葳格國際學校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二外語第二次期中考範圍
2019 Spring Semester SFL Listening Test Criteria
科目:
第二外語 SFL

Exam
Writer

德文 Germany
Optimal A1

Debby

日文 Japanese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

Rin

國一、二

應一、普一

西文 Spanish
¿
Español? ¡Por
supuesto! 1 (A1)

電話號碼、價格、食物名稱與複數
家庭背景、年紀、個人資料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改訂版第7～8課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
範圍：Page 11-59
-人稱代名詞用法 (Personal pronouns)
-地方介係詞用法 (Place prepositions)
-定冠詞用法 (The articles)
-時間表達 (The time)
-動詞基礎六大變化：叫做、有、住、講、讀、寫、
看、做、睡覺、穿衣服、吃、吃點心、吃早餐、
吃午餐、吃晚餐、吃點心、洗澡、起床、看電視、

G7-8
/
G10(AFL)
G10

範圍 Criteria

Diego

/

G11
普二

去、回來 (Verbs)
-疑問詞用法：是誰、多少、哪裡、哪一個、如何
(The interrogatives)
-月份/國家/世界各大洲名/文具用品/學校科目..
等 相 關 字 彙 (The months/ countries/ continents
and
nationalities/
school
material/
class
subjects..etc)
-我的、你的、您的、他的、我們的、你們的、他
們的 (The possessives)
Édito課本 P.39-49 (Unité 1 & 2)

法文 French
Édito A1 méthode de
français pour grands
adolescents et adultes.

Iris

- 城市景點相關字彙
- 交通工具說法
- 時間說法
- 數字(至千位數)
- 職業陰陽性分辨
- 7個疑問詞分辨及是否問句用法
- 單複數及量詞分辨
- 蔬菜水果字彙

科目:
第二外語 SFL

Exam
Writer

德文 Germany
Optimal A1

Debby

日文 Japanese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

Rin

範圍 Criteria

字母、數字、電話、打招呼、家人稱謂與單字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Ⅰ改訂版第7～8課
（單字、文型、例文、會話）
範圍：Page 11-41
-人稱代名詞用法 (Personal pronouns)
-定冠詞用法 (The articles)
-動詞變化：叫做、有、住、講、讀、寫、看、做

G10 (F&C)
餐一、觀一

西文 Spanish
¿
Español? ¡Por
supuesto! 1 (A1)

Diego

Édito課本 P.22-29 (Unité 1)
- 數字0-99
- 國家名稱及國籍陰陽性表達方法

法文 French
Édito A1 méthode de
français pour grands
adolescents et adultes.

(Verbs)
-疑問詞用法：是誰、多少、在哪裡、哪一個、如
何 (The interrogatives)
-月份/國家/世界各大洲名/文具用品/學校科目..
等 相 關 字 彙 (The months/ countries/ continents
and
nationalities/
school
material/
class
subjects..etc)

Iris

-

休閒娛樂字彙及表達喜好
職業陰陽性分辨
定冠詞單複數及陰陽性用法
否定用法
各項個人資訊用法分辨

科目:
第二外語 SFL

Exam
Writer

範圍 Criteria
範圍：Page 11-59

西文 Spanish
¿
Español? ¡Por
supuesto! 1 (A1)

Diego

G9 (C)

-人稱代名詞用法 (Personal pronouns)
-地方介係詞用法 (Place prepositions)
-定冠詞用法 (The articles)
-時間表達 (The time)
-動詞基礎六大變化：叫做、有、住、講、讀、寫、
看、做、睡覺、穿衣服、吃、吃點心、吃早餐、吃
午餐、吃晚餐、吃點心、洗澡、起床、看電視、去、
回來 (Verbs)
-疑問詞用法：是誰、多少、哪裡、哪一個、如何
(The interrogatives)
-月份/國家/世界各大洲名/文具用品/學校科目..等
相關字彙 (The months/ countries/ continents and
nationalities/ school material/ class subjects..etc)

國三丙

-我的、你的、您的、他的、我們的、你們的、他
們的 (The possessives)

法文 French
Édito A1 méthode de
français pour grands
adolescents et adultes.

Iris

Édito課本 P.22-29 (Unité 1)
- 數字0-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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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職業陰陽性分辨
- 定冠詞單複數及陰陽性用法
- 否定用法
- 各項個人資訊用法分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