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備註

國文2新挑戰B卷 康軒

國文學習講義1下 康軒 108052

國中文國文閱讀測驗決勝帖 建興

荷作文苑 荷作

國中英語第二冊B卷 翰林

良師英語講義2(翰林) 鼎甲 31120141-29

數學測驗卷C卷 康軒

新命題焦點數學講義2 康軒

麻辣數學講義2 康軒

國中歷史2-新挑戰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歷史2-新挑戰學習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2-新挑戰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2-新挑戰學習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2-新挑戰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2-新挑戰學習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自然科學2新挑戰B卷 康軒

自然科學2百試達2 康軒

資訊 生活科技(材料包) 南一 03飛機音樂盒、05簡易凸輪玩具、10小小頭石機

自然

一年級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英文

數學

社會

國文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備註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國文學習講義2下 康軒 109052

國文4新挑戰B卷 康軒

荷作文苑 荷作

國中英語第四冊B卷 翰林

良師英語講義4(翰林) 鼎甲 33420161

數學測驗卷C卷 康軒

新命題焦點數學講義4 康軒

麻辣數學講義4 康軒

國中歷史4-新挑戰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歷史4-新挑戰學習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4-新挑戰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4-新挑戰學習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4-新挑戰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4-新挑戰學習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理化測驗卷C卷 翰林

理化超級翰將4 翰林

資訊 生活科技(材料包) 南一
02直升機音樂盒、06下坡小羊、14液壓棘輪車、

15簡易線控車、10小小投石機

二年級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國文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備註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國文6新挑戰B卷 翰林

超級翰將3下 翰林

大滿貫複習B5-B6講義 翰林

荷作文苑 荷作

國中英語第六冊B卷 翰林

良師英語講義6(翰林) 鼎甲 31120181-29

橘子複習講義英語5-6冊 翰林

橘子複習卷英語5-6冊 翰林

英文題本1-6冊 南一

數學測驗卷C卷 康軒

麻辣勝經複習講義5-6冊 康軒

新命題焦點數學講義6 康軒

麻辣數學講義6 康軒

三年級

英文

數學

國文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備註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國中歷史6-新挑戰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歷史6-新挑戰學習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搶分題本-歷史 康軒

國中歷史5-新挑戰A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歷史6-新挑戰A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6-新挑戰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6-新挑戰學習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搶分題本-地理 康軒

國中地理5-新挑戰A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地理6-新挑戰A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6-新挑戰B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6-新挑戰學習講義(康軒版) 明霖文教

搶分題本-公民 康軒

國中公民5-新挑戰A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國中公民6-新挑戰A卷(康軒版) 明霖文教

全貫通題本-社會科 南一

三年級

社會



年級 領域 科目名稱 版本 執照編號 備註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麻辣甲卷(5-6)冊 康軒

勝經理化複習講義5-6冊 康軒

理化測驗卷C卷 翰林

理化超級翰將6 翰林

康軒麻辣地科(甲卷) 康軒

全部 康軒3800(內含國、英、數、社、自) 康軒

三年級

自然



年級 科別 科目 書名 版本 執照編號

國文2翰林試卷甲卷 翰林

荷作文苑 荷作

英語文 LIVE 雜誌(111/1-111/5) LIVE

地球科學 地球科學(學習卷) 龍騰

地理 無敵高中地理2 B卷 翰林

歷史2學習卷 龍騰 67002-S1

歷史2進階卷 龍騰 67002-S2

公民與社會 無敵高中公民與社會(2)-A卷 翰林

資訊 生活科技(材料包)(單元5) 全華

年級 科別 科目 書名 版本 執照編號

一 餐飲科 英語文 LIVE ABC雜誌(111/2-111/4) LIVE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一年級]

普通科一

歷史

國語文



年級 科別 科目 書名 版本 執照編號

翰林版國文第四冊測驗A卷 翰林

荷作文苑 荷作

搶救國文大作戰 龍騰 60601

英語文 ALL+雜誌(111/1-111/5) LIVE

選修化學 新全勝化學學測16週 龍騰 64601

地球科學 新全勝地球科學學測16週 龍騰 66601

生物 新關鍵圖解生物 龍騰 65801

公民與社會3學習卷成卷加購詳解 龍騰

公民與社會3進階卷成卷加購詳解 龍騰

年級 科別 科目 書名 版本 執照編號

二 餐飲科 英語文 ENJOY 雜誌(111/2-111/4) 常春藤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二年級]

公民與社會

二 普通科

國語文



年級 科別 科目名稱 書名 版本 執照編號 備註

常春藤解析雜誌(111/2-111/3) 常春藤 附贈聽力卷、單元卷

新多益黃金互動16週:進階篇 三民 S80420T 9786661479195 附贈模擬卷

英文閱讀素養課 LIVE ISBN9789864414345 附贈測驗卷

選修公民與社會 選修公民與社會II學習評量卷A卷(加購詳解卷) 南一 社會組

年級 科別 科目名稱 書名 版本 執照編號 備註

LIVE ABC雜誌(111/2-111/3) LIVE 附贈聽力卷、單元卷

升四技二專全國聯合模擬考試卷 漢樺文化

英文科歷屆統測試題 東大

龍騰技高英文6(A版)測驗卷 龍騰 附贈隨堂卷、複習卷)

餐旅管理(觀光) 觀光餐旅業導論評量卷 群英 ANC010

餐飲經營實務 飲料實務總複習測驗卷 文野 EB29-Q

倉儲管理 餐飲服務技術評量卷 群英 ANC011

旅館管理 餐飲服務技術評量卷 群英 ANC011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三年級]

英語文

英語文

餐飲科三年級

分組課程

三 普通科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高中部補充教材版本

[三年級]

年級 科別 科目名稱 書名 版本 執照編號 備註

LIVE ABC雜誌(111/2-111/3) LIVE 附贈聽力卷、單元卷

升四技二專全國聯合模擬考試卷 漢樺文化

英文科歷屆統測試題 東大

龍騰技高英文6(A版)測驗卷 龍騰 附贈隨堂卷、複習卷)

領隊實務 觀光餐旅業導論評量卷 群英 ANC010

領隊實務 分回測驗卷-觀光餐旅業導論 全華 74G71007

飲料調製實習 分回測驗卷-飲料實務 全華 74G47007 (張朠紹版)

飲料調製實習 分回測驗卷-飲料實務 全華 (蘇翠版)

服務業管理 餐飲服務技術測驗卷 文野 EB28-Q

行銷會展管理 餐飲服務技術評量卷 啟英/翰英 EB28-Q

年級 科別 科目名稱 書名 版本 執照編號 備註

常春藤解析雜誌(111/2-111/3) 常春藤 附贈聽力卷、單元卷

升四技二專全國聯合模擬考試卷 漢樺文化

英文科歷屆統測試題 東大

英文全真模擬測驗卷 龍騰

國際貿易實務 商業概論滿分總複習(下) 旗立

觀光科三年級

應外科三年級
英語文

英語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