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 期考考試預定範圍表 
2016-06-22 

科目 
年級 

範圍 

第一次期考考試範圍 

(3/28-29) 

第二次期考考試範圍 

(高三期末考) 

(5/11-13) 

期末考考試範圍 

(6/28-30) 

學期補考 

高三補考:5/25 

高一、二補考:7/27-29 

國文 

高一 

課本:1.2.3.4.5 

文教:論詩禮樂 

補充文選:3 

課本:6.7.9.10.11 

文教:論教育 

補充文選:7 

課本:8.12.13.14 

補充文選:13 
全冊 

高二 
課本:1.2.3.4.5 

古今文選:5 

課本:7.8.9.10.12 

故今文選:7 

課本:6.11.13.14 

古今文選:13 
全冊 

高三 
課本:3.4.5.6.7 

課外讀本:2 
課本:8.9.10.11  全冊 

文化 

教材 

高一   
論士與君子、論政治 

論古今人物與孔門弟子 
全冊 

高二   
論教與學～尚論古人 

P.89～P.149 
同期末考範圍 

英文 

高一 
1. 課本1-4課 

2. 雜誌2/15-3/27 

1. 課本5-8課 

2. 雜誌3/30-5/10 

1. 課本9-12課 

2. 雜誌5/14-6/27 
第二冊全 

高二 

1. 課本1-4課(第2課自行閱讀) 

2. 雜誌2/15-3/27 

3. Target Reading 31-48回 

1. 課本5-8課(第8課自行閱讀) 

2. 雜誌3/30-5/10 

3. Target Reading 49-54回 

1. 課本9-12課(第11課自行閱讀) 

2. 雜誌5/14-6/27 

3. Target Reading 55-60回 

第四冊全 

高三 

課本1-5課 

(第5課自行閱讀) 

指考考古題 104, 103, 102, 101年 

課本6-10課 

(第9課自行閱讀) 

指考考古題 100, 99, 98年 

 第6冊全 

數學 

高一 1-1 ～ 2-1 2-2 ～ 3-1 3-1 ～ 4-2 
高一下(全) 

出自作業本基礎題 

高二社會組 1-1 ～ 2-1 2-2 ～ 3-3 第四章 高二下(全) 

高二自然組 1-1 ～ 2-1 2-2 ～ 3-4 3-4~第四章 高二下(全) 

高三社會組 1-1 ～ 1-2 1-3 ～ 1-4  高三下(全) 

高三自然組 1-1 ～ 2-1 2-2 ～ 2-4  高三下(全) 

物理 

高一  1-5章 6-9章 全 

高二(社會組)  1-6章(40%)、平時(60%)  全 

高二(自然組) 簡諧運動～功能定理 
8-1定力所作的功～ 

9-4重力位能的普遍形式 

基礎物理2(B) CH10 碰撞～選修物

理 CH1 熱學 
全 

高三 電流碰效應～電磁感應 近代物理～原子結構  全 

化學 

高一 基化(一)1-1～1-4 基化(一)1-4～3-2 基化(一)3-2～4-3 基化(一)全 

高二 基化(三)1-1～2-1 基化(三)2-2～3-2 基化(三)3-2～3-4 基化(三)全 

高三 選化 5-3～6-5 選化 7-1～8-4  選化 ch6～8 

生物 

高一 
(1-1)～(1-4) 

探討活動(1-1) 

(2-1)～(2-3) 

探討活動(2-1)(2-2) 
(3-1)～(3-4) 全學期 

高二   全部範圍 全學期 

高三 
(9-1)～(10-3) 

探討活動2,3 

(11-1)～(13-4) 

探討活動4,5 
 全學期 

地科 
高一 Ch1、Ch3-3、Ch5、Ch6-2 Ch2、Ch3-2 Ch3-1、Ch4、Ch6-1、Ch7 同期末考 

高三 Ch1、Ch2 Ch3、Ch4 Ch5、Ch6 同期末考 

歷史 

高一 B2 1-3 章(泰宇) B2 4-1 ～ 7-2 章(泰宇) B2 7-3-10-1(泰宇) B2 1-1 ～ 10-1 章(泰宇) 

高二 

B3 第 12 章(康熹)+ 

B4 1-1~3-2(康熹)70% 

B1 早期台灣 

清領時期 30% 

B4 3-3~第 6 章 70% 

B1 日治時期 30% 

B4 第 7 章~第 9 章 70% 

B1 當代台灣 30% 
B4 全 

高三 
B6 第 1 章~第 4 章 70%(三民) 

近五年指考題 30% 

B6 第 5 章~第 8 章 70% (三民) 

近十年指考題 30% 
 B6 全 

地理 

高一 
翰林版第一冊第13-15章 

翰林版第二冊第1-2章 
(二)第3-7章 (二)第8-12章 第二冊全 

高二 翰林版第四冊第1-4章 (四)第5-10章 (四)第11-15章 第四冊全 

高三 翰林版應用地理(下) 第1-3章 (下)第4-6章  應用(下)冊全 

公民 

高一 第二冊 Ch1至3-1課 第二冊 Ch3至6-1課 第二冊 Ch6至8課 第二冊全 

高二 第四冊ch1-ch2、第一冊(全) 第四冊ch3-ch4、第二冊3至6課 第四冊ch5-ch6、第三冊6至8課 第四冊全 

高三 選修下冊 1-4課 選修下冊 5-8課  選修下冊全 

 ※未表列之科目，請洽詢各任課老師。 

敬請張貼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