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葳格國際學校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外語 第二次定期考範圍 

2021 Fall Semester SFL Second Exam Criteria 
 

年級 

Grade 

科目 

Subject 

授課老師 

Teacher 

範圍 

Criteria 

G7 

國一 

德文 Debby 

-Schritte L3 

-L3 範圍單字,課本,練習本 

-複數變化 

-ein, eine, kein, keine 差別辨認 

-數字 21-100 

-價格問法 

日文 

Shuan/Rin 
片假名、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1～L2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轉學生 五十音 

西文 Cati/Espe 

課本: Agencia ELE I, Libro de clase (p18-24, p21 第五大題除外) 

 

1. -ar 結尾動詞變化 

2. 國家與國籍陰陽性 

3. SER 動詞應用 

4. 主詞人稱與動詞應用(-ar 結尾動詞) 

5. 定冠詞與不定冠詞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 

法文 Gabriel/Nathalie 

Génération Unité 1 P30-43 

個人身分資訊(姓名、職業、年紀、國籍...) (P.37) 

疑問句(où, quel/quelle, comment, qu’est-ce que/quoi, qui) (P.33, 

38-39,43) 

動詞變化「去」「來」(P.41) 陰陽性變化(p34-p35) 

所有格(mon/ma, ton/ta, votre) (P.24, P.43) 

否定句(P.39) 禮貌用語(P.42) 

 

 

 

 

 

 

 



葳格國際學校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外語 第二次定期考範圍 

2021 Fall Semester SFL Second Exam Criteria 
 

年級 

Grade 

科目 

Subject 

授課老師 

Teacher 

範圍 

Criteria 

G8 

國二 

德文 Vicky/Debby 

-Schritte L9 

-L9 範圍單字,課本,練習本 

-助動詞 

-命令式 

-文章閱讀 

-飯店相關 

日文 Rin/Shua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8～L9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西文 Cati/Espe 

課本: La unidad 5 (第 5 課), 第 54 頁 

La unidad 6 (第六課) 第 58 頁至第 61 頁,第 66 頁 

補充講義 (時間) 

 

1. 時間語法 

2. 時間與動詞句型應用 

3. 第六課菜單、食物相關單字 

4. 第六課單字與動詞應用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補充講義、課本第 5 單元時間應用

單字、第六課單字) 

法文 Gabriel/Nathalie 

Génération Unité 5 P78-89 

食材與商店相關字彙(P.82-84) 

商店採買表達(商品詢問、詢價、付款) (P.79) 

部分冠詞與數量詞 (P.86) En 的用法 (P.86) 

動詞 devoir, vouloir, pouvoir (P.89) Il faut 用法 (P.89) 

 

 

 

 

 

 

 

 

 



葳格國際學校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外語 第二次定期考範圍 

2021 Fall Semester SFL Second Exam Criteria 
 

年級 

Grade 

科目 

Subject 

授課老師 

Teacher 

範圍 

Criteria 

G10G.E. 

普一 

德文 Debby 

-Schritte L3 範圍單字,課本,練習本 

-複數變化 

-ein, eine, kein, keine 差別辨認 

-數字 21-100 

-價格問法 

日文-1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23～L24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日文-2 Shuan 
片假名、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1～L2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西文-1 Espe 

課本:  第 3 課至第 6 課 

補充講義: 肯定命令式句型、動詞變化 

1. encantar 動詞語法 (第 3 課) 

2. querer,poder 動詞句型應用 (第 5 課) 

3. 肯定命令式動詞、句型應用 (第 6 課) 

4. 地理位置、方位、序數 (第 6 課)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加強第 4 課至第六課單字、常用

句型、慣用語複習) 

西文-2 Cati 

課本: Agencia ELE I, Libro de clase (p18-24, p21 第五大題除外) 

1. -ar 結尾動詞變化 

2. 國家與國籍陰陽性 

3. SER 動詞應用 

4. 主詞人稱與動詞應用(-ar 結尾動詞) 

5. 定冠詞與不定冠詞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 

法文-1 Nathalie 

Edito A2 Unité 1 P. 17-19, 21-23 

否定式用法 p.19 

時間用法 pendant, depuis, il y a 休閒與生活背景單字 p.17,21 

邀約相關句型 p.18 

動詞 : voir, visiter, écouter, aller, naître, mourir, avoir, faire 

法文-2 Gabriel 

Génération Unité 1 P30-43 

個人身分資訊(姓名、職業、年紀、國籍...) (P.37) 

疑問句(où, quel/quelle, comment, qu’est-ce que/quoi, qui) (P.33, 

38-39,43) 

動詞變化「去」「來」(P.41) 陰陽性變化(p34-p35) 

所有格(mon/ma, ton/ta, votre) (P.24, P.43) 

否定句(P.39) 禮貌用語(P.42) 

 



葳格國際學校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外語 第二次定期考範圍 

2021 Fall Semester SFL Second Exam Criteria 
 

年級 

Grade 

科目 

Subject 

授課老師 

Teacher 

範圍 

Criteria 

G10C 

餐一 

德文 Debby 

-Achso aus Taiwan L2 

-基本介紹問答 

-地理城市認知 

-人稱代名詞 

-動詞變化 

-簡單句 

-連接詞 und, aber 

日文 Rin 
片假名、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1～L2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西文 Espe 

課本: La unidad 2 (第 2 課), 第 18 頁至第 23 頁 

講義: 國家、國藉、-ar 結尾動詞 

大綱內容: 

1. 動詞 ser 與國藉(陰陽性與單複數) 

2. 動詞 ser 與職業 

3. –ar 結尾動詞變化與應用 

4. 自我介紹問與答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加強國藉、職業名稱的複習) 

法文 Nathalie 

Communication du français Unité 3-9 P 14-30 

數字 0-100 

動詞 habiter, s’appeler, être, 3-9 課重點開頭問句 

所有格-第一人稱與第二人稱 

每課重點單字-自介、身份、職業、國籍、家人成員 

 

 

 

 

 

 

 

 

 

 

 



葳格國際學校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第二外語 第二次定期考範圍 

2021 Fall Semester SFL Second Exam Criteria 
 

年級 

Grade 

科目 

Subject 

授課老師 

Teacher 

範圍 

Criteria 

G11G.E. 

普二 

德文-1 Debby 
-Schritte 3 A2 L1 範圍單字,課本,練習本 

-weil 句型 

-分離動詞完成式 

-不可分離動詞完成式 

文章閱讀 
德文-2 Vicky 

日文-1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Ⅱ改訂版 L23～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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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L9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西文 Cati/Espe 

課本: La unidad 5 (第 5 課),第 54 頁 

La unidad 6 (第 6 課) 第 58 頁至第 61 頁,第 66 頁 

1. 時間語法 

2. 時間與動詞句型應用 

3. 第 6 課單字與動詞應用 

單字: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補充講義、課本第 5 單元時間應

用單字、第六課單字) 

法文 Nathalie/Gabriel 

Génération Unité 5 P78-89 

食材與商店相關字彙(P.82-84) 

商店採買表達(商品詢問、詢價、付款) (P.79) 

部分冠詞與數量詞 (P.86) En 的用法 (P.86) 

動詞 devoir, vouloir, pouvoir (P.89) Il faut 用法 (P.89) 

G11C 

餐二 

德文 Debby 

-Achso aus Taiwan L6,P113-121 

-職業單字男女差別 

-形容詞, 定冠詞, 不定冠詞, 代名詞 

-連接詞 oder 

-文章閱讀 

日文 Shua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 I 改訂版 L8～L9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練習 A、課本習題） 

西文 Cati 

課本: Agencia ELE I, Libro de clase (p38-43) 

1. Gustar 喜歡用法 

2. 休閒活動單字片語 

3. 頻率副詞與喜好程度 

學習單: 本次段考範圍的單字 

法文 Gabriel 

Merci Unité 6 P48-51 

食物、食譜相關字彙 

食物採買、餐廳點餐表達部分冠詞、數量詞 

動詞變化(1-3 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