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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Grade 

科目 

Subject 

授課老師 

Teacher 

範圍 

Criteria 

轉學生 
西文 

Agencia ELE I, Libro de clase (p8-12) 

-字母發音與規則 

-自我介紹 

-數字 0 – 10 

-動詞 SER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 

日文 五十音 

G7 

國一 

德文 Mei/Debby 

Schritte 1, L1-2 

-字母,數字 

-動詞變化 

-問候語 (打招呼,您好嗎?) 

-所有格 

-名片 

-家庭稱謂單字、年紀 

日文 Shuan/Rin 
平假名清音、濁音、半濁音、拗音、長音、促音、講義

單字、數字 0～10、生活招呼語 

西文 Cati/Espe 

La Lección 1 第 8頁至第 15頁 

講義: 發音規則 

-字母 

-星期一至日 

-數字 1-10 

-ser 動詞變化 

-打招呼、問候語的句型 

-自我介紹 

-課本及補充講義的單字(要會音節劃分、重音位置) 

法文 Gabriel/Iris 

Génération 1 - Bienvenue、Unité 1 - P.14-29 

- 招呼語/自我介紹/介紹他人 

- 國家與國籍、動物、月份、星期字彙 

- 發音規則 

- 陰陽性/單複數分辨 

- 限定/非限定冠詞(un, une/ le, la, les) 

- 動詞「是」「有」應用 

- 數字 0-20 

- 顏色相關詞彙 

- 家庭成員 

- 六大人稱 

- 所有格變化 



G8 

國二 

德文 Debby 

Schritte 2, L8 

-第八課單字 

-職業問法與回答 

-介係詞 als, bei, seit, vor ,für 

-Akkusativ, Dativ 

-過去式 waren, hatten 

日文 Shuan/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改訂版 L7～L8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西文 Espe 

課本: La Lección 13   

範圍: 第 60頁至 61頁、第 65至 67頁 

大綱內容: 

-身體部位 

-顏色 

-家事動詞與慣用語 

文法講義本: 

-Tema 7 ser,estar,tener  

-Tema 10 estar +  gerundio(進行式), ir a + 

infinitivo (未來式) 

單字:本次定考範圍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的生字) 

重點整理:身體部位(課本及補充的單字)，顏色、文法

講義本的習題、家事動詞的應用、文化單元的文章。  

法文 Iris 

Édito A1 Unité 2-3 P.42-58  

- 疑問詞 

- 交通工具字彙及介係詞用法 

- 職業陰陽性轉換 

- 基本市場購物對話 

- 不定冠詞/部分冠詞單複數分辨 

- 食物店家及食物字彙配合 

- 地方介係詞 à + 地點、chez + 人的用法 

- aller, prendre, acheter, payer, manger 和 faire

動詞變化 

- 餐廳點餐基礎對話 

- 代名詞 en的用法 

- 表達個人好惡說法 



G10G.E. 

普一 

德文-1 Debby 

Schritte 2, L8 

-第八課單字 

-職業問法與回答 

-介係詞 als, bei, seit, vor ,für 

-Akkusativ, Dativ 

-過去式 waren, hatten 

德文-2 Mei 

Schritte 1, L1-2 

-字母,數字 

-動詞變化 

-問候語 (打招呼,您好嗎?) 

-所有格 

-名片 

-家庭稱謂單字 

-年紀 

日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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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2 Shuan 
平假名清音、濁音、半濁音、拗音、長音、促音、講義

單字、數字 0～10、生活招呼語 

西文 Cati 

Agencia ELE I, Libro de clase (p8-12) 

大綱內容: 

1. 字母發音與規則 

2. 自我介紹 

3. 數字 0 – 10 

4. 動詞 SER 與定冠詞陰陽性單複數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 

法文-

1/2 
Iris/Gabriel 

Génération 1 - Bienvenue、Unité 1 - P.14-29 

- 招呼語/自我介紹/介紹他人 

- 國家與國籍、動物、月份、星期字彙 

- 發音規則 

- 陰陽性/單複數分辨 

- 限定/非限定冠詞(un, une/ le, la, les) 

- 動詞「是」「有」應用 

- 數字 0-20 

- 顏色相關詞彙 

- 家庭成員 

- 六大人稱 

- 所有格變化 



G10C 

餐一 

德文 Mei 

Ach so,aus Taiwan,P7-28 

-字母 

-發音 

-動詞變化 

-問候語 (打招呼,您好嗎?) 

-德語區地理 

-您與你的區別 

-先生與小姐 

-名與姓的區別 

日文 Shuan 
平假名清音、濁音、半濁音、拗音、長音、促音、講義

單字、數字 0～10、生活招呼語 

西文 Cati 

Agencia ELE I, Libro de clase (p8-12)  

大綱內容: 

-字母發音與規則 

-自我介紹 

-數字 0 – 10 

-動詞 SER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 

法文 Gabriel 

Merci ! Unité 1-3 P.6-30 

- 招呼語/自我介紹 

- 國家與國籍、居住、月份、星期字彙 

- 發音規則 

- 陰陽性/單複數分辨 

- 限定/非限定冠詞(un, une/ le, la, les) 

- 動詞「是」「有」應用 

- 數字 0-20/年紀表達 

- 日常生活用字 

- 顏色相關詞彙 

- 詢問/請求允許 



G11G.E. 

G11AFL 

應普二 

德文 Debby/Mei 

Schritte 2, L8 

-第八課單字 

-職業問法與回答 

-介係詞 als, bei, seit, vor ,für 

-Akkusativ, Dativ 

-過去式 waren, hatten 

日文 Shuan/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改訂版 L7～L8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西文 Espe/Cati 

La lección 13 Mis amigos 

大綱內容: 

1. 顏色與家事相關動詞及片語 

2. Ser/Estar/Tener、Ir a、現在進行式與未來式的

應用 

3. 身體部位 

文法講義本: tema 7、10 

(ser/estar/tener/gerundio/ir a) 

單字表: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的生字) 

法文 Iris/Gabriel 

Édito A1 Unité 2-3 P.42-58  

- 疑問詞 

- 交通工具字彙及介係詞用法 

- 職業陰陽性轉換 

- 基本市場購物對話 

- 不定冠詞/部分冠詞單複數分辨 

- 食物店家及食物字彙配合 

- 地方介係詞 à + 地點、chez + 人的用法 

- aller, prendre, acheter, payer, manger 和 faire

動詞變化 

- 餐廳點餐基礎對話 

- 代名詞 en的用法 

- 表達個人好惡說法 



G11F&T 

餐觀二 

德文 Mei 

Ach so,aus Taiwan,P7-28 

-字母 

-發音 

-動詞變化 

-問候語 (打招呼,您好嗎?) 

-德語區地理 

-您與你的區別 

-先生與小姐 

-名與姓的區別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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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 Cati 

Lección 11 Mi día a día 

大綱內容: 

1. 動詞-ar/-er/ir、SER、ESTAR 

2. 反身動詞與 Ir + a應用 

3. 數字 0 - 40 

學習單: 本次定考範圍的單字 

法文 Gabriel 

Édito A1  Unité 2-3 P.42-58  

- Quel疑問詞 

- 交通工具字彙 

- 職業陰陽性轉換 

- 不定冠詞/部分冠詞單複數分辨、 

- 基本市場購物對話 

- 食物店家及食物字彙配合 

- 地方介係詞 

- faire、manger、acheter動詞變化 

- 餐廳點餐基礎對話 

- en代名詞 

- 表達個人好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