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お知らせ

　駿台文庫刊『新理系の化学問題 100 選＜新装版＞』第 3 刷（2017 年 10
月 10 日発行）以降におきまして，本文中の参照頁は『新理系の化学（上）

（下）』各四訂版対応のものです。三訂版対応の参照頁は以下のようになり
ます。なお，三訂版と四訂版で参照頁が変わらない箇所は割愛しました。

『新理系の化学問題 100 選
＜新装版＞』
該当頁・箇所※

『新理系の化学（上）（下）』
四訂版参照頁

（本書に記載）

『新理系の化学（上）（下）』
三訂版参照頁

p.26 （上）79 （上）69
p.52 （下）91 （下）95
p.74 （下）162 ～ 164 （下）160
p.76 （下）220 ～ 229 （下）177 ～ 181
p.81 （下）23 ～ 28 （下）23 ～ 26
p.82 （下）22 ～ 28 （下）22 ～ 26，34 ～ 35
p.84 （下）34 ～ 35 （下）24 ～ 28，32
p.87 （下）36 ～ 51 （下）36 ～ 41，45
p.92 （下）35，36，55，56 （下）49 ～ 51
p.99 （下）65 ～ 69，75，76 （下）57 ～ 60
p.101 （下）59 ～ 65 （下）53 ～ 57
p.106 （下）79 ～ 81 （下）80，81
p.109 （下）82，100，

（上）168，203
（下）82，91，
（上）167

p.110 （下）106，107 （下）102，103
p.113 （下）82，83，93 （下）83，97
p.114 （下）83 ～ 84，95 ～ 96 （下）83 ～ 84
p.116 （下）96 （下）97 ～ 98
p.118 （下）77，78，108 ～ 109 （下）77，78，105 ～ 106
p.119 右・上から 24 行目（下）176 （下）152
p.120 （下）110 （下）109，110
p.122 （下）78，112 （下）113 ～ 115
p.123 左・上から 19 行目（下）268 （下）242
p.123 右・上から 29 行目（下）219 （下）220
p.125 （下）113 ～ 115 （下）116



『新理系の化学問題 100 選
＜新装版＞』
該当頁・箇所※

『新理系の化学（上）（下）』
四訂版参照頁

（本書に記載）

『新理系の化学（上）（下）』
三訂版参照頁

p.126 （下）121 ～ 123，140 ～
145，156

（下）104 ～ 105，110 ～
113，160

p.127 左・上から 10 行目（下）121～133，204～207（下）122～134，183～189
p.127 左・上から 20 行目（下）128 ～ 129 （下）130
p.127 左・上から 29 行目（下）129 ～ 131 （下）132
p.127 右・上から 28 行目（下）152 （下）151
p.128 （下）144 ～ 145 （下）144 ～ 146
p.129 （下）140～141，131，192（下）141～142，132，192
p.129 左・上から 18 行目（下）140 ～ 141 （下）141 ～ 142
p.130 （上）79 ～ 81 （上）79，80
p.131 （下）148 ～ 152，155 （下）149 ～ 152，177
p.132 （下）148 ～ 152，144 ～

145，155，184 ～ 185
（下）149 ～ 152，144 ～
146，165

p.133 （下）148～164，202～207（下）148，231
p.134 （下）140～164，202～207（下）141 ～ 163
p.136 （下）162，179，189，

269，271
（下）157，158，176，
243，244

p.138 （下）124，162 （下）125
p.139 （下）167 ～ 177 （下）144 ～ 152
p.139 左・上から 7 行目 （下）167 （下）166
p.139 左・上から 25 行目（下）170 （下）168
p.140 （下）167 ～ 179 （下）166 ～ 175
p.141 （下）148～156，166～178（下）173
p.142 （下）166～179，192～207（下）176
p.143 （下）166～179，192～207（下）194
p.144 （下）148 ～ 207 （下）176，151，224
p.144 左・上から 11 行目（下）179 （下）176
p.145 （下）209 ～ 219 （下）211 ～ 221
p.146 （下）209 ～ 219 （下）211 ～ 221
p.148 （下）209 ～ 219，

（上）100 ～ 104
（下）211



『新理系の化学問題 100 選
＜新装版＞』
該当頁・箇所※

『新理系の化学（上）（下）』
四訂版参照頁

（本書に記載）

『新理系の化学（上）（下）』
三訂版参照頁

p.149 （下）220 ～ 229 （下）222 ～ 224
p.150 （下）225 （下）223
p.151 （下）222 （下）224
p.152 （下）227 ～ 229 （下）226 ～ 228
p.154 （下）230 ～ 235 （下）229 ～ 232
p.156 （下）230 ～ 235 （下）229 ～ 232
p.158 （下）146，184，219 （下）68，139
p.160 （下）247 ～ 259 （下）233 ～ 238
p.161 （下）247 ～ 259 （下）233 ～ 238
p.162 （下）258 （下）238
p.164 （下）219，251 （下）219，251
p.165 （下）265 （下）239
p.166 （下）267，268 （下）241，242
p.169 （上）132 ～ 136，

（下）266
（上）132 ～ 135，
（下）240

p.170 （下）269 ～ 273 （下）243，244
p.173 （下）199，269 （下）243
p.174 （下）179，268，269 （下）176，242，244
p.179 （下）171，176，200，273 なし
p.181 （下）247 ～ 259 （下）233 ～ 238
p.183 （下）236 ～ 246 （下）226
p.184 （下）262 ～ 264 なし
p.186 （下）77，108 ～ 110 （下）77，109，110
p.189 （下）77，24，27，28，32 （下）77，78，24，28，32
p.193 （下）35，55，56，65 ～

67，75 ～ 76
（下）35，55，56，65 ～
67

※　行数は解説部分のみを数えたものです。行数の記載のない頁は，解説
の最上部が該当箇所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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