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英文 翰林版 第五冊第五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2  英文 翰林版 第五冊第五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3  英文 翰林版 第五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4  英文 翰林版 第五冊第六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5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五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6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五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7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8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六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9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五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10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五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11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六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12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六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13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一課單字篇 KP04 culture 課程更新 

14  英文 翰林版 第五冊第三課單字篇 KP29 I can’t help it. 課程更新 

15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三課單字篇 KP21 fable 課程更新 

16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三課單字篇 KP25 belong 課程更新 

17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四課單字篇 KP13 health 課程更新 

18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四課單字篇 KP21 glove 課程更新 

19  國文 古文 
第 5 章 古典文選(二) 5-3 宋詞選 

KP03 〈虞美人〉詞句 
課程更新 

20  國文 古文 
第 8 章 小說選 8-1 儒林外史-王冕的少年時代 

KP11 人格高潔成語 
課程更新 

21  國文 古文 
第 8 章 小說選 8-9 聊齋志異-雨錢 

KP11 〈地震〉 
課程更新 

22  國文 國學 
第 1 章 國學篇 1-1 季節判別 

KP04 第 1 題-第 8 題 
課程更新 

23  國文 國學 
第 1 章 國學篇 1-3 認識工具書 

KP04 例題：工具書 
課程更新 

24  國文 語常 
第 2 章 詩文填空與重組 2-3 詩文重組 

KP03 例題：詩文重組第 1 題-第 6 題 
課程更新 

25  數學 七上 第一章 整數的運算 1-1 正數與負數 課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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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02 數的運算法則 

26  數學 七上 
第一章 整數的運算 1-1 正數與負數 

KP17 例題:絕對值的求值問題 
課程更新 

27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03 乘法分配律的進階運算 
課程更新 

28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05 和的平方公式之基本運算 
課程更新 

29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06 和的平方公式之反向運算 
課程更新 

30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07 和的平方公式之特殊求值 
課程更新 

31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09 差的平方公式之基本運算 
課程更新 

32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10 差的平方公式之反向運算 
課程更新 

33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11 差的平方公式之特殊求值 
課程更新 

34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12 平方差公式 
課程更新 

35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13 平方差公式的基本運算 
課程更新 

36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14 平方差公式的進階運算 
課程更新 

37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15 平方差公式的特殊求值 
課程更新 

38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16 平方差的面積應用 
課程更新 

39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17 乘法公式的混和運算 
課程更新 

40  數學 八上 
第一章 乘法公式與多項式 1-1 乘法公式  

KP18 乘法公式的綜合應用 
課程更新 

41  數學 八下 
第二章 三角形的性質 3-3 三角形的邊角關係  

KP05 例題：三角形樞紐定理的應用 
課程更新 

42  數學 九上 
第三章 圓形 2-1 點、直線、圓之間的關係  

KP23 圓與圓的關係 
課程更新 

43  理化 八上 
第一章 基本測量 1-1 長度、體積、質量的測量 

KP07 上皿天平 
課程更新 

44  理化 八上 
第一章 基本測量 1-2 物質的密度 

KP06 混合密度求法 
課程更新 

45  理化 八上 
第二章 物質的世界 實驗 02 混合物的分離 

KP03 實際操作 
課程更新 

46  理化 會考總複習 理化總複習－試題篇 1 課程更新 



47  歷史 七上 
第五章 清領前期的社會與文化 5-3 宗教信仰與宗族組織 

KP03 例題：宗教信仰與宗族組織 

課程更新 

48  歷史 八上 
第四章 胡漢融合的隋唐帝國 4-2 唐朝興衰與五代十國 

KP01 唐朝的建立與盛世 

課程更新 

49  歷史 九下 
第一章 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與文化發展 

1-2 德國與義大利的統一建國 KP02 義大利的統一建國 

課程更新 

50  歷史 九下 
第二章 戰間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3-1 亞洲的民族復興運動 KP01 亞洲的民族復興運動 

課程更新 

51  歷史 九下 
第三章 戰間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3-1 亞洲的民族復興運動 KP02 例題：亞洲的民族復興運動 

課程更新 

52  公民 八上 
第五章 政黨與利益團體 5-1 政黨的功能與型態 

KP01 政黨的功能與型態 

課程更新 

53  公民 八上 
第五章 政黨與利益團體 5-2 政黨政治的運作原則與我國現況 

KP01 政黨政治的運作原則與我國現況 

課程更新 

54  公民 九上 
第五章 分工與貿易 5-1 絕對與比較利益 

KP01 絕對與比較利益 

課程更新 

55  公民 九上 
第六章 個人與家庭經濟 6-2 家庭經濟規劃 

KP01 家庭經濟規劃 

課程更新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生物 七上 第二章 生物體的構造 2-2 細胞的組成物質與基本構造 電子講義更新 

2  生物 七上 第二章 生物體的構造 2-4 生物體組成的層次 電子講義更新 

3  歷史 九下 
第一章 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與文化發展 

1-2 德國與義大利的統一建國 
電子講義更新 

4  歷史 九下 
第二章 新帝國主義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2-3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局勢與文化發展 
電子講義更新 

5  歷史 九下 
第三章 戰間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3-1 亞洲的民族復興運動 

電子講義更新 

6  公民 九上 第六章 個人與家庭經濟 6-2 家庭經濟規劃 電子講義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