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4 再見，西莎 KP01 題解、作者 課程新增 

2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4 再見，西莎 KP02 段落分析 課程新增 

3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4 再見，西莎 KP03 綜合整理 課程新增 

4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4 再見，西莎 KP04 精選例題 課程新增 

5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5 別讓地球成為垃圾墳場 KP01 題

解、作者 

課程新增 

6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5 別讓地球成為垃圾墳場 KP02 段落

分析 

課程新增 

7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5 別讓地球成為垃圾墳場 KP03 綜合

整理 

課程新增 

8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5 別讓地球成為垃圾墳場 KP04 精選

例題 

課程新增 

9  理化 八上 實驗 06 多變的聲音 課程新增 

10  理化 八上 實驗 07 面鏡與透鏡成像 課程新增 

11  理化 八上 實驗 08 光與顏色 課程新增 

12  理化 八上 實驗 09 自製溫度計 課程新增 

13  理化 八上 實驗 10 物質受熱後溫度的變化 課程新增 

14  理化 八上 實驗 11 熱與化學變化 課程新增 

15  理化 八上 實驗 12 熱的傳播 課程新增 

16  理化 八上 實驗 13 認識元素 課程新增 

17  理化 九上 實驗 06 槓桿原理 課程新增 

18  理化 九上 實驗 07 滑輪原理 課程新增 

19  理化 九上 實驗 08 靜電現象 課程新增 

20  理化 九上 實驗 09 電壓與電流的關係 課程新增 

21  
公民 八上 第一章 現代國家與民主政治 1-4 民主國家的基本原理 KP02 

例題：民主國家的基本原理 

課程更新 

22  
公民 八上 第二章 政府的組成與功能 2-1 民主政府的組成與特色 KP02 

例題：民主政府的組成與特色 

課程更新 

23  理化 八上 第六章 元素與化合物 6-4 元素與週期表 KP02 週期表 課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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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4 再見，西莎 電子講義新增 

2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5 別讓地球成為垃圾墳場 電子講義新增 

3  理化 八上 實驗 06 多變的聲音 電子講義新增 

4  理化 八上 實驗 07 面鏡與透鏡成像 電子講義新增 

5  理化 八上 實驗 08 光與顏色 電子講義新增 

6  理化 八上 實驗 09 自製溫度計 電子講義新增 

7  理化 八上 實驗 10 物質受熱後溫度的變化 電子講義新增 

8  理化 八上 實驗 11 熱與化學變化 電子講義新增 

9  理化 八上 實驗 12 熱的傳播 電子講義新增 

10  理化 八上 實驗 13 認識元素 電子講義新增 

11  理化 九上 實驗 06 槓桿原理 電子講義新增 

12  理化 九上 實驗 07 滑輪原理 電子講義新增 

13  理化 九上 實驗 08 靜電現象 電子講義新增 

14  理化 九上 實驗 09 電壓與電流的關係 電子講義新增 

15  國文 語文常識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16  國文 作文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17  英文 文法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18  英文 字彙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19  英文 克漏字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0  英文 閱讀測驗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1  英文 聽力測驗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2  數學 七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3  數學 八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4  數學 九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5  生物 七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6  理化 八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7  理化 九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8  地科 九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29  歷史 七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30  歷史 八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31  歷史 九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32  地理 七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33  地理 八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34  地理 九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35  公民 七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36  公民 八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37  公民 九下  全(加上浮水印) 電子講義更新 



38  理化 八上 第六章 元素與化合物 6-4 元素與週期表 電子講義更新 

39  理化 八上 第五章 溫度與熱 5-4 熱的傳播方式 電子講義更新 

40  理化 九上 第三章 功 3-4 簡單機械 電子講義更新 

41  理化 九上 第四章 電 4-4 電阻 電子講義更新 

42  生物 七上 第三章 生物體與營養 3-1 生命所需的養分 電子講義更新 

43  數學 七上 第一章整數的運算 1-5 科學記號 電子講義更新 

44  數學 八上 第三章因式分解 3-2 利用乘法公式做因式分解 電子講義更新 

45  公民 七上 第二章 性別關係 2-5 例題 電子講義更新 

46  公民 七上 第四章 家庭關係的互動 4-2 現代家庭面臨的問題 電子講義更新 

47  公民 七上 第六章 社區生活 6-2 社區的類型 電子講義更新 

48  公民 八上 第一章 現代國家與民主政治 1-1 國家的組成要素 電子講義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