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度第 1 學期高三補考範圍 112.1.19 

年級 科目 補考範圍 

高三 
國文 全冊 

 

 

高三 

 
 

國深選(語文表達與傳播

應用) (博、平) 

1. 補考作業內容：如附件 

2. 繳交方式：可自行印出手寫於試題卷上及稿紙上，並拍照掃

描寄至教師信箱；亦可電腦打字，標色註明答案回傳智教

師 m2 信箱(tseng.claute@m2.csghs.tp.edu.tw)。 

3. 繳交期限：2/8(三)23:59 前 

 
高三 

 
國深選(語文表達與傳播

應用) (仁、和) 

繳交作業的內容：請閱讀以下引文，在打字區回答提問

繳交方式：將此檔寄至李明慈老師信箱 

gracehomework@gmail.com 

繳交期限：112 年 2 月 7 日以前 

高三 英文 龍騰第五冊全 

 

 

高三 

 
 

英深選(英文作文) (義、

和、捷) 

補考方式: 繳交作業 

作業內容: 英文作文三篇，題目為課堂公布的練習(見 Google 

Classroom) 

繳交方式: Google Classroom 

繳交期限: 2023/ 02/06 

 
高三 

 
英深選(英文作文) (智、

平、樂廉) 

1. 補寫 本學期應繳交之作文篇數 

2. 於各班 Google Classroom 公告寫作題目、篇數、繳交方

式 

3. 於 2/1 起 至 2/8 學期補考日結束 

 

 

 

 
 

高三 

 

 

 

 
 

英深選(英文作文) (禮、

博) 

高三禮、博英文作文以繳交作業的方式補考： 

內容：三禮或三博 英文 Google Classroom 於 111 學年度上學

期所規定的三篇作業(含兩篇英文作文、一份文法講義考卷)補

完成之。英文作文需用紙本完成，最上一行寫姓名座號，然後

拍照給線上老師批改(沒有名字的以未完成論)。批改發回後重

寫一次訂正版，再連同批改發回的頁面截圖列印版，一併繳交

紙本。文法講義考卷請列印空白卷書寫，併自行對答後繳紙本。

繳交方式：紙本訂在一起後，寫清班級、姓名、座號交至教務

處教學組 

繳交期限：112 年 2 月 8 日中午 12:00 前 

高三 英深選(英文作文) (仁、

敬、群) 

仁敬群三班英文作文不及格的同學， 

請上 Google Classroom 看如何補交作業，謝謝。 

 

高三 英深選(英文作文) (忠、

簡、慧) 

高三英文作文補考方式為 

在學校公告的補考日之前將本學期須完成的全班同學有一起 在

班上完成的作文與翻譯，並拍照繳交至 google classroom。 

 

高三 英多選(精進英語力/1-2 

綁班群) (博) 

新聞英語(2)、精進英語力(三博)將用紙筆測驗，考試時間 40 

分鐘。 

考卷見紙本。 

mailto:gracehomework@gmail.com


高三 數深選(文組班群數乙) 數學乙(上冊)全 

高三 數深選(理組班群數甲) 數甲上(全) 

 
高三 

 
 

數多選(生活中的數學) 

繳交作業 

內容-數乙 習作全一冊完成 

繳交方式-書面或電子檔或拍照內容期

限-112 年 2 月 7 日中午 12:00 

高三 物深選(波動、光及聲音 2 

電磁現象 2) 
選物 3,選物 4 

高三 化學反應與平衡一 2 選化Ⅲ 全 

高三 化學反應與平衡二 2 選化Ⅳ 全 

高三 
生深選(動物體的構造與功

能2) 

選修生物Ⅰ(全) 

選修生物Ⅲ4-3(免疫) 

 

 

高三 生多選(進階生物學實驗 

2) 

進階生物學實驗 2，學期補考採作業繳交方式進行。 

* 作業內容：顯微鏡使用圖文流程，植物解剖圖文流程 

* 繳交方式：採 1 個 word 檔繳交，直接寄送至教師信箱 

marat0209@m2.csghs.tp.edu.tw 

* 繳交期限：112 年 2 月 4 日 23：59 之前 

 

 

 

 
 

高三 
音樂 

音樂科高三學期補考如下說明： 

請以「爵士樂」為主題，錄製一個至少 15 分鐘的 podcast。介紹

一位爵士樂著名樂手，需包含其音樂特色並播放至少 2 首代表作

品（需簡單介紹作品特色及推薦原因）。 

 

請於 2/8（三）17:00 前繳交 podcast 成品檔案或檔案雲端連結

至下列信箱： 

csghsmusic@m2.csghs.tp.edu.tw 

檔案無法開啟或連結無法開啟，視同未繳交，請同學務必確認檔

案是否上傳成功。 

 

 

高三 藝術生活 

本學期間，缺交作業同學需以補交作業方式完成補考，於 2 月 

7 日（二）晚上 12:00 前將作業寄至呂潔雯教師的信箱 

wenirislu@m2.csghs.tp.edu.tw 

依照各位同學缺交作業內容進行補交，並將各項紙本作業拍照上

傳，項目包含：植物精細素描、明膠版創作、明膠版練習一至三

版、複合媒材 PPT、紙上策展（拍照完整學習單）。 

 
高三 藝術生活 

請加入 GoogleClassroom「高三 美術/藝術生活 補考＿曉鵑老

師」於課堂作業繳交 

課程代碼：vzqmwyb 

繳交期限：2/8 17:00 截止 

 

高三 
 
美術 

將學期所有缺交作業繳交至美術課雲端資料夾，屆時會在該班 

美術課 google classroom 公告缺交作業，繳交完成後，在公告

下方留言即可，繳交期限 2/5。 

mailto:marat0209@m2.csghs.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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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 

 

 

 

 

 

 

 

 

 

 

 

 
歷深選(族群性別與國家的歷

史) 

一、作業主題：以下兩個主題，請選擇其中一個主題進行

報告寫作 

（一）關於歷史上的移民：以一個族群為例，說明其移民

的背景動機、遷徙過程、在 

移居地的發展，以及呈現的族群特色與文化等 

（二）關於歷史上的婦女：以一位女性或一群女性為例，

說明其在傳統時代面臨的諸 

多困境或限制，如夫妻關係、社會地位、道德規範、財產繼

承、法律保障等 

二、作業格式 

（一）形式：請採取打字方式，A4 版面，新細明體 12 級

字，全形標點符號 

（二）內容：第一頁為主題名稱與學生資料，第二頁開始

為作業內容。文長為 

1000～1500 字，可參考選修課本與課外讀物，但切勿整

段抄襲，必須吸收消化 

後以自己想法寫出。參考的課外讀物或資料來源，可於文

末列出 

（三）檔案：請轉成 pdf 檔，檔名設定為「111-1 高三歷

史科學期補考作業(＊班 

＊＊＊)」，請務必於( )標示班別與

姓名三、作業繳交 

（一）時間：請於 112 年 2 月 7 日下午 4 點前寄出檔案，

逾時不候 

（二）信箱：acer_peng0830@m2.csghs.tp.edu.tw 

高三 地深選(空間資訊科技) 選修地理 I Ch1-6 

高三 公深選(現代社會與經濟) 全冊 

高三 體育 全學期授課內容 (含選擇題與申論題) 

 

高三 
 
健護 

※繳交方式&amp;期限：

請於 112/2/7，23:59 前 

mail 電子檔到 kc076115645@m2.csghs.tp.edu.tw 

 

高三 
 
高三多元選修理財與創業 

補考：補交創業

提案檔案寄至 

amy2508315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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