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教學活動資料 

班級：112-121 科目：公民與社會 教科書版本：龍騰乙版 

每週時數：2 小時 任課教師：蘇青葉、陳光耀 

課程目標： 

 

教學目標： 

 

教學計畫與內容：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 8/30-9/2 

28祖父母節。29備課日、期初教務

會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圖書館

工作會議、學務會議暨導師會議、期

初校務會議、各科教學研究會。30

開學日、教科書發放、高一新生選社

開始、第 1學期午餐補助申請開始。

31跨班選修課程期初會議、公布跨班

選修選課結果。1高二跨班選修課開

始。2高三、高一跨班選修課開始、

社團博覽會。1-2班級幹部講習。 

L1 公民身分與普
世人權 

L1 學習手冊 

 

2 9/5-9/9 

5-30 北市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校

內初選。5-6 高三第一次學測模考。6

高一新生選社截止、高一二導師自主學

習社群共備研習。7 校內環境知識競

賽。9中秋節。 

L1 公民身分與普
世人權 

L1 學習手冊 

 

3 9/12-9/16 

12全校防災演練(無預警)、國語文競

賽報名開始、高三班輔:多元入學方案

說明(社團)、高三班際籃球賽。14英

文作文比賽、校內環境知識研討講座。

16高一新生轉社申請開始。17學校

日。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L2 國家主權與認
同 

L2 學習手冊 

 

4 9/19-9/23 

19英文單字比賽初賽。20高一新生轉

社申請結束(12:30鐘聲響畢截止)。21

全校防災演練、字音字形比賽。22-28

敬師週。23大學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

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L2 國家主權與認
同 

L2 學習手冊 

 

5 9/26-9/30 

26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英文演

講比賽。28英文單字比賽複賽。1臺北

市環境知識競賽。 

L3 媒體、網路與
公共生活 

L3 學習手冊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6 10/3-10/7 

3高一新生 X光檢查(13:30-16:00)、

高二作文比賽、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施測。5高一新生心臟病篩檢。6高一

新生尿液初檢。十月生命教育月。 

L3 媒體、網路與
公共生活 

L3 學習手冊 

 

7 10/10-10/14 

10國慶日、閱讀心得寫作截止收件(中

午 12:00)。13-14全校第一次期中考。

14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開始。15代聯

會校慶舞會、小論文比賽截止收件(中

午 12:00)。 

第一次期中考  

 

8 10/17-10/21 

17 校內科展開始報名、高一高三作文

比賽。20 閩南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

一新生尿液複檢。22大考英聽測驗(第

一次)。高一實施興趣量表測驗。 

L4 民主治理與公
民參與 

L4 學習手冊 

 

9 10/24-10/28 

26-28高一新生健檢。27客語、原住民

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一實施興趣量表

解釋。 

L4 民主治理與公
民參與 

L4 學習手冊 

 

10 10/31-11/4 

31高二法治教育講座、書法比賽。1-2

高三第二次學測模考。2高一國語朗讀

比賽。3高二國語朗讀比賽。4臺北市

學生音樂比賽結束。5-13 2022年第三

屆臺灣科學節。 

L5 政府組成與運
作 

L5 學習手冊 

 

11 11/7-11/11 

7高二班際籃球賽。10 國語演講比賽。

11第二外語朗讀暨日語演講比賽。高

一性向測驗解釋、甄選入學高三家長說

明會。 

L5 政府組成與運
作 

L5 學習手冊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L5 政府組成與運
作 

L5 學習手冊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14 11/28-12/2  L6 社會安全制度 L6 學習手冊  

15 12/5-12/9 
5高一班際桌球賽。7教科書書評會。

10大考英聽測驗(第二次)。 
L6 社會安全制度 L6 學習手冊 

 

16 12/12-12/16 
12期末教務會議、高一校園愛滋防治

講座。14-15高三第三次學測模考。 
分組討論、報告  

 

17 12/19-12/23 

19數學盃英雄榜競賽、期末轉社申請

開始。19-20高一、高二作業抽查。19-22

期末教學研究會。 

L7 文化與社會規
範 

L7 學習手冊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L7 文化與社會規
範 

L7 學習手冊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學習歷程檔案作
業 

 
 

20 1/9-1/13 

9-13全校第二學期跨班選修選課。

12-13全校實施遠距教學（13高三參加

學測）。13-15大學學測。 

總復習  

 

21 1/16-1/20 

17-18高一高二期末考。19休業式、期

末大掃除、期末轉社申請結束(12:30

鐘聲響畢截止)。20調整放假(7補班補

課)、寒假開始。21-29春節連假。 

第三次期末考  

 

 

作業內容： 

1. 學習手冊 

2. 分組報告作業 

3.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 

評量方法： 

1. 第一二次期中考各占 20% 

2. 平時成績：小考、個人報告、分組報告 30% 

3. 期末考占 30%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教學活動資料 

班級：201~222 科目：公民與社會 教科書版本：三民版 

每週時數：  2 小時 任課教師：張晏豪、楊聖怡、陳孟愷、莊明鴻 

課程目標：旨在培養學生在「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等三面向上能活用在

本冊所提及的社會規範與國際人權認知，民主正當性與權利主體間的關係，並且熟知憲政主

義精神，同時對行法法的依法行政與權利救濟、刑法中的犯罪與刑罰、政府資源分配及外部

成本引發的問題做探討。 

 

教學目標：熟知各課主要內涵與觀念，對於補充知識增加理解，並鼓勵同學思考與之相關的

社會問題與事件，以活用課本知識具有思辨的能力 

 

教學計畫與內容：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 8/30-9/2 

28祖父母節。29備課日、期初教務

會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圖書

館工作會議、學務會議暨導師會

議、期初校務會議、各科教學研究

會。30開學日、教科書發放、高一

新生選社開始、第 1學期午餐補助

申請開始。31跨班選修課程期初會

議、公布跨班選修選課結果。1高二

跨班選修課開始。2高三、高一跨班

選修課開始、社團博覽會。1-2班級

幹部講習。 

課程介紹與課

堂規則、計分

方式 

 

 

2 9/5-9/9 

5-30北市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校內

初選。5-6 高三第一次學測模考。6 高

一新生選社截止、高一二導師自主學習

社群共備研習。7校內環境知識競賽。9

中秋節。 

第 1課社會規

範與國際人權 
 

 

3 9/12-9/16 

12全校防災演練(無預警)、國語文競

賽報名開始、高三班輔:多元入學方案

說明(社團)、高三班際籃球賽。14英

文作文比賽、校內環境知識研討講座。

16高一新生轉社申請開始。17學校

日。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第 1課社會規

範與國際人權 

第 1課學習攻

略 

 

4 9/19-9/23 

19英文單字比賽初賽。20高一新生轉

社申請結束(12:30鐘聲響畢截止)。21

全校防災演練、字音字形比賽。22-28

敬師週。23大學多元入學家長說明

會。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第 2課民主政

當性與權利主

體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5 9/26-9/30 

26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英文

演講比賽。28英文單字比賽複賽。1臺

北市環境知識競賽。 

第 2課民主政

當性與權利主

體 

 

 

6 10/3-10/7 

3高一新生 X光檢查(13:30-16:00)、

高二作文比賽、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施測。5高一新生心臟病篩檢。6高一

新生尿液初檢。十月生命教育月。 

段考前複習與

小考 

第 2課學習攻

略 

 

7 10/10-10/14 

10國慶日、閱讀心得寫作截止收件(中

午 12:00)。13-14全校第一次期中考。

14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開始。15代聯

會校慶舞會、小論文比賽截止收件(中

午 12:00)。 

段考與檢討  

 

8 10/17-10/21 

17校內科展開始報名、高一高三作文比

賽。20閩南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一新

生尿液複檢。22 大考英聽測驗(第一

次)。高一實施興趣量表測驗。 

第 3課基本權

利與憲政主義 
 

 

9 10/24-10/28 

26-28 高一新生健檢。27 客語、原住民

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一實施興趣量表

解釋。 

第 3課基本權

利與憲政主義 

第 3課學習攻

略 

 

10 10/31-11/4 

31高二法治教育講座、書法比賽。1-2

高三第二次學測模考。2高一國語朗讀

比賽。3高二國語朗讀比賽。4臺北市

學生音樂比賽結束。5-13 2022年第三

屆臺灣科學節。 

第 4課依法行

政與權利救濟 
 

 

11 11/7-11/11 

7高二班際籃球賽。10國語演講比賽。

11第二外語朗讀暨日語演講比賽。高

一性向測驗解釋、甄選入學高三家長說

明會。 

第 4課依法行

政與權利救濟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段考前複習與

小考 

第 4課學習攻

略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段考與檢討   

14 11/28-12/2  
第 5課犯罪與

刑罰 
 

 

15 12/5-12/9 
5高一班際桌球賽。7教科書書評會。

10大考英聽測驗(第二次)。 

第 5課犯罪與

刑罰 
 

 

16 12/12-12/16 
12期末教務會議、高一校園愛滋防治

講座。14-15高三第三次學測模考。 

第 5課犯罪與

刑罰 

第 5課學習攻

略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7 12/19-12/23 

19數學盃英雄榜競賽、期末轉社申請

開始。19-20高一、高二作業抽查。

19-22期末教學研究會。 

第 5課犯罪與

刑罰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第 6課政府資

源分配與外部

成本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第 6課政府資

源分配與外部

成本 

第 6課學習攻

略 

 

20 1/9-1/13 

9-13全校第二學期跨班選修選課。12-

13全校實施遠距教學（13高三參加學

測）。13-15大學學測。 

段考前複習與

小考 
 

 

21 1/16-1/20 

17-18高一高二期末考。19休業式、期

末大掃除、期末轉社申請結束(12:30

鐘聲響畢截止)。20調整放假(7補班補

課)、寒假開始。21-29春節連假。 

  

 

 

作業內容：學習攻略 

評量方法： 

1. 第一二次期中考各占 20% 

2. 平時成績：小考、作業、上課參與狀況 30% 

3. 期末考占 30% 

 

 

 



臺北市立成功高級中學 111學年度第 1 學期學校日教學活動資

料 

班級：201~203 科目：公共議題與

社會探究 

教科書版本：龍騰 

每週時數：1 小時 任課教師：楊聖怡、張晏豪 

課程目標： 

引導學生運用以下步驟進行社會探究：一、發現與界定問題；二、觀察與蒐集問題；三、分
析與詮釋資料；四、總結與反思 

 

教學目標： 

學生能藉由社會探究方法與設計思考，與小組組員完成社會行動方案或公民新聞等產出。 

教學計畫與內容：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度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 開學日、始業式、註冊、教科書發    

  放、跨班選修課程期初會議、公布跨  

  班選修選課結果、閱讀心得與小論文  

1 9/1-9/3 寫作校內初賽投稿開始、午餐補助申 
請開始。1-3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10 

課程說明 

  年試辦學測。2 高二跨班選修課開  

  始。3 高一跨班選修課開始、社團博  

  覽會。  

  6 高三選修輔導課開始。6-7 班級幹部   

  講習。8 高一新生圖書館利用之旅開  

  始、校內環境知識競賽。9 實習輔導會  

2 9/6-9/10 議。10 閱讀心得與小論文寫作校內初

賽投稿 17:00 截止。10-11 高三第 1 次 

課文閱讀：導論─
社會探究方法 

  學測模擬考。11 補行上班日。6-30 北  

  市數理及資訊學科能力競賽校內初選。  

  13 高三班際籃球賽。17 全校防災演   

3 9/13-9/17 練、高三跨班選修課開始。高一實施性

向測驗。 

討論與練習：導論 

─社會探究方法 
個人學習單 

  20 彈性放假。21 中秋節。22 英文單字比   

4 9/20-9/24 
賽初賽。22-28 敬師週。23 家庭教育委

員會。24 大學多元入學家長說明會。 

資料閱讀：SDGs
聯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25 學校日。高一實施性向測驗。  

5 

 

9/27-10/1 
 

28 體育委員會。29 英文單字比賽複賽。 
討論與練習：SDGs
聯合國永續發展 

 

個人學習單 

   目標  

6 
 

10/4-10/8 
4 新生胸部 X 光檢查。5 新生尿液初檢。

學生學習歷程檔案家長說明會。 

資料閱讀：Design 
for Change、公民
行動方案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度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0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閱讀心得寫作比    

  賽投稿 12:00 截止。11 國慶日補假。 討 論與練習 ：  

7 10/11-10/15 14-15 全校第一次期中考。15 全國高級 

中等學校小論文寫作比賽投稿 12:00 

Design for 

Change、公民行動 
方案 

個人學習單 

  截止。   

  
17 校內科展開始報名。18 臺北市音樂 

  

  比賽開始。19  新生尿液複檢。個人申 
資料閱讀：來自史 

8 10/18-10/22 請書審及口試準備講座。21  閩南語朗 丹佛商學院的思 

  讀演講比賽。23 大考英聽測驗(第一 考法─設計思考 

  次)。實施興趣量表  

  25-27 新生抽血與健康檢查。28 客語原 
 

課文閱讀：第二章 
 

9 10/25-10/29 住民語朗讀演講比賽。高一實施興趣量 ─在地研究 with 

  表。學生學習歷程檔案說明會(學生)。 設計思考 

  1-2 高三第 2 次學測模擬考。4 國語演   

10 11/1-/11/5 
講比賽、新生心臟病篩檢。 

6-14 2021 年第二屆臺灣科學節。甄選 

討論與練習：第二
章 ─在地研 究 
with 設計思考 

 

個人/小組學習單 

  入學高三家長說明會。   

   

8 高二班際籃球賽。9 臺北市音樂比賽 
公民行動方案： 
(1)確認社區裡的 

 

11 11/8-11/12 結束。10 高一朗讀比賽。11 高二朗讀 公共政策問題 個人/小組學習單 
  比賽。 設計思考：(1)同  

   理  

   公民行動方案：  

12 11/15-11/19 16 流感疫苗接種。18 詩歌朗誦比賽。 
(2)進行研究 

設計思考：(2)定 
個人/小組學習單 

   義  

   公民行動方案：  

   (3)確認解決方案  

13 11/22-11/26 25-26 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設計思考：(3)發 個人/小組學習單 

   想、(4)原型、(5)  

   測試  

   公民行動方案：  

14 
 

11/29-12/3 
29 包高中(班會)、健康飲食講座。學

生學習歷程檔案期中提醒。 

(3)確認解決方案 

設計思考：(3)發
想、(4)原型、(5) 

 

個人/小組學習單 

   測試  

 

15 

 

12/6-12/10 

6 高一班際桌球賽。6-8 校內熱食部滿

意度調查。8 教科書書評會。10 第二外

語朗讀暨日語演講比賽。11 大考英聽 

 

公民行動方案： 
(4)提出行動方案 
─製作四大步驟 

 

  測驗(第二次)。 展示海報 

 

16 
 

12/13-12/17 13 期末教務會議。14-15 高三第 3 次學

測模擬考。17 轉社申請開始。 

公民行動方案： 
(4)提出行動方案 
─製作四大步驟 

 

   展示海報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度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7 
 

12/20-12/24 
20 數學盃英雄榜競賽。20-21 作業抽

查。20-23 期末教學研究會。23 高三選

修輔導課結束。 

公民行動方案： 
(4)提出行動方案 
─各小組進行口
頭發表 

  

 

18 
 

12/27-12/31 

 

27 高一成年禮(班會)。29-30 高三期末 
考。31 補假。1 元旦。 

公民行動方案： 
(4)提出行動方案 
─各小組進行口
頭發表 

 

小組期末報告 

 

19 
 

1/3-1/7 
5 高一自主學習班級成果發表會。6 高

二自主學習班級成果發表會。個人申請

入學指定項目甄試準備講座(學生)。 

公民行動方案： 
(4)提出行動方案 
─各小組進行口
頭發表 

 

小組期末報告 

20 1/10-1/14 10-14 全校第二學期跨班選修選課。 結算成績 
  

 

21 

 
1/17-1/21 

18-19 高一高二期末考。20 休業式、全 

校大掃除、期末校務會議、轉社申請結 

束(中午 12:00 截止)。21 寒假開始。 

21-23 大學學測。22 補行上班(行政人

員)。 

   

 

作業內容：個人學習單、小組學習單、期末報告 

評量方法：個人學習單 40%、小組學習單與期末報告 60% 

課外閱讀： 
書名 作者 出版日期 出版社 

設計
思考 

實務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 提姆．布朗 2021/01/07 聯經 

設計思考全攻略 賴利・萊佛...等 2019/10/02 天下雜誌 

設計思考工具箱 麥可・路里克...等 2021/09/02 寶鼎 

設計
思考 

心法 

史丹佛改造人生的創意課 感玩團隊 2012/11/26 平安文化 

真希望我 20 歲就懂的事 婷娜．希莉格 2015/11/27 遠流 

把成功變成習慣 博納德．羅斯 2015/12/01 大塊文化 
 

SDGs 
SDGs：我們想要的未來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國際實 
踐範例 

 

Think the Earth 

 

2020/01/20 

 

幸福綠光 

公民行動方案 Center for Civic Education 2011/05/06 五南 

 



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日教學活動資料 

班級：301~304 科目：現代社會與經濟(選修) 教科書版本：龍騰 

每週時數：3 小時 任課教師：陳孟愷、胡義翎 

課程目標： 

1. 學生能透過社會階層化、社會不平等、社會運動的了解，展現應如何面對真實社會的態度
與能力。 

2. 學生能透過經濟成長、景氣循環、利率與貨幣的了解，養成經融素養的先備能力。 

 

教學目標： 

學習以下重要知識點，了解其對社會、個人的影響： 

1. 社會階層化與社會不平等 

2. 社會運動 

3. 物價膨脹 

4. 薪資與勞動市場 

5. 景氣波動與失業 

6. 利率與固定投資 

7. 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 

 

教學計畫與內容：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 8/30-9/2 

28祖父母節。29備課日、期初教務

會議、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圖書館

工作會議、學務會議暨導師會議、期

初校務會議、各科教學研究會。30

開學日、教科書發放、高一新生選社

開始、第 1學期午餐補助申請開始。

31跨班選修課程期初會議、公布跨班

選修選課結果。1高二跨班選修課開

始。2高三、高一跨班選修課開始、

社團博覽會。1-2班級幹部講習。 

第一課「社會階層
化」 

教學講義 

 

2 9/5-9/9 

5-30 北市數學及自然學科能力競賽校

內初選。5-6 高三第一次學測模考。6

高一新生選社截止、高一二導師自主學

習社群共備研習。7 校內環境知識競

賽。9中秋節。 

第一課「社會階層
化」 

教學講義 

 

3 9/12-9/16 

12全校防災演練(無預警)、國語文競

賽報名開始、高三班輔:多元入學方案

說明(社團)、高三班際籃球賽。14英

文作文比賽、校內環境知識研討講座。

16高一新生轉社申請開始。17學校

日。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第一課「社會階層
化」 

教學講義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4 9/19-9/23 

19英文單字比賽初賽。20高一新生轉

社申請結束(12:30鐘聲響畢截止)。21

全校防災演練、字音字形比賽。22-28

敬師週。23大學多元入學家長說明會。

實施高一性向測驗。 

第二課「社會不平
等」 

教學講義 

 

5 9/26-9/30 

26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施測、英文演

講比賽。28英文單字比賽複賽。1臺北

市環境知識競賽。 

第二課「社會不平
等」 

教學講義 

 

6 10/3-10/7 

3高一新生 X光檢查(13:30-16:00)、

高二作文比賽、高三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施測。5高一新生心臟病篩檢。6高一

新生尿液初檢。十月生命教育月。 

第二課「社會不平
等」 

教學講義 

學習單 

 

7 10/10-10/14 

10國慶日、閱讀心得寫作截止收件(中

午 12:00)。13-14全校第一次期中考。

14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開始。15代聯

會校慶舞會、小論文比賽截止收件(中

午 12:00)。 

第三課「社會運
動」 教學講義 

 

8 10/17-10/21 

17 校內科展開始報名、高一高三作文

比賽。20 閩南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

一新生尿液複檢。22大考英聽測驗(第

一次)。高一實施興趣量表測驗。 

第三課「社會運
動」 

教學講義 

 

9 10/24-10/28 

26-28高一新生健檢。27客語、原住民

語朗讀及演講比賽。高一實施興趣量表

解釋。 

第四課「經濟成
長、物價指數與勞
動市場」 

教學講義 

 

10 10/31-11/4 

31高二法治教育講座、書法比賽。1-2

高三第二次學測模考。2高一國語朗讀

比賽。3高二國語朗讀比賽。4臺北市

學生音樂比賽結束。5-13 2022年第三

屆臺灣科學節。 

第四課「經濟成
長、物價指數與勞
動市場」 

教學講義 

 

11 11/7-11/11 

7高二班際籃球賽。10 國語演講比賽。

11第二外語朗讀暨日語演講比賽。高

一性向測驗解釋、甄選入學高三家長說

明會。 

第四課「經濟成
長、物價指數與勞
動市場」 

教學講義 

學習單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第五課「景氣波
動、失業與物價」 

教學講義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第五課「景氣波
動、失業與物價」 

教學講義 
 

14 11/28-12/2  第五課「景氣波
動、失業與物價」 

教學講義 
 



週次 日   期 大                    事 教材預定進度 作業預定作業 備   註 

15 12/5-12/9 
5高一班際桌球賽。7教科書書評會。

10大考英聽測驗(第二次)。 

第六課「利率、固
定投資與貨幣政
策」 

教學講義 
 

16 12/12-12/16 
12期末教務會議、高一校園愛滋防治

講座。14-15高三第三次學測模考。 

第六課「利率、固
定投資與貨幣政
策」 

教學講義 
 

17 12/19-12/23 

19數學盃英雄榜競賽、期末轉社申請

開始。19-20高一、高二作業抽查。19-22

期末教學研究會。 

第六課「利率、固
定投資與貨幣政
策」 

教學講義 

學習單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學測複習 學測複習講義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學測複習 學測複習講義  

20 1/9-1/13 

9-13全校第二學期跨班選修選課。

12-13全校實施遠距教學（13高三參加

學測）。13-15大學學測。 

學測複習 學測複習講義 

 

21 1/16-1/20 

17-18高一高二期末考。19休業式、期

末大掃除、期末轉社申請結束(12:30

鐘聲響畢截止)。20調整放假(7補班補

課)、寒假開始。21-29春節連假。 

學測複習 學測複習講義 

 

 

作業內容：教學講義、學習單、學測複習講義 

評量方法：定期考試 70%、平時成績 30%(含小考、作業、學習態度) 

課外閱讀： 

《寫給公民的 40 堂思辨課》 2022/02/07 平安文化出版 

《小島經濟學：關於魚(金錢)、漁網(資本)、儲蓄及借貸的經濟寓言》 2018/12/07 三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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