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市立安樂高中111學年度高中部配課暨任課教師一覽表

科目 上學期節數 上學期學分數 上學期任課教師 學習評量 第一次期中考 第二次期中考 期末考 平時考 期末補考(修正後請紅字藍底，如下列範例)
必修 團體活動 班會 1 0 黃志皓

社團活動 1 0 張翠萍

彈性學習 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學校特色活動 2 0
補強性教學課程 國文 1 0 李玉如

英文 *1 0 邱妍禎

數學 *1 0 章翔萍

自然 *1 0 陳怡婷

雙語 *1 0 邱妍禎

校訂必修 數理專題研究方法 1 1 黃志皓.黃國書 是否施測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黃志皓.黃國書 黃志皓

適用班級 402 402

備註

專題寫作方法 1 1 楊淑梅.李啟嘉 是否施測 V 於補考日12：00前繳交報告

成績考查比例(%) 100%

命題教師 楊淑梅、李啟嘉

適用班級

備註

語文領域 國語文 4 4 李玉如.李啟嘉 是否施測 V V V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20% 20% 20% 40% 100%

命題教師 李玉如 李啟嘉 李玉如 李玉如.李啟嘉 李啟嘉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備註 國寫(占段考成績25分) : 陳丹玲 國寫(占段考成績25分) : 李啟嘉

英語文 4 4 謝孟娟.劉佳瑛
彭沁芳.邱妍禎

是否施測 V V V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20% 20% 20% 40% 100%

命題教師 劉佳瑛 邱妍禎 謝孟娟
謝孟娟.劉佳瑛
彭沁芳.邱妍禎 彭沁芳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備註                                                                                                                                                                                                                                                                                                                                                                                                                                                                                                                                                                                                                                                                                                                                                                                                                                                                                                                                                                                                                                                                                                                                                                                                 
本土語 1 1 許景盛.潘政維.曾琦瑩 是否施測 V 於補考日12：00前繳交報告給任課教師

成績考查比例(%) 100% 繳交報告

命題教師 許景盛.潘政維.曾琦瑩

適用班級 402-405

備註

數學領域 數學 4 4 鄭景文.林俊傑 是否施測 V V V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20% 20% 20% 40% 100%

命題教師 鄭景文 林俊傑 鄭景文 鄭景文.林俊傑 林俊傑

適用班級 401、402、403、404、405 401、402、403、404、405 401、402、403、404、405 401、402、403、404、405 401-405

備註

社會領域 歷史 2 2 楊淑梅.林彥君 是否施測 V V V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20% 20% 20% 40% 100%

命題教師 林彥君 楊淑梅 林彥君 林彥君 林彥君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備註

地理 2 2 劉雅貞 是否施測 V V V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20% 20% 20% 40% 100%

命題教師 劉雅貞 劉雅貞 劉雅貞 劉雅貞 劉雅貞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備註

公民與社會 2 2 高淑玲 是否施測 V V V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20% 20% 20% 40% 100

命題教師 高淑玲 高淑玲 高淑玲 高淑玲 高淑玲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402-405

備註

自然領域 基礎物理 0 0

基礎化學 0 0
基礎生物 2 2 陳怡婷 是否施測 V V V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13% 13% 13% 61% 100%

命題教師 陳怡婷 陳怡婷 陳怡婷 陳怡婷 陳怡婷

適用班級 402、403、404、405 402、403、404、405 402、403、404、405 402、403、404、405 402、403、404、405

備註

基礎地球科學 2 2 劉慈先 是否施測 V V V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15% 15% 15% 55% 100%

命題教師 劉慈先 劉慈先 劉慈先 劉慈先 劉慈先

適用班級 402、403、404、405 402、403、404、405 402、403、404、405 402、403、404、405 402、403、404、405

備註

藝術領域 音樂 0 0
美術 1 1 林怡君 是否施測 V V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林怡君 林怡君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備註

課堂表現40%
作業繳交60%

請依期限繳交本學期所有缺交作業於教師信箱：aa6945@gm.kl.edu.tw
日期：校訂補考當日10：00前(逾期不予計分)
檔案名稱: 班級-座號-姓名-作業名稱
作業郵寄完成，務必確認老師回覆信，作業才算繳交成功！

科技領域 資訊科技 2 2 黃志皓.鄭景文 是否施測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黃志皓 黃志皓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備註

生活科技 1 1 黃志皓 是否施測 V V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黃志皓 黃志皓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備註

繳交作業
補繳缺交的期末作業或平時作業
日期：校定補考日10：00前
繳交方式: 直接補交到weteach.edu.tw課程網站裡的各作業區後，email告知老師
教師信箱：zhhuangline@aljh.kl.edu.tw(逾期不予計分)

健體領域 體育 2 2 吳長亨.徐美惠
楊雅雯.楊舒晴

是否施測 V V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吳長亨、徐美惠、楊雅雯、楊舒晴 吳長亨、徐美惠、楊雅雯、楊舒晴

適用班級 402、403、404、405 402、403、404、405

備註

技能50%
情意20%
認知10%
行為實踐20%

以多元方式進行(補考者請自行與教師聯絡，吳長亨老師聯絡方式aa9470@aljh.kl.edu.tw、徐美惠老師聯絡
方式ab6930@aljh.kl.edu.tw、楊雅雯老師聯絡方式aa0004@aljh.kl.edu.tw、楊舒晴老師聯絡方式
ac25972@aljh.kl.edu.tw)

必修小計 34 29
多元選修 閱讀理解 1 1 曾鈺雯 是否施測 V  V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曾鈺雯 曾鈺雯

適用班級 401-404 401-404

備註

繳交作業
補交日期：請於補考第一日中午12:00前將作業email至教師信箱
檔案名稱：班級-座號-姓名-科目
教師信箱：AA9692@aljh.kl.edu.tw(逾期不予計分)，務必確認老師的回覆信，作業才算繳交成功！
作業說明：繳交內容依課堂說明

閱讀核心字彙能力 *1 *1 邱妍禎 是否施測 V  繳交作業

成績考查比例(%) 100%

命題教師 邱妍禎

適用班級 402-404

備註

繳交作業
補交日期：請於補考第一日中午12:00前將作業email至教師信箱
檔案名稱：班級-座號-姓名-科目
教師信箱：yenjeanchiu@aljh.kl.edu.tw(逾期不予計分)，務必確認老師的回覆信，作業才算繳交成功！
作業說明：繳交內容依課堂說明

科學魔法教室 *1 *1 劉育祈 是否施測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劉育祈、黃國書 黃國書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備註

海有多好 *1 *1 劉育祈 是否施測 V 辦理考試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劉育祈、陳怡婷、劉慈先、高淑玲 劉育祈

適用班級 402~405 402~405

備註

文創設計與實作 *1 *1 吳怡慧 是否施測 V V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吳怡慧 吳怡慧

適用班級 401-404 401-404

備註

請依期限繳交本學期所有缺交作業於教師信箱：felicesdia@aljh.kl.edu.tw
日期：校訂補考當日10：00前(逾期不予計分)
檔案名稱: 班級-座號-姓名-作業名稱
作業郵寄完成，務必確認老師回覆信，作業才算繳交成功！

生活藝數 *1 *1 章翔萍 是否施測 V 期末公布繳交作業時間請依期限繳交本學期的作業

成績考查比例(%) 100% 限實體繳交至數學科章翔萍老師座位

命題教師 章翔萍

適用班級 401~404

備註

日語 *1 *1 張皓 是否施測 V V
成績考查比例(%) 100% 100%

命題教師 張皓 張皓

適用班級 401~404

備註
共4次平時作業，請學生於教師指定期限內完成。
未完成者請補寄至教師信箱：haruka.ukulele@gmail.com

選修小計 1 1

實驗課程 遊戲中的數學 *1 *1 邱妍禎 是否施測 V 繳交作業

成績考查比例(%) 100%

命題教師 邱妍禎

適用班級 405

備註

課堂學習單、課堂表現40%
作業繳交60%

繳交作業
補交日期：請於補考第一日中午12:00前將作業email至教師信箱
檔案名稱：班級-座號-姓名-科目
教師信箱：yenjeanchiu@aljh.kl.edu.tw(逾期不予計分)，務必確認老師的回覆信，作業才算繳交成功！
作業說明：繳交內容依課堂說明

從英語看世界 *1 *1 邱妍禎 是否施測 V 繳交作業

成績考查比例(%) 100%

命題教師 邱妍禎

適用班級 405

備註

課堂學習單、課堂表現40%
作業繳交60%

繳交作業
補交日期：請於補考第一日中午12:00前將作業email至教師信箱
檔案名稱：班級-座號-姓名-科目
教師信箱：yenjeanchiu@aljh.kl.edu.tw(逾期不予計分)，務必確認老師的回覆信，作業才算繳交成功！
作業說明：繳交內容依課堂說明

必修小計 3 3

總計 36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