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各次期考考試預定範圍表 
                           108.10.24 

科目 
年級 

範圍 
第一次期考考試範圍 第二次期考考試範圍 期末考考試範圍 學期補考 

國文 

高一 

L1～L3 

默寫:師說(3、4、5 段) 

論語選 (1、2 篇) 

補充文選(1、2 課) 

L4～L7 

默寫:桃花源記(全) 

論語選 (3、4 篇) 

補充文選(3、7 課) 

銜接教材(世說新語選) 

L8～L11 

默寫:樂府古詩選 

論語選 (5、6 篇) 

補充文選(4、5、6 課) 

全冊 

高二 

課本:L1～L5 

補充教材:鄭伯克段於鄢、與元微之書 

默寫:燭之武退秦師第 5 段 

諫太宗十思疏 

第 2 段「夫在殷憂……其可忽乎!」 

第 3 段「君人者，誠能見可欲……不言而化。」 

課本:L6～L9、L14 

補充教材:柳宗元寓言選 

默寫:大同與小康第 2 段 

課本:L10～L13 

補充教材:夏之絕句、唐詩選-旅夜書懷 

默寫:赤壁賦第 5 段 

唐詩選全 

全冊 

高三 

課本：L 1~L 6  

文教：學庸導言~中庸第二則「道不遠人」 

古今文選：詩經選 

課本：L7~L11 

古今文選：老子選 

課本：L12~L14 

古今文選：詞選 
全冊 

文化 

教材 
高二 X X 

導論～論涵養 

點寫:◎論人性本善○2「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茍不充之， 

  不足以事父母」 

◎論人性本善○8 

◎義利之辨○2 

◎論涵養○3「居天下之廣居……  此之謂大丈夫！」 

◎論涵養○9「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而死於安樂也」 

如期末考範圍 

英文 

高一 
龍騰課本 L1-Review 1 

Live雜誌 9/1-10/4 

龍騰課本 L4-Review 2 

Live雜誌 10/9-11/22 

龍騰課本 L7-Review 3 

Live雜誌 11/28-1/13 
龍騰課本第一冊 

高二 

三民課本 1-4 (自閱第 4課) 

Target Reading 3 Unit 13-20 

All+雜誌 9/1-10/4 

三民課本 5-8 (自閱第 7課) 

Target Reading 3 Unit 21-28 

All+雜誌 10/9-11/22 

三民課本 9-12 (自閱第 12課) 

Target Reading 3 Unit 29-36 

All+雜誌 11/28-1/13 

三民課本第三冊 

高三 

三民課本 1-3 (自閱第 2課) 

學測題 108-107年 

Ivy雜誌 9/1-10/4 

三民課本 4-7 (自閱第 6課) 

學測題 106-105年 

Ivy雜誌 10/9-11/22 

三民課本 8-10 (自閱第 8課) 

學測題 104-103年 

Ivy雜誌 11/28-12/25 

三民課本第五冊 

數學 

高一 
單元1～單元5 

(Ch1) 

單元6～單元8 

(Ch2) 

單元9～單元12 

(Ch3) 
當學期範圍 

高二社會組 Ch1 Ch2 Ch3 當學期範圍 

高二自然組 Ch1 Ch2 Ch3 當學期範圍 

高三社會組 Ch1 Ch2 學測範圍 當學期範圍 

高三自然組 Ch1 Ch2  2－1～2－3 學測範圍 當學期範圍 

物理 

高一 CH1-1～CH3-1物體的運動 CH3-2牛頓定律～CH4-2電磁感應 CH4-3電與磁的整合～CH6量子現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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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動量衝量-簡諧運動 全學期範圍 

高三 氣體動力論～反射 折射～電場 電位能～電流完 全學期範圍 

化學 

高一 chap1 chap2～3-3(溶解度) 3-4(氧化還原反應)～Ch4(生活中化學) 基礎化學(一) 

高二自然組 chap1+chap2 統一講義 3-1～3-6 統一講義 3-7～4-3 統一講義:基化(二)全 

高二社會組 X ch1～ch2 ch3 ch1～ch3 

高三 1-1～2-4+酸鹼實驗 統一講義:選化 2-5～4-3 統一講義:選化 4-4～5-6 統一講義:選化全 

生物 

高一 
Ch1-1~Ch1-3 

+活動1-5 

Ch1-4~Ch2-2 

+活動2-5 

Ch2-3~Ch3-2 

+活動3-3 +活動3-4 
Ch1~Ch3 

高二 Ch3-5~Ch4-2 Ch4-3~ch5 Ch6 Ch3-5~Ch6 

高三 Ch1~Ch3 Ch4~Ch6 Ch7~Ch8 Ch1~Ch8 

地科 
高一 Ch1、Ch2 4-1、4-2、Ch5 Ch3、4-3、4-4、Ch6、Ch7 同期末考 

高三 Ch1、Ch8、Ch9 Ch2、Ch3、Ch4 Ch5、Ch6、Ch7 同期末考 

歷史 

高一 
第一篇 

第一章～三章 

第二篇 

第四章～六章 

第三篇 

第七章～九章 
全學期 

高二(自然組) 
歷史(二)10-2～11章 

歷史(三)1～4章 
歷史(三)5～8-2章 歷史(三)8-3～10章 全學期 

高三 

第五冊 Ch1-1~Ch4-2 

 103-108歷屆學測 

指考題(中國史部分) 

選修(上)4-3～6章 

103-108學測指考題(50%) 

選修(全) 

歷屆學測 
全學期 

地理 

高一 序章～第4章 5～7章 8～9章 地理1 

高二 1～5章 6～10章 11～15章 地理3 

高三 1～5章 6～10章 學測範圍 應用地理上 

公民 

高一 南一版 L1～L2 南一版 L3～L4 南一版 L5 南一版 L1～L5 

高二 龍騰版 L1～L3 龍騰版 L4～L6-3 龍騰版 L6～L8 龍騰版 L1～L8 

高三 三民版選修上 L1～L4 三民版選修上 L5～L8 學測範圍公民1～4冊  

※未表列科目請向任課老師詢問。 

敬請張貼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