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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Fall Semester SFL First Midterm Criteria 
年級 

Grade 

科目 

Subject 

授課老師 

Teacher 

範圍 

Criteria 

G9 

國三 

德文 Debby 

-課本 Schritte 2, L11 

-第 11課單字 

-直走,左轉,右轉 

-介係詞 mit, zu, in, nach, 文法認知 

-方位認知與文法判斷 dativ 

日文-1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18～L19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日文-2 S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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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第 70頁至第 72 頁) 

講義:  

1. 文法講義本 tema 23 (簡單過去式不規則動詞) 

2. 文法講義 tema 21 (現在完成式) 

3. Seesaw 作業練習 

大綱內容:  

1. 過去式不規則動詞變化 

2. 現在完成式 

3. 過去分詞 

4. 過去式與現在完式的比較 

5. 時間與時態的應用 

6. 文法講義本習題 

7. Seesaw 作業練習 

重點整理:課本、文法講義本、補充講義的句型、單

字，過去式與現在完成式句型比較 

法文 Iris 

Édito A1 Unité 6 89-95 

- 所有格完整用法 

- 家族稱謂 

- 描述人際關係 

- 祝賀用語 

- 過去完成式(passé compose) – avoir+過去分詞 

- 法國重要節慶字彙 



G12G.E. 

高三 

德文 Debby 

-課本 Schritte 2, L11 

-第 11課單字 

-直走,左轉,右轉 

-介係詞 mit, zu, in, nach, 文法認知 

-方位認知與文法判斷 dativ 

日文 Shua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18～L19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西文 Espe 

課本:La Lección 15 (第 70頁至第 72 頁) 

講義:  

1. 文法講義本 tema 23 (簡單過去式不規則動詞) 

2. 文法講義 tema 21 (現在完成式) 

3. Seesaw 作業練習 

大綱內容:  

1. 過去式不規則動詞變化 

2. 現在完成式 

3. 過去分詞 

4. 過去式與現在完式的比較 

5. 時間與時態的應用 

6. 文法講義本習題 

7. Seesaw 作業練習 

重點整理:課本、文法講義本、補充講義的句型、單

字，過去式與現在完成式句型比較 

法文 Iris 

Édito A1 Unité 6 89-95 

- 所有格完整用法 

- 家族稱謂 

- 描述人際關係 

- 祝賀用語 

- 過去完成式(passé compose) – avoir+過去分詞 

- 法國重要節慶字彙 



G12AFL 

應三 

德文 Mei 

-課本 Schritte 2, L11 

-第 11課單字、直走,左轉,右轉 

-介係詞 mit, zu, in, nach, 文法認知 

-方位認知與文法判斷 dativ 

日文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18～L19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西文 Cati 

課本: ¿Español? ¡Por supuesto! L.15 

大綱內容: 

1. 過去式規則與不規則動詞 

2. 現在完成式規則與不規則動詞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文法講義本 Tema 23 

法文 Gabriel 

- 邀約/赴約句型表達 

- 休閒娛樂字彙 

- 時間/頻率表達 

- 反身動詞 

- 第三組動詞變化 

- 家庭、親友相關詞彙/句型 

- 完成過去式表達 

- 所有格運用 

- 法國節慶相關字彙 

- 祝賀語 

- 外貌形容詞運用 

- 過去/未來時間詞指示詞表達 

G12T 

觀三 

德文 Debby 

-課本 Beste Freunde 2, L10-11 

-水果,蔬菜等等基本單字認知(課外補充講義) 

-第一課和第二課單字、場所單字與介係詞 

-課本內提到的動詞變化 

-身體部位單字 

-疼痛說法與句型 

-代名詞 DATIV 

西文 Espe 

課本: La Lección 16、17  

範圍: 第 80頁至 81頁、第 82至 83頁 

講義: 文法講義本 tema 3、tema 10 

大綱內容: 

1. Hay 與 Estar 句型 

2. Estar動詞變化 

3. 家庭空間、家俱單字 

4. 表達位置的慣用語 

5. 文法講義本習題 

6. 疑問詞 ¿Cuántos? ¿Cuántas? 與 hay 句型的應用 

重點整理: 課本、文法講義本的單字、補充講義的句

型、家俱與表達位置的句型應用 



 

G12T 

觀三 
法文 Iris 

第一次定期考範圍： 

Édito A1 Unité 4 61-65 

- 衣物及配件字彙 

- 顏色字彙 

- 形容詞陰陽性單複數變化 

- 形容詞位置分辨 

- 月份、季節表達 

- 描述他人穿著用法 

- 天氣相關字彙 

- 表達天氣說法 

G12C 

餐三 

德文 Mei 

-課本 Beste Freunde 2, L10-11 

-水果,蔬菜等等基本單字認知(課外補充講義) 

-第一課和第二課單字 

-課本內提到的動詞變化 

-場所單字與介係詞 

-身體部位單字 

-疼痛說法與句型 

-代名詞 DATIV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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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文 Cati 

課本: ¿Español? ¡Por supuesto! L.17 

大綱內容: 

1. 傢俱 

2. 動詞 Hay, Estar 

3. 地方副詞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文法講義本 Tema 10 

法文 Gabriel 

- 服飾相關字彙 

- 季節月份介系詞 

- 名詞單複數/陰陽性分辨及變化 

- 天氣表達句型及字彙 

- 品質形容詞應用及位置 

- 顏色相關字彙 

- 衣服購買、尺寸詢問句型 

- 日常物品相關字彙 

- 動詞「來」、「去」 

- 近未來式及近過去式 

- 指示代名詞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