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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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教科書版本：龍騰 

每週時數：  2 小時 任課教師：劉柏沖、謝敬慧、劉先芸 

課程、教學目標： 

理解台灣史的時序脈絡、以邏輯理性進行史料判讀思維訓練，並培養愛鄉愛土愛台灣的情懷、
尊重這片土地上的多元文化及民族互動，進而形塑出面對未來國際局勢 挑戰的勇氣，與從歷
史中學習或找尋自我定位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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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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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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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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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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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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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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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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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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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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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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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4-2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二次段考   

14 11/28-12/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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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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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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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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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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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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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內容：教師自訂 

評量方法：平時 30%、兩次期中考 40%、期末考 30% 

課外閱讀：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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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222 偶班 科目：歷史 教科書版本：翰林版 

每週時數：2 小時 任課教師：簡杏如、游振明、邱俊明 

課程目標：一、加強培養學生在閱讀、思考、分析、批判等各方面的能力。 

二、學習史學方法，進而反思學習歷史的過程與心得。 

三、認識及思考兩岸互動及世界史上的重要問題。 

 

教學目標：一、培養歷史學科的方法，藉由歷史問題的探討提升學生的思維。 

二、幫助學生理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立自我認同感。 

三、建立學生對於各種文化的基本認識和理解，養成包容並欣賞多元文化的開闊
胸襟。 

四、激發學生對歷史的興趣，以充實其生活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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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論 

1-1古代文化
的遺產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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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古代文化
的遺產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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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古基督
教世界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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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文藝復興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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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1從宗教改
革到啟蒙運動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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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從宗教改
革到啟蒙運動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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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考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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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政經變革
與社會思潮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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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民主的持
續發展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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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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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伊斯蘭文
化的發展與擴
張 

任課教師自訂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3-2伊斯蘭體
系的形成與擴
張 

任課教師自訂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期中考 任課教師自訂  

14 11/28-12/2  4-1歐洲與亞
洲的交流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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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歐洲與
非、美兩洲的
交流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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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世界大戰
與極權政治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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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反殖民運
動與獨立建國 

任課教師自訂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5-1冷戰期間
的政治局勢 

任課教師自訂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5-2社會運動
與反戰思潮 

5-3現代性與
現代文化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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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6 

冷戰後的世界
局勢 

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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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業內容：任課教師自訂 

評量方法：第一次期中考 20%，第二次期中考 20％，期末考 30％ 

          平常 30%，任課教師自訂 

課外閱讀：任課教師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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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301～304 科目：選修歷史Ⅰ 教科書版本：三民書局版 

每週時數：3小時 任課教師：賴志忠、邱俊明 

 

課程目標： 

一、引導學生認識重要的歷史知識。 

二、培養學生具備蒐集資料，探討歷史問題，進而提升其歷史思維的能力。 

三、幫助學生理解自己文化的根源，建立自我認同感。 

四、認識世界重要的歷史發展，培養學生尊重各種文化的開闊胸襟。 

五、激發學生對歷史知識的興趣，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以充實其生活內涵。 

 

教學目標： 

一、引導學生善用歷史思維，理解分析當代世界重大議題，深化對史事脈絡理解，發展全球視野。 

二、培養學生連結歷史之事與現今生活，運用歷史知識與史料證據，分析社會現象或變遷，提出個 

    人的分析與詮釋。 

三、培養學生理解並尊重不同文化、宗教、族群、種族、性別歷史發展多重面向，珍惜多元族群、 

    文化的捨會體系及人權價值。 

四、激發學生察覺當代事件與歷史的關係，啟發問題意識，並進行問題釐清與探究。 

 

作業內容：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評量方法：第一次段考（20％）、第二次段考（20％）、期末考（30％）、平時成績（30％）。 

          平常測驗之評量方式由各任課教師自訂 

 

課外閱讀：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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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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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前說明 

第一章第一節（頁2～

9）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2 9/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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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第二節（頁10～

17）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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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第三節（頁18～

25）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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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第一節（頁26～

33）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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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第一節～ 第二

章第二節（頁34～43）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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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第二節（頁43～

51）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7 10/11-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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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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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第一節～ 第三

章第二節（頁54～67）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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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第二節～） 第

三章第三節（頁67～

79）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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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第一節（頁80～

87）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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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第二節（頁88～

96）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12 11/14-11/18 
14 包高中。16 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

群共備研習。 

第四章第三節（頁97～

109）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13 11/21-11/25 21-22 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期中考  

14 11/28-12/2 
 第五章第一節（頁110

～124）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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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第二節～ 第五

章第三節（頁  125～

135）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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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章第一節（頁136

～146）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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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章第二節（頁147

～159）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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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測複習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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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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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任課教師自行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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