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 作者 出版社 價目

中國語文:                                                   

*1. 生活中國語文 中一上 (2014年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啟 思 245.0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英國語文:
*2.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nd Ed.) 1A  Daisy Hughes, Oxford 206.0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1A $18.0)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Consultant: Dr Paul Sze
3. Success in Grammar 1 (2017 2nd Ed.) Aaron Y K Chan, Oxford 176.0

A Man

4.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1 (2019 2nd Ed.) Benjamin Cevik,  Oxford 176.0

Andrew Doig,

Michelle Kaeser,

Elizabeth Steward

數學:
*5. 數學新思維 1A (2013年初版)(分課釘裝版)(套裝)  何美芬，洪進華， 教育出版社 229.0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1A $89.0) 廖詠琪 有限公司

生活與社會︰

*6. 朗文生活與社會 1:   個人成長(一)(2012年版)(套裝)  黃詠芝 培生香港 53.0

(包括工作紙 $19.0)

*7. 朗文生活與社會 12:香港的公共財政(套裝)  陳佩蓮 培生香港 43.0

(2012年版,2015重印兼訂正) (包括工作紙 $19.0)
8.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基礎部分 (2019更新版)(核心單元11) 林楚菊 齡 記 45.0

香港經濟：明智消費

科學:
*9. 新編基礎科學 1A  (2018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204.0

廖志成，徐偉傑

10.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1A  (2018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76.0

廖志成，徐偉傑

中國歷史:
*11. 探索中國史 1 甲部課程 (第二版)  張志義，文永光， 齡 記 175.0

陳錦輝

12. 探索中國史 1 習作簿 甲部課程 (第二版)[修訂版] 張志義，文永光， 齡 記 104.0

      陳錦輝

電腦認知:
*13. 電腦與資訊科技 (初中普通電腦課程)  鄭志成，夏志雄 朗 文 156.0

(2007年第二版) 基本單元 1A (套裝) CS02, IT03, IT04 杜家偉

(包括學習光碟$62.0, 新編 PhotoImpact 使用手冊 1A

升中銜接手冊(中英對照)(加強版) 1A $38.0及增潤科技

教育學習領域課程補編1A $38.0)

14. 電腦與資訊科技 (初中普通電腦課程) 鄭志成，夏志雄 朗 文 62.0

基本單元1A 作業  (2007年第二版) 杜家偉

潮 州 會 館 中學

2019-2020 學年用書表

中一級 (上學期)



普通話:
*15.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校本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 香港教育圖書 120.0

(附自學配套) (2019年版) 委員會

音樂:
*16. 初中音樂新編 第一冊 (套裝)(包括作業 $34.0)  卓思出版社編輯 卓思出版社 188.5

(2012年版) 委員會 有限公司

家政:
17. 校本教材

設計與科技:
18. 校本教材

字典︰

#19.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袖珍本)  朗 文 226.0

(參考用書)
#20.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ongman 262.0

(Pocket 5th Ed.) (For Ref. Only)

中國語文:
*1. 生活中國語文  中一下 (2014年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啟 思 245.0

陳玉晶，曹家偉

鄘麗雯

數學:
*2. 數學新思維 1B (2013年初版)(分課釘裝版)(套裝)  何美芬，洪進華， 教育出版社 229.0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1B $89.0) 廖詠琪 有限公司

科學:
*3. 新編基礎科學 1B  (2018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204.0

廖志成，徐偉傑

4.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1B  (2018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76.0

廖志成，徐偉傑

  註: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者為參考書，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使用舊書/環保書學生可於開學後經校方集體訂購有關學材(例如工作紙)。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

           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http://www.edb.gov.hk/rtl)的【適用書目表】內。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用指定年份的舊書。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上列【適用書目表】網頁內的「勘誤表」欄查詢。

  R.M.A.=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重印兼訂正)

中一級 (下學期)



重 作者 出版社 價目

中國語文:
*1. 生活中國語文 中二上 (2014年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啟 思 245.0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英國語文:
*2.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nd Ed.) 2A  Daisy Hughes, Oxford 206.0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2A $18.0)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Consultant: Dr Paul Sze
3. Success in Grammar 2 (2017 2nd Ed.) Aaron Y K Chan, Oxford 176.0

Jannie C H Tsang
4.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2 (2019 2nd Ed.) Benjamin Cevik, Oxford 176.0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Andrew Doig,

Andrew Javis,

Michelle Kaesar

數學:
*5. 數學新思維 2A (2014年初版)(傳統釘裝版)(套裝)  何美芬，洪進華， 教育出版社 229.0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2A $89.0) 廖詠琪 有限公司

生活與社會︰

*6. 朗文生活與社會 17: 長江三角洲的發展(2012年版)(套裝)  鄒穎 培生香港 53.0

(包括工作紙 $19.0)

*7. 朗文生活與社會 18 : 國際金融中心 (2012年版)(套裝)  倪柏駒 培生香港 48.0

(包括工作紙 $19.0)

*8. 生活與社會 15 中國的經濟概況 (2014年版)(套裝)     趙志成博士 明報教育出版 48.0

(包括工作紙 $17.0)

科學:
*9. 新編基礎科學 2A  (2018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204.0

廖志成，徐偉傑

10.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2A  (2018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76.0

廖志成，徐偉傑

中國歷史:
*11. 探索中國史 2 (甲部課程)(第二版)  張志義，文永光， 齡 記 181.0

陳錦輝

12. 探索中國史 2 習作簿 (甲部課程)(第二版) [修訂版] 張志義，文永光， 齡 記 104.0

陳錦輝

電腦認知:
*13. 電腦與資訊科技 (初中普通電腦課程)-  鄭志成，夏志雄 朗 文 156.0

(2007年第二版) 基本單元 2A (套裝) CS02, IT03, IT04 杜家偉   

(附學習光碟 $62.0,新編Dreamweaver使用手冊2A $38.0,

新高中銜接手冊-資訊處理 (加強版) 2A $38.0及增潤科

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補編2A $38.0)
14. 電腦與資訊科技 (初中普通電腦課程) 鄭志成，夏志雄 朗 文 62.0

基本單元 2A 作業 (2007年第二版) 杜家偉

15. 校本 ICT (朗文初中電腦課程) 課題 G1 –  鄭志成、夏志雄 朗 文 49.0

Scratch 程序編寫 (2017年版) 關智權、陳憲華

中二級 (上學期)



普通話:
*16.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二 校本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 香港教育圖書 120.0

(附自學配套) (2019年版) 委員會

音樂:
*17. 初中音樂新編 第二冊 (套裝)(包括作業 $34.0)  卓思出版社編輯 卓思出版社 188.5

(2012年版) 委員會 有限公司

家政:
18. 校本教材

設計與科技:
19. 校本教材

字典︰

#20.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袖珍本)  朗 文 226.0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21.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ongman 262.0

(Pocket 5th Ed.) (For Ref. Only) (舊生已購買)

中國語文:
*1. 生活中國語文  中二下 (2014年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啟 思 245.0

陳玉晶，曹家偉

鄘麗雯

數學:
*2. 數學新思維 2B (2014年初版)(傳統釘裝版)(套裝)  何美芬，洪進華， 教育出版社 229.0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2B $89.0) 廖詠琪 有限公司

科學:
*3. 新編基礎科學 2B  (2018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204.0

廖志成，徐偉傑

4.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2B  (2018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76.0

廖志成，徐偉傑

  註: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者為參考書，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使用舊書/環保書學生可於開學後經校方集體訂購有關學材(例如工作紙)。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

           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http://www.edb.gov.hk/rtl)的【適用書目表】內。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用指定年份的舊書。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上列【適用書目表】網頁內的「勘誤表」欄查詢。

  R.M.A.=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重印兼訂正)

中二級 (下學期)



重 作者 出版社 價目

中國語文:
*1. 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上 (2014年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啟 思 245.0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2. 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下 (2014年第四版)  李潔欣，秦芷茵， 啟 思 245.0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英國語文:
*3.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nd Ed.) 3A  Daisy Hughes, Oxford 206.0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3A $18.0)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Consultant: Dr Paul Sze
4. Success in Grammar 3 (2017 2nd Ed.) Aaron Y K Chan, Oxford 176.0

Josephine Tse
5.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3 (2019 2nd Ed.) Benjamin Cevik, Oxford 176.0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Andrew Doig,

Andrew Javis,

Michelle Kaesar

數學:
*6. 數學新思維 3A (2015年初版)(傳統釘裝版)(套裝)  何美芬，洪進華， 教育出版社 227.0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3A $89.0) 廖詠琪 有限公司

生活與社會︰

7. 新領域初中通識 2：今日香港  綜合版  孔繁盛，陸芝蘭 文達‧名創教育 124.0

(2015年版,2017年重印兼訂正) 簡仲威

8. 新領域初中通識 2：今日香港 綜合版 作業 (2015年版) 文達‧名創教育 46.0

9. 新領域初中通識 4：全球化  綜合版  孔繁盛，陸芝蘭 文達‧名創教育 124.0

(2015年版,2017年重印兼訂正) 簡仲威

10. 新領域初中通識 4：全球化 綜合版 作業 (2015年版) 文達‧名創教育 46.0

科學:
*11. 基礎科學  課本 3A (2011年版)(套裝)  陳旺安，鍾健琴 牛 津 120.0

(包括網上中英對照連英語朗讀電子書 3A $20.0)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12. 基礎科學  作業 3A 陳旺安，鍾健琴 牛 津 52.5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13. 基礎科學  課本 3B (2011年版)(套裝)  陳旺安，鍾健琴 牛 津 120.0

(包括網上中英對照連英語朗讀電子書 3B $20.0)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14. 基礎科學  作業 3B 陳旺安，鍾健琴 牛 津 52.5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中國歷史:
*15. 探索中國史 3 (甲部課程)(第二版)  張志義，文永光， 齡 記 204.0

陳錦輝

16. 探索中國史 3 習作簿 (甲部課程)(第二版) [修訂版] 張志義，文永光， 齡 記 104.0

陳錦輝

中三級 (上學期)



電腦認知:
*17. 電腦與資訊科技 (初中普通電腦課程)-  鄭志成，夏志雄 朗 文 156.0

(2007年第二版) 基本單元 3A (套裝) CS03, IT05, IT06 杜家偉   

(附學習光碟 $62.0,新編Flash使用手冊3A $38.0,

新高中銜接手冊-互聯網及其應用 (加強版) 3A $38.0及

增潤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補編3A $38.0)
18. 電腦與資訊科技 (初中普通電腦課程) 鄭志成，夏志雄 朗 文 62.0

基本單元  3A作業 (2007年第二版) 杜家偉   

普通話:
*19.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三 校本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 香港教育圖書 120.0

(附自學配套) (2019年版) 委員會

音樂:
*20. 初中音樂新編 第三冊 (套裝)(包括作業 $34.0)  卓思出版社編輯 卓思出版社 188.5

(2012年版) 委員會 有限公司

家政:
21. 校本教材

設計與科技:
22. 校本教材

字典︰

#23.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袖珍本)  朗 文 226.0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24.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ongman 262.0

        (Pocket 5th Ed.) (For Ref. Only) (舊生已購買)

數學:

*1. 數學新思維 3B (2015年初版)(傳統釘裝版)(套裝)  何美芬，洪進華， 教育出版社 227.0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3B $89.0) 廖詠琪 有限公司

科學:
*2. 基礎科學  課本 3C (2011年版)(套裝)  陳旺安，鍾健琴 牛 津 120.0

(包括網上中英對照連英語朗讀電子書 3C $20.0)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3. 基礎科學  作業 3C 陳旺安，鍾健琴 牛 津 52.5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註: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者為參考書，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使用舊書/環保書學生可於開學後經校方集體訂購有關學材(例如工作紙)。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

           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http://www.edb.gov.hk/rtl)的【適用書目表】內。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用指定年份的舊書。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上列【適用書目表】網頁內的「勘誤表」欄查詢。

  R.M.A.=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重印兼訂正)

中三級 (下學期)



重 作者 出版社 價目

中國語文: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一冊 (校本裝)  布裕民，李孝聰 啟 思

*開課後，學校會為同學集體訂購 黃璟瑜，趙偉漢

<待開學後，由校方為使用舊書的學生向出版商集體 鮑國鴻

訂購指定文言經典精編合訂本>

2.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二冊 (校本裝)  布裕民，李孝聰 啟 思

*開課後，學校會為同學集體訂購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英國語文:
3. Longman Activate NSS LET Short Stories (2009 Ed.)  Amber King Longman 180.0

(with Learner’s Journal)
4. Longman Activate NSS Grammar Book (2010 Ed.) Richard Booker Longman 245.0

5. Ignite Reading & Writing Skills for the HKDSE Book 4 (Set A) Jeremy Lanaway, Longman 251.0

(with Reading-Writing Builder ) (2015 Ed.) John Potter

6. New Longman Activate SS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4 Gary Hill Longman 201.0

<Package> (2013 Ed.) John Potter
(include Self-assessment Follow-up Tasks $33.0) Jane Short

Paula Siddle
數學:

*7. 高中數學新探索4 (必修部分) (2009年版)  管俊傑，張美華 香港教育圖書 328.0

莊書榮，蔡銘哲

通識教育:
8. 高中新思維通識 單元1︰ 鄭漢文 齡 記 258.0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第三版)

9. 新領域高中通識 2 今日香港  白文剛，李東海， 文 達 244.0

(2016年第三版, 2018 重印兼訂正) 屈亮明等

中國歷史:
*10. 高中中國歷史 四上 (2014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現代教育研究 216.0

      姚世外 社有限公司

地理:
*11.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一冊 (必修部分) 葉劍威，林智中 牛 津 366.0

(2019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經濟:
*12.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經濟學 1 彭明輝，吳基靈， 雅 集 205.0

(2019年第二版) 梁國傑

*13.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經濟學 2 彭明輝，吳基靈， 雅 集 205.0

(2019年第二版) 梁國傑

生物:
*14.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1A 陳惠江，范殷榮 雅 集 175.0

(2019年版)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15.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1B 陳惠江，范殷榮 雅 集 153.0

(2019年版)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組合科學 (化學):
*16.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第1冊 鄭與周，周恩輝 雅 集 327.5

(2014年第二版，2019年重印兼訂正)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組合科學 (物理):
*17.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015年第二版) 1 - 熱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162.0

(組合科學) 李浩然，林兆斌

*1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015年第二版) 2 - 力和運動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324.0

(組合科學) 李浩然，林兆斌

中四級 (上學期)



資訊及通訊科技:
*19.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1 (必修部份)(2009年版)(套裝)  黎耀志，鄭志成 朗 文 372.0

(包括學習光碟第1冊($64.0), 考試解讀 1 (修訂版)($38.0), 邱少雄，杜家偉

(網上更新) 1 ($30.0))

旅遊與款待:
20.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1+ (2019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出版 272.0

Vanetta Taylor， (香港)有限公司

林萬寬

21.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1A (2019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出版 33.0

Vanetta Taylor， (香港)有限公司

林萬寬

22.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1B (2019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出版 33.0

Vanetta Taylor， (香港)有限公司

林萬寬

字典︰

#23.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袖珍本)  朗 文 226.0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24.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gman 486.0

(English-Chinese)(5th Ed.) (For Ref. Only)

數學:
*1. 高中數學新探索 5 (必修部分) (2010年版)  管俊傑，張美華 香港教育圖書 279.0

莊書榮，蔡銘哲

中國歷史:
*2. 高中中國歷史 四下 (2014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現代教育研究 216.0

姚世外 社有限公司

地理:
*3.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三冊 (必修部分) 葉劍威，林智中 牛 津 416.0

(2019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經濟:
*4.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經濟學 3 彭明輝，吳基靈， 雅 集 205.0

(2019年第二版) 梁國傑

生物:
*5.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A 陳惠江，范殷榮 雅 集 280.0

(2019年版)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6.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B 陳惠江，范殷榮 雅 集 246.0

(2019年版)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資訊及通訊科技:

7.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C1 (選修部份)(2009年版)(套裝)  夏志雄 朗 文 241.0

多媒體裝作及網站建構 (包括學習光碟 1($64.0) 及

校本評核解讀 1 (修訂版)($33.0))

  註: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者為參考書，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使用舊書/環保書學生可於開學後經校方集體訂購有關學材(例如工作紙)。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

           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http://www.edb.gov.hk/rtl)的【適用書目表】內。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用指定年份的舊書。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上列【適用書目表】網頁內的「勘誤表」欄查詢。

  R.M.A.=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重印兼訂正)

文憑試實用手冊 1 (33.0)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中四級 (下學期)



重 作者 出版社 價目

中國語文: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一冊 (校本裝)  布裕民，李孝聰 啟 思

<舊生已購買>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2.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二冊 (校本裝)  布裕民，李孝聰 啟 思

<舊生已購買>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英國語文:
3. Longman Activate NSS LET Social Issues (2010 Ed.)  Sarah Rigby Longman 180.0

(with Learner’s Journal) Kitty Wong

4. Longman Activate NSS Grammar Book (2010 Ed.) Richard Booker Longman 245.0

 (舊生已購買)
5. Ignite Reading & Writing Skills for the HKDSE Book 5 (Set A) Jeremy Lanaway, Longman 251.0

(with Reading-Writing Builder ) (2015 Ed.) John Potter

6. New Longman Activate SS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5 Jane Short,Paula Longman 201.0

<Package> (2013 Ed.) Siddle,Chris Gray

(include Self-assessment Follow-up Tasks $33.0)

7. Performance Plus for the HKDSE All-in-one Exam Practice  Diana Esser PPC 155.0

Vol.1 (2018 2nd Ed.) (With HKDSE Exam Study Guide, Reading

Passage Booklet, Data File Book & Student Online Resources (MP3))

數學:
*8. 高中數學新探索 5 (必修部分) (2010年版)  管俊傑，張美華 香港教育圖書 279.0

(舊生已購買) 莊書榮，蔡銘哲

通識教育:
9. 新視野通識教育 公共衛生 (2018年綜合四版)  梁秉中，梁禮賢 香港教育圖書 242.0

10.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 現代中國  (2018年第四版)  嚴志峰 雅 集 261.0

《包括快速溫習手冊$20.0及學生網上應試錦囊啟動密碼》

中國歷史:
*11. 高中中國歷史 五上 (2014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現代教育研究 210.0

      姚世外 社有限公司

地理:
*12.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二冊 (必修部分) 葉劍威，林智中 牛 津 290.0

(2019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13. 高中活學地理 第四冊 - 葉劍威，林智中 牛 津 165.0

動態的地球 (選修部分) 何秀紅，徐秀銀

(2019年第三版) 歐陽穎敏

經濟:
*14.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經濟學 1 彭明輝，吳基靈， 雅 集 205.0

(2019年第二版) 梁國傑

生物:
*15.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3  陳惠江，馮應墀 雅 集 113.0

(2014年版) 李雪兒，吳基光

施德恒

*16.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4  陳惠江，馮應墀 雅 集 169.0

(2014年版) 李雪兒，吳基光

施德恒

組合科學 (化學):
*17.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第2冊 鄭與周，周恩輝 雅 集 327.5

(2014年第二版，2019年重印兼訂正)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組合科學 (物理):
*1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015年第二版) 4 －電和磁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307.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包括:隨身物理應用程式$28.0) 李浩然，林兆斌

中五級 (上學期)



資訊及通訊科技:
*19.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2 (必修部份)(2009年版)(套裝)  黎耀志，鄭志成 朗 文 372.0

(包括學習光碟第2冊($64.0), 考試解讀 2 (修訂版)($38.0), 邱少雄，杜家偉

文憑試實用手冊 2 (33.0)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2 ($30.0))
20.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C2 (選修部份)(2010年版)(套裝)  夏志雄 朗 文 241.0

多媒體裝作及網站建構 (包括學習光碟 2($64.0) 及

校本評核解讀 2 (修訂版)($33.0))

旅遊與款待:
*21. 旅遊與款待 2B  (2014年初版，2017年重印兼訂正)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出版 146.0

Vanetta Taylor， (香港)有限公司

林萬寬

*22. 旅遊與款待 作業 2B  (2015年初版，2017年重印)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出版 45.0

Vanetta Taylor， (香港)有限公司

林萬寬

23.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3+ (2019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出版 242.0

Vanetta Taylor， (香港)有限公司

林萬寬

24.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3A (2019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出版 33.0

Vanetta Taylor， (香港)有限公司

林萬寬

25.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3B (2019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出版 33.0

Vanetta Taylor， (香港)有限公司

林萬寬

字典︰

#26.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袖珍本)  朗 文 226.0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27.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gman 486.0

(English-Chinese)(5th Ed.) (For Ref. Only) (舊生已購買)

數學:

*1. 高中數學新探索 6A (必修部分) (2010年版)  管俊傑，張美華 香港教育圖書 328.0

莊書榮，蔡銘哲

中國歷史:
*2. 高中中國歷史 五下 (2014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現代教育研究 210.0

姚世外 社有限公司

經濟:
*3.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經濟學 2 彭明輝，吳基靈， 雅 集 205.0

(2019年第二版) 梁國傑

生物:
*4.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5  陳惠江，馮應墀 雅 集 147.0

(人體生理學: 調節與控制) 李雪兒，吳基光

(2014年版) 施德恒

組合科學 (化學):
*5.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B 鄭與周，周恩輝 雅 集 229.0

(2014年第二版，2019年重印兼訂正)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組合科學 (物理):

*6.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015年第二版) 3A －波動 I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154.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包括:隨身物理應用程式$28.0) 李浩然，林兆斌

  註: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者為參考書，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使用舊書/環保書學生可於開學後經校方集體訂購有關學材(例如工作紙)。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

           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http://www.edb.gov.hk/rtl)的【適用書目表】內。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用指定年份的舊書。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上列【適用書目表】網頁內的「勘誤表」欄查詢。

  R.M.A.=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重印兼訂正)

中五級 (下學期)



重 作者 出版社 價目

中國語文: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一冊 (校本裝)  布裕民，李孝聰 啟 思

<舊生已購買>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2.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二冊 (校本裝)  布裕民，李孝聰 啟 思

<舊生已購買>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3.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選修單元五)  鮑國鴻 啟 思 120.0

新聞與報道  時人時事寫真  (2014年第二版)

英國語文:
*4. Longman Activate NSS Theme Book (2009 Ed.)  John Potter, Sarah Longman 391.0

(including Vocabulary Book $34.0 and Comprehension Booklet $31.0) Rigby, Kitty Wong 

<Package> (舊生已購買)
5. Complete Exam Practice for the HKDSE (Core) (Sets 1-8) John Potter, Sarah Pearson 381.0

(2015 Edition) Rigby, Paula Siddle,

(舊生已購買) Kitty Wong

6. Longman Activate NSS LET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Petunia Kingsley Longman 180.0

(2011 Ed.) (with Learner’s Journal)
數學:

*7. 高中數學新探索 6A (必修部分) (2010年版)  管俊傑，張美華 香港教育圖書 328.0

(舊生已購買) 莊書榮，蔡銘哲

通識教育:
8. 高中通識新透視 6 能源科技與環境 (2013年第一版)  白文剛等 文 達 167.0

9. 現代高中通識教育 全球化 (2018年第二版)  鄭美紅、李偉才、 現代教育研究社 221.5

黃昌榮、馮俊樂

中國歷史:
*10.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 3  : 時代與知識分子  呂振基，姚世外 現代教育研究社 172.5

      (2014年第二版)(舊生已購買) 王穎芝

地理:

*11.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五冊 -  葉劍威，林智中 牛 津 162.0

天氣與氣候 (選修部分) 施明輝，黃錦輝

(2014年第二版) 楊錦泉，徐秀銀

經濟:
*12.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選修部分 1 彭明輝，吳基靈， 雅 集 70.0

(2019年第二版) 梁國傑

生物:
*13.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8  陳惠江，馮應墀 雅 集 147.0

(生物工程)(2015年版) 李雪兒，吳基光

施德恒

組合科學 (化學):
*14.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2014年第二版) 3B 冊  鄭與周，周恩輝 雅 集 229.0

(舊生已購買)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組合科學 (物理):
*15.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015年第二版) 3B －波動 II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215.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包括:隨身物理應用程式$28.0) 李浩然，林兆斌

中六級



資訊及通訊科技:
*16.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3 (必修部份)(2009年版)(套裝)  黎耀志，鄭志成 朗 文 305.0

(包括學習光碟第3冊($64.0), 考試解讀 3 (修訂版)($38.0), 邱少雄，杜家偉

文憑試實用手冊 3 (33.0)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3 ($30.0))

旅遊與款待:
17. 校本教材

字典︰

#18. 朗文中文新詞典 (第四版袖珍本)  朗 文 226.0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19.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gman 486.0

(English-Chinese)(5th Ed.) (For Ref. Only) (舊生已購買)

  註: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者為參考書，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使用舊書/環保書學生可於開學後經校方集體訂購有關學材(例如工作紙)。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

           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http://www.edb.gov.hk/rtl)的【適用書目表】內。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用指定年份的舊書。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上列【適用書目表】網頁內的「勘誤表」欄查詢。

  R.M.A.=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重印兼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