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段考日程表 

高一 

時間 110/12/1 第一天 110/12/2 第二天 110/12/3 第三天 

08:00 – 08:50 (50分) 自習 自習 自習 

09:00–10:00 (60分) 

09:00–10:10 (70分) 
歷史 

 單：化學 (70分鐘) 
雙：物理 (70分鐘) 

地理 

10:40 – 11:50 (70分) 
單：生物 
雙：地科 

英聽 
(播畢後 5分鐘收卷) 

國文寫作測驗 
10:40-11:30(50分鐘) 

13:00 – 13:50 (50分) 自習 自習 自習 

14:10–15:30 (80分) 數學 英文 國文 

15:30 – 15:50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備註：國文寫作測驗、高一英聽為榮譽考試。 

 

高二  

時間 110/12/1 第一天 110/12/2 第二天 110/12/3 第三天 

08:00 – 08:50 (50分) 自習  自習 

09:00–10:00 (60分) 歷史 
自習 

(213) 

公民與 

社會 

自習 

(213) 

國文寫作測驗 
09:00-09:50(50分鐘) 

10:40 – 11:50 (70分) 
選修物理 

(210、213) 
自習 

選修生物 

(211－214) 
自習 

選修化學 

(210-214) 
自習 

13:00 – 13:50 (50分) 自習 自習 
英聽 

(播畢後 5分鐘收卷) 

14:10–15:30 (80分) 
數學 A 

(207-214) 
數學 B 

(201-206) 
英文 國文 

15:30 – 15:50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備註：國文寫作測驗、高二英聽為榮譽考試。  

 

高三 

時間 110/12/1 第一天 110/12/2 第二天 110/12/3 第三天 

08:00 – 08:50 (50分) 自習 自習 自習 

09:00–10:00 (60分) 

09:00–10:10 (70分) 

公民 
(301-308) 
60分鐘 

生物 
(310-314) 
70分鐘 

歷史 
(301-308) 
60分鐘 

物理 
(309-314) 
70分鐘 

地理 
(301-308) 
60分鐘 

化學 
(309-314) 
70分鐘 

10:40 – 11:50 (70分) 
地科 

(309、313) 
自習 

國文寫作測驗 
10:40-11:30(50分鐘) 

13:00 – 13:50 (50分) 
英文作文 

13:00-13:40(40分鐘) 
英聽 

(播畢後 5分鐘收卷) 
自習 

14:10–15:30 (80分) 
數學甲 

(309-314) 
數學乙 

(301-308) 
英文 國文 

15:30 – 15:50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備註：國文寫作測驗、高三英聽、高三英文作文為榮譽考試。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段考日程表 

115體育班 

時間 110/12/1 第一天 110/12/2 第二天 110/12/3 第三天 

08:00 – 08:50 (50分) 自習 自習 自習 

09:00–10:00 (60分) 歷史 地理 自習 

10:40 – 11:50 (70分) 自習 自習 
國文寫作測驗 

10:40-11:30(50分鐘) 

13:00 – 13:50 (50分) 自習 自習 自習 

14:10–15:30 (80分) 數學 英文 國文 

15:30 – 15:50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備註：國文寫作測驗為榮譽考試。 

 

215體育班 

時間 110/12/1 第一天 110/12/2 第二天 110/12/3 第三天 

08:00 – 08:50 (50分) 自習 自習 自習 

09:00–10:00 (60分) 地理 公民與社會 
國文寫作測驗 

09:00-09:50(50分鐘) 

10:40 – 11:50 (70分) 自習 自習 生物 

13:00 – 13:50 (50分) 自習 自習 自習 

14:10–15:30 (80分) 數學 B 英文 國文 

15:30 – 15:50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備註：國文寫作測驗為榮譽考試。  

 

315體育班 

時間 110/12/1 第一天 110/12/2 第二天 110/12/3 第三天 

08:00 – 08:50 (50分) 自習 自習 自習 

09:00–10:00 (60分) 歷史 自習 自習 

10:40 – 11:50 (70分) 自習 自習 
國文寫作測驗 

10:40-11:30(50分鐘) 

13:00 – 13:50 (50分) 
英文作文 

13:00-13:40(40分鐘) 
英聽 

(播畢後 5分鐘收卷) 
自習 

14:10–15:30 (80分) 數學乙 英文 國文 

15:30 – 15:50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環境整理統一放學 

▓備註：國文寫作測驗、高三英聽、高三英文作文為榮譽考試。  

                                         110.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