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各次期考考試預定範圍表(更新版) 
2021-03-10 

科目 
   年級 

範圍 
第一次期考考試範圍 

第二次期考考試範圍 

(高三期末考) 
期末考考試範圍 學期補考 

國文 

高一 
課本：1∼4課 

補充文選：岳陽樓記 

默寫：醉翁亭記(第 2、3段) 

課本：5∼8課 

補充文選：琵琶行并序(自學) 默

寫：石壕吏、寄黃幾復 

課本：9∼11課、 

文教（二）孟子選讀 ：人性之

善、義利之辨、王道之始 

龍騰版 

第二冊(全) 

高二 

課本：1∼4課 

補充文選：曲選、賽跑，在網中 

默寫：大同與小康 2.3段 

課本：5∼8課 

補充文選：華人過分的 T型人才、

魯智深大鬧桃花村 

默寫：諫逐客書第 4段  

課本：9∼12課 

補充文選：蘋果的滋味； 

台灣通史序 

背誦：無  

龍騰版 

第四冊(全) 

高三 

課本：1∼5課 

■補充教材 

①範圍：莊子選、曲選、台灣古典 

詩選  ②題型：採「閱讀測驗式」 

課本：6∼11課 

■補充教材 

①範圍六國論②題型：採「閱讀測

驗式」 

 
翰林版 

第六冊(全) 

英文 

高一 
三民課本 L1-Review 1 

Live 雜誌 2/22-3/26 

三民課本 L4-Review 2 

Live 雜誌 4/1-5/18 

三民課本 L7-Review 3  

(自閱 L10) 

Live 雜誌 5/24-6/29 
三民課本第二冊 

高二 

三民課本 L1-L3 & Review 1 

Around the world Unit 41-52 

空英雜誌 2/22-3/27 

三民課本 L4-L7 & Review 2 

(自閱 L5) 

Around the world Unit 53-64 

空英雜誌 4/1-5/18 

三民課本 L8-L10 & Review 3 

Around the world Unit 65-76 

空英雜誌 5/24-6/29 

三民課本第四冊 

高三 
三民課本 L1-L5  

(自閱 L2&L5) 

指考題 109-107 年 

三民課本 L6-L10 

(自閱 L6&L7) 

指考題 106-104 年 
 三民課本第六冊 

數學 

高一 
南一第一章數列與級數 

第二章數據分析 
第四章三角比 第三章排列組合機率 全冊 

高二 A組 龍騰版第一章(單元 1~4) 單元 5,6,7 單元 8,9,10 全冊 

高二 B組 泰宇版第一章 泰宇版第二章 2-1~2-3 泰宇版第二章 2-4及第 3章  全冊 

高三社會組 (三民)(數乙)1-1,1-2 1-3,1-4  全冊 

高三自然組 第一章(翰林數甲下) 第二章  全冊 

物理 

高一 
第 1章～3-2-1直線運動 

（不含牛頓運動定律） 
3-2-2牛頓運動定律～4-2電磁感應 4-3～Ch.6 當學期範圍 

高二 動量守恆、轉動、萬有引力定律 功與動能、位能與力學能守恆 碰撞(全)、氣體動力論 當學期範圍 

高三 
電流磁效應、電磁感應 

（不含發電機、變壓器） 
發電機、變壓器、近代物理學  當學期範圍 

化學 

高一 ch1-1~ch2-2 ch2-3～4-2 Ch4-3～ch5-6 全 

高二自然組 Ch1-1~1-3 Ch1-4~ch2-1 Ch2-2~ch2-3 全 

高三 Ch5-2~5-6、Ch7-1~7-4 Ch7-5、ch6-1~6-5、ch8 X 全 

生物 

高一 

龍騰版 

1-1~ 1-2 

探討活動 1-1及 1-2 

1-3 ~ 2-2 

探討活動 1-3及 2-1 

2-3 ~  第三章全 

探討活動 3-1及 3-2 
生物全 

高二 
南一版 

選修生物(二) 
(三 ) 

選修生物(二) 

1-1~ 2-2-3 (p1 ~ p67) 

探討活動 2-7 ~ 2-9 

選修生物(二) 

2-2-4 ~ 2-5 (p67 ~ p120) 

探討活動 2-10及 2-12 

選修生物(二)2-6 ~  

選修生物(三) 1-1~ 1-5 

探討活動 1-6 

選修生物(二)全 ~ 

選修生物(三) ch1 

高三 

翰林版 

第 9章~第 10章 

探討活動 9-1 ~ 9-2 

第 11章~第 13章 

探討活動 10-1 ~ 12-1 

 

 

選修生物第 9章~第

13章 

地科 

高一 
ch1(1-1.1～1-1.3除外)4-1,8-2 

ch5 

1-1.1～1-1.3 
Ch2,ch3 

4-2 

4-3,8-1 
ch6、ch7 
ch9、ch10 

同期末考 

高二 
Ch3 

1-1～1-3(含實作) 

三大岩類 

礦物(含實作) 

地質構造 

Ch4、ch7 

氣候變遷與防治 

天然災害(含實作) 

同期末考 

歷史 

高一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全 

高二 第一～二章 第三～五章 第六～八章 全 

高三 第一～二篇 第三～四篇  全 

地理 

高一  地理2 第1-5章 地理2 第6-8章 地理2 全 

高二  地理3 第1-3、7章,A冊 地理3 第3~6章,B冊 地理3 全 

高三 應用地理(下) 第1-3章 應用地理(下) 第4-6章   應用地理(下) 全 

公民 

高一  第一冊 第5-6課 第二冊 第1課 
第一冊 5~6課 
第二冊第1課 

高二 第三冊 1～2課 第三冊 3-5課 第三冊 6～7課 第三冊(全) 

高三  選修下冊 1～4課 選修下冊 5～8課  選修下(全) 

※未表列科目請向任課老師詢問。 

敬請張貼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