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B1 ⽂法密集班 進度表 
⾕燈堡德語 

程度 ⽂法內容 堂數 ⽇期

A1 

代名詞 (Personalpronomen) 第⼀堂 7/4

現在式動詞變化 (Konjugation) 第⼀堂 7/4

sein, haben 及其他特別動詞 第⼆堂 7/5

強變化動詞 第⼆堂 7/5

助動詞：變化、位置、使⽤ (Modalverben) 第三堂 7/6

分離動詞 (Trennbare Verben) 第三堂 7/6

祈使句 (Imperativ) 第四堂 7/7

W-Frage 第四堂 7/7

是否問句 (Ja/ Nein- Frage) 第五堂 7/8

冠詞：不定冠詞、定冠詞、否定 (Artikel) 第五堂 7/8

否定⽤法 (Negation) 第六堂 7/11

受格(Akkusativ) 第六堂 7/11

受格(Dativ) 第七堂 7/12

代名詞受格(Akk. und Dat.) 第八堂 7/13

所有格 (Possessivartikel ) 第九堂 7/14

完成式(Perfekt mit haben) 第⼗堂 7/15

過去式(Präteritum: sein und haben ) 第⼗堂 7/15

時間介系詞(Temporale Präposition) 第⼗⼀堂 7/18

介系詞(Präposition mit Dativ) 第⼗⼆堂 7/19

介系詞(Präposition mit Akk.) 第⼗三堂 7/20

地⽅介系詞(Wechselpräposition mit Dativ) 第⼗四堂 7/21

A2

動詞(Verben mit Akk. und Dat.) 第⼗五堂 7/22

動詞(Verben mit Dat.) 第⼗五堂 7/22

完成式(Perfekt  mit sein) 第⼗六堂 7/25

過去式 (Präteritum: Modalverben) 第⼗六堂 7/25

反⾝動詞(Reflexive Verben) 第⼗七堂 7/26

變化介系詞(Wechselpräpositionen) 第⼗八堂 7/27

形容詞字尾變化 (Adjektivdeklination) 第⼗九堂 7/28



比較級 (Komparativ) 第⼆⼗堂 7/29

最⾼級 (Superlativ) 第⼆⼗堂 7/29

連接詞(Position 0) 第⼆⼗⼀堂 8/1

連接詞(Position 1) 第⼆⼗⼀堂 8/1

連接詞(+Nebensätze) 第⼆⼗⼆堂 8/2

B1

過去式 (Präteritum) 第⼆⼗三堂 8/3

過去完成式 (Plusquamperfekt) 第⼆⼗四堂 8/4

反⾝動詞(綜合反⾝) (Reflexivpronomen im Dat.) 第⼆⼗五堂 8/5

動詞片語 (Verben mit Präposition) 第⼆⼗五堂 8/5

介系代名詞 (Präpositionaladverbien und -pronomen) 第⼆⼗六堂 8/8

虛擬⼆世(Konjunktiv 2) 第⼆⼗七堂 8/9

被動語態 1 (Passiv Teil 1) 第⼆⼗八堂 8/10

被動語態 2 (Passiv Teil 2) 第⼆⼗八堂 8/10

未來式(Futur 1) 第⼆⼗九堂 8/11

解析werden 第⼆⼗九堂 8/11

解析lassen 第三⼗堂 8/12

定點、⽅向動詞 (Positions- und Direktionsverben) 第三⼗堂 8/12

屬格(Genitiv) 第三⼗⼀堂 8/15

陽性⼆世(N-Deklination) 第三⼗⼀堂 8/15

形容詞轉名詞 (⼈物) (Adjektive für Personen als Nomen) 第三⼗⼆堂 8/16

形容詞轉名詞 (中性名詞) (Adjektive als neutrale Nomen) 第三⼗⼆堂 8/16

間接問句 (Indirekte Frage) 第三⼗三堂 8/17

不定式原形動詞⼦句(Infinitiv mit zu) 第三⼗四堂 8/18

雙重動詞(Infinitiv ohne zu) 第三⼗四堂 8/18

關係⼦句 1 (Relativsätze 1) 第三⼗五堂 8/19

關係⼦句 2 (Relativsätze 2) 第三⼗五堂 8/19

時間連接詞 (wenn & als) 第三⼗六堂 8/22

其他時間連接詞 (Temporale Nebensätze) 第三⼗六堂 8/22

⽬的⼦句 (Finalsätze) 第三⼗七堂 8/23

雙重連接詞 (Doppelkonnektoren) 第三⼗七堂 8/23

時間介系詞 2 (Temporale Präposition 2) 第三⼗八堂 8/24



形容詞字尾變化 2 (Adjektivdeklination mit und ohne 
Artikel)

第三⼗九堂 8/25

分詞轉形容詞 (Partizip 2 als Adjektiv) 第三⼗九堂 8/25

總複習 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