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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第二外語 SFL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G7-8 

國一、二 

/ 

G10(AFL) 

G10 

應一、普一 

/ 

G11 

普二 

德文 Germany 

Optimal A1 
Debby 

舊教材:第一課全部和第二課單字 

新教材:第二課全部,第三課單字 

文法:動詞變化,數字,所有格,您好嗎用法,自我介

紹相關句型,人稱代名詞,單字單複數變化, 

日文 Japanese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 
Rin 

G7、G10、G10AFL、G11: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改訂版L5、L6 

G8:大家的日本語初級ㄧ  第四課～第六課

（p.60-p.89） 

西文 Spanish 

¿ Español? ¡Por 

supuesto! 1 (A1) 

Diego 

範圍：Page 11-45 

-人稱代名詞用法 

-地方介係詞用法 

-定冠詞用法 

-時間表達 

-動詞基礎六大變化：叫做、有、住、講、讀、寫、

看、做 

-疑問詞用法：是誰、多少、哪裡、哪一個、如何 

-月份/國家/世界各大洲名/文具用品/學校科目..

等相關字彙 

-課堂補充教材 

法文 French 

Édito A1 méthode de 

français pour grands 

adolescents et adultes. 

Iris 

Unit 2 (p.33-44) 

- 數字0至1百萬的說法 

- 定冠詞、不定冠詞單複數及陰陽性用法及分辨 

- 動詞變化：「第一組動詞」、「是」、「有」、「去」、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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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通工具及路線指引說法及字彙 

- Quel/Quelle/Quels/Quelles疑問詞用法及分辨 

- 問句三個層級的表達法(書寫/口語及書寫皆適

用/口語用法) 

- 職業字彙陰陽性用法及分辨 

 



 

 

 

 

 

 
科目:  

第二外語 SFL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G10 (F&C) 

餐一、觀一 

德文 Germany 

Optimal A1 
Debby 

舊教材:第一課全部和第二課單字 

文法:動詞變化,數字,自我介紹相關句型,人稱代

名詞 

日文 Japanese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 
Rin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Ｉ改訂版L5、L6 

西文 Spanish 

¿ Español? ¡Por 

supuesto! 1 (A1) 

Diego 

範圍：Page 11-41 

-人稱代名詞用法 

-定冠詞用法 

-動詞變化：叫做、有、住、講、讀、寫、看、

做 

-疑問詞用法：是誰、多少、在哪裡、哪一個、

如何 

-月份/國家/世界各大洲名/國籍(陰陽性&單複

數) ..等相關字彙 

-課堂補充教材 

法文 French 

Édito A1 méthode de 

français pour grands 

adolescents et adultes. 

Iris 

Unit 1 (p.20-32) 

- 數字0-100 

- 自我介紹或介紹他人基礎用法 

- 動詞變化：「第一組動詞」、「是」、「有」、「生

活」、「出生」等基礎動詞六大人稱變化 

- 國家名稱及國籍陰陽性表達方法 

- 休閒娛樂字彙及表達喜好 

- 定冠詞單複數及陰陽性用法 

- 職業說法及字彙 

- 地方介係詞用法 

- 否定用法 

 

 

 

 

 



 

 

 

 
科目:  

第二外語 SFL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G9 (C)  

國三丙 

西文 Spanish 

¿ Español? ¡Por 

supuesto! 1 (A1) 

Diego 

範圍：Page 11-45 

-人稱代名詞用法 

-地方介係詞用法 

-定冠詞用法 

-時間表達 

-動詞基礎六大變化：叫做、有、住、講、讀、

寫、看、做 

-疑問詞用法：是誰、多少、哪裡、哪一個、如

何 

-月份/國家/世界各大洲名/文具用品/學校科目..

等相關字彙 

-課堂補充教材 

法文 French 

Édito A1 méthode de 

français pour grands 

adolescents et adultes. 

Iris 

Unit 1-2 (p.21-35) 

- 數字0-100 

- 介紹個人或他人資訊基礎用法 

- 動詞變化：「第一組動詞」、「是」、「有」、「生

活」、「出生」等基礎動詞六大人稱變化 

- 國家名稱及國籍陰陽性表達方法 

- 休閒娛樂字彙及表達喜好 

- 定冠詞、不定冠詞單複數及陰陽性用法及分辨 

- 地方介係詞用法 

- 否定用法 

- 城市景點相關字彙 

 

 

 

 

 

 

 

 

 

 

 

 

 

 

 



 

 

 

 
科目:  

第二外語 SFL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轉學生 

德文 Germany 

Optimal A1 
Debby 同各班範圍 

日文 Japanese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 
Rin 

- 平假名(清音) 

- 發音規則（濁音、半濁音、拗音、促音、長音） 

- 數字0～10 

- 招呼語 

- 講義單字 

西文 Spanish 

¿Español? ¡Por 

supuesto! 1 (A1) 

Diego 

範圍：Page 4-14 

- 問候，招呼 (Greetings) 

- 再見，再會 (Farewell) 

- 介紹 (Introduction) 

- 字母 (the alphabet) 

- 星期 , 星期幾 , 一星期的各天 , 一星期幾

天 (Days of the week) 

- 數字1～31 (The numbers 1 - 31) 

- 人稱代名詞 (The pronouns) 

- 動詞(...是) , 動詞(...叫) , 動詞(...有) , 動詞(...

住在) (Verbs) 

- 課堂補充教材 

法文 French 

Édito A1 méthode de 

français pour grands 

adolescents et adultes. 

Iris 

P.13-27 (Unite 1), P.40-44(Unite 2) 

- 數字0-30 

- 基本日常生活招呼用語 

- 星期、月份、季節 

- 自我介紹或介紹他人基礎用法 

- 動詞變化：「第一組動詞」、「是」、「有」、「生

活」、「出生」等基礎動詞六大人稱變化 

- 國家名稱及國籍陰陽性表達方法 

- 定冠詞單複數及陰陽性用法 

- 地方介係詞用法 

- Quel/Quelle/Quels/Quelles疑問詞用法及分辨 

- 問句三個層級的表達法(書寫/口語及書寫皆

適用/口語用法) 

- 職業字彙陰陽性用法及分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