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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4 中四 

 

 課堂用書    

 
英國語文： 

AUTHORS PUBLISHER PRICES 
(HKD$) 

＊◆1. Longman Activate NSS Theme Book (2009 Ed.) 

(Pack) (including Vocabulary Book $35 & 

Comprehension Booklet $34) 

John Potter Pearson 394.00 

2. 

 

Developing Skills Papers 1 & 2 Reading & 

Writing Book 4 Set A (2021 Revised Ed.) 

C. Nancarrow  

et al. 

Aristo 295.00 

3. Developing Skills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Book 4 Set A (2018 Ed.) 

C. Nancarrow & 

Y.F. Cheung 

Aristo 295.00 

4. Developing Skills Paper 4 Speaking Book 4 Set A 

(2018 Ed.) 

C. Nancarrow & 

Y.F. Cheung 

Aristo 234.00 

  

 中國語文： 

＊5.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三版) 第一冊 布裕民等 啟思 279.00 

＊6.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三版) 第二冊 布裕民等 啟思 279.00 

  

 數學：  

＊◆7. 數學新思維 (必修) A 冊 (分課釘裝) (套裝連
360 教學練習 A、應試手冊 A (第三版)及學生 

資源網) (初版_09) 

洪進華等 教育 269.00 

＊◆8. 

 

數學新思維 (必修) B 冊 (分課釘裝) (套裝連
360 教學練習 B、應試手冊 B (第三版)及學生 

資源網) (初版_09) 

洪進華等 教育 269.00 

     
 公民與社會發展：待定    

  

 課堂用書《選修科目》 

 數學延伸部分：  

＊◆9. 新高效數學 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上冊 

(附：新高效數學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 –  

學生資源套上冊) 

鄧銘枝等 中大 318.00 

     
 中國歷史：    

＊10. 
 

高中中國歷史 (必修部分) 4 上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等 現代 234.00 

＊11. 
 

高中中國歷史 (必修部分) 4 下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等 現代 234.00 

     
 地理：    

＊12.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一冊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等 牛津 391.00 

＊13.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二冊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等 牛津 309.00 

＊14. 

 

高中活學地理 第四冊 動態的地球—香港 

地質與地貌的形成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等 牛津 175.00 

＊15. 

 

新高中地理技巧總溫 (2011 年版) 陳耀生 精工 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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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16. 
 

香港中學文憑 新編世界史 主題乙： 

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2014 年版) 

鄭劍玲 雅集 340.00 

     
 資訊及通訊科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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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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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C1 

互聯網及其應用 (2022 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160.0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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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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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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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    

＊◆23. 
 

活學物理 1：熱和氣體 (2015 年版) 

(附 DSE 升級手冊 1 $31) 

湯兆昇等 培生 230.00 

＊◆24. 
 

活學物理 2：力和運動 (2015 年版) 

(附 DSE 升級手冊 2 $52) 

湯兆昇等 培生 361.00 

＊◆25. 
 

活學物理 3：波動 (連幾何光學) (2015 年版) 

(附 DSE 升級手冊 3A $31 & 3B $31) 

湯兆昇等 培生 330.00 

     
 化學：    

26. 達思化學 第一冊 (合訂本) (2019 年版) 鍾皓湄 精工 326.50 

27. 達思化學 第二冊 (合訂本) (2019 年版) 鍾皓湄 精工 397.00 
     
 生物：    

＊28.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1A  

(2019 年版) 

陳惠江等 雅集 187.50 

＊29.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1B  

(2019 年版) 

陳惠江等 雅集 164.50 

＊30.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2A  

(2019 年版) 

陳惠江等 雅集 300.00 

     
 經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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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集 218.0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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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集 218.0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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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集 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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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4.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第三版) 會計 

學習範疇 (必修部分) 

何健偉、曾首忠 導師 210.00 

35.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第三版) 財務 

會計 1 (選修部分) 

何健偉等 導師 240.00 

     
 視覺藝術：    

36. 新視覺藝術系列之 8 (漫畫素描) (2010 年版) 黃偉建 精工 83.50 

37. 高中視覺藝術評賞—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2014 年版) 

李桂芳 精工 215.00 

     
 旅遊與款待：    

＊38. 旅遊與款待 (第二版) 1 (必修部分) 周志泉等 天行 288.00 

＊39. 旅遊與款待 (第二版) 3 (必修部分) 周志泉等 天行 256.00 
    

 
 音樂：   

 

＊◆40. 
 
音樂探索 2 (2015 年第二版)  

(包括單元溫習與音樂欣賞 2) (舊生已購) 

 香港音樂 194.00 

  
 作業及參考書  

41.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9
th

 Ed.2018) (舊生已購) 

Hornby O.U.P. 560.00 

42.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A  

資訊處理作業 (2022 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90.00 

43.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C 

互聯網及其應用作業 (2022 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90.00 

44.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D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作業 (2022 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100.00 

45.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分 C 

算法與程式編寫作業 (2022 年版) 

霍偉棟博士等 一域 90.00 

     
 註︰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使用舊書的同學可聯絡出版社/課本零售商，購買與課本相連的學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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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只須購買修讀科目之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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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善堂梁銶琚書院 

2022-2023中四開設科目一覽表 

 

 

班別 4A 4B 4C 4D 

必修科目 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公民與社會發展及其他學習經歷 

選  

修  

科  

目  

第一組 

四科同時上課 

只可修讀其中一科 

化學 經濟 中史 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二組  

四科同時上課  

只可修讀其中一科  

物理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視覺藝術 地理 

第三組  

四科同時上課  

只可修讀其中一科 

生物 旅遊與款待 歷史 
數學延伸部分 

單元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