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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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2 科目：高一國文 教科書版本：翰林 

每週時數：4 小時 任課教師：111 學年度高二全體國文教師 

課程目標： 

一、達成本國語文，聽、說、讀、寫之學科能力指標。 

二、學習經由各類文學作品之欣賞與寫作練習，開拓生活視野，培養優美情操與基本人文素

養。 

三、養成廣泛閱讀的習慣，理解文明社會的基本價值，經由文化經典與當代生存環境的對話 ，

開發獨立思考與表達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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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現代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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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 師說  

3 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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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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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鬼頭刀 作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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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4項脊軒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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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教材 

世說新語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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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考前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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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考檢討 

L5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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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樂府詩選 
陌上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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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7孔乙己 作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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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桃花源記  

12 11/14-11/18 
14 包高中。16 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

群共備研習。 

補充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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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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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髻 
 

14 11/28-12/2  L9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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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0左忠毅公
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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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1天才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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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選  

18 12/26-12/30 29-30 高三期末考。 明湖居聽書  

19 1/2-1/6 1 元旦。2 補假。7 補班補課(補 1/20) 郁離子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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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前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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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業內容： 

1.翰林版語文演練、補充教材、課文補充講義。 

2.作文。 

二、評量方法： 

1.作業評量：專題報告、相關語文能力之作業。 

2.活動評量：參訪學習單、口頭報告等。 

3.測驗評量：期中考、期末考、隨堂考。 

三、課外閱讀： 

龍騰出版《跨閱．數理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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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試範圍： 

 第一次期中考 10/13.14 

(上課日 29天，不含開學日) 

第二次期中考 11/21.22 

(上課日 25天) 

期末考 1/17.18 

(上課日 39天) 

課

本 

範

圍 

L1現代詩選 

(一)再別康橋(二)斷章 

L2師說 

L3鬼頭刀 

L4項脊軒志 

L5驚情 

L6樂府詩選-陌上桑 

L7孔乙己 

L8桃花源記 

L9髻 

L10左忠毅公逸事 

L11天才夢 

文教-論語選讀 

(一)學習與成長 

(二)品德與修養 

補

充

教

材 

世說新語選(自學) 漢魏詩選(自學) 
明湖居聽書(自學) 

郁離子選 

課

外

閱

讀 

跨閱・數理人文(第一單

元) 

跨閱・數理人文(第二單

元) 

跨閱・數理人文(第三

單元) 

國

寫 
感性-理想的房間 知性-題目待定 無 

 

五、學期成績計算： 

1.第一次期中考：20% 

2.第二次期中考：20% 

3.期末考：30% 

4.平時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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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 科目：悠遊語文 教科書版本：漸進式閱讀滿分訓練 

每週時數：1 小時 任課教師：王淑麗、戴欣怡 

課程目標： 

1. 提升學生閱讀及寫作能力 

2. 增進欣賞文學作品之能力，陶冶高尚情操。 

3. 培養獨立思考、推理思辨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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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簡介 撰寫閱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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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1 單元 

 

3 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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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1 單元 

 

第一單元 

作業 

 

4 9/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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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2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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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2 單元 

第二單元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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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前複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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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週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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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3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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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3 單元 

第三單元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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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4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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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4 單元 

第四單元 

作業 

 

12 11/14-11/18 
14 包高中。16 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

群共備研習。 
期中考前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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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1/28-12/2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5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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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5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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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5 單元 

第五單元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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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6 單元 

 

18 12/26-12/30 29-30 高三期末考。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6 單元 

 

19 1/2-1/6 1 元旦。2 補假。7 補班補課(補 1/20) 
漸進式閱讀滿
分訓練 

第 6 單元 

第六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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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前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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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週暫停  

 

 

一、作業內容：寫作練習、試題演練 

二、評量方法：閱讀心得寫作、作業表現 

三、評量比例 ：  

1. 漸進式滿分閱讀   30% 

2. 閱讀心得一篇     20% 

3. 國語文寫作練習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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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國文 教科書版本：翰林 

每週時數：4 小時 任課教師：111 學年度高二全體國文教師 

課程目標： 

1.讓學生了解語文的豐富與多變，學習在適當的情境靈活運用語文。 

2.培養閱讀文言文及現代文學之興趣，增進吸收優美文化傳統之能力。 

3.熟練語文表達及寫作語體文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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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燭之武退秦
師 

 

 

 

 

 

 

 

 

 

課外閱讀： 

 

漸進式滿

分閱讀訓

練： 

第一單元 

第二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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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之武退秦
師 

 

3 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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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去來 國寫練習一 

4 9/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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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3勞山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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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山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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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教材： 

馮諼客孟嘗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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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複習 

第一次期中考 

 

國寫練習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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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選 

(一) 狼之獨步 

(二) 雁 

 

 

 

 

 

 

 

 

 

 

 

 

漸進式滿

分閱讀訓

練： 

第三單元 

第四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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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5先秦韻文選  

詩經、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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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 赤壁賦 

 

國寫練習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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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教材： 

馮諼客孟嘗君 
 

12 11/14-11/18 
14 包高中。16 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

群共備研習。 

(自學)L8 

長照食堂 

 

 

13 11/21-11/25 21-22 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國寫練習四 

14 11/28-12/2  L7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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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劉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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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9劉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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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1  

梵谷的向日葵 

 

 

 

 

 

 

 

 

漸進式滿

分閱讀訓

練： 

第五單元 

第六單元 
 

18 12/26-12/30 29-30 高三期末考。 

文教 孟子選 

(一)性善與修德 

(二)仁心與仁政 

混合題練習 

19 1/2-1/6 1 元旦。2 補假。7 補班補課(補 1/20) 
補充教材： 

蘭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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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學)L10 

映照你我的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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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  

 

一、作業內容： 

1.語文練習。  2.補充教材。   3.國寫練習。   4.閱讀心得。   5.口頭報告。 

二、評量方法： 

1.作業評量：國語文寫作、相關語文能力之作業。   

2.活動評量：學習單、分組討論、口頭報告。 

3.測驗評量：期中考、期末考、隨堂考。 

三、課外閱讀：《漸進式滿分閱讀訓練》 

四、考試範圍： 

 第一次期中考 10/13.14 

(上課日 29 天) 

第二次期中考 11/21.22 

(上課日 25 天) 

期末考 1/17.18 

(上課日 39 天) 

課本 

範圍 

第 1課 燭之武退秦師 

第 2課 玉山去來  

第 3課 勞山道士  

 

第 4課 現代詩選 

(三) 狼之獨步 

(四) 雁 

第 5課 先秦韻文選  

       詩經、楚辭  

第 6課 赤壁賦 

(自學)第 8課 長照食堂 

第 7課 散戲 

第 9課 劉姥姥 

第 11 課 梵谷的向日葵 

文教 孟子選 

(一)性善與修德 

(二)仁心與仁政 

(自學)第 10 課 映照你我的鏡 

補充教材 補充:馮諼客孟嘗君 補充:始得西山宴遊記 補充：蘭亭集序 

課外閱讀 漸進式滿分閱讀 1-2單元 漸進式滿分閱讀 3-4單元 漸進式滿分閱讀 5-6單元 



五、學期成績計算： 

1.第一次期中考：20% 

2.第二次期中考：20% 

3.期末考：30% 

4.平時成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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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322 科目：高三國文 教科書版本：  

每週時數：4 小時 任課教師：111 學年度高三全體國文教師 

課程目標：讓學生了解語文的豐富與多變，學習在適當的情境靈活運用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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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學日 

 

第 1課   

勸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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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模擬考 

 

第 1課   

勸和論 

 

3 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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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課 

現代詩選 
 

4 9/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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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課  曲選 
國寫練習一： 

鄰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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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教  

荀子選—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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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教材： 

與陳伯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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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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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課 虬髯客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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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課  

雁門關外，蕭峯捨

命退遼兵 

國寫練習二： 

金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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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模擬考 

第 7課 鴻門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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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課 鴻門宴  

12 11/14-11/18 
14 包高中。16 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

群共備研習。 

補充教材： 

馮諼客孟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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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課  說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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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課   

草莓與灰燼─加

害者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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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模擬考 

(自學)第 9課  
你想做的職業，還
沒有被發明的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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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學) 第 10 課 
掌握自傳十大要
件 

 

18 12/26-12/30 29-30 高三期末考。 期末考  

19 1/2-1/6 1 元旦。2 補假。7 補班補課(補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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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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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學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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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業內容： 

1. 翰林版語文練習本、補充教材、補充講義 

2. 國寫 

二、評量方法：期中考、期末考、作業表現 

1.作業評量：專題報告、相關語文能力之作業  

2.活動評量：參訪學習單、口頭報告等  

3.測驗評量：期中考、期末考、隨堂考 

三、課外閱讀： 

1.翰林版補充教材、補充講義 

2.各課延伸閱讀   

3.《現時動態—從 60組混合題閱讀世界》 

四、學期成績計算： 

1.第一次期中考：20% 

2.第二次期中考：20% 

3.期末考：30% 

4.平時成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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