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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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11 科目：生物(全) 教科書版本：翰林 

每週時數：2 小時 任課教師：許美蓮、王秀觀、魏蜀芬、洪敬承、邱廷祐 

課程目標： 

  引導學生探討生物體構造與功能，以培養基本的生物學素養 

教學目標： 

1. 延伸國中自然課程，精進生物學知識 

2. 引導學生認識現代生物學知識的發展，了解科學的發展 

3. 培養學生研究能力與實驗技巧 

4. 培養學生欣賞生物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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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學說
的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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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細胞的構
造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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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的構
造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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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細胞的構
造與功能 

1-3 細胞與能
量 

習作 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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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與能
量 習作 c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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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活動
1-2、1-3 

探討活動紀錄
本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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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細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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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細胞分裂 習作 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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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遺傳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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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遺傳法則 習作 c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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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染色體  

 

12 11/14-11/18 
14包高中。16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

共備研習。 
2-2 染色體 習作 ch5 

 

13 11/21-11/25 21-22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14 11/28-12/2  2-3 遺傳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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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遺傳物質 習作 c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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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基因轉殖
及其應用 

探討活動 2-1 

探討活動紀錄
本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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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基因轉殖
及其應用 

3-1 演化觀念
的發展 

習作 ch7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3-1 演化觀念
的發展 

探討活動 3-1 
習作 ch8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3-2 演化概念
對生物分類系
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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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演化概念
對生物分類系
統的影響 

探討活動 3-2 

習作 c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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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作、探討活動紀錄簿 

 

評量方法： 

期中考 30%、期末考 40%、平時成績 30% 

 

課外閱讀： 

高中生物（全）素養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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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22 科目：選修生物Ⅲ  教科書版本：龍騰版 

每週時數：  2 小時 任課教師：許美蓮老師、陳慧君老師、魏蜀芬老師 

課程目標： 

1.了解生命現象的原理及動物學與生活的關係，以培養現代國民應有的基本生物學素養。 

2.認識動物的構造與功能，培養學生尊重生命與愛護身體的態度，進而能知曉人體生理 

  與日常生活的相關性。  

3.激發學生創造潛力，培養觀察、驗證、推理及省思的能力。 

教學目標： 

1.讓學生學習進階的動物學知識，進而具備現代國民應有的基本生物學素養。 

    2.培養科學素養與解決日常生活遭遇問題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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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1-1 super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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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1-1 
super 講義 1-1 

習作第 1~2回 

 

第一章 

複習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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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2-1 
super 講義 2-1 

習作第 3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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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2-1 super 講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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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2-2 

探討活動 1-1 

super 講義 2-2 

活動紀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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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2-2 
super 講義 2-2 

習作第 4~5回 

 

第二章 

複習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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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3-1 super 講義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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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3-1 
super 講義 3-1 

習作第 6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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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3-2 super 講義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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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3-2 

探討活動 

2-1、3-1 

super 講義 3-2 

活動紀錄 

2-1、3-1 

習作第 7~8回 

 

第三章 

複習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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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4-1 super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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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4-1 super 講義 4-1 

月考範圍 

複習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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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11/28-12/2  課本 4-2 super 講義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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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4-2 

探討活動 4-1 

super 講義 4-2 

活動紀錄 4-1 

習作第 9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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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4-3 super 講義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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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4-3 

探討活動 

4-2、5-1 

super 講義 4-3 

活動紀錄 

4-2、5-1 

習作第 10~11回 

第四章 

複習測驗 

18 12/26-12/30 29-30高三期末考。 課本 5-1 
super 講義 5-1 

習作第 12回 

 

19 1/2-1/6 1元旦。2補假。7補班補課(補 1/20) 課本 5-1~5-2 
super 講義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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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 5-2 
super 講義 5-2 

習作第 13~14回 

第五章 

複習測驗 

期末考 

複習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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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考複習 期末考複習 

 

作業內容：活動記錄本、上課教材、課堂筆記、作業 

評量方法： 

         平時成績     30%  出缺席狀況、上課態度、學習活動、作業成績、 

隨堂測驗(包含一次共同線上測驗) 

         第二次期中考 30%   1-1~4-1 含探討活動 1-1、2-1、3-1 

         期末考       40%   4-2~5-2 含探討活動 4-1、4-2、5-1 

                              *探討活動 5-2 暫延至下學期進行 

課外閱讀： 

         相關科學、醫學網站、科學人雜誌、科學月刊、醫學期刊等(視教學情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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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322 科目：細胞與遺傳 教科書版本：選修生物 I (泰宇版) 

每週時數： 2+1 小時 任課教師：王秀觀老師、洪敬承老師 

課程目標： 

1.認識生物體的基本構造與功能，並進一步了解細胞的生命歷程。 

2.了解經由遺傳的現象與原理所達成的生命延續與在生命科技上的應用。 

教學目標： 

1.培養學生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的能力、觀察與推理能力，進而發展批判性思考、 

論證及溝通能力。 

2.引導學生認識生物學的發展，培養生物學素養，並能尊重生命與愛護自然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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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的分子組成 習作第 1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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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細胞的構造 習作第 2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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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細胞的生命歷程 習作第 3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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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中的化學反應 習作第 4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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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流轉與生命維
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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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呼吸作用 習作第 5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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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呼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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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染色體與遺傳 習作第 6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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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活動1-生物組成

成分的檢測 

探討活動 2-細胞膜的
滲透作用 

探討活動紀錄
簿-探討活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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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傳物質的研究歷
程 

習作第 7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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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DNA 的複製 習作第 8 回 

 

12 11/14-11/18 
14 包高中。16 高一導師自主學習社群共備

研習。 
3-4 基因的表現 習作第 9 回 

 

13 11/21-11/25 21-22 全校第二次期中考。 3-4 基因的表現   

14 11/28-12/2  

探討活動3-酵素活性

的測定 

探討活動 4-酵母菌的
發酵 

探討活動紀錄
簿-探討活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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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遺傳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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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生物科技的應用 習作第 10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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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複習  

 

18 12/26-12/30 29-30 高三期末考。 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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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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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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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教材、課堂筆記、作業、活動記錄本 

評量方法： 

第一次期中考：20%  

第二次期中考：20% 

期末考      ：30%  

平時成績(出缺席狀況、上課態度、學習活動、作業成績、隨堂測驗、複習測驗)：30% 

課外閱讀：相關科學、醫學網站、科學人、醫學相關期刊等(視教學情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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