 
第十七週 Die Wiederholung 複習課程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0500   初級德文聽力會話（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successfully in simple 
German on a basic level (i.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vel A1). German vocabulary and pronunciation will be introduced. This 
will help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talk and to understand simple German sentences.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talk in simple standard German and practice exchanging 
uncomplicated information.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he 

textbook/handout or chapter 1 
Homework (mostly 
from the included 
workbook & CDs 
of the textbook) 

第二週 Chapter 1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Chapter 1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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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第四週 Minitest, Chapter 2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五週 Chapter 2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六週 Minitest, Chapter 3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七週 Chapter 3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八週 Minitest, Chapter 4 A Preparing the 
midterm exam 

第九週 Oral midterm exam (about chapter 1-3)  
第十週 Chapter 4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一週 Chapter 4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二週 Minitest, Chapter 5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三週 Chapter 5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四週 Minitest, Chapter 6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五週 Chapter 6 Chapter 5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六週 Minitest, Chapter 7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七週 Chapter 7 Chapter 5 B, C Preparing the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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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ation 
第十八週 Oral final examination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he 

textbook/handout or chapter 8 
Homework (mostly 
from the included 
workbook & CDs 
of the textbook) 

第二週 Chapter 8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Chapter 8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四週 Minitest, Chapter 9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五週 Chapter 9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六週 Minitest, Chapter 10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七週 Chapter 10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八週 Minitest, Chapter 11 A Preparing the 
midterm exam 

第九週 Oral midterm exam (about chapter 8-10)  
第十週 Chapter 11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一週 Chapter 11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二週 Minitest, Chapter 12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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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Chapter 12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四週 Minitest, Chapter 13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五週 Chapter 13 Chapter 5 B, C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六週 Minitest, Chapter 14 A, Photostory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七週 Chapter 14 Chapter 5 B, C Preparing the final 
examination 

第十八週 Oral final examination  
  

 
50900800   初級德文語法（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德語入門、基礎文法訓練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字母與發音 講義 
第二週 人稱代名詞、現在式動詞變化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konjug
ation.htm 

第三週 名詞詞性、人稱代名詞所有格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posses
sivpronomen.htm 

第四週 定冠詞、不定冠詞、否定詞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artikel.
htm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artikel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artikel.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artikel.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artike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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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egation.htm 
第五週 格位概念、人稱代名詞格位變化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person
_pron.htm 
 

第六週 定冠詞與不定冠詞受格變化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akkusa
tiv.htm 

第七週 與格、所有格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dativI.
htm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genitiv
.htm 

第八週 形容詞字尾變化（I）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adj_de
kl.htm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形容詞字尾變化（II） 例句講義 
第十一週 形容詞比較級與最高級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komp_
superl.htm 

第十二週 命令式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impera
tiv.htm 

第十三週 助動詞（I）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model
verb.htm 

第十四週 助動詞（II） 例句講義 
第十五週 完成式（I）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perfekt
_1.htm 

第十六週 完成式（II）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perfekt
_2.htm 

第十七週 總複習 綜合練習講義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person_pron.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person_pron.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person_pron.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dativI.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dativI.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dativI.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komp_superl.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komp_superl.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komp_superl.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modelverb.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modelverb.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modelverb.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perfekt_1.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perfekt_1.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perfekt_1.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perfekt_2.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perfekt_2.htm
http://www3.nccu.edu.tw/~ysj/kurs/perfekt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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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複習與回顧 寒假作業檢討 
第二週 被動式 自製講義 
第三週 被動式練習 Griesbach/Schulz, 

pp. 138-139; EM, 
pp. 112-113 

第四週 加與格之介係詞 Griesbach/Schulz, 
pp. 33-34; EM, pp. 
64-65 

第五週 加受格之介係詞 Griesbach/Schulz, 
pp. 35-36; EM, pp. 
64-65 

第六週 可加與格或受格之介係詞 Griesbach/Schulz, 
pp. 48-52; EM, pp. 
66-67 

第七週 加所有格之介係詞及其他 Griesbach/Schulz, 
pp. 79-80; EM, pp. 
68-73 

第八週 介係詞綜合練習 Griesbach/Schulz; 
EM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形容詞字尾變化（II） 例句講義 
第十一週 dass 子句 EM, pp. 150-151 
第十二週 疑問詞開頭之子句 EM, pp. 144-145 
第十三週 片語入門、介係詞組合之疑問詞 EM, p. 145、自製講

義 
第十四週 不定式 EM, pp. 152-153 
第十五週 被動式 自製講義 
第十六週 被動式練習 自製例句講義 
第十七週 總複習 綜合練習講義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6000   初級德文應用（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德語入門、基礎應用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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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介紹 

L1 Guten Tag, Mein Name ist... 
指定作業 

第二週 L1 Guten Tag, Mein Name ist... 指定作業 
第三週 L1 Guten Tag, Mein Name ist.. 指定作業 
第四週 L2 Meine Familie 指定作業 
第五週 L2 Meine Familie 指定作業 
第六週 L3 Essen und Trinken 指定作業 
第七週 L3 Essen und Trinken 指定作業 
第八週 L1-L3 複習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L4 Meine Wohnung 指定作業 
第十一週 L4 Meine Wohnung 指定作業 
第十二週 L5 Mein Tag 指定作業 
第十三週 L5 Mein Tag 指定作業 
第十四週 L6 Freizeit 指定作業 
第十五週 L6 Freizeit 指定作業 
第十六週 L7 Lernen- ein Leben lang 指定作業 
第十七週 L7 Lernen- ein Leben lang 指定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介紹 複習 

L8 Beruf und Arbeit 
指定作業 

第二週 L8Beruf und Arbeit 指定作業 
第三週 L8Beruf und Arbeit 指定作業 
第四週 L9Unterwegs 指定作業 
第五週 L9Unterwegs 指定作業 
第六週 L9Unterwegs 指定作業 
第七週 L10Gesundheit und Krankheit 指定作業 
第八週 L10Gesundheit und Krankheit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L11 In der Stadt unterwegs 指定作業 
第十一週 L11In der Stadt unterwegs 指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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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L12Kundenservice 指定作業 
第十三週 L12Kundenservice 指定作業 
第十四週 L13Neue Kleider 指定作業 
第十五週 L13Neue Kleider 指定作業 
第十六週 L14Feste 指定作業 
第十七週 L14 Feste 指定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6300   中級德文閱讀（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read longer German texts at the 
intermediate level (i.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vel A2). German vocabulary, grammar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garding the 
topics in the text will be introduced.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he 

textbook/handout or chapter 1 
Homework (mostly 
from the included 
workbook & CDs 
of the textbook) 

第二週 Chapter 1 D, E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Chapter 1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四週 Minitest, Chapter 2 D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五週 Chapter 2 E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六週 Chapter 2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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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第七週 Minitest, Chapter 3D, E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八週 Chapter 3 Zwischenspiel Preparing the 
midterm exam 

第九週 Written midterm exam (about chapter 1-3)  
第十週 Chapter 4D, review of the mid semester test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一週 Chapter 4 E,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二週 Minitest, Chapter 5 D, E,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三週 Chapter 5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四週 Chapter 6 D, E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五週 Minitest, Chapter 6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六週 Chapter 7 D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七週 Chapter 7 E 
(if time permits: Zwischenspiel) 

Preparing the final 
examination 

第十八週 Written final examination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he 

textbook/handout or chapter 1 
Homework (mostly 
from the included 
workbook & CDs 
of the textbook) 

第二週 Chapter 8 D, E Homework (exa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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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Chapter 8 E continuing,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四週 Minitest, Chapter 9 D, E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五週 Chapter 9 E continuing,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六週 Minitest, Chapter 10 D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七週 Chapter 10 E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八週 Chapter 10 Zwischenspiel Preparing the 
midterm exam 

第九週 Written midterm exam (about chapter 8-10)  
第十週 Chapter 11D, review of the mid semester test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一週 Chapter 11 E,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二週 Chapter 11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三週 Minitest, Chapter 12 D, E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四週 Chapter 12 Zwischenspiel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五週 Minitest, Chapter 13 D, E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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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Chapter 13 Zwischenspiel, 14 D Homework (exactly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七週 Chapter 14 E 
(if time permits: Zwischenspiel) 

Preparing the final 
examination 

第十八週 Written final examination  
  

 
50901500   中級德文聽力會話（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This conversation course offers specific training i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he course 
helps students to reach proficiency level A2 in the CECRL system.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Warming-up”  
第二週 Lesson 1,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Lesson 1 ,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四週 Lesson 2,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五週 Lesson 2,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六週 Lesson3 ,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七週 Lesson3,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八週 Review, Preparation for Midterm exam Homework 



48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九週 Midterm exam   
第十週 Lesson 4,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一週 Lesson 4,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二週 Lesson 5,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三週 Lesson 5,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四週 Lesson 6,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五週 Lesson 6,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六週 Lesson 7,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七週 Lesson 7,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in pairs)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Warming-up”  
第二週 Lesson 8,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Lesson 8 ,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四週 Lesson 9, Moduls AB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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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五週 Lesson 9,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六週 Lesson 10 ,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七週 Lesson 10,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八週 Review, Preparation for Midterm exam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九週 Midterm exam   
第十週 Lesson 11,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一週 Lesson 11,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二週 Lesson 12 Moduls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三週 Lesson 12,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四週 Lesson 13, Modul A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五週 Lesson 13,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六週 Lesson 14, Moduls A, B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七週 Lesson 14, Modul C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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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50901800   中級德文語法（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進階文法訓練、應用文句練習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初級語法回顧  
第二週 副句概念  
第三週 片語練習（I） 自製例句講義 
第四週 時間副句（I） EM, pp. 161-167 
第五週 時間副句（II）、因果副句 EM, pp. 161-167; 

168-169 
第六週 片語練習（II） 自製例句講義 
第七週 條件副句 EM, pp. 170-171; 

Dreyer/Schmitt, § 28 
第八週 Konzessiv、Konsekutiv 副句 EM, pp. 174-177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Modal-、Finalsätze（I） 
EM, p. 180-181; 
Dreyer/Schmitt, § 31 

第十一週 片語練習（III） 自製例句講義 
第十二週 

Modal-、Finalsätze（II） 
EM, pp. 172-173; 
Dreyer/Schmitt, § 32 

第十三週 
Modal-、Finalsätze（III） 

EM, pp. 180-181; 
Dreyer/Schmitt, § 33 

第十四週 關係子句（I）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relativ
satz.htm 

第十五週 片語練習（IV） 自製例句講義 
第十六週 關係子句（II） http://www3.nccu.ed

u.tw/~ysj/kurs/relativ
satz.htm 

第十七週 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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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回顧與複習  
第二週 片語練習（I） 自製例句講義 
第三週 分詞結構（I） Dreyer/Schmitt, § 46 
第四週 分詞結構（II） 自製例句講義 
第五週 片語練習（II） 自製例句講義 

第六週 狀態被動式、被動式變體 
EM, pp. 114; 
Dreyer/Schmitt, § 48 

第七週 haben 或 sein 加 zu Dreyer/Schmitt, § 48 
第八週 帶 zu 之現在分詞結構 Dreyer/Schmitt, § 49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虛擬式（I） EM, pp. 118-126 
第十一週 虛擬式（II） EM, pp. 118-126 
第十二週 片語練習（III） 自製例句講義 

第十三週 選讀文章語法分析（I） 
Hilfe beim 
Auslandsstudium 

第十四週 選讀文章語法分析（II） 
Hilfe beim 
Auslandsstudium 

第十五週 選讀文章語法分析（III） 自製例句講義 
第十六週 片語練習（IV） 自製例句講義 
第十七週 總複習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2500   德國文化概論（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Dieser Unterricht gibt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Einführung / Landeskunde Die Uebungen 
第二週 Germanen in vordeutscher Zeit Die Ue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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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Mittelalter I: Die Karolinger und das 
Frankenreich 

Die Uebungen 

第四週 Mittelalter II: Das Hl. Röm. Reich Die Uebungen 
第五週 Kunst des Mittelalters: Romanik und Gotik Die Uebungen 
第六週 Reformation und Gegenreformation Die Uebungen 
第七週 Kultur des ausgehenden Mittelaters Die Uebungen 
第八週 Glaubenskriege und Absolutismus Die Uebungen 
第九週 Mid-term-Klausur  
第十週 Barock und Rokoko  
第十一週 Vom Absolutismus zum modernen Staat Die Uebungen 
第十二週 Musik der Klassik und der Romantik Die Uebungen 
第十三週 Der Weg zur nationalen Einigung 

Deutschlands 
Die Uebungen 

第十四週 Das geistige Leben des 19. Jhds Die Uebungen 
第十五週 Das geistige Leben des 19. Jhds Die Uebungen 
第十六週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Die Uebungen 
第十七週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第十八週 Semesterabschlussklausur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Einführung, Reichsgründung, 

Sozial/isten/gesetze    Formalia, GE I S. 92-98 
Die Uebungen 

第二週 Gesellschaft im Kaiserreich/ Wilhelm II    GE 
II S. 99-105 A 

Die Uebungen 

第三週 I. Weltkrieg/ Revolutionen/ Kriegsende    WW 
I S. 106-110 B; S. 110-115 C 

Die Uebungen 

第四週 Verfassung/ Versailler Vertrag; Weimarer 
Republik    WR S. 115-121 oben D; [S. 
121oben-122 

Die Uebungen 

第五週 Braune Gefahr/ E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End WR S. 122-125 E;] S. 
126-130 A 

Die Uebungen 

第六週 Der Weg in den NS-Staat; Widerstand    NS S. 
131-135 B; S. 136-138 C 

Die Uebungen 

第七週 Holocaust; Zweiter Weltkrieg    WW II S. 
138-142 D; S. 143-147 E 

Die Uebungen 

第八週 Nachkriegszeit    P-W S. 147-154 A Die Ue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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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Mid-term-Klausur  
第十週 Deutsche Teilung    Division S. 154-159 B  
第十一週 1950er Jahre West    1950s West S. 159-163 C Die Uebungen 
第十二週 1950er Jahre Ost    1950s East S. 164-168 D Die Uebungen 
第十三週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West) 

1960er/1970er    Change S. 168-172 E 
Die Uebungen 

第十四週 Deutschlandpolitik; Ende der DDR    Intra S. 
172-178 A 

Die Uebungen 

第十五週 Wiedervereinigung 
Deutschlands    Reunification S. 178-183 B 

Die Uebungen 

第十六週 Europäisierung    Europeanisation S. 183-188 
C 

Die Uebungen 

第十七週 Die Wiederholung  
第十八週 Semesterabschlussklausur  

 

 
50903200   進階德文聽力會話（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三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successfully in more 
difficult German on an advanced level (i.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vel B1), and to learn more about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semantics and the pronunciation of more detailed standard German vocabulary will be 
taught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build German sentences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regarding specific topics.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introduction of the 
textbook/ chapter 1 (Sprechen 1) 

Homework: 
Preparing 
“Wortschatz” 

第二週 Chapter 1 (Wortschatz, Hören 1) 
Homework: a 
project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Chapter 1 (Sprechen 2, grading a project) 
Homework 
(questionnaire) 

第四週 Chapter 2 (Hören)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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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ing 
“Wortschatz” 

第五週 Chapter 2 (Wortschatz, Sprechen 1) 
Homework: a 
project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六週 Chapter 2 (Sprechen 3, grading a project)  
Homework: 
Preparing 
“Wortschatz” 

第七週 Chapter 3 (Wortschatz, Hören 1) 
Homework: a 
project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八週 Chapter 3 (Sprechen 1) 
Preparing the 
midterm exam 

第九週 
Oral midterm exam in pairs (about chapter 
1-3) 

 

第十週 Chapter 3 (Sprechen, grading a project) 
Homework: 
Preparing 
“Wortschatz” 

第十一週 Chapter 4 (Wortschatz) 
Homework 
(questionnaire) 

第十二週 Chapter 4 (Sprechen) 
Homework: a 
project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三週 Chapter 4 (Sprechen 2/ grading a project) Homework 

第十四週 Chapter 5 (Hören 1) 
Homework: 
Preparing 
“Wortschatz” 

第十五週 Chapter 5 (Wortschatz) 
Homework 
(preparing Sprechen 
1) 

第十六週 Chapter 5 (Sprechen 1, Lesen 2 Kritik) Homework 

第十七週 Chapter 5 (Sprechen 2) 
Preparing the final 
examination 

第十八週 Oral final examination: group presentation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chapter 6, 
(Sprechen 2) 

Homework: 
Prep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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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tschatz” 

第二週 Chapter 6 (Wortschatz, Sprechen 3) 
Homework: a 
project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Chapter 6 (grading a project, Sprechen 3 
continuing) 

Homework 

第四週 Chapter 6 (Sprechen 1) 
Homework: 
Preparing 
“Wortschatz” 

第五週 Chapter 7 (Wortschatz,) 

Homework: a 
bigger project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六週 Chapter 7 (Hören, grading a project) Homework 

第七週 Chapter 7 (grading a project, Sprechen 1) 
Homework: 
Preparing 
“Wortschatz” 

第八週 Chapter 8 (Wortzschatz) 
Preparing the 
midterm exam 

第九週 
Oral midterm exam in pairs (about chapter 
6-7) 

 

第十週 Chapter 8 (Hören) 
Homework 
(questionnaire) 

第十一週 Chapter 8 (Sprechen) Homework 

第十二週 Chapter 9 (Hören, Sprechen 1) 
Homework: 
Preparing 
“Wortschatz 1” 

第十三週 
Chapter 9 (continuing Sprechen, Wortzschatz 
1) 

Homework: 
Preparing 
“Wortschatz 2” 

第十四週 Chapter 9 (Wortzschatz 2) 
Homework: a 
project (matching 
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五週 Chapter 9/10 (grading a project, Sprechen 2) 
Homework: 
Preparing 
“Wortschatz ” 

第十六週 Chapter 10 (Sprechen) 
Homework: a 
project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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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七週 
Chapter 10 (grading a project, if time permits: 
Hören 2) 

Preparing the final 
examination 

第十八週 Oral final examination: group presentation  
  

 
50906600   進階德文寫作（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三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Complete writing assignments with ever increasing proficiency and accuracy.  
2. Increase knowledge of text types, styles, and registers. 
3. Increase grammatical accuracy in written German. 
4. Use and understand a wide range of vocabulary items from the skill areas 

covered in class. 
5. Increase awareness of differences betwee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Review and 

warm-up 
 

第二週 Die Welt der Arbeit: Männer- berufe- 
Frauenberufe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Die Welt der Arbeit: Männer- berufe- 
Frauenberufe   

1st  written 
assignment 

第四週 Die Welt der Arbeit: Arbeiten auf dem 
Oktoberfest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五週 Die Welt der Arbeit: Arbeiten auf dem 
Oktoberfest 

2nd written 
assignment  

第六週 Tourismus: Berlin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七週 Tourismus: Abenteuertourismus 3rd written 
assignment 

第八週 Review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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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九週 Midterm exam  Midterm Exam 
第十週 Neue Unternehmen: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一週 Neue Unternehmen: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二週 Neue Unternehmen 4th written 
assignment 

第十三週 Konsum und Verschwendung Kleiderkauf und 
Textilindustrie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四週 Konsum und Verschwendung Tauschbörsen 5th  written 
assignment 

第十五週 Konsum und Verschwendung: Lebensmittel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六週 Silvester und Neujahr in Deutschland und in 
Taiwan 

6th  written 
assignment 

第十七週 Review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review and 

Warm-up 
 

第二週 Religion und Astrologie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三週 Kunst: Photographie 1st  written 
assignment 

第四週 Kunst: Photographie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五週 Kunst: Graffiti 2nd wr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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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ment  
第六週 Kunst: Graffiti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七週 Mode und Schönheitsideale  3rd written 
assignment 

第八週 Mode und Schönheitsideale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九週 Midterm exam  Midterm Exam 
第十週 Essen und Trinken: Traditionelle Produkte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一週 Essen und Trinken: Traditionelle Produkte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二週 Essen und Trinken: Traditionelle Produkte 4th written 
assignment 

第十三週 Sport: Extremsport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四週 Sport: Computerspiele als Profisport 5th  written 
assignment 

第十五週 Wirtschaft: Car-Sharing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六週 Wirtschaft: Car-Sharing 6th  written 
assignment 

第十七週 Review 
 

Homework 
matching class 
activities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50904100   德國文學概論（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三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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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Ziel der Veranstaltung ist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deutschsprachige Literatur 
vo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in zwei Semestern zu vermitteln.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Einfühung Yaos PPT 
第二週 Das Mittelalter (I): Hartmann von Aue und 

Nibelungenlied 
Brunner, pp. 
189-195; 
Haerkötter, pp. 
12-14.  

第三週 Das Mittelalter (II): Wolfram von Eschenbach 
und Gottfried von Straßburg 

Brunner, pp. 
206-213; ebd., pp. 
219-224.  

第四週 Das ausgehende Mittelalter; Barock: 
Grimmelshausens Simplicissimus 

Haerkötter, pp. 
28-29; ebd., pp. 
35-36 

第五週 Aufklärung; Lessungs Leben; Lessings Miss 
Sara Sampson 

Haerkötter, pp. 38; 
ebd. 40-41; 
ausgewählter Text 

第六週 Lessings Minna vor Barnhelm und Emilia 
Galotti 

Ausgewählte Texte 

第七週 Lessings Nathan der Weise Ausgewählter Text 
第八週 Sturm und Drang; Goethes Leben  Haerkötter, pp. 

44-50 
第九週 Goethes Götz und Werther  Ausgewählte Texte 
第十週 Klassik; Goethes Iphigenie und Egmont  Ausgewählte Texte 
第十一週 Goethes Torquato Tasso und Wilhelm 

Meisters Lehrejahre,  
Ausgewählte Texte 

第十二週 Goethes Faust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三週 Schillers Leben; Schiller Räuber Haerkötter, pp. 

54-57;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四週 Schillers Kabele und Liebe und Don Carlos Haerkötter, pp. 58;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五週 Schillers Wallenstein und Maria Stuart Haerkötter, pp. 
59-61; ausgewählter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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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Schillers Werke Jungfrau von Orleans und 
Wilhelm Tell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七週 Rückblick und Wiederholung  
第十八週 Semesterabschlussklausur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Einfühung Yaos PPT 
第二週 Heinrich von Kleist: Michael Kohlhaas und 

Zerbrochener Krug 
Yaos PPT; 
Ausgewählter Text 

第三週 Romantik Haerkötter, pp. 
69-71 

第四週 Eichendorffs Taugenichts Yaos PPT; 
Ausgewählter Text 

第五週 E.T.A. Hoffmann: Elixiere des Teufels und 
Sandmann 

Yaos PPT; 
Ausgewählter Text 

第六週 Hoffmanns Sandmann und Begriff „Märchen“ Ausgewählter Text 
第七週 Chamissos Schemihl Ausgewählter Text 
第八週 Verdienste der Brüder Grimm Ausgewählter Text 
第九週 Grillparzers Weh dem, der Lügt und Der 

Traum ein Leben 
Ausgewählter Text; 
Haerkötter, pp. 78 

第十週 Grillparzers Armer Spielmann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一週 Droste-Hüllshoffs Judenbuch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二週 Begriff „Novelle“  

Realismus 
Haerkötter, pp. 81 

第十三週 Kellers Grüner Heinrich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四週 Kellers Kleider machen Leute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五週 Storms Immensee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六週 Storms Schimmelreiter Ausgewählter Text 
第十七週 Rückblick und Wiederholung  
第十八週 Semesterabschlussklausur  

 

 
50904400   德文翻譯實務（必）   2 學分/下學期   歐德三   2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希望藉產品說明、操作手冊、文學篇章、商業往來書信、各類型文稿經由實際翻

譯培養及鍛鍊學生德中翻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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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翻譯理論簡介 練習產品包裝 
翻譯作業 

第二週 產品包裝 翻譯作業 
第三週 產品包裝 翻譯作業 
第四週 新聞說明 翻譯作業 
第五週 產品說明 翻譯作業 
第六週 產品說明 翻譯作業 
第七週 操作手冊 翻譯作業 
第八週 操作手冊 翻譯作業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文學篇章 翻譯作業 
第十一週 文學篇章 翻譯作業 
第十二週 文學篇章 翻譯作業 
第十三週 文學篇章 翻譯作業 
第十四週 商業書信 翻譯作業 
第十五週 商業書信 翻譯作業 
第十六週 商業書信 翻譯作業 
第十七週 商業書信 翻譯作業 
第十八週 期末考  

 

 
50904800   專業德文（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德四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Enable students to deal with advanced level German texts for specific purposes. 
Emphasis will be laid on acquiring content-specific vocabulary, referring to German 
regional studies. In the process, students should apply different reading, excerpt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and use them actively in clas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should also be enabled to critically reflect content and to compare it to their own 
cultural background. Students will also be given ample opportunities to refine their 
writing skills and enhance their comprehension of grammar.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62 
 

第一週 L 1    Formalia/ S. 9-10 Die Uebungen 
第二週 Deutsch Perfekt 06/2013    Finden, was passt Die Uebungen 
第三週 Deutsch Perfekt 03/2014    Arbeit gesucht? 

HA 
Die Uebungen 

第四週 L 2    S. 29/ 30 HA Die Uebungen 
第五週 Deutsch perfekt 05/2014    Dialekte Die Uebungen 
第六週 Markt Online    Wer fragt, führt Die Uebungen 
第七週 Deutsch Perfekt 11/2013    Sprache der 

Bürokratie 
Die Uebungen 

第八週 L 3    S. 42-44 Die Uebungen 
第九週 Deutsch Perfekt 03/2015    Provinz  
第十週 期中考    Text zu Lektion 1-3, Jetzt, MO, 

Deutsch Perfekt 
 

第十一週 Jetzt    Reiseverkehrskauffrau Die Uebungen 
第十二週 L 4    S. 57-58 HA Die Uebungen 
第十三週 Markt Online    Wichtige Signale Die Uebungen 
第十四週 L 8     S. 117-118 Die Uebungen 
第十五週 Jetzt    WWW-Gemeinde HA Die Uebungen 
第十六週 Deutsch Perfekt 03/2014     Mediennutzung 

HA 
Die Uebungen 

第十七週 Jetzt    Gute Vorsätze  
第十八週 Semesterabschlussklausur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Taiwan Heute/ 

Wortlistenverteilung    Formalia/ Taiwanisch 
werden 

Die Uebungen 

第二週  L 6    S. 84-86 Stellenangebote Die Uebungen 
第三週 Jetzt    Jugendarbeitslosigkeit HA Die Uebungen 
第四週 Deutsch Perfekt 01-2012    Stimmt´s, Sie 

waren bei uns? 
Die Uebungen 

第五週  Deutsch Perfekt 5-2012    Gesten HA Die Uebungen 
第六週 L 7    S. 102/103 Signale der Liebe Die Uebungen 
第七週 Deutsch Perfekt 2-2012    Tabus HA Die Uebungen 
第八週 Markt Online    „Mit Stil zum Ziel“ Die Uebungen 
第九週 期中考    Text zu Lektion 6-7, Jetzt  
第十週 Jetzt    Universität Enttäuschung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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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Deutsch Perfekt 
08-2014    Familientraditionen 

Die Uebungen 

第十二週 Jetzt    Erziehungsberater Die Uebungen 
第十三週 Deutsch Perfekt 01-2014     Kindheit in 

Deutschland HA 
Die Uebungen 

第十四週 L 9    S. 138/139 Die Uebungen 
第十五週 Jetzt     Futter für den Kopf/ Molly HA Die Uebungen 
第十六週 Deutsch Perfekt 03-2014    Zeit und 

Zeitmanagement 
Die Uebungen 

第十七週 Ein Ueberblick  
第十八週 Semesterabschlussklausur  

 

 
50904600 歐洲文化與文明話（必）2 學分/上學期  歐文四共同必修 2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4. 培養歐文系同學除了語言的專長之外，並具有當代歐洲的專業知識與素養 
5. 2009 歐洲聯盟會員國簽署了「里斯本條約」，讓歐洲統合邁入新的里程碑，

但在歐元危機、難民移入、英國脫歐以及恐怖主義的問題之下，歐盟也面臨

前所未有的困境。 
6. 特別是在面對全球化及美國文化的強勢影響之下，認識並進一步研究當代歐

洲文化與文明之重點以及歐洲政經統合之新潮流為本課之主要目標。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評量標準 閱讀參考書籍 
第二週 文化與文明之意涵？ 閱讀參考書籍 
第三週 歐洲文化的共同價值與特色：人權、民主與

法治。 
閱讀參考書籍 

第四週 歐洲的語言與宗教發展 閱讀參考書籍 
第五週 歐洲的教育制度與政策 閱讀參考書籍 
第六週 歐洲的社會經濟制度 閱讀參考書籍 
第七週 歐洲的憲政制度 閱讀參考書籍 
第八週 歐洲的政黨政治與選舉 閱讀參考書籍 
第九週 期中考週  
第十週 歐洲政經統合背景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一週 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 閱讀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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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週 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三週 歐元的建立與發展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四週 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五週 歐洲聯盟與亞洲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六週 當前歐洲所面臨之難題（或同學分組報告）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七週 當前歐洲所面臨之難題（或同學分組報告）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三、 西班牙文組 

50905800   初級西文閱讀（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透過文章閱讀，增加學生字彙學習量與句型文法的理解。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發音練習 

語音學，發音學。發音基礎，練習發音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二週 西班牙語發音練習 
簡單實用問候句型 
第一課 問候與介紹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三週 第一課 問候與介紹 
第二課 請問國籍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四週 第二課 請問國籍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五週 第三課 提供個人資訊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六週 小考 

第三課 提供個人資訊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七週 第四課 正式與非正式稱謂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八週 第五課 我的家庭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九週 第一課至第五課複習 準備期中考 
第十週 期中考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一週 第六課 物品和數字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二週 第七課 家鄉與城市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三週 第八課 房子和房間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四週 第九課 喜好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五週 小考 下一週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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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生活作息與氣候 
第十六週 第十課 生活作息與氣候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七週 第六課到第十課複習 準備考試 
第十八週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第十一課 日常的一天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二週 第十一課 日常的一天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三週 第十二課 周末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四週 第十二課 周末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五週 第十三課 工作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六週 小考 

第十三課 工作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七週 複習第十到十三課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八週 簡單過去式: 你昨天做了什麼? 準備期中考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ELE Actual (A2) 

第一課 新課程的開始 
 

第十一週 第一課  新課程的開始 
第二課 你發生什麼事?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二週 第二課 你發生什麼事? 
第三課 食物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三週 第三課 食物 
第四課 平凡的一日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四週 第四課 平凡的一日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五週 小考 

第五課 經驗與觀點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六週 第五課 經驗與觀點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七週 第一課到第五課複習 準備考試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50900600   初級西文聽力會話（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學習西班牙文發音與生活化的對話與互動，讓學生學到基本聽力會話之能力，並

且能在日常生活中適當表達。課程當中並提供多樣對話練習及學習要領，培養學

生基本西文語言聽與說的才能，以及初階西語會話溝通能力。希望能讓學生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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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社會文化與思考方式。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簡介、自我介紹 

基礎發音練習 
西文字母(含母音子音和發音規則)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二週 課程簡介、自我介紹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三週 L1 ¿Quiénes somos? 

Ámbito 1: 4, 6, 10, 11, 12 
(字母發音聽力、基本問候、數字、加減法)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四週 L1 
Ámbito 1: 13, 16, 17, 18 
Ámbito 2: 1, 2, 3, 4, 5, 6, 7, 8, 10 
(數字、基本問句、請求說明、介紹、問候

語)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五週 L1 
Ámbito 2: 11, 13, 15, 16 
A nuestra manera: 1, 2 
L2 Mi mundo 
Ámbito 1: 3, 4, 5, 6 
(地址電話書寫、縮寫、詢問資料、電話對

話、問句判斷、人物國家介紹。 
用具字彙、描述房間、廣告說明)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六週 L2  
Ámbito 1: 9, 10 
Ámbito 2: 1, 2, 4, 5, 6, 10, 11, 12, 13 
(時間、日常生活作息、教室器材、位置表

達、人物外表及個性表達)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七週 L2 
A nuestra manera: 1 
L3 Mi vida 
Ámbito 1: 1, 2, 4, 7, 8 
(房屋、職業說明、日常作息說明)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八週 L3 
Ámbito 1: 9, 10, 12 
Ámbito 2: 6, 7, 9, 10, 11, 12, 14, 15 

下一週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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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描述、所有格、除夕習俗、聖誕節習

俗、寄包裹表格、分辨特定字母) 
第九週 複習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週 期中考筆試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一週 L3 

A nuestra manera: 1, 2, 3 
(各國聖誕節習俗分享) 
Recapitulación: 1, 3, 6, 7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二週 L4 Lo normal 
Ámbito 1: 1, 2, 3, 4, 7, 8, 9 
(自我描述、廣告書寫。 
家事片語、頻率表達、命令與請求、數字、

食物字彙、重量表達)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三週 L4 
Ámbito 1: 10, 11, 12, 13, 14, 15, 19 
Ámbito 2: 1, 2, 3, 4, 5, 6, 7, 8 
(買東西對話、詢問價錢、喜好表達、試穿

衣服、身體部位、驚嘆句、表達身體與精神

狀況、身體不適)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四週 L4 
Ámbito 2: 9, 10, 11, 12, 13, 14 
L5 Nos divertimos 
Ámbito 1: 1, 2 
(看醫生對話、電話預約門診、治療方法、

信件書寫、重音音節加強。 
說明假期計畫、比較交通工具、喜好說明、

比較級文法)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五週 L5 
Ámbito 1: 6, 7, 9, 10, 11, 12, 14, 15 
(明信片書寫、城市描述、氣候說明、中南

美介紹、尋找旅館、問路、指引方向)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六週 L5 
Ámbito 2: 1, 2, 4, 5 
(喜好說明、休閒娛樂、廣告)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七週 L5 
Ámbito 2: 7, 9, 10, 11, 12, 13, 14 
(說明人物、餐廳點菜、餐廳禮儀、注意大

寫字母) 

複習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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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L6 ¿Puedo...? 

Ámbito 1:  
Ámbito 2:  
(表達請求、允許、要求、需要、詢問、禁

止、回答(含拒絕和接受)、代名詞應用、職

業單字補充、子音聽寫、音節說明、現 
在虛擬式、所有格(有重音的)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二週 L6  
Ámbito 2:  
(身分表達、最高級使用、物品材質、不定

形容詞和不定代名詞、表達允許、禁止、請

求、應對回答、賀卡簡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三週 L6 
Ámbito 2: 
 (驚嘆句、現在虛擬式複習、所有格複習)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四週 L7 ¿Cuidamos el medio ambiente? 
Ámbito 1:  
(現在完成式(含規則及不規則動詞)、表達經

驗、當日活動描述、表達對活動的感覺、現

在完成式時間標語、活動詞組、表達次數)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五週 L7  
Ámbito 1:  
Ámbito 2:   
(對於生態環境表達意見、詢問意見、補充

意見、表達同意或不同意、介係詞)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六週 L7 
Ámbito 2:  
A nuestra manera 
(介係詞練習、紙條留言、短信、環保議題)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七週 L8 Hablamos del pasado 
Ámbito 1: 
 (簡單過去式(規則和不規則動詞)、過去式

時間標語、自傳)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八週 L8 
Ámbito 1:  

下一週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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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mbito 2: 
 (現在完成式和簡單過去式比較、過式事件

描述、形容詞最高級用法) 
第九週 複習+期中考口試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週 期中考筆試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一週 L8 

Ámbito 2: 
A nuestra manera: 1, 2 
(過去式運用) 
L9 Recuerdos de la infancia 
Ámbito 1: Esquema gramatical (p. 132), 1, 2, 
5, 7, 8, 9 
(過去未完成式、頻率副詞)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二週 L9 Recuerdos de la infancia 
Ámbito 1: 
(過去未完成式、頻率副詞)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三週 L9 
Ámbito 1:  
Ámbito 2:  
(過去與現在式比較、持續動作描述、停止

動作、簡單過去式和過去未完成式比較、表

達時間的介系詞、書信)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四週 L9 
Ámbito 2: 
A nuestra manera 
(過去式練習、介係詞練習、手勢表達)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五週 L10 Y mañana, ¿qué? 
Ámbito 1:  
(簡單未來式、表達不確定性、表達可能性)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六週 L10 Y mañana, ¿qué? 
Ámbito :  
(簡單未來式、表達不確定性、表達可能性)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七週 L10 
Ámbito 2: 5, 6, 7, 9, 10 
A nuestra manera 1 
(詢問意見、計畫西班牙旅遊) 

複習期末考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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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0900   初級西文語法（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學習基本西文字彙結構及文法規則。 
2. 培養基本句型分析能力，並能造出完整的簡單句。 
3. 訓練熟記基本句型，運用於日常生活對話中。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導論: 本學期課程內容解說  
第二週 Tema 1: Artículos, sustantivos y adjetivos: 

géneros y números 
Tema 2: Verbo ser: presente 

Tema 1, 2 課後習題 

第三週 Tema 3: Contraste entre Estar/ Hay  
Tema 4: Adjetivos y pronombres posesivos 

Tema 3, 4 課後習題 

第四週 Tema 5: Presente de indicativo de los verbos 
regulares: -ar, -er, -ir 

Tema 5 課後習題 
Tema 1-5 複習 

第五週 Prueba I 小考  
第六週 Tema 6: Presente de indicativo de los verbos 

irregulares: e> ie, o> ue, e> i, u> ue y salir, 
saber, dar, hacer, venir, ir... 

Tema 6 課後習題 

第七週 Tema 7: Contraste entre Ser/ Estar/ Tener Tema 7 課後習題 
第八週 Tema 8: Verbos reflexivos. Tema 8 課後習題 
第九週 Tema 9: Números: cardinals y ordinals Tema 9 課後習題 

Tema 1-9 複習 
第十週 Examen parcial 期中考  
第十一週 Tema 10: Perífrasis: estar + gerundio, ir a + 

infinitivo 
Tema 10 課後習題 

第十二週 Tema 11: Gustar, parecer, doler, pasar (algo a 
alguien), quedar (bien o mal algo a alguien) 
Tema 12: Demostrativos 

Tema 11 課後習題 
Tema 9-11 複習 

第十三週 Prueba II 小考  
第十四週 影片欣賞  
第十五週 Tema 13: Contraste entre también/ tampoco  

Tema 14: Contraste: muy/ mucho, bueno/ 
buen/bien 

Tema 13 課後習題 
Tema 14 課後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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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Tema 15: Uso de las preposiciones: a, con, de, 
desde, en 

Tema 15 課後習題 

第十七週 Tema 16: Uso de las preposiciones: para, por Tema 16 課後習題 
Tema 13-16 複習 

第十八週 Examen final 期末考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導論: 本學期課程內容解說 

Tema 17: uso particular de la preposición a 
delante de un complemento directo de 
persona 

Tema 17 課後習題 

第二週 228 放假  
第三週 Tema 18: perífrasis de obligación con: hay 

que, tener que, (no) se puede + infinitivo 
Tema 19: pronombres personales de objeto 
directo e indirecto  

Tema 18, 19 課後習

題 

第四週 Tema 20: comparatives 
Tema 21: pretérito perfecto: haber + participio  

Tema 21, 22 課後習

題 
Tema 17-21 複習 

第五週 Prueba I 小考  
第六週 Tema 22: pretérito indefinido de los verbos 

regulares: -ar, -er, -ir 
Tema 23: pretérito indefinido de los verbos 
irregulares 

Tema 22, 23 課後習

題 

第七週 兒童節, 民族掃墓節 放假  
第八週 Tema 24: Contraste de uso entre el pretérito 

perfecto y el indefinido  
Tema 25: Imperativo 

Tema 24, 25 課後習

題 
Tema 21-25 複習 

第九週 Examen parcial 期中考  
第十週 Tema 26: Imperativo con pronombre 

personales: levántate 
Tema 27: Imperativo con pronombre de 
objetivo directo e indirecto: póntelo, pónselo 

Tema 26, 27 課後習

題 

第十一週 Tema 28: Pretérito imperfecto 
Tema 29: Contraste de uso entre el pretérito 
imperfecto/ indefinido 

Tema 28, 29 課後習

題 

第十二週 Tema 30: Repaso: pretérito indefinido/ 
imperfecto/ estaba+gerundio 

Tema 30 課後習題 
Tema 26-30 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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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週 Prueba II 小考  
第十四週 Tema 31: Futuro simple 

Tema 32: Indefinido: algo/ nada, alguien/ 
nadie, ningún/ algún, demasiado/ bastante 

Tema 31, 32 課後習

題 

第十五週 端午節 放假  
第十六週 Tema 33: Oraciones circunstanciales  

Tema 34: recapitulación: pronombre personal 
Tema 33, 34 課後習

題 
第十七週 Tema 35: recapitulación: interrogativos 

Tema 36: recapitulación: artículos 
Tema 35, 36 課後習

題 
Tema 31-35 複習 

第十八週 Examen final 期末考  
 

 
50906100   初級西文應用（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一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首先讓學生學習西班牙文發音，接著藉由豐富的生活化對話與活潑的互動，讓學

生習得基本西班牙文應用，並且能在日常生活中適當表達。課程當中並提供多樣

對話練習及學習要領，培養學生基本西文語言應用才能，以及初階西語會話溝通

能力。進一步希望藉由對話主題讓學生瞭解西班牙社會文化。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簡介、自我介紹 

基礎發音練習 
(使用 Mi libro de referencia del español，請

照本書說明下載語音檔) 
西文字母(含母音子音和發音規則)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二週 課程簡介、自我介紹 
基礎發音練習 
(使用 Mi libro de referencia del español，請

照本書說明下載語音檔) 
西文字母(含母音子音和發音規則)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三週 複習基礎發音練習 
(使用 Mi libro de referencia del español，請

照本書說明下載語音檔)、西文字母 
L1 ¿Quiénes somos?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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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mbito 1: 1, 5, 9 
(字母發音聽力、基本問候、數字) 

第四週 L1 ¿Quiénes somos? 
Ámbito 1: 1, 5, 9 
(字母發音聽力、基本問候、數字) 
L1 
Ámbito 1: 19 (下面的表格)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五週 L1 
Ámbito 1: 19 (下面的表格) 
Ámbito 2: 1, 4, 5, 6, 7, 8 
(基本問候介紹、問候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六週 小考 
複習與提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七週 L1 

Ámbito 2: 13, 15 
(電話對話、問句判斷)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八週 L2 Mi mundo 
Ámbito 2: 2, 6 
(教室器材、位置表達)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九週 L3 Mi vida 
Ámbito 1: 9 
(人物描述、所有格)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週 期中考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一週 L3 Mi vida 

Ámbito 2: 6 
(除夕習俗、聖誕節習俗)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二週 L4 Lo normal 
Ámbito 1: 14 
(喜好表達)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三週 L4 
Ámbito 2: 2 
(表達身體不適)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四週 小考 
複習與提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五週 L5 Nos divertimos 

Ámbito 1: 14 
(問路、指引方向)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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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L5 
Ámbito 2: 9 
(餐廳點菜、餐廳禮儀)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七週 複習與提問或西文電影賞析(有時間才看) 複習與提問期末考

範圍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複習 

L6 ¿Puedo...? 
Ámbito 1: 5 
(表達請求、允許、要求、需要、詢問、禁

止、回答(含拒絕和接受)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二週 L6 
Ámbito 2: 14, 15 
(賀卡簡箴、願望表達)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三週 L7 ¿Cuidamos el medio ambiente? 
Ámbito 1: 3 
(現在完成式(含規則及不規則動詞)、表達經

驗、活動描述、表達對活動的感覺、現在完

成式時間標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四週 小考 
複習與提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五週 L7  

Ámbito 2: 2 
(現在完成式(含規則及不規則動詞)、表達經

驗、活動描述、表達對活動的感覺、現在完

成式時間標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六週 L8 Hablamos del pasado 
Ámbito 2: 11 
(現在完成式應用)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七週 L8 
Ámbito 2: 16 
(現在完成式與簡單過去式應用)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八週 複習與提問 複習與提問期中考

範圍 
第九週 期中考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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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L9 Recuerdos de la infncia 
Ámbito 1: 1, 2 
(過去式練習描述童年、動物名詞補充)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一週 L9 
Ámbito 1: 12 
(過去未完成式和現在式的比較、人物描述)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二週 L9 
Ámbito 1: 12 
(過去未完成式和現在式的比較、人物描述) 
複習與提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三週 小考 
複習與提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四週 L10 Ymañana, ¿qué? 

Ámbito 1: Esquema gramatical (p. 148), 8 
Ámbito 2: 1, 2, 3, 4 
(簡單未來式、表達不確定性、表達可能性)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五週 L10 
Ámbito 2: 3 
(簡單未來式、表達不確定性、表達可能性)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六週 L10 
A nuestra manera 1 
(詢問意見、計畫西班牙旅遊)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七週 L10 
A nuestra manera 1 
(詢問意見、計畫西班牙旅遊) 
複習與提問 

複習與提問期末考

範圍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50906400   中級西文閱讀（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This course is a continuation of Basic Spanish Reading and aims at helping students 
develop the necessary reading skills to communicate proficiently in Spanish and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within the culture in real-life situations at an intermediate level. 
 
〔上課內容〕 
【上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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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giving information 

about textbooks.  
ELE Actual (A2): pp. 
50-53 
Ejercicios: pp. 18-20 

第二週 Lección 6: Ropa y complementos pp. 72-77 
Ejercicios: pp. 24-27 

第三週 Diálogo en grupos: En una tienda 
Lección 8: Contar un viaje (Pretérito 
indefinido) 

pp. 94-98 
Ejercicios: pp. 32-34 

第四週 Lección 8: Contar un viaje  
 

pp. 99-104 
Ejercicios: p. 35 

第五週 Quiz 1 (Prueba 1): Lección 4, 6, 8 
Lección 9: Famosos 

pp. 106-110 

第六週 Lección 9: Famosos pp. 111-115 
Ejercicios: pp. 36-38 

第七週 Lección 10: Permiso y favores 
 

pp. 116-122 
Ejercicios: pp. 39-41 

第八週 Lección 10: Permiso y favores  
Review for Mid-Term Exam 

pp. 123-125 

第九週 Film showing  
第十週 Mid-Term Exam  
第十一週 Lección 11: ¿Cómo quedamos? pp. 133-141 

Ejercicios: pp. 42-44 
第十二週 Lección 11: ¿Cómo quedamos? 

(Conversación telefónica en parejas) 
Lección 12: De viaje 

pp. 146-151 
Ejercicios: pp. 45-47 

第十三週 Lección 12: De viaje 
Lección 13: ¿Qué tal el fin de semana? 

pp. 154-155, 158-162 
Ejercicios: pp. 48-50 

第十四週 Quiz 2 (Prueba 2): Lección 11, 12 
Lección 13: ¿Qué tal el fin de semana? 

pp. 163-166 

第十五週 Lección 15: Costumbres del pasado 
(Préterito imperfecto) 

pp. 178-183 
 

第十六週 Lección 15: Costumbres del pasado 
Comparasion of the use of Pretérito 
indefinido and Pretérito imperfecto 

pp. 184-187 
Ejercicios: pp. 54-56 

第十七週 Supplementary readings handouts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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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General review for the previous chapters  
Supplementary reading: “Rebajas” 
Lección 1 (B1): El español y tú 

pp. 10-11 
 

第二週 Lección 1 (B1): El español y tú pp. 12-15, 20 
Ejercicios: pp. 4-7 

第三週 Lección 1 (B1): El español y tú pp. 16-19, 21   
Ejercicios: pp. 8-9 

第四週 Lección 2: Siglo XXI. Mundo Latino pp. 22-26 
Ejercicios: pp. 11-13 

第五週 Lección 2: Siglo XXI. Mundo Latino  pp. 27-31 
Ejercicios: pp. 14-15 

第六週 Quiz 1: Lección 1-2 (B1) 
Lección 3: ¿Cómo conociste a tu mejor 
amigo? 

pp. 34-37 
Ejercicios: pp. 16-18 

第七週 Lección 3: ¿Cómo conociste a tu mejor 
amigo? 

pp. 38-43  
Ejercicios: pp. 19-21 

第八週 Film showing (TBA)  
第九週 Mid-Term Exam 

 
 

第十週 Lección 4: ¿Qué es de tu vida? pp. 46-51 
Ejercicios: pp. 23-27 

第十一週 Lección 4: ¿Qué es de tu vida? pp. 52-57 
Ejercicios: pp. 28-29 

第十二週 Quiz 2: Lección 4 
Lección 5: Deseo y planes  

pp. 66-69 
Ejercicios: pp. 32-34 

第十三週 Founder’s Day (no class) 
 

 

第十四週 Lección 5: Deseo y planes pp. 70-74 

第十五週 Lección 6: Carácter, relaciones personales y 
sentimientos 

pp. 78-82 
Ejercicios: pp. 36-39 

第十六週 Lección 6: Carácter, relaciones personales y 
sentimientos 

pp. 83-87 
Ejercicios: pp. 40-41 

第十七週 Supplementary reading 
Review of Chapters 4, 5, 6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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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1600   中級西文聽力會話（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本課程融合聽力與口說，主要目標為同時提升二年級同學西班牙語的理解力與表

達能力，增進同學西語聽說的機會。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介紹、學習活動說明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二週 Tema 1 主題:自我介紹 (Ser/ Estar)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三週 Tema 1 主題:地理位置/ 方位/ 天氣 (Ser/ 

Estar/ Haber)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四週 Tema 1 主題:家庭成員及關係 (Adj. de 

carácter)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五週 Prueba I 小考  
第六週 Tema 2 主題: 表達目的/ 義務 (Tener 

intención de/ Ir a/ Pensar+ infi.) 表達喜好/ 
批判 (gustar/ odiar/ preferir+ infi./ 
sustantivo)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七週 Tema 2 主題:談論習慣/ 頻率/ 活動歷經的

時間 (Acciones habituales, Llevar/ estar+ 
gerundio)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八週 Tema 3 主題:過去動作:剛完成不久/ 偶發/ 

頻率 (Pret. Perf., indefinidos)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九週 Tema 3 主題: 過去動作:描述特色/事實/習

慣(Pretérito Imperfecto)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週 Examen parcial 期中考  
第十一週 Tema 3 主題: 過去動作:延續性 vs.中斷

(dejar de/ volver a+ infii., seguir/ continuar+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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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un. )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二週 Tema 4 主題: 描述事件:狀況/ 習慣動作 

(entonces/ cuando/ luego/ y)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三週 Tema 4 主題: 開始，結束，組織一段講述/

過去事件連結 (estaba a punto de/ iba/ 
acabada de)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四週 Prueba II 小考  
第十五週 Tema 4 主題: 面對事件的情緒反應:驚訝，

喜悅，悲傷… (¡Qué adjetivo!)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六週 Tema 5 主題: 描述一個人的生平/ 過去事

件連結 (ponerse/ convertirse/ hacerse, 
después de/ cuando/ hace...que, ...)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七週 Tema 5 主題: 過去事件連結(過去事件發生

前的動作) (pluscuamperfecto: neuvas 
situaciones y contextos)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八週 期末總結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介紹、學習活動說明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二週 Tema6 主題: 未來活動與行動的表達 (é, 

ás, á, emos, éis, án/ habr_ pp.)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三週 Tema6 主題: 未來的計畫與建議 (ir a 

____/ antes (después ) de que)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四週 Tema7 主題: 情緒與感覺的表達 (me pone 

triste/ alegre/ contento…, siento/ lamento no 
poder…, me molesta/ preocupa…)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五週 Prueba I 小考  
第六週 Tema7 主題: 陳述目的與評論 (por/ para, 

ser/ estar/ parecer + necesario/ malo/ major/ 
importante/ aconsejable/ útil/ natural…)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七週 Tema8 主題: 禮貌用法 (expresión de la 

cortesía: contraste entre condicional/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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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fecto/ presente)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八週 Tema8 主題:價值判斷  表達贊同或否定 

(querer/ poder/ importar/ molestar/ dejar/ 
permitir)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九週 Examen parcial 期中考  
第十週 Tema8 主題: 表建議 

(aconsejr/ recomendar + subj. 
ser necesario, importante, bueno/ malo + 
subj.)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一週 Tema9 主題: 表達可能性 (quizás, tal vez, 
puede que, a lo mejor...)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二週 Tema9 主題: 表達慾望與提出請求 

¡Ojalá!+ presen/ imper de subj., Querer/ 
Esperar…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三週 Tema9 主題: 表達情緒 (expresar extrañeza, 

sorpresa, satisfacción, alegría, insatisfacción)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四週 Prueba II 小考  
第十五週 Tema10 主題: 轉述訊息: 直述句/ 虛擬式/ 

命令式(Dice que ... indicativo/ subjuntivo/ 
imperativo...)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六週 Tema10 主題: 無人稱用法 (se, 2o persona 

singular, 3o persona plural, v. impersonales)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七週 Tema10 主題: 接受訊息後的表達方式 

(¿de verdad?, en serio, seguro, no me 
digas…) 

Moodle: 配合隔周進

度觀看 Youtube 教學

影片或聽錄音檔 
第十八週 期末總結  

 

 
50901900   中級西文語法（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本課程主旨在於建立學生中級西班牙文文法結構，並藉由簡單明瞭之文法說明讓

學生融會貫通，其中並附有多元及豐富的習題供其熟悉各單元主題。本學期主要

讓學生懂得運用初級所學基礎(含現在式、過去簡單式、過去未完成式、過去完

成式)，並學習未來式、條件句等，有了健全的文法結構基礎，才能正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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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該語言，進而與人溝通。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複習 

L1 Pretérito indefinido (regulares e 
irregulares) 
(簡單過去式：規則動詞與不規則動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二週 L1 Pretérito indefinido (regulares e 
irregulares) 
(簡單過去式：規則動詞與不規則動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三週 L2 Pretérito imperfecto (indicativo)/Pretérito 
indefinido 
(過去未完成式/簡單過去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四週 L2 Pretérito imperfecto (indicativo)/Pretérito 
indefinido 
(過去未完成式/簡單過去式) 
L3 Pretérito pluscuamperfecto (indicativo) 
(過去完成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五週 L3 Pretérito pluscuamperfecto (indicativo) 
(過去完成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六週 小考 

L4 Conocer/saber/poder 
(動詞 conocer/saber/poder 用法)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七週 L5 Estuve/estaba/he estado+gerundio 
(動詞Estuve/estaba/he estado+gerundio用法) 
 
(影印下週補充課之內容+習題+答案)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八週 補充課： A+objeto directo de persona 
(介係詞 A+人稱直接受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九週 L6 Imperativo afirmativo y negativo 

(肯定與否定命令式) 
複習期中考範圍 

第十週 期中考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一週 L7 Preposiciones 

(介係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二週 L9 Futuro/condicional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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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式/條件式) 內容 
第十三週 L8 Futuro perfecto. Expresión de probabilidad 

(未來完成式。表達可能性) 
L10 Ojalá, quizá(s), tal vez+presente de 
subjuntivo 
(表達可能性詞彙+虛擬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四週 L11 El genero de los nombres 
(名詞的性)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五週 小考 

L12 Pronombres personales (objeto directo e 
indirecto) 
(人稱代名詞：直接和間接受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六週 L13 Estilo indirecto (información) 
(間接表達：給予資訊)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七週 L26 Estilo indirecto (orden/petición) 

(間接表達：命令/請求)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複習 

L19 Oraciones finales: para/ para que/ para 
qué 
(結果句型)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二週 L20 Oraciones temporales: cuando/ cuándo 
(時間句型：當/何時)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三週 複習 L10 Ojalá, quizá(s), tal vez+presente de 

subjuntivo 
(但願、也許的表達) 
複習 L26 Estilo indirecto (orden/pedición) 
間接句型(命令/請求)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四週 小考 
L21 Oraciones temporales: antes de (que)/ 
después de (que…)/ hasta (que) 
L14 Artículos determinados e indeterminados 
(時間句型：在...之前/在...之後/直到 
定冠詞與不定冠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五週 L25 Espero/ quiero/ prefiero/ 
necesito+infinitivo/ que +subjuntivo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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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演練：我希望/想要/偏好/需要) 
L27 Es una pena/ qué pena/ es raro/ qué 
raro+que +presente o perfecto de subjuntivo 
(句型演練：真是個遺憾/好遺憾/好奇怪) 

第六週 L22 (No) está claro, (no) es 
obvio…+que+indicativo o subjuntivo. (No) es 
lógico, (no) es 
necesario…+infinitivo/+que+subjuntivo. 
(不)清楚、明顯 
(不)合乎邏輯、需要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七週 L16 Ser/ estar 
(動詞 Ser/estar 用法)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八週 L17 Oraciones de relativo (1) 

關係子句(1) 
複習期中考範圍 

第九週 期中考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週 L18 Oraciones de relativo (2) 

關係子句(2)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一週 L23 (No) me gusta/ molesta/ 

importa…(que)+infinitivo o subjuntivo 
(我(不)喜歡/困擾/在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二週 L24 (No) pienso/creo/ estoy seguro 
de…que+pretérito imperfecto de subjuntivo 
(我(不)認為/確定)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三週 小考 
L28 Me gustaría+infinitivo. Me gustaría 
que+pretérito imperfecto de subjuntivo 
(句型演練：Me gustaría...)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四週 L15 Comparativos y superlativos 
(比較級和最高級)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五週 L29 Oraciones condicionales 

(條件句型)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六週 L30 Oraciones concesivas 

(讓步句型)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七週 L31 Concordancia de tiempos en las 

oraciones subordinadas 
(動詞時間的對應)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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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2600   西班牙文化概論（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二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讓學生從地理、歷史，文化藝術和社會等不同角度，開闊對西班牙語系國家的視

野。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認識西班牙 España por los cuatro costados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二週 西班牙的地理 La España menos conocid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三週 西 班 牙 的 自 治 區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de Españ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四週 西班牙的重要城市  Madrid, Barcelona, 
Sevill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五週 西班牙北部地區城市 El Norte: cuidades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六週 小考 

地中海地區城市 Mediterráneo y color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七週 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 La cultura árabe en 
Españ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八週 西班牙的歷史 conquistas y reconquistas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九週 西班牙的政治 España una guerra y 40 años 

de dictadura/ transición hacia la democracia/ 
un democracia fuerte 

準備期中考 

第十週 期中考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一週 前哥倫布時期的文明與征服 Civilizaciones 

precolombinas y conquist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二週 中 南 美 洲 國 家 地 理  Centroamérica y 
Suraméric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三週 安地斯地區國家 Bolivia Perú y Ecuador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四週 南美北部兩國 Colombia y Venezuel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五週 小考 

南錐地區國家 Argentina y Chile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六週 墨西哥與哥斯大黎加 México y Costa Ric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七週 加勒比海地區國家  Cuba y República 

Dominican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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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西班牙的繪畫 Pinceladas españolas / 

Pinturas del siglo XX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二週 西班牙建築 Arquitectura de  Españ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三週 西班牙節慶 Fiesta tras fiesta/ Feliz Navidad y 

próspero año nuevo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四週 西班牙料理 España para chuparse los dedos/ 
Exotismo para dar y comer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五週 西班牙語文  El español en el mundo/ La 
Babel español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六週 小考 
西班牙戲劇 La tradición del teatro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七週 西班牙社會 La inmigración / Gitanos: un 
pueblo que viene de lejos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八週 西班牙經濟 La economía español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九週 西班牙的體育 Deportes tradicionales / La 

edad de oro del deporte español 
準備期中考 

第十週 期中考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一週 拉丁美洲的政治 Anos oscuros: dictaduras y 

represiones/ democracias en desarrollo/ 
instituciones y políticas en Latinoaméric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二週 拉丁美洲政治與經濟: 古巴專題  El caso 
Cuba/ Desaf í os de la econom í a 
hispanoamericana de hoy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三週 拉 丁 美 洲 經 濟 作 物  Dos bebidas 
revolucionarias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四週 拉丁美洲繪畫 Arte precolombino y Botero / 
Kahlo y Rivera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五週 小考 
馬奎斯與阿言德的魔幻現實主義 Realismo 
m á gico o real maravilloso: M á rquez y 
Allende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六週 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觀光 Rutas históricas/ 
Ambinte y animales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七週 西班牙與拉丁美洲音樂 Música de ayer y de 
hoy  

下一週課程內容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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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03300   進階西文聽力會話（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三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首先讓學生複習之前西班牙文所學之聽力與會話，接著藉由豐富的生活化對話與

活潑的互動，讓學生習得進階西班牙文文法運用，並且能在日常生活中適當表

達。課程當中並提供多樣對話練習及學習要領，培養學生進階西文聽力才能，以

及專業西語會話溝通能力。進一步希望藉由對話主題讓學生瞭解西班牙社會文化

與思考模式。 
協助學生準備 Dele B1 檢定考試，特別是練習口說與聽力的部分。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時間 課程內容/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複習 

L1 Retrato 
預習下一週課程 

第二週 L1 Retrato 
Entrevista, descripciones 

預習下一週課程 

第三週 L1 Retato 
Debate 
Práctica de Dele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四週 L2 Como decíamos ayer… 

Hablar del pasado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五週 L2 Como decíamos ayer… 

La coartada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六週 L2 Como decíamos ayer… 

Debate 
Práctica de Dele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七週 L3 Qué será será 

Hablar del futuro, profesiones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八週 L3 Qué será será 

Entrevista de trabajo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九週 L3 Qué será será 

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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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áctica de Dele 
第十週 期中考筆試 期中考筆試 
第十一週 L4 Los tiempos cambian 

Meterología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二週 L4 Los tiempos cambian 

Refranes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三週 L4 Los tiempos cambian 

Currículum vitae 
Debate 
Práctica de Dele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四週 L5 Un paseo en globo 
Accidentes geográficos, descripciones 
paisajísticos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五週 L5 Un paseo en globo 

Organizar la agenda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六週 L5 Un paseo en globo 

Decorar una habitación 
Debate 
Práctica de Dele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七週 期末考口說(5 個主題)+複習 全班期末考口試 
(5 個主題) 

第十八週 期末考筆試 無 
【下學期】 

課時間 課程內容/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複習 

L6 Digan lo que digan 
Mobiliario de la ciudad 

預習下一週課程 

第二週 L6 Digan lo que digan 
Presentación sobre turismo rural 

預習下一週課程 

第三週 L6 Digan lo que digan 
Debate 
Práctica de Dele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四週 L7 Creo que vamos a ganar 

El mundo político.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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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週 L7 Creo que vamos a ganar Anuncios 
publicitarios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六週 L7 Creo que vamos a ganar 

Debate 
Práctica de Dele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七週 L8 El tiempo es oro 

Ocio y tiempo libre.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八週 L8 El tiempo es oro 

Trabajo y estudio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九週 L8 El tiempo es oro 

Debate 
Práctica de Dele 

 

第十週 期中考筆試 期中考筆試 
第十一週 L9 Como el gato y el ratón 

La informática y las telecomunicaciones.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二週 L9 Como el gato y el ratón 

Diferencias generacionales en el ámbito de la 
informática y las comunicaciones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三週 L9 Como el gato y el ratón 

Debate 
Práctica de Dele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四週 L 10 ¿Tú sigues la moda? 

Vestuario, ropa y complementos 
La moda al alcance de todos.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五週 L 10 ¿Tú sigues la moda? 

Universalización de la moda a través d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六週 L 10 ¿Tú sigues la moda? 

Los chistes en español: Diferencias respecto 
al sentido del humor en diferentes lugares del 
mundo 
Debate 
Práctica de Dele 

預習下一週課程 
本週課堂活動作

業： 

第十七週 複習 全班期末考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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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主題) 
第十八週 期末考筆試 無 

 

 
50906700   進階西文寫作（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三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首先讓學生複習基礎和中級西文寫作，加強對文書格式的了解；接著藉由課本豐

富實用的練習，讓學生熟悉進階西班牙文寫作技巧，並說明相關格式、單字、片

語、標點符號之使用，以及文法結構整理，使學生在設定主題裡，能正確發揮其

寫作能力。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時間 課程內容/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複習 

L1 En pocas palabras.  
Salida: 
-Texto: La importancia del español en el 
mundo. 
-Uso de la lengua: organizar las ideas. (Los 
conectores) 
(作文論點申述與解釋闡明：前言、點名主

題、列舉申論內文、結論)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二週 L1 En pocas palabras.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de 
opinión. Las revistas del corazón.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de 
conectores generales.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hablar/no hablar. 
-Una imagen vale+el lenguaje de las miradas. 
(作文論點申述與解釋闡明：前言、點名主

題、列舉申論內文、結論)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三週 L2 Vuestra Majestad es͜ coja.  
Salida: 
-Texto: Defensa de la monarquía española. 
-Uso de la lengua: comparar y expresar causas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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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consecuencias. 
(描述形容、比較、表達原因、表達結果) 

第四週 L2 Vuestra Majestad es͜ coja.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publicitario. AeroSol.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sobre 
la comparación, la causa y la consecuencia.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de 
igualdad y de superioridad. 
-Una imagen vale+el lenguaje de las manos. 
(描述形容、比較、表達原因、表達結果)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五週 L3 ¿Qué me dices?  
Salida: 
-Viñetas: ¿Cuáles son las clases de preguntas? 
-Uso de la lengua: preguntas directas e 
indirectas. 
(問句組成、詢問意見、請求解釋)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六週 小考 
複習與提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七週 L3 ¿Qué me dices?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dramático. Una visita inesperada.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de 
transformación de preguntas directas en 
indirectas y viceversa.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trabajar/no trabajar. 
-Una imagen vale+el lenguaje de las piernas y 
los pies. 
(問句組成、詢問意見、請求解釋)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八週 L4 El que parte y reparte...  
Salida: 
-Texto dialogado: La energía nuclear. 
-Uso de la lengua: expresar la oposición. 
(同意、反駁對話者的意見申論)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九週 複習與提問 複習期中考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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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週 期中考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一週 L4 El que parte y reparte...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de 
opinión. Las corrias de toros.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de 
conectores de oposición.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estar 
enfadado. 
-Una imagen vale+el lenguaje de los brazos. 
(同意、反駁對話者的意見申論)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二週 L5 No sabe/no contesta.  
Salida: 
-Texto dialogado: ¿La legalización de la droga 
resolvería el problema actual de ésta y sus 
consecuencias? 
-Uso de la lengua: los adverbiosj de 
afirmación, negación y duda. 
(表達可能性:確定、可能、也許、不太可能、

不可能)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三週 L5 No sabe/no contesta.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de 
divulgación. ¿Estudias o trabajas? O el arte de 
ligar.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de 
frases afirmativas, negativas y dubitativas.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intervenir, hacer frente. 
-Una imagen vale+: las posturas de la cabeza. 
(表達可能性:確定、可能、也許、不太可能、

不可能)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四週 小考 
複習與提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五週 L6 Eso hay que verlo.  

Salida: 
-Texto dialogado: El aborto.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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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o de la lengua: expresar el acuerdo con 
matices. 
(表達保留懷疑、反駁、接受) 

第十六週 L6 Eso hay que verlo.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periodístico de opinión. El secreto 
profesional.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sobre 
frases concesivas.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terquedad y rechazo. 
-Una imagen vale+: los movimientos del 
busto. 
(表達保留懷疑、反駁、接受)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七週 複習與提問或電影賞析心得 複習期末考範圍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下學期】 
課時間 課程內容/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簡介與複習 

L7 De color de rosa.  
Salida: 
-Texto: El pensamiento positivo. 
-Uso de la lengua: dirigirse al otente. 
(舉例證明辯護論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二週 L7 De color de rosa.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de 
divulgación. El progreso.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de 
conectores y frases apelativas.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optimismo, facilidad. 
-Una imagen vale+: los gestos de defensa. 
(舉例證明辯護論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三週 L8 Móntatelo bien.  
Salida: 
-Texto: Conservar la Naturaleza es progresar.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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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o de la lengua: el estilo indirecto. 
(以具說服力的內文證明辯護) 

第四週 L8 Móntatelo bien.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de 
opinión. Hombre, hombre. Mujer, mujer.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sobre 
el estilo y el indirecto.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los 
números. 
-Una imagen vale+: los gestos de 
autocontacto. 
(以具說服力的內文證明辯護)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五週 L9 Con͜ cierto sentido.  
Salida: 
-Texto: La música amansa a las fieras. 
-Uso de la lengua: el lenguaje coloquial. 
(以一般常識證明辯護)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六週 小考 
複習與提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七週 L9 Con͜ cierto sentido.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de 
opinión. La pasión por el riesgo.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de 
expresiones coloquiales y ejercicios de 
comparación entre texto e ilustración.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simpatía/antipatía. 
-Una imagen vale+: los gestos persuasivos. 
(以一般常識證明辯護)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八週 L10 Todo por el cambio.  
Salida: 
-Texto dialogado: ¿Ejército professional? 
-Uso de la lengua: la hipótesis. 
(表達改變選擇和假設)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九週 複習與提問 複習期中考範圍 
第十週 期中考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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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第十一週 L10 Todo por el cambio.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político. 
Discurso electoral.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sobre 
frases condicionales.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reír, 
divertirse, pasarlo bien. 
-Una imagen vale+: gestos persuasivos con 
las palmas de las manos. 
(表達改變選擇和假設)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二週 L11 Echar el gancho.  
Salida: 
-Texto dialogado: Venta por teléfono. 
-Uso de la lengua: el tratamiento al 
interlocutor (uso de tú/usted, el voseo y el 
vocativo). 
(負面字彙與拒絕的應對處理)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三週 L11 Echar el gancho.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publicitario. Sanilud. La asistencia sanitaria.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de 
tú/usted, el voseo y el vocativo.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persuadir. 
-Una imagen vale+: el apretón de manos. 
(負面字彙與拒絕的應對處理)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四週 小考 
複習與提問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五週 L12 No te pares.  

Salida: 
-Debate. El estacionamiento de pago sobre la 
vía pública. 
-Uso de la lengua: el resumen y la 
contracción. 
(干涉介入、請求解決、轉換話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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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L12 No te pares. 
Etapa 1ª. Comprensión escrita: Texto de 
divulgación. Cómo llamar a casa por teléfono. 
Etapa 4ª. Expresión escrita: Ejercicios de 
resúmenes y contracciones. 
La mente en forma: 
-Frases hechas y expresiones figuradas: la 
suerte y el azar. 
-Una imagen vale+:gestos y ruidos españoles. 
(干涉介入、請求解決、轉換話語) 

請預習下一週課程

內容 

第十七週 複習與提問或電影賞析心得 複習期末考範圍 
第十八週 期末考 無 

 

 
50904200   西班牙文學概論（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三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Through this survey course, students will have better opportunities to get to know 
Span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e course will also strengthen students’ need for 
further comparative literary research in the future.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giving information 

about references and related literary materials 
or useful links. 

 

第二週 Edad Media: Contexto socio-histórico,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pp. 8-11 

第三週 Introduction to El Cantar de Mío Cid (Texto y 
vida) 

handouts (pp. 4-26) 

第四週 Lectura: El Cantar de Mío Cid (Cantar 
primero: Cantar del destierro) 

handouts (pp. 4-26) 

第五週 Lectura: Continuation of El Cantar de Mío 
Cid 

pp.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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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週 Lectura: El Conde Lucanor (“Lo que sucedió 
a un mozo que casó con una muchacha de 
muy mal carácter”) 

handouts (pp. 34-37) 

第七週 Renacimiento: Contexto socio-histórico,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Introction to the Novela picaresca: Sobre El 
Lazarillo de Tormes and Lectura 

pp. 18-21, 
handouts: Texto y 
vida (pp. 105-107), 
readings: pp. 4-28 

第八週 Continuation of Novela picaresca: El 
Lazarillo de Tormes 
Introduction to Miguel de Cervantes and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readings: pp. 4-28, 
handouts: Texto y 
vida (Cervantes pp. 
121-124) 

第九週 Lectura: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selected readings) 

Capítulo primero (pp. 
55-57) 

第十週 Mid-Term Exam  

第十一週 Barroco: Contexto socio-histócio,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El teatro del siglo de oro 

pp. 28-31, 
handouts: Texto y 
vida (pp. 140-143) 

第十二週 Lectura: “Fuenteovejuna” pp. 32-33 
 

第十三週 Romanticismo: Contexto socio-histócio,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pp. 46-49,  
handouts: Texto y 
vida (pp. 327-330, 
341-342) 

第十四週 Lectura: “La corza blanca” (Gustavo Adolfo 
Bécquer) 

handouts 

第十五週 Continuation of “La corza blanca” handouts  

第十六週 El mundo poético de Bécquer and Lectura: 
Rimas (selected poems) 

handouts 

第十七週 Continuation of Rimas handouts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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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 

第一週 Realismo y Naturalismo: Contexto 
socio-histórico,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pp. 60-63 

第二週 Lectura: “La Regenta” 
(中文譯本：《庭長夫人》，唐民權等譯，台

北市：光復書局，1998。政大社資中心館藏：

813.08292 V74 pt. 1/2) 

pp. 64-65 
 

第三週 Lectura: “Misericordia”   
Modernismo: Contexto socio-histórico,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pp. 66-67, 74-77 

第四週 Lecturas: “Sonata”, “Proverbios y cantares” 
(Campos de Castilla) 

pp. 78-79, 84-85 

第五週 Generación del 98: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Generación del 27: Contexto socio-histórico,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pp. 80-81, 88-89, 
96-97 

第六週 Introduction to the plays of García Lorca 
Lectura: “La casa de Bernada Alba”  

(Acto I) 

Full text 

第七週 Lectura: “La casa de Bernada Alba”  
(Acto I) 

Full text 

第八週 Film showing: La casa de Bernada Alba  
第九週 Mid-Term Exam 

 
 

第十週 Lectura: “La casa de Bernada Alba”  
(Acto II) 

Full text 

第十一週 Lectura: “La casa de Bernada Alba”  
(Acto III) 

Full text 

第十二週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of “La casa de 
Bernada Alba” 

 

第十三週 Representation of “La casa de Bernada Alba”   

第十四週 Posguerra: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Lectura: “La colmena” 

pp. 110-113 

第十五週 Literatura actual: Contexto socio-histórico, 
Características de la literatura 
Literatura femenina española: Carmen Martín 
Gaite 
Lectura: “El cuarto de atrás” 

pp. 116-117, 124-125 
pp.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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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週 Narrativa policíaca española: Cuentos 
policíacos de Francisco González Ledesma 
(Méndez, Selected texts) 

Full texts 

第十七週 Continuation of selected detective short 
stories (Méndez)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50904500   西文翻譯實務（必）   2 學分/下學期   歐西三   2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以提升語言能力為出發點，透過語言、文化雙重面向，訓練同學母語及外語之理

解及表達能力、形塑同學國際化的知識、轉化及協調文化差異之衝突。 
 
〔上課內容〕 
【下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導論: 「翻譯」的定義與功能 翻譯導論閱讀教材

(請先自 moodle 下
載) 

第二週 飲食文化翻譯: 食譜、菜單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三週 飲食文化翻譯: Carlos Arguiñano 烹飪秀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四週 文學譯者工作坊 1.小說閱讀: 在你

的名字裡失序(以
講者指定書目為

主) 2.工作坊心得

撰寫 
第五週 穿著文化翻譯: ZARA、Mango 春裝宣傳手

冊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六週 穿著文化翻譯: Clara、Cosmopolitan 流行期

刊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七週 影視翻譯工作坊 1.電影欣賞: 飛常

興奮 (以講者指定

題材為主) 2.工作

坊心得撰寫 
第八週 居住文化翻譯: 仲介公司住屋格局說明書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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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 
第九週 期中考試  
第十週 居住文化翻譯: IKEA 各類家具居家用品說

明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十一週 交通文化翻譯: 台鐵 vs. Renfe 網頁翻譯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十二週 交通文化翻譯: 中西交通部網頁翻譯與比

較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十三週 跨文化工作坊 1.建議閱讀: 西班

牙深度之旅/ 熱情

的地中海滋味/ 西
班牙節慶散步 (以
講者指定題材為

主) 2.工作坊心得

撰寫 
第十四週 教育文化翻譯: 西語國家大學研究所特色

說明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十五週 教育文化翻譯: 家庭教育、倫理教育、兩性

教育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十六週 休閒文化翻譯: 節慶紀錄影片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十七週 休閒文化翻譯: 旅行團書面/ 影音介紹 本週主題相關文本

翻譯 

第十八週 期末考試  
 

 
50904900   專業西文（必）    4 學分/全學年     歐西四   4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This course aims to further develop students’ listening,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Spanish at a professional level. We will try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Hispanic culture, to enhance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EU (European Union) and to 
accommodate the great demands for Spanish speakers for trade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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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giving 
information about textbooks and course 
materials. 

 

第二週 Unidad 1: Hechos pp. 10-11 
第三週 Unidad 1: Hechos 

Introduction to Erasmus, Erasmus Mundus 
pp. 12-16 
Otras actividades: 
pp. 130-137 

第四週 Unidad 2: Lugares pp. 22-29 
第五週 Unidad 2: Lugares pp. 30-33 

Otras actividades: 
pp. 138- 139, 
141-145 

第六週 Unidad 3: Relatos pp. 34-37 
第七週 Unidad 3: Relatos 

 
pp. 38-45 
Otras actividades: 
pp. 146-151 

第八週 Supplementary readings handouts 
第九週 Continuation of supplementary readings handouts 
第十週 Mid-Term Exam  
第十一週 Unidad 4: Recorridos pp. 46-53 
第十二週 Unidad 4: Recorridos pp. 54-55 

Otras actividades: 
pp. 154-159 

第十三週 Group presentation: Turismo  
第十四週 Unidad 5: Historias pp. 56-59 
第十五週 Unidad 5: Historias 

 
pp. 60-67 
Otras actividades: 
pp. 160-165 

第十六週 Film showing (TBA) 
 

 

第十七週 Class presentation 
Recapitulation of the course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下學期】 

第一週 Unidad 6: Opiniones pp. 68-71 

第二週 Unidad 6: Opiniones pp. 72-79 
Otras activida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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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166-169 
第三週 Film showing (Almodóvar’s film)   
第四週 Unidad 7: Ideas pp. 80-83 
第五週 Unidad 7: Ideas pp. 84-90 

Otras actividades: 
pp. 170-175 

第六週 Oral presentation (Group 1)  
第七週 Oral presentation (Group 2)  
第八週 Group discussion  

第九週 Mid Term Exam  
第十週 Supplementary reading handout 
第十一週 Film showing (TBA)  
第十二週 Supplementary reading  handout 
第十三週 Oral presentation (Gruop 3)  
第十四週 Oral presentation (Group 4)  
第十五週 Oral presentation (Group 5)  
第十六週 Recapitulation of the course  
第十七週 Film showing (TBA)  
第十八週 Final Exam   

 

 
50904600 歐洲文化與文明話（必）2 學分/上學期  歐文四共同必修 2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7. 培養歐文系同學除了語言的專長之外，並具有當代歐洲的專業知識與素養 
8. 2009 歐洲聯盟會員國簽署了「里斯本條約」，讓歐洲統合邁入新的里程碑，

但在歐元危機、難民移入、英國脫歐以及恐怖主義的問題之下，歐盟也面臨

前所未有的困境。 
9. 特別是在面對全球化及美國文化的強勢影響之下，認識並進一步研究當代歐

洲文化與文明之重點以及歐洲政經統合之新潮流為本課之主要目標。 
 
〔上課內容〕 
【上學期】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介紹與評量標準 閱讀參考書籍 
第二週 文化與文明之意涵？ 閱讀參考書籍 
第三週 歐洲文化的共同價值與特色：人權、民主與

法治。 
閱讀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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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歐洲的語言與宗教發展 閱讀參考書籍 
第五週 歐洲的教育制度與政策 閱讀參考書籍 
第六週 歐洲的社會經濟制度 閱讀參考書籍 
第七週 歐洲的憲政制度 閱讀參考書籍 
第八週 歐洲的政黨政治與選舉 閱讀參考書籍 
第九週 期中考週  
第十週 歐洲政經統合背景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一週 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二週 歐洲聯盟的組織與運作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三週 歐元的建立與發展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四週 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五週 歐洲聯盟與亞洲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六週 當前歐洲所面臨之難題（或同學分組報告）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七週 當前歐洲所面臨之難題（或同學分組報告） 閱讀參考書籍 
第十八週 期末考  

 

四、 本系開設之選修 

50993000   歐洲聯盟柔性權力（選）  2 學分/上學期  歐文二   2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讓學生瞭解歐盟如何運用其柔性權發揮對外影響力與創造共同價值觀。 
2. 結合理論、政策與案例實踐，使學生對歐盟柔性權議題有基本認知。 
 
〔上課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內容、進度與評分方式說明/選課學生

分組 

預習（單元一所附參

考書目） 

第二週 單元一：權力的定義 預習（單元二所附參

考書目）與分組討論 

第三週 單元二：文明權、規範權、柔性權比較 預習（單元三所附參

考書目）與分組討論 

第四週 單元三：歐盟運用柔性權之條約基礎-歐洲

人權公約與里斯本條約 

預習（單元四所附參

考書目）與分組討論 

第五週 單元四：歐盟運用柔性權之政策、工具-外

交制裁與抵制、對外貿易、發展合作 

預習（單元五所附參

考書目）與分組討論 

第六週 單元五：歐洲統合及其模式 預習（單元六所附參

考書目）與分組討論 

第七週 單元六：歐盟文化外交 分組討論 

第八週 學期報告規範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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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週 （分組）學期報告大綱檢視 

 

預習（單元七所附參

考書目）與繳交大綱 

第十週 單元七：歐盟高等教育與 ERASMUS獎學金 預習（單元八所附參

考書目）與分組討論 

第十一週 單元八：歐洲國家語言教育與文化傳播 預習（單元九所附參

考書目）與分組討論 

第十二週 單元九：歐洲國家文化與觀光 預習（單元十所附參

考書目）與分組討論 

第十三週 單元十：人權與外交 分組報告疑問與解

釋 

第十四週 學生報告與討論 學生報告問題與討

論 

第十五週 學生報告與討論 學生報告問題與討

論 

第十六週 學生報告與討論 學生報告問題與討

論 

第十七週 學生報告與討論 學生報告問題與討

論 

第十八週 學期總結/下學期課程簡介   
 

 

50993200   歐洲聯盟的永續發展（選）  2 學分/下學期  歐文二  2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1. 讓學生瞭解歐盟如何運用其對外政策工具，推廣永續發展與共同價值觀。 
2. 結合理論、政策與案例實踐，使學生對歐盟永續發展議題有基本認知。 
 
〔上課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內容、進度與評分方式說明/選課學生分

組 

預習（單元一所附

參考書目） 

第二週 單元一：全球化發展- 

國際化與全球化之爭辯 

預習（單元二所附

參考書目）與分組

討論 

第三週 單元二：永續發展四面向- 

人文與生物面向 

預習（單元三所附

參考書目）與分組

討論 

第四週 單元三：永續發展四面向- 

地球與大氣面向 

預習（單元四所附

參考書目）與分組

討論 

第五週 單元四：全球/歐盟治理 預習（單元五所附

參考書目）與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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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第六週 單元五：歐盟與開發中國家-  

發展合作政策 

預習（單元六所附

參考書目）與分組

討論 

第七週 單元六：案例研究 

京都/巴黎議定書與歐盟環境政策 

分組討論 

第八週 學期報告規範與解釋  

第九週 （分組）學期報告大綱檢視 預習（單元七所附

參考書目）與繳交

大綱 

第十週 單元七：案例研究 

歐盟核能與再生能源政策 

預習（單元八所附

參考書目）與分組

討論 

第十一週 單元八：案例研究 

歐盟經濟發展差異與南北問題 

預習（單元九所附

參考書目）與分組

討論 

第十二週 單元九：案例研究 

社會關懷-歐盟移民與難民 

預習（單元十所附

參考書目）與分組

討論 

第十三週 單元十：案例研究 

歐盟食品安全 

分組報告疑問與

解釋 

第十四週 學生報告與討論 學生報告問題與

討論 

第十五週 學生報告與討論 

 

學生報告問題與

討論 

第十六週 學生報告與討論 學生報告問題與

討論 

第十七週 學生報告與討論 學生報告問題與

討論 

第十八週 學期報告總結/上下學期課程概要說明   
 

 

50993400  歐洲社會與歐盟政經問題（選） 2 學分/下學期 歐文二  2 小時/學年 
 
〔課程目標〕 
課程粗略劃分為四部份： 
1. 難民危機與歐洲整合 
2. 氣候變遷與歐洲整合(COP 21) 
3. 貧富不均、世代正義與歐洲整合(歐債危機) 
4. 區域整合、全球化、民主政治(歐盟制度運作) 
企盼在增進同學們對歐洲及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運作邏輯之認識之餘，能啟發其在

思考、關懷台灣在地社會政治經濟問題時之新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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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內容〕 
課程時間 課程內容/活動 預習內容/作業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二週 難民。歐洲。 正義 part 1 

第三週 申根。都伯林公約。 正義 part 2 

第四週 歐洲整合緣起、歷史過程 正義 part 1 

第五週 巴黎。COP 21 天翻地覆 part 1 

第六週 美歐自由貿易協定(TTIP) 天翻地覆 part 2 

第七週 歐盟碳足跡。撤資運動(divestment 

movement) 

天翻地覆 part 3 

第八週 分組報告 I：歐洲難民/極右派/恐攻 or氣候

變遷 

準備分組報告 

第九週 期中考 準備期中考 

第十週 「市場經濟」vs.「市場『論述』經濟」。 大鴻溝 part 1 

第十一週 TTIP。TTP 大鴻溝 part 2 

第十二週 歐盟制度運作 I 大鴻溝 part 3 

第十三週 歐盟制度運作 II 大鴻溝 part 4 

第十四週 歐洲失落的世代。歐債危機。撙節。 不公平的代價 

part 1 

第十五週 貧富不均。歐盟=解藥？ 不公平的代價 

part 2 

第十六週 “Surviving Democracy” 區域整合。全球

化。民主政治 

不公平的代價 

part 3 

第十七週 分組報告 II：「平等 vs歧視」[種族、性別、

階級…]在歐洲 

準備分組報告 

第十八週 期末考 準備期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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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課程檢核表及修業規劃表 

一、 課程檢核表 

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歐洲語文學系學士班法文組（畢業學分 128 學分）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識課程（28-32 學分） 
系內及系外選修課程（44-48 學分，建議集中

同一領域修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語文通識 
中國語文通識 
外國語文通識 
一般通識 
人文學通識 
社會科學通識 
自然科學通識 
書院通識 

 
4-6 
4-6 
 
3-8 
3-8 
4-8 
0-4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1.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 
7.__________________ 
8.__________________ 
9.__________________ 
10._________________ 
11._________________ 
12._________________ 
13._________________ 
14._________________ 
15._________________ 
16._________________ 
17._________________ 
18._________________ 
19._________________ 
20._________________ 
21._________________ 
22._________________ 
23.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修課程（52 學分） 
初級法文閱讀 
初級法文聽力會話 
初級法文語法 
初級法文應用 
中級法文閱讀 
中級法文聽力會話 
中級法文語法 
法國文化概論 
進階法文聽力會話 
進階法文寫作 
法國文學概論 
法文翻譯實務 
專業法文 
歐洲文化與文明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4 
2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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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歐洲語文學系學士班德文組（畢業學分 128 學分）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識課程（28-32 學分） 
系內及系外選修課程（44-48 學分，建議集中

同一領域修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語文通識 
中國語文通識 
外國語文通識 
一般通識 
人文學通識 
社會科學通識 
自然科學通識 
書院通識 

 
4-6 
4-6 
 
3-8 
3-8 
4-8 
0-4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1.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 
7.__________________ 
8.__________________ 
9.__________________ 
10._________________ 
11._________________ 
12._________________ 
13._________________ 
14._________________ 
15._________________ 
16._________________ 
17._________________ 
18._________________ 
19._________________ 
20._________________ 
21._________________ 
22._________________ 
23.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修課程（52 學分） 
初級德文閱讀 
初級德文聽力會話 
初級德文語法 
初級德文應用 
中級德文閱讀 
中級德文聽力會話 
中級德文語法 
德國文化概論 
進階德文聽力會話 
進階德文寫作 
德國文學概論 
德文翻譯實務 
專業德文 
歐洲文化與文明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4 
2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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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歐洲語文學系學士班西班牙文組（畢業學分 128 學分）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識課程（28-32 學分） 
系內及系外選修課程（44-48 學分，建議集中

同一領域修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備註 
語文通識 
中國語文通識 
外國語文通識 
一般通識 
人文學通識 
社會科學通識 
自然科學通識 
書院通識 

 
4-6 
4-6 
 
3-8 
3-8 
4-8 
0-4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1.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 
3.__________________ 
4.__________________ 
5.__________________ 
6.__________________ 
7.__________________ 
8.__________________ 
9.__________________ 
10._________________ 
11._________________ 
12._________________ 
13._________________ 
14._________________ 
15._________________ 
16._________________ 
17._________________ 
18._________________ 
19._________________ 
20._________________ 
21._________________ 
22._________________ 
23._____________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必修課程（52 學分） 
初級西文閱讀 
初級西文聽力會話 
初級西文語法 
初級西文應用 
中級西文閱讀 
中級西文聽力會話 
中級西文語法 
西班牙文化概論 
進階西文聽力會話 
進階西文寫作 
西班牙文學概論 
西文翻譯實務 
專業西文 
歐洲文化與文明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4 
2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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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修業規劃表 

國立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修業規劃表 

 
語組：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 
 
一年級 
上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一年級 
下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二年級 
上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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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二年級 
下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三年級 
上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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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選□  
 
三年級 
下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四年級 
上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四年級 
下學期 
課程名稱 上課時間 必/選修 學分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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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必□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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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師資介紹（最新師資以本系網頁公告為準） 
法文組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專任教授 
張台麟  

CHANG，TAI-LIN 
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 

歐洲聯盟、政經整合、法國政

府與政治、法語國家與文化、

法語教學  

專任教授 
阮若缺  

JUAN，YAO-CHUEH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戲劇研究所

博士 

法國文學、法國戲劇、魁北克

戲劇、女性主義、兒童文學、

法語系國家文化  

專任副教授 

舒卡夏 

STACHURA，

KATARZYNA 

(國籍：波蘭)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語言科學

博士 

西方憂鬱史、法國道德哲學、

歐洲庭園史、歐洲文學之自然

書寫 

兼任助理教授 
喬儀蓁 

CHIAO，I-CHEN 

法國馬克波羅大學語言科學博

士 
法語教學 

兼任講師 

陳尼古拉 

PUENTEDURA，

NICOLAS 

(國籍：法國) 

法國克萊蒙費朗第一大學法語

教學碩士 
法語教學 

德文組 

專任副教授 
姚紹基  

YAO，SHAO-JI 

德國特里爾大學日爾曼語文學

博士 

基礎德語教學、德語文學與文

化、中世紀德國語言與文化 

專任副教授 

蔡莫妮 

LEIPELT-TSAI，

MONIKA 

(國籍：德國) 

德國漢堡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德國語言文學及媒體系博士 

二十世紀現代德語詩學與散

文、女性主義理論研究、性別

研究、精神分析、後現代理論 

專任 待聘 

兼任助理教授 

徐言 

ESCHENLOHR，

STEFANIE 

（國籍:德國）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德文系博士 
德語語言學、德語教學、留德

諮詢 

兼任助理教授 
黃琦君 

HUANG,CHYI-JIUN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博士 

德語教學、商業德語、德語檢

定 

http://upel.nccu.edu.tw:8080/upel_web/ch/faculty/CHANG_Tai_Lin.php
http://upel.nccu.edu.tw:8080/upel_web/ch/faculty/01.htm
http://upel.nccu.edu.tw:8080/upel_web/ch/faculty/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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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組 

專任教授兼系

主任 

楊瓊瑩  

YANG，CHUNG-YING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西班牙

文學博士 

西班牙二十世紀小說、偵探小

說及大眾文化、西班牙十九世

紀浪漫戲劇、女性文學  

專任副教授 
藍文君  

LAN，WEN-CHUN 

西班牙國立馬德里大學西班

牙文系博士 

中西文對比研究、西語教學、

西班牙社會文化 

專任副教授兼

課外活動組組

長 

古孟玄 

KU，MENG-HSUAN 

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翻

譯理論暨文化交流博士 

翻譯理論、中西翻譯、文化元

素翻譯 

兼任助理教授 
石雅如 

SHIN, YA-JU 

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伊比利

美洲人類學博士 

族群文化研究、口譯、中西翻

譯、西班牙文教學 

兼任助理教授 
林沛緹 

LIN, PEI-TI 

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藝術史

系性別研究所博士 

西班牙文教學、藝術史、性別

研究 

兼任講師 

鄭燕玲 

CHING WANG, 

YEI-LIN 

(國籍：西班牙) 

馬德里 Antonio de Nebrija

大學應用語言學系碩士 

西班牙文學、西班牙語對外教

學適用語言學 

 

http://upel.nccu.edu.tw:8080/upel_web/ch/faculty/04.htm
http://upel.nccu.edu.tw:8080/upel_web/ch/faculty/Lan_Wen_Chu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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