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基隆高中
110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第一次段考普通班各科考試範圍 

下表各考科範圍僅供參考，如有疑問，請詢問任課老師 

高一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第一、三課、孟子(一)，第二課:  丁

挽(閱讀)  
公民 第一章、第二章 

英文 
L1 & L2全 + L3 & Review Ⅰ 

自讀 (L3單字片語文法) 
化學 1-1至 2-1 

數學 Ch1 ～ Ch2 生物 第一章 

歷史 1-1～2-2 地科 第一章、第二章 

地理 chap1-3 物理 第一章 ～ 第二章 

 

高二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第二、三、四課，第一、五閲測 公民 第一課~第二課 

英文 
U1/U2全+U3/Review I 

自讀(U3單字片語) 
物理(自) 1-2章 

數學 A CH1-1～CH2-1 
化學 第一章 

數學 B 第一、二章 

歷史 1-1~2-1   

 

高三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繳交備審資料 公民 L1、L3、L5 

數學(自) 單元一～三 物理 
選物(Ⅳ)： C h.1 & Ch.3 選物

(Ⅴ)： C h.1 

數學(社) 數乙上 第 1-2 單元 化學 
化學Ⅳ   第 2章全 

化學Ⅴ   第 1章全 

歷史 1~3章 生物 選生三第一~第四章 

地理 
社會環境議題：L7.L8 

空間資訊科技：L1.L2 
  

  



國立基隆高中
110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第二次段考普通班各科考試範圍 

下表各考科範圍僅供參考，如有疑問，請詢問任課老師 

高一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第六、七、九課、孟子(二) ，第四

課:從占星術到天文學(閱讀) 
化學 2-2至 4-1 

英文 
L4 & L6全 + L5 & Review Ⅱ自讀 

(L5單字片語文法) 
生物 2-1至 2-3 

數學 Ch3 地科 第三章~第四章 

歷史 3-1～4-3 體育 全冊 

地理 chap4-5 物理 第三章 ～ 第四章 

公民 第三章~第四章   

高二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第六、七、九、課，第八閲測 公民 第三課~第四課 

英文 
U5/U6全+U4/Review II 

自讀(U4單字片語) 
物理(自) 3-4章 

數學 A CH2-2～CH3-3 
化學(自) 第二章 

數學 B 第三章  

歷史 2-2~4-1 體育 全冊 

高三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個人創作繳交 物理 選物(Ⅴ)： C h.2～Ch.3 

數學(自) 單元四～五 化學 
化學Ⅳ、第 2章全 

化學Ⅴ、第 1章全、第 2章全 

數學(社) 數乙下 第 5 單元 生物 
選生三第五章 

選生四第一~第三章 

歷史 第 4章 國防 第 1、2章 

地理 
空間資訊科技： 

L3～L5 
體育 全冊 

公民 L6~L7   

 

  



國立基隆高中
110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期末考普通班各科考試範圍 

下表各考科範圍僅供參考，如有疑問，請詢問任課老師 

高一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第八、十、十一課、孟子(三) ，第五課:玉山去

來(閱讀) 
公民 第五章、第六章 

英文 
L8 & L9全 + L7 & Review Ⅲ自 

讀 (L7單字片語文法) 
化學 4-2至 5-3 

數學 Ch4 生物 2-4至 3-3 

歷史 5-1～6-3 地科 第五章~第六章 

地理 chap6-7 物理 第五章~第六章 

高二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第十一、十二、文教一， 

第十、文教二閱測 
歷史 4-2~6-3 

英文 
U8/U9全+U10/Review III  

自讀(U10單字片語) 
公民 第五課~第六課 

數學 A CH4-1～CH4-3 物理(自) 5-6章 

數學 B 第四章 化學(自) 第三章 

  



國立基隆高中
110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學期補考普通班各科考試範圍 

下表各考科範圍僅供參考，如有疑問，請詢問任課老師 

高一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全學期進度範圍 公民 全冊 

英文 第二冊全 化學 全冊習作 

數學 第二冊(全) 生物 基礎生物全冊 

歷史 全冊 地科 全冊 

地理 第二冊 全冊 物理 第一章~第六章 

高二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國文 第一、二、三次月考範圍 公民 第三冊全冊 

英文 第四冊全 物理(自) 全冊 

數學 A 數Ａ第四冊全 
化學(自) 全冊 

數學 B 數學(4B)全冊 

歷史 全冊   

高三各科考試範圍 

科目 範圍 科目 範圍 

數學(自) 數甲下單元 1~單元 5 物理 第一章～第三章第一節 

數學(社) 第一次與第二次段考範圍 化學 
化學Ⅳ   第 2章全 

化學Ⅴ   第 1章全、第 2章全 

歷史 全冊 生物 選修三，四 

地理 前兩次段考範圍 國防 全冊 

公民 L1，L3，L5，L6，L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