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段 領域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附試卷 備註

國文 國文1下 康軒 國審字第108052號 108.11.13 是o 否n

英文 國中英文2 翰林 國審字第108048號 108.11.06 是o 否n

數學 國中數學二冊 康軒 國審字第108061號 110.08.25 是o 否n

社會 社會(二) 康軒 國審字第108069號 110.11.22 是o 否n

自然 自然科學(第二冊) 康軒 國審字第108044號 108.10.18 是o 否n

藝術 藝術1下 康軒 國審字第108049號 110.10.20 是o 否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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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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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段 領域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附試卷 備註

國文 國文2下 康軒 國審字第109052號 109/09/08 是o 否n

英文 國中英文4 翰林 國審字第109054號 109.09.14 是o 否n

數學 國中數學四冊 康軒 國審字第109053號 109.09.17 是o 否n

社會 社會(四) 康軒 國審字第109078號 109.11.17 是o 否n

自然 自然科學4 翰林 國審字第109080號 109.11.17 是o 否n

藝術 藝術2下 翰林 國審字第109074號 109.11.10 是o 否n

年段 領域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附試卷 備註

國文 國文3下 翰林 國審字第110090號 110.05.03 是o 否n

英文 國中英文6 翰林 國審字第110076號 108.01.24 是o 否n

數學 國中數學六冊 康軒 國審字第110087號 110.11.22 是o 否n

社會 社會(六) 康軒 國審字第110094號 110.11.24 是o 否n

自然 自然科學6 翰林 國審字第110086號 110.11.11 是o 否n

三年級

二年級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國文 國文第二冊 翰林 普審字第108106號 108.08.19

英文 英文第二冊 三民 普審字第108132號 110.11.24

數學 數學 數學2 翰林 普審字第108109號 110.08.31

地理 地理2 翰林 普審字第108142號 109.01.09

歷史 歷史2 龍騰 普審字第108129號 109.01.08

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2 翰林 普審字第108141

物理 物理(全一冊) 三民 普審字第108061號 111.7.31

地球科學(全) 地球科學(全) 龍騰 普審字第108030號 110.04.28

輔導 生涯規劃 fun心升大學 泰宇 39937A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下) 幼獅 普審字第108007號 110.03.04

 體育 體育 體育2 育達 普審字第108115號 10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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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語文

自然

普通科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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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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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2 東大 技審字第108380號 110.10.29

英語文 英文(II)六課版 翰林
技審字第108381號

ISBN978-986-333-103-2
108.12.02

數學 數學 數學B2 翔宇 技審字第108312 110.08.17

專業科目 觀光餐旅業導論 觀光餐旅業導論(下) 旗立
技審字第108308號

K772B1
110.10.14

餐飲服務技術 餐飲服務技術(下) 旗立
技審字第108324號

K752B1
110.10.14

中餐烹調實習 中餐烹調實習(下) 台科大
技審字第108375號

HC10611
108.11.22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下) 幼獅 普審字第108027號 108.04.26

體育 體育2 育達 普審字第108115號 108.10.30

藝術領域 音樂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

音樂下冊
育達 普審字第109008號 109.02.18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下) 幼獅 普審字第108007號 110.03.04

綜合活動 生命教育
我的高中履歷表學習

歷程檔案(技高、家
育達 86503-2A

科技 資訊科技 數位科技概論(下) 台科大 技審字第109005號 109.01.03

餐飲科

語文

健康與體育

實習科目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備註

國文 國文第四冊 翰林 普審字第109083號 109.07.29

英文 英文第四冊 三民 普審字第109108號 109.10.27

數學4A 龍騰 普審字第109101號 109.10.15

數學4B 龍騰 普審字第109102號 109.10.15

選修化學I 選修化學I 翰林 普審字第108137號 108.12.26

選修化學II 選修化學II 翰林 普審字第108130號 108.12.20

選修物理I 選修物理I(全)力學一 龍騰 普審字第109032號 109.04.07

選修生物 選修生物I(全) 龍騰 普審字第109062號 109.05.11

選修歷史 選修歷史III 三民 612770

選修公民與社會
選修公民與社會III

探究與實作
三民 192250

選修地理 選修地理探究與實作 龍騰 ISBN:9789865190309 社會組

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3 龍騰 普審字第109047號 109.04.24

藝術 音樂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

校音樂下冊
育達 普審字第109008號 109.02.18

 體育 體育 體育4 泰宇 普審字第109107號 109.10.16

社會組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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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數學 分組用書

語文

自然組

數學

普通科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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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級】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備註

國語文 國文4 東大 技審字第108380號 109.10.27

英語文
英語文技術型高中

英文(四)A版
東大 技審字第109384號 109.10.27

數學 數學 數學B4 龍騰 技審字第108312號 110.08.17

飲料實務 飲料實務下 翰英 技審字第109407號 109.10.29

西餐烹調實習 西餐烹調實習(下) 文野 技審字第109239號 109.06.23

烘焙實務 烘焙實務(下) 文野 技審字第109242號 109.06.20

 體育  體育 體育4 泰宇 普審字第109107號 109.10.16

餐飲科

語文

實習科目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附試卷 備註

數學甲 選修數甲下 龍騰 普審字第110087號 110.10.15 是o 否n

數學乙 選修數乙下 龍騰 普審字第110088號 110.10.15 是o 否n

選修生物II-生命的起源

與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選修生物II(全) 龍騰 普審字第109060號 109.05.11 是o 否n

選修化學IV 選修化學IV 龍騰 普審字第110004號 110.03.02 是o 否n

選修化學V 選修化學V 龍騰 普審字第110005號 110.03.02 是o 否n

選修物理IV 選修物理IV(全)電磁現象一 龍騰 普審字第110037號 110.04.28 是o 否n

選修物理V
選修物理V電磁現象二與量

子現象
龍騰 普審字第110043號 110.05.06 是o 否n

選修歷史II 選修歷史II 南一 普審字第110103號 110.11.26 是o 否n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職教科書版本

【三年級】

分組課程

普通科
自然 自然組

社會 社會組

數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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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選修地理 選修地理社會環境議題 龍騰 普審字第110027號 110.05.13 是o 否n

選修公民與社會 選修公民與社會 南一 普審字第110067號 110.06.07 是o 否n

綜合 輔導 甄選特訓:備審魔法師 育達 9082B 108.01 是o 否n

藝術 音樂 音樂(乙版)下冊 育達 普審字第109020號 109.03.10 是o 否n

 體育 體育 體育6 育達 普審字第110091號 110.10.19 是o 否n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附試卷 備註

國語文 國文6 東大 技審字第110139號 110.10.06 是n 否o

英語文 龍騰技高英文6(A版) 龍騰 技審字第110155號 110.10.26 是o 否n

綜合 生涯規劃 甄選特訓:備審魔法師 育達 9082B 108.01 是o 否n

 體育 體育 體育6 育達 普審字第110091號 110.10.19 是o 否n

普通科

社會 社會組

餐飲科

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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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附試卷 備註

國語文 國文6 東大 技審字第110139號 110.10.06 是n 否o

英語文 龍騰技高英文6(A版) 龍騰 技審字第110155號 110.10.26 是o 否n

綜合 生涯規劃 甄選特訓:備審魔法師 育達 9082B 108.01 是o 否n

 體育 體育 體育6 育達 普審字第110091號 110.10.19 是o 否n

科別 領域 科目名稱 書籍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執照日期 附試卷 備註

語文 國語文 國文6 東大 技審字第110139號 110.10.06 是n 否o

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練習 最關鍵的五大閱讀綜合題型 常春藤 ISBN:9789865676834 2020.03.30 是o 否n

數位軟體設計 數位科技概論總複習 全華 04G20-006 是o 否n

綜合 生涯規劃 甄選特訓:備審魔法師 育達 9082B 108.01 是o 否n

 體育 體育 體育6 育達 普審字第110091號 110.10.19 是o 否n

應外科
專業

觀光科

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