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學年度第 1次定期評量各科考試範圍一覽
表 

 

 

科別 年級(科目全名) 第一次定期評量範圍 
國中部 國一-國語文 B1L1-3、語文天地一、自學一、成語 p19-38 

 國中部 國一-寫作測驗(佔國一-國語文 12%) B1L1-3、語文天地一、自學一、成語 p19-38 
 國中部 國一-英語文 翰林第一冊 L1~2+雜誌 9月前半 
 國中部 國一-英文聽力測驗(佔國一-英語 20%) 翰林第一冊 L1~2 
 國中部 國一-數學 ch1 
 國中部 國一-生物 1-1~3-1 
 國中部 國一-公民與社會 康軒第一冊，一、二課 
 國中部 國一-地理 第 1課～第 2課 

國中部 國一-歷史 L1~L2 
 國中部 國二-國語文 B3L1-3、語文常識一、自學一、成動第七回 
 國中部 國二-寫作測驗(佔國二-國語文 12%) B3L1-3、語文常識一、自學一、成動第七回 
 國中部 國二-英語文 翰林第三冊 L1~2+雜誌 9月前半 
 國中部 國二-英文聽力測驗(佔國二-英語 20%) 翰林第三冊 L1~2 
 國中部 國二-數學 1-1~2-1 
 國中部 國二-理化 緒論~ch2 

國中部 國二-公民與社會 翰林第三冊一、二課 

國中部 國二-地理 B2第一篇 CH1~CH2 
 國中部 國二-歷史 L1~L2 
 國中部 國三-國語文 B5L1-3、語文常識一、自學一、成語 P.291-P.310 
 國中部 國三-寫作測驗(佔國三-國語文 12%) B5L1-3、語文常識一、自學一、成語 P.291-P.310 
 國中部 國三-英語文 南一第五冊 L1~2 
 國中部 國三-英文聽力測驗(佔國三-英語 20%) 南一第五冊 L1~2 
 國中部 國三-數學 1-1~1-3 
 國中部 國三-探索地球 

 
ch5 
 國中部 國三-理化 1-1~2-3 

國中部 國三-公民與社會 南一第五冊一、二課 

國中部 國三-地理 B5 CH1~CH2 
 國中部 國三-歷史 L1~L2 
 普通科 普一-國語文 B1L1-L5 
 普通科 普一-寫作測驗(佔普一-國語文 18%) B1L1-L5 
 普通科 普一-英語文 龍騰 Book1:L1-L3(R1)4500:Part1:Unit1-5Ku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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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月份 
ch1全 
 

普通科 普一-數學 ch1全 
 普通科 普一-生物 1-1~1-2 
 普通科 普一-地球科學 ch1~2  

普通科 普一-化學 1-3~2-2 

普通科 普一-物理 ch3 
 普通科 普一-地理 第一冊序章~第五章第二節 
 普通科 普一-歷史 第一冊緒論~L3 

普通科 普二-國語文 B3L1-L5、馮諼客孟嘗君 
 普通科 普二-寫作測驗(佔普二-國文 18%) B3L1-L5、馮諼客孟嘗君 
 普通科 普二-英語文 龍騰 Book 3:L1-L3 (R1)6000 單:Unit 1-5 Kuso文法:Ch6 

普通科 普二-英文聽力測驗(佔普二-英文 20%) 空中英語教室 : 9月份 
 普通科 普二-數學 A ch1全與 2-1指數函數 
 普通科 普二-數學 B ch1全與 2-2指數函數 
 普通科 普二-選修化學-物質與能量 ch1 

普通科 普二-選修物理-力學一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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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年級(科目全名) 第一次定期評量範圍 
普通科 普二-公民與社會 翰林公民與社會第一冊，一~三課 

普通科 普二- 地理-探究與實作 第三冊補充資料～第一冊地圖 

普通科 普二- 歷史-探究與實作 第一冊緒論~L2 

普通科 普三-國語文 B5L1、L3、L5、L7、文教 

 普通科 普三-英語文 翰林:Book 5:L1-3歷屆試題(111/110)4500 核心單字:Unit 1-35 

普通科 普三-英文聽講 長春藤雜誌 : 9月 
普通科 普三-數學乙 ch1全 

 普通科 普三-選修生物-細胞與遺傳 
 

週攻略 1~5 
 普通科 普三-選修地球科學-地質與環境 單元 1~單元 3 

普通科 普三-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一 基化+1-4~1-5 

普通科 普三-選修化學-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基化+1-4~1-5 

普通科 普三-選修物理-電磁現象一 基物 1~3 
 普通科 普三-公共議題研究 選修公民第一冊一、二課 

普通科 普三-選修地理-空間資訊科技 第二冊 
 普通科 普三-歷史-環境與文明 1 第二冊 

普通科 普三-地理-環境與文明 2 第二冊 
 普通科 普三-選修歷史-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史 L1 

電商科 電一-國語文 B1L1~L3 
電商科 電一-英語文 龍騰 B1, L.1,2 

 電商科 電一-數學 第一章 
 電商科 電一-資訊科技 職業安全、工作倫理 
 電商科 電一-數位科技概論 ch1、ch2 
 電商科 電一-商業概論 CH1~CH2 
 電商科 電一-會計學 CH1~CH4 
 電商科 電二-國語文 B3L1-L3 
 電商科 電二-英語文 東大 B3, L.1,2 
 電商科 電二-數學 1-1~3-1 

電商科 電二-數位科技應用 ch1 
 電商科 電二-會計學 CH1~CH2-2 
 電商科 電二-經濟學 CH1~CH4 
 電商科 

電二-多

媒體製作

與應用 

 

電二-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工作項目 2全、職業安全衛生 
 電商科 電三-國語文 B5L2、L4 
 電商科 電三-英語文 龍騰 B5,L.1,2 

 電商科 電三-應用數學 ch1~ch5 
 電商科 電三-計算機應用 ch1~ch6 
 電商科 電三-資料庫應用 全 
 電商科 電三-商業管理進階 CH1-CH3 
 電商科 電三-會計學進階 CH1~CH6 
 電商科 電三-經濟學進階 CH1~CH5 
 商經科 商一-國語文 B1L1~L3 

商經科 商一-英語文 龍騰 B1, L.1,2 
 商經科 商一-數學 第一章 
 商經科 商一-資訊科技 職業安全、工作倫理 
 商經科 商一-數位科技概論 ch1、ch2 
 商經科 商一-商業概論 CH1~CH2 
 商經科 商一-會計學 CH1~CH4 
 商經科 商二-國語文 B3L1-L3 
 商經科 商二-英語文 東大 B3, L.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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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年級(科目全名) 第一次定期評量範圍 
商經科 商二-數學 1-1~3-1 

商經科 商二-數位科技應用 ch1 
 商經科 商二-會計學 CH1~CH2-2 
 商經科 商二-經濟學 CH1~CH4 
 商經科 商三-國語文 B5L2、L4 
 商經科 商三-英語文 龍騰 B5,L.1,2 
 商經科 商三-應用數學 ch1~ch5 
 商經科 商三-計算機應用 ch1~ch6 
 商經科 商三-商業管理進階 CH1-CH3 
 商經科 商三-會計學進階 CH1~CH6 
 商經科 商三-經濟學進階 CH1~CH5 
 國貿科 貿一-國語文 B1L1~L3 

國貿科 貿一-英語文 龍騰 B1, L.1,2 
 國貿科 貿一-數學 第一章 
 國貿科 貿一-資訊科技 職業安全、工作倫理 
 國貿科 貿一-數位科技概論 ch1、ch2 
 國貿科 貿一-國際貿易實務 CH1~CH2.2 
 國貿科 貿一-商業概論 CH1~CH2 
 國貿科 貿一-會計學 CH1~CH4 
 國貿科 貿二-國語文 B3L1-L3 
 國貿科 貿二-英語文 東大 B3, L.1,2 
 國貿科 貿二-數學 1-1~3-1 
 國貿科 貿二-數位科技應用 ch1 
 國貿科 貿二-國際貿易實務 CH13~CH15 
 國貿科 貿二-會計學 CH1~CH2-2 
 國貿科 貿二-經濟學 CH1~CH4 
 國貿科 貿三-國語文 B5L2、L4 
 國貿科 貿三-英語文 龍騰 B5,L.1,2 

 國貿科 貿三-應用數學 ch1~ch5 
 國貿科 貿三-計算機應用 ch1~ch6 
 國貿科 貿三-商業管理進階 CH1-CH3 
 國貿科 貿三-會計學進階 CH1~CH6 
 國貿科 貿三-經濟學進階 CH1~CH5 
 觀光科 觀一-國語文 B1L1~L3 

觀光科 觀一-英語文 龍騰 B1, L.1,2 
 觀光科 觀一-數學 第一章 
 觀光科 觀一-餐飲服務技術 丙級檢定工作項目 
 觀光科 觀一-觀光餐旅業導論 CH1-3 
 觀光科 觀二-國語文 B3L1-L3 
 觀光科 觀二-英語文 東大 B3, L.1,2 
 觀光科 觀二-數學 1-1~3-1 

觀光科 觀二-飲料實務 丙級檢定工作項目 
 觀光科 觀二-旅館客務實務 CH7 
 觀光科 觀二-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商教會英檢 4級 27-24屆+課本 CH1 
 觀光科 觀三-國語文 B5L2、L4 
 觀光科 觀三-英語文 龍騰 B5,L.1,2 
 觀光科 觀三-應用數學 ch1~ch5 
 觀光科 觀三-餐旅產業趨勢探討 

 
C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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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科 觀三-餐飲服務技術進階 CH1-3 

 觀光科 觀三-飲料實務進階 CH1-3 
 觀光科 觀三-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統測模考 110+Unit12 
 觀光科 觀三-職場英文 統測模考 110+第 1-2冊 
 應外科 英一-國語文 B1L1~L3 

應外科 英一-英語文 龍騰英文 L1~L3 
 應外科 英一-英文聽力測驗(佔英二-英語文 20%) Live ABC 九月份雜誌 
 應外科 英一-數學 第一章 
 應外科 英一-英文文法與修辭 Kuso英文法：第 1-3章 
 應外科 英一-初階英文閱讀與寫作 初階英文閱讀 L1~L4 
 應外科 英一-初階英語聽講練習 Unit1~2 
 應外科 英一-資訊科技 職業安全、工作倫理 
 應外科 英一-數位科技概論 ch1、ch2 
 應外科 英一-商業概論 CH1~CH2 
 應外科 英二-國語文 B3L1-L3 
 應外科 英二-數學 1-1~3-1 

應外科 英二-英語文 龍騰英文 L1~R1 
 應外科 英二-英文聽力測驗(佔英二-英語文 20%) 空英雜誌九月份 
 應外科 英二-中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1.中階英文閱讀上冊：U1-U3 
 應外科 英二-數位科技應用 ch1 
 應外科 英三-國語文 B5L2、L4 
 應外科 英三-計算機概論 ch1~ch6 
 應外科 英三-商業理論 CH1-CH3 
 應外科 英三-應用數學 ch1~ch5 
 應外科 英三-英語文 1.L1~L2  2.常春藤 9月份教一教二 
 應外科 英三-新聞英文 常春藤 9月份全/111-109學測考古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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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 
 應外科 英三-中英翻譯 英語進階字彙完全攻略 Chapter1-4 110–109模考翻譯試題 

應外科 英三-職場英文 統測模考 110、Review B1&B2 

資訊科 訊一-國語文 B1L1~L3 
 資訊科 訊一-英語文 龍騰 B1, L.1,2 
 資訊科 訊一-數學 1-1~1-4 
 資訊科 資訊一-資訊科技 ch1至 ch5 
 資訊科 資訊一-C語言程式設計實習 Ch1至 ch3 
 資訊科 資訊一-基本電學 ch1到 ch2 
 資訊科 訊二-國語文 B3L1-L3 
 資訊科 訊二-英語文 東大 B3, L.1,2 
 資訊科 訊二-數學 1-1~2-2 
 資訊科 資訊二-數位邏輯設計 1-1到 3-5 

資訊科 資訊二-電子學 ch1至 ch3-2 
 資訊科 訊三-國語文 B5L2、L4 
 資訊科 訊三-英語文 龍騰 B5,L.1,2 
 資訊科 訊三-數學 ch1~ch4 
 資訊科 資訊三-微電腦週邊電路(微處理) Ch1~Ch3 
 資訊科 資訊三-微電腦應用實習(基電) ch1-ch4 
 資訊科 資訊三-化學 Ch1~Ch3 
 資訊科 資訊三-介面電路控制實習(數位) ch1-ch4 

資訊科 資訊三-電子電路(電子) 第 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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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科 多一-國語文 B1L1~L3 
多媒科 多一-英語文 龍騰 B1, L.1,2 

 多媒科 多一-數學 第一章 
 多媒科 多一-色彩原理 第一章 

多媒科 多一-基本設計實習 第二章 

多媒科 多一-基礎圖學實習 第一.二章 

多媒科 多一-繪畫基礎實習 第二章 

多媒科 多二-國語文 B3L1-L3 
 多媒科 多二-英語文 東大 B3, L.1,2 
 多媒科 多二-數學 1-1~3-1 
 多媒科 多二-表現技法實習 質感 

多媒科 多二-創意潛能開發 1-1~1-3設計定義-主客體 

多媒科 多二-設計圖學 三視圖 

多媒科 多二-造形原理 CH-1 

多媒科 多三-國語文 B5L2、L4 
 多媒科 多三-英語文 龍騰 B5,L.1,2 
 多媒科 多三-應用數學 ch1~ch3 
 多媒科 多三-色彩原理 CH1~2 

多媒科 多三-表現技法進階 統測專二模擬 

多媒科 多三-視覺識別設計 第 1章~第 2章 

多媒科 多三-設計圖學 CH10-展開圖 

多媒科 多三-影音製作實習 CH1~2 

廣設科 廣一-國語文 B1L1~L3 
廣設科 廣一-英語文 龍騰 B1, L.1,2 

 廣設科 廣一-數學 第一章 
 廣設科 廣一-色彩原理 第一章 
 廣設科 廣一-基本設計實習 第二章 

廣設科 廣一-基礎圖學實習 第一.二章 

廣設科 廣一-繪畫基礎實習 第二章 

廣設科 廣二-國語文 B3L1-L3 
 廣設科 廣二-英語文 東大 B3, L.1,2 
 廣設科 廣二-數學 1-1~3-1 

廣設科 廣二-表現技法實習 質感 

廣設科 廣二-創意潛能開發 1-1~1-3設計定義-主客體 

廣設科 廣二-設計圖學 三視圖 

廣設科 廣二-造形原理 CH-1 

廣設科 廣三-國語文 B5L2、L4 
 廣設科 廣三-英語文 龍騰 B5,L.1,2 
 廣設科 廣三-應用數學 ch1~ch3 
 廣設科 廣三-色彩原理 CH1~2 

廣設科 廣三-表現技法進階 統測專二模擬 

廣設科 廣三-數位繪畫表現 第 1章~第 2章 

廣設科 廣三-設計圖學 CH10-展開圖 

廣設科 廣三-影音製作實習 CH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