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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學習    
 

   第二外
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VET9HTiKg


變得更聰明 擁有同時執行多項
任務的技能 

學習第二外語的好處-研究結果 



延緩老年癡呆 提高記憶力 

學習第二外語的好處-研究結果 



更具洞察力 更會做決定 

學習第二外語的好處-研究結果 



我覺得應該學習第二外語， 

 

 

因為 ... 



深度認識一種文化 



學習的投資報酬率如何？ 

我該學習哪一種第二外語？ 

哪一種語言的通用程度最高？ 

有什麼樣的學習資源可以運用？ 

https://youtu.be/7VpDz72_yJI


我想學      , 

因為        ?   



就讀外語群科須具備甚麼特質？ 

性向、興趣的特質 

學習表現的特質 

生活經驗的特質 



具有語文推理、知覺速度與準確及美感等性向者 
1 

具有企業事務、銷售、個人服務及喜歡與他人互動等興趣者 
2 

對語文學習有高度興趣 
3 

願意嘗試，勇於開口練習 
4 

性向、興趣 

的特質 

 



性向、興趣 

的特質 

 

有耐心，願意查字典及背誦單字 
5 

願意參加各項語文競賽 
6 

  課餘時間有意願或動機接觸 

國際文化、影集、影片、歌曲等資訊 

7 

有興趣接待國外赴台交流學生或赴國外
交流或實習擔任志工，擴大視野、 

培養國際觀，訓練全方位表達能力 

8 



學習表現 

的特質 

 

在高中學習階段 

「語文」課程之聽說讀寫、基本溝通能力、文化與習俗等；

「數學」課程之數與量的認知及能力；  

「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之資訊科技及運用等 

具有興趣或學習表現較優良者 



生活經驗 

    的特質 

 

   喜歡看外國影集、聽外語歌曲、瀏覽外語
網站、閱讀外語報章雜誌及原文小說,對外國

文化有濃厚興趣等 

1 

喜歡學習外語單字及字彙,對語文有強烈的學習動機 

2 

喜歡參觀外國文化之相關展覽或參加
外語相關活動、競賽等 

3 



外語教學 外貿工作 

外語群科對應的行業別 



空服人員 外交公職 

外語群科對應的行業別 



領隊導遊 口筆譯員 

外語群科對應的行業別 



你熟悉的德國 



你熟悉的德國 



你所不熟悉的德國 





年代 發明人 發明物 

1821 克里斯蒂安·布施曼（Christian Buschmann） 口琴 

1879 李維·史特勞斯 (Levi Strauss) 牛仔褲 

1897 費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n) 阿斯匹靈 

1905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相對論 

1922 漢斯·瑞格爾(Hans Riegel) 小熊軟糖 

1934 赫爾曼·坎貝爾（Hermann Kemper） 磁懸浮列車 

1949 阿道夫·米勒 (Adolf Müller) 奶嘴 

1969 
尤爾根·戴德羅夫（Jürgen Dethloff）  
赫爾穆特·格羅特羅普(Helmut Gröttrup) 

晶片 

1987 弗勞恩霍夫集成電路協會（Fraunhofer Institute） MP3音樂格式 

1991 榮漢斯鐘錶有限公司（Junghans Uhren GMBH） 電波手錶 



2.德語是歐盟最多人說的語言，是歐

洲大陸上最廣泛被使用的語言。 

3.世界18%的圖書是在德國出版，德國圖書出

版量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占第二位。法蘭克福

和萊比錫是德國圖書出版業中心。每年一屆的

法蘭克福國際圖書博覽會是世界上最大規模、

最具影響的圖書界盛會。 



5.德國有許多跨國企業：西門子股份有限公司

(SIEMENS)、戴姆勒股份公司（ Daimler 

AG）、德國萊茵TÜV集團。 

6.德語是第二大學術語言。德國對科學和研

發的貢獻排名世界第三位，並為外國學者提供

許多研究獎學金 

4.德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也是世界最

重要的出口國。 



7.德文是歌德、卡夫卡、

尼采的語言，也是莫札特、

巴哈、貝多芬、佛洛伊德、

愛因斯坦的語言。 

8.德國人是許多國家

最重要的觀光客源，

德國是歐洲人來台觀

光主要的客源國。 





問答小學堂 問答小學堂 



 德國用德文怎麼說？ 

(1)Germanland 
 

(2) Deutschland 



(2)  Deutschland 



 德國人口有多少？ 

(1) 767,000 

(2) 81,361,899 

(3) 3,000,000 



(2)  81,361,899 
 



 德國境內最大的移民族群？ 

(1)土耳其人 

(2)越南人 

(3)敘利亞人 



(1)  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及其後裔在德國超過 

 



 德國鄰國有幾個家國？ 

(1)7個 

(2)4個 

(3)9個 



2 
3 

4 5 

9 

6 

7 

8 1 



哪些國家的官方語言包含德文？ 

(1)盧森堡 + 比利時 + 荷蘭 

(2)奧地利 + 瑞士 + 捷克 

(3)列支敦斯登 + 瑞士 + 捷

克 



(3) 

列支敦斯登+瑞士+奧地利 



德國有幾個邦？ 

(2)30 (3)22 (1)16 



(1) 16個邦 



德國的首都是…？ 

(2)維也納 

(1)柏林 

(3)都柏林 



 

(1) 柏林 



這張圖片是哪座城堡？ 

(1) 新天鵝堡Schloß 

Neuschwanstein 

 

(2) 高天鵝堡Schloss Hohenschwangau 

 

(3) 霍亨索倫城堡Burg 

Hohenzollern 



(1) 新天鵝堡           



這是…？ 

(1)尼格拉城門 Porta Nigra 

 

(2)布蘭登堡門 Brandenburger 

Tor 

 

(3)佩加蒙博物館 Pergamon 

Museum 



(2) 布蘭登堡門  



這是哪座教堂？ 

(1)科隆教堂 Kölner Dom 

 

(2)德勒斯登聖母教堂 

Frauenkirche 

 

(3)米蘭大教堂 Duomo 



(1)科隆教堂  

Kö lner Dom 



(1)艾博湖 Eibsee  

 

(2)國王湖 Königssee  

 

(3)博登湖 Bodensee 

這是哪個湖泊？ 



  (3)博登湖 

Bodensee 



(2)慕尼黑啤酒 

Oktoberfest             
               是德國的什麼節日? 

(1)柏林文化節 

(3)科隆狂歡節 



(B)慕尼黑啤酒節 

Oktoberfest 



慕尼黑啤酒節---傳統服飾  



什麼節日會喝 
                  【熱紅酒(Glühwein)】？ 

(1)黑森林嘉年華 

(2)聖誕節 



(2)聖誕節 

Weihnachten 



熱紅酒內含的基本香料 

1. 肉桂   4. 糖 

2. 丁香   5. 柑

橘 

3. 八角   6. 蘋

果 



紐倫堡聖誕市集 

• 歐洲最大、最傳統、聖誕味最濃 

• 從十一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開始，一直

延續到平安夜 

• 必吃食物 

1. 聖誕蜂蜜薑餅Lebkuchen 

2. 熱紅酒 Glühwein  

3. 紐倫堡香腸Bratwurst 

4. 德式聖誕麵包Stollen 



基 礎 德 語 



Guten Tag! 

日安 

你好 



Guten Morgen! 

早安 



Guten Abend! 

下午好 

晚安 



Gute Nacht! 

晚安 

(睡前) 



Hallo! Guten Tag! 
 

Ich bin Anna. 
 
哈囉! 你好! 

我是Anna. 



國際交流姊妹校 

 8所德語區大學 

 + 

 3所德國高中 

  

 德語區大學學年(期)交換學
習 

 德國大學雙聯學士學位 

 德國高中短期互訪 



國際交流 



國際交流 



雙聯學士學位 

全國第一個與德國大學簽訂雙聯學制的科系 

合作學校 就讀系所 合作模式 

德國康斯坦茨應用科技大學 

（Hochschule Konstanz） 

經濟德語與旅遊管理學士學位
學程 

文藻3年+康科大2年 

德國西薩克森茨維考應用科技大學 

（Westsächsische Hochschule Zwickau） 

語言與工商管理–經濟德文學士
學位學程 

文藻3年+茨維考2.5年 

德國慕尼黑應用語言大學 

（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Sprachen 

des SDI München） 

慕尼黑語言和翻譯學院 文藻2年+慕尼黑考2.5年 



掌握一項語言便是掌握一項獲得知識的工具， 

引領你走進另一個更豐富寬廣的領域。 

何不掌握德國語言讓你與德國文豪歌德面對面， 

認識德國文化讓你更貼近貝多芬？ 

瞭解德國的務實精神， 

其工業科技於是也有超越品牌之外更深層的意義。 

在歐元成為強勢貨幣的今天，德國亦是世界經濟舞台的要角。 

歡迎你一起學習德國語言，進入藝術與科技殿堂， 

認識這個融合藝術與科技，你從不知道的德國！ 

藉由外語探索世界，同時透過認識、瞭解自己，運用生涯規劃
策略打造個人專屬的Assessment Center，開啟人生的無限
可能。 



給自己一把鑰匙 

去認識世界 

做一個全球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