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2次定期評量各科考試範圍一覽表

科別 年級(科目全名) 第二次定期評量範圍 
國中部 國一-國語文 4~6課、語2、自學2、成動2

國中部 國一-英語文 翰林第一冊L3~4+大家說英語；雜誌9月單字後半 

國中部 國一-英文聽力測驗(佔國一-英語20%) 翰林第一冊L3~4

國中部 國一-數學 2-1~2-4

國中部 國一-生物 2-3~3-4

國中部 國一-公民與社會 第一冊第3~4章

國中部 國一-地理 L3~L4

國中部 國一-歷史 L3~L4

國中部 國一-健康教育  1-1、1-3、2-1

國中部 國二-國語文 4~6課、語2、自學2、成動p.191-209（9畫結束）

國中部 國二-英語文 南一第三冊L3~4+雜誌ABC

國中部 國二-英文聽力測驗(佔國二-英語20%) 南一第三冊L3~4

國中部 國二-數學 2-2~3-2

國中部 國二-理化 3-1~4-5

國中部 國二-公民與社會 第三冊第3~4章

國中部 國二-地理 L3~L4

國中部 國二-歷史 L3~L4

國中部 國二-健康教育 3-1、3-2

國中部 國三-國語文 4~6課、語2、自學2、成動14

國中部 國三-英語文 南一第五冊L3~4

國中部 國三-英文聽力測驗(佔國三-英語20%) 南一第五冊L3~4

國中部 國三-數學 1-4~2-2

國中部 國三-地球科學 ch5~6

國中部 國三-理化 2-5~4-1

國中部 國三-深度學生物 自然科學上冊

國中部 國三-公民與社會 第五冊第3~4章

國中部 國三-地理 L3~L4

國中部 國三-歷史 L3~L4

普通科 普一-國語文 B1：L6-L8+論語(一)

普通科 普一-英語文
龍騰 Book1 : L4 - L6 (R2)

4500單 : Part 1 : Unit 6 - 10

Kuso 英文法 : Ch1

普通科 普一-英文聽力測驗(佔普一-英文20%) Live 互動英語 : 10月份(全)

普通科 普一-數學 2-1~2-4

普通科 普一-生物 1-3~2-2

普通科 普一-地球科學 ch3~4

普通科 普一-化學 ch2~3-3

普通科 普一-物理 3-3~4-4

普通科 普一-地理 B1ch5~ch8-1

普通科 普一-歷史 L4~L7

普通科 普二-國語文 B3：L6-L9

普通科 普二-英語文

翰林 Book3 : L4 - L7

6000單 : Part 1 : Unit 6 - 10

Kuso 文法 : Ch3/Ch7/Ch15

普通科 普二-英文聽力測驗(佔普二-英文20%) 空中英語教室 : 10月份(全)

普通科 普二-數學A 2-1~2-4

普通科 普二-數學B 2-1~2-4

普通科 普二-化學 ch2

普通科 普二-選修物理-力學一 4-1~4-4

普通科 普二-公民與社會 第一冊第5~8章

普通科 普二-空間資訊科技 L3~L4

普通科 普二-從古文明到現代 L3~L4

普通科 普三-國語文 B5：L5-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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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科 普三-英語文

龍騰 Book 5 : L3 - L4 (全)

歷屆試題 : 106 - 104年

5500單 : Unit 16 - 25

普通科 普三-數學甲 第二章

普通科 普三-數學乙 第二章

普通科 普三-生物 排泄、感應

普通科 普三-地球科學 ch4~5

普通科 普三-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ch1~4、選四ch1

普通科 普三-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一 基物4~6章

普通科 普三-公民議題與社會 第4、6章

普通科 普三-版畫創作 雙色版創作

普通科 普三-視覺設計 圖案設計

普通科 普三-經濟學一（加深加廣） CH2

普通科 普三-雲端科技一 個人網頁設計

普通科 普三-地理與人文社會 Ch1~4

普通科 普三-環境與文明 中古到近代文明的社會環境演變

普通科 普三-健康與護理 第一章

普通科 普三-歷史學探究 第3-4章、第一冊全

電商科 電一-國語文 第4～6課

電商科 電一-英語文 B1 L3-L4

電商科 電一-數學 第二章全

電商科 電一-資訊科技 節能減碳、資訊類共同題、工作項目02

電商科 電一-數位科技概論 第二章全

電商科 電一-商業概論 CH2-CH3

電商科 電一-會計學 CH4-2-CH6-3

電商科 電一-健康與護理 第一單元

電商科 電二-國語文 第4～6課

電商科 電二-英語文 B3 L3-L4

電商科 電二-數學 ch3

電商科 電二-化學 物質組成、原子構造、化學式

電商科 電二-會計學 ch2-3~3-2

電商科 電二-經濟學 ch3-ch6

電商科 電三-國語文 第4～6課

電商科 電三-英語文 B5 L3-L4

電商科 電三-應用數學 6–8章

電商科 電三-計算機概論 CH1-CH6

電商科 電三-資料庫應用 乙學（全）

電商科 電三-商業管理進階 CH4~CH5

電商科 電三-會計學進階 ch6~CH8

電商科 電三-經濟學進階 ch6~CH10

商經科 商一-國語文 第4～6課

商經科 商一-英語文 B1 L3-L4

商經科 商一-數學 第二章全

商經科 商一-資訊科技 節能減碳、資訊類共同題、工作項目02

商經科 商一-數位科技概論 第二章全

商經科 商一-門市經營實務 CH2-CH3

商經科 商一-商業概論 CH2-CH3

商經科 商一-會計學 CH4-2-CH6-3

商經科 商一-健康與護理 第一單元

商經科 商二-國語文 第4～6課

商經科 商二-英語文 B3 L3-L4

商經科 商二-數學 ch3

商經科 商二-化學 物質組成、原子構造、化學式

商經科 商二-行銷實務 ch3、ch4

商經科 商二-會計學 ch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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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經科 商二-經濟學 ch3-ch6

商經科 商三-國語文 第4～6課

商經科 商三-英語文 B5 L3-L4

商經科 商三-應用數學 6–8章

商經科 商三-計算機概論 CH1-CH6

商經科 商三-商業管理進階 CH4~CH5

商經科 商三-會計學進階 ch6~CH8

商經科 商三-經濟學進階 ch6~CH10

國貿科 貿一-國語文 第4～6課

國貿科 貿一-英語文 B1 L3-L4

國貿科 貿一-數學 第二章全

國貿科 貿一-資訊科技 節能減碳、資訊類共同題、工作項目02

國貿科 貿一-數位科技概論 第二章全

國貿科 貿一-國際貿易實務 CH2.2~CH4

國貿科 貿一-商業概論 CH2-CH3

國貿科 貿一-會計學 CH4-2-CH6-3

國貿科 貿一-健康與護理 第一單元

國貿科 貿二-國語文 第4～6課

國貿科 貿二-英語文 B3 L3-L4

國貿科 貿二-數學 ch3

國貿科 貿二-化學 物質組成、原子構造、化學式

國貿科 貿二-國際貿易實務 CH15~CH16

國貿科 貿二-會計學 ch2-3~3-2

國貿科 貿二-經濟學 ch3-ch6

國貿科 貿三-國語文 第4～6課

國貿科 貿三-英語文 B5 L3-L4

國貿科 貿三-應用數學 6–8章

國貿科 貿三-計算機概論 CH1-CH6

國貿科 貿三-商業管理進階 CH4~CH5

國貿科 貿三-會計學進階 ch6~CH8

國貿科 貿三-經濟學進階 ch6~CH10

觀光科 觀一-國語文 第4～6課

觀光科 觀一-英語文 B1 L3-L4

觀光科 觀一-數學 第二章全

觀光科 觀一-觀光資源 CH5-CH7

觀光科 觀一-餐飲服務技術 CH3

觀光科 觀一-觀光餐旅業導論 CH4-6

觀光科 觀一-健康與護理 第一單元

觀光科 觀二-國語文 第4～6課

觀光科 觀二-英語文 B3 L3-L4

觀光科 觀二-數學 ch3

觀光科 觀二-飲料實務 CH1-2

觀光科 觀二-旅館客務實務 CH8

觀光科 觀二-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ch3-4

觀光科 觀二-旅遊實務 緒論篇-餐飲篇CH3

觀光科 觀三-國語文 第4～6課

觀光科 觀三-英語文 B5 L3-L4

觀光科 觀三-應用數學 6–8章

觀光科 觀三-遊程規劃實務 CH4-6

觀光科 觀三-餐飲服務技術進階 CH3-4

觀光科 觀三-飲料實務進階 CH6

觀光科 觀三-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ch14-15

觀光科 觀三-職場英文 Ch3~Ch4

應外科 英一-國語文 第4～6課

應外科 英一-英語文 龍騰英文L4~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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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外科 英一-英文聽力測驗(佔英二-英語文20%) Live ABC 十月份雜誌

應外科 英一-數學 第二章全

應外科 英一-英文文法與修辭 Kuso英文法：第4章及第12章

應外科 英一-初階英文閱讀與寫作 初階英文閱讀L5~L8

應外科 英一-初階英語聽講練習 Unit3~4

應外科 英一-資訊科技 節能減碳、資訊類共同題、工作項目02

應外科 英一-數位科技概論 第二章全

應外科 英一-商業概論 CH2-3-CH3

應外科 英一-健康與護理 第一單元

應外科 英二-國語文 第4～6課

應外科 英二-數學 ch3

應外科 英二-英語文 龍騰英文L4~R2

應外科 英二-英文聽力測驗(佔英二-英語文20%) 空英雜誌十月份

應外科 英二-中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中階英文閱讀上冊：U4-U6

應外科 英三-國語文 第4～6課

應外科 英三-計算機應用 CH1-CH6

應外科 英三-商業理論 CH4~CH5

應外科 英三-應用數學 6–8章

應外科 英三-英語文 L3~L4

應外科 英三-新聞英文 長春藤10月份全

應外科 英三-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1.高階英文閱讀上冊：U2

2.常春藤10月份教一教二

應外科 英三-中英翻譯 Chapter 6-8  歷屆翻譯試題106年~101年

應外科 英三-職場英文 Ch3~Ch4

資訊科 訊一-國語文 第4～6課

資訊科 訊一-英語文 B1 L3-L4

資訊科 訊一-數學 2-1～2-4

資訊科 訊一-資訊科技 Ch6~Ch9

資訊科 訊一-基本電學 2-3~4-1

資訊科 訊一-健康與護理 第一單元

資訊科 訊二-國語文 第4～6課

資訊科 訊二-英語文 B3 L3-L4

資訊科 訊二-數學 2-3～3-2

資訊科 訊二-數位邏輯設計 4-1~5-4

資訊科 訊二-電子學 ch4~ch5-3

資訊科 訊三-國語文 第4～6課

資訊科 訊三-英語文 B5 L3-L4

資訊科 訊三-數學導論 5–7章

資訊科 訊三-微電腦週邊電路 ch1~ch6

資訊科 訊三-微電腦應用實習 ch7~ch9

資訊科 訊三-介面電路控制實習 ch1~ch6

資訊科 訊三-程式語言應用實務 ch1~ch7

資訊科 訊三-電子電路 ch5~ch6

資訊科 訊三-化學 物質組成、原子構造、化學式

多媒科 多一-國語文 第4～6課

多媒科 多一-英語文 B1 L3-L4

多媒科 多一-數學 1-4～2-2

多媒科 多一-色彩應用 第二章

多媒科 多一-基本設計實習 二方連續紙膠帶練習

多媒科 多一-基礎圖學實習 三視圖

多媒科 多一-繪畫基礎實習 玻璃高腳杯

多媒科 多一-健康與護理 第一單元

多媒科 多二-國語文 第4～6課

多媒科 多二-英語文 B3 L3-L4

多媒科 多二-數學 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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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科 多二-表現技法實習 麥克筆（木質）

多媒科 多二-設計概論 第一二章

多媒科 多二-設計圖學 第八章

多媒科 多二-造形原理 2-1~2-3西美～文藝

多媒科 多三-國語文 第4～6課

多媒科 多三-英語文 B5 L3-L4

多媒科 多三-應用數學 6–8章

多媒科 多三-色彩原理 CH1~CH3

多媒科 多三-表現技法 模擬專二考試

多媒科 多三-視覺識別設計(設計概論) 第1234章

多媒科 多三-設計圖學 半斜圖 剖視圖

多媒科 多三-影音製作實習(造型原理) 第12章

廣設科 廣一-國語文 第4～6課

廣設科 廣一-英語文 B1 L3-L4

廣設科 廣一-數學 1-4～2-2

廣設科 廣一-色彩應用 第二章

廣設科 廣一-基本設計實習 二方連續紙膠帶練習

廣設科 廣一-基礎圖學實習 三視圖

廣設科 廣一-繪畫基礎實習 玻璃高腳杯

廣設科 廣一-健康與護理 第一單元

廣設科 廣二-國語文 第4～6課

廣設科 廣二-英語文 B3 L3-L4

廣設科 廣二-數學 2-3～3-2

廣設科 廣二-表現技法實習 麥克筆（木質）

廣設科 廣二-設計概論 第一二章

廣設科 廣二-設計圖學 第八章

廣設科 廣二-造形原理 2-1~2-3西美～文藝

廣設科 廣三-國語文 第4～6課

廣設科 廣三-英語文 B5 L3-L4

廣設科 廣三-應用數學 6–8章

廣設科 廣三-色彩原理 CH1~CH3

廣設科 廣三-表現技法進階 模擬專二考試

廣設科 廣三-數位繪畫表現(設計概論) 第1234章

廣設科 廣三-設計圖學 半斜圖 剖視圖

廣設科 廣三-影音製作實習(造型原理) 第12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