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高一、高二線上補考規則說明 

1. 本次線上補考使用 MS Teams 系統，請同學於補考前先行確認自己是否

已存在於團隊之中。補考團隊名稱為「YPHS-109-2 線上補考團隊」。

(下周將會加同學入團隊) 

2. 每個帳號每科僅可以作答一次，請審慎確保作答狀態。勿於作答期間

誤按「上一頁」、重新整理」或關閉畫面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3. 為驗證身分，請務必以學校帳號登入，並於考試期間全程開鏡頭並顯

示自己及桌面作答狀況。線上測驗題目如要求登入後方可作答，請同

學務必以校務信箱登入應試。請同學先行測試是否得成功登入並使用

該校務信箱。 

4. 線上考試為正式考試，請遵守試場規則，勿有舞弊等違規行為。  

如有違規將依校內考試辦法及校規處理。 

5. 請務必確保網路暢通，以維護應試權利。 

6. 請同學務必留意各節應試起迄時間，試卷提交後無法再行更改，請考

生特別留意。 

7. 補考成績將陸續登錄於校務行政系統，最遲於 7/20(二)登入完畢，請

逕自登入查詢。 

 

 

 

 

 

 



高一各科目補考注意事項 

體育 101 

補考「體育」者，請錄製運動生活課程 5 種各 10 分鐘的影音檔，於  

7/19(一) 23:59 分前將影片，傳送至 teams 給授課老師(逾期不受理)。 
 

體育 107〜111 

補考「體育」者， 

1.請同學自行上網找 6 種核心肌力動作，並自己實施一分鐘動作錄製成影

片(切記不能縮時)，共 6 個檔案，檔案名稱請改成動作名稱。  

2.請同學針對自己選擇的 6 個動作進行分析，包括動作名稱、訓練的肌群、

訓練的目的。  

3.最後請同學做完動作後給予心得 500 個字，以上作業請於 7/15(四)前繳

交至老師信箱: celia509@yahoo.com.tw。 

 

多元選修--這一天的世界史 101~105.106~111 

補考「這一天的世界史」者，請參考中學生網站（https://www.shs.edu.tw/essay/）

關於小論文的說明，並依據網站上的篇幅、格式規定，獨力完成小論文 1

份（篇幅、格式請參考〈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論文寫作比賽格式說明暨評

審要點〉https://ppt.cc/fBVWZx）。小論文主題可任選，沒有限制。考量到疫

情期間，電腦設備可能取得不易，故本作業既可用電腦打字，亦可手寫。

若用手寫，格式只要大致與規定相似即可，不必強求手寫到跟電腦打字一

樣。 繳交方式：以電腦打字之 word 檔或 pdf 檔，或手寫之照片檔或掃描

檔 （ 如 jpeg 檔 等 等 圖 片 檔 案 格 式 ） 寄 至 老 師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roy09900334@gmail.com），檔名：班級_座號_姓名_補考小論文 繳交期限： 

7/13(二) 23:59 分截止。 

 

多元選修--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 101~103.105~107.109.111 

補考「英文經典故事輕鬆讀」者，請同學從本學期三篇故事(The Happy 

Prince/Beauty and the Beast/The Phantom of the Opera)中，擇一書寫(1)英文摘

要 100 字(2)個人英文心得 100 字。請於 7/15(四)前，請打成 word 檔，檔名:

班 級 _ 姓 名 _ 英 文 經 典 故 事 輕 鬆 讀 補 考 作 業 ， 寄 至 老 師 信 箱 : 

miranda52@yphs.tw。 

mailto:celia509@yahoo.com.tw
https://www.shs.edu.tw/essay/
mailto:roy09900334@gmail.com
mailto:miranda52@yphs.tw


全民國防教育 106〜109.111 

補考「全民國防教育」者，請觀賞「台灣菁英戰士:陸戰蛙人」第 1 集和第

5 集兩部影片，撰寫 500 字心得乙篇。  

1.第一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T3zonUcAU  

2.第五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DgGn6jAM0  

請於 7/16(五)11:00 前，打成一份 WORD 檔，檔名：班級_座號姓名_補考

心得(例：121_40 黃小剛_補考心得)，寄至教官信箱：cm0833@gmail.com。 

 

日文 101〜105.110 

補考「日文」者，請逕至以下網址 

「https://reurl.cc/rg0GRO」的雲端硬碟中，下載「作業單」依敘述完成。 

 

地球科學 106〜109.111 

補考「地球科學」者，請在“ENSO”或“洋流”兩主題中二擇一，寫一份

書面報告：不超過 A4 一面，以 10~20 個項目次概念和主題構成樹狀圖，

並註明班級座號姓名和資料來源。於 7/15(四)前寄至 pmh0331@hotmail.com。 

 

化學 106〜109.111 

補考「化學」者，請將講義一到三章的單元基礎題以及習作每個章節的題

目，寫完並訂正後拍照，於 7/16(五)前將照片，傳至 teams 給授課老師。 

 

地理 101〜109.111 

補考「地理」者，請設計並手繪一張介紹給外國人的台灣主題地圖。圖中

要呈現台灣各縣市的特色，可以是地景、建築、特產、產業等。完成後用

掃描 app 拍攝存檔，檔名：年級班級座號姓名_高一地理補考作業，於

7/16(五)前將檔案傳至：straw0911@gmail.com。 

 

美術鑑賞 110 

補考「美術鑑賞」者，請補齊本學期講義：哥德式藝術、北方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前期完成後拍照，請於 7/16(五)前上傳補交至雲端資料夾：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0kmv_csnxo8jolv3BeyKeFypbjYDWs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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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101〜105 

補考「生命教育」者，請同學至以下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6xoJcEJtLJji0wkJ42243Dsb-

R24MII/view?usp=sharing」的雲端硬碟中，下載「 生命教育補考作業」，

並且將填寫完成的作業，存成 pdf 檔後，寄至老師信箱

chungling1120@yahoo.com.tw。請於 7/15(四)23:59 分前完成寄送，逾時視

同缺交。(文件請存 pdf 檔，檔名請命名為：班級座號姓名之格式。EX：

21238 王大明) 

 

策展與實作 110 

補考「策展與實作」者，請將本學期策展課實作流程、照片、學習歷

程、成果等資料撰寫成 2000 字心得報告，以 PDF 檔案形式於 7/16(五)前

上傳至雲端資料夾：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1SoU7PjTBrP_kmZ74aRl9UOf6BDDj0h 

 

水墨 110 

補考「水墨」者 

1. 請參考大學術科考試歷屆考題，以四開宣紙完成書法作品 10 張  

2. 請參考大學術科考試歷屆考題，以四開宣紙完成水墨作品 3 張 

https://www.cape.edu.tw/exams/  

拍照後並於 7/19 (一)前寄至老師信箱 ak4975@yph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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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各科目補考注意事項 
 

音樂 205 

補考「音樂」者，請上 youtube 欣賞古典音樂 20 分鐘，並打字寫下 100 字

以內的心得，於 7/14(三)中午前將心得傳至授課老師信箱。 

 

生活科技 206~209.211 

補考「生活科技」者，請同學至以下網址「https://reurl.cc/KAdY3j」的雲端

硬碟中，下載「作業格式」，並且將填寫完成的作業，存成 pdf 檔後，寄至

老師信箱：cl041183@yphs.tw。請於 7/15(四)23:59 分前完成寄送，逾時視

同缺交。(文件請存 pdf 檔，檔名請命名為：班級座號姓名之格式。EX：

21238 王大明) 

 

體育 201〜204 

補考「體育」者， 

1.請同學自行上網找 6 種核心肌力動作，並自己實施一分鐘動作錄製成影

片(切記不能縮時)，共 6 個檔案，檔案名稱請改成動作名稱。  

2.請同學針對自己選擇的 6 個動作進行分析，包括動作名稱、訓練的肌群、

訓練的目的。  

3.最後請同學做完動作後給予心得 500 個字，以上作業請於 7/15(四)前繳

交至老師信箱: celia509@yahoo.com.tw。 

 

資訊科技概論 201〜203 

補考「資訊科技概論」者，請逕至以下網址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pLBzUgjdsWxUQ0IA82ufBopAE0Qt6V

Of?usp=sharing」的雲端硬碟中，下載「作業單」依敘述完成。 

 

資訊科技概論 204〜205 

補考「資訊科技概論」者，請進入 Google Classroom 完成指定補考作業。 

 
 
 
 

https://reurl.cc/KAdY3j
mailto:celia509@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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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選修-聲色場所-Arduino 201〜203.205 

補考「聲色場所-Arduino」者，請搜尋資料並以「Arduino 作為物聯網元

件如何應用在生活中」為主題，寫一份書面報告：需介紹 Arduino、物聯

網、可應用在生活中何處、描述如何運用(可附上運作原理、電路圖和程

式)。並註明班級座號姓名和資料來源。於 7/15(四)前寄至

springgod@yphs.tw 

 

多元選修-幸福微課程 201〜203.205〜207.209.211 

補考「幸福微課程」者，請同學繳交一張「九宮格共鳴讀書筆記」。 

1.選一本具有勵志或學習功能的書籍，按照九宮格共鳴讀書筆記步驟書寫

(步驟如附件一)。 

2.下載共鳴筆記直接在 WORD 上編輯(表格如附件二)，請於 7/15(五)前繳

交電子檔。檔名：班級_姓名_補考共鳴筆記，寄至老師信箱：

suling1013@gmail.com 

3.附件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gTWszkQofk3rWyQu3RnpG9aqpM_TnkV/view?

usp=sharing 

附件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T6zSBMKHA-KNM--uhrO4QRaPMnA0N-

a/view?usp=sharing 

 
 

多元選修-化學 543  201〜204.205 

補考「話中有化之-化學 543」者，請逕至以下網址「https://reurl.cc/4aN0Gj」

的雲端硬碟中，下載「作業單」依敘述完成。 

 

立體造型 210 

補考「立體造型」者，請用四開尺寸紙張，任選三張歷屆大學術科考試

考題，並於 7/15(四)前寄至 cavalier2702@yph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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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T6zSBMKHA-KNM--uhrO4QRaPMnA0N-a/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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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 210 

補考「水墨」者 

1. 請參考大學術科考試歷屆考題，以四開宣紙完成書法作品 10 張  

2. 請參考大學術科考試歷屆考題，以四開宣紙完成水墨作品 3 張 

https://www.cape.edu.tw/exams/  

拍照後並於 7/19 (一)前寄至老師信箱 ak4975@yphs.tw。 

 

美術 206〜209.211 

補考「美術」者，請點選連結，依指定完成作業並於 7/19(一)之前回傳至

https://forms.gle/AwFLR86sTpHB3fU2A。 

 

選修化學 201〜205 

補考「選修化學」者，請逕至以下網址「https://reurl.cc/83eZER」的雲端硬

碟中，下載「作業單」依敘述完成。 

 

東方美術史 210 

補考「東方美術史」同學，請將中美史講義：秦朝至五代十國講義內容

與後面題目完成後拍照，請於 7/16(五)前上傳至雲端資料夾：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0psKSG69ssho6H9vOC6lPxj7iOt0ZW
W5 
 

基礎油畫 210 

補考「基礎油畫」者，請將該堂課本學期缺交的作品拍照，於 7/16(五)前

上傳至雲端資料夾：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10YxLCSKCDHteVQFaDtD78NVCaeZvg
9L 
 

探究與實作：公民議題與社會探究 205〜209.211 

1.請選擇一個你有興趣的公共議題完成一份至少 1000 字的報告。 

2.公共議題的範圍：近來所發生的社會時事、校園生活相關討論皆可 

3.研究方法的運用：需以本學期所學的文獻探討、問卷調查、觀察法、訪

談法為主。 

4.報告內容應包含：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成果。 

https://www.cape.edu.tw/exams/
mailto:前寄至老師信箱ak4975@yph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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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後請掃描存檔，檔名：年級班級座號姓名_高二公民探究與實作補

考作業，於 7/16(五)前將檔案傳至：audreysun1976@gmail.com。 

 

mailto:audreysun1976@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