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文 國文 三民 六

學習評量 三民 六

小說選讀 沿用

英文 英文 龍騰 六

英文閱讀與寫作 (信)空中英語教室 基傳會

(義)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沿用

數學演練 沿用

台灣歷史 選修歷史 康熹 下

歷史專題 教師自編

台灣地理 應用地理 南一 下

應用地理 教師自編

公民與社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六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文 國文 三民 六

學習評量 三民 六

小說選讀 沿用

英文 英文 龍騰 六

英文閱讀與寫作 (信)空中英語教室 基傳會

(義)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沿用

科目

109年度  綜合高中三年級 社會學程 課程書籍一覽表

下學期

109年度  綜合高中三年級  自然學程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數學演練 沿用

物理 沿用

物理專題 沿用

化學 教師自編

化學專題 教師自編

公民與社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六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文 龍騰 四

學習卷 龍騰 四

15分鐘素養圖擊:混合題組挑戰卷 三民

英語文 英語文 龍騰 四

學習卷 龍騰 四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A 三民 四

體育 體育 育達 四

東亞與中國 教師自編

世界歷史 歷史 三民 三

世界地理 地理 龍騰 三

台灣地理 教師自編

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 三民 二

專題實作 教師自編

社會哲學概論 教師自編

看影片學英文 教師自編

109年度 綜合高中二年級社會學程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文 龍騰 四

學習卷 龍騰 四

15分鐘素養圖擊:混合題組挑戰卷 三民

英語文 英語文 龍騰 四

學習卷 龍騰 四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A 三民 四

體育 體育 育達 四

物理統整 沿用

物理實驗操作 沿用

化學統整 教師自編

化學實驗操作 教師自編

地球科學 沿用

專題實作 教師自編

看電影學地科 教師自編

看影片學英文 教師自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龍騰 二

學習卷 龍騰 二

讀霸!素養閱讀看這本 龍騰

英語文 英語文 龍騰 二

109年度  綜合高中一年級信班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109年度 綜合高中二年級自然學程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 三民 二

地理 地理 龍騰 一

化學 高中化學 泰宇 全

藝術生活 藝術生活-視覺應用 翔宇 全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科友 全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天工開物 教師自編

職業試探 教師自編

食尚玩課 教師自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文 國文 東大 六

國學概要 基礎評量 東大 六

英文 英文B版 東大 六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公民與社會 教師自編

數學進階 沿用

基礎化學 教師自編

生涯規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六

專題製作 教師自編

基本電學進階 沿用

電子學進階 沿用

數位電子學 沿用

無線通信實習 沿用

單晶片實習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文 國文 東大 六

國學概要 基礎評量 東大 六

英文 英文B版 東大 六

基礎英文閱讀與寫作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進階 沿用

公民與社會 教師自編

科目

109學年度  航電科三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下學期

109學年度  資訊科三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基礎化學 教師自編

生涯規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六

專題製作 教師自編

基本電學進階 沿用

電子學進階 沿用

數位電子學 沿用

CPLD實習 沿用

單晶片實習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文 國文 東大 六

基礎評量 東大 六

國語文資訊應用 沿用

英文 英文B版 東大 六

生活英語會話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進階 沿用

基礎生物 沿用

生涯規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六

作品集製作 沿用

動畫設計 沿用

傢俱設計 沿用

設計繪畫 沿用

室內設計實務 沿用

室內裝潢實習 沿用

109學年度  室內空間設計科三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展示設計實務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文 國文 東大 六

基礎評量 東大 六

國語文資訊應用 沿用

英文 英文B版 東大 六

生活英語會話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進階 沿用

基礎生物 沿用

生涯規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六

作品集製作 沿用

動畫設計 沿用

網頁設計 沿用

數位攝影 沿用

包裝設計 沿用

印刷設計 沿用

廣告設計實務 沿用

展示設計實務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文 國文 東大 六

下學期

109學年度 廣告設計科三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109學年度 資料處理科三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基礎評量 東大 六

國語文資訊應用 沿用

英文 英文B版 東大 六

生活英語會話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進階 沿用

生涯規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六

專題製作 教師自編

會計資訊系統 教師自編

行銷學概論 教師自編

投資理財概要 沿用

計算機概論進階 沿用

套裝軟體應用 沿用

影片剪輯 教師自編

電子商務實務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文 國文 東大 六

基礎評量 東大 六

英文 英文B版 東大 六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進階 沿用

公民與社會 教師自編

生涯規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六

專題製作 沿用

109學年度 餐飲管理科三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旅館管理

餐旅管理

餐飲實務 沿用

西式點心製作 沿用

日本料理 沿用

西餐烹調進階實習 沿用

蔬果切雕實務 沿用

餐飲服務實務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地理 教師自編

體育 體育 泰宇 六

飲料實務 沿用

國文 沿用

全民國防教育 教師自編

餐飲管理 沿用

菜單設計 沿用

餐飲解說 沿用

職涯體驗 教師自編

專題製作 沿用

日本料理 沿用

烘焙實務 沿用

西餐烹調實習 沿用

中式點心 沿用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科目
下學期

沿用

109學年度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三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東大 四

基礎評量 東大 四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四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專業英文 沿用

數學 數學C 翔宇 四

體育 體育 育達 四

電子學 電子學  (附鍛鍊本) 全華 II

微處理機 乙級儀表電子術科實作寶典-最新版 台科大 全

乙級儀表電子學科題庫必通解析-最新版(含職業道德題本) 台科大 全

電子學實習 電子學實習(附實習手冊) 全華 II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最新版 全華 全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術科秘笈-最新版 全華 全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丙級飛機修護學術科通關寶典-最新版(含職業道德題本) 台科大 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東大 四

基礎評量 東大 四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四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專業英文 沿用

數學 數學C 翔宇 四

109學年度  航空電子科二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109學年度  資訊科二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體育 體育 育達 四

電子學 電子學  (附鍛鍊本) 全華 II

微處理機 乙級儀表電子術科實作寶典-最新版 台科大 全

乙級儀表電子學科題庫必通解析-最新版(含職業道德題本) 台科大 全

電子學實習 電子學實習(附實習手冊) 全華 II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學科題庫整理與分析-最新版 全華 全

乙級數位電子技能檢定術科秘笈-最新版 全華 全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學科解析(最新版) 台科大 全

乙級電腦硬體裝修術科解析(最新版) 台科大 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東大 四

基礎評量 東大 四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四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B 翔宇 四

公民與社會 沿用

資訊科技 沿用

體育 體育 育達 四

設計概論 沿用

創意潛能開發 沿用

表現技法實習 沿用

數位影像處理實習 沿用

室內設計與製圖實作 沿用

空間活化及再造實作 沿用

備審資料製作實務 沿用

科目
下學期

109學年度 室內空間設計科二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工藝創作實習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東大 四

基礎評量 東大 四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四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B 翔宇 四

公民與社會 沿用

資訊科技 沿用

體育 體育 育達 四

設計概論 沿用

創意潛能開發 沿用

表現技法實習 沿用

數位影像處理實習 沿用

圖文編排實習 沿用

數位與商業攝影實習 沿用

備審資料製作實務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東大 四

基礎評量 東大 四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四

109學年度 廣告設計科二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109學年度 幼兒保育科二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A 翔宇 四

生物 生物A 龍騰 全

體育 體育 育達 四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 台科大 下

飾品設計與實務 飾品設計與實務 啟英 下

膳食與營養實務 膳食與營養實務 台科大 下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與實務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與實務 啟英 下

嬰幼兒發展與保育 嬰幼兒發展與保育 啟英 II

專題實作 專題製作家政群 啟英 全

幼兒健康照護 幼兒健康與安全 群英 全

創造性肢體活動 創意的音樂律動遊戲 心理 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東大 四

基礎評量 東大 四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四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B 翔宇 四

公民與社會 沿用

體育 體育 育達 四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科友 二

飲料實務 飲調實務 全華 下

西餐烹調實習 西餐烹調實習 翰英 下

烘焙實務 烘焙實務 全華 下

專題實作 專題製作理論與呈現技巧(Office2010版)增訂版(第三版) 台科大 全

科目
下學期

109學年度 餐飲管理科二年級信班  課程書籍一覽表



客房服務技術 房務實務 文野 下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東大 四

基礎評量 東大 四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四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B 翔宇 四

公民與社會 沿用

體育 體育 育達 四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科友 二

飲料實務 飲調實務 全華 下

西餐烹調實習 西餐烹調實習 翰英 下

西餐烹調丙檢 新文京

烘焙實務 烘焙實務 全華 下

專題實作 專題製作理論與呈現技巧(Office2010版)增訂版(第三版) 台科大 全

客房服務技術 房務實務 文野 下

書名 書局 冊次

應用數學 數學B 翔宇 四

歷史 沿用

地理 沿用

物理 沿用

下學期

109學年度 餐飲管理科二年級義班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109學年度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二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化學 沿用

藝術與生活 沿用

餐飲服務技術 餐旅服務技術 廣懋 下

專題實作 專題製作理論與呈現技巧(Office2010版)增訂版(第三版) 台科大 全

中餐烹調實習 沿用

餐飲英文與會話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科友 二

中式點心製作實習 沿用

西餐烹飪實習 西餐烹調實習 翰英 下

西餐烹調丙檢 新文京

西式點心製作實習 沿用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龍騰 二

學習卷 龍騰 二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二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C 翔宇 二

地理 地理 育達 全

物理 沿用

美術 美術 全華 全

公民與社會 教師自編

資訊科技 沿用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109學年度  航空電子科一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下學期
科目



基本電學 基本電學(附鍛鍊本) 全華 Ⅱ

基本電學實習 基本電學實習 全華 全

基礎電子實習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龍騰 二

學習卷 龍騰 二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二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C 翔宇 二

地理 地理 育達 全

物理 沿用

美術 美術 全華 全

公民與社會 教師自編

資訊科技 沿用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基本電學 基本電學(附鍛鍊本) 全華 Ⅱ

基本電學實習 基本電學實習 全華 全

基礎電子實習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109學年度  室內空間設計科一年級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109學年度    資訊科一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國語文 國語文 龍騰 二

學習卷 龍騰 二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二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B 翔宇 二

歷史 歷史 翔宇 全

物理 基礎物理 翔宇 全

藝術生活 教師自編

資訊科技 沿用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繪畫基礎實習 沿用

基本設計實習 沿用

基礎圖學實習 沿用

通用設計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龍騰 二

學習卷 龍騰 二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二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B 翔宇 二

歷史 歷史 翔宇 全

物理 基礎物理 翔宇 全

藝術生活 教師自編

109學年度  廣告設計科一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資訊科技 沿用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繪畫基礎實習 沿用

基本設計實習 沿用

基礎圖學實習 沿用

通用設計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龍騰 二

學習卷 龍騰 二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二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A 翔宇 二

地理 地理 育達 全

化學 基礎化學A 全華 全

美術 美術 全華 全

公民與社會 教師自編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家政概論 家政概論 啟英 下

家政職業衛生與安全 家政職業衛生與安全 台科大 全

多媒材創作實務 多媒材創作實務 啟英 下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啟英 下

109學年度 幼兒保育科一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幼兒教保概論 幼兒教保概論 啟英 下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龍騰 二

學習卷 龍騰 二

英語文 英語文 東大 二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B 翔宇 二

地理 地理 育達 全

化學 教師自編

藝術生活 藝術生活-視覺應用 翔宇 全

生涯規劃 沿用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觀光餐旅業導論 觀光餐旅業導論 全華 下

餐飲服務技術 餐旅服務技術 廣懋 下

中餐烹調實習 中餐烹調實習 台科大 下

沿用

食物學 食物學 文野 II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教育部 二

109學年度   餐飲技術科(實用技能)一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109學年度 餐飲管理科一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英語文 英語文 教育部 二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 教育部 二

美術 沿用

生涯規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觀光餐旅業導論 觀光餐旅業導論 全華 下

飲料實務 飲調實務 全華 下

沿用

食物與營養 食物學 文野 II

中餐烹調實習 中餐烹調實習 台科大 下

房務技術 房務實務 文野 下

餐飲安全與衛生 沿用

電腦軟體應用 沿用

食物製備 沿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教育部 二

英語文 英語文 教育部 二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 教育部 二

美術 沿用

生涯規劃 沿用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109學年度   餐飲技術科(專業技能)一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觀光餐旅業導論 觀光餐旅業導論 全華 下

飲料實務 飲調實務 全華 下

中餐烹調實習 中餐烹調實習 台科大 下

沿用

食物製備 沿用

房務技術 房務實務 文野 下

餐飲安全與衛生實務 沿用

生活管理 教師自編

社會技巧 教師自編

書名 書局 冊次

國語文 國語文 教育部 二

英語文 英語文 教育部 二

大家說英語 基傳會

數學 數學 教育部 二

藝術生活 藝術生活-視覺應用 翔宇 全

體育 體育 泰宇 二

健康與護理 健康與護理 幼獅 下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二

觀光餐旅業導論 觀光餐旅業導論 全華 下

餐飲服務技術 餐旅服務技術 廣懋 下

飲料實務 飲調實務 全華 下

餐飲安全與衛生 餐飲安全與衛生實務 廣懋 全

中餐烹調實習 中餐烹調實習 台科大 下

109學年度   餐飲管理科(建教合作)一年級  課程書籍一覽表

科目
下學期



房務技術 房務實務 文野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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