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版本 年級 班級 書名 說明

翰林 高二 201-225 國文 第三冊

康熹文化 選修 201-225 文化基本教材 下冊

三民 高二 201-225  乙版高中英文 第三冊

三民 高三 301-325  乙版高中英文 第五冊

三民  201-203(社會組)、223、225 數學 第三冊

翰林 204-221(自然組)、224 數學 第三冊

龍騰  301-303(社會組)、323、325 選修數學乙 上冊

南一 304-321(自然組) 選修數學甲 上冊

南一 高二 204-221 基礎物理 （二）B上

龍騰 高二 222、224 選修物理 上、下冊

全華 高二 201-203、223 基礎物理 （二）A全

龍騰 高三 304-321 選修物理 上冊

翰林 201-221、223 基礎化學 第二冊

南一 222、224 選修化學 上、下冊

南一 高三 304-321 選修化學 上冊

翰林 高二 201-221、223 基礎生物 下冊

泰宇 高三 307-321 選修生物 上冊

泰宇 高三 307-321 選修生物 下冊

地球科學 泰宇 高三 304-321（二、三類）、324 基礎地球科學 下冊

龍騰 高二 201-225 地理 第三冊

南一 高三 301-303、323、325 應用地理 上冊

翰林 高二 201-225 歷史 第三冊

康熹 高三 301-303、323、325 歷史 選修上冊

龍騰 高二 201-225 公民與社會 第三冊

三民 高三 社會組(301-303)、323-325 公民與社會 選修上冊

育達 高三 301-303 野外求生 全一冊

幼獅 高三 324 全民國防 上冊

音樂 泰宇 高二 201-221 音樂 第二冊

藝術生活 華興 高三 301-321
藝術生活視覺應用

藝術篇
全一冊

華興 201-221 美術 第二冊

謳韾 225 美術 第二冊

健康與護理 育達 高二 201-221 健康與護理 一、二冊

生活科技 X 高二 不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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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 高二 201-225 國文 第四冊

康熹文化 高三 301-325 國文 第六冊

三民 高二 201-225  乙版高中英文 第四冊

三民 高三 301-325  乙版高中英文 第六冊

三民  201-203(社會組)、223、225 數學 第四冊

翰林 204-221(自然組)、224 數學 第四冊

龍騰  301-303(社會組)、323、325 選修數學乙 下冊

南一 304-321(自然組) 選修數學甲 下冊

南一 高二 204-221 基礎物理 （二）B下

龍騰 高三 304-321 選修物理 下冊

翰林 高二 204-221 基礎化學 第三冊

南一 高三 304-321 選修化學 下冊

生物 翰林 高二 207-221 應用生物

地球科學 泰宇 高二 201-203、222、223 基礎地球科學 下冊

龍騰 高二 201-225 地理 第四冊

翰林 高三 301-303、323、325 應用地理 下冊

翰林 高二 201-225 歷史 第四冊

康熹 高三 301-303、323、325 歷史 選修下冊

南一 高二 201-221、222、223、225 公民與社會 第四冊

翰林 高三 社會組(301-303)、323、325 公民與社會 選修下冊

泰宇 高三 301-321 當代軍事科技 全一冊

幼獅 高三 324 全民國防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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