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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國文科 普高國文Ⅱ Ⅱ 龍騰文化 董金裕等 普審字108111

102 國文科 高中國文Ⅳ Ⅳ 南一書局 何寄澎等 普審字109119

103 國文科 技高國文第2冊 二 東大圖書 顏瑞芳等 技審字108380

104 國文科 技高國文Ⅳ Ⅳ 龍騰文化 鍾宗憲等 技審字109428

105 國文科 技高國文Ⅵ Ⅵ 龍騰文化 鍾宗憲等 技審字110153

201 英文科 高中英文Ⅱ Ⅱ 龍騰文化 林秀春 高審字108121

202 英文科 高中英文Ⅳ Ⅳ 龍騰文化 林秀春 高審字109109

203 英文科 技高英文第二冊(B版) 二 龍騰文化 林秀春 技審字110146

204 英文科 技高英文第四冊(B版) 四 龍騰文化 林秀春 技審字111047

205 英文科 技高英文第四冊(B版) 四 東大圖書 曾麗玲 技審字109357

206 英文科 技高英文第六冊(B版) 六 東大圖書 曾麗玲 技審字110131

207 英文科 技高餐旅英語會話第二冊 二 東大圖書 吳妙姬 技審字109351

208 英文科 技高餐旅英語會話第四冊 四 東大圖書 田靜誼 技審字110129

209 英文科 跨版本英文統測ALLPASS卷12回 龍騰文化 吳靜宜

210 英文科 技高英文Ⅱ(C版) Ⅱ 龍騰文化 初碧華 免送審

211 英文科 技高英文Ⅳ(C版) Ⅳ 龍騰文化 初碧華 免送審

212 英文科 技高英文Ⅵ(C版) Ⅵ 龍騰文化 初碧華 免送審

301 數學科 普高數學 2 龍騰文化 許志農 普審字108104

302 數學科 普高數學(B) 4 龍騰文化 許志農 普審字109102

303 數學科 普高選修數學乙 下 龍騰文化 許志農 普審字110088

304 數學科 技高數學B Ⅱ 龍騰文化 廖志偉 技審字108295

305 數學科 技高數學B Ⅳ 龍騰文化 廖志偉 技審字109253

306 數學科 高職數學A Ⅱ 台科大 施賢文 技審字108388

307 數學科 高職數學A Ⅳ 台科大 施賢文 技審字109277

401 社會科 技高地理(乙版) 全 育達文化 余佳樺 技審字111027

402 社會科 高中地理2 2 南一書局 張峻嘉主編 普審字108127

403 社會科 高中地理3 3 南一書局 張峻嘉主編 普審字109079

404 社會科 技高歷史A 全 龍騰文化 張允騰 技審字108142

405 社會科 高中歷史2 2 南一書局 陳鴻圖等 普審字108136

406 社會科 公民與社會2 2 南一書局 鄧毓浩等 普審字108135

407 社會科 公民與社會3 3 南一書局 鄧毓浩等 普審字109069

408 社會科 技高公民與社會 全 龍騰文化 柳勝國等 技審字108076

409 社會科 技高法律與生活 全 育達文化 盧靜慧等 技審字10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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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自然科 化學A 全 龍騰文化 王富春等 技審字108061

502 自然科 生物A 全 翔宇文化 方采禾等 技審字108058

503 自然科 高中生物 全 南一書局 潘建源等 普審字108039

504 自然科 物理 全 翔宇文化 傅祖怡等 普審字108054

505 自然科 物理A 全 龍騰文化 張志維 技審字108059

506 自然科 地球科學 全 龍騰文化 米泓生 普審字108030

601 商業經營科 職校商業概論Ⅱ Ⅱ 旗立文化 旗立財經研究室 技審字108300

602 商業經營科 會計學二 二 啟芳出版 蕭麗娟等 技審字108284

603 商業經營科 會計學四 四 啟芳出版 蕭麗娟等 技審字109260

604 商業經營科 經濟學Ⅱ Ⅱ 旗立文化 旗立財經研究室 職審字109276

605 商業經營科 行銷實務 下 全華圖書 張阿妙等 技審字109196

606 商業經營科 行銷實務 下 啟芳出版 莊宏啟等 技審字109222

607 商業經營科 丙檢術科簡易大全 全 啟芳出版 啟芳會計研究室 免送審

608 商業經營科 商業概論 下 東岱圖書 王振洋等 技審字110162

609 商業經營科 商業溝通 全 台科大 胡興梅等 技審字110111

701 資料處理科 普高資訊科技 全 碁峰資訊 蔡志敏 普審字108090

702 資料處理科 技高資訊科技 全 碁峰資訊 蔡志敏 技審字108218

703 資料處理科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下 碁峰資訊 蔡雅琦等 技審字109394

704 資料處理科 數位科技概論 下 啟芳出版 李威宏等 技審字108385

705 資料處理科 數位科技應用 下 全華圖書 王麗琴等 技審字109334

706 資料處理科 程式語言與設計(乙版) 下 碁峰資訊 李啟龍等 技審字111043

707 資料處理科 Web:AI智慧生活應用 全 碁峰資訊 蔡宜坦 免送審

801 廣告設計科 基本設計實習 下 全華圖書 莫嘉賓等 技審字108342

802 廣告設計科 基礎圖學實習 下 全華圖書 詹世良 技審字108398

803 廣告設計科 設計概論 全 全華圖書 楊清田等 技審字109448

901 時尚科 家政概論  下 啟英文化 黃惠玲等 技審字108405

902 時尚科 家政職業衛生與安全 全 啟英文化 陳樺亭等 技審字108074

903 時尚科 多媒材創作實務 下 翰英文化 林宇倩 技審字110091

904 時尚科 美顏Ⅰ Ⅰ 翰英文化 王淑珍 免送審

905 時尚科 美髮Ⅱ  Ⅱ 群英文化 宋英姬 免送審

906 時尚科 家庭教育 下 啟英文化 簡志娟 技審字109367

907 時尚科 美顏Ⅲ Ⅲ 翰英文化 王淑珍 免送審

908 時尚科 美容美體實務 下 啟英文化 黃宜純 技審字109444

909 時尚科 藝術指甲-保養與彩繪篇 全 啟英文化 黃燕容等 免送審

910 時尚科 美容與衛生(I、II合訂本)  全 啟英文化 陳樺亭 免送審

911 時尚科 行銷與服務 下 啟英文化 侯嘉政 技審字110178

912 時尚科 家政職業倫理 全 科友圖書 李慧珊 技審字110164

913 時尚科 彩妝設計 全 啟英文化 盧麗容等 免送審

914 時尚科 美顏Ⅳ Ⅳ 翰英文化 王淑珍 免送審



1001 餐飲管理科 烘焙實務 下 廣懋圖書 吳嘉琪 技審字109338

1002 餐飲管理科 西餐烹調實習 下 翰英文化 吳東寶等 技審字109429

1003 餐飲管理科 食物學 Ⅱ 宥宸文化 劉黃惠珠 免送審

1004 餐飲管理科 中餐烹調實習 下 翰英文化 陳思怡等 技審字108278

1005 觀光/餐飲科 觀光餐旅業導論 下 翰英文化 陳思怡等 技審字108273

1006 觀光/餐飲科 餐飲服務技術 下 碁峰資訊 王淑媛等 技審字109001

1007 觀光事業科 房務實務 下 碁峰資訊 夏文媛等 技審字108337

1008 觀光/餐飲科 飲料實務 下 宥宸文化 劉碧雯 技審字109254

1009 觀光事業科 旅館客務實務 下 翰英文化 龔聖雄 職審字109391

1010 觀光事業科 旅遊實務 下 全華圖書 張金明等 技審字109404

1011 觀光事業科 導遊解說實務 下 翰英文化 陳珮真等 技審字111004

1012 觀光事業科 餐旅群專題實作 全 翰英文化 陳紫玲 免送審

1101 藝能科 音樂(丙版) 全 育達文化 林怡萱等 技審字111012

1102 藝能科 普高音樂(乙版) 下 華興書局 張哲榕 普審字109082

1103 藝能科 藝術生活-音樂應用 全 翔宇文化 梁啟慧等 普審字108108

1104 藝能科 健康與護理 下 翔宇文化 陳玉雯等 高審字109054

1105 藝能科 生命教育 全 幼獅文化 錢永鎮主編 普審字108074

1106 藝能科 普高生涯規劃 全 育達文化 楊璦慈等 普審字108046

1107 藝能科 普高體育二 Ⅱ 均悅文化 劉家豪等 普審字111089

1108 藝能科 普高體育四 Ⅳ 均悅文化 劉家豪等 普審字111021

1109 藝能科 高中體育六 Ⅵ 華興書局 沈易利等 高審字110090

1201 全民國防 全民國防教育 下 育達文化 孟繁宇等 普審字108004

1301 第二外國語 日本語Ⅱ(新.一看就懂日本語) Ⅱ 全華圖書 張惠蘭主編 免送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