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別
科目名稱

(彩色為部定必修)
年級 / 班別 書名 冊數 書局 作者 字號 備註

更改或沿用

或新採用

國文
食一仁義、園一仁、室一仁、

機一仁義、電一仁義
國文 第二冊 東大 顏瑞芳等7位 技審字第108380號 沿用

國文
食二仁義、園二仁、室二仁、

機二仁義、電二仁義
國文 第四冊 東大 顏瑞芳等5位 技審字第109368號 沿用

國文
食三仁義、園三仁、室三仁、

機三仁義、電三仁義
國文 第六冊 翰林 易理玉等13位 技審字第110152號

機三仁7人機三義9人

不買書(建教合作)
沿用

英文
食一仁義、園一仁、室一仁、

機一仁義、電一仁義
英文Ｂ版 第二冊 龍騰 林秀春等10位 技審字第110146號 沿用

英文
食二仁義、園二仁、室二仁、

機二仁義、電二仁義
英文A版 第四冊 東大 車畇庭等11位 技審字第109384號 沿用

英文
食三仁義、園三仁、室三仁、

機三仁義、電三仁義
英文 第六冊 龍騰 林秀春等12位 技審字第110155號

機三仁7人機三義9人

不買書(建教合作)
沿用

數學 食一仁義、園一仁、室一仁 數學B 第二冊 龍騰 廖志偉 技審字第108295號 沿用

數學 機一仁義、電一仁義 數學C 第二冊 東大 林和田等3位 技審字第108332號 沿用

數學 食二仁義、園二仁、室二仁 數學B 第四冊 翔宇 謝立人等6位 技審字第109314號 沿用

數學 機二仁義、電二仁義 數學C 第四冊 東大 林和田等3位 技審字第109327號 沿用

歷史 食一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歷史 機二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歷史 園三仁、室三仁、電三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公民與社會 機二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公民與社會
食三仁義、園三仁、室三仁、

電三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計概 計算機應用
食一仁義、園一仁、室一仁、

機一仁義、電一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物理 室一仁、機一仁義、電一仁義 物理B 下冊 龍騰 葛士瑋 技審字第108374號 沿用

物理 綜一仁 X 上學期已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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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食一仁義、園一仁、室一仁、

機一仁義、電一仁義
體育 第二冊 育達 方進隆等14位 普審字第108115號 沿用

體育
食二仁義、園二仁、室二仁、

機二仁義、電二仁義
體育 第四冊 謳馨 黃德壽等8位 普審字第109088號 沿用

體育
食三仁義、園三仁、室三仁、

機三仁義、電三仁義
體育 第六冊 泰宇 尤聰銘等11位 普審字第110081號

機三仁7人機三義9人

不買書(建教合作)
沿用

健康與護理
食一仁義、園一仁、室一仁、

機一仁義、電一仁義
健康與護理

全一冊

下
泰宇 陳玉雯等3位 普審字第109054號 沿用

健康生活
食三仁義、園三仁、室三仁、

機三仁義、電三仁義
健康自我管理 全一冊 幼獅文化 王榕芝、李美芳、張若蘭

機三仁7人機三義9人

不買書(建教合作)
更改

藝術生活 室一仁

藝術生活
食二仁義、園二仁、機二仁義、

電二仁義

全民國防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食一仁義、園一仁、室一仁、

機一仁義、電一仁義
全民國防教育

全一冊

下
育達 孟繁宇等2位 普審字第108004號 沿用

輔導 生涯規劃
食一仁義、園一仁、室一仁、

機一仁義、電一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化學 食一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生物 食一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分析化學 食一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分析化學實習 食一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烘焙食品加工實習 食一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食品加工 食二仁義 食品加工 下冊 復文 郭文玉等3位 技審字第109348號 沿用

食品微生物 食二仁義 食品微生物 下冊 復文 黃忠村 技審字第109337號 沿用

食品加工實習 食二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食品微生物實習 食二仁義 食品微生物實習 下冊 復文 江春梅 技審字第109451號 沿用

食品檢驗分析 食二仁義 食品化學與分析 下冊 復文 何淇義等2位 技審字第110126號 新採用

食品檢驗分析實習 食二仁義 食品化學與分析實驗 下冊 復文 趙立民等3位 技審字第110135號 新採用

食品化學與分析 食三仁義 X 已於一年級購書 (舊課綱，內容一樣)

食品化學與分析實習 食三仁義 X 已於一年級購書 (舊課綱，內容一樣)

進階食品加工實習 食三仁義 X 無審定版本
上學期已購書

(食品加工實習)

沿用


體育

健康與護理

美術 藝術生活(視覺應用) 全一冊 泰宇 傅斌暉等8位 普審字第108103號

食品科



生物 園一仁 生物B版 下 洪記印刷 林育安審閱、黃湘玉主編 興大附農教字第1090003380號 無審定版本 沿用

農業概論 園一仁 農業概論 下冊 全華 陳新安等4位 技審字第108356號 沿用

植物栽培實習 園一仁 植物栽培實習 下冊 復文 陳右人等2位 技審字第109419號 沿用

植物識別實習 園一仁 植物識別實習 下冊 復文 黃佳盛 技審字第109358號 沿用

植物保護實習 園一仁 植物保護實習 下冊 五南 楊秀珠等3位 技審字第110142號 沿用

組織培養實習 園一仁 X 上學期已購書

農業概論 園二仁 X 已於一年級購書

生命科學概論 園二仁 生命科學概論 下冊 全華 廖麗雅等3位 技審字第109403號 沿用

農園場管理實習 園二仁 農園場管理實習 下冊 	復文 洪進雄 技審字第109449號 沿用

農業資源應用實習 園二仁 農業資源應用實習 下冊 新文京 謝清祥等6位 技審字第110128號 沿用

植物識別實習 園二仁 植物識別實習 下冊 復文 黃佳盛 技審字第109358號 沿用

化學 園三仁 X 上學期已購書

生物技術概論 園三仁 生物技術概論 下冊 全華 廖麗雅等2位 技審字第109402號 沿用

農業安全衛生 園三仁 X 上學期已購書

農業資訊管理實習 園三仁 農業資訊管理實習 下冊 復文 蔡政廷 技審字第110099號 沿用

繪畫基礎實習 室一仁 繪畫基礎實習 下冊 台科大 江健昌等2位 技審字第108389號 沿用

基礎圖學實習 室一仁 基礎圖學實習 下冊 紅動 林合懿 技審字第108424號 沿用

化學 室二仁 X 上學期已購書

設計概論 室二仁 設計概論 全一冊 台科大 馮耕義(馮冠超) 技審字第109324號 沿用

設計與生活美學 室二仁 設計與生活美學 全一冊 全華 黃益峰 技審字第109422號 沿用

表現技法實習 室二仁 表現技法實習 下冊 全華 曾耀緯等2位 技審字第109442號 沿用

基本設計實習 室二仁 基本設計實習 下冊 全華 莫嘉賓等3位 技審字第108342號 沿用

數位影像處理實習 室二仁 數位影像處理實習 全一冊 育才 呂建孟 技審字第110045號 更改

室內設計與製圖實作 室二仁 室內設計與製圖實作 下冊 全華 林明錚等4位 技審字第110004號 沿用

室內裝修實務 室三仁 X 無審定版本

室設科

園藝科



機械製造 機一仁義 機械製造 下冊 全華 林英明等3位 技審字第108359號 沿用

基礎電學實習 機一仁義 基礎電學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 吳局振 技審字第108140號 沿用

機械製圖實習 機一仁義 機械製圖實習 下冊 華興 吳清炎等2位 技審字第108293號 沿用

精密加工基礎實習 機一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化學 機二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機件原理 機二仁義 機件原理 下冊 台科大 柯雲龍等2位 技審字第109247號 沿用

機械力學 機二仁義 機械力學 下冊 台科大 黃達明等2位 技審字第109226號 沿用

機械加工實習 機二仁義 機械加工實習 全一冊 全華 王金柱 技審字第109372號 沿用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 機二仁義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沿用 全一冊 昱網科技 楊玉清 技審字第109056號 沿用

電腦機械製圖實習 機二仁義 車床實習II II 文野 王金柱 9903 沿用

機械材料 機三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機三仁義 綜合機械加工實習 全一冊 全華 王金柱 技審字第110042號
機三仁7人機三義9人

不買書(建教合作)
新採用

基本電學 電一仁義 基本電學 下冊 台科大 黃仲宇等2位 技審字第108384號 沿用

基本電學實習 電一仁義 基本電學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 鄭榮貴等4位 技審字第108165號 沿用

化學 電二仁義 X 上學期已購書

電子學 電二仁義 電子學 下冊 旗立 宋由禮等4位 技審字第109325號 沿用

電子學實習 電二仁義 電子學實習 下冊 台科大 周玉崑等2位 技審字第109398號 沿用

電工機械 電二仁義 電工機械 下冊 全華 汪永文等2位 技審字第109389號 沿用

機電整合實習 電二仁義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全一冊 紅動 陳志遠等5位 技審字第109396號 沿用

智慧居家監控實習 電二仁義 機電整合實習 全一冊 台科大 曾偉智 技審字第109318號 沿用

電機科

機械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