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科資源網站 

自主學習 

圖書館引導學生自主

學習參考手冊 

中壢高商 高雄市自主學習行動

網 

陽明交大高中自主學

習 

 

綜合資源 

新竹中學 大甲高中 Hahow 好學校 陽明交大開放式課程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學

會 

The New Lens 關鍵

性評論 

  

 

國文科 

全球華文網 欽定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國學大師 

數位經典 網路展書讀 寒泉全文檢索資料庫 漢達文庫 

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 當代名人手稿典藏 網上小說故事世界 台語教學資訊網 

易學中文網路學校 

   

史地科 

林世堅的山水世界 燦爛的中國文明 台灣光華雜誌 中國歷史地名查詢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家文化資產網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台北市歷史圖資展示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傅園金石拓片特色 南京博物院 京都大学石刻拓本 

https://sites.google.com/ptgsh.ptc.edu.tw/shslib/%E9%A6%96%E9%A0%81?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ptgsh.ptc.edu.tw/shslib/%E9%A6%96%E9%A0%81?authuser=0
http://www.clvsc.tyc.edu.tw/files/15-1000-26924,c2952-1.php
https://sites.google.com/kclass.kh.edu.tw/lbms/%E8%80%81%E5%B8%AB%E5%BF%AB%E4%BE%86%E7%9C%8B
https://sites.google.com/kclass.kh.edu.tw/lbms/%E8%80%81%E5%B8%AB%E5%BF%AB%E4%BE%86%E7%9C%8B
https://www.ewant.org/
https://www.ewant.org/
http://b005.hchs.hc.edu.tw/files/13-1005-20076.php?Lang=zh-tw
https://sites.google.com/djsh.tc.edu.tw/1080712/%E8%87%AA%E4%B8%BB%E5%AD%B8%E7%BF%92%E5%B0%88%E5%8D%80/%E5%AD%B8%E7%94%9F%E8%87%AA%E4%B8%BB%E5%AD%B8%E7%BF%92%E5%8F%83%E8%80%83%E8%B3%87%E6%BA%90
https://hahow.in/
https://ocw.nctu.edu.tw/course.php
https://www.taaee.org.tw/education.php
https://www.taaee.org.tw/education.php
https://www.thenewslens.com/
https://www.thenewslens.com/
http://www.huayuworld.org/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collection=4
http://ctext.org/wiki.pl?if=gb&res=569524
http://www.guoxuedashi.com/a/2p/
http://www.chineseclassic.com/
http://cls.lib.ntu.edu.tw/
http://skqs.lib.ntnu.edu.tw/dragon/
http://www.cuhk.edu.hk/ics/rccat/download.html
http://www.cckf.org/zh/sino/search#c1=Sinology&c4=01
http://manu.ncl.edu.tw/nclmanuscriptc/nclmanukm
http://www.uswebcity.com/story/
http://www.taiwanwe.com.tw/
http://www.ezlearnchinese.com/ch_supple.html
http://www.lft.com.tw/sclin/
https://www.chiculture.net/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hplname/
https://www.nmth.gov.tw/
https://nchdb.boch.gov.tw/
http://gissrv4.sinica.edu.tw/gis/twhgis/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http:/www.historygis.udd.gov.taipei/urban/map/
http://dahcr.ihp.sinica.edu.tw/home.php
http://lib.ihp.sinica.edu.tw/pages/03-rare/prior/r4.htm
http://www.njmuseum.com/html/default.html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


中研院村寨網 中華藝術家 歷代紀年速查資料庫 亞洲協會 

亞洲協會全球教育 人類學博物館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地理學報 師大地理學報專區 高中國中小地理競賽 地理資訊圖資雲服務 

公民科 

世界公民島 BBC 中文網 公民新聞 地球公民 365 

地球科學科 

中央大學地質研究所 高中地科教學資源 

  

英文科 

Kizclub  台北市高中中英文科

教學資源中心 

EZ 半線英語創意教學

工作坊 

高級中學課程英語學

科中心網站 

BBC Learning 

English  

CNN Student News 空中英語 VOA 英語新聞網站 

免費學音樂、電影、

脫口秀聽懂英文 

Breakingnews 英文

閱讀與聽力學習網站 

EngVid 教學影片網 
ELLLO Learn English  

Randalls ESL Cyber 

Listening Lab  

Daily Writing Tips 

The Purdue Online 

Writing Lab  

UW-Madison 

Writer’s 

Handbook 

商業應用的英文學習 美國知名大學網站 美國知名大學網站 美國知名大學網站 

劍橋線上英文字典 大家說英語 看公視說英語 LIVE ABC 

 

http://ethno.ihp.sinica.edu.tw/
http://www.chinese-artists.net/
http://www.chinese-artists.net/year/
http://www.asiasocietymuseum.org/
http://asiasociety.org/education
https://anthromuseum.missouri.edu/
http://collection.khm.gov.tw/
http://www.natgeomedia.com/
http://www.geog.ntu.edu.tw/tw/journal/volumns/authorize
http://www.geo.ntnu.edu.tw/stu2/paper.php
http://promotinggeog.geo.ntnu.edu.tw/
https://www.tgos.tw/tgos/web/tgos_home.aspx
http://www.wisland.org/Web/index.php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
http://www.peopo.org/
http://www.earthcitizen365.com.tw/Feature.html
http://gis.geo.ncu.edu.tw/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senior/earth/tp_ml/main.htm
http://www.kizclub.com/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senior/english/tp_tt/main.htm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senior/english/tp_tt/main.htm
http://www.yces.chc.edu.tw/english/index0.htm
http://www.yces.chc.edu.tw/english/index0.htm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English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English
http://www.bbc.co.uk/learningenglish/
http://www.bbc.co.uk/learningenglish/
https://tw.voicetube.com/channel/cnn_student_news
http://www.studioclassroom.com/
https://www.voanews.com/
https://tw.voicetube.com/
https://tw.voicetube.com/
https://breakingnewsenglish.com/
https://breakingnewsenglish.com/
https://breakingnewsenglish.com/
http://www.elllo.org/
http://www.esl-lab.com/
http://www.esl-lab.com/
https://www.dailywritingtips.com/
https://owl.english.purdue.edu/owl/
https://owl.english.purdue.edu/owl/
https://writing.wisc.edu/Handbook/
https://writing.wisc.edu/Handbook/
https://writing.wisc.edu/Handbook/
https://www.businessenglishsite.com/
https://www.coursera.org/
https://www.khanacademy.org/
https://www.edx.org/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
http://lt.studioclassroom.com/
http://web.pts.org.tw/php2/program/e42007/
http://www.liveabc.com/index.asp


日文學習 

日文教材資源中心 

   

 

數學科 

數學領域素養教材 高中數學中心網站 昌爸工作坊 GGB(GeoGebra)數學

教學軟體 

 

自然科 

生命密碼 LIS 線上教學平台 科學小玩意 科技大觀園 

師範大學教育中心 高瞻自然科學教平台 好好玩物理網 高中物理教學 E 化網 

師範大學物理教學 天文及天文物理 泛科學 搞笑諾貝爾獎 

科學教育月刊 物理雙月刊 科學人雜誌 物理園，物理新知 

牛頓科學雜誌 高中物理教材 數位博物館 教育大市集 

環境資訊中心 環境生態暖化環境 生物奧林匹亞 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 

人體奧秘 CASE 報科學 

  

  

資訊教育 

教育部全民資安網 資訊教育 自由軟體影片剪輯 阿榮福利味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vocation/japanese/ks_ss/main.htm
http://12cur.naer.edu.tw/category/post/277
http://mathcenter.ck.tp.edu.tw/MCenter/Center/Default.aspx
http://www.mathland.idv.tw/
https://www.geogebra.org/?lang=zh-TW
https://www.geogebra.org/?lang=zh-TW
http://dlm.tmu.edu.tw/phase2/
https://www.lis.org.tw/
http://n.sfs.tw/?u=zfang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
http://www.sec.ntnu.edu.tw/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
http://haha90.phy.ntnu.edu.tw/
https://sites.google.com/site/phyelearning/
https://sites.google.com/site/phyelearning/
http://www.phy.ntnu.edu.tw/moodle/index.php
https://www.asiaa.sinica.edu.tw/link/resource_c.php
https://pansci.asia/archives/326045
https://pansci.asia/archives/panissue/%E4%B8%8D%E8%AA%8D%E7%9C%9F%E5%B0%B1%E8%BC%B8%E4%BA%86%EF%BC%81%E6%90%9E%E7%AC%91%E8%AB%BE%E8%B2%9D%E7%88%BE%E7%8D%8E
http://www.sec.ntnu.edu.tw/Monthly/SECMonthly.htm
http://pb.psroc.org.tw/
http://sa.ylib.com/index.aspx
http://www.hk-phy.org/articles/index.html
http://www.hk-phy.org/articles/index.html
http://www.inewton.com.tw/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senior/physic/tc_t2/main.htm
http://digimuse.nmns.edu.tw/portal/
https://market.cloud.edu.tw/
http://e-info.org.tw/
https://sites.google.com/a/cyhs.tc.edu.tw/amy/ge-ren-dang-an/you-liang-jiao-xue-wang-zhan-lian-jie
https://sites.google.com/a/cyhs.tc.edu.tw/amy/ge-ren-dang-an/you-liang-jiao-xue-wang-zhan-lian-jie
https://www.ctbo.org.tw/
https://www.tesri.gov.tw/
http://dlm.tmu.edu.tw/phase1.htm
https://case.ntu.edu.tw/blog/
https://isafe.moe.edu.tw/
https://market.cloud.edu.tw/content/senior/computer/ks_ks/main.htm
https://www.openshot.org/zh-hant/download/
https://www.azofreeware.com/2019_04_08_archive.html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蘇惠玲教學網站 生命教育學科中心 

  

 

藝術教育 

美的可能 表演藝術美術音樂 藝術教育入口網 高中教材教案網址 

生活美感電子書 推動跨領域美感課程 學生視覺藝術 非池中藝術網 

 

體育健身 

最大肌力與肌耐力的

轉換 

Athlean X  SBD 怪獸講堂 啞鈴訓練背肌 

跳繩教學蓋伊 館長教學-健身新手村

三部曲 

SBD 怪獸講堂抗老化 增肌的三大關鍵 

 

輔導類 

womany 女人迷 

   

 

http://stu.tcvs.ilc.edu.tw/~ling/
https://ghresource.mt.ntnu.edu.tw/nss/p/LifeEducation
http://www.arte.gov.tw/Web_admin/Documents/105%E8%97%9D%E6%95%99%E9%96%B1%E8%AE%80%E7%BE%8E%E7%9A%84%E5%8F%AF%E8%83%BD.pdf
http://gahi.ntua.edu.tw/sources/url.php?class=502
http://gahi.ntua.edu.tw/sources/url.php?class=502
http://ed.arte.gov.tw/ch/links/list_2.aspx
http://ed.arte.gov.tw/ch/Design/list_3.aspx
http://www.aesthetics.moe.edu.tw/ebook/
https://musicbank.moe.gov.tw/
http://vr.theatre.ntu.edu.tw/fineart/th9_1000/index.html
http://artemperor.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9Hhvd_K1U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9Hhvd_K1U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oryEvS2G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J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kiVFffsqy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4nB-U8A_hc&t=115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6xKZOq0p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g6xKZOq0pw
youtube.com/watch?v=pkKhag5FF3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kKhag5FF3A
https://womany.net/authors
https://womany.net/auth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