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舊書售價

作者 出版者 重 定價 (四折)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一上  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包括︰2020年語文知識增潤材料) 陳玉晶，曹家偉，

<購買舊書的學生可自行購買2020年語

文知識增潤材料或於開學後由校方向

出版商代為訂購>

鄺麗雯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Consultant: Dr Paul

Sze

Aaron Y K Chan,

A Man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1

(2
nd

 Ed.)

數學新思維 1A (分課釘裝) 何美芬，洪進華，

(第二版_2020) 廖詠琪

探索生活與社會 跨學習範疇 增潤

單元7傳媒與我們的生活 (2012

第一版)

朗文生活與社會12︰香港的公共財政

(2012年版, 2015年重印兼訂正)

(附工作紙)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11

香港經濟：明智消費 基礎部分

(2019年更新版)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11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1 (2020年初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 198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1 作業

(2020年初版)

中國語文︰

1 啟思 ✓ 246

英國語文︰

2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

nd
 Ed.) 1A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1A)
Oxford ✓ 206

3 Success in Grammar 1 (2017 2
nd

 Ed.) Oxford 176

4

Benjamin Cevik,

Andrew Doig,

Michelle Kaeser,

Oxford 176

數學︰

5 教育 222

生活與社會︰

6 布森祖 名創教育 46

7 陳佩蓮 培生 ✓ 43

8 林楚菊，陳煥基 齡記 45

科學︰

9 新編基礎科學 1A ( 2018年版) 牛津 ✓ 204

10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1A 牛津 76

中國歷史︰

12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 100

潮 州 會 館 中 學

2020-2021學年書單

中一級 (上學期)

98

82

17

82



初中活學地理 1 – 善用城巿空間 葉劍威，林智中，

(第二版) (附2020電子資源套1)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1 – 葉劍威，林智中，

善用城巿空間 (第二版)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互動地理 地圖閱讀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中一至中三用書) 蕭偉樂，謝萃輝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校本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 香港教育

(附自學配套) (2019年版) 委員會 圖書

初中音樂新編 第一冊 (套裝) 卓思出版社編輯

(包括作業) (2012年版) 委員會

18 校本教材

19 校本教材

20 校本教材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年第四版

（袖珍本）

（參考用書）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2015 5
th

 Ed.) (Pocket)

(For Ref. Only)

舊書售價

作者 出版者 重 定價 (四折)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一下  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包括︰2020年寫作增潤材料) 陳玉晶，曹家偉，

<購買舊書的學生可自行購買2020年寫

作增潤材料或於開學後由校方向出版

商代為訂購>

鄺麗雯

數學新思維 1B (分課釘裝) 何美芬，洪進華，

(第二版_2020) 廖詠琪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地理︰

13 牛津 ✓ 130

14 牛津 48

15 雅集 142.5

普通話︰

16 ✓ 120

音樂︰

17 卓思 ✓ 188.5

電腦認知︰

家政︰

設計與科技︰

字典︰

21 培生 ✓ 317

22 Pearson ✓ 257

中國語文︰

1 啟思 ✓ 246

數學︰

2 教育 222

科學︰

3 新編基礎科學 1B ( 2018年版) 牛津 ✓ 204

4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1B 牛津 76

103

中一級 (下學期)

98

82

52

48

75

57



初中活學地理 4 – 水的煩惱 葉劍威，林智中，

(第二版) (附2020電子資源套4)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4 – 水的煩惱 葉劍威，林智中，

(第二版)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互動地理 選修單元 第4冊 周玉蓮，麥家斌，

控制沙塵 (2017年版) 蕭偉樂，謝萃輝

6 牛津 48

地理︰

7 雅集 ✓ 111

52

44

5 牛津 ✓ 130



舊書售價

作者 出版者 重 定價 (四折)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二上 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包括︰2020年文言增潤材料) 陳玉晶，曹家偉，

<購買舊書的學生可自行購買2020年文

言增潤材料或於開學後由校方向出版

商代為訂購>

鄺麗雯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
nd

 Ed.) 2A Daisy Hughes,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2A)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Aaron Y K Chan,

Jannie C H Tsang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2

(2
nd

 Ed.)

數學新思維 2A (分課釘裝) 何美芬，洪進華，

(初版_2014) 廖詠琪

探索生活與社會 社會體系與公民

精神 單元24 中國國民的生活 (2012年

第一版，2020年重印兼

訂正版)

朗文生活與社會18︰國際金融中心

(2012年版) (附工作紙)

生活與社會 15 中國的經濟概況

(重印兼訂正版2020版) (附工作紙)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張志義，文永光，

陳錦輝

張志義，文永光，

陳錦輝

中國語文︰

1 啟思 ✓ 246

中二級 (上學期)

英國語文︰

2 Oxford ✓ 206

3 Success in Grammar 2 (2017 2
nd

 Ed.) Oxford 176

4

Benjamin Cevik,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Andrew Doig

Oxford 176

數學︰

5 教育 ✓ 213

生活與社會︰

6 布森祖 名創教育 47.5

7 倪柏駒 培生 ✓ 48

8 趙志成博士 明報教育出版 ✓ 48

科學︰

9 新編基礎科學 2A ( 2018年版) 牛津 ✓ 204

10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2A 牛津 76

中國歷史︰

11 探索中國史2  甲部課程  (第二版) 齡記 ✓ 181

12
探索中國史2 習作簿  甲部課程  (第二

版) [修訂版]
齡記 104

82

82

85

19

19

72

潮 州 會 館 中 學

2020-2021學年書單

98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二 校本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 香港教育

(附自學配套) (2019年版) 委員會 圖書

初中音樂新編 第二冊 (套裝) 卓思出版社編輯

(包括作業) (2012年版) 委員會

15 校本教材

16 校本教材

17 校本教材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年第四版

（袖珍本）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2015 5
th

 Ed.) (Pocket)

(For Ref. Only)<舊生已購買>

舊書售價

作者 出版者 重 定價 (四折)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二下  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包括︰2020年文化知識增潤材料) 陳玉晶，曹家偉，

<購買舊書的學生可自行購買2020年 鄺麗雯

文化知識增潤材料或於開學後由校方

向出版商代為訂購>

數學新思維 2B (分課釘裝) 何美芬，洪進華，

(初版_2014) 廖詠琪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普通話︰

13 ✓ 120

音樂︰

14 卓思 ✓ 188.5

電腦認知︰

家政︰

設計與科技︰

字典︰

18 培生 ✓ 317

19 Pearson ✓ 257

中國語文︰

1 啟思 ✓ 246

數學︰

2 教育 ✓ 213

科學︰

3 新編基礎科學 2B ( 2018年版) 牛津 ✓ 204

4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2B 牛津 76

75

127

103

98

85

82

48

中二級 (下學期)



舊書售價

作者 出版者 重 定價 (四折)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上 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包括︰2020年實用文寫作筆記) 陳玉晶，曹家偉，

<購買舊書的學生可自行購買2020年實

用文寫作筆記或於開學後由校方向出

版商代為訂購>

鄺麗雯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下 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包括︰2020年指定文言經典精選) 陳玉晶，曹家偉，

<購買舊書的學生可自行購買2020年指

定文言經典精選或於開學後由校方向

出版商代為訂購>

鄺麗雯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
nd

 Ed.) 3A Daisy Hughes,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3A)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Aaron Y K Chan,

Josephine Tse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3

(2
nd

 Ed.)

數學新思維 3A (分課釘裝) 何美芬，洪進華，

(初版_2015) 廖詠琪

探索生活與社會 資源與經濟活動 單元

20國際的相互依存 (2012年

第一版，2020年重印兼訂正版)

探索生活與社會 社會體系與公民

精神 單元23 維護社會核心價值

(2012年第一版，2020年重印兼訂正

版)

朗文生活與社會22：我和香港政府

(2012年版，2013年重印兼訂正)

朗文生活與社會27：全球城市

(2012年版)

中國語文︰

潮 州 會 館 中 學

2020-2021學年書單

中三級 (上學期)

1 啟思 ✓ 246

2 啟思 ✓ 246

英國語文︰

3 Oxford ✓ 206

4 Success in Grammar 3 (2017 2
nd

 Ed.) Oxford 176

5

Benjamin Cevik,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Andrew Doig

Oxford 176

數學︰

6 教育 ✓ 210

生活與社會︰

7 布森祖 名創教育 47.5

8 布森祖 名創教育 52

9 余偉職 培生 51

10 梁偉怡 培生 40.5

98

98

82

84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張志義，文永光，

陳錦輝

張志義，文永光，

陳錦輝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三 校本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 香港教育

(附自學配套) (2019年版) 委員會 圖書

初中音樂新編 第三冊 (套裝) 卓思出版社編輯

(包括作業) (2012年版) 委員會

19 校本教材

20 校本教材

21 校本教材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年第四版

（袖珍本）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2015 5
th

 Ed.) (Pocket)

(For Ref. Only) <舊生已購買>

作者 出版者 重 定價

數學新思維 3B (分課釘裝) 何美芬，洪進華，

(初版_2015) 廖詠琪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科學︰

11 新編基礎科學 3A ( 2018年版) 牛津 127

12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3A 牛津 56

13 新編基礎科學 3B ( 2018年版) 牛津 127

14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3B 牛津 56

中國歷史︰

15 探索中國史3  甲部課程  (第二版) 齡記 ✓ 204

16
探索中國史3 習作簿  甲部課程  (第二

版) [修訂版]
齡記 104

普通話︰

17 ✓ 120

音樂︰

18 卓思 ✓ 188.5

電腦認知︰

家政︰

設計與科技︰

字典︰

22

科學︰

培生 ✓ 317

23 Pearson ✓ 257

3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3C 牛津 56

數學︰

1 教育 ✓ 210

75

127

103

84

2 新編基礎科學 3C ( 2018年版) 牛津 127

82

48

中三級 (下學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