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英文 翰林版 第六冊第五課單字篇(全) 課程新增 

2  英文 翰林版 第六冊第五課文法篇(全) 課程新增 

3  英文 翰林版 第六冊第六課單字篇(全) 課程新增 

4  英文 翰林版 第六冊第六課文法篇(全) 課程新增 

5  英文 康軒版 第六冊第五課單字篇(全) 課程新增 

6  英文 康軒版 第六冊第五課文法篇(全) 課程新增 

7  英文 康軒版 第六冊第六課單字篇(全) 課程新增 

8  英文 康軒版 第六冊第六課文法篇(全) 課程新增 

9  英文 南一版 第六冊第五課單字篇(全) 課程新增 

10  英文 南一版 第六冊第五課文法篇(全) 課程新增 

11  英文 南一版 第六冊第六課單字篇(全) 課程新增 

12  英文 南一版 第六冊第六課文法篇(全) 課程新增 

13  英文 翰林版 第四冊第二課單字篇(全) 課程更新 

14  英文 翰林版 

第六冊第三課單字篇  

KP13 claim 

KP31 on the dot 

課程更新 

15  英文 文法 
第五冊 Unit 7 英語中「也」的說法（附和句） 

KP02 否定的「也」 
課程更新 

16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21 今夜看螢去 

KP03 綜合整理 
課程更新 

17  國文 語文常識 
語文常識入手方法 

KP02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 
課程更新 

18  國文 線上直播 南一八下第一次段考複習 課程更新 

19  地理 七上 
第一章 臺灣的位置與範圍 1-3 地圖閱讀 

KP03 比例尺的判讀與計算 
課程更新 

20  地理 七下 
第一章 臺灣的人口 1-2 人口分布 

KP01 人口分布 
課程更新 

21  歷史 七下 
第一章 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 1-5 日本治臺政策的演變 

KP01 無方針主義時期 
課程更新 

22  歷史 會考總複習 呂捷歷史-西洋史重點提示 1 課程更新 

23  生物 七下 
第一章 生殖 1-3 生殖原理 

KP02 染色體的數目與套數 
課程更新 

課程更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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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物 七下 
第一章 生殖 1-3 生殖原理 

KP03 體、配子細胞的染色體 
課程更新 

25  理化 九下 
第一章 電的應用 1-2 電與生活 

KP05 例題：電與生活(1) 
課程更新 

26  地科 九下 
第一章 千變萬化的大氣 1-2 天氣變化 

KP01 天氣與氣候 
課程更新 

27  地科 九下 
第一章 千變萬化的大氣 1-2 天氣變化 

KP05 高壓細說 
課程更新 

28  地科 九下 
第一章 千變萬化的大氣 1-2 天氣變化 

KP06 低壓細說 
課程更新 

29  地科 九下 
第一章 千變萬化的大氣 1-2 天氣變化 

KP07 氣壓比較 
課程更新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國文 白話文 第二章 白話文選Ⅱ 2-21 今夜看螢去 電子講義更新 

2  地理 七上 第一章 臺灣的位置與範圍 1-3 地圖閱讀 電子講義更新 

3  地理 七下 第一章 臺灣的人口 1-2 人口分布 電子講義更新 

4  地理 七下 第二章 臺灣的第一級產業 2-1 各級產業活動 電子講義更新 

5  地理 九上 第三章 西歐與北歐 3-1 西歐 電子講義更新 

6  地理 九下 圖像畫世界 大洋洲的自然環境與人文特色統整 電子講義更新 

7  歷史 八下 第一章 晚清的變局 1-1 中西的貿易衝突 電子講義更新 

8  歷史 八下 第一章 晚清的變局 1-2 鴉片戰爭 電子講義更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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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歷史 九下 
第一章 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與文化發展 

1-3 日本明治維新與十九世紀歐洲文化發展 
電子講義更新 

11  歷史 九下 第二章 新帝國主義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2-1 新帝國主義 電子講義更新 

12  歷史 九下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局勢 

4-3 歐洲共產政權的崩潰 
電子講義更新 

13  公民 八上 第三章 我國的中央政府 3-1 權力分立原則 電子講義更新 

14  公民 八下 第四章 刑法與行政法規 4-2 刑法的原則和刑罰的種類 電子講義更新 

15  公民 九上 第三章 企業責任與綠色經濟 3-2 企業的社會責任 電子講義更新 

16  公民 九上 第四章 市場與貨幣 4-2 貨幣與物價 電子講義更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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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生物 七下 第一章 生殖 1-5 有性生殖 電子講義更新 

19  理化 九下 
第一章 電的應用 

1-2 電與生活 
電子講義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