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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 Secondary 1 

中國語文     

# 1.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2022年 第五版) 中一上 

 

秦芷茵 陳玉晶 

陳莉莉 蒲葦 

鄺麗雯 

啟思 $267.00 □ 

# 2.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2022年 第五版) 中一下 

 

秦芷茵 陳玉晶 

陳莉莉 蒲葦 

鄺麗雯 

啟思 $267.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 3. New Treasure Plus 1A 

(2022 Third Edition) 

(with vocabulary book  

& writing book 1A) 

Jennifer Neale  

Michelle Kaeser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Mable Woo  

Benjamin Cevik 

Oxford $226.00 □ 

 4. Ten 'Must Read' Classic Stories  

Level 1 (Revised Ed.) 

 Witman $90.00 □ 

 5. Classroom Secondary TSA English 

Assorted Exercises S1 (New Edition) 

 Classroom  $127.00 □ 

       

數學    

# 6. 中學數學新思維 (第二版) 1A  

(分課釘裝) (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1A 及學生資源網) 

何美芬  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 7. 中學數學新思維 (第二版) 1B  

(分課釘裝) (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1B 及學生資源網) 

何美芬  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科學     

# 8. 雅集科學新世紀 1A 紀思輝 薛裕霖 

鄧文偉 

雅集 $218.00 □ 

# 9. 雅集科學新世紀 1B 紀思輝 薛裕霖 

鄧文偉 

雅集 $218.00 □ 

 10.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1A 陳惠江 紀思輝 

薛裕霖 

雅集 $81.00 □ 

 11.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1B 陳惠江 紀思輝 

薛裕霖 

雅集 $8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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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 12. 活學中國歷史 第一冊  

(2020 年版) 

余尚思  周嘉琪 

胡志偉等 

香港教育圖書 $220.00 □ 

 13. 活學中國歷史 第一冊 作業  

(2020 年版)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育圖書 $102.00 □ 

       

普通話     

# 14.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2019年版) 

(附自學配套)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圖書 $143.00 □ 

       

音樂     

# 15. 中學音樂  1 (2013年 第二版) 

 

香港音樂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香港音樂 $194.00 □ 

       

綜合人文     

 16.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電腦與資訊科技     

 17.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設計與科技     

 18.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視藝     

 19.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參考書     

 20.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 (袖珍版)  培生 $251.00 □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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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 Secondary 2 

中國語文     

# 1. 啟思中國語文 (第四版) 中二上 

(包括:2020年文言增潤材料) 

 

布裕民等 啟思 $262.00 □ 

# 2. 啟思中國語文 (第四版) 中二下 

(包括:2020年文化知識增潤材料) 

布裕民等 啟思 $262.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 3. New Treasure Plus 2A 

(2022 Third Edition) 

(with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A) 

Jennifer Neale  

Michelle Kaeser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Mable Woo  

Benjamin Cevik 

Oxford $226.00 □ 

 4. Pan Lloyds Listening Companion for 

Secondary Students 2 (First published 

2019) (with Data File booklet) 

John Duncan 

Nishita Prasad 

Dr. Sammy SM Ming 

Pan Lloyds $173.00 □ 

 5. Ten 'Must Read' Classic Stories Level 2 

(Revised Ed.) 

 Witman $90.00 □ 

 6. English in Life Grammar and Usage 2 

(3rd Edition) 

Y.L.Ho Pilot $161.00 □ 

       

數學    

# 7. 中學數學新思維 (第二版) 2A 

 (分課釘裝) (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2A 及學生資源網) 

何美芬  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 8. 中學數學新思維 (第二版) 2B  

(分課釘裝) (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2B 及學生資源網) 

何美芬  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科學    

# 9. 活學科學 2A (2018年版)  

(附溫習手冊2A) 

黎文基等 培生 $216.00 □ 

# 10. 活學科學 2B (2018年版)  

(附溫習手冊2B) 

黎文基等 培生 $2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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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 11. 活學中國歷史 第二冊  

(2021 年版) 

余尚思  周嘉琪 

胡志偉 

香港教育 

圖書 

$220.00 □ 

 12. 活學中國歷史 第二冊 作業 

(2021 年版)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育 

圖書 

$102.00 □ 

       

普通話     

# 13.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二 (2019年版)  

(附自學配套)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143.00 □ 

       

音樂     

# 14. 中學音樂 2 (2013 年第二版) 香港音樂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香港音樂 $194.00 □ 

       

綜合人文     

# 15. 

 

中二綜合人文科校本課程  

初中活學地理 2 - 爭奪能源  

(2022年第三版)  

葉劍威  林智中 

何秀紅 徐秀銀 

伍永俊 

 

牛津 

 

$141.00 

 

□ 

     

電腦與資訊科技     

 16.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設計與科技     

 17.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視藝     

 18.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參考書     

 19.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 (袖珍版)  培生 舊生已購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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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 Secondary 3 

中國語文     

# 1. 啟思中國語文 (第四版) 中三上  

(包括:2020年實用文寫作筆記) 

布裕民等 啟思 $262.00 □ 

# 2. 啟思中國語文 (第四版) 中三下  

(包括:2020年指定文言經典精選) 

布裕民等 啟思 $262.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 3. Longman Activate JS3A (Second Edition 

2012) (with Longman Activate JS 3A Plus 

& Writing support materials JS 3A) 

Gary Harfitt 

John Potter 

Sarah Rigby 

Kitty Wong 

Pearson $211.00 □ 

 4. Pan Lloyds Listening Companion for 

Secondary Students 2 (First published 

2019) (with Data File booklet) 

John Duncan 

Nishita Prasad 

Dr. Sammy SM 

Ming 

Pan Lloyds 舊生已購 

       

數學    

# 5. 中學數學新思維 (2022年第二版) 3A 

 (分課釘裝) (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3A 

及學生資源網) 

何美芬  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 6. 中學數學新思維 (2022年第二版) 3B  

(分課釘裝) (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3B 

及學生資源網) 

何美芬  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科學 (物理)     

 7.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科學 (化學)     

 8.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科學 (生物)     

# 9.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2020年第三版) 1A  

(生物及組合科學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牛津 

 

$24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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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 10. 活學中國歷史 第三冊  

(2022 年版) 

余尚思  周嘉琪 

胡志偉 

香港教育 

圖書 

$220.00 □ 

 11. 活學中國歷史 第三冊 作業 

(2022 年版)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育 

圖書 

$102.00 □ 

       

歷史     

# 12. 歷史旅程 - 新課題系列 3上 (2022年版) 鄭劍玲  許家賢 雅集 $196.00 □ 

       

地理     

# 13. 初中活學地理 5 - 與自然災害共處 

(2022年第三版) 

葉劍威  林智中 

何秀紅 徐秀銀 

伍永俊 

牛津 

 

$141.00 □ 

# 14. 初中活學地理 5 - 與自然災害共處 

(2022年第三版) 作業 

葉劍威  林智中 

何秀紅 徐秀銀 

伍永俊 

牛津 

 

$52.00 □ 

       

音樂     

# 15. 中學音樂 3 (2013 年第二版) 香港音樂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香港音樂 $194.00 □ 

     

電腦與資訊科技     

 16.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設計與科技     

 17.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視藝     

 18.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參考書      

 19.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袖珍版)  培生 舊生已購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7 

 

 

中四 Secondary 4 

核心科目《同學必需購買核心科目的課本》 

中國語文     

#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2022年 第三版)  

第一冊  

布裕民等 啟思 $279.00 □ 

# 2.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2022年 第三版)  

第二冊 (附指定文言經典精編)  

布裕民等 啟思 $280.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3. Teach and Practise for the HKDSE 4 

(Paper 1 reading and Paper 2 writing) 

(3rd Edition 2019) 

(with reading passages booklet) 

Grace Chan 

 

Pilot 

 

$250.00 □ 

 4. Teach and Practise for the HKDSE 4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3rd Edition 2018) (with Data File & 

Student's Online Resources MP3) 

Grace Chan 

 

Pilot 

 

$240.00 □ 

    

數學    

# 5. [必修部份] 數學．高效學習 

(活頁釘裝) 中四上 (2014年版)  

(附：學生資源套 中四) 

梅維光、陳夢熊等 

 

中大 

 

$266.00 □ 

# 6. [必修部份] 數學．高效學習 

(活頁釘裝) 中四下 (2014年版) 

梅維光、陳夢熊等 

 

中大 

 

$261.00 □ 

       

公民與社會發展(參考書) 

# 7. 新視野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主題一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2022年版) 

洪昭隆、周家琪、

黃志輝 

香港教育圖書 

 

$218.00 

 

□ 

       

選修科目《同學只需購買已選讀科目的課本》   

數學延伸課程   

# 8. [延伸部份] 新高效數學 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 上冊 (2019年版)  

(附：學生資源套 上冊) 

盧帝恩、盧賢巨等 

 

中大 

 

$313.00 □ 

物理     

# 9.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1 熱和氣體  

(2015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物理科適用)  

黃小玲  彭永聰 

李浩然  林兆斌 

牛津 $211.00 □ 

# 10.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 力和運動  黃小玲  彭永聰 牛津 $40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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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物理科適用)  

李浩然  林兆斌 

# 11.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 波動 I   

(2015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黃小玲  彭永聰 

李浩然  林兆斌 

牛津 

 

$164.00 □ 

Chemistry (化學)    

# 12. HKDSE New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1A (2022 Ed.) 

(Compulsory Part) 

Cheng, Chow, 

Chow, Kai, Lee,  

Wong 

Consultant: Pau 

Aristo $108.00 □ 

# 13. HKDSE New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1B (2022 Ed.) 

(Compulsory Part) 

Cheng, Chow, 

Chow, Kai, Lee,  

Wong 

Consultant: Pau 

Aristo  $150.00 □ 

# 14. HKDSE New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1C (2022 Ed.) 

(Compulsory Part) 

Cheng, Chow, 

Chow, Kai, Lee,  

Wong 

Consultant: Pau 

Aristo $109.00 □ 

# 15. HKDSE New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2A (2022 Ed.) 

(Compulsory Part) 

Cheng, Chow, 

Chow, Kai, Lee,  

Wong 

Consultant: Pau 

Aristo  $175.50 □ 

# 16. HKDSE New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2B (2022 Ed.) 

(Compulsory Part) 

Cheng, Chow, 

Chow, Kai, Lee,  

Wong 

Consultant: Pau 

Aristo  $184.50 □ 

       

生物    

# 17.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三版) 1A  

(生物及組合科學適用)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津 舊生已購 

# 18.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三版) 1B  

(生物及組合科學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津 $190.00 □ 

# 19.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三版) 2  

(生物科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津 $344.00 □ 

       

中國歷史     

# 20.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第一冊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71.00 □ 

# 21.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第二冊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9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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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 22. 新探索世界史 (2014年第二版)  

主題乙 (獨立課本) 

張盛傑 齡記 $341.00 □ 

       

地理     

# 23.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三版)  第一冊 

(附電子書) 

葉劍威  林智中等 

 

牛津 

 

$392.00 □ 

# 

 

24.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三版)  第二冊 

(附電子書) 

葉劍威  林智中等 

 

牛津 

 

$310.00 □ 

經濟     

# 25.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1: 需求與供應  

(必修部分) (第三版) 

(附温習手冊1 (電子版) 認證卡) 

林本利  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8.00 □ 

# 26.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2: 廠商與生產  

(必修部分) (第三版)  

(附温習手冊2 (電子版) 認證卡) 

林本利  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8.00 □ 

       

旅遊與款待     

 27. 旅遊與款待 1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288.00 □ 

 28. 旅遊與款待 3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256.00 □ 

資訊及通訊科技     

 29.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A1  

資訊處理 (2022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140.00 □ 

 30.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A2  

資訊處理 (2022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140.00 □ 

 31.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B 

電腦系統基礎 (2022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140.00 □ 

 32.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D1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2022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170.00 □ 

 33.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D2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2022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170.00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34.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 1 (必修部分) (2022年第三版) 

盧志聰  鄭子云  

林本利 白祖根  

Frank Wood  

培生 

 

$28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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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應用科技     

 35.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視覺藝術     

 36.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體育     

 37. 採用教育局的學習材料     

       

參考書     

 38.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 (袖珍版)  培生 舊生已購 

 39. 旅遊與款待 作業 1A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36.00 □ 

 40. 旅遊與款待 作業 1B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36.00 □ 

 41. 旅遊與款待 作業 3A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36.00 □ 

 42. 旅遊與款待 作業 3B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36.00 □ 

 43.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分) C  

算法與程式編寫 (2022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275.00 □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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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 Secondary 5 

核心科目《同學必需購買核心科目的課本》 

中國語文     

#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2022 第三版)  

第四冊  

布裕民等 

 

啟思 $279.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2.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s 1 & 2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1)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Mock Tests) (3rd Edition 2021) 

Bennett, Doig, 

Jarvis, Cevik, Hill, 

Neale, Kent, Woo, 

 Norberg, Dennis  

Oxford $289.00 □ 

 3.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Vol. 1)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Mock 

Tests) (3rd Edition 2021) 

Bennett, Doig, 

Jarvis, Cevik, Hill, 

Neale, Kent, Woo, 

 Norberg, Dennis  

Oxford $264.00 □ 

       

數學    

# 4. [必修部份] 數學．高效學習  

(活頁釘裝)  中五上 (2014年版)  

(附：學生資源套 中五) 

梅維光  陳夢熊等 

 

中大 

 

$273.00 □ 

# 5. [必修部份] 數學．高效學習 

(活頁釘裝)  中五下 (2014年版) 

梅維光  陳夢熊等 

 

中大 

 

$268.00 □ 

       

公民與社會發展 (參考書)    

 6. 稍後公布     

       

選修科目《同學只需購買已選讀科目的課本》   

數學延伸課程     

# 7. [延伸部份] 新高效數學 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 下冊 (2019年版)  

(附：學生資源套 下冊) 

盧帝恩 盧賢巨等 

 

中大 

 

$313.00 □ 

       

物理     

# 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B 波動 II (2015年

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

子温習卡)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黃小玲  彭永聰 

李浩然  林兆斌 

牛津 $229.00 □ 

# 9.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4  電和磁 (2015年

第二版)(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

子温習卡)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黃小玲  彭永聰 

李浩然  林兆斌 

牛津 $328.00 □ 



12 

 

# 10.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5  放射現象和核能 

(2016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物理科適用) 

黃小玲  彭永聰 

李浩然  林兆斌 

牛津 

 

$141.00 □ 

       

Chemistry (化學)    

# 11.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3A 

(2014 Second Edition, 2019 R.M.A.) 

Cheng & Chow Aristo $105.00 □ 

# 12.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3B 

(2014 Second Edition, 2019 R.M.A.) 

Cheng & Chow Aristo  $245.00 □ 

# 13.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4A 

(2014 Second Edition, 2019 R.M.A.) 

Cheng & Chow Aristo $148.00 □ 

# 14.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4B 

(2014 Second Edition, 2019 R.M.A.) 

Cheng & Chow Aristo $218.00 □ 

       

生物    

# 15.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2020年第三版) 3 

(生物科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津 $373.00 □ 

# 16.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2020年第三版) 4  

(生物科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津 $221.00 □ 

       

中國歷史     

# 17.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 第三冊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77.00 □ 

# 18.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 第四冊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69.00 □ 

       

歷史     

# 19. 新探索世界史 (2014年第二版)  

引言及主題甲 (獨立課本) 

張盛傑  張志義 

何偉健 

齡記 $378.00 □ 

       

地理     

# 20. 高中活學地理 (2019年第三版)  第三冊 

(附電子書) 

葉劍威  林智中等 牛津 $445.00 □ 

# 

 

21. 高中活學地理 (2019年第三版)  第五冊

(選修課程) 天氣與氣候 (附電子書) 

葉劍威  林智中等 牛津 $176.00 □ 

       

經濟     

# 22.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3: 效率與公平 

 (必修部分) (2019年第三版)  

(附温習手冊3(電子版)認證卡) 

林本利  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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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4: 壟斷與競爭政策 

(選修部分) (2020年第三版)  

(附温習手冊4(電子版)認證卡) 

林本利  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77.00 □ 

# 24.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5: 國民收入與物價

水平 (必修部分) (2019年第三版)  

(附温習手冊5(電子版)認證卡) 

林本利  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8.00 □ 

       

旅遊與款待     

 25. 旅遊與款待 2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288.00 □ 

 26. 旅遊與款待 4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256.00 □ 

       

資訊及通訊科技     

# 27.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1 

(2009年版) (包括考試解讀 1(修訂版) , 

文憑試實用手冊 1 及 

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1) 

黎耀志等 

 

培生 

 

舊生已購 

# 28.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2 

(2009年版) (包括考試解讀 2(修訂版), 

文憑試實用手冊 2 及 

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2) 

黎耀志等 

 

培生 

 

舊生已購 

# 29.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3 

(2009年版) (包括考試解讀 3(修訂版), 

文憑試實用手冊 3 及 

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3) 

黎耀志等 

 

培生 

 

$323.00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0.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2014年第二版) (選修部分) 

市場營銷管理 (附溫習手冊) 

陳怡光 

 

培生 

 

$289.00 □ 

 31.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2015年第二版) (選修部分) 

人力資源管理 (附溫習手冊) 

陳怡光 

 

培生 

 

$209.00 □ 

       

設計與應用科技     

 32.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視覺藝術     

 33.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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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     

 34. 採用教育局的學習材料     

       

參考書     

 35.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 (袖珍版)  培生朗文 舊生已購 

 36. 旅遊與款待 作業 2A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36.00 □ 

 37. 旅遊與款待 作業 2B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36.00 □ 

 38. 旅遊與款待 作業 4A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36.00 □ 

 39. 旅遊與款待 作業 4B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36.00 □ 

 40.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C1 (2009年版)  

(包括校本評核解讀 1(修訂版)) 

[按選修組別購買] 

夏志雄 

 

培生 

 

$276.00 □ 

 41.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C2 (2010年版)  

(包括校本評核解讀 2(修訂版)) 

[按選修組別購買] 

夏志雄 

 

培生 

 

$276.00 □ 

 42.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D1 (2010年版)  

(包括校本評核解讀 1(修訂版)) 

[按選修組別購買] 

夏志雄 

 

培生 

 

$358.00 □ 

 43.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D2 (2010年版) 

 (包括校本評核解讀 2(修訂版)) 

[按選修組別購買] 

夏志雄 

 

培生 

 

$246.00 □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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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 Secondary 6 

核心科目《同學必需購買核心科目的課本》 

中國語文     

 1.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2.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2nd 

Edition 2018) Papers 1 & 2 Reading and 

Writing (Vol 1)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Mock Tests) 

Andrea Bennett 

Ben Cevit 

Andrew Doig 

Joanne Claire Kent 

Oxford 舊生已購 

 3.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2nd 

Edition 2018)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Vol 1)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Mock Tests) 

Andrew Jarvis 

Jen Neale 

Mable Woo 

Magnus Norberg,  

Oxford 舊生已購 

 4. School-based learning materials     

       

數學    

# 5. [必修部份] 數學．高效學習  

(活頁釘裝)  中六 (2014年版)  

(附：學生資源套 中六) 

梅維光  陳夢熊等 

 

中大 

 

$260.00 □ 

       

通識教育    

 6.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選修科目《同學只需購買已選讀科目的課本》   

數學延伸課程    

# 7. (延伸部份) 新高效數學 單元一  

微積分與統計下冊 (2019年版)  

(附學生資源套 下冊) 

盧帝恩、盧賢巨等 

 

中大 

 

舊生已購 

      

物理    

# 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4  電和磁 (2015年

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黃小玲  彭永聰 

李浩然  林兆斌 

牛津 舊生已購 

# 9.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5  放射現象和核能 

(2016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物理科適用) 

黃小玲  彭永聰 

李浩然  林兆斌 

牛津 舊生已購 

# 10.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E3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2016年第二版) 

黃小玲  彭永聰 

李浩然  林兆斌 

牛津 $195.00 □ 

# 11.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E4 醫學物理學 

(2016年第二版)  

安邦、李艷萍、 

區皓智 

牛津 $19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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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stry (化學)     

# 12.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5 

(2014 Second Edition, 2019 R.M.A.) 

Cheng & Chow Aristo $263.00 □ 

# 13.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7 

(2014 Second Edition, 2019 R.M.A.) 

Cheng & Chow Aristo  $263.00 □ 

       

生物    

# 14.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三版) 4  

(生物科適用)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津 舊生已購 

# 15.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三版) E1  

人體生理學 - 調節與控制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津 $179.00 □ 

# 16.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三版) E2  

應用生態學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津 $179.00 □ 

       

中國歷史     

# 17.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 第三冊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舊生已購 

# 18.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 第四冊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舊生已購 

       

歷史     

# 19. 新探索世界史 (2014年第二版)  

引言及主題甲 (獨立課本) 

張盛傑  張志義 

何偉健 

齡記 舊生已購 

       

地理     

# 20.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三版) 第六冊 

(選修部分) 運輸的發展、規劃和管理  

(附電子書) 

葉劍威  林智中等 牛津 $176.00 □ 

       

經濟     

# 21.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6 : 貨幣與貿易  

(必修部分) (2020年第三版)  

[附温習手冊6(電子版)認證卡] 

林本利  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8.00 □ 

       

旅遊與款待     

 22. 旅遊與款待 4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 

Vanetta Taylor等 

天行 舊生已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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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     

# 23.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1 

(2009年版) (包括考試解讀 1(修訂版), 

文憑試實用手冊 1 及 

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1) 

黎耀志等 

 

培生 

 

舊生已購 

# 24.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2 

(2009年版) (包括考試解讀 2 (修訂版), 

文憑試實用手冊 2 及 

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2) 

黎耀志等 

 

培生 

 

舊生已購 

# 25.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3 

(2009年版) (包括考試解讀 3(修訂版), 

文憑試實用手冊 3 及 

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3) 

黎耀志等 培生 舊生已購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26.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財務管理 (2015年第二版)  
(選修部分) (附溫習手冊) 

鄭子云 培生 

 

$272.00 □ 

       

視覺藝術     

 27. 採用校本的學習材料     

       

體育     

 28. 採用教育局的學習材料     

       

參考書     

 29.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 (袖珍版)  培生 舊生已購 

 30. 旅遊與款待 作業 4A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舊生已購 

 31. 旅遊與款待 作業 4B (2022 第二版) 周志泉  溫泰來等 天行 舊生已購 

 32.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C1 (2009年版)  

(包括校本評核解讀 1(修訂版)) 

[按選修組別購買] 

夏志雄 

 

培生 

 

舊生已購 

 33.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C2 (2010年版)  

(包括校本評核解讀 2(修訂版)) 

[按選修組別購買] 

夏志雄 

 

培生 

 

舊生已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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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34.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D1 (2010年版)  

(包括校本評核解讀 1(修訂版)) 

[按選修組別購買] 

夏志雄 

 

培生 

 

舊生已購 

 35.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D2 (2010年版)  

(包括校本評核解讀 2(修訂版)) 

[按選修組別購買] 

夏志雄 

 

培生 

 

舊生已購 

       

 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 (待中六開課後決定，學生只需購買其中一個單元之課本) 

# 36.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一： 

二十世紀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 

承傳與轉變 (2010年版)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22.00 □ 

# 37.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二： 

地域與資源運用 (2010年版)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22.00 □ 

# 38.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三： 

時代與知識分子 (2010年版)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44.00 □ 

# 39.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四： 

制度與政治演變 (2009年版)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44.00 □ 

# 40.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2009年版)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44.00 □ 

# 41.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六： 

女性社會地位：傳統與變遷  

(2010年版) 

杜振醉等 

 

香港教育圖書 

 

$144.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