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第三次定期評量 補考(一年級範圍)

日期

112/3/29（三）

│

112/3/31（五）

112/5/10（三）

│

112/5/12(五）

112/6/27（二）

│

112/6/30(五）

7月

國文 範圍
B2L1－L4,語一

成語習作第四回

悅讀P41-51，P169-175

B2L5-L7，語二

成語習作第五回

悅讀P52-62，P183-190

B2L8-自學一

成語習作第六回

悅讀P63-73，P193-203

第二冊

英文 範圍
翰林版英語科1下 Unit 1-2

必備英語2000字 Unit 10-12

翰林版英語科1下Unit 3-4

必備英語2000字 Unit 13-15

翰林版英語科1下Unit 5-6

必備英語2000字 Unit 16-18
翰林版英語科1下(全)

數學 範圍 1-1~2-1 2-2~3-2 4-1~5-2 4-1~5-2

歷史 範圍 第2冊第2-4章 第2冊第5-6章 第3冊第1-3章 第2冊全

地理 範圍 B2 CH1~2 B2 CH3~4 B2 CH5~6 B2 CH5~6

公民 範圍 第二冊第四單元～第五單元
第二冊第六單元～第三冊第一

單元
第三冊第二單元～第三單元

第一冊第三單元～第五單

元

生物 範圍 Ch1~2-3 2-4~ch3 Ch4~ch5 下冊全

健教 範圍 1-1～2-1 2-2～3-2 下冊全

揚子高中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國一 定期評量&補考 範圍

科目

列印日期：2023/2/14 04:05 PM



類別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第三次定期評量 補考(二年級範圍)

日期

112/3/29（三）

│

112/3/31（五）

112/5/10（三）

│

112/5/12(五）

112/6/27（二）

│

112/6/30(五）

7月

國文 範圍

B4L4~L6，語二

成語13回

閱讀P103-112，P244-254

B4L7~L10

成語14回

閱讀P113-122，P255-262

B5L1~L4

成語15回

閱讀P123-132，P263-270

B4全

英文 範圍
B4 L3-4 & 2000單字U19-

20

B4 L5-6 & 2000單字U21-

22

B5 L1-2 & 2000單字U23-

24
B4全冊

數學 範圍 1-2~3-2 3-3~3-5 4-1~1-1（5） 3、4章

歷史 範圍 第4冊第3-4章 第4冊第5-6章 第5冊第1-2章 第4冊全

地理 範圍
B4 CH2、全球氣候漫談、

全球氣候判讀
B4 CH3~4 B4 CH5~6 B4 CH5~6

公民 範圍
第四冊第五單元～第五冊

第一單元

第五冊第二單元～第三單

元

第五冊第四單元～第六單

元
第三四冊全

理化 範圍 第1、2章 第3、4章 第5、6章 第四冊全

揚子高中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國二 定期評量&補考 範圍

科目

列印日期：2023/2/14 04:05 PM



類別 模擬考 第一次定期評量 模擬考 第二次定期評量 模擬考 補考(三年級範圍)

日期

112/2/21（二）

│

112/2/22（三）

112/3/29（三）

│

112/3/31（五）

112/4/6（四）

│

112/4/7（五）

112/5/1（一）

│

112/5/2（二）

112/4/20（四）

│

112/4/21（五）

112/5/23(二)

國文 範圍 第1～5冊

橘子4-12單元，

B1-B6，課外閱讀

，成語

第1～5.5冊

橘子13-20單元，

B1-B6，課外閱讀

，成語

第1～6冊 B6全

寫作測驗 範圍 引導式寫作 × 引導式寫作 × 引導式寫作 ×

英文 範圍
第1～5冊

（含英聽測驗）
第1~5.5冊

第1～5.5冊

（含英聽測驗）
第1~6冊

第1～6冊

（含英聽測驗）
第六冊全

數學 範圍 第1～5冊 B1~B4 第1～5.5冊 B1~B6 第1～6冊 B1~B6

歷史 範圍 第六冊全 第1~6冊全 第1~6冊全

地理 範圍 複習B1~3 複習B4~6 複習B4~6

公民 範圍 第五～六冊全 第一～六冊全 第五～六冊

社會科 範圍 第1～5冊 × 第1～5.5冊 × 第1～6冊 ×

理化 範圍
第六冊第二章、

第三冊全
第四冊～第五冊 第三冊～第六冊

生物 範圍 第七~八章 第九章 第七~九章

地科 範圍

ko第四單元大氣

的結構與運動4-

1~4-4全

ko全冊第一~第五

單元

ko全冊第一~第五單

元

自然科 範圍 第1～5冊 × 第1～5.5冊 × 第1～6冊 ×

揚子高中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國三 定期評量、模擬考、補考 範圍

科目

列印日期：2023/2/14 04:05 PM



類別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第三次定期評量 補考(下學期範圍)

日期

112/3/29（三）

│

112/3/31（五）

112/5/10（三）

│

112/5/12(五）

112/6/27（二）

│

112/6/30(五）

7月

國文 範圍
第二冊1～4課

成語ㄈ、ㄉ

第二冊5～8課

成語ㄊ、ㄋ、ㄌ

第二冊9～12課

成語ㄍ、ㄎ、ㄏ
第二冊全

英文 範圍

Book2 L1-R3

文法書U4

單字書U13-16

Book2 L4-R2

文法書U5

單字書U17-20

Book2 L7-R3

文法書U6

單字書U21-24

第二冊

數學 範圍 寒輔進度-3-1 3-2~3-4 4-1~4-3 第二冊第四章

歷史 範圍 6.1（一）~2.1（二） 2.2~4.1 4.2~6.1 1~5章

地理 範圍 B2 CH1~3 B2 CH4~5 B2 CH6~7 B2 CH6~7

公民與社

會
範圍 (一)6~7、(二)1 (二)2~3 (二)4~5 1~2冊

物理 範圍 第4章 第5章 第6章 第4~6章

化學 範圍 3-1~3-3 3-4~4-1 4-2~4-4 化學(全)CH4

地科 範圍 龍騰地球科學第一章~第二章 龍騰地球科學第三章~第五章 龍騰地球科學第六章~第七章 龍騰地球科學全冊

研究方法 範圍 報告 報告

科目

揚子高中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高一 定期評量、補考 範圍

列印日期：2023/2/14 04:05 PM



類別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第三次定期評量 補考(下學期範圍)

日期

112/3/29（三）

│

112/3/31（五）

112/5/10（三）

│

112/5/12(五）

112/6/27（二）

│

112/6/30(五）

7月

國文 範圍 (四)L1+L7至L10+成語ㄓ
(四)L11+猛狗社鼠 

(五)L1至L2+成語ㄔㄕ
L3至L6+成語ㄖㄗ 第四冊文言文

英文 範圍

L1-L3+R1,高頻單字

Unit13-16，英作文：看

圖說故事

Kuso ch11

L4-6+R2，高頻單字

Unit17-20，英作文：敘

述文

Kuso ch12

L7-9+R3,高頻單字

Unit21-24，英作文：書

信寫法

Kuso ch13

Book4 L5-L9

數學 範圍
數A：單元4至7

數B：單元3至5

數A：單元8至10 

數B：單元6至8

數A：第五冊單元1至2

數B：第五冊單元1至2

數A：第四冊全 

數B：第四冊全

歷史 範圍
自然組：4.2~6.3(二)

社會組：4.1~6.3(三)

自然組：1.1~2.2

社會組：1.1~3.3

自然組：3.1~4.3

社會組：4.1~4.4（選）

1~2章（一）

自然組：1~4章（三）

社會組：1~4章（選）

地理 範圍
社會組：B3 南亞、漠南

非洲
社會組：複習單元1~5 社會組：複習單元6~10 社會組：複習單元6~10

公民與社

會
範圍 社會組：(三)5~6 社會組：第一冊1~3 社會組：第一冊4~6 社會組：第三冊

物理 範圍 自然組：萬有引力. 動量
自然組：動量. 角動量. 

功與動能

自然組：功與動能. 力學

能守恆. 碰撞

自然組：動量. 角動量. 

功與動能. 力學能守恆.

化學

(探究)
範圍

自然組：第一章原子的構

造

自然組：第二章化學鍵結

社會組：老師自行宣布

自然組：第三章化學反應

速率

社會組：報告

自然組：第三章化學反應

速率

社會組：老師自行宣布

生物 範圍 自然組：1-1～2-2.3 自然組：3-1～3-3 自然組：4-1.1～4-4 自然組：高二下（全）

專題製作 範圍
備審資料報告:封面.個人

履歷.中英文自傳

備審資料報告:讀書計畫.

個人得獎事蹟與經歷
個人備審資料完整報告 個人備審資料完整報告

揚子高中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高二 定期評量、補考 範圍

科目

列印日期：2023/2/14 04:05 PM



類別 第一次定期評量 模擬考(選考) 第二次定期評量 模擬考(選考) 補考(下學期範圍)

日期

112/3/29（三）

│

112/3/31（五）

112/4/11（二）

│

112/4/12（三）

112/5/1（一）

│

112/5/2（二）

112/5/11（四）

│

112/5/12（五）

112/5/24(三)

國文 範圍 章回小說選 × 詞曲選 × 章回小說選及詞曲選

英文 範圍 多益考試範圍 × 多益考試範圍 × 多益考試範圍

數學 範圍

數甲上ch2、ch3

數乙上ch2、數乙下

ch1~ch2

第1～5.5冊
數甲下ch1、ch2

數乙下ch3-1~3-3
第1～6冊

數甲下全

數乙下全

物理 範圍 電流磁效應. 電磁感應 第1～5.5冊 近代物理全部 第1～6冊
電流磁效應. 電磁感

應. 近代物理

化學 範圍
選修4,第一章氧化還原

，第二章金屬與非金屬
第1～5.5冊

選修5第一章有機化合

物，第二章有機聚合物

，

第1～6冊 有機化合物

生物 範圍
選修lll Ch. 4~選修lV 

Ch. 1
第1～5.5冊 選修lV Ch. 2~3 第1～6冊 選修lV 全

地科 範圍 第1～5.5冊 第1～6冊

歷史 範圍 選修一1.2.4章 第1～5.5冊 選修一、二 第1～6冊 選修一、二

地理 範圍
選修॥社會環境議題

CH1、3、4
第1～5.5冊

選修॥社會環境議題

CH5、6、7、8
第1～6冊

選修॥社會環境議題

CH5、6、7、8

公民與

社會
範圍 選修上冊 第1～5.5冊 選修下冊 第1～6冊 公民選修上下

揚子高中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高三 定期評量、模擬考、補考 範圍

科目

列印日期：2023/2/14 04:05 PM



類別 第一次定期評量 第二次定期評量 第三次定期評量 補考(下學期範圍)

日期

112/3/29（三）

│

112/3/31（五）

112/5/10（三）

│

112/5/12(五）

112/6/27（二）

│

112/6/30(五）

7月

國文 範圍
B4 L2、L4~6、閱讀

P176~207
B4 L7~9、閱讀P208~223

B4 L10、B5 L1~L3、閱讀

226~241
第四冊古文

英文 範圍 同普通科 同普通科 同普通科 同普通科

數學 範圍 1-1~1-4 1-5~2-3 3-1~3-3 第四冊

商業實

務
範圍 第6章 第7~8.3章 第8~10章 第6至8章

數位科

技應用
範圍 下冊第1章至第4章 下冊第5章至第7章 下冊第8章至第11章 下冊第6章至第11章

進階英

文閱讀

與寫作

範圍
Reading Smart 中高級篇 

Section 1 Unit 1~3

Reading Smart 中高級篇 

Section 1 Unit 4~6

Reading Smart 中高級篇 

Section 1 Unit 

7~8&Section 2 Unit 1~2

Reading Smart 中高級篇 

Section 1 Unit 1~8 & 

Section Unit 1~2

地理 範圍 CH4 CH5 CH6 CH6

日文 範圍 第二冊 第6~7課 第二冊 第8~9課 第二冊 第10~11課 第二冊 第6~11課

揚子高中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高二和 定期評量、補考 範圍

科目

列印日期：2023/2/14 04:05 PM



類別 複習考 第一次定期評量 模擬考 第二次定期評量 模擬考 補考(下學期範圍)

日期

112/2/16（四）

│

112/2/17（五）

112/3/29（三）

│

112/3/31（五）

112/3/14（二）

│

112/3/15（三）

112/5/1（一）

│

112/5/2（二）

112/4/10(一）

│

112/4/11(二)

112/5/24(三)

國文 範圍 應英科公告 第一冊到第4冊複習 應英科公告 第1冊到第6冊複習 應英科公告 第6冊

英文 範圍 應英科公告 L1-L2 應英科公告 L3-L4 應英科公告 L1-L4

數學 範圍 應英科公告 單元10至12 應英科公告 單元13至14 應英科公告 單元10至14

商業實

務
範圍 應英科公告 第6至7章 應英科公告 全冊 應英科公告 第6至8章

數位科

技實務
範圍 應英科公告

數位科技應用總複習

第一章至第十四章
應英科公告

數位科技應用總複習

第七章至第十四章
應英科公告

數位科技應用總複習

第七章至第十四章

英文閱

讀與寫

作

應英科公告
時事閱讀,翻譯與寫作

1~6
應英科公告

時事閱讀,翻譯與寫作

7~12
應英科公告 翻譯與寫作1~12

揚子高中 111學年度 第2學期 高三和 定期評量、模擬考、補考 範圍

科目

列印日期：2023/2/14 04:05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