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隆女中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高一教科書驗書單 

驗書注意事項：  

一、驗書對象：如果學生已持有本校 110第 1學期將使用之教科書，可持驗書單及該教科書至設備組
辦理驗書，檢驗通過後，將在註冊單書籍費中予以減除該項目。並請在發書時勿重複
領取該書。 

二、驗書時間：110年 8月 5~6日（週四~週五）上午 09:00～12:00。遇停課則採取同時段線上驗書，
請參考第六點。 

三、地點：科學館一樓設備組 
四、驗書需帶：1.待驗的課本含配套 

 2.資料填寫完整的「驗書單」驗書單有需要請至女中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教科用書/高一二三驗書單.doc 列印使用。 

五、補充說明：教科書之學生價，為買課本送配套之價格。如僅驗退課本，單獨購買配套(習作、講
義、考卷及隨身讀等)，則為該配套用書各本定價打七折之加總，依此故，建議若無
配套，請勿驗退課本。 

六、線上驗書:若因停課無法到校，則採取線上驗書模式。請下載驗書單後填妥資料，自行打勾，連
同待驗課本(含配套)封面封底相片檔(需拍到審定字號)，兩份檔案一起寄到設備組郵
件信箱(klgsh231@gml.klgsh.kl.edu.tw)，寄出檔案後請確認是否收到設備組回覆資
料正確，若無，則請來電分機 231。線上驗書期程逾期則恕不受理。 

 

班級：   座號：   姓名：           電話：             

項

次 

學生

自行

打勾 

驗書成功，設備組

證明蓋章 
書名 冊次 出版社 編著者 

執照 

號碼 
版本  備註 

1   數學 第一冊 南一書局 陳界山等 普審字第 108013 再版  高一 

6   語文領域國文 第一冊 龍騰文化 董金裕等 普審字第 108003 初版 高一 

9   語文領域英文 第一冊 龍騰文化 林秀春等 普審字第 108032 再版 高一 

13   社會領域歷史 第一冊 南一書局 陳鴻圖等 普審字第 108077 再版 高一 

16   社會領域地理 第一冊 龍騰文化 林聖欽等 普審字第 108055 再版 高一 

23   自然科學領域物理 全一冊 南一書局 傅昭銘等 普審字第 108066 再版 高一單 

28   自然科學領域化學 全一冊 南一書局  葉名倉等 普審字第 108044 再版 高一偶 

32   自然科學領域生物 全一冊 翰林出版 趙大衛等 普審字第 108022 再版 高一偶 

35   自然科學領域地球科學 全一冊 泰宇出版 游鎮烽等 普審字第 108009 再版 高一單 

37   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 第一冊  育達文化 方進隆等 普審字第 108015 初版 高一 

41   全民國防教育 全一冊(上) 泰宇出版 歐陽德林 普審字第 108006 再版  
高一 

無 115 

44   藝術領域美術(乙版) 上冊  華興文化 鄭伊璟等 普審字第 110029 初版  
高一 

無 113115 

46   藝術領域音樂 上冊 育達文化 葉娜心等 普審字第 108011 初版  
高一 

無 113115 

48   綜合活動家政 全一冊 育達文化 黃儒玉等 普審字第 108012 初版  只有 113 

49   科技領域生活科技 全一冊 育達文化 黃士淵等 普審字第 108010 初版  高一(單) 

50   科技領域資訊科技 全一冊  旗立資訊 施威銘等 普審字第 108102 再版  高一(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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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女中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高二教科書驗書單 

驗書注意事項：  

一、驗書對象：如果學生已持有本校 110第 1學期將使用之教科書，可持驗書單及該教科書至設備組
辦理驗書，檢驗通過後，將在註冊單書籍費中予以減除該項目。並請在發書時勿重複
領取該書。 

二、驗書時間：110年 6月 29~30日（週二~週三）上午 09:00～12:00。 
三、地點：因停課採取同時段線上驗書，請參考第六點。 
四、驗書需帶：1.待驗的課本含配套 

 2.資料填寫完整的「驗書單」驗書單有需要請至女中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教科用書/高一二三驗書單.doc 列印使用。 

五、補充說明：教科書之學生價，為買課本送配套之價格。如僅驗退課本，單獨購買配套(習作、講
義、考卷及隨身讀等)，則為該配套用書各本定價打七折之加總，依此故，建議若無
配套，請勿驗退課本。 

六、線上驗書:若因停課無法到校，則採取線上驗書模式。請下載驗書單後填妥資料，自行打勾，連
同待驗課本(含配套)封面封底相片檔(需拍到審定字號)，兩份檔案一起寄到設備組郵
件信箱(klgsh231@gml.klgsh.kl.edu.tw)，寄出檔案後請確認是否收到設備組回覆資
料正確，若無，則請來電分機 231。線上驗書期程逾期則恕不受理。 

 

班級：   座號：   姓名：           電話：             

項

次 

學生自

行打勾 

驗書成功，設備

組證明蓋章 
書名 冊次 出版社 編著者 執照號碼 版本  備註 

2   數學 A 第三冊 龍騰文化 許志農等 普審字第 109011 初版 
高二 

商理生數 

3   數學 B 第三冊 龍騰文化 許志農等 普審字第 109012 初版 高二文 

7   語文領域國文 第三冊 翰林出版 宋隆發等 普審字第 109001 初版 高二 

10   語文領域英文 第三冊 龍騰文化 林秀春等 普審字第 109057 初版 高二 

14   社會領域歷史 第三冊 三民書局 古偉瀛等 普審字第 109078 初版 高二 

17   選修地理Ⅲ探究與實作 全一冊 龍騰文化 林聖欽等 經課發會通過 初版 高二文商 

19   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 第一冊 南一書局 鄧毓浩等 普審字第 108075 再版 高二 

20   社會領域公民與社會 第二冊 南一書局 鄧毓浩等 普審字第 108135 初版 高二 

24   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Ⅰ 全一冊 龍騰文化 楊宗哲等 普審字第 109027 初版 高二理數 

29   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Ⅰ 全一冊 翰林出版 蔡易州等 普審字第 108137 初版 
高二 

理生數 

32   自然科學領域生物 全一冊 翰林出版 趙大衛等 普審字第 108022 再版 含 215 

33   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生物Ⅱ 全一冊 泰宇出版 張永達等 普審字第 109073 初版 高二生數 

38   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 第三冊  育達文化 方進隆等 普審字第 109021 初版 高二 

40   域健康與護理 全一冊(上) 幼獅文化 郭鐘隆等 普審字第 108027 再版 
高二 

無 213 

45   藝術領域美術 下冊 育達文化 鍾政岳等 普審字第 109031 初版 高二 

47   藝術領域音樂 下冊  育達文化 葉娜心等 普審字第 109008 初版 
高二 

無 215 

48   綜合活動家政 全一冊 育達文化 黃儒玉等 普審字第 108012 初版 
高二無

213.215 

51   綜合活動生命教育 全一冊 幼獅文化 錢永鎮等 普審字第 108074 初版 高二(單) 

52   綜合活動生涯規劃（乙版） 全一冊 育達文化 邱榮芳等 普審字第 108047 初版 
高二(偶) 

無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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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女中 110學年度第 1學期高三教科書驗書單 

驗書注意事項：  

一、驗書對象：如果學生已持有本校 110第 1學期將使用之教科書，可持驗書單及該教科書至設備組
辦理驗書，檢驗通過後，將在註冊單書籍費中予以減除該項目。並請在發書時勿重複
領取該書。 

二、驗書時間：110年 6月 29~30日（週二~週三）上午 09:00～12:00。 
三、地點：因停課採取同時段線上驗書，請參考第六點。 
四、驗書需帶：1.待驗的課本含配套 

 2.資料填寫完整的「驗書單」驗書單有需要請至女中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設備組/
教科用書/高一二三驗書單.doc 列印使用。 

五、補充說明：教科書之學生價，為買課本送配套之價格。如僅驗退課本，單獨購買配套(習作、講
義、考卷及隨身讀等)，則為該配套用書各本定價打七折之加總，依此故，建議若無
配套，請勿驗退課本。 

六、線上驗書:若因停課無法到校，則採取線上驗書模式。請下載驗書單後填妥資料，自行打勾，連
同待驗課本(含配套)封面封底相片檔(需拍到審定字號)，兩份檔案一起寄到設備組郵
件信箱(klgsh231@gml.klgsh.kl.edu.tw)，寄出檔案後請確認是否收到設備組回覆資
料正確，若無，則請來電分機 231。線上驗書期程逾期則恕不受理。 

 

班級：   座號：   姓名：           電話：             

項

次 

學生自

行打勾 

驗書成功，設

備組證明蓋章 
書名 冊次 出版社 編著者 執照號碼 備註 

4   選修數學(甲版) 上冊 翰林出版 游森棚等 普審字第 110066 高三理生數 

5   選修數學(乙版) 上冊 南一書局 陳界山等 普審字第 110057 高三文商 

8   語文領域國文 第五冊 翰林出版 宋隆發等 普審字第 110001 高三 

11   語文領域英文 第五冊 龍騰文化 林秀春等 普審字第 110033 高三 

12   UP!英文寫作力 全一冊 龍騰文化 何信昌等 經課發會通過 高三無 315 

15   社會領域選修歷史Ⅰ 全一冊 龍騰文化 戴寶村 普審字第 110045 高三文商 

18   社會領域選修地理Ⅱ 全一冊 南一書局 張峻嘉等 普審字第 110054 高三文商 

21   選修公民與社會Ⅰ 全一冊 三民書局 林宗弘等 普審字第 110047 高三文商 

22   
選修公民與社會Ⅲ探究與
實作 

全一冊 龍騰文化 呂昱達等 經課發會通過 高三文商 

25   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Ⅱ 全一冊 泰宇出版 傅祖怡等 普審字第 109035 高三生 

26   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Ⅲ 全一冊 泰宇出版 傅祖怡等 普審字第 109093 高三理生數 

27   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物理Ⅳ 全一冊 泰宇出版 傅祖怡等 普審字第 110018 高三數 

30   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Ⅲ 全一冊 龍騰文化 張煥宗等 普審字第 109087 高三理生數 

31   自然科學領域選修化學Ⅳ 全一冊 龍騰文化 張煥宗等 普審字第 110004 高三理生數 

34   自然科學領域選修生物Ⅲ 全一冊 龍騰文化 陳俊宏等 普審字第 109123 高三生 

36   選修地科-天文大氣海洋 全一冊 泰宇出版 游鎮烽 經課發會通過 高三理數 

39   健康與體育領域體育 第五冊 育達文化 方進隆等 普審字第 110010 高三 

40   健康與護理 全一冊(上) 幼獅文化 郭鐘隆等 普審字第 108027 313.315 

42   藝術生活（視覺應用） 全一冊 均悅文化 陳靜怡等 普審字第 109025 高三(對) 

43   
藝術生活(音樂應用藝術
篇) 

全一冊  華興文化 梁秀玲等 普審字第 108051 高三(對) 

44   藝術領域美術(乙版) 上冊 華興文化 鄭伊璟等 普審字第 110029 3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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