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7月 11日 – 8月 07日

慕尼黑大学 & 浙江大学 合作举办
主题：语言、文化和科学

慕大空中课堂是为期 4 周的德语课程，围绕语言、文

化和科学 3 大主题展开，由慕尼黑大学著名教授 Prof. Dr. Jörg Roche 带领其团队专为中国德语专业大学生量身打造。
通过课堂授课、专题讲座、在线工作坊及助教答疑，提高德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增强学术德语能力、拓展德语学

习策略，提升科学研究能力，为德语人生打下更加宽厚的基础。

● 世界名校学术氛围，与德国教授面对面

● 慕尼黑大学官方课程证书，国际认可学分

● 强化德语训练，短时间内提升德语水平

● 德语+文化+科学，在语言学习中融入科研方法

● 根据语言水平分层精准教学

● 中德助教团队实时辅导，答疑解惑

● 视频游学：身临其境体验德国日常生活和大学校园

● 慕大中国学长分享留学亲历

慕尼黑大学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自
15世纪建校以来便是欧洲乃至世界最具声望综

合性大学之一，在德国大学中综合指数最高，其社会科学、人文

科学及物理、化学、医学、数学、计算机语言学等均享有盛名，是

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

慕尼黑大学人才辈出，马克斯·普朗克、马克斯·韦伯、沃纳·海森堡、

欧姆、赫兹、贝时璋等都曾在此求学任教，拥

有 35名诺贝尔奖得主。

2020年 THE世界大学排名，慕尼黑大学再次

蝉联德国第 1，世界排名第 32位。

Prof. Dr. Jörg Roche
Stellvertretende Insitutsleitung

慕尼黑大学德语作为外国语（DaF）研究所副

所长、Deutsch-Uni Online（DUO）学术总

监，Chamisso国际研究中心（IFC）主任。

Roche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语言习得、多语教育，跨文化交际、

科学语言以及外语教学法。在上述领域出版相关专著 46本，包括

10卷本的《德语作为外语研究文集》、《外语习得百科全书》等；

发表论文百余篇；开发德语学习软件数十种；是《Zeitschrift für

Interkulturellen Fremdsprachenunterricht》等期刊主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85%8B%E6%96%AF%C2%B7%E6%99%AE%E6%9C%97%E5%85%8B/9909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5%85%8B%E6%96%AF%C2%B7%E9%9F%A6%E4%BC%AF/9554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3%E7%BA%B3%C2%B7%E6%B5%B7%E6%A3%AE%E5%A0%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5%A7%86/54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AB%E5%85%B9/282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9D%E6%97%B6%E7%92%8B/33971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BA%E8%B4%9D%E5%B0%94%E5%A5%96


课程时间 7月 11日 – 8月 07日共 4周 （总计 90课时）

7月 11日 – 7月 17日 在线学习预备阶段 （每天 4课时）

7月 18日 – 7月 31日 主体课程阶段（每天下午 4课时）

8月 01日 – 8月 07日 在线复习提升阶段 （共计 10课时）

招生对象 国内高校德语本科专业及二外学生

线上平台 ·DUO – 自主学习时使用的在线德语学习平台

·ZOOM– 在线授课使用的交流平台（账户名必须为真实姓名）

·MOODLE网络教学平台

考核与成绩 ·完成课程作业及展示 ·通过在线语言测试

获得慕尼黑大学课程证书及 3个 ECTS（欧洲学分）, 可认定为浙江大学第四课堂学分

课程费用 A组（德语水平 A1-A2）€800/人， 夯实德语基础， 德语学术入门

B组（德语水平 B1-B2）€800/人， 提高德语水平， 德语研究导论

C组（德语水平 C1） €800/人， 备战 TestDaF, 德国学业预备

报名成功后将通过 DUO在线测试进行分组。

本项目浙江大学学生可申请浙江大学本科生海外交流项目资助

报名方式 1．2022 年 4 月 22 日 - 5 月 20 日 23:59，进入“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 zdbk.zju.edu.cn”，填写相关内容

并提交，项目号 20211257。
2. 请及时联系学院教学或外事线、学工线的老师 2022 年 5 月 25 日 23:59 前完成“所在院（系）/学园教学

或外事审核”和“所在院（系）/学园学生思政审核”，否则申请无法受理。

咨 询 duyzd@zju.edu.cn

Deutsch-Uni Online是慕尼黑大学 Roche教授主持开发的在线德语学习平台，专为

学习德语的外国人和准备进入德国大学的外国学生设计。平台学习内容包括阅读、听

力、写作、口语、科学报告等技能训练，并提供最新的德语学习资料。

mailto:duzyd@zju.edu.cn


烈日炎炎的暑假，有人忙着实习，有人窝在空调房享受生活，还有些人报了慕尼黑大学线上学习课程，不断提升自己

的专业水平，拓宽视野！即使疫情阻碍了我们前去欧洲学习的脚步，但是线上课程依旧能让同学实现与德国教授面对面，原

汁原味学习德语课程。

往期课程回顾
2021 年 7 月 26 日，由浙大与慕尼黑大学两校合作的第二届慕大空中课堂–暑假线上课程项目正式开班，来自浙江大

学等 7 所学校的德语专业学生参加了此次暑假课程。。

· 语言学课程

1. 在线课堂 在为期两周的主体学习阶段每周一到周五下午都会有 Roche 教授带

领其团队与大家通过 zoom 的会议形式进行授课。

语言课程围绕德语的词汇，语法，写作阅读技巧，在每节课开始老师都会用一个

小主题与每个同学德语交谈，保证大家的德语口语交流能力得到锻炼。教学形式多

样，涉及小组合作，分组讨论，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也十分频繁，小班式教学让每个

同学都体验满满。

2. DUO 线上自学 线上自学贯穿 4 周时间，学员们使用 Roche 教授开发的

Deutsch-Uni Online（DUO）线上德语学习平台自主学习相应的德语课，还需要上交作业，如主题写作等，批改由 Tutor

Nauderer 完成。

· 讲座和讨论

课程中中国和德国的教授为我们带来专题讲座，内容涉及德语语言发展，德语语言学，

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写作等。浙江大学的李媛教授为我们带来了非常具有学术性的课程

--科学研究方法导论，以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我们进行了介绍和讲解。这门课也是浙江

大学德语专业的特色课程，大家通过 3 小时的讲座都感受到了这门课程的魅力，对于

科学研究也有了基础的认识。

教授们所带来的讲座的展示图文并茂，生动有趣。还有师生互动，老师会就主题向同学们抛出问题，期间同学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发问，老师的讲话速度适中，保证每位同学都能听清，听懂，在扩充知识的同时也提升了同学德语听力和口语交流

能力。



· 学长分享

慕大空中课堂不仅是有教授们传道授业，还有学长学姐为我们带来经验分享，为我们未

来指路。在课程中，我们邀请到了浙江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姐们为我们讲述她们

的交流经验，在德国大学学习的经历，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实用的 Tips。

· E-Worshops

工作坊由 Professor Mair 主持，围绕如何用科学的语言进行德语写作，她介绍了

德 语 论 文 写 作 中 一 些 基 本 的 规 范 ， 例 如 Ich-Tabu,Nominalisierung und

Subjektwechsel 等。并且运用具体的例子为我们进行阐述。

· 最终展示

为期 3 周的线上学习和课程后，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成果展示。分别以心理，

AI，环保等为主题，以德语进行 10 分钟的 PPT 展示。每组介绍后，都会有老师进行

点评，从逻辑，语言连贯程度，到主题的展示进行评价。

所有同学都顺利完成了课程的学习，大家普遍认为课程安排合理，学习内容充实，丰富了假期生活，实现了足不出户

在家学习。但收获绝不仅限于此，参与课程的同学为我们述说了课程带给自己的成长。

宋泊萱（浙江大学 19 级）：

慕大空中课堂的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因为疫情的原因很遗憾不能参与德国交流的线下课程，但是这次学

习给了我一个同样的近距离接触德国学习环境的机会。



DUO 学习中的练习题对我来说帮助很大，能够在做题中梳理德语基础知识，补齐语法漏洞。而与德国教授的线上面对

面交流课程也是一个新奇的体验，也为我提供了许多锻炼口语的机会。

赵婧雯（浙江大学 19 级）：

这次慕尼黑大学的线上交流课程很快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每一位认真负责的教授、讲师为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课程，

也感激助教们和同学们的辛勤付出！

本次课程形式多样，线上自学平台让我养成了自学的习惯，体会到了不同的德语学习方法；语言课提升了口语能力，

课上的小组合作也让我收获颇丰；讲座课则让我对科学研究方法、赴德深造等主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的宝贵机会！

张雨蝶（上海理工大学 17 级）：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慕尼黑大学空中课堂已经过去三周，课程也已经基本结束。对我来说，这次课程是一次非常不

错的体验。老师和助教们都十分热心负责，老师会为了照顾到不同语言水平的学生们而调整语速，助教们也会在一旁辅以中

文说明，得以让同学们最大程度地理解教学内容。

在此次课程中，我们不仅提升了口语、听力、阅读、写作能力，同时初步了解了科学研究方法，无论哪一方面对我而

言都是很大的收获。个人最喜欢的还是每周 2-3 次的 Sprachkurs，老师人非常好！非常有耐心地聆听大家并不那么熟练的

德语，鼓励大家进行语言表达和交流。

遇见这次课程真的很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