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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 

國中部二年級各科暑假作業一覽表 
科目 作業內容（張數） 備註 

國文 閱讀心得兩篇。 指定書單 20本選 2本 

(見 P.3附件) 

英語 1.複習 B1~B2全 

2.預習 B3L2 

3.閱讀大英雜誌 7 月份 

 

數學 1.複習數 B3 1-1 、預習 B3 1-2 

2.完成數卷兩張、完成數課本 B3 P21-34 

 

理化 背原子序 1~30中、英文元素符號  

生物 1.預習生物 B.2 CH.4-5 

2.複習生物 B.1、B.2 

1.暑輔上課範圍 

2.開學成就測驗範圍 

公民 複習 B1~B2全 1.暑輔考 B1 

2.開學第一週成就測驗

B1~B2 

地理 複習 B1~B2(全) 開學第一週複習考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 

國中部三年級各科暑假作業一覽表 
科目 作業內容（張數） 備註 

國文 大滿貫-主題探索<國文>單元壹,貳,拾肆(共 3單元)  

英語 麻辣複習講義 Unit 1~Unit 5+第 1~2冊、7月份大英  

數學 百分百複習講義單元 1~7  

理化 雙向講義第一~五單元 8/6 考二上理化全 

生物 雙向溝通講義 ch1~ch5  

地科 1.加入線上課程[109 國三地科]課程代碼： 

國三甲 4tr6vpt              國三乙 yhwq7xw 

國三丙 eu2qodg            國三丁 c6vi6zs 

國三戊 siprfa6              國三己 ip6i3pk 

國三庚 u6svikc                 

2.與某種自然景觀合照：拍攝 1~2張與戶外自然景觀的合照

（風景、地形、化石、岩石、天氣、雲朵皆可），照片內必須

本人出現且完整露臉，註明時間、地點，點開自己班級的

google簡報檔，將照片貼入自己座號的頁面，並按照簡報檔範

例把文字打好儲存，完成繳交。 

3.暑輔上課時每位同學需進行照片介紹和口頭說明照片地點和

照片內容，佔作業成績的 30%。 

暑輔時要上台報

告 

歷史 KO總複習講義單元 1~3 暑輔考 

公民 1.背誦總統五院職權講義 2.完成複習講義國一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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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 

高中部二年級各科暑假作業一覽表 
科目 作業內容 備註 

國文 課本 第二冊複習 

成語精通 P.156~167 

 

英語 高二甲： 

1.繼續完成本學期英語話劇學習單(學習歷程認證之用) 

2.閱讀至少三篇 Breaking News 網頁新聞 (同學可依自己程度

level 1~6與興趣選擇) 

https://breakingnewsenglish.com/ 

高二乙：每日閱讀 CNN 5 things 

請點選以下連結 輸入 email訂閱（subscribe） 

https://edition.cnn.com/specials/5-things 

 

數學 閱讀數學書籍並撰寫 600字心得，以 A4紙張印出，開學繳交。 

可參考下列推薦書單： 

https://www3.math.sinica.edu.tw/mrpc_jsp/book/default.jsp 

 

物理 影片心得上傳 各班公告 

化學 複習  高一 化學講義 CH5 所有題目  

生物 
複習 生物(全) 

開學成就測驗

範圍 

 

 

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 

高中部三年級各科暑假作業一覽表 
科目 作業內容 備註 

國文 課本第一~二冊複習， 

漸進式閱讀第 2~3 回(完成練習題)， 

搶救國文大作戰第 6~8回 P.56~88。 

 

英語 每日閱讀 CNN 5 things 

請點選以下連結 輸入 email訂閱（subscribe） 

https://edition.cnn.com/specials/5-things 

 

數學 21周複習寫到數列級數單元  

物理 1.複習講義 p168~173 完成 

2.準備學測範圍，暑輔上課考。 

 

化學 完成複習講義 新關鍵 重點一  所有題目  

生物 複習基本生物第一章(自編講義 p1~18)  

地科 1.複習高一地科課本第 1、3、5、7章， 

2.找出高中地科課本上、下冊、筆記本，暑輔時帶來學校 

3.完成複習講義「地球科學嘿皮 GO」第 1~5章 

暑輔進行測驗考 

地理 複習學測複習講義 單元 1~單元 2  開學第一週複習考 

 

  

https://breakingnewsenglish.com/
https://edition.cnn.com/specials/5-things
https://www3.math.sinica.edu.tw/mrpc_jsp/book/default.jsp
https://edition.cnn.com/specials/5-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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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9-1 七升八年級國文科暑期作業閱讀 20 書單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1.  臺灣味道 焦桐 二魚文化 

2.  時間管理：先吃掉那隻青蛙 博恩‧崔西 SMART智富 

3.  給中學生的時間管理術 謝其濬 親子天下 

4.  典範的力量：20世紀經典人物

誌 

林衡哲 麥田出版社 

5.  桂花雨 琦君 【各家版本皆

可】 

6.  琦君說童年 琦君 三民 

7.  跟著節氣去旅行：親子共享自

然的 24個旅程 

范欽慧 遠流 

8.  放學了！14個作家的妙童年 朱天心、張曉風

等 

國語日報 

9.  最想問孔子老師的 101個問題 王鈞林等 如果出版社 

10.  論語不一樣 王溢嘉 有鹿文化 

11.  城南舊事 林海音 【各家版本皆

可】 

12.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

里 

【各家版本皆

可】 

13.  過一個歡樂的宋朝新年 李開周 時報出版社 

14.  我的山居動物同伴們 朱天衣 麥田出版社 

15.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嚴長壽 寶瓶文化 

16.  目送 龍應台 【各家版本皆

可】 

17.  臺灣當代旅行文選 胡錦媛 二魚文化 

18.  在西拉雅呼喊全世界：褚士瑩

發現臺灣之旅 

褚士瑩 大田出版社 

19.  11元的鐵道旅行 劉克襄 遠流出版 

20.  男人的菜市場 劉克襄 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