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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巴黎索邦大學的文法指定教材，提供完整豐富的文法

規則與解說，搭配例句，幫助掌握法文書寫和口語表達，

是目前最暢銷的文法教材。 
◆  書後附錄附有動詞變位表，句法結構及索引，讓學習者可

以方便查詢隨時複習。此教材也提供法中對照簡體字版本，

書名為 < 全新法語語法 > 。

◆  法語初學者必備的實用便捷指南，整理各時態語氣規則，

幫助釐清複雜的法文動詞變化，補足動詞字彙量，為法語

初學者必備的工具書。

◆  本書共分為三大部份，(1) Formes et employs du verbe 收

錄動詞解析及最基本的動詞文法概念。(2) Tableaux de 
conjugaison 精選 103 個動詞，系統性詳列單字所有語式的

字尾變化及動詞變位音標。(3) Répertoire des verbes 附動詞

查詢表及不規則動詞變位逆查表。

◆  本教材全一冊 14 章，共 82 個單元，課程區分詳細，每單

元為一個文法主題，以會話引導學習者進入教學主題，並

使用表格整理文法重點，條理分明、內容紮實。

◆  隨書附 CD，收錄會話音檔及聽力練習。書末更額外針對

較複雜的文法觀念提供特別單元詳細解說。級數橫跨 A1-
B1，適合從零開始的初學者一步步累積文法實力。

Nouvelle Grammaire du Français

法文動詞變位表

Grammaire du français

Yvonne Delatour, Dominique Jennepin, Maylis Léon-Dufour, Brigitte 
Teyssier

李錦慧

Anne Akyüz, Bernadette Bazelle-Shahmaei, 
Joëlle Bonenfant, Marie-Françoise Orne-Gliemann

Hachette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補習班、自修加強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自修

Hachette
適用對象：
本科系生、補習班、自修

書籍配件 Level A1-A2
課本 9782011552716

書籍配件 Level A1-B1
課本 9789579139748

書籍配件 Level A1-B1
課本 + 解答 +CD 978201155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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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Hachette 自我訓練 (Exerçons-nous) 系列中的文法練習，

共分為四冊。每冊包含 28 ～ 30 個文法章節，各章節分別

細分為 2~9 個文法重點撰寫的文法練習，每章皆以會話或

句子搭配幽默漫畫插圖開頭，並由章節總複習做結尾。

◆  本書無文法說明，純粹以練習為主，可搭配目錄 P.23 的
Nouvelle Grammaire du Français 課本使用。

◆  因應學校需求，敦煌已向 Hachette 取得第一冊及第二冊的

台灣印製發行授權。價格較進口品實惠甚多，歡迎使用者

多多採用。

◆  本系列分為三冊，分別提供約 60 個文法重點及 400-600
回的文法練習，是一套完整實用的文法教材，適合課堂教

學與自修學習。 
◆  第一冊改版採用精美彩色印刷，除了增加了 40 篇習題，

並附有一片 CD，內容包含 38 篇發聲練習及 10 首文法歌

曲編排，加深文法印象。文法進程由淺入深、循序漸進，

概括文法重點的練習及總結，讓學習者藉著充分的演練建

立穩固的文法基礎。 
◆ 每冊書後附有動詞變位表，方便學生隨時查閱。

Grammaire 350 exercices

Grammaire Progressive du  
Français

Céline Himber, Charlotte Rastello, Fabienne Gallon

Lidia Parodi, Marina Vallacco

Hachette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補習班、自修

CLE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研究生、補習班、自修

書籍配件 Level 初級 Level 中級 Level 高級 1 Level 高級 2
課本  9789576065811 9789576065835 -------------------- --------------------
課本 ( 原版 ) 9782011550569 9782011550583 9782010162893 9782010162916
解答本  9789576065828 9789576065842 -------------------- --------------------
解答本 ( 原版 ) 9782011550576 9782011550590 9782010162886 9782010162909

書籍配件 Level A1.1 Level A1-A2 Level A2-B1 Level B1-B2 Level C1-C2
課本 +MP3 ------------- 9782090381146 9782090381245 9782090381184 9782090353594
解答 ------------- 9782090381153 9782090381177 9782090381191 9782090353600
新版課本 +MP3+ 電子書 9782090381566 ------------- 9782090381030 ------------- -------------
新版解答 9782090381573 ------------- 9782090381047 ------------- -------------
書封換新版本 9782090382075 ------------- ------------- 9782090382082 -------------

★：出版商授權敦煌在台印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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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文法之寶典！專門針對台灣學生修習法語之需求，量

身訂做而成。收錄完整文法解析，由淺入深地建立紮實的

文法概念，適合各種程度的學習者研讀使用。 
◆  收編最完整，本書以法語語法架構為「經」、實用法語例

句為「緯」。文法規則整理一目了然：全書依據法語語法

結構，分為五大部分，各部分相輔相成，學習者可依據本

身需求作彈性學習。書中以表格化的方式整理呈現相關文

法規則，便於學習與查詢。

◆  法中對照，專注文法學習：每一例句均附中文翻譯，學習

者可專注於文法學習，而不會受困於例句中的生字。

◆  本書內容豐富，分成詞彙、介係詞與進階文法三部份。

◆  詞彙中的詞源、詞綴、同義詞、組合詞、轉義詞為瞭解詞

彙並增進詞彙量不可或缺的知識。介係詞為法語中較困難

的一環，並直接影響到文法的運用；本書整理出常用動詞、

形容詞、動詞片語、副詞片語及介係詞片語，幫助學子參

考與記憶

◆  進階文法對書寫或口語至為重要，本書針對課堂上難以全

面兼顧的文法規則分十五章舉例解說。本書共二十五章，

每章後皆附練習題及練習解答，可當成教學者的參考工具

書，也可幫助學習者自學或複習，作為提升實力的隨身寶

典

岳家君

楊啟嵐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自修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自修

書籍配件 Level A1-B2
課本 9789576064654

書籍配件 Level B2
課本 9789866089855

法語語法詳解

進階法文詞彙與文法
Le vocabulaire et la grammaire 
français au niveau avancé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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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套書共分四冊。內容採循序漸進的方式，透過練習幫助

學生建立紮實的文法能力。

◆  此書符合歐語能力評量共同參考標準 A1-B2 程度的練習。

每章提供各程度應具備的核心字彙，漫畫式插圖，加深學

習者對文法重點的理解與記憶，讓文法練習不再枯燥乏味。

最後有總複習並附有解答。此書可做為課堂中輔助教材，

也適合自修者使用。

◆  法文文法練習專書，可作為準備法文考試必備的學習用書。

內容共分為九章，其中包含了語言基本元素：名詞與冠詞、

形容詞與副詞、介系詞、數字、日期和時間，動詞、疑問句、

否定句、代名詞以及具特殊意義的動詞。

◆  各章主題亦提供簡單易懂的文法重點，搭配中文解說和例

句加以詳盡說明後附豐富習題。書後附有動詞變位表和易

於查詢的文法索引，方便讀者複習。

法文文法練習

Les 500 exercices de grammaire
Anne Akyüz, Bernadette Bazelle-Shahmaei, Joëlle Bonenfant, Marie-
Françoise Gliemann

Mary E. Coffman Crocker 著 / 李瑾慧，朱佩蒂 譯

Hachette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補習班、自修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自修

書籍配件 Book 1 (A1) Book 2 (A2) Book 3 (B1) Book 4 (B2)
課本 + 解答 9782011554321 9782011554352 9782011554338 9782011554383

書籍配件 Level 初級

課本 9789574932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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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針對本國學生在課堂上吸收不易之文法內容，並補充

一般法國進口教材內容之不足，設計法文文法手冊。

◆  本書內容分為冠詞、名詞、形容詞、代名詞、疑問詞、動詞、

否定詞、副詞、比較詞、介係詞、邏輯詞、感嘆詞等十二篇；

每篇皆分章節說明重點，輔以生活對話範例及多元練習。

◆  本書可當成教學者或自學者的參考工具書，可反覆閱讀、

提醒、測試，達到熟練運用的目的。

法文文法手冊 
Manuel de la grammaire française

Anne Akyüz, Bernadette Bazelle-Shahmaei, Joëlle Bonenfant, Marie-
Françoise Gliemann

敦煌書局
適用對象 :
本科系生、選修生、補習班、自修

書籍配件 Level A1-A2
課本 9782011552716

N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