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州會館中學 p. 1 

潮 州 會 館 中 學 

2021-2022 學年書單 

中一級 

 

  作者 出版社 重 定價 

中國語文︰     

1.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一上  第四版 

(包括︰2020 年語文知識增潤材料)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啟思 ✓ 254.00 

2.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一下  第四版 

(包括︰2020 年寫作增潤材料)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啟思 ✓ 254.00 

      

英國語文︰     

3.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nd Ed.) 1A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1A)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 212.00 

4. Success in Grammar 1 (2017 2nd Ed.) Aaron Y K Chan, 

A Man 

Oxford  183.00 

5.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1  

(2nd Ed.) 

Benjamin Cevik, 

Andrew Doig, 

Michelle Kaeser, 

Elizabeth Steward 

Oxford  183.00 

      

數學︰     

6. 數學新思維 1A (分課釘裝)  

(第二版_2020)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 226.00 

7. 數學新思維 1B (分課釘裝)  

(第二版_2020)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 226.00 

      

生活與社會︰     

8.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系列 核心單元 12

香港經濟：香港的公共財政  

(基礎部分) (2021 年更新版) 

林楚菊，陳煥基 齡記  52.00 

9.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系列 核心單元 21

香港社會政治體系：公民權責  

(基礎部分) (2021 年更新版)  

林楚菊，陳煥基 齡記  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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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探索生活與社會 資源與經濟活動 

單元 11 明智消費 (2012 年第一版)  

布森祖 名創教育  38.00 

      

科學︰     

11. 新編基礎科學 1A ( 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 211.00 

12.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1A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79.00 

13. 新編基礎科學 1B ( 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 211.00 

14.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1B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79.00 

      

中國歷史︰     

15.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1 (2020 年初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 ✓ 205.00 

16.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1 作業  

(2020 年初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  103.50 

      

地理︰     

17. 初中活學地理 1 – 善用城巿空間 

(第二版) (附 2020 電子資源套 1)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牛津 ✓ 134.00 

18.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1 –  

善用城巿空間 (第二版)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牛津  50.00 

19. 互動地理 地圖閱讀 (2017 年版) 

(中一至中三用書)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148.50 

20. 初中活學地理 4 – 水的煩惱 

(第二版) (附 2020 電子資源套 4)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牛津 ✓ 134.00 

21.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4 – 水的煩惱 

(第二版)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牛津  50.00 

22. 互動地理 選修單元 第 4 冊 

控制沙塵 (2017 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 1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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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     

23.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校本版  

(附自學配套) (2019 年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 

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 127.00 

      

音樂︰     

24. 初中音樂新編 第一冊 (套裝)  

(包括作業) (2012 年版) 

卓思出版社編輯 

委員會 

卓思 ✓ 194.00 

      

電腦認知︰     

25. 校本教材     

      

家政︰     

26. 校本教材     

      

設計與科技︰     

27. 校本教材     

      

字典︰     

28.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 年第四版 

（袖珍本） 

（參考用書） 

 培生 ✓ 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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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州 會 館 中 學 

2021-2022 學年書單 

中二級 

 

  作者 出版社 重 定價 

中國語文︰     

1.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二上 第四版 

(包括︰2020 年文言增潤材料)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啟思 ✓ 254.00 

2.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二下 第四版 

(包括︰2020 年文化知識增潤材料)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啟思 ✓ 254.00 

      

英國語文︰     

3.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nd Ed.) 2A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2A)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 212.00 

4. Success in Grammar 2 (2017 2nd Ed.) Aaron Y K Chan, 

A Man  

Oxford  183.00 

5.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2  

(2nd Ed.) 

Benjamin Cevik, 

Andrew Doig, 

Michelle Kaeser, 

Elizabeth Steward 

Oxford  183.00 

      

數學︰     

6. 數學新思維 2A (分課釘裝)  

(第二版_2021)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 226.00 

7. 數學新思維 2B (分課釘裝)  

(第二版_2021)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 226.00 

      

生活與社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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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重印兼 

訂正版) 

布森祖 名創教育  47.5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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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志成博士 明報教育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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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10. 新編基礎科學 2A ( 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 211.00 

11.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2A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79.00 

12. 新編基礎科學 2B ( 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 211.00 

13.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2B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79.00 

      

中國歷史︰     

14.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2 (2020 年初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  215.50 

15.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2 作業  

(2020 年初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  103.50 

      

地理︰     

16. 初中活學地理 2 – 爭奪能源 

(第二版) (附 2020 電子資源套 2)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牛津 ✓ 134.00 

17.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2 – 爭奪能源 

(第二版)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牛津  50.00 

18. 初中活學地理 11 (選修) – 

變化中的氣候 (第二版)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牛津 ✓ 113.00 

19.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11 (選修) –  

變化中的氣候 (第二版)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何秀紅， 

徐秀銀 

牛津  49.00 

20. 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 第 5 冊 –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 機遇與威脅

(2017 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 131.50 

21. 互動地理 地圖閱讀 (2017 年版) 

(中一至中三用書)  

(舊生已購買)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148.50 

      

普通話︰     

22.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二 校本版  

(附自學配套) (2019 年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 

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 1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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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23. 初中音樂新編 第二冊 (套裝)  

(包括作業) (2012 年版) 

卓思出版社編輯 

委員會 

卓思 ✓ 194.00 

      

電腦認知︰     

24. 校本教材     

      

家政︰     

25. 校本教材     

      

設計與科技︰     

26. 校本教材     

      

字典︰     

27.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 年第四版 

（袖珍本）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培生 ✓ 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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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州 會 館 中 學 

2021-2022 學年書單 

中三級 

 

  作者 出版社 重 定價 

中國語文︰     

1.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上 第四版 

(包括︰2020 年實用文寫作筆記)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啟思 ✓ 254.00 

2.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下 第四版 

(包括︰2020 年指定文言經典精選)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啟思 ✓ 254.00 

      

英國語文︰     

3.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nd Ed.) 3A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3A)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 212.00 

4. Success in Grammar 3 (2017 2nd Ed.) Aaron Y K Chan, 

A Man 

Oxford  183.00 

5.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 3  

(2nd Ed.) 

Benjamin Cevik, 

Andrew Doig, 

Michelle Kaeser, 

Elizabeth Steward 

Oxford  183.00 

      

數學︰     

6. 數學新思維 3A (分課釘裝)  

(初版_2015)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 210.00 

7. 數學新思維 3B (分課釘裝)  

(初版_2015)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 210.00 

      

生活與社會︰     

8. 生活與社會 22 我和香港政府 

(重印兼訂正 3 版 2021) (附工作紙) 

趙志成博士 明報教育  50.0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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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森祖 名創教育  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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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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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重印兼 

訂正版) 

布森祖 名創教育  51.50 

11.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系列 核心單元 27 

全球社會政治體系：全球城市  

(基礎部分) (2021 年更新版) 

林楚菊，陳煥基 齡記  52.00 

      

科學︰     

12. 新編基礎科學 3A ( 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 131.00 

13.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3A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58.00 

14. 新編基礎科學 3B ( 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 131.00 

15.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3B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58.00 

16. 新編基礎科學 3C ( 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 131.00 

17.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3C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58.00 

      

中國歷史︰     

18. 探索中國史 3 甲部課程 (第二版) 

(2020 年訂正重印) 

張志義，文永光， 

陳錦輝 

齡記 ✓ 206.0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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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錦輝 

齡記  105.50 

      

普通話︰     

20.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三 校本版  

(附自學配套) (2019 年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 

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 127.00 

      

音樂︰     

21. 初中音樂新編 第三冊 (套裝)  

(包括作業) (2012 年版) 

卓思出版社編輯 

委員會 

卓思 ✓ 1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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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認知︰     

22. 校本教材     

      

家政︰     

23. 校本教材     

      

設計與科技︰     

24. 校本教材     

      

字典︰     

25.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 年第四版 

（袖珍本）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培生 ✓ 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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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州 會 館 中 學 

2021-2022 學年書單 

中四級 

 

  作者 出版社 重 定價 

中國語文︰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一冊  

(校本裝)  

*開學後，學校會為學生集體訂購 

<待開學後，由校方為使用舊書的 

學生向出版商集體訂購指定文言 

經典精編合訂本>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啟思 ✓  

2.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二冊  

(校本裝)  

*開課後，學校會為學生集體訂購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啟思 ✓  

      

英國語文︰     

3.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  
Papers 1 & 2 Reading and Writing  
Book 4 (Set A) (2021 Revised Ed.) 

C.Nancarrow,  
S.L.Chu, 
J. Armstrong 

Aristo  283.00 

4.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Book 4 (Set A) (2018 Edition)  

C.Nancarrow,  
K.S. Yuen, 
Y.F.Cheung 

Aristo   283.00 

5.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 
Grammar & Usage (Set A)  

(2021 3rd Ed.) 

C.Harris Aristo  254.00 

      

數學︰     

6. 高中數學新探索 4 (必修部份)  

(2009 年版) 

管俊傑，張美華， 

莊書榮，蔡銘哲 

香港教育 

圖書 

✓ 328.00 

7. 高中數學新探索 5 (必修部份)  

(2010 年版) 

管俊傑，張美華， 

莊書榮，蔡銘哲 

香港教育圖

書 

✓ 279.00 

      

數學延伸部份 (單元一)︰     

8. 新高效數學 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 

上冊 (附學生資源套 單元一上冊) 

盧帝恩、盧賢巨、

譚志輝、梅維光、

鄧銘枝 

中大 ✓ 3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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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與社會發展︰     

9. 待定     

       

中國歷史︰     

10. 高中中國歷史 4 上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教育 ✓ 224.00 

11. 高中中國歷史 4 下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教育 ✓ 224.00 

      

地理︰     

12.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一冊 (必修部分) 

(附電子書)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 379.00 

13.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三冊 (必修部分) 

(附電子書)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 430.00 

      

經濟︰     

14.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經濟學 1 (2019 年第二版)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 212.00 

15.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經濟學 2 (2019 年第二版)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 212.00 

16.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經濟學 3 (2019 年第二版)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 212.00 

      

生物︰     

17.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1A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181.00 

18.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1B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158.50 

19.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A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289.50 

20.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B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2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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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     

21.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  

(化學科及組合科學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2019 年重印兼訂正)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 339.00 

22.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2  

(化學科及組合科學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2019 年重印兼訂正)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 339.00 

23.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A  

(化學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 101.50 

      

物理︰     

24.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1－熱和氣體  

(物理科) (附 DSE 便利筆記 1) 

(2015 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 204.00 

25.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力和運動  

(物理科) (附 DSE 便利筆記 2) 

(2015 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 389.00 

26.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波動 I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附 DSE 便利

筆記 3A) (2015 年第二版, 重印兼 

訂正 2020)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 159.00 

      

旅遊與款待︰     

27.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1+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 272.00 

28.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1A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29.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1B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30.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2+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 272.00 

31.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2A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32.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2B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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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     

33. 校本教材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4.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必修部份) 
(第二版) (附 2020 實戰練習及 

溫習手冊) 

白祖根、林本利 培生 ✓ 246.00 

35.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Frank Wood 會計導論 (必修部份) 
(第二版) (附 2020 實戰練習及 

溫習手冊) 

Frank Wood、 

盧志聰 

培生 ✓ 235.00 

36.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基礎個人理財 (必修部份) (第二版) 

(附 2020 實戰練習及溫習手冊) 

鄭子云 培生 ✓ 166.00 

      

字典︰     

37.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 年第四版 

（袖珍本）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培生 ✓ 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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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州 會 館 中 學 

2021-2022 學年書單 

中五級 

 

  作者 出版社 重 定價 

中國語文︰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一冊  

(校本裝)  

(舊生已購買)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啟思 ✓  

2.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二冊  

(校本裝)  

(舊生已購買)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啟思 ✓  

      

英國語文︰     

3. Longman Activate NSS LET  

Social Issues (2010 Ed.)  

(with Learner’s Journal) 

Sarah Rigby, 

Kitty Wong 

Pearson ✓ 197.00 

4. Longman Activate NSS Grammar 

Book (2010 Ed.) (with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舊生已購買) 

Richard Booker Pearson  267.00 

5. Ignite Reading & Writing Skills  

for the HKDSE Book 5 (Set A)  

(with Reading-Writing Builder)  

(2015 Ed.)  

Jeremy Lanaway, 

John Potter  

 

Pearson  275.00 

6. New Longman Activate SS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5 (2013 Ed.) 

(with Self-assessment Follow-up 

Tasks) 

Gary Hill,  

John Potter, 

Jane Short 

Pearson  219.00 

7. Performance Plus for the HKDSE 

All-in-One Exam Practice Vol. 1  

(2018 2nd Ed.) (With HKDSE Exam 

Study Guide, Reading Passages 

Booklet, Data File Book & Student’s 

Online Resources (MP3)) 

Diana Esser Pilot  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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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     

8. 高中數學新探索 5 (必修部份)  

(2010 年版)  

(舊生已購買) 

管俊傑，張美華， 

莊書榮，蔡銘哲 

香港教育 

圖書 

✓ 279.00 

9. 高中數學新探索 6A (必修部份) 

(2010 年版) 

管俊傑，張美華， 

莊書榮，蔡銘哲 

香港教育 

圖書 

✓ 328.00 

      

通識教育︰     

10. 新視野通識教育 公共衛生  

綜合四版 (2020 年修訂版) 

梁秉中、梁禮賢 香港教育 

圖書 

✓ 257.00 

11.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三︰ 

現代中國《包括快速溫習手冊及學生 

網上應試錦囊啟動密碼》(第四版) 

(2020 年修訂版) 

嚴志峰 雅集 ✓ 278.00 

      

中國歷史︰     

12. 高中中國歷史 5 上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教育 ✓ 217.50 

13. 高中中國歷史 5 下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教育 ✓ 217.50 

      

地理︰     

14.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二冊 (必修部分) 

(附電子書)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 300.00 

15. 高中活學地理 第四冊 動態的地球 

(選修部分) (附電子書)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 171.00 

16.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五冊  

天氣與氣候 (選修部分) 

(附電子書)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 

 

171.00 

      

經濟︰     

17.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經濟學 1 (2019 年第二版)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 

 

212.00 

18.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經濟學 2 (2019 年第二版)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 

 

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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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19.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C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薜裕霖 

雅集  103.50 

20.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3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薜裕霖 

雅集  117.00 

21.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4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薜裕霖 

雅集  175.00 

22.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5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薜裕霖 

雅集  170.50 

      

化學︰     

23.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B  

(化學科及組合科學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2019 年重印兼訂正)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 237.00 

24.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A  

(化學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142.50 

25.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B  

(化學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211.00 

26.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5  

(化學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258.50 

      

物理︰     

27.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B －波動 II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附 DSE 便利

筆記 3B) (2015 年第二版, 重印兼 

訂正 2020)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 222.00 

2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4 －電和磁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附 DSE 便利

筆記 4) (2015 年第二版, 重印兼 

訂正 2020)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 3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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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5 －放射現象 

和核能 (物理科) (附 DSE 便利 

筆記 5) (2016 年第二版, 重印兼 

訂正 2020)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 137.00 

      

旅遊與款待︰     

30.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3+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 242.00 

31.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3A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32.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3B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33.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4+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 242.00 

34.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4A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35.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4B  

(2019 年)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資訊及通訊科技︰     

36. 校本教材     

      

字典︰     

37.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 年第四版 

（袖珍本）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培生 ✓ 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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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 州 會 館 中 學 

2021-2022 學年書單 

中六級 

 

  作者 出版社 重 定價 

中國語文︰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一冊  

(校本裝)  

(舊生已購買)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啟思 ✓  

2.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二冊  

(校本裝)  

(舊生已購買)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啟思 ✓  

      

英國語文︰     

3. Longman Activate NSS LET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2011 Ed.) 

(with Learner’s Journal) 

Petunia Kingsley Pearson ✓ 197.00 

      

數學︰     

4. 高中數學新探索 6A (必修部份) 

(2010 年版)  

(舊生已購買) 

管俊傑，張美華， 

莊書榮，蔡銘哲 

香港教育圖

書 

✓ 328.00 

      

通識教育︰     

5. 現代高中通識教育 全球化  

(2020 年修訂版) 

黃昌榮，李偉才， 

曹宏威 

現代教育 ✓ 236.00 

      

中國歷史︰     

6.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 3︰ 

時代與知識分子 (2014 年第二版)  

(舊生已購買) 

呂振基，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教育 ✓ 178.50 

      

地理︰     

7.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五冊  

天氣與氣候 (選修部分) 

(附電子書) (2019 年第三版)  

(舊生已購買)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 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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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8.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選修部分 1 (2019 年第二版)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 72.50 

      

生物︰     

9.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8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170.50 

      

組合科學 (化學)︰     

10.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B  

(化學科及組合科學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 

兼訂正) (舊生已購買)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 237.00 

      

組合科學 (物理)︰     

11.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B － 波動 II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附 DSE 便利

筆記 3B) (2015 年第二版, 重印兼 

訂正 2020)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 222.00 

      

旅遊與款待︰     

12.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4+ (2019 年) 

(舊生已購買)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 242.00 

13.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4A  

(2019 年) (舊生已購買)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14.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4B  

(2019 年) (舊生已購買) 

周志泉，溫泰來 

(Vanetta Taylor) 

天行教育  33.00 

      

資訊及通訊科技︰     

15. 校本教材     

      

字典︰     

16.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 年第四版 

（袖珍本） 

（參考用書）<舊生已購買> 

 培生 ✓ 24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