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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八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2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8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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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七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八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九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十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十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十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1月初版。 

 

4. 1975 年國民小學課程標準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1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2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2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3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3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4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七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4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八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5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九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5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十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6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十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6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國語第十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7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1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2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2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3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3年8月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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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4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七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4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八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5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九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5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十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6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十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6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社會第十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7年1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8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9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8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9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8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小學生活與倫理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9年1月初版。 

 

(二) 國中部分 

1.  1952 年初級中學課程標準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5年8月三版。（1953.8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6年2月三版。（1954.2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6年8月三版。（1954.8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7年2月三版。（1955.2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6年8月三版。（1954.8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7年2月三版。（1955.2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公民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3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公民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公民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3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4年2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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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5年2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5年2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3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4年2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5年2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55年2月初版。 

 

2.  1962 年初級中學課程標準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5年8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5年12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6年8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6年12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7年8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國文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6年12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公民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6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公民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7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公民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8年8月四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5年8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5年12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6年8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6年12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8年8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歷史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7年12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3年8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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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3年12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4年12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5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初中地理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5年12月初版。 

 

3.  1968 年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國文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8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國文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1年1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國文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1年8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國文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2年1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國文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2年8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國文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3年1月三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8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8年12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公民與道德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2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公民與道德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公民與道德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1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歷史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8月再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歷史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12月再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歷史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8月再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歷史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1年1月再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歷史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1年8月再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地理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8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地理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8年12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地理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69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地理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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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編譯館，《國中地理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0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中地理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1年1月初版。 

 

4.  1972 年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3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4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5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5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6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3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4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5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5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6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歷史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3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歷史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4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歷史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歷史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5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歷史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5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地理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3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地理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4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地理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4年8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地理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5年1月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地理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75年8月初版。 

 



 

 241

5.  1983 年國民中學課程標準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6年8月正式本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7年1月正式本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三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7年8月正式本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四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8年1月正式本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五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8年8月正式本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國文第六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9年1月正式本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6年8月正式本

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一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6年8月正式本

初版。 

國立編譯館，《國民中學公民與道德第二冊》，台北：國立編譯館，1987年1月正式本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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