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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 2022 學年書單 (中二級) 

TEXTBOOK LIST 2021/2022 (S.2) 

 

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店購買課本 

 

 

**為免 9 月開課時未能使用課本上課學習，請於 10/8或之前訂購課本。 

 

書單編印日期：2021 年 7月 



 
 

 

備註： 

 

1.   教育局及課本出版商已於五月中在課程發展處網頁發佈由課本

出版商提供的最新課本出版資料及聯絡電話

(http://www.edb.gov.hk/textbook)，學生及家長可到上述網頁參考有

關資料。 

 

2. 書單內印有「重印」的課本並非新版課本，家長及學生可選擇沿

用有關課本的舊書。 

 

3. 書單內的「參考用書」，家長及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4. 書單內課本編號前附「*」者皆選自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5.   家長及學生亦可瀏覽上述教育局網頁以得知書單內各書本之重

量。 

 

6. 書單內的報價只供參考之用。 

 

 

 
 

家長及學生如對書單內課本有任何疑問，可致電相關出版社查詢。 

Publisher 出版社 Tel. No. / 電話 

Pearson 培生香港 3181-0000 

Chung Tai 中大 2558-2247 

Manhattan 文達‧名創教育 2481-1930 

Oxford 牛津 2516-3222 

Ling Kee 齡記 2562-2642 

H.K. Music 香港音樂 2384-6564 

Aristo 雅集 2811-2908 

Pilot 導師 2363-1898 

Hong Kong Educational 香港教育圖書 2565-1371 

Modern Educational  現代教育 2745-1133 

Keys Press 啟思 2516-3222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中二） 
 中國語文：      

*1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中二上 (2014

年第四版) (包括: 2020年文言增潤材
料 $28) 

(ISBN: 9789888678341) 

上學期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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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第四版) (包括: 2020年文化知識增

潤材料 $28) 

(ISBN: 9789888678372) 

下學期用書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啟思 254.00 □ 

       
 ENGLISH：      

*3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2A 

(2017 2nd Edition)(Include: Vocabulary 

Book & Writing Book 2A $18.00) 

(ISBN: 9780190470197) 

上學期用書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212.00 □ 

*4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2B 

(2017 2nd Edition)(Include: Vocabulary 

Book & Writing Book 2B $18.00) 

(ISBN: 9780190470203) 

下學期用書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212.00 □ 

5 Performance Extra Task-based Listening 
Book 2 (2020 Edition) 
(with Data File & Student’s Online 
Resources (MP3)) 
(ISBN: 9789888652075) 

全年用書 
 

Diana Esser Pilot 177.00 □ 

       
 數學：      

*6 現代中學數學 2A (單元裝) (2021年版) 

(ISBN: 9789888650446) 

上學期用書 鄧國俊、鍾永康 現代 243.50 □ 

*7 現代中學數學 2B (單元裝) (2021年版) 

(ISBN: 9789888650453) 

下學期用書 鄧國俊、鍾永康 現代 243.50 □ 

*8. 現代中學數學 1B (單元裝) (2020年版) 

(ISBN:9789888649150) 

全年用書 

(舊生已備) 

鄧國俊、鍾永康 現代 240.00 □ 

       

 中國歷史：      

*9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2 (2021年版) 

(ISBN: 9789888650606) 

全年用書 徐振邦、關卓峰 現代 215.50 □ 

 

10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2 作業  

(2021年版)(ISBN: 9789888650613) 

全年用書 徐振邦、關卓峰 現代 103.50 □ 

       

 歷史：      

11 新漫遊世界史專題系列：近代歐洲的
興起 (包括習作簿) (2021年版) 

(ISBN: 9789626091586) 

全年用書 黃松照、何偉健、
廖翊翎 

齡記 129.00 □ 

12 新漫遊世界史專題系列：歐洲國家的
殖擴張 (包括習作簿) (2021年版) 

(ISBN: 9789626091593) 

全年用書 黃松照、何偉健、
廖翊翎 

齡記 86.00 □ 

13 新漫遊世界史專題系列：美國的成立
及發展(包括習作簿) (2021年版) 

(ISBN: 9789626091609) 

全年用書 黃松照、何偉健、
廖翊翎 

齡記 129.00 □ 

14 新漫遊世界史專題系列：香港直至19

世紀末的成長與發展(包括習作簿)  

(2021年版) (ISBN: 9789626091616) 

全年用書 黃松照、何偉健、
廖翊翎 

齡記 86.00 □ 

 

 

  

科學： 

     

*17 新編基礎科學 2A  

(2018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2021  

(ISBN: 9789888746743)                     

上學期用書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211.00 □ 

*18 新編基礎科學 2B  

(2018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2021 

(ISBN: 9789888746767)   

下學期用書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211.00 □ 

 19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2A  

(ISBN: 9780190833732) 

全年用書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79.00 □ 

 20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2B  

(ISBN: 9780190833756) 

全年用書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79.00 □ 

       

 音樂：      

*21 音樂探索 第二冊 (2015年第二版) 

(隨書附單元溫習與音樂欣賞  2 

小冊子) (ISBN: 9789627452584) 

全年用書 香港音樂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香港音樂 194.00 □ 

       

 普通話：      

*22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二 校本版  

(附自學配套) (2019年版) 

(ISBN: 9789882411272) 

全年用書 

 

初中普通話編寫
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127.00 □ 

 23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二 校本版 

作業 (2019年版) 

(ISBN: 9789882411333) 

全年用書 初中普通話編寫

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31.00 □ 

       

 普通電腦科：      

24 
 

校本教材 (由學校提供)      

       

 設計與科技：      

25 校本教材 (由學校提供)      

       

 家政：      

26 校本教材 (由學校提供      

       

 視覺藝術：     

27 校本教材 (由學校提供)     

 
 
 
 
 
 
 

 

 

 

 

地理： 

     

15 互動地理 銜接課程-救救雨林 

(2018 年版) 

(ISBN: 9789888242610) 

上學期用書 

 

周玉蓮等 

 

雅集 114.50 □ 

16 初中活學地理 課本 3 – 

糧食問題(2017 年第二版) 

(ISBN: 9780190472016) 

下學期用書 

 

葉劍威等 牛津 133.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