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大學遠距教學課程申請書 

壹、課程基本資料（表單勾選使用符號，可複製此符號）            (109 年 11 月修正版) 

開課學年學期 111 學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其他： 

課程名稱 

（中）第二外語：德文一 

（英）Intensive German A1: Preparing Beginning German Learners for the A1 

Test 

教師姓名及職稱 奧利華(Oliver Streiter) 副教授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開課單位 

(學院/系所/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院西洋語文學系 

課程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系必選修 

課程學分數 4 

教學型態 

☐ 非同步遠距教學          

☐ 同步遠距教學+非同步遠距教學 

☐ 實體+非同步遠距教學 

☐ 實體+同步遠距教學 

 實體+非同步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 

課程學制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二年制在職專班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專業科目 ☐其他： 

部校定 

(本課程由哪個單位

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開課班級數 1 

預計總修課人數 15 

全英語教學 是 

課程非同步線上

平台網址 
本校網路教學平台：Moodle 教學平台（https://elearningv4.nuk.edu.tw/） 

課程同步線上教

學系統 

 Microsoft Teams 

☐ Google Meet 

☐ 其他： 

☐ 本學期無同步遠距教學規劃 

課程教學計畫 

檔案連結網址 

本校課程查詢系統（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QueryCourse.asp） 

高雄大學數位學園（https://www.nukmoocs.org/） 

☐ 其他 ：    

 

 

 

 

https://elearningv4.nuk.edu.tw/
https://course.nuk.edu.tw/QueryCourse/QueryCourse.asp
https://www.nukmoocs.org/


 

 

貳、課程教學計畫 

教學目標 

讓學生掌握日常德語對話、字詞及語法，了解德語文化及學習資源，培養

學生在課外時間自主學習外語的習慣。透過寫日記的方式希望學生提高自

主學習的平率和習慣，使用課堂學到的語法多做練習，習慣自主將文法理

解清楚並使用在日常的德文裡，同時也希望學生使用不同的學習資源改善

德文技巧幫助寫日記能力。 

尤其語言課程更重視互動歷程，於虛實交錯中維繫互動歷程之品質為本課

程成效關鍵，因此安排 Blooket 問答互動，Kahoot 遊戲式網上問答，安排

學生觀看補充教材 Wissen macht Ah! 後師生一起討論內容及單詞。為了讓

學生掌握日常德語對話，在課堂進行中會請學生用德文發問和發言，也會

請學生用德文交談並在小組活動裡用德文對話。 

適合修習對象 大學部學生，無需有德文基礎，外系可加簽 

課程大綱與 

教學設計 

整體說明： 

◆須達 1/2 以上週次為線上(同步或非同步)課程。  

◆實體授課：當週次師生到校排定之教室上課、實作、互動、發表等。 

◆非同步網路授課：運用教學平台，搭配週次主題提供數位教材請學生閱讀(亦請說明當
週數位教材來源)、設計線上議題討論活動、設計平時測驗、正式線上測驗、安排線上
作業繳交與觀摩等活動。教師於後台觀看學習紀錄並提供線上輔導、諮詢、引導等教學
策略。 

◆同步網路授課：運用視訊會議系統(例如：Microsoft Teams)或串流媒體工具(例如：
YouTube 直播)與學生約同一個時間上線進行教學、互動。課後需將上課紀錄之錄影檔
或連結上傳至教學平台提供學生複習，並於成效報告內附上檔案連結，供校方存查。 

◆線上教學活動：如線上視訊同步或非同步教學所提供課程數位教材閱讀、影音教材、作
業、測驗、議題討論及成果發表等教學活動。 

◆再次提醒，數位教材請教師自製，或是運用"已談妥授權可運用於遠距教學課程之數位
教材，請勿使用有著作權問題之教材"，授權證明請附於本文件末頁。 

週次 主題與內容 

授課型態及時數 
線上教學 

活動說明 
實體

授課 

網路授課 

非同步 同步 

1 

招呼問候 

Blooket 遊戲式問答互

動:當天的題目 
3.5 0.5  

德文日記作業，

Blooket 問答互

動:當天的題目 

2 

個人資料、職業 

 Blooket 問答互動:當

天的題目 
3.5 0.5  

德文日記作業，

Blooket 問答互

動:當天的題目 

3 
購物、家具 

Blooket 問答互動 
 0.5 3.5 

課後重溫錄影

檔、繳交德文日

記作業，Blooket 

問答互動:當天的

題目 

4 

家庭 

Blooket 問答互動:當天

的題目 
3.5 0.5  

德文日記作業，

Blooket 問答互

動:當天的題目 

5 

複習課本 1-4 課 

補充教材：德語電視

節目 Wissen macht Ah! 

Kahoot遊戲式網上問

答系統 

 0.5 3.5 

課內學生作德語

自我介紹練習，

課後可觀看錄影

反思需改進地

方。學生觀看



 

 

Wissen macht 

Ah!後師生一起

討論內容及單

詞，Kahoot遊戲

式網上問答系統 

6 日常物品、產品 3.5 0.5  德文日記作業 

 

7 

辦公與科技 

Blooket 問答互動:當天

的題目 
 0.5 3.5 

課內對話練習、

討論日記常見錯

誤；課後上載德

文日記作業，

Blooket 問答互動 

8 

閒暇活動：社交、稱

讚 

Blooket 問答互動:當天

的題目 

3.5 0.5  
德文日記作業，

Blooket 問答互動 

9 

閒暇活動；與朋友聚

會、約時間 Blooket 問

答互動:當天的題目 

3.5 0.5  
德文日記作業，

Blooket 問答互動 

10 

複習課本 5-8 課 

補充教材：Wissen 

macht Ah! 
Kahoot 遊戲:當天的題

目 

 0.5 3.5 

網絡同步課內學

生作德語練習。

學生觀看 Wissen 

macht Ah!後師生

一起討論內容及

單詞，Kahoot 遊

戲 

11 

食物、在家請客 

Blooket 問答互動:當天

的題目 
3.5 0.5  

德文日記作業，

Blooket 問答互動 

12 

旅行、交通工具 

Blooket 問答互動:當天

的題目 
 0.5 3.5 

同步課內對話練

習、學生德文口

頭報告氣候現象

的題目；德文日

記作業，Blooket

問答互動 

13 

生活習慣、過去式 

Blooket 問答互動:當天

的題目 
3.5 0.5  

德文日記作業，

Blooket 問答互動 

14 

節日與傳統、過去式 

Blooket 問答互動:當天

的題目 
 0.5 3.5 

同步課內對話練

習、學生德文口

頭報告地理的題

目；德文日記作

業，Blooket 問答

互動 

15 

複習課本 9-12 課 

補充教材：Wissen 

macht Ah! 

 0.5 3.5 

對話練習、學生

觀看 Wissen 

macht Ah!後師生



 

 

Google Form 問答:當天

的題目 

一起討論內容及

單詞，Google 

Form 問答 

16 

複習課本 1-12 課 

補充教材：Wissen 

macht Ah!  
Google Form 問答:當天

的題目 

 0.5 3.5 

對話練習、學生

觀看 Wissen 

macht Ah!後師生

一起討論內容及

單詞，Google 

Form 問答 

17 期末報告   4 

德文口頭報告跟

聲音有關係的科

學題目 

18 期末報告   4 

德文口頭報告跟

聲音有關係的科

學題目 
 

教學時數 

 提供實體授課教學 8 週，總時數 28 小時 

 提供非同步網路授課 16 週，總時數 8 小時 

 提供同步網路授課 10 週，總時數 36 小時 

☐ 其他（請說明）： 

教材及參考資料 

課本：Menschen A1.1 Kursbuch mit DVD-ROM  

作者：Sandra Evans, Angela Pude, Franz Specht 

出版社：Hueber 

敦 煌 書 局 及 其 他 通 路 可 購 買 ， 學 生 需 自 行 購 得 課 本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

2140142LCW&GID=GDS201908151527016UM#1 
 

影片：Wissen macht Ah! (西德廣播公司 WDR 為兒童提供的知識雜誌，將在

教學平台附上網站連結 https://kinder.wdr.de/tv/wissen-macht-ah/index.html) 

根據德國著作權法(Urheberrechtsgesetz, 簡稱 UrhG)第 60a 條教學(Unterricht 

und Lehre)第一項，允許使用已發表作品的最多 15% 可以被複製、分發、公

開提供或以其他方式公開複製以用於非商業目的，包括在教育機構用使用

在課堂上。 

1. 對於相應活動的教師和參與者， 

2. 對於同一教育機構的教師和考官，以及 

3. 對於第三方，在其用於展示教育機構的教學、教學或學習成果的範圍

內。 

法規原文：https://dejure.org/gesetze/UrhG/60a.html 

師生互動 

討論方式 

1.教學平台討論區 

2.其他互動方式： 

 教師辦公室時間：星期三第五、六節 

 教師電子信箱：oliverstreiter@gmail.com 

☐ 教師校內分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開課社群群組：Facebook 群組，師生及學生之間可隨時互動問答 

☐ 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程評量規則 

(請提供配分比

40% 德文日記。學生每天寫德文的日記並上傳至教學平台。老師每週兩次

修改學生的日記，給予修改意見。日記的結構、內容、創意、德語詞彙與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2LCW&GID=GDS201908151527016UM#1
https://www.cavesbooks.com.tw/EC/Books_Prod_Content.aspx?SHOPID=WSP20121212140142LCW&GID=GDS201908151527016UM#1
https://kinder.wdr.de/tv/wissen-macht-ah/index.html
https://dejure.org/gesetze/UrhG/60a.html


 

 

例) 語法運用為評量重點。 

20% 課堂出勤率 (線上及實體)，20% 課程參與(線上及實體課中回答問題、

發言及課堂參與積極度等等)，20% 口頭報告 (學期 2 次各 5%，期末 10%) 

修課注意事項或

其他補充 

在網絡課程中使用Google Form、Kahoot、Blooket 等網絡同步或非同步問卷

和測驗遊戲增進學習趣味及了解學生學習進度。教師嘗試將線上教學與內

容本位教學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相結合，主要教材為課本，補充教材

為 Wissen macht Ah! 的主題多為日常科學及生活，讓學生學習與日常生活

及現象有關的語言，加上網路授課錄音檔可供學生複習課堂內容，如老師

的發音及對話練習，加深語言學習的記憶，並達致有意識 (intentional) 獲取

名詞和專業術語，無意間 (incidental) 獲取動詞、介詞和句子結構。 

參、教師自評申請遠距教學可行性 

課程計畫提報大

綱之課程設計 

清楚掌握遠距教學課程辦法之規定，規劃合宜妥適之混合實體、非同

步、同步等上課模式，並符合教學時數規定。 

具備完善的課程說明，含課程目標、學分數、適用對象、學前能力、課

程內容與進度、教學方式、課程要求及評量標準等。 

明列教學同步及非同步工具及平台。 

評量規劃納入學習者的線上學習歷程與參與度。 

明確且完善的教師聯絡大綱資訊或互動機制。 

運用教學平台設計課程公告，至少達 9 則以上。 

規劃同步或非同步線上教學活動（如同步線上課程、線上作業、線上測

驗、非同步議題討論等），至少達 9 次以上。 

肆、遠距教學課程相關規定 

一、能引導學生平均登入教學平台此課程之次數，應多於二分之一以上授課週數，且

完成教師提供之教學活動(可包含觀看教材、參與議題討論、線上測驗或繳交作業

等)。 

二、教師能針對學生之各項學習評量活動提供評量結果與回饋。 

三、遠距課程上傳至教學平台之數位教材與補充教材，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

之情事，內容中若有屬於他人所有著作財產權部分，皆已取得權利人之授權或依

法標示作品來源。如有因此而引發之糾紛、訴訟，願自負法律責任。 

四、如有課程臨時異動，請依規定向教學發展中心提出申請，並請知會教務處。 

五、課程結束後，能夠引導學生完成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教學意見調查。 

六、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成果與成效評鑑報告電子檔（含課

程教材及授課紀錄錄影連結）予教學發展中心存查。 

 

本人已詳讀以上遠距教學相關規範，並願意遵守相關規定。 

 

申請開課教師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2 年 3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