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國文 線上直播 七下國文南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2  國文 線上直播 八下國文南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3  國文 線上直播 七下國文康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4  國文 線上直播 八下國文康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5  國文 線上直播 七下國文翰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6  國文 線上直播 八下國文翰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7  英文 線上直播 七下英文翰林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8  英文 線上直播 七下英文康軒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9  英文 線上直播 七下英文南一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0  英文 線上直播 八下英文翰林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1  英文 線上直播 八下英文康軒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2  英文 線上直播 八下英文南一版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3  數學 線上直播 七下數學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4  數學 線上直播 八下數學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5  生物 線上直播 七下生物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6  理化 線上直播 八下理化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7  地理 線上直播 七下地理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8  地理 線上直播 八下地理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19  歷史 線上直播 七下歷史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20  歷史 線上直播 八下歷史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21  公民 線上直播 七下公民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22  公民 線上直播 八下公民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新增 

23  理化 八下 實驗 10 竹筷乾餾 課程新增 

24  理化 八下 實驗 11 酯化反應 課程新增 

25  理化 八下 實驗 12 肥皂的製造 課程新增 

26  理化 八下 實驗 13 力的測量 課程新增 

27  理化 八下 實驗 14 力的合成 課程新增 

28  理化 八下 實驗 15 摩擦力的性質 課程新增 

29  理化 八下 實驗 16 靜止液體壓力 課程新增 

30  理化 八下 實驗 17 浮力實驗 課程新增 

課程更新資訊   版本：V000022 



31  國文 古文 

第九章 補充文選 9-1 漆商 

KP01 題解、作者 

KP02 第一段 

KP03 第二段 

KP04 第三段 

KP05 第四段 

KP06 春秋戰國之名商 

KP07 明清之名商 

KP08 貪心、知足的語句 

KP09 其他成語 

KP10〈戒耳餐〉 

KP11〈家書〉 

KP12 例題：形音義、文意理解 

KP13 例題：綜合觀念 

課程新增 

32  國文 國學常識 
第八章 韻文進階篇 8-7 元曲概說 

KP13 例題：元曲第 11 題-第 17 題 
課程更新 

33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16 我所知道的康橋 

KP02 段落分析 
課程更新 

34  數學 七下 
第ㄧ章 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1-1 二元一次方程式 

KP07 例題：年齡問題的列式 
課程更新 

35  生物 七下 
第一章 生殖 1-4 無性生殖 

KP01 低等生物的無性生殖 
課程更新 

36  理化 八上 
第六章 元素與化合物 6-1 元素 

KP08 精選：元素(1) 
課程更新 

37  理化 九上 
第三章 功 3-4 簡單機械 

KP01 機械概說 
課程更新 

38  地理 七下 
第一章 臺灣的人口 1-3 人口組成 

KP02 人口金字塔的判讀 
課程更新 

39  歷史 八下 
第一章 晚清的變局 1-5 太平天國 

KP02 太平天國制度 
課程更新 

40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四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1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四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42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五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3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五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44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5  英文 翰林版 第二冊第六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46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四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7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四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48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五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49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五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50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1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六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52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四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3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四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54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五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5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五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56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7  英文 康軒版 第二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8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四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59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四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60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五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61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五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62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63  英文 康軒版 第四冊第六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64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四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65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四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66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五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67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五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68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69  英文 南一版 第二冊第六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70  英文 南一版 第四冊第四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71  英文 南一版 第四冊第五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72  英文 南一版 第四冊第五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73  英文 南一版 第四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更新 

74  英文 南一版 第四冊第六課文法篇 課程更新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國文 古文 第九章 補充文選 9-1 漆商 電子講義新增 

2  理化 八下 實驗 10 竹筷乾餾 電子講義新增 

3  理化 八下 實驗 11 酯化反應 電子講義新增 

4  理化 八下 實驗 12 肥皂的製造 電子講義新增 

5  理化 八下 實驗 13 力的測量 電子講義新增 

6  理化 八下 實驗 14 力的合成 電子講義新增 

7  理化 八下 實驗 15 摩擦力的性質 電子講義新增 

8  理化 八下 實驗 16 靜止液體壓力 電子講義新增 

9  理化 八下 實驗 17 浮力實驗 電子講義新增 

10  理化 八上 第六章 元素與化合物 6-1 元素 電子講義更新 

11  理化 九上 第三章 功 3-4 簡單機械 電子講義更新 



12  理化 九下 實驗 07 載流螺線管的磁效應 電子講義更新 

13  歷史 八下 第一章 晚清的變局 1-4 俄國的侵略 電子講義更新 

14  歷史 八下 第一章 晚清的變局 1-5 太平天國 電子講義更新 

15  數學 七上 全 電子講義更新 

16   數學 七下 全 電子講義更新 

17   數學 八上 全 電子講義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