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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 

教科用書審查通過清單 

 

首次公告日期：111年 5月 2日 

公告單位：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研究中心 

說明： 

一、公告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編輯之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高級中等學校教科用書審查通過清單，並將依審查進度持

續更新。 

二、本教科用書審查通過清單及其後續更新公告，得至本院教科書審

定資訊網「資訊公開」之「學期公告用書」項下查詢：

https://textbooks.naer.edu.tw/openbook.aspx 

三、即時進度查詢： 

（一） 至本院教科書審定資訊網「圖書審定」項下查詢。 

（二） 洽本院教科書研究中心王專門委員： 

02-77407724；coshinwang@mail.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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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高級中學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國文 第一冊 三民*、奇異果、南一、翰林、龍騰 

 第二冊 三民、奇異果、南一、翰林、龍騰 

 第三冊 三民、奇異果、南一、翰林、龍騰* 

 第四冊 三民、奇異果、南一、翰林、龍騰 

 第五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 

英文 第一冊 三民、翰林、龍騰 

 第二冊 三民、翰林、龍騰 

 第三冊 三民*、翰林、龍騰* 

 第四冊 三民、翰林、龍騰 

 第五冊 三民、翰林、龍騰 

數學 第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第二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第三冊 A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第三冊 B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第四冊 A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第四冊 B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數學甲 上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下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數學乙 上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下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歷史 第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第二冊 三民、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第三冊 三民*、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歷史Ⅰ 全一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 

選修歷史Ⅱ 全一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 

地理 第一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 

 第二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 

 第三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 

選修地理Ⅰ 全一冊 南一、翰林、龍騰 

選修地理Ⅱ 全一冊 南一、翰林、龍騰 

公民與社會 第一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龍騰(乙版) 

 第二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龍騰(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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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龍騰(乙版) 

選修公民與社會Ⅰ 全一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 

選修公民與社會Ⅱ 全一冊 三民、南一、翰林、龍騰 

物理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物理Ⅰ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物理Ⅱ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物理Ⅲ 全一冊 全華、南一、泰宇*、龍騰*、翰林 

選修物理Ⅳ 全一冊 全華、南一、泰宇、龍騰、翰林 

選修物理Ⅴ 全一冊 全華、南一、泰宇、龍騰、翰林 

化學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化學Ⅰ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化學Ⅱ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化學Ⅲ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化學Ⅳ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化學Ⅴ 全一冊 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生物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生物Ⅰ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生物Ⅱ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生物Ⅲ 全一冊 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選修生物Ⅳ 全一冊 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地球科學 全一冊 三民、全華、南一、泰宇、翰林、龍騰 

音樂 上冊 
三民、育達、育達(乙版)、育達(丙)、 

均悅、泰宇、華興、華興(乙版)、謳馨 

 下冊 
三民、育達、育達(乙版)、均悅、泰宇、 

華興、華興(乙版)、謳馨 

美術 上冊 
幼獅、育達、育達(乙版)、泰宇、華興、 

華興(乙版)、樂學、謳馨、泰宇(乙) 

 下冊 
幼獅、育達、育達(乙版)、泰宇、華興、 

華興(乙版)、樂學、謳馨 

藝術生活 

（視覺應用） 
全一冊 幼獅、育達、均悅、泰宇、華興、謳馨 

藝術生活 

（表演藝術） 
全一冊 華興 

藝術生活 

（音樂應用） 
全一冊 育達、泰宇、華興 

體育 第一冊 
立言、育達、均悅、泰宇、智業、華興*、 

謳馨 

 第二冊 立言、育達、均悅、泰宇、智業、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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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尚有書稿在續審階段，本清單持續更新。 

註 2：標示*為該套成書另有申請修訂，且尚在續審階段。 

 

  

謳馨 

 第三冊 
立言、育達、均悅、泰宇、智業、華興、 

謳馨 

 第四冊 立言、育達、泰宇、智業、謳馨、華興 

 第五冊 立言、育達、泰宇、智業、謳馨、華興 

 第六冊 立言、育達、泰宇、智業、謳馨、華興 

健康與護理 全一冊 幼獅、均悅、育達、泰宇、謳馨 

家政 全一冊 幼獅、育達、育達(乙)、華興、謳馨 

生命教育 全一冊 幼獅、全華、育達、泰宇、華興、謳馨 

生涯規劃 全一冊 
三民、幼獅、全華、育達、育達(乙版)、 

泰宇、智業、華興、謳馨 

生活科技 全一冊 
幼獅、全華、均悅、育達、泰宇、華興、 

謳馨 

資訊科技 全一冊 科友、啟芳、碁峰、旗立 

全民國防教育 全一冊 幼獅、育達、泰宇、智業、謳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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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國文 第一冊 全華、東大、翰林、龍騰、謳馨 

 第二冊 全華、東大、翰林、龍騰、謳馨 

 第三冊 全華、東大、翰林、龍騰、謳馨 

 第四冊 全華、東大、翰林、龍騰、謳馨 

 第五冊 全華、東大、翰林、龍騰、謳馨 

 第六冊 全華、東大、翰林、龍騰、謳馨 

英文 第一冊 
東大(A 版)、東大(B 版)、翰林(B 版)、 

龍騰、龍騰(B 版)、謳馨 

 第二冊 
東大(A 版)、東大(B 版)、翰林(B 版)、 

龍騰、龍騰(B 版)、謳馨 

 第三冊 
東大(A 版) *、東大(B 版)、翰林(B 版)、 

龍騰*、龍騰(B 版)、謳馨 

 第四冊 
東大(A 版)、東大(B 版)、翰林(B 版)、 

龍騰、謳馨 

 第五冊 
東大(A 版)、東大(B 版)、翰林(B 版)、 

龍騰、謳馨 

 第六冊 
東大(A 版)、東大(B 版)、翰林(B 版)、 

龍騰、謳馨 

數學 A 第一冊 台科大、全華、信樺、翔宇 

 第二冊 台科大、全華、信樺、翔宇 

 第三冊 台科大、全華、信樺、翔宇 

 第四冊 台科大、全華、信樺、翔宇 

數學 B 第一冊 
台科大、全華、東大、信樺、啟芳、翔宇、

翔宇(乙版)、漢樺、龍騰、謳馨 

 第二冊 
台科大、全華、東大、信樺、啟芳、翔宇、

翔宇(乙版)、漢樺、龍騰、謳馨 

 第三冊 
台科大、全華、東大、信樺、啟芳、翔宇、

翔宇(乙版)、漢樺、龍騰、謳馨 

 第四冊 
台科大、全華、東大、信樺、啟芳、翔宇、

漢樺、龍騰、謳馨 

數學 C 第一冊 
全華、東大、信樺、啟芳、翔宇、龍騰、 

謳馨 

 第二冊 
全華、東大、信樺、啟芳、翔宇、龍騰、 

謳馨 

 第三冊 
全華、東大、信樺、啟芳、翔宇、龍騰、 

謳馨 

 第四冊 
全華、東大、信樺、啟芳、翔宇、龍騰、 

謳馨 



 6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歷史 全一冊 育達、東大*、翔宇、漢樺、龍騰、謳馨 

地理 全一冊 
育達、育達(乙)、東大*、翔宇、漢樺、龍

騰、謳馨 

公民與社會 全一冊 
育達、育達(乙版)、東大*、信樺、啟英、 

翔宇、新文京、龍騰、謳馨 

化學 A 全一冊 
大佳、台科大、育達、東大、科友、啟芳、

啟英、翔宇、漢樺、龍騰、謳馨 

化學 B 全一冊 育達、科友、啟芳、翔宇、龍騰、謳馨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物理 A 全一冊 
育達、東大、科友、啟芳、啟英、翔宇、 

新文京、漢樺、龍騰、謳馨* 

物理 B 上冊 
台科大、科友、啟英、翔宇、漢樺、龍騰、

謳馨 

 下冊 
台科大、科友、啟英、翔宇、漢樺、龍騰、

謳馨 

生物 A 全一冊 
育達、科友、啟芳、啟英、翔宇、漢樺、 

樂學、龍騰、謳馨 

音樂 全一冊 
育達、育達(乙版)、育達(丙版)、均悅、 

東大、翔宇、華興、新文京、謳馨 

美術 全一冊 
幼獅、全華、育達、育達(乙版)、均悅、 

東大、翔宇、華興、華興(乙版) 、謳馨 

體育 第一冊 
立言、育達、均悅、泰宇、智業、華興、 

謳馨 

 第二冊 
立言、育達、均悅、泰宇、智業、華興、 

謳馨 

 第三冊 立言、育達、泰宇、智業、謳馨、華興 

 第四冊 立言、育達、泰宇、智業、謳馨、華興 

 第五冊 立言、育達、泰宇、智業、謳馨、華興 

 第六冊 育達、泰宇、智業、謳馨、華興 

健康與護理 全一冊 幼獅、均悅、育達、泰宇、謳馨 

家政 全一冊 幼獅、育達、育達(乙)、華興、謳馨 

生涯規劃 全一冊 
幼獅、育達、東大*、信樺、啟芳、翔宇、 

新文京、樂學、龍騰、謳馨 

法律與生活 全一冊 育達、東大、信樺、翔宇、謳馨 

生活科技 全一冊 
幼獅、全華、均悅、育達、泰宇、華興、 

謳馨 

資訊科技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育達、科友、啟芳、 

碁峰、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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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全民國防教育 全一冊 幼獅、育達、泰宇、智業、謳馨 

註 1：尚有書稿在續審階段，本清單持續更新。 

註 2：標示*為該套成書另有申請修訂，且尚在續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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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 

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機械群 機械基礎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全華(乙版)、科友 

 機械製圖實習 上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紅動、華興 

  下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紅動、華興 

 基礎電學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紅動 

 機械製造 上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新文京 

  下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新文京 

 機械材料 上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 

  下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 

 機械力學 上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紅動、 

新文京、華興 

  下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紅動、 

新文京、華興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昱網 

 機件原理 上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紅動、華興 

  下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紅動、華興 

 電腦輔助設計實習 全一冊 全華、科友、華興 

 電腦輔助製圖與實習 全一冊 科友、華興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 

 機電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 

 機械工作圖實習 全一冊 華興 

 實物測繪實習 全一冊 華興 

 機械加工實習 全一冊 全華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全一冊 全華 

動力機

械群 
機器腳踏車基礎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引擎原理 全一冊 台科大、科友、復文 

 引擎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科友、復文 

 機械工作法及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復文 

 底盤原理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基本電學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機器腳踏車檢修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 

 車輛空調檢修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車輛底盤檢修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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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機件原理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紅動、復文、

華興 

 底盤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科友、復文 

 應用力學 全一冊 
台科大、台科大(乙版)、全華、紅動、

華興 

 電工電子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電系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液氣壓基礎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 

 機電製圖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華興 

 動力機械操作實習 全一冊 全華、復文 

電機與

電子群 
基本電學 上冊 

五南、台科大、全華、科友、紅動、

華興、旗立 

  下冊 
五南、台科大、全華、科友、華興、

旗立 

 基本電學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台科大(乙版)、科友、華興、

旗立 

 程式設計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台科大(乙版)、全華、 

全華(乙版)、旗立、碁峰 

 電工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科友、紅動、華興、旗立 

 可程式邏輯設計實習 全一冊 
五南、台科大、全華、科友、紅動、

漢源 

 可程式控制實習 全一冊 
文笙、全華、全華(乙版)、台科大、 

科友、科友(乙版)、紅動 

 數位邏輯設計 全一冊 
五南、台科大、全華、紅動、華興、

旗立 

 電工機械 上冊 台科大、弘揚、全華、科友、華興 

  下冊 台科大、弘揚、全華、科友、華興 

 電工機械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 

 電子學實習 上冊 
五南、台科大、台科大(乙版)、全華、

科友、旗立 

  下冊 
五南、台科大、台科大(乙版)、全華、

科友、旗立 

 電子學 上冊 
五南、台科大、全華、旗立、科友、

紅動 

  下冊 
五南、台科大、全華、旗立、科友、

紅動 

 冷凍空調原理 上冊 全華、弘揚 

  下冊 全華、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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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全一冊 五南、台科大、全華 

 能源與冷凍實習 全一冊 全華 

 機電整合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 

 單晶片微處理機實習 全一冊 

五南、台科大、台科大(乙版)、全華、

秉華、秉華(乙)、秉華(丙)、碁峰、漢

源 

 微處理機 全一冊 五南、台科大、全華、紅動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全一冊 紅動、漢源 

 能源與空調實習 全一冊 全華 

 微電腦應用實習 全一冊 全華、紅動、秉華、漢源 

 電力電子應用實習 全一冊 全華 

 介面電路控制實習 全一冊 全華、紅動 

 電工資訊 上冊 紅動 

化工群 普通化學 上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下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普通化學實習 上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下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化工裝置 上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下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分析化學 上冊 台科大、全華 

  下冊 台科大、全華 

 分析化學實習 上冊 台科大、全華 

  下冊 台科大、全華 

 基礎化工 上冊 全華、復文 

  下冊 全華、復文 

 化工裝置實習 上冊 全華、復文 

  下冊 全華、復文 

 化工儀器實習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食品群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上冊 五南、台科大、復文 

  下冊 五南、台科大、復文 

 食品微生物 上冊 五南、佐佑、復文 

  下冊 五南、佐佑、復文 

 食品微生物實習 上冊 五南、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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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下冊 五南、復文 

 食品加工實習 上冊 五南、台科大、復文 

  下冊 五南、台科大、復文 

 食品加工 上冊 五南、台科大、復文 

  下冊 五南、台科大、復文 

 食品檢驗分析實習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食品化學與分析 上冊 台科大、佐佑、復文 

  下冊 台科大、佐佑、復文 

 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上冊 台科大、佐佑、復文 

  下冊 台科大、佐佑、復文 

 進階食品加工實習 上冊 復文 

設計群 繪畫基礎實習 上冊 台科大、全華 

  下冊 台科大、全華 

 基礎圖學實習 上冊 台科大、全華、育才、紅動、華興 

  下冊 台科大、全華、育才、紅動、華興 

 基本設計實習 上冊 台科大、全華 

  下冊 台科大、全華 

 基礎攝影實習 全一冊 全華 

 表現技法實習 上冊 台科大、全華 

  下冊 台科大、全華 

 電腦向量繪圖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育才 

 色彩原理 全一冊 全華、育才 

 造型原理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育才 

 室內設計與製圖實作 上冊 全華 

  下冊 全華 

 創意潛能開發 全一冊 全華 

 設計與生活美學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 

 動畫製作實習 全一冊 全華 

 設計概論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 

 數位影像處理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育才 

 圖文編排實習 上冊 育才、全華 

  下冊 育才、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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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印刷與設計實務 全一冊 全華 

 影音製作實習 全一冊 全華 

外語群 初階英語聽講練習 上冊 希伯崙、東華 

  下冊 希伯崙、東華 

 
初階英文閱讀與寫作

練習 
上冊 希伯崙、東華 

  下冊 希伯崙、東華 

 外語文書處理實務 上冊 旗立 

  下冊 旗立 

 
中階英文閱讀與寫作

練習 
上冊 希伯崙、東華 

  下冊 希伯崙、東華 

 
高階英文閱讀與寫作

練習 
上冊 東華 

  下冊 東華 

 中階英語聽講練習 上冊 希伯崙、東華 

  下冊 希伯崙、東華 

 高階英語聽講練習 上冊 東華 

  冊 東華 

 日語聽解入門練習 上冊 豪風 

  下冊 豪風 

 日語文型練習 上冊 豪風  

  下冊 豪風 

 日語解讀入門練習 上冊 豪風 

  下冊 豪風 

 日語翻譯練習 上冊 豪風 

  下冊 豪風 

農業群 農業概論 上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下冊 台科大、全華、復文 

 農業安全衛生 全一冊 全華、復文 

 解剖生理實習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動物保健實習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牧場管理實習 上冊 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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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下冊 復文 

 植物識別實習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生物技術概論 上冊 全華 

  下冊 全華 

 農園場管理實習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動物營養實習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植物栽培實習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生命科學概論 上冊 全華、復文 

  下冊 全華、復文 

 農業資訊管理實習 上冊 復文 

  下冊 復文 

 農業資源應用實習 上冊 新文京 

  下冊 新文京 

 動物飼養實習 第一冊 五南 

  第二冊 五南 

  第三冊 五南 

  第四冊 五南 

 植物保護實習 上冊 五南 

  下冊 五南 

商業與

管理群 
商業概論 上冊 

全華、科友、信樺、東岱、啟芳、 

翔宇、旗立、漢樺 

  下冊 
全華、科友、信樺、東岱、啟芳、 

翔宇、旗立、漢樺 

 數位科技概論 上冊 
台科大、全華、啟芳、碁峰、旗立、

謳馨 

  下冊 
台科大、全華、啟芳、碁峰、旗立、

謳馨 

 會計學 第一冊 全華、信樺、啟芳、翔宇 

  第二冊 全華、信樺、啟芳、翔宇 

  第三冊 全華、啟芳、翔宇 

  第四冊 全華、啟芳、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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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門市經營實務 上冊 全華、碁峰、旗立 

  下冊 全華、碁峰、旗立 

 國際貿易實務 第一冊 旗立 

  第二冊 旗立 

  第三冊 旗立 

  第四冊 旗立 

 程式語言與設計 上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旗立、 

旗立(乙版)、紅動、碁峰、碁峰(乙版) 

  下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旗立、 

旗立(乙版)、紅動、碁峰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上冊 台科大、全華、碁峰、旗立 

  下冊 台科大、全華、碁峰、旗立 

 經濟學 上冊 全華、信樺、翔宇、旗立 

  下冊 全華、信樺、翔宇、旗立 

 行銷實務 上冊 台科大、全華、東岱、啟芳 

  下冊 台科大、全華、東岱、啟芳 

 數位科技應用 上冊 台科大、全華、啟芳、碁峰、旗立 

  下冊 台科大、全華、碁峰、旗立 

 會計軟體應用 上冊 啟芳、啟芳(乙版) 

 貿易英文實務 全一冊 台科大 

 金融與證券投資實務 全一冊 全華、全曜、東岱、啟芳 

 資料庫應用 上冊 全華 

  下冊 全華 

 商業溝通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 

土木與

建築群 

土木建築工程與技術

概論 
全一冊 台科大 

 測量實習 上冊 台科大、旭營 

  下冊 台科大、旭營 

 製圖實習 上冊 台科大、旭營、弘揚 

  下冊 台科大、旭營、弘揚 

 材料與試驗 上冊 旭營 

  下冊 旭營 

 基礎工程力學 上冊 台科大、旭營、弘揚、復文 

  下冊 台科大、旭營、弘揚、復文 

 電腦輔助製圖實習 上冊 台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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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下冊 台科大 

 地形測量實習 全一冊 旭營 

 構造與施工法 全一冊 旭營 

 營建技術實習 上冊 旭營 

 工程測量實習 全一冊 旭營 

家政群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務 上冊 啟英 

  下冊 啟英 

 美髮造型實務 上冊 台科大、科友、啟英、群英 

  下冊 台科大、科友、啟英、群英 

 家政概論 上冊 台科大*、全華、啟英、紅動、翰英 

  下冊 台科大、全華、啟英、紅動、翰英 

 色彩概論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啟英 

 家政職業衛生與安全 全一冊 台科大、全華、科友、啟英 

 多媒材創作實務 上冊 台科大、科友、啟英、翰英 

  下冊 台科大、科友、啟英、翰英 

 服裝製作實務 上冊 台科大、啟英 

  下冊 台科大、啟英 

 
幼兒教保活動設計與

實務 
上冊 啟英 

  下冊 啟英 

 美容美體實務 上冊 台科大、全華、啟英 

  下冊 台科大、全華、啟英 

 膳食與營養實務 上冊 台科大、科友、啟英 

  下冊 台科大、科友、啟英 

 舞台表演實務 上冊 科友、啟英 

  下冊 科友、啟英 

 立體裁剪實務 上冊 台科大、啟英 

  下冊 台科大、啟英 

 服裝畫實務 全一冊 全華、啟英 

 家庭教育 上冊 台科大*、全華*、啟英、翰英* 

  下冊 台科大、全華、啟英、翰英 

 飾品設計與實務 上冊 台科大、科友、啟英、翰英 

  下冊 科友、啟英、翰英 

 行銷與服務 上冊 科友、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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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下冊 科友、啟英 

 家庭生活管理實務 上冊 啟英 

  下冊 啟英 

 整體造型設計與實務 上冊 全華、啟英 

  下冊 全華、啟英 

 家政美學 全一冊 啟英、科友 

 家政職業倫理 全一冊 啟英、科友 

餐旅群 觀光餐旅業導論 上冊 

五南、文野、台科大、全華、信樺、

宥宸、廣懋、旗立、碁峰、樂學、 

翰英 

  下冊 

五南、文野、台科大、全華、信樺、

宥宸、廣懋、旗立、碁峰、樂學、 

翰英 

 餐飲服務技術 上冊 
五南、文野、台科大、全華、宥宸、

碁峰、旗立、廣懋、樂學、翰英 

  下冊 
五南、文野、台科大、全華、宥宸、

碁峰、旗立、廣懋、樂學、翰英 

 中餐烹調實習 上冊 
五南、文野、台科大、全華、宥宸、

科友、廣懋、翰英 

  下冊 
五南、文野、台科大、全華、宥宸、

科友、廣懋、翰英 

 房務實務 上冊 文野、全華、碁峰、翰英 

  下冊 文野、全華、碁峰、翰英 

 觀光餐旅英語會話 第一冊 
科友、東大、宥宸、寂天、樂學、 

翰英 

  第二冊 
科友、東大、宥宸、寂天、樂學、 

翰英 

  第三冊 
科友、東大、宥宸、寂天、樂學、 

翰英 

  第四冊 
科友、東大、宥宸、寂天、樂學、 

翰英 

 西餐烹調實習 上冊 
文野、五南、台科大、全華、宥宸、

科友、廣懋、翰英 

  下冊 
文野、五南、台科大、全華、宥宸、

科友、廣懋、翰英 

 旅遊實務 上冊 
文野、五南、台科大、全華、碁峰、

翰英 

  下冊 
文野、五南、台科大、全華、碁峰、

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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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科 科目 冊次 
出版者 

（簡稱，依筆畫排序） 

 烘焙實務 上冊 
文野、五南、全華、台科大、 

台科大(乙版)、宥宸、廣懋、翰英 

  下冊 
文野、五南、全華、台科大、 

台科大(乙版)、宥宸、廣懋、翰英 

 飲料實務 上冊 
文野、五南、全華、宥宸、碁峰、 

廣懋、翰英 

  下冊 
文野、五南、全華、宥宸、碁峰、 

廣懋、翰英 

 旅館客務實務 上冊 
文野、台科大、全華、紅動、碁峰、

翰英 

  下冊 
文野、台科大、全華、紅動、碁峰、

翰英 

 導覽解說實務 上冊 五南、全華、翰英、碁峰 

  下冊 五南、全華、碁峰、碁峰 

 遊程規劃實務 上冊 五南、全華、碁峰 

  下冊 五南、全華、碁峰 

藝術群 數位攝錄影實務 上冊 五南 

  下冊 五南 

 藝術與科技 上冊 育才 

  下冊 育才 

註 1：尚有書稿在續審階段，本清單持續更新。 

註 2：標示*為該套成書另有申請修訂，且尚在續審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