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年級 班級 書名 版本 書名 版本

高一 101-121 123 124 125 國文（第一冊） 龍騰 國文（第二冊） 龍騰

122 X X 國文（第二冊） 龍騰

高二 201-225 國文（第三冊） 龍騰 國文（第四冊） 龍騰

高三 301-325 國文（第五冊） 翰林 國文（第六冊） 翰林

選修 324 文化基本教材(下冊） 康熹文化 X

高一 101-125 英文第一冊 三民 英文第二冊 三民

高二 201-225 英文第三冊 三民 英文第四冊 三民

高三 301-325 英文第五冊 三民 英文第六冊 三民

高一 101-121 123 124 125 數學（第一冊） 南一 數學（第二冊） 南一

 201-203（社會組）、223、225 數學B（第三冊) 泰宇 數學B（第四冊） 泰宇

204-221(自然組)、224 數學A（第三冊） 龍騰 數學A（第五冊） 龍騰

 301-303(社會組)、323、325 數學乙（第五冊） 三民 數學乙（第六冊） 三民

304-321(自然組)、324 數學甲（第五冊） 翰林 數學甲（第六冊） 翰林

高一 101-121 123 125 基礎物理（全一冊） 泰宇 X X

高二 201-221、124 選修物理力學Ⅰ ①龍騰②翰林 X X

高三 301-321 222  224 選修物理（上冊） 南一 選修物理（下冊） 南一

高一 101-121,123、125 基礎化學（全） 泰宇 X X

高二 201-221、124 選修化學（一） 翰林 選修化學（二） 翰林

高三 304-321  222 224 選修化學（上） 南一 選修化學（下） 南一

高一 101-121 123 基礎生物（全） 龍騰文化 X X

高二 207-221 選修生物(一） 南一 選修生物(二） 南一

高三 307-321 選修生物（上） 翰林 選修生物（下） 翰林

高一 101-124 地球科學（全） 泰宇 X X

高二 204-206、222 基礎地球科學（下） 康熙 X X

高三 304-321（二、三類）、324 基礎地球科學（下） 三民 X X

高一 101-121 123 125 地理（一） 南一 地理（二） 翰林

高二 201-221 223 225 地理（三） 龍騰 X X

高三 301-303、323、325 應用地理（上） 龍騰 應用地理（下） 翰林

高一 101-121 123 125 歷史（第一冊） 龍騰 待各版本複審修訂後再行選書 X

201-221 222 223 225 歷史（第三冊） 南一 X X

201-203、223、225 探究與實作 ①翰林②龍騰③南一 X X

高三 301-303、323、325 選修歷史（上冊） 康熙 選修歷史（下冊） 三民

高一 101-125 公民與社會（第一冊） 翰林 X X

高二 201-225 公民與社會（第二冊） 南一 公民與社會（第三冊）

高三 社會組(301-303)、323、325 選修公民與社會（上冊） 龍騰 選修公民與社會（下冊） 三民

體育 高一 101-125 體育（第一冊） 育達文化 體育（第二冊） 育達文化

高一 122 324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 泰宇 全民國防教育（下冊） 泰宇

高一二 123 222 全民國防教育（上冊） 泰宇 X X

高三 301-303 野外求生（全） 幼獅 X X

家政 高一 101-121 家政(全） 育達文化 X X

音樂 高一 101-121 音樂（上冊） 三民 X X

藝術生活 高三 301-321 藝術生活視覺應用藝術篇（全） 華興文化 X X

高一 101-121 美術（全） 華興 X X

高二 222 美術（第二冊） 謳馨 X X

資訊 高一 101-121 122 124 資訊科技（全） 育達文化 X X

健康與護理 高二 201-221 健康與護理（Ⅰ） 育達 健康與護理（Ⅱ） 育達

高二 201-221 生活科技（全） 育達文化 X X

高三 324 X X X X

生涯規劃 高二 101-125 X X X X

生命教育 高三 未開課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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