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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基本資訊一、課程基本資訊  Top

開課單位
Department/
Institute

全人語言文化涵養課程-外國語文
學制別
Education
System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101 學期
Semester

□  第一學期(Fall) ■  第二學期(Spring)
■  全學年(Entire Yea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外國語文(基礎法文)

選別
Required/
Elective

擋修課程 無
學分數
Credits 2

課程語言 
Medium of
Instruction

中法文

教材語言 
Language
for
materials

中法文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江宜靜

教師背景 
Background /講師

此課程是否
符合教師專
長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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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素養二、基本素養   Top

學科學習能力--關聯性

  1.中文[間接相關]
  2.英文[直接相關]
  3.資訊[間接相關]
  

三、核心能力三、核心能力    Top

核心能力-知識

  21.外國語文與文學[直接相關]
  

核心能力-技能與態度

  2.積極傾聽[直接相關]
  4.口語表達[直接相關]
  12.合作[間接相關]
  17.解決複雜問題[無關聯性]
  36.創意力[間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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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四、課程與專門議題之關聯性    Top

課程學習融入下列議
題的程度
Immers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議題（Issues） 關聯性 議題（Issues） 關聯性

性別平等 間接相關 環境保護     間接相關

品德教育 間接相關 環境安全 無關聯性

生命教育 無關聯性 智慧財產權 間接相關

人權教育 間接相關 法制教育 無關聯性

服務學習 間接相關 生涯教育 直接相關

家政教育 間接相關 資訊教育 間接相關

海洋教育 間接相關
本土教育(含多元文
化教育) 直接相關

生活防災教育 無關聯性  

五、課程學習目標五、課程學習目標   Top

課程學習目標

藉由日常簡易的法語對話入門及文化介紹，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幫助初學法語的學生
輕鬆有趣學習，使其具備能簡單活用的法語基礎，並對當地文化具有基本的認識。

第1學年學習完成時,學生必須具備 
1)法語溝通基礎: 
熟悉現在式應用、對過去式具備簡易的使用概念

聽：聽懂人物與物品的相關介紹、他人平日的活動作習與近況、位置與方向、環境設備、熟悉 
說：勇於介紹自我/他人/物品相關訊息、表達時間及數量、喜歡與否意見、詢問條件，評估交易
讀：看懂人物與物品樣貌或特質介紹、觀光景點簡介、時刻表、公告啟事、簡單日記
寫：熟悉基本簡單句語法結構、現在式動詞變化、形容詞-名詞(陰陽/單複)變化、描述方位、交
通行程

2)法國文化認識:
對法國的人文時空具備基本常識。培養學生置身國外，能獨立面對環境，以所學的日常法語，學習
應對，並嘗試解決問題。

�--> 法文檢定考目標 A1
*尚未填寫 *填寫文字請勿超過2000個字 

先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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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授課進度六、授課進度   Top

授課進度 Course Progress Outline

週
次Week 日期Date 主題Topic 單元主題Unit 備註Remark

1 02/19

總複習上學期進度L1~8

L9) 出租公寓
Appart à louer
        認識空間   

字彙：屋內廳房用字
文法：地點疑問詞où
    地方介係詞en face de …
句型： C’est où ? 在哪
       - C’est au coin de la 
rue. 

2 02/26 房屋格局   

字彙：方向指示用字
文法：強調性代(複) nous, vous, 
eux/elles
      序數: 1er/ere、2e…
句型：Nous, nous habitons au 2e 
étage.
L9課文
閱讀練習：閱讀租屋公告

3 03/05
L10) 怎麼去？
     C’est par où ? 
         地理方位   

字彙：交通工具、公共場所用字
文法：aller +地方介詞 au/ à la/ 
à l’ + 地方
en / à + 交通工具
      地方代名詞y
句型：Tu vas au musée en bus ? 
你坐公車嗎
- J’y vais à pied. 走路去
文化：認識巴黎交通網、羅浮宮Louvre 

4 03/12
道路交通、
問路應對  紹
 

字彙：方位指示動詞
文法：命令句 Tournez ! ...
      V(prendre)
句型：Tournez à gauche ! 向左轉
L10課文
口語對話演練：到不同地點的交通方式
文化：Pairs自行車租借辦法介

5 03/19
L11) 旅途愉快！
     Bon voyage ! 
        東西南北方 

字彙：旅館設備用字
文法：方向、方位用語 au nord de 
...
句型：C’est au bord de la mer. 
在海邊
聽力練習：認識La Martinique 

6 03/26 出發與抵達   

字彙：主觀意見、讚歎語
文法：V(partir de) (arriver à) 
+地點
句型：Vous partez de Paris et 
arrivez à …
L11課文
文化：法國海外省份介紹

7 04/02

L12) 遊訪馬賽港
     Marseille
         地理與交通

L13) 單程車票
     Un aller simple 
         時間班次
  . 
 

綜合複習L9~L11
閱讀：交通工具、地理位置、聯絡方式
文化：當地風俗、
觀光景點Le château d’If

字彙：月份、星期、時間用字
文法：時間 heure(s) 鐘點 + 分鐘
句型：Qelle heure est-il ? – Il 
est 8 h 25.
      Il part à 10 h 10

8 04/09

訂票交易

      

綜合複習L9-L13 文法：Je voudrais 
+ N 我想要
句型：Je voudrais un aller 
simple. 
L13課文
文化：認識時刻表

口語/寫作練習：
表達出發/抵達的地點、交通方式
訂購物品
詢問/答覆地理方位、設備供應
給予意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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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4/16 期中考  期中學習成果檢驗L9~L13 

10 04/23
L14) 在倫敦
     A Londres 
         朋友重逢  

字彙：職業
文法：V(faire) 
      疑問句型est-ce que
句型：Qu’est-ce que tu fais ?

11 04/30 工作天數   

字彙：早晚(N, Adj)、星期
文法
：V(travailler)(jouer)(rentrer
)
tout(e), tous/ toutes 全部
de ~ à … 從~到..
句型：Vous travaillez tous les 
jours ?
L14課文

12 05/07
L15) 週日上午
     Le dimanche 
             matin
          休閒活動   

字彙：休閒運動
文法：V(lire)(écrire)(faire)
      faire + du/ de la/ de l’ 
+ N (活動)
句型：Qu’est-ce que vous faites 
le dimanche ?
      - Je fais du vélo.

13 05/14
     個人行程
L16) 法國名人訪談
     Laure Manaudou
     一天作息   

字彙：反身V
文法：反身V(se lever)(se 
coucher)…
句型：Je me lève à midi. 
L15課文對話
寫作演練：週日上午行程

綜合複習L13~15
文化：法國普遍的休閒活動
法國運動健將平日的訓練/休息行程
寫作練習：描述自己/他人一天的作息

14 05/21
L17) 來做可麗餅吧？
On fait des crêpes ? 
          認識蔬果  

字彙：蔬果
文法：Il faut +部份冠詞(du, de 
la, de l’)+ N
句型： Il y a du pain ? 
       - Non, pas de pain.
 

15 05/28 食材準備  

字彙：數量用字
文法：V(boire) (acheter)
      量詞 un kilo de + N
句型：Il faut un litre de lait.
L17課文
寫作練習：創意食譜
文化：可麗餅食譜、飲食文化介紹
 

16 06/04
L18) 它怎麼樣？
     Il est comment ? 
           過去式1   

字彙：物品形容詞、運動服飾、日常V
文法：過去氏 avoir + pp
    pp過去分詞
    過去式否定用法 n’avoir pas + 
pp
句型：Qu’est-ce que tu as 
acheté ? 
- Je n’ai pas acheté.
L18課文
寫作�口語對話演練：昨天的行程

17 06/11 綜合複習L9-L18   

聽：聽懂時間/班次/金額/數量/地點
方向、
他人平日活動作習/近況、旅遊設施
說：可以表達時間、數量、喜歡與否
意見、
對於想要的物品，可以詢問條件與狀態，
評估是否要完成交易
讀：看懂觀光景點簡介、公告啟事、時
刻表、
    簡單日記
寫：具備描述方位、交通方式、撰寫日記



、食譜、意見與建議等能力

18 06/18 期末考  期末學習成果檢驗L9-18 

七、教學方法七、教學方法   Top

教學方法
Pedagogical

Methods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講述 50 影片欣賞 5 討論 5

個案研討 0 服務學習 0 問題導向學
習

0

競賽遊戲 0 專家演講 0 專題實作 0

電子教學 0 體驗教學 0 角色扮演實
境教學

10

競賽讀書會 0 產業實習 0 自主學習 0

對話教學法 20 樣本觀察 0 校外參訪 0

實作教學 10 個別指導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  

八、課程教材八、課程教材   Top

課程教材 
Course Material

書面教材: 課本、習作
多媒體教材: power-point、DVD-ROM、教學影片

教科書

書名：Le nouveau taxi I (共36課)
上課範圍：L0~18(第1學年預訂範圍)
出版社: Hachette 
*(請向輔大出版社/書局洽購)

參考書目
Reference

1.Le premier temps
2.Les exercices de grammaire
3.Grammaire progressive du francais
4.Reussir le DELF
5.Sens et sons 1 停看聽(發音)* 

教學平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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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學習評量九、學習評量   Top

學習評量 
Learning

Evaluation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方法Method 百分比

課堂之前測 0 學生表現側
寫報告

0 個案分析報
告撰寫

0

專題發表 0 課堂上實作
演練

20 專業團體之
證照檢定

0

期中考 25 期末考 30 隨堂考（
小考）

15

書面報告(含
小組或個人) 0 課堂參與 0 心得或作業

撰寫
0

口頭報告 0 面試或口試 10 自評與小組
互評

0

參加競賽 0 展演 0 筆記 0

其他 0   

說明：

備註Remark

十、學習規範十、學習規範   Top

學習規範
1.請假 : 依學校規定
2.課本 : 限用正版/原版書籍

十一、備註十一、備註   Top

備註Re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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