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 期考考試預定範圍表 
2017-01-11 

科目 
   年級 

範圍 
第一次期考考試範圍 105/10/12-13 第二次期考考試範圍 105/11/28-30 

期末考考試範圍 高三:106/1/4-5 

高一､二:106/1/17-19 
學期補考 106/2/8-10 

國文 

高一 

課本第一冊 1.2.3.4.10 課 

課外閱讀第 1.2.3 篇 

背誦<師說>1.2.3 段 

課本第一冊 5.6.7.8.9 課 

課外閱讀第 4.5.6 篇 

背誦<醉翁亭記>2.3 段､長干行 

課本第一冊 11.12.13.14 課 

課外閱讀第 7.8 篇 

背誦<桃花源記>全 

第一冊全 

高二 

第 1 課-第 5 課 

1.燭之武退秦師 2.范進中舉 3.墨子選 

4.諫太宗十思疏 5.一方陽光 

補充教材:鄭伯克段於鄢 

第 6 課-第 10 課 

6.始得西山宴遊記 7.現代詩選 

8.大同與小康 9.散戲 10.赤壁賦 

補充教材:柳宗元寓言選 

第 11 課-第 14 課 

11.唐傳奇選 12.河川證據 

13.唐詩選 14.琵琶行并序 

補充教材:與元微之書 

全冊 

高三 
課本 L1-L5 

古今文選讀 L1 詩經選 

課本 L6-L10 

古今文選讀 L6 老子選 

文化教材(下)大學選 

課本 L11-L14 

古今文選讀 L9 詞選 

文化教材(下)中庸選 

全學期範圍 

文化 

教材 

高一 無 無 

文化基本教材上 

導言､孔子的為人､論學 

論仁､論孝､論道德修養 

背誦:孔子的為人(1.6) 

論學(5.6.20) 論仁(6.16) 論孝(5) 

論道德修養(9.15) 

同期末考範圍 

高二 無 無 

導言 

1.孟子的抱負 2.論人性本善 

3.義利之辯 4.論涵養 

導言 

1.孟子的抱負 

2.論人性本善 

3.義利之辯 4.論涵養 

高三 無 大學(併在國文科考試) 中庸(併在國文科考試) 無 

英文 

高一 
1.三民版(乙版)第一冊 Unit 1-4 

2.英聽雜誌9/1-10/11 

1.三民版(乙版)第一冊 Unit 5-8 

2.英聽雜誌10/14-11/25 

1.三民版(乙版)第一冊 Unit 9-12 

2.英聽雜誌12/1-1/16 
全學期範圍 

高二 

1.三民版(乙版)第三冊 Unit 1-4 

2.R100 Unit 21-32 

3.雜誌9/1-10/11 

1.三民版(乙版)第三冊 Unit 5-8 

2.R100 Unit 33-44 

3.雜誌10/14-11/25 

1.三民版(乙版)第三冊 Unit 9-12 

2.R100 Unit 45-56 

3.雜誌12/1-1/16 

全學期範圍 

高三 

1.Unit 1-4 

2.103-105年學測題 

3.雜誌9/1-10/11 

1.Unit 5-8 

2.101-102年學測題 

3.雜誌10/14-11/25 

三民課本第五冊第九課及第十課&第六冊

第一課(第六冊第一課自行閱讀考整課) 

常春藤雜誌: Dec. 1 ~ Jan. 16 

全學期範圍 

數學 

高一 Ch1～ch2-2綜合除法 Ch2-2餘式定理～ch3-1指數律 Ch3全 Book1全 

高二社會組 Ch1全 Ch2全 Ch3全 Book3全 

高二自然組 Ch1全 Ch2全 Ch3全 Book3全 

高三社會組 第1章全 第2章全 學測範圍 Book5全 

高三自然組 Ch1 Ch2 學測範圍 Book5全 

物理 

高一 第1章～第4章(不包含靜電力) 第5章､第6章及靜電力 第7章～第9章 全學期範圍 

高二(自然組) 直線運動～虎克定律 力平衡～第4章牛頓運動定律 
第5章質心運動與動量守恆 

～6-5簡諧運動 
全學期範圍 

高三 氣體動力論～光學(反射) 光學(折射)～靜電學(電場及電力線) 電位能､電位､電位差～電流完 全學期範圍 

化學 

高一 統一講義:基化(一)1-1～1-4 統一講義:基化(一)1-4～3-1 統一講義:基化(一)3-2～4-3 
統一講義: 

基化(一)全 

高二自然組 
統一講義:基化(二)1-1～2-4 統一講義:基化(二)3-1～3-10 統一講義:基化(二)3-11～4-3 統一講義: 

基化(二)全 

高二社會組 X 翰林版:基化(二)ch1～2 翰林版:基化(二)ch3～4 翰林版:基化(二)全 

高三 統一講義:選化 1-1～2-4 統一講義:選化 2-5～4-3 選化 ch4（全）＋學測考試範圍 選化 ch1～4 

生物 

高一 基生(上)ch1全 基生(上)ch2全 基生(上)Ch3-1～3-4 基生(上)Ch1～3-4 

高二 基生(上)Ch3-5～3-6､ 基生(下)Ch4-1～4-2 基生(下)Ch4-3～4-4､ ch5全 基生(下)Ch6全 
基生(上)Ch3-5～3-6､  

基生(下)全 

高三 Ch1～3 Ch4～6 Ch7～8 Ch1～8 

地科 
高一 Ch1，3-3，Ch5，6-2 6-2，Ch2，3-1，3-2 Ch4，6-1，Ch7 同期末考 

高三 Ch1，Ch5 Ch2，Ch3 Ch4，Ch6 同期末考 

歷史 

高一 康熙版歷史(一)第1章～第4章 康熙版歷史(一)第5章～第7章 康熙版歷史(一)第8章～第11章 歷史(一) 

高二 

泰宇版歷史(二)第11章 

康熙版歷史(三)第1章～第7章 

複習考:中國史宋、元、明、清 

康熙版歷史(三)第8章～第9章 

複習考:中國史史前～漢朝 

第三冊第10章到第12章第1節 

複習考 第二冊 魏晉南北朝至五代十國 
歷史(三) 

高三 
南一版選修歷史(上)1～3章 

複習:歷屆試題98～105學測中國史 

南一版選修歷史(上)4-2、5-2及第6-7章全 

複習:歷屆試題98～105學測世界史 

南一版選修歷史(上)7～9章 

複習:歷屆試題98～105學測 
選修歷史(上) 

地理 

高一 翰林地理(一)ch1～5 翰林地理(一)ch6～9 翰林地理(一)ch10～12 地理一 

高二 翰林地理(三)ch1～5 翰林地理(三)ch6～9 翰林地理(三)ch10～14 地理三 

高三 翰林應地(上)ch1～5 翰林應地(上)ch6～10 學測總複習 應甲地理(上) 

公民 

高一 第一冊1～2課 第一冊3～5課 第一冊6～8課 第一冊全 

高二 第三冊1～3課 第三冊4～6-3 第三冊6～8課 第三冊全 

高三 選修上冊1～3課 選修上冊4～6課 學測範圍+選修7～8課 選修上冊 

※未表列科目請向任課老師詢問。 

敬請張貼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