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外語 期末考範圍 
2020 Spring Semester Final Exam Criteria 

G7 

第二外語科目 
SFL Subject 

出題老師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日文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 改訂
版 

Shua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改訂版 L6～L7（單字、文型、
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德文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1+2(A1), Medienpaket 
(5CDs+1DVD) 

Debby 

-第七課單字表 
-助動詞 
-完成式 
-文章閱讀 

西文 
Español Por supuesto A1 

Esperanza 

課本: La unidad 12 (p56-57) 
大綱內容: 
1. 間接受詞代名詞 
2. Gustar,parecer,doler,pasar,quedar動詞的運用 
3. 課本音檔 29、30 對話文章 
文法講義本: 

Tema 11 (Uso de gustar, parecer, doler, pasar, 
quedar) 

單字表: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的生字) 
***第一次、第二次定考範圍(不規則動詞、反身動
詞)佔第三次定考範圍 20%  

法文 
Édito A1 : méthode de 
français 

Iris 

Edito課本 P.36-41 (Unite 2) 
- 動詞變化：「第一組動詞」、「是」、「有」、「去」、
「拿」、「下車」等基礎動詞六大人稱變化 
- 城市景點相關字彙 
- 問路指路說法及字彙(搭配交通工具指引) 
- 交通工具字彙及搭配介系詞用法 
- 城市導覽基本字彙 
- Quel/Quelle/Quels/Quelles 疑問詞陰陽性單複數
分辨及其用法 
- 時間基礎用法(詢問幾點、整點及中午和午夜說
法) 

 



 

G8 

第二外語科目 
SFL Subject 

出題老師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日文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Ⅱ 改訂
版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17～L18（單字、文
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日文-轉學生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 改訂
版 

Shua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改訂版 L6～L7（單字、文型、
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德文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1+2(A1), Medienpaket 
(5CDs+2DVD) 

Debby 

-第十課單字表 
-所有格 
-疼痛表示句型 
-助動詞六個 
-文章閱讀 

西文 
Español Por supuesto A1 

Esperanza 

課本 : La unidad 15 Mi fin de semana (pretérito 
indefinido)  
大綱內容: 

1. Tema 15 (簡單過去式:規則與不規則動詞) 
2. 課本音檔 35、36 
3. 現在式與過去式的時態句型比較 
文法講義本: 

Tema 22 簡單過去式規則動詞變位與句法 
單字:本次定考範圍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的生字) 
***第一次、第二次定考範圍(gustar類型的動詞、
HAY、間接/直接受詞代名詞)佔第三次定考範圍
20%  

法文 
Édito A1 : méthode de 
français 

Iris 

Edito課本 P.82-86 (Unite 4 ) 
- 祈使句動詞變化及用法 (第一、二、三組動詞、
「是」、「有」) 
- 邀約他人、答應或拒絕邀約的說法及字彙 
- 「能」、「想要」動詞變化及分辨 
- 休閒娛樂活動字彙及句型 
- 時間詞「之前」與「之後」之分辨與應用 
- 詢問表演資訊及預訂表演票券之句型及字彙 



G10AFL/G.E. 

第二外語科目 
SFL Subject 

出題老師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日文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 改訂
版 

Shua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改訂版 L6～L7（單字、文型、
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德文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1+2(A1), Medienpaket 
(5CDs+1DVD) 

Andreas 

-第七課單字表 
-助動詞 
-完成式 
-文章閱讀 

西文 
Español Por supuesto A1 

Esperanza 

課本:La unidad 12 (p56-57) 
大綱內容: 

1. 間接受詞代名詞 
2. Gustar, parecer, doler, pasar, quedar動詞的運用 
3. 課本音檔 29、30 對話文章 
文法講義本:Tema 11 (Uso de gustar, parecer, doler, 
pasar, quedar) 
單字表: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的生
字) 
***第一次、第二次定考範圍(不規則動詞、反身動
詞)佔第三次定考範圍 20% 

法文 
Édito A1 : méthode de 
français 

Christina 

Edito課本 P.36-41 (Unite 2) 
- 動詞變化：「第一組動詞」、「是」、「有」、「去」、
「拿」、「下車」等基礎動詞六大人稱變化 
- 城市景點相關字彙、城市導覽基本字彙 
- 問路指路說法及字彙(搭配交通工具指引) 
- 交通工具字彙及搭配介系詞用法 
- Quel/Quelle/Quels/Quelles 疑問詞陰陽性單複數
分辨及其用法 
- 時間基礎用法(詢問幾點、整點及中午和午夜說
法) 

 
 
 



G10F&C 

第二外語科目 
SFL Subject 

出題老師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日文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 改訂版 

Shua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改訂版 L5～L6（單字、文
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德文 
1. Beste Freunde A1.1, 

Kursbuch 
2. Beste Freunde (A1.1) - 

Arbeitsbuch mit CD-ROM 
練習本 

Andreas 

-第 8-9單字表 
-數字 10-100 
-習作 67-78頁 
-動詞 essen, schlafen變化 
-金錢表示方式 

西文 
Español Por supuesto A1 

Esperanza 

課本: La unidad 11,12 
大綱內容: 

1. 所有格與名詞 
2. 不規則動詞變化, 反身動詞 
3. La unidad 12 音檔 29，gustar 的句型。 

文法講義本:tema 4 (所有格) 
單字表: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的
生字) 
***第二次定考範圍(不規則動詞)佔第三次定
考範圍 20% 

法文 
Édito A1 : méthode de français 

Christina 

Édito課本 P.20-27 (Unite 1) 
- 法語數字 0-100 
- 簡單自我介紹與介紹他人 
- 國家名稱、國籍、職業、休閒娛樂、個人基本
資料等相關名詞及陰陽性變化 
- 地方介係詞用法（城市、陰陽性國家） 
- 「是」、「有」、「叫做...」、「愛」、「說」、「住」
等基礎動詞搭配六大人稱變化 

 
 
 
 
 
 



G11G.E. 

第二外語科目 
SFL Subject 

出題老師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日文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Ⅱ 改訂
版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17～L18（單字、文
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德文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1+2(A1), Medienpaket 
(5CDs+1DVD) 

Debby 

-第十課單字表 
-所有格 
-疼痛表示句型 
-助動詞六個 
-文章閱讀 

西文 
Español Por supuesto A1 

Esperanza 

課本: La unidad 15 Mi fin de semana (pretérito 
indefinido)  
大綱內容: 

1. Tema 15 (簡單過去式:規則與不規則動詞) 
2. 課本音檔 35、36 
3. 現在式與過去式的時間比較與句型比較 
文法講義本: 
Tema 22 簡單過去式規則動詞變位與句法 
單字:本次定考範圍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生字) 
***第一次、第二次定考範圍(gustar類型的動詞、
HAY、間接/直接受詞代名詞)佔第三次定考範圍
20% 

法文 
Édito A1 : méthode de 
français 

Iris 

Edito課本 P.82-86 (Unite 4 ) 
- 祈使句動詞變化及用法 (第一、二、三組動詞、
「是」、「有」) 
- 邀約他人、答應或拒絕邀約的說法及字彙 
- 「能」、「想要」動詞變化及分辨 
- 休閒娛樂活動字彙及句型 
- 時間詞「之前」與「之後」之分辨與應用 
- 詢問表演資訊及預訂表演票券之句型及字彙 

 
 
 
 
 
 
 
 
 



G11AFL 

第二外語科目 
SFL Subject 

出題老師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日文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Ⅱ 改訂
版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17～L18（單字、文
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德文 
Schritte international neu 
1+2(A1), Medienpaket 
(5CDs+1DVD) 

Debby 

-第十課單字表 
-所有格 
-疼痛表示句型 
-助動詞六個 
-文章閱讀 

西文 
Español Por supuesto A1 

Esperanza 

課本: La unidad 15 Mi fin de semana (pretérito 
indefinido)  
大綱內容: 

1. Tema 15 (簡單過去式:規則與不規則動詞) 
2. 課本音檔 35、36 
3. 現在式與過去式的時間比較與句型比較 
文法講義本: 
Tema 22 簡單過去式規則動詞變位與句法 
單字:本次定考範圍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生字) 
***第一次、第二次定考範圍(gustar類型的動詞、
HAY、間接/直接受詞代名詞)佔第三次定考範圍
20% 

法文 
Édito A1 : méthode de 
français 

Iris 

Edito課本 P.82-83 (Unite 4 ) 
- 祈使句動詞變化及用法 (第一、二、三組動詞、
「是」、「有」) 
- 邀約他人、答應或拒絕邀約的說法及字彙 
- 「能」、「想要」動詞變化及分辨 

 
 
 
 
 
 
 
 
 



G11F&C 

第二外語科目 
SFL Subject 

出題老師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日文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Ⅱ 
改訂版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16～L17（單字、文型、
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德文 
1.Beste Freunde A1.1, 
Kursbuch 
2. Beste Freunde (A1.1) - 
Arbeitsbuch mit CD-
ROM 練習本 (不用
CD) 

Debby 

-第 8-9單字表 
-數字 10-100 
-習作 67-78頁 
-動詞 essen, schlafen變化 
-金錢表示方式 

西文 
Español Por supuesto A1 

Esperanza 

文法講義本: 
1. Tema 17 Los pronombres personales de objeto 

directo 
直接受詞代名詞與動詞的句法(現在式、estar + 

gerundio) 
單字:課堂補充單字(含文法習題的生字) 
*** 第一次、第二次定考範圍(gustar 類型的動詞, ir + 
infinitivo, estar + gerundio) 
佔第三次定考範圍 20%  

法文 
Édito A1 : méthode de 
français 

Iris 

Edito課本 P.54-58 (Unite 3) 
- 「吃」、「喝」、「買」、「拿」、「做」、「喜
歡」動詞搭配六大人稱變化 
- 部分冠詞陰陽性單複數分辨及其用法 
- 餐廳對話用語句型 
- 食材及餐廳相關字彙 
- 代名詞 en的用法 
- 表達正面或負面之想法的用詞及字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