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國文 線上直播 七下國文南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2  國文 線上直播 八下國文南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3  國文 線上直播 七下國文康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4  國文 線上直播 八下國文康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5  國文 線上直播 七下國文翰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6  國文 線上直播 八下國文翰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7  英文 線上直播 七下英文翰林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8  英文 線上直播 七下英文康軒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9  英文 線上直播 七下英文南一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0  英文 線上直播 八下英文翰林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1  英文 線上直播 八下英文康軒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2  英文 線上直播 八下英文南一版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3  數學 線上直播 七下數學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4  數學 線上直播 八下數學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5  理化 線上直播 八下理化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6  歷史 線上直播 七下歷史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7  歷史 線上直播 八下歷史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8  公民 線上直播 七下公民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9  公民 線上直播 八下公民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20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20 開放的人生選 

KP01 題解、作者 
課程新增 

21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20 開放的人生選 

KP02 段落分析〈三種成長〉 
課程新增 

22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20 開放的人生選 

KP03 段落分析〈苦〉 
課程新增 

23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20 開放的人生選 

KP04 綜合整理 
課程新增 

24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20 開放的人生選 

KP05 精選例題 
課程新增 

25  理化 八下 實驗 05 電解質的測定 課程新增 

26  理化 八下 實驗 06 酸與鹼的性質 課程新增 

27  理化 八下 實驗 07 酸鹼中和 課程新增 

課程更新資訊   版本：V000020 



28  理化 八下 實驗 08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課程新增 

29  理化 八下 實驗 09 反應速率測定 課程新增 

30  理化 九下 實驗 05 磁場 課程新增 

31  理化 九下 實驗 06 電流磁效應 課程新增 

32  理化 九下 實驗 07 載流螺線管的磁效應 課程新增 

33  理化 九下 實驗 08 電流與磁場的交互作用 課程新增 

34  英文 線上直播 八上英文康軒版第三次段考複習 課程更新 

35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一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36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二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37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二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38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三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39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一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0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二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1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三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2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三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43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一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4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一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45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二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6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三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7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一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8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二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9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三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0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三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51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一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2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一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53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二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4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二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55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三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6  英文 南一版 第四冊第一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7  英文 南一版 第四冊第二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8  英文 南一版 第四冊第三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9  英文 南一版 第四冊第三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60  歷史 八上 
第六章 明代與盛清的發展 6-1 明朝的盛衰 

KP01 明朝的建立與措施 
課程更新 

61  生物 七上 
第二章 生命體的構造 2-3 細胞的生理 

KP07 動、植物細胞的滲透作用 
課程更新 

62  生物 七上 
第五章 生物體的協調作用 5-1 刺激與反應 

KP06 例題：感覺疲勞 
課程更新 

63  生物 七上 
第五章 生物體的協調作用 5-2 神經系統 

KP01 神經元 
課程更新 



64  生物 七上 
第六章 生物體的恆定 6-5 體溫的恆定 

KP04 例題：體溫的恆定 
課程更新 

65  生物 七下 
第二章 遺傳 2-2 人類的遺傳 

KP07 經典題型 
課程更新 

66  理化 八上 
第一章 基本測量 1-1 長度、體積、質量的測量 

KP14 精選：長度、體積、質量的測量(2) 
課程更新 

67  理化 八上 
第四章 光 4-1 光的傳播與光速 

KP01 光的傳播 
課程更新 

68  理化 八上 

第四章 光 4-3 光的折射與透鏡 

KP02 光折射的實例 

KP04 凸透鏡成像 

課程更新 

69  理化 八上 
第五章 溫度與熱 5-1 溫度與溫度計 

KP08 精選：溫度與溫度計(4) 
課程更新 

70  理化 八上 

第六章 元素與化合物 6-1 元素 

KP02 金屬元素 

KP06 常見非金屬元素 

課程更新 

71  國文 古文 
第一章詩選 1-1 絕句選 

KP17 例題：形音義 
課程更新 

72  國文 古文 
第五章古典文選(二) 5-5 幽夢影選 

KP10 篇章節選：論花與美人 
課程更新 

73  國文 古文 
第五章古典文選(二) 5-5 幽夢影選 

KP15 篇章節選：論知與全人 
課程更新 

74  國文 古文 
第八章小說選 8-6 志怪小說-定伯賣鬼 

KP07 志怪小說 
課程更新 

75  國文 古文 
第八章小說選 8-6 志怪小說-定伯賣鬼 

KP13〈三豕過河〉 
課程更新 

76  地理 八上 
第五章 中國的產業活動與交通 5-1 中國的第一級產業 

KP01 中國的農業 
課程更新 

77  地理 八上 
第六章中國的環境與資源問題 6-2 中國的水資源問題與

保育 KP01 中國的水資源問題與保育 
課程更新 

78  公民 八上 
第六章 政治參與及選舉 6-4 我國選舉概況與公投 

KP02 我國的公投介紹 
課程更新 

79  
國文 

(會考總複習) 
國文總複習 單元二、三 課程更新 

80  
國文 

(會考總複習) 
國文總複習 單元六、七(1) 課程更新 

81  
國文 

(會考總複習) 
國文總複習 單元八(2) 課程更新 

82  
數學 

(會考總複習) 
數學總複習 第一、二冊 1 課程更新 

83  
地理 

(會考總複習) 
地裡總複習 台灣地理 1 課程更新 



84  
公民 

(會考總複習) 
公民總複習 群己政治篇 課程更新 

85  
公民 

(會考總複習) 
公民總複習 法律經濟篇 課程更新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理化 八下 實驗 05 電解質的測定 電子講義新增 

2  理化 八下 實驗 06 酸與鹼的性質 電子講義新增 

3  理化 八下 實驗 07 酸鹼中和 電子講義新增 

4  理化 八下 實驗 08 影響反應速率的因素 電子講義新增 

5  理化 八下 實驗 09 反應速率測定 電子講義新增 

6  理化 九下 實驗 05 磁場 電子講義新增 

7  理化 九下 實驗 06 電流磁效應 電子講義新增 

8  理化 九下 實驗 07 載流螺線管的磁效應 電子講義新增 

9  理化 九下 實驗 08 電流與磁場的交互作用 電子講義新增 

10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20 開放的人生選 電子講義新增 

11  生物 七上 

第五章 生物體的協調作用 

5-2 神經系統 

5-3 內分泌系統 

5-5 植物的感應 

電子講義更新 

12  生物 七上 

第六章 生物體的恆定 

6-2 血糖的恆定 

6-3 排泄系統與水分恆定 

6-4 呼吸系統與氣體恆定 

電子講義更新 

13  理化 八上 
第四章 光 

4-1 光的傳播與光速 
電子講義更新 

14  理化 八上 
第五章 溫度與熱 

5-1 溫度與溫度計 
電子講義更新 

15  理化 八下 實驗 01 物質的變化 電子講義更新 

16  理化 八下 實驗 02 金屬的氧化 電子講義更新 

17  理化 八下 實驗 03 非金屬的氧化 電子講義更新 

18  理化 八下 實驗 04 碳與氧化銅反應 電子講義更新 

19  理化 九下 實驗 01 電能的轉換 電子講義更新 

20  理化 九下 實驗 02 鋅銅電池 電子講義更新 

21  理化 九下 實驗 03 電解 電子講義更新 

22  理化 九下 實驗 04 電鍍 電子講義更新 

23  理化 九下 實驗 09 電磁感應 電子講義更新 

24  國文 古文 第一章 詩選 1-1 絕句選 電子講義更新 



25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16 我所知道的康橋 電子講義更新 

26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0 碧翠絲的羊 電子講義更新 

27  地理 七上 
第一章 臺灣的位置與範圍 

1-1 位置的表示方法 
電子講義更新 

28  地理 七上 
第五章 臺灣的水文 

5-1 水文概念 
電子講義更新 

29  地理 七上 
第六章 臺灣的環境問題及保育 

6-2 臺灣的環境問題與災害 
電子講義更新 

30  地理 八上 
第六章 中國的環境與資源問題 

6-2 中國的水資源問題與保育 
電子講義更新 

31  歷史 七上 
第六章 清領後期的開港與建省 

6-5 臺灣建省與劉銘傳的建設 
電子講義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