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科書」書單 

年級 項次 領域 書名 出版社 冊次 審訂字號 

高
一 

1 語文 國文 龍騰 一 108003 

2 語文 英文 龍騰 一 108032 

3 數學 數學 龍騰 一 108016 

4 社會 歷史 龍騰 一 108070 

5 社會 地理 南一 一 108081 

6 社會 公民與社會 龍騰 一 110044 

7 自然 物理 龍騰 全一冊 108035 

8 自然 化學 南一 全一冊 108044 

9 自然 生物 泰宇 全一冊 108037 

10 自然 地球科學 三民 全一冊 108067 

11 綜合 生命教育 泰宇 全一冊 108056 

12 科技 生活科技 泰宇 全一冊 109106 

13 科技 資訊科技 碁峰 全一冊 108090 

14 健體 體育 泰宇 一 108014 

15 國防 全民國防教育 育達 全一冊 10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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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級 項次 領域 書名 出版社 冊次 審訂字號 

高
二 

1 語文 國文 三民 三 109050 

2 語文 英文 三民 三 109068 

3 數學 數學 A 翰林 三 109075 

4 數學 數學 B 翰林 三 109056 

5 社會 歷史 龍騰 三 109077 

6 社會 地理 龍騰 三 109074 

7 社會 地理 南一 一 108081 

8 社會 公民與社會 三民 三 109076 

9 自然 選修物理 I 龍騰 全一冊 109032 

10 自然 選修化學 I 龍騰 全一冊 109005 

11 自然 選修生物 II 龍騰 全一冊 109060 

12 藝術 音樂 華興乙版 上 109018 

13 藝術 美術 泰宇乙版 上 111010 

14 藝術 藝術生活(表演藝術) 華興 全一冊 108085 

15 綜合 生命教育 泰宇 全一冊 108056 

16 綜合 家政 華興 全一冊 108059 

17 科技 資訊科技 碁峰 全一冊 108090 

18 健體 健康與護理 幼獅 全一冊 108027 

19 健體 體育 謳馨 三 109019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科書」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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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三 

1 語文 國文 翰林 五 110001 

2 語文 英文 龍騰 五 110033 

3 數學 選修數學甲 南一 下 110094 

4 數學 選修數學乙 南一 下 110093 

5 社會 選修歷史 I 三民 全一冊 110055 

6 社會 選修地理 II 龍騰 全一冊 110027 

7 社會 選修公民與社會Ⅰ 南一 全一冊 109124 

8 自然 選修物理 IV 南一 全一冊 110028 

9 自然 選修物理 V 南一 全一冊 110013 

10 自然 選修化學 IV 龍騰 全一冊 110004 

11 自然 選修化學 V 龍騰 全一冊 110005 

12 自然 選修生物 I 翰林 全一冊 109016 

13 自然 選修生物 IV 翰林 全一冊 110042 

14 藝術 音樂 育達 下 109008 

15 藝術 美術 華興乙版 下 111019 

16 藝術 藝術生活(視覺應用) 華興 全一冊 108087 

17 綜合 家政 華興 全一冊 108059 

18 健體 健康與護理 幼獅 全一冊 108027 

19 健體 運動與健康 幼獅 全一冊 免送審 

20 健體 簡易運動規則 育達 全一冊 免送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