葳格國際學校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外語 第一次定期考範圍
2021 Spring Semester SFL First Midterm Criteria
年級
Grade

科目
Subject

授課老師
Teacher

西文

轉學生
法文

G7
國一

範圍
Criteria
課本: Agencia ELE I, Libro de clase (L.1)
1. 字母、音節重音
2. 名詞陰陽性單複數
3. 基本打招呼用語
4. 數字 0-10
Unité 1-2 P16-P42
字母礎發音
冠詞 /名詞陰陽性變化
動詞變化(avoir/aller/être/第一組-er 結尾規則動詞)
基礎招呼語
所有格

德文

Mei/Debby

Schritte A1.1 第 5 課 p.58-67+第五課習作全部

日文

Shuan/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4～L5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Cati/Espe

課本: La unidad 3,第 28 頁至第 33 頁
1. tener/llamarse/vivir/venir 動詞變化。
2. 家庭稱謂
3. 形容詞所有格與名詞的應用
4. tener 動詞應用
5. 數字 1-100
6. 詢問年紀、為什麼、是誰、住哪裡? 疑問句問
與答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的生字，
課本第 3 單元單字)

西文

法文

Gabriel/Iris

Génération 1 Unité 3 - P.46-50
- 描述人外表的形容詞；身材及五官。
- 陰陽性單複數變化。
- 縮合冠詞(au/à la/aux;du/de la/des)
- 個性形容詞運用(I)
- 動詞變化分辨(1-3 組)
- 電話/簡訊用語及詞彙
- Nous/On 用法比較

德文

Debby

Schritte A1.2 第 11 課 P130-139+第 11 課習作全部

日文

Shuan/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10～L11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Espe

課本: 第 74 頁: teléfono móvil 文章
1. 現在式、進行式、簡單過去式
2. ¿para qué?, para + infinitivo 句型應用
3. 介系詞 (a,en,de,con,por,para)
文法講義本: tema 16 (介系詞)
1. por / para 語法比較與運用
*線上教學影片語內容(por,para)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課本、文法講義本、補充講義
的單字(含文法練習題的生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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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

Debby

Schritte A1.2 第 13 課 P154-163+第 13 課習作全部

日文-1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20～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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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L10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Espe

課本: 第 74 頁: teléfono móvil 文章, La unidad 18
1. ¿para qué?, para + infinitivo 句型應用
2. ir a + infinitivo 現在式代替未來式句型
文法講義本: tema 16 (介系詞)
1. por / para 語法比較與運用
*線上教學影片語內容(por,para)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課本、文法講義本的單字(含文
法練習題的生字)

Iris

Édito A1 Unité 7 103-107
- 房屋內空間配置相關字彙。
- 家具及電器相關字彙。
- 描述房屋狀況說法。
- 直接受詞(COD)用法。

西文
G8
國二

G9
國三

西文

法文

G10G.E.
普一

德文-1
德文-2

Debby
Mei

日文-1

Rin

日文-2

Shuan

西文

Cati

法文-1/2

Iris/Gabriel

德文

Mei

日文

Shuan

西文

Cati

法文

Gabriel

G10C
餐一

Schritte A1.2 第 11 課 P130-139+第 11 課習作全部
Schritte A1.1 第 5 課 p.58-67+第五課習作全部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19～L20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4～L5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課本: Agencia ELE I, Libro de clase (p28-33)
1. 動詞不規則動詞變化 tener, venir, llamarse
2. 所有格形容詞陰陽性單複數
3. 家庭稱謂
4. 數字 0-100
5. Tener 動詞用法
6. 疑問詞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與補充教材（tener 動
詞，所有格形容詞）
Génération 1 Unité 3 - P.46-50
- 描述人外表的形容詞；身材及五官。
- 陰陽性單複數變化。
- 縮合冠詞(au/à la/aux;du/de la/des)
- 個性形容詞運用(I)
- 動詞變化分辨(1-3 組)
- 電話/簡訊用語及詞彙
- Nous/On 用法比較
在台灣學德文(一) 第 4 課 p.69-78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4～L5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課本: Agencia ELE I, Libro de clase (p8-27)
大綱內容:
1. Ser, estar 動詞變化、句型應用（國籍、職
業、婚姻狀況）
2. 名詞陰陽性單複數
3. 數字 0-10
4. 動詞三大類規則動詞變化 (-ar, -er, -ir)
5. 指示形容詞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與補充教材（名詞陰
陽性單複數、國籍、動詞變化）
Unité 4 P32-P38
疑問句應用
祝賀語
表達喜惡
商店採買用語及字彙
地方介係詞

德文

Debby/Mei

Schritte A1.2 第 11 課 P130-139+第 11 課習作全部

日文

Shuan/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10～L11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Espe/Cati

課本: 第 74 頁: teléfono móvil 文章
1. 現在式、進行式、簡單過去式
2. ¿para qué?, para + infinitivo 句型應用
3. 介系詞 (a,en,de,con,por,para)
文法講義本: tema 16 (介系詞) 介系詞運用
1. Tema 16: por / para 語法比較與運用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課本、文法講義本的單字(含文
法練習題的生字)
*線上教學影片語內容(por,para)

西文
G11G.E./
G11AFL
應普二

G11F&T
餐觀二

法文

Iris/Gabriel

德文

Mei

日文

Shuan/Rin

西文

法文

Cati

Gabriel

Édito A1 Unité 6 89-95
- 所有格完整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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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庭、親友相關詞彙/句型
在台灣學德文(一) 第 4 課 p.69-78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9～L10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課本: ¿Español? ¡Por supuesto! Lección 14
大綱內容:
1. 表達個人外表特徵
2. 形容詞用法
3. Tener, ser 搭配頭髮與眼睛之應用
4. 數字 0 – 100
學習單: 本次定考範圍的單字與補充教材
Edito Unité 6 P. 8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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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2GE
普三

G12AFL
應三

德文

Debby

Schritte A1.2 第 13 課 p.154-163+第 13 課習作全部

日文

Shua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20～L21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Espe

課本: 第 74 頁: teléfono móvil 文章, La unidad 18
1. ¿para qué?, para + infinitivo 句型應用
2. ir a + infinitivo 現在式代替未來式句型
文法講義本: 16 (介系詞)
1. Tema 16 por / para 語法比較與運用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課本、文法講義本的單字(含文
法練習題的生字)
*線上教學影片語內容(por,para)

法文

Iris

Édito A1 Unité 7 103-107
- 房屋內空間配置相關字彙。
- 家具及電器相關字彙。
- 描述房屋狀況說法。
- 直接受詞(COD)用法。

德文

Mei

Schritte A1.2 第 13 課 p.154-163+第 13 課習作全部

日文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20～L21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Cati

課本: ¿Español? ¡Por supuesto! (p88)
1. Por 與 para 用法
2. Ir a 動詞句型用法
3. 簡單過去式動詞
4. 現在完成式動詞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與補充教材

西文

西文

法文

Gabriel

Edito Unité 8 P. 117-130
旅遊/住宿相關用語及字彙
比較級運用
詢問書信用語\
猶豫/提醒/確認用語表達
喜惡/感覺表達運用(明信片)

G12C
餐三

德文

Mei

Beste Freunde A1.2 第 14-15 課 p.30-42+第 14-15 習
作全部

日文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19～L20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Cati

課本: ¿Español? ¡Por supuesto! Lección 14
1. 過去式動詞動詞變化
2. 過去式不規則動詞（ir, ver, hacer）
3. 時間副詞
4. 現在式與過去式動詞比較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與補充教材（過去式
動詞變化）

西文

法文

Gabriel

Edito Unité 6-7 P. 95-116
過去/未來時間詞
身體外貌/個性形容
租屋/房屋相關詞彙及表達
空間描述(格局/家具/設施/家電)
相對位置表達

德文

Debby

Beste Freunde A1.2 第 14-15 課 p.30-42+第 14-15 習
作全部

Espe

課本: La unidad 15 (第 70 頁~第 73 頁)
1. 簡單過去式動詞三大類規則變化。
2. ver, hacer, ir 動詞簡單過去式不規則變化
3. 表達過去時間的句型
4. 現在式與過去式的比較
補充講義: Tema 22 (簡單過去式)
1. 過去式動詞變化、表達過去時間的句型、現
在式與過去式的比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課本(La unidad 15)、補充講義
(含文法練習題的生字)

Iris

Édito A1 Unité 5 75-79
- 反身動詞用法。
- 日常生活動詞。
- 時間用法。
- 家事動詞用法。
- 描述日常生活作息說法。

西文
G12T
觀三

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