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領域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全科 國文 古文 
第四章古典文選(一) 4-3 五柳先生傳 

KP02 陶淵明簡介 
課程更新 

2  全科 國文 古文 
第四章古典文選(一) 4-9 四時讀書樂 

KP07 春夏成語 
課程更新 

3  全科 國文 古文 
第五章 古典文選(二)  5-4 元曲選 

KP01、KP03、KP05、KP06、KP09、KP13、KP14 
課程更新 

4  全科 國文 古文 
第五章 古典文選(二)  5-5 幽夢影選 

KP13、KP14 
課程更新 

5  全科 國文 古文 
第五章 古典文選(二)  5-8 馬說 

KP09、KP11 
課程更新 

6  全科 國文 古文 
第五章 古典文選(二)  5-9 勤訓 

KP02 第一段 
課程更新 

7  全科 國文 古文 
第八章 小說選 8-1 儒林外史-王冕的少年時代 

KP02、KP03、KP10、KP12、KP14 
課程更新 

8  全科 國文 古文 
第八章 小說選 8-4 三國演義-空城計 

KP01、KP02、KP10、KP11、KP12 
課程更新 

9  全科 國文 古文 
第八章 小說選 8-6 志怪小說-定伯賣鬼 

KP02、KP05、KP07、KP14、KP16 
課程更新 

10  全科 數學 八上 

第二章 平方根與畢氏定理 2-2 根式的運算 

KP04 例題：根式的加減運算 

KP06 有理化分母 

課程更新 

11  全科 英文 字彙 Unit 1 People 人們 KP01 主題式系統解構 課程更新 

12  全科 英文 字彙 

Unit 13 Sports & interests & hobbies  

KP01 主題式系統解構 

KP04 精選試題演練 

課程更新 

13  全科 英文 字彙 
Unit 14 House & apartments 房屋與公寓  

KP01 主題式系統解構 
課程更新 

14  全科 歷史 八上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發展 3-1 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發展 

KP06 例題:魏晉南北朝的政治發展 
課程更新 

15  全科 歷史 八上 

第五章 多民族並立的宋元時期 5-1 宋的建立與前期外患 

KP01 北宋的基本國策 

 

課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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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全科 歷史 九上 
第五章 近代歐洲的變革 5-1 科學革命 

KP01 科學革命原因及背景 
課程更新 

17  全科 公民 七上 公民科入手方法 課程更新 

18  全科 公民 七上 
第四章 家庭關係的互動 4-2 現代家庭面臨的問題 

KP02 離婚、家暴與新住民問題 
課程更新 

19  全科 公民 九上 
第三章 企業責任與綠色經濟 3-3 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 

KP01 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 
課程更新 

20  
108 課綱

全科 
公民 七上 公民科入手方法 課程更新 

21  
108 課綱

全科 
公民 七上 

第四章 家庭關係的互動 4-2 現代家庭面臨的問題 

KP02 離婚、家暴與新住民問題 
課程更新 

 

 

 

領域 科目 年級/群組 課程名稱 項目 

1  全科 歷史 九上 第三章 中世紀的歐洲及伊斯蘭教 3-3 拜占庭帝國 電子講義更新 

2  全科 公民 九上 第三章 企業責任與綠色經濟 3-3 綠色經濟與永續發展 電子講義更新 

3  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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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全科 地理 七上 
第三章 臺灣的海岸與島嶼 3-2 臺灣的離島 

（第三章綜合練習部分） 
電子講義更新 

5  全科 地理 七上 第四章 臺灣的天氣與氣候 4-3 臺灣的氣象災害 電子講義更新 

6  全科 地理 八上 第二章 中國的地形 2-1 中國的地形特徵 電子講義更新 

7  全科 地理 八下 第四章 世界概說 4-3 世界氣候與水文概述 電子講義更新 

8  
108 課綱

全科 
歷史 七上 第一章 史前臺灣與原住民文化 1-1 多采多姿的史前文化 電子講義更新 

9  
108 課綱

全科 
歷史 七上 第二章 大航海時代的臺灣 2-2 各方勢力在臺灣的競逐 電子講義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