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新挑戰學習講義第一冊 康軒

新挑戰試卷第一冊B卷 康軒

文史典故 捷英社

中學生i閱讀(一) 翰林

國中成語手冊 建興

荷作文苑 荷作

英文良師講義第一冊 鼎甲 31120131-29

英文翰林版B卷(第一冊) 翰林

麻辣講義數學1 康軒

命題焦點講義1 康軒

國中數學第1冊測驗卷C卷 康軒

國中歷史1-新挑戰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歷史1-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1-新挑戰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1-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1-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國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歷史

地理

公民

社會

英語文

一年級

語文

國語文

數學數學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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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公民1-新挑戰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自然科學百試達1 康軒

自然新挑戰B卷 康軒

藝術 美術 入門系列1唐 歐陽詢九成宮禮泉銘入門 蕙風堂

自然科學1

公民

社會

一年級

自然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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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挑戰學習講義第三冊 康軒

新挑戰試卷第三冊B卷 康軒

世說新語100選 翰林

荷作文苑 荷作

英文B卷第三冊 翰林

良師英文講義第三冊 鼎甲

麻辣講義數學3 康軒

命題焦點講義3 康軒

國中數學第3冊測驗卷(c卷) 康軒

國中歷史3-新挑戰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歷史3-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3-新挑戰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3-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3-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3-新挑戰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超級翰將理化第三冊 翰林

理化測驗卷c卷 翰林

社會

數學

英文

數學

語文

自然

二年級

理化

國文

歷史

地理

公民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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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翰將國文第五冊 翰林

翰林試卷第五冊B卷 翰林

世說新語100選 翰林

荷作文苑 荷作

大滿貫複習講義 翰林

大滿貫複習卷(A) 翰林

勝經複習講義 康軒

橘子英文複習講義 翰林

英文B卷第五冊 翰林

良師英文講義第五冊 鼎甲 31120171-29

橘子英文複習講義測驗卷 翰林

命題焦點講義5 康軒

國中數學第5冊測驗卷(C卷) 康軒

麻辣數學5 康軒

勝經複習講義數學 康軒

麻辣複習卷數學(A卷) 康軒

國中歷史5-新挑戰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三年級

英文

國文

語文

數學數學

歷史

社會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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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歷史5-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麻辣複習講義歷史 康軒

麻辣複習卷1-4冊歷史(甲卷)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5-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5-新挑戰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大滿貫複習講義地理 翰林

大聯盟8K複習卷1-4冊地理 漢華文教

大滿貫總複習卷1-4冊地理(甲卷) 翰林

國中公民5-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5-新挑戰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麻辣複習義-公民與社會 康軒

麻辣總複習卷1-4冊公民(甲卷) 明霖文教

地科 大滿貫複習講義-地球科學(全) 翰林

110大滿貫生物複習卷(1-2冊) 翰林

110大滿貫生物總複習講義 翰林

KO理化複習測驗卷 奇鼎

KO會考理化複習講義 奇鼎

生物

三年級

自然

理化

歷史

地理

公民

社會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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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翰將理化第五冊 翰林

理化測驗卷c卷 翰林

三年級

自然

理化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國文第一冊測驗卷A卷 翰林

讀霸 龍騰

荷作文苑 荷作

英文文法開麥拉 龍騰 61812-R

高中核心字彙LEVEL3+4 常春藤 9789867008374

LIVE雜誌(110/8-110/12) LIVE

地理 無敵A卷地理1 翰林 627001-30

公民與社會 無敵高中公民與社會(1)-A卷 翰林

歷史 歷史1進階卷 龍騰 67001S2

藝術 美術
入門系列1唐 歐陽詢九成宮

禮泉銘入門
蕙風堂

資訊 資訊 生活科技(材料包) 全華 108058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國語文 閱讀文白閱讀120新試 翰林

LIVE ABC雜誌(110/09-110/11) LIVE

英文統測必考高頻率單字 龍騰

藝術 美術
入門系列1唐 歐陽詢九成宮

禮泉銘入門
蕙風堂

中餐烹調實習 中餐烹調丙級技能檢定演練 廣懋 5K502餐飲科

普通科

英語文

語文

英語文

社會

語文

餐飲

國語文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一年級】



刀工技術 專業刀工技術 宥宸 NA066

中餐烹調實習
分回測驗卷丙級中餐烹調技

能檢定學科
全華 74A84037

基礎裝飾 蛋糕裝飾 廣懋 5K158

餐飲科

餐飲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翰林第三冊試卷A卷 翰林

青春筆記閱讀未來2.0 龍騰

荷作文苑 荷作

翻譯作文Let's G.O. 龍騰 61693

高中進階字彙LEVEL5+6 常春藤 4717004702835

ALL+雜誌(110/8-110/12) LIVE

地理3分冊測驗卷 龍騰

滿級分(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歷史 滿級分 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公民與社會2學習卷成卷加購詳解 龍騰 69002S1

公民與社會2進階卷成卷加購詳解 龍騰 69002S2

滿級分-公民與社會學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物理複習 新關鍵圖解物理 龍騰 63801-R

化學複習 新大滿貫複習講義(化學上) 翰林 745000-30

地科複習 新關鍵圖解地球科學 龍騰 66801-R

資訊 資訊科技 程式設計APCS解題策略C語言篇 全華 4803200S 108.08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國語文 青春筆記閱讀未來2.0 龍騰

餐飲科

語文

公民與社會

普通科

自然

英語文III

語文

社會

地理

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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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文 ENJOY雜誌(110/09-110/11) 常春藤

觀光餐旅複習 升科大四技-學霸筆記-觀光餐旅業導論 全華 04G18

食物製備實務 單一級食物製備技能檢定學術科完全攻略 全華 04749016

西式點心製作 完全解構!精品級甜點 臺灣廣廈 9789861303888 2018/5/18

餐飲服務技術 餐飲服務技術總複習 群英 ANB006

飲料調製丙級技能檢定寶典 文野 EB23

飲料調製丙級技能檢定寶典學科測驗卷 文野 EB23-Q

餐飲科

語文

飲料實務

餐飲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翰林第五冊試卷A卷 翰林

跨版本國文學測全真模擬卷-10回 龍騰 60905S

學測古文15篇素養複習卷15回 龍騰 60906S

荷作文苑 荷作

英語文 英文V進階卷(小卷) 龍騰

英語文 解析英語雜誌(110/8-110/12) 龍騰

英語文 STEP BY STEP 英文寫作特訓班 LIVE  ABC 9789864410668

英語文 英文神拿滿級分 三民 9786661478129

新關鍵數學A學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好好學數學B學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選修地理I(全)學習卷 龍騰 68004S1

滿級分(地理學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68802

跨版本地理學測總複習測驗卷16回 龍騰 68901S

跨版本地理學測總複習測驗卷10回 龍騰 68902s

透視指考(102-109歷屆試題)地理 南一
普通科

數學

語文

國語文

數學

地理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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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歷史學習評量A卷 南一

滿級分 歷史學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制霸大考 歷史學測總複習卷 三民

跨版本 歷史學測總複習測驗卷 龍騰

透視指考(102-109)歷屆試題歷史 南一

選修公民與社會I學習評量卷A卷(加購詳解卷) 南一

滿級分-公民與社會學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指考公民與社會102-109歷屆試題 南一

公民與社會-超給力學測複習卷 南一

學測4568社會科高中全國模擬測驗試題彙編 南一

選修物理 新關鍵圖解物理 龍騰 63801-R

化學 學測週計畫(化學) 翰林 735340-00

生物 圖解生物學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65801-R

地球科學 新關鍵圖解地球科學 龍騰 66801-R

普通科

選修公民與社會

社會 歷史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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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國文統測全真 翔宇

搶救國文統測複習25週 龍騰

英文V 108(6課版)考卷(進階卷小卷) 龍騰

LIVE雜誌(110/9-110/11) 文淵

跨版本英文統測ALL PASS卷12回 龍騰 81902S-R

數學 進階數學 數學新突破數學B統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領團原理 《2021年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華立 9789577848994 110/02

餐飲經營實務(飲

調)
飲料實務總複習 群英 ANB007

餐飲經營實務(飲

調)
飲料實務評量卷 群英 ANC012

餐旅管理 觀光餐旅業導論總複習 旗立 K871W1

專題實作 專題製作 廣懋 5K157

旅館管理/倉儲管

理

(餐服)

餐飲服務技術滿分總複習 旗立 K851W1

巧克力拉糖工藝 小山進的頂級食感巧克力 東販
局版臺業字第

4680號

國際烹調 法式料理加熱技巧聖經CUISSON 大境 9789869814256

宴席菜餚製作 宴會管理:全方位的新視野 華立 9789577848963

餐飲科

餐飲

英語文

語文

國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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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席管理實習 宴會管理:理論與實務 揚智 9789862982938

餐飲科

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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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國文統測全真 翔宇

搶救國文統測複習25週 龍騰

英文V 108(6課版)考卷(進階卷小卷) 龍騰

LIVE雜誌(110/9-110/11) 文淵

跨版本英文統測ALL PASS卷12回 龍騰 81902S-R

數學 進階數學 數學新突破數學B統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服務業管理 分回測驗卷-餐飲服務技術 全華 74G49007

服務業管理 升科大四技-餐飲服務技術 全華 04G49006

領團原理 《2021年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試題指南》 華立 9789577848994

飲料實務 飲料實務評量卷 群英 ANC012

飲料實務 飲料實務總複習 群英 ANB007

領隊實務/飯店實

務/吧檯實務
觀光餐旅業導論滿分總複習 全華 04G71006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國文統測全真 翔宇

搶救國文統測複習25週 龍騰

跨版本英文統測ALL PASS卷12回 龍騰 81902S-R

英文V考卷(進階卷) 龍騰

英文V考卷(随堂卷) 龍騰

觀光科

應外科

國語文

觀光

語文

英語文

國語文

英語文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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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英語雜誌(1108/8-110/12) 常春藤

數學 進階數學 數學新突破數學B統測總複習講義 龍騰

應外科
英語文

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