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高中第四學期◎最完整數學課程規劃 

[陳立數學第四學期正規班課程規劃]
   高二下的數學課程：空間向量、空間中的平面與直線、矩陣、二次曲線，是高中課程難度的極致！這些章

節除了是幾何的延伸外，更加入了最重視觀念的矩陣和最綜合應用的拋物線、橢圓及雙曲線。大量的圖形概念，

考驗對於觀念的套路應用，與判圖、繪圖及分析題目精髓的綜合能力。陳立數學規劃的課程，在於如何幫助同

學建立清晰的觀念、並且推導公式驗證出原理，加強活用，反覆練習、訓練出真正對幾何的超強敏銳度！ 

多元班系 修業時間 超強任課 上課時間 

數學頂資 SG 班 2019 年高中第四學期課程 

均自 1月份寒假開始 

至 2019 年 6月學期結束 

所有課程均為正規進度 

開學不重上 

請同學務必到班上課 

張堯 
每週五 

晚上 18:00 至 21:30

數學台清 A班 高銘 
每週日 

早上 09:00 至 12:30

數學快資 H班 李翔 
每週日 

早上 09:00 至 12:30 

「學測現在不預備，高三鐵定來不及！」 
 全國聯合 � 高二寒假大考集訓班，唯一梯次，必定額滿！ 

   1、僅開一梯次(1/30-2/01)，年年必定額滿，掌握學測勝算！ 

                                  2、避開寒輔，並且全方位提前吸收各主科大考重點！

                                 3、全國級第一線師資授課，完全瞄準學測滿分規劃！

   4、課程共 3 天 6 大堂，不分新舊生一起努力拼學測！ 

陳立數學

◎空間概念

◎空間向量的座標

表示法

◎空間向量內積

◎外積體積行列式

◎空間中的平面

◎空間中的直線

◎三元一次聯立方

程式

◎一次聯立方程式

與矩陣

◎矩陣的運算

◎矩陣的應用

◎線性轉換與方陣

[99 課綱數學第四冊課程內容分析] 

Chapter 1 Chapter 2 Chapter 3 Chapter 4 

大考中心公布新課綱的學測數學科參考試題，高二下內容(線性代數)佔考題的

1/4，但卻是困難度最高、學生掌握度最低的重要單元!!!為了因應課綱的變動，所

有陳立數學的同學都要從高二下起熟練一頭走複習、一邊學習高二下的新進度；讀

書計畫、規律作息、節省時間必然是這階段一定要開始進行的課題。 

 對「新學制」變動，陳立永遠做好充分準備！『關鍵高二，專業帶領前進！』 

◎拋物線

◎橢圓

◎雙曲線

今年寒假壓軸盛事 

高二大考集訓班 



  
 

 

2019 高中第四學期◎最獨特英文課程規劃 
    「英文是不能放棄的科目」，因為英文科的大考成績，已被最多大學校系所採計與加重計分！ 

學測注重閱讀能力，題目取材自各國的新聞、報章雜誌，或是專業領域的期刊中摘錄改寫而來。無論

是文法及單字用法單一正統外，章法結構的連貫性更加專精。因此，張維英文在高二下針對課程內容

設計主軸在於「有效的大幅度提升閱讀能力」，搭配每週必上的即時新聞 CNN，日進有功，不斷地累

積單字、文法、句型實力！ 

張維英文高二 PRU 班的核心課程  
1. 即時 CNN 講解與用字、用法補充 
     週週一回最新的新聞英文，藉由精闢講解學習最正確的單字 

     及句型正統用法，每次上課都能進步、累積課外實力。 

2. 主題式文法教學 
再次建構文法實力為目標，將文法分門別類，藉由情境主題 

引導，使枯燥的文法轉化成最貼近考試的教材。 

3. 翻譯句型技巧練習與作文寫作 
翻譯與作文在學測大考中扮演著是否能拿下滿級分的關鍵！ 

在 PRU 的課程中，同學必須訓練各種題材的寫作技巧，熟練 

中翻英的文法時態與句型結構，累積寫作經驗。 

4. 中高級聽力訓練 
在日益重視的英聽這環，張維英文延續著一貫穩健的必修聽 

力練習，幫助您逐步建立英文聽力的根基。 

5. 高二單字片語實力累積與驗收 
高中基本單字量 7000 個，片語量 1500 個。在課程中除了藉 

由「新英」增添單字量，亦會將所學單字反覆出現在教材內， 

便於重複檢視與驗收單字活用程度。 

6. 定期全省聯合模擬考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全國連鎖的張維英文，提供學生了解與 

各地區英文菁英的差異，精益求精，更加進步。 

 

 

 

 

[張維英文第四學期正規班課程規劃] 

高二英文

PRU 資優班 

修業時間 超強任課 上課時間 

2019 年 1 月寒假起 

至 2019 年 6 月 

完整正規進度 
Amy 

每週(二) 

晚上 18:00 至 21:30 

張維英文 

張維英文重點特色，瞄準學測英文滿級 

 

身為高二生你得想一想， 

你具備多少英文實力？
□●具備(課內外)單字、詞變、片語量

     單字、片語與用字是學英文的根基

□●文法概念清楚，知道考題考的地方

     文法觀念，則是學英文的骨幹 

□●擁有連貫式翻譯與各類寫作能力 

     對於非選擇題能力的掌握度 

□●可高速閱讀、洞悉文章涵義與重點

     只要是大考，考的都是閱讀能力！

□●累積出實力，累積出興趣 

     學英文是人生最重要的投資！ 



2019 高中第四學期◎最專業自然科課程規劃 

陳立高中物理權威 

   高二生不能不知道：『學測』扮演的是大學入學的『門檻』功能，根據所學培養專業。但對於目標鎖定在

國立大學或是熱門校系的同學來說，高二下的物理，才是「剛剛進入」到課程重點的時刻！ 

   第四學期中物理課程進入「萬有引力、功與位能、碰撞專題」，尤其對於理組同學而言，其內容引導學生

深入探究牛頓力學，注重推論的嚴謹性、觀念推導與紮實的計算能力，能讓將來要選擇理工醫為專業的學生建

立古典物理概念的基礎，並進一步銜接新課綱當中「選修物理」的課程。 

[高二物理第四學期◎多元課程規劃]

陳立高中化學專家 

   無論是在舊課綱或是 99 新課綱，化學具備著『難度高』、『題型變化多』、與『學測甄選第二階段必備』

的三大共同特色！而高中化學最重要的主軸就是『有機化合物』。二下雖然重點擺在氣體和化學反應，但整個

課程設計因為課綱採用的是螺旋式主題連貫，所有重要單元均會在各章節內重複出現、並且加深加廣！於是，

要將化學變成您的優勢主科，我們將進度分流，專注統整高一、高二內容，反覆學習必定能精進實力。 

[高二化學第四學期◎多元課程規劃]

多元班系 修業時間 超強任課 上課時間 

物理超前 A班 
<超前進度>

2019 年高中第四學期課程 

均自 1 月份寒假開始 

至 2019 年 6 月學期結束 

所有課程均為正規進度 

開學不重上 

安鎮廷 
每週(日) 

下午 14:00 至 17:00 

物理醫電 S班 
<符合各校進度>

鎮勇 
每週(三) 

晚上 18:20 至 21:30 

多元班系 修業時間 超強任課 上課時間 

化學超前 A班 
<超前進度> 2019 年高中第四學期課程 

均自 1 月份寒假開始 

至 2019 年 6 月學期結束 

之完整正規進度 

黃 冠 

每週(六) 

早上 09:00 至 12:00 

化學正規 T班 
<符合各校進度>

每週(四) 

晚上 18:20 至 21:30 

物理＆化學



              不分文理，全面啟動 
升高三(國文、社會、自然)學測班◎全國聯合早鳥專案 
   藉由學測成績錄取大學的比例已經超過 70％！面對 99課綱升學新模式，除了主科力求滿級分，在第一階

段的篩選規則，「超篩」採計總級分是錄取頂尖校系的關鍵。於是，陳立竭力邀請同業中口碑最佳的『謝逸民

老師』、『徐偉老師』來帶領同學做社會科總複習；並整合出『鎮麟物理』、『李哲化學』、『姜孟希生科』

組成最堅強自然團隊，為同學找到自然科的最佳學測複習方式；最後搭配『立言國文』協助同學突破舊有國文

無範圍可準備的定見，掌握最新最完整的重點整理及考題趨勢，是同學最佳的複習規劃！ 

學測名額極大化＝每個級分都關鍵 
[國文 2019 滿級分甲班] 
週週強力鍛鍊寫作進度，目標鎖定滿級分的獨家國文課程! 
   學測國文命題趨勢，您不能不知道：1、國學常識越考越少。2、非選、寫作比重越拉越高。3、國文頂標與均標差距

越來越大！國文是有範圍且可準備的，透過週週選+非選的高效複習，才是衝刺國文的正確選擇。 

課程規劃 上課時間 

國文滿級分甲班

節省時間，精準複習 

3 月份開始高效率複習規劃 
精心設計完整 35堂課程，題型歸納、深入導讀全面性

提升國文考科實力 

預定每週(六) 

晚 18:00-21:30 

[社會 學測班] 
花最少的時間，完備最繁雜的內容!節省時間全力強攻 15 級分! 
   學測社會科共 72 題，考科中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三科試題所佔比例相當各占 24 題左右，考試內容看似雜亂繁

多，實際上只要掌握重點，並依照老師的主題分類統整，讓所有同學輕鬆且有效率的提前出發，做最完備的社會科複習。 

課程規劃 上課時間 

社會學測班

只開一班，必然額滿 

7 月起全方位課程正式展開 
地理 8堂+歷史 8堂+公民 6堂(+二下 3段複)，共計 3+22 堂 

精準完成所有學測範圍！ 

預定每週(二) 

晚 18:30-21:30 

[自然 學測班] 
全台中唯一，一梯次主題式之自然科總複習班，完全針對性加強! 
   重點學測新聞：大學學測針對自然科的部分修正出題模式，從以往將提高高二出題比例，改變成將焦點放在高一基

礎(高一 58.5%變 62.5%；高二 41.5%變 37.5%)。因此同學更需在意高一、二自然科基礎是否穩固，只有獨立開班才能有

效率的地毯式複習；由於高二內容比重加高，務必要藉由針對課綱所設計的自然科總複習課程，才足以對付學測大考！ 

課程規劃  上課時間 

自然學測班

只開一班，必然額滿 

7 月起全方位課程正式展開 
完成高二正規物化後，再開始地毯式精密複習 

物 10 堂+化 8堂+生物 6堂+地科 4堂+2 模考  共計 30 堂 

預定每週(三) 

晚 18:30-21:30 

學測多元 
2020 學測倒數，怎樣才能笑到最後 

高二下 提前出發(10 堂) 

國學提前完成 

週週寫作練習 

高三上 全力衝刺(18 堂) 

週週主題 歸納統整 

破題立意 結構修辭 

暑假(7 堂) 

核心古文 

完全攻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