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級 科目 版本 範圍

高三全 國文 翰林 B1~B6

高三誠愛勤仁勇 英文 龍騰
龍騰版B1-B6、指考歷屆試題106~108年；
空美4/1-5/7

高三誠愛勤 數學 綜合版 數甲上
高三誠愛勤智 物理 跨本版 指考全部範圍
高三誠愛勤智 化學 引航 選修化學(上)ch1、ch2、ch4
高三誠愛勤智 生物 翰林 高中生物全
高三智 英文 龍騰 B4-B6 雜誌4月~5月W1
高三智 數學 綜合版 數甲上全
高三仁勇 數學 綜合版 主題：38~44
高三仁勇 歷史 南⼀ (⼀冊)~(選修下)
高三仁勇 地理 綜合版 (四)-(六)
高三仁勇 公⺠ 綜合版 B1~B4



年級 科目 版本 範圍

高二誠愛勤仁勇 國文 龍騰 B4L1-L9、補充文選L5

高二誠愛勤仁勇 英文 龍騰
B4L8-Review3 常春藤U18-21
雜誌四月W2-5月W1單字

高二誠愛勤 數學 龍騰 選修甲下單元2~單元4

高二誠愛勤 物理 龍騰
新課綱 選修物理IV ch2-3~ch3-1 ,
舊課綱選修物理下 ch8-3~ch9-2

高二誠愛勤 化學 引航 選修化學（下）7-6～7-7+6-1
高二誠愛勤 生物 龍騰 選修生物III 4-3, Ch5
高二誠愛勤智 地球科學 地科講義 大氣(全)
高二誠愛勤 歷史 龍騰 歷史(三)第二篇
高二誠愛勤 地理 龍騰 歐洲~北美洲
高二誠愛勤 公⺠ 三⺠ B1,L5~L6
高二智 國文 龍騰 B4L1-L10、補充文選L4-L6
高二智 英文 龍騰 B4L7-L9 字彙書U3-U6 雜誌4月W2-5月W1
高二智 數學 龍騰 B4L9-B5L1
高二智 物理 龍騰 選物(三)4-3~選物(四)1-1~2-2
高二智 化學 引航 選修化學(三)2-1~2-5
高二智 生物 龍騰 選生二4-4~選生三CH1
高二智 歷史 龍騰 歷史(二)第二篇
高二智 地理 綜合 第⼀冊第2~3章+講義1~17單元
高二智 公⺠ 三⺠ B1,L5~L6
高二仁勇 數學 龍騰 第二冊 數列級數、排列組合
高二仁勇 歷史 龍騰 第三冊第3~4章，選修歷史第3~4章
高二仁勇 地理 龍騰 應用地理下第1-2章
高二仁勇 公⺠ 三⺠ B3 Ch.4+B5 Ch.3,Ch.4



年級 科目 版本 範圍

⾼⼀誠愛勤仁勇 國文 翰林 課本第三冊1-9課+補充教材1.2.4.6課
⾼⼀誠愛勤仁勇 英文 龍騰 Review2, B3L7-8+常春藤U38-41+4U四月全
⾼⼀誠愛勤仁勇 數學 泰宇 B3ch2-2toB3ch3-2
⾼⼀誠愛勤 物理 翰林 1-2~1-5, 4-5
⾼⼀誠愛勤 化學 引航 選修化學(l)3-3～3-6+選修化學(ll)1-1
⾼⼀誠愛勤智 生物 泰宇 選修生物II Ch 3
⾼⼀全 地球科學 南⼀ 5-2及第6章
⾼⼀誠愛勤 歷史 三⺠ 第二章全
⾼⼀誠愛勤 地理 南⼀ (三)CH1~2
⾼⼀誠愛勤 公⺠ 龍騰 B3,L4~L5

⾼⼀智 國文 翰林
課本B2L1-L10；補教B2L1-L6；
成語典p176-190

⾼⼀智 英文 龍騰 B2R2-L9, 4U:四月, Ivy3: 20-23
⾼⼀智 數學 泰宇 B2 3-4~4-2
⾼⼀智 物理 泰宇 選物(⼀)3-1~3-4
⾼⼀智 化學 引航 化學全5-3~5-4選修化學(1)2-1~2-3
⾼⼀智 歷史 三⺠ (二)第三、四章
⾼⼀智 地理 南⼀ (二)CH4~5
⾼⼀智 公⺠ 龍騰 B2 Ch.3~Ch.5
⾼⼀仁勇 物理 翰林 物理全CH6
⾼⼀仁勇 化學 引航 化學全CH2
⾼⼀仁勇 生物 泰宇 病毒學、免疫系統
⾼⼀仁勇 歷史 三⺠ 2-2到4-2
⾼⼀仁勇 地理 南⼀ (三)CH3~4
⾼⼀仁勇 公⺠ 龍騰 B3 Ch.3~C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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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忠孝仁信平 國文 翰林 課本L1~L8、補充教材L3~L4
九忠孝仁信平 英文 龍騰 課本4,5,6,R2、常春藤U16~18、雜誌4月全
九忠孝仁信平 數學 龍騰 單元：5、6、7
九忠孝仁信平 物理 翰林 物理(全)Ch3-2~Ch4-2
九忠孝仁信平 化學 引航 化學(全)CH2
九忠孝仁信平 生物 龍騰 生物(全)1-3, 2-1(孟德爾遺傳定律)
九忠孝仁信平 地球科學 南⼀ 3-1~4-1
九忠孝仁信平 歷史 三⺠ 歷史(⼀)第⼆篇
九忠孝仁信平 地理 龍騰 (⼀)2-1~3-1
九忠孝仁信平 公⺠ 南⼀ B1Ch4-5
九愛義和 國文 翰林 ⼀到六冊
九愛義和 英文 翰林佳音 B1-B6
九愛義和 數學 翰林 B1-B6
九愛義和 理化 綜合版 會考範圍
九愛義和 生物 翰林 生物(上)(下)全
九愛義和 地球科學 地科講義 會考範圍
九愛義和 歷史 綜合版 ⼀到六冊
九愛義和 地理 綜合版 ⼀到六冊
九愛義和 公⺠ 綜合版 B1~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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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級 國文 南⼀ B4L1~L9、語⼀、語⼆

八年級 英文 翰林佳音
第四冊U6+第五冊U1、空美四月份單字、
英檢第8本p. 19-21

八年級 數學 康軒 B4 4-1~4-3
八年級 歷史 南⼀ (二下)ch5-ch6
八年級 地理 南⼀ 第四冊第5+6章
八年級 公⺠ 南⼀ B4 Ch.4~Ch.5
八年級 理化 翰林 第四冊4-1~5-2
七年級 國文 康軒 第⼆冊L1-L8、⾃學⼀、語文天地⼀、⼆

七年級 英文 翰林佳音
第二冊U5-U6、空美4月份單字、
英檢本4 p.19-21

七年級 數學 翰林 第四章、第五章
七年級 歷史 康軒 第四章、第五章
七年級 地理 康軒 第二冊第4+5章
七年級 公⺠ 康軒 B2,L3~L4
七年級 生物 翰林 生物(下)2-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