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英文 翰林版 第五冊第七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2  英文 翰林版 第五冊第七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3  英文 翰林版 第五冊第八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4  英文 翰林版 第五冊第八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5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七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6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七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7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八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8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八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9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七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10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七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11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八課單字篇 課程新增 

12  英文 南一版 第五冊第八課文法篇 課程新增 

13  英文 康軒版 
第五冊第三課單字篇  

KP14 public、KP22 public holiday 
課程更新 

14  國文 古文 
第三章經史文選 3-4 孟子選-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KP02 第一段 

課程更新 

15  國文 白話文 
第一章 白話文選Ⅰ 1-15 做自己的貴人 

KP01 題解、作者 

課程更新 

16  國文 白話文 
第一章 白話文選Ⅰ 1-18 小說：畫貓的男孩 

KP02 段落分析 

課程更新 

17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1 新詩：一棵開花的樹 

KP02 段落分析 

課程更新 

18  國文 國學常識 
第一章 國學篇 1-2 年齡與交情判別 

KP07 年齡表格整理 

課程更新 

19  國文 國學常識 
第七章 生活判別篇 7-3 漢字演變與書法欣賞 

KP05 草書、行書特色 

課程更新 

20  國文 國學常識 
第八章 韻文進階篇 8-1 近體詩：詩派風格 

KP01 詩歌風格分期 

課程更新 

21  國文 段考複習 康軒八上第二次段考複習 課程更新 

22  地理 七下 
第一章 臺灣的人口 1-1 人口成長 

KP02 臺灣各階段的人口變化 
課程更新 

課程更新資訊   版本：V000031 



23  地理 七下 
第四章 臺灣的聚落與交通 4-1 臺灣的聚落 

KP01 聚落的類型與分布 
課程更新 

24  地理 八上 
第一章 中國的疆域與區域劃分 1-2 中國的區域劃分 

KP01 行政區的劃分 
課程更新 

25  歷史 七下 
第一章 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 1-2 前仆後繼的武裝抗日 

KP05 例題：前仆後繼的武裝抗日 

課程更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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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P01 國家的組成要素 

課程更新 

27  公民 八上 
第四章 我國的地方政府 4-2 我國地方自治的事務與財源 

KP02 例題：我國地方自治的事務與財源 

課程更新 

28  生物 七上 
第一章 生命世界 1-5 科學方法 

KP02 例題：科學方法 
課程更新 

29  生物 七上 
第二章 生物體的構造 2-1 生物由細胞所組成 

KP04 例題：虎克的發現 
課程更新 

30  理化 八上 
第二章 物質的世界 2-2 水溶液 

KP08 範例解說：重量百分濃度(2) 
課程更新 

31  理化 九上 
第一章 直線運動 1-3 速率與速度 

KP15 精選：速率與速度(2) 
課程更新 

32  理化 九上 
第一章 直線運動 1-4 加速度與等速度運動 

KP01 加速度與瞬時加速度 
課程更新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英文 文法第一冊 全 電子講義更新 

2  英文 文法第二冊 全 電子講義更新 

3  英文 字彙第三冊 
Unit 19 Countries & areas & languages 國家、區域與

語言 
電子講義更新 

4  英文 銜接 全 電子講義更新 

5  國文 古文 第五章 古典文選(二) 5-1 陋室銘 電子講義更新 

6  國文 古文 第九章 補充文選 9-1 漆商 電子講義更新 

7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20 開放的人生選 電子講義更新 

8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6 溫馨旅程 電子講義更新 

9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7 棒球靈魂學 電子講義更新 

10  國文 白話文 第三章 白話文選Ⅲ 3-38 羅密歐與茱麗葉樓臺會 電子講義更新 

11  數學 銜接 第二單元 分數、小數與概數 電子講義更新 

12  地理 七上 第二章 臺灣的地形 第二章 綜合練習 電子講義更新 

13  地理 七下 第一章 臺灣的人口 1-1 人口成長 電子講義更新 

14  地理 七下 第四章 臺灣的聚落與交通 4-1 臺灣的聚落 電子講義更新 



15  地理 七下 
第五章 臺灣的區域特色 

5-2 臺灣北、中、南部區域發展概況 
電子講義更新 

16  地理 八下 第一章 中國的南部地區 1-3 南部地區的都市與交通 電子講義更新 

17  地理 九上 第六章 中南美洲 6-1 中南美洲的自然環境 電子講義更新 

18  歷史 七下 第一章 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 1-2 前仆後繼的武裝抗日 電子講義更新 

19  公民 八上 第四章 我國的地方政府 4-2 我國地方自治的事務與財源 電子講義更新 

20  公民 九上 第一章 選擇與消費 1-3 消費者的選擇與保障 電子講義更新 

21  公民 九上 第二章 生產與利潤 2-1 生產意義與內涵 電子講義更新 

22  理化 九上 第一章 直線運動 1-3 速率與速度 電子講義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