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201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李斯“諫逐客書”延伸學習單 

 

英文 What I’ve acquired in English class... 

數學 數 A: 數據分析初探  

數 B:數學學習歷程檔案 

歷史 "冷戰微策展" 

地理 觀察地圖 

公民 小組書面作業、議題成果產出、個人書

面作業 

美術 巴黎時光 

藝術生活 班級藝術發表會之表演與幕後之心得 

生活科技 整學期生活科技所學作業圖文之學習歷

程 

資訊科技 運算思維：流程圖 

 

體育 個人運動計劃/運動技術分析 

生涯進路 國際議題探討 



專題製作 專題及自主學習報告 

 

S202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作文：慢活人生 

英文 台南古蹟的現與今 

數學 生活中的數學 

歷史 族群學習單 

地理 上課作業 

公民 社會議題的探討 

美術 巴黎時光 

藝術生活 班級藝術發表會之表演與幕後之心得 

生活科技 整學期生活科技所學作業圖文之學習歷程 

資訊科技 運算思維：流程圖 

 

體育 個人運動計劃/運動技術分析 

生涯進路 國際議題探討 

 

專題製作 專題及自主學習報告 

 
 
 



 

S203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B4L2 L5 L6 各課長文 素養閱讀作業、相關作文 2 篇、

本學期 1000 字閱讀心得一篇 

英文 Everything in English. It has to be presented in 
“English “ 

數學 數 B:數學學習歷程檔案 

歷史 族群學習單 

地理 觀察地圖 

公民 社會議題的探討 

美術 巴黎時光 

藝術生活 班級藝術發表會之表演與幕後之心得 

生活科技 整學期生活科技所學作業圖文之學習歷程 

資訊科技 運算思維：流程圖 

 

體育 個人運動計劃/運動技術分析 

生涯進路 國際議題探討 

 

專題製作 專題及自主學習報告 

 
 
 



S204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作文、讀書心得、孔廟探訪、科學家的文學素養 

英文 龍騰 B4 習作.All in One.三合一 

 

數學 完整有省思的學習單 

美術 巴黎時光 

藝術生活 班級藝術發表會之表演與幕後之心得 

生活科技 整學期生活科技所學作業圖文之學習歷程 

資訊科技 DICE 系統 

體育 個人運動計劃/運動技術分析 

選修物理 科學影片賞析 

選修化學 晶體之美與分子之旅 

選修生物 淺談 covid-19 

專題製作 專題及自主學習報告 

選修地科 由課程內自由選擇有興趣的主題深入研究 

選修科技 Arduino 專案 

 
 
 
 



S205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旅遊文學 

英文 1.學習歷程 ppt 檔。2.作文一篇 

數學 完整有省思的學習單 

美術 巴黎時光 

藝術生活 班級藝術發表會之表演與幕後之心得 

生活科技 整學期生活科技所學作業圖文之學習歷程 

資訊科技 DICE 系統 

體育 暑假運動規劃表 

選修物理 科學影片賞析 

選修化學 結晶之美與分子之旅 

選修生物 淺談 covid-19 

專題製作 專題與自主報告 

選修地科 由課程內自由選擇有興趣的主題深入研究 

選修科技 Arduino 專案 

 
 
 
 
 



S206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記憶中的第九味 

英文 What I’ve acquired in English class... 

數學 數據分析初探 

美術 巴黎時光 

藝術生活 班級藝術發表會之表演與幕後之心得 

生活科技 整學期生活科技所學作業圖文之學習歷程 

資訊科技 程式設計與資訊科技成果報告 

體育 暑假運動規劃表 

選修物理 科學影片賞析 

選修化學 藍曬圖 

 

選修生物 選修生物歷程 

專題製作 專題及自主學習報告 

選修地科 由課程內自由選擇有興趣的主題深入研究 

選修科技 Arduino 專案 

 
 
 
 



S207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李斯“諫逐客書”延伸學習單 

 

英文 做愛做的事 in English 

數學 109下學習歷程檔案製作--透過GGB或Desmos軟體作函數

圖形描繪啟動數學藝術 

美術 巴黎時光 

藝術生活 班級藝術發表會之表演與幕後之心得 

生活科技 整學期生活科技所學作業圖文之學習歷程 

資訊科技 程式設計與資訊科技成果報告 

體育 暑假運動規劃表 

選修物理 實作手搖發電機或跟著網紅學物理 

選修化學 藍曬圖 

選修生物 選修生物歷程 

專題製作 專題及自主學習報告 

選修地科 地球科學專題報告（SDGs 或地球適居帶）報告 

選修科技 建構網站的數位筆記 

 
 
 



 

S208 學習歷程檔案作業標題一覽表 

科目 作業標題 

國文 作文、讀書心得、孔廟探訪、科學家的文學素養 

 

英文 閱讀完 B4L3 課文，將文章重點統整並分類，和同組成員

共同討論後，整理成心智圖表並上臺報告 

數學 如何利用數學解決問題 

美術 巴黎時光 

藝術生活 班級藝術發表會之表演與幕後之心得 

生活科技 整學期生活科技所學作業圖文之學習歷程 

資訊科技 程式設計與資訊科技成果報告 

體育 暑假運動規劃表 

選修物理 1、科學影片觀後報告 2、實作成果報告（擇ㄧ） 

選修化學 結晶之美與分子之旅 

選修生物 淺談 covid-19 

專題製作 專題及自主學習報告 

選修地科 地球科學專題報告（SDGs 或地球適居帶）報告 

選修科技 建構網站的數位筆記 

 
 



 

高二多元選修學習歷程作業 

科目 作業標題 

科學思辨論證與

動手做創意 III 

多元專題探究報告 

生科與食品農業 未來食品與農業 

心理學概論 心理學派簡報，心理學課外閱讀 

犯罪心理學及小

論文初探 

犯罪心理學報告 ppt 及小論文 

表演藝術秀出自

己 

Acappella 

投資理財 高二多元選修投資理財，學習單 

機電整合創作 II 薰香芳療小夜燈 

旅遊書寫文學 旅遊書寫文學期末成果展暨心得報告 

江湖二三事 武俠主題報告 

社會議題與廣告 社會議題報告一份 

商用英文與財商 成果發表：財經情勢討論報告 

日語 1.中文與日文漢字同字形不同字義之例子 

2.報告:以日本文化為主題(異文化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