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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光慈航中學 
2020–2021 學生課本 

 
中一級 

 
書名/ 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中國語文科 
# 1.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一上 (第二版)  

(2015年)  
(上、下學期使用) 

鄺銳強 文英玲 
何志恆 袁漢基 
李秀玉 彭偉諾 
徐振平  

商務印書館 221.00 □ 

# 2.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一下 (第二版)  
(2015年)  
(下學期使用) 

鄺銳強 文英玲 
何志恆 袁漢基 
李秀玉 彭偉諾 
徐振平 

商務印書館 221.00 □ 

 
英國語文科 
# 3.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1A  

(2017 2nd Edition)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1A 
$18.00) (Use in Term 1)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206.00 □ 
 

# 4.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1B  
(2017 2nd Edition)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1B 
$18.00) (Use in Term 2)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206.00 □ 

 5. Success in Grammar 1 (2017 2nd Edition) 
(Use in Terms 1&2) 

Aaron Y K 
Chan, A. Man,  
Jannie C H 
Tsang, 
Josephine Tse 

Oxford 176.00 □ 

 6. Longman English Spark! 
Listening Book JS 1A  (2017 Edition) 
(Use in Term 1) 

Gary Hill Pearson 93.00 □ 

 7. Longman English Spark! 
Listening Book JS 1B  (2017 Edition) 
(Use in Term 2) 

Gary Hill Pearson 93.00 □ 

* 8.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9th Edition) 
(Paperback with DVD iSpeaker + iWriter) 
(For S.1-S.6) 

 Oxford 538.00 □ 

 
數學科 
# 9. 初中數學與生活 1A (單元裝)  

(2020年版)   
(上學期使用) 

楊仲明 楊家漢 
徐崑玉 陳國璋 
唐鳯翔 呂文傑 
黃美寧 

培生 241.00 □ 

# 10. 初中數學與生活 1B (單元裝)  
(2020年版)   
(下學期使用) 
 
 

楊仲明 楊家漢 
徐崑玉 陳國璋 
唐鳯翔 呂文傑 
黃美寧 

培生 241.00 □ 



2 

生活與社會科 
 11. 初中通識：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新視野 

（第二版）﹙2017年版﹚(上學期使用) 
戴健暉 黃志輝 香港教育 

圖書 
130.00 □ 

 12. 雅集初中基礎議題 今日香港  
(2019年版) (下學期使用) 

鄧少軒 雅集 138.00 □ 

 13. 校本教材     
       
科學科 
# 14. 雅集科學新世紀 1A  (2018 年版)  

(上學期使用) 
紀思輝 薛裕霖 
鄧文偉 

雅集 203.00 □ 

# 15. 雅集科學新世紀 1B  (2018 年版)  
(下學期使用) 

張奕文 李星祥 
薜裕霖 鄧文偉 

雅集 203.00 □ 

 16.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1A   
(2018 年版)  (上學期使用) 

陳惠江 紀思輝 
薜裕霖 

雅集 71.00 □ 

 17.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1B   
(2018 年版) (下學期使用) 

陳志鴻 李星祥 
薛裕霖 

雅集 71.00 □ 

       
電腦科 
 18. 校本 ICT (朗文初中電腦課程)  

課題 A - 辦公室應用軟件 (2013年版)  
(包含第 8章 試算表（四）)  
(上、下學期使用) 

鄭志成 夏志雄 
關智權  

培生 75.00 □ 

 19. 校本 ICT (朗文初中電腦課程)  
課題 B – 多媒體製作 (2013年版)  
(包含第 7章 互動多媒體製作)  
(上、下學期使用) 

鄭志成 夏志雄 
關智權  

培生 75.00 □ 

       
普通話科 
# 20.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校本版 

(2019年初版)  (上或下學期使用)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110.00 □ 
 

       
中國歷史科     
# 21.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1 (2020年第二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陳贊永 現代 198.00 □ 

 
 22.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1 作業  

(2020年第二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陳贊永 現代 

 
100.00 □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 
  正覺的道路(中一)課本(上冊)及作業 

(上冊) (上學期使用)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正覺的道路(中一)課本(下冊)及作業 
(下冊) (下學期使用)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備註: * 參考書，可自行選擇購買與否。 
#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重印兼訂正」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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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網頁內「勘誤表」欄查閱。 
報價只供參考之用，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所列價目以出版社之最新訂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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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級 
 

書名/ 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中國語文科 
# 1. 初中中國語文 中二上 (第二版)  

(2016年) 
(上、下學期使用)    
 

鄺銳強 文英玲 
何志恆 袁漢基 
李秀玉 彭偉諾 
徐振平 

商務印書館 221.00 □ 

# 2. 初中中國語文 中二下 (第二版)  
(2016年) 
(下學期使用) 

鄺銳強 文英玲 
何志恆 袁漢基 
李秀玉 彭偉諾 
徐振平 

商務印書館 221.00 □ 

 
英國語文科 
# 3.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2A   

(2017 2nd Edition)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2A 
$18.00) (Use in Term 1)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206.00 □ 

# 4.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2B   
(2017 2nd Edition)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2B 
$18.00) (Use in Term 2)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206.00 □ 

 5. Success in Grammar 2 (2017 2nd Edition) 
(Use in Terms 1&2) 

Aaron Y K 
Chan, A. Man,  
Jannie C H 
Tsang, 
Josephine Tse 

Oxford 176.00 □ 

 6. Longman English Spark! 
Listening Book JS 2A  (2017 Edition) 
(Use in Term 1) 

Gary Hill Pearson 96.00 □ 

 7. Longman English Spark!  
Listening Book JS 2B  (2017 Edition) 
(Use in Term 2) 

Gary Hill Pearson 96.00 □ 

* 8.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9th Edition) 
(Paperback with DVD iSpeaker + iWriter) 
(For S.1-S.6) 

 Oxford 538.00 □ 

       
數學科 
# 9.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6) 2A  

 [附Maths iTutor  
啟動編號 (iOS / Android)及 
(暑期練習中一升中二)](上學期使用) 

黃德華 黃鳴嬋 牛津 239.00 □ 

# 10.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6) 2B   
 [附Maths iTutor  
啟動編號 (iOS / Android)] (下學期使用)  

黃德華 黃鳴嬋 牛津 24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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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社會科 
 11. 雅集初中基礎議題 現代中國  

(2019年版) (上學期使用) 
陳若瑜 雅集 138.00 □ 

 12. 雅集初中基礎議題 公共衛生  
(2019年版) (下學期使用) 

楊凱菁 雅集 138.00 □ 

 13. 校本教材     
       
科學科 
# 14. 雅集科學新世紀 2A  (2018 年版)   

(上學期使用) 
張奕文 薛裕霖 
鄧文偉 

雅集 207.00 □ 

# 15. 雅集科學新世紀 2B  (2018 年版)   
(下學期使用) 

張奕文 紀思輝 
李星祥 

雅集 207.00 □ 

 16.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2A   
(2018 年版) (上學期使用) 

陳志鴻 薛裕霖 
 

雅集 71.00 □ 

 17.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2B   
(2018 年版) (下學期使用) 

陳惠江 紀思輝 
李星祥 
 

雅集 71.00 □ 

電腦科 
 18. 校本 ICT (朗文初中電腦課程) 

課題 C – 電腦系統 (2013年版)  
(包含第 7章 電腦系統的類型) 
(上、下學期使用) 

鄭志成 夏志雄 
關智權  

培生 75.00 □ 

       
普通話科 
# 19.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校本版 

(2019年初版)  (上或下學期使用) 
(如中一已購買，中二無需購買。)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110.00 □ 
 

       
中國歷史科 
# 20. 現代中國歷史 2 (甲部課程) (2014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陳贊永 現代 192.00 □ 

 21. 現代中國歷史 2 習作 (甲部課程)  
(2014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陳贊永 現代 98.50 □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 
  正覺的道路(中二)課本(上冊)及 

作業(上冊) (上學期使用) 
正覺的道路(中二)課本(下冊)及 
作業(下冊) (下學期使用)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備註: * 參考書，可自行選擇購買與否。 
#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重印兼訂正」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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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網頁內「勘誤表」欄查閱。 
報價只供參考之用，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所列價目以出版社之最新訂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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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書名/ 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中國語文科 
# 1.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三上 (第二版)  

(2016年) 
(上、下學期使用) 

鄺銳強 文英玲 
何志恆 袁漢基 
李秀玉 彭偉諾 
徐振平 

商務印書館 221.00 □ 

# 2.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三下 (第二版)  
(2016年) 
(下學期使用) 
 

鄺銳強 文英玲 
何志恆 袁漢基 
李秀玉 彭偉諾 
徐振平 

商務印書館 221.00 □ 

 
英國語文科 
# 3.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3A   

(2017 2nd Edition)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3A 
$18.00)  
(Use in Term 1)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206.00 □ 

# 4.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3B   
(2017 2nd Edition)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3B 
$18.00)  
(Use in Term 2)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206.00 □ 

 5. Success in Grammar 3 (2017 2nd Edition) 
(Use in Terms 1&2) 

Aaron Y K 
Chan, A. Man,  
Jannie C H 
Tsang, 
Josephine Tse 

Oxford 176.00 □ 

 6. Longman English Spark! 
Listening Book JS 3A (2017 Edition) 
(Use in Term 1) 

Gary Hill Pearson 98.00 □ 

 7. Longman English Spark!  
Listening Book JS 3B (2017 Edition) 
(Use in Term 2) 

Gary Hill Pearson 98.00 □ 

* 8.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9th Edition) 
(Paperback with DVD iSpeaker + iWriter) 
(For S.1-S.6) 

 Oxford 538.00 □ 

       
數學科 
# 9.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7) 3A  

[附Maths iTutor 啟動編號 (iOS / 
Android)及(暑期練習中二升中三)] 
(上學期使用) 

黃德華 黃鳴嬋 牛津 243.00 □ 

# 10.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7) 3B   
[附Maths iTutor 啟動編號 (iOS / 
Android)] 
(下學期使用) 

黃德華 黃鳴嬋 牛津 24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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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 
 11. 雅集初中基礎議題 能源科技與環境 

(2019年版) (上學期使用) 
汪芷寧 雅集 138.00 □ 

 12. 雅集初中基礎議題 全球化  
(2019年版) (下學期使用) 

李佑程 雅集 138.00 □ 

 
科學科 
 13. 高中預習系列  生物 (2018 年版) 

第一冊 健康的身體 (上、下學期使用) 
葉殿恩教授 
葉佩如 

名創教育 90.00 
 

□ 
 

 14. 高中預習系列  生物 (2018 年版) 
第二冊 細胞與生命分子  
(上、下學期使用) 

葉殿恩教授 
葉佩如 

名創教育 100.00 □ 

 15. 高中預習系列  化學 (2018 年版) 
第二冊 微觀世界 (上、下學期使用) 

黃淑如博士 
葉佩如 

名創教育 100.00 □ 

 16. 高中預習系列  物理 (2018 年版) 
第二冊 光與光學 (上、下學期使用) 

陳佩芳 葉佩如 名創教育  100.00 □ 

       
電腦科 
 17. 校本 ICT (朗文初中電腦課程) 課題 E –  

互聯網應用及保安 (2013年版)  
(包含第 6章 互聯網服務及應用的進一
步認識) (上或下學期使用) 

鄭志成 夏志雄 
關智權  

培生 75.00 □ 
 

       
中國歷史科 
# 18. 現代中國歷史 3 (甲部課程) 

(2014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陳贊永 現代 222.50 □ 

 19. 現代中國歷史 3 習作 (甲部課程) 
(2014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陳贊永 現代 109.50 □ 

       
佛化德育及價值教育科 
  正覺的道路(中三)課本(上冊)及 

作業(上冊) 
(上學期使用)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正覺的道路(中三)課本(下冊)及 
作業(下冊) 
(下學期使用)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備註: * 參考書，可自行選擇購買與否。 
#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重印兼訂正」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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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網頁內「勘誤表」欄查閱。 
報價只供參考之用，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所列價目以出版社之最新訂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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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級 
 

書名/ 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中國語文科(核心科目) 
# 1.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版) 

第一冊 (2015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鄺銳強 林潔明 
陳淑貞 杜若鴻 
朱國輝 李潔明 
黃海卓 彭偉諾 
宋思進 

香港教育圖書 232.00 □ 

# 2.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版) 
第二冊 (2015 年版) 
(下學期使用) 

鄺銳強 林潔明 
陳淑貞 杜若鴻 
朱國輝 李潔明 
黃海卓 彭偉諾 
宋思進 

香港教育圖書 232.00 □ 

       
英國語文科(核心科目) 
 3.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Papers 1 & 2 

Reading and Writing Book 4 (Set A)  
(2017 Ed.) (Use in Term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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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to 274.00 □ 

 4.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Papers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Book 4  
(Set A) (2018 Ed.) (Use in Term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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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to 274.00 □ 

 5. Classroom Grammar and Usage for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Reprinted in 2016) 
 (Use in Terms 1&2) 

 Classroom 208.00 □ 

* 6.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9th Edition) 
(Paperback with DVD iSpeaker + iWriter) 
(For S.1-S.6) 

 Oxford 538.00 □ 

       
數學科(核心科目) 
# 7. (淨書)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4) 4A  

(重印兼訂正 2019)  
(必修部分) (上學期使用) 

梁貫成 王志新 
孔富賢 尹鋈鴻 
黃德華 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 250.00 □ 

# 8. (淨書)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4) 4B  
(重印兼訂正 2019)  
(必修部分) (下學期使用) 

梁貫成 王志新 
孔富賢 尹鋈鴻 
黃德華 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 250.00 □ 

數學科(延伸部分) 
# 9.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4)  M2A 

(延伸部分) (上、下學期使用) 
(不選修學生不用購買) 
 

梁貫成 孔富賢 
尹鋈鴻 黃德華 
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 318.00 □ 
 

通識教育科(核心科目) 
 10. 新領域高中通識 1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第三版) (重印兼訂正)（2020 修訂版） 
(上學期使用) 

白文剛 屈亮明 
奐平清 等編 

文達． 
名創教育 

225.00 □ 

 11. 新領域高中通識 2 (今日香港) (第三版) 
(重印兼訂正)（2020 修訂版） 
(下學期使用) 

白文剛 屈亮明 
奐平清 等編 

文達． 
名創教育 

252.00 □ 



 

8 

       
中國歷史科(選修科目) 
# 12. 高中中國歷史 4 上 (2014 年第二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 216.00 □ 

# 13. 高中中國歷史 4 下 (2014 年第二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 216.00 □ 

       
旅遊與款待科(選修科目) 
# 14.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1+  (2019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272.00 □ 

 15.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1A   
(2019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33.00 □ 

 16.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1B   
(2019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33.00 □ 

# 17.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2+  (2019 年版) 
(下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272.00 □ 

 18.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2A   
(2019 年版)  
(下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33.00 □ 

       
生物科(選修科目) 
# 19.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1A   

(生物及組合科學適用) (2020年第三版) 
(上學期使用)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232.00 □ 

# 20.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1B   
(生物及組合科學適用) (2020年第三版) 
(上學期使用)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78.00 □ 

# 21.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2   
(生物科適用) (2020年第三版) 
(下學期使用)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322.00 □ 

 22.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 顯微照片練習  
(2017年版) 
 
 
 

 雅集 79.00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選修科目)     
# 23.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會計導論 (必修部分) 
(2014年第二版) (附 2020 實戰練習 $26 
& 溫習手冊 $26) (上、下學期使用) 

Frank Wood 
盧志聰 

培生 23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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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必修部分) 
(2014年第二版) (附 2020 實戰練習 $26 
& 溫習手冊 $26) (上、下學期使用) 

白祖根 林本利 培生 241.00 □ 

# 25.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基礎個人理財 (必修部分)  
(2014年第二版) (附 2020 實戰練習 $26 
& 溫習手冊 $26) (上、下學期使用) 

鄭子云 培生 163.00 □ 

 26.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應試練習 1 必修部份  
(2020 年修訂第二版) (附答案)   
(上、下學期使用) 

鄭子云 林築雅 
 

培生 139.00 □ 

 
經濟科(選修科目) 
# 27. (淨書)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1 –  

需求與供應 (2019 年第三版)  
(必修部分) (上、下學期使用) 

林本利 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03.00 □ 

# 28. (淨書)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2 –  
廠商與生產(2019 年第三版)  
(必修部分) (上、下學期使用) 

林本利 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03.00 □ 

       
地理科(選修科目) 
# 29.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一冊 (2019 年第三版)  

(上學期使用) 
葉劍威 林智中 
何秀紅 歐陽穎
敏 
徐秀銀 

牛津 366.00 □ 

# 30.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二冊 (2019 年第三版) 
(下學期使用) 

葉劍威 林智中 
何秀紅 歐陽穎
敏 
徐秀銀 

牛津 290.00 □ 

       
組合科學(選修科目) 
 31. (淨書) 活學物理 (單元版) 1A : 熱學  

(2015 年版) 
(上學期使用) 

湯兆昇 溫漢傑 
鄺保傑 王玉玲 
李立中 

培生 153.00 □ 

 32. (淨書) 活學物理 2︰力和運動  
(2015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湯兆昇 溫漢傑 
鄺保傑 王玉玲 
李立中 

培生 338.00 □ 

# 33.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上、下學期使用) 

鄭與周 周恩輝 
紀思輝 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327.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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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及通訊科技科(選修科目)     
# 34.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必修部分第 1 冊 

(2009 年版) [包含考試解讀 1 (修訂版), 
文憑試實用手冊 1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1 ] 
(上、下學期使用) 

鄭志成 黎耀志 
邱少雄 杜家偉 

培生 372.00 □ 

# 35.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必修部分第 2 冊 
(2009 年版) [包含考試解讀 2 (修訂版) ,
文憑試實用手冊 2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2] 
(上、下學期使用) 

鄭志成 黎耀志 
邱少雄 杜家偉 

培生 372.00 □ 

       
倫理與宗教科(選修科目) 
  正覺的道路 (上卷) (上、下學期使用)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正覺的道路 (下卷) (上、下學期使用)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備註: * 參考書，可自行選擇購買與否。 
#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重印兼訂正」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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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網頁內「勘誤表」欄查閱。 
報價只供參考之用，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所列價目以出版社之最新訂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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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級 
 

書名/ 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中國語文科(核心科目) 
# 1.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版) 

第三冊 (2016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鄺銳強 林潔明 
陳淑貞 杜若鴻 
朱國輝 李潔明 
黃海卓 彭偉諾 
宋思進 

香港教育圖書 232.00 □ 

# 2.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版) 
第四冊 (2016 年版) 
(下學期及中六級使用) 

鄺銳強 林潔明 
陳淑貞 杜若鴻 
朱國輝 李潔明 
黃海卓 彭偉諾 
宋思進 

香港教育圖書 232.00 □ 

       
英國語文科(核心科目) 
 3.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Papers 1 & 2 

Reading and Writing Book 5 (Set A)  
(2018 Ed.) (Use in Term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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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to 287.00 □ 

 4.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Papers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Book 5  
(Set A) (2018 Ed.) (Use in Term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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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isto 287.00 □ 

 5. Classroom Grammar and Usage for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s (Reprinted in 2016) 
 (Use in Terms 1&2) 
(如中四已購買，中五無需購買。) 

 Classroom 208.00 □ 

* 6.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9th Edition) 
(Paperback with DVD iSpeaker + iWriter) 
(For S.1-S.6) 

 Oxford 538.00 □ 

       
數學科(核心科目) 
# 7. (淨書)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5) 5A  

(重印兼訂正 2019)  
(必修部分) (上學期使用) 

梁貫成 王志新 
孔富賢 尹鋈鴻 
黃德華 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 250.00 □ 

# 8. (淨書)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5) 5B  
(重印兼訂正 2019)  
(必修部分) (下學期使用) 

梁貫成 王志新 
孔富賢 尹鋈鴻 
黃德華 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 250.00 □ 

 
數學科(延伸部分) 
# 9.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5) M2B  

(延伸部分)  
(上、下學期使用) 
(不選修學生不用購買) 

梁貫成 孔富賢 
尹鋈鴻 黃德華 
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 30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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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科(核心科目)     
 10.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第四版) 

(2020 年修訂版)  
單元六：能源科技與環境 [包括快速溫習
手冊及學生網上應試錦囊啟動密碼]  
(上學期使用) 

曾灝輝 麥挺 
 

雅集 
 

265.00 □ 

 11. 新視野通識教育(2020 年綜合四版) 
– 公共衛生 (上學期使用) 

梁秉中 梁禮賢 香港教育 
圖書 

249.00 □ 

 12.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第四版) 
(2020 年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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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使用) 

嚴志峰 雅集 266.00 □ 

       
中國歷史科(選修科目) 
# 13. 高中中國歷史 5 上 (2014 年第二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 210.00 □ 

# 14. 高中中國歷史 5 下 (2014 年第二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 210.00 □ 

# 15.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 3： 
時代與知識分子  
(2014 年第二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呂振基 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 172.50 □ 

       
旅遊與款待科(選修科目) 
# 16. 旅遊與款待 2B (2017 年重印兼訂正) 

(上學期使用) 
(開課後由學校集體訂購)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林萬寬 

天行教育 學校代購 

 17. 旅遊與款待 作業 2B (2017 年重印) 
(上學期使用)  
(開課後由學校集體訂購)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林萬寬 

天行教育 學校代購 

# 18.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3+  (2019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242.00 □ 

 19. 旅遊與款待 作業 3A  (2019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33.00 □ 

 20. 旅遊與款待 作業 3B  (2019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3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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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選修科目) 
# 21.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E1 

人體生理學 - 調節與控制  
(2015年第二版) 
(上學期使用)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66.00 □ 

# 22.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E2應用生態學  
(2015年第二版) (上學期使用)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66.00 □ 

# 23.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3 (生物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  
(附 HKDSE Tutor應用程式)  
(上學期使用)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336.00 □ 

# 24.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4 (生物科適用)  
(2014 年第二版)  
(附 HKDSE Tutor應用程式) 
(下學期使用)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99.00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選修科目) 
 25. (淨書)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人力資源管理 (選修部份) (2015 年第二
版) (上、下學期使用) 

陳怡光 培生 190.00 □ 

 26. (淨書)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財務管理 (選修部份) (2015 年第二版) 
 (上、下學期使用) 

鄭子云 培生 249.00 □ 

 27.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商業管理單元應試練習 (2015 年第二版) 
(附答案) (上、下學期使用) 

陳怡光 何凱燕 
李兆波 白祖根 

培生 153.00 □ 

 28. 全方位文憑應試系列 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摸擬試卷 (必修部分及商業管理
單元) (2016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梁芯瑜 麥肇輝 
王雲迪 陳婉文 

香港教育圖書 134.00 □ 

       
經濟科(選修科目) 
# 29. 新簡明經濟學 5 上  (2014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陳志文 郭偉強 香港教育圖書 238.00 □ 

# 30. 新簡明經濟學 5 下  (2014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陳志文 郭偉強 香港教育圖書 238.00 □ 

# 31. (淨書)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3 –  
效率與公平 (2019 年第三版)  
(必修部分) (上學期使用) 

林本利 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01.00 □ 

 
地理科(選修科目) 
# 32.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三冊 (2019 年第三版) 

(上、下學期使用) 
葉劍威 林智中 
何秀紅 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4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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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科學(選修科目) 
 33. (淨書) 活學物理 3: 波動 (連幾何光學)  

(2015 年版)  
(上、下學期使用)  

湯兆昇 溫漢傑 
鄺保傑 王玉玲 
李立中 

培生 309.00 □ 
 

 
# 34.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2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上、下學期使用) 

鄭與周 周恩輝 
紀思輝 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327.50 □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選修科目)     
# 35.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必修部分第 3 冊  

(2009 年版) [考試解讀 3(修訂版), 
文憑試實用手冊 3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3] (上、下學期使用) 

鄭志成 黎耀志 
邱少雄 杜家偉 

培生 305.00 □ 

 36.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分 
A 數據庫 第 1 冊 (2010 年版) 
[包含校本評核解讀 1(修訂版)]  
(上、下學期使用) 

黃少強 湯錦明 
鄭志成 

培生 227.00 □ 

 37.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分 
A 數據庫第 2 冊 (2010 年版)  
[包含校本評核解讀 2(修訂版)]  
(上、下學期使用) 

黃少強 湯錦明 
鄭志成 

培生 227.00 □ 

     
倫理與宗教科(選修科目)     
  正覺的道路 (上卷) (上、下學期使用)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正覺的道路 (下卷) (上、下學期使用) 
(如中四已購買，中五無需購買。)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備註: * 參考書，可自行選擇購買與否。 
#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重印兼訂正」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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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網頁內「勘誤表」欄查閱。 
報價只供參考之用，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所列價目以出版社之最新訂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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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 

書名/ 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中國語文科(核心科目)     
# 1.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版) 

第四冊 (2016 年版) 
(如中五已購買，中六無需購買。) 

鄺銳強 林潔明 
陳淑貞 杜若鴻  
朱國輝 李潔明 
黃海卓 彭偉諾 
宋思進 

香港教育圖書 232.00 □ 

       
英國語文科(核心科目)     
 2. Classroom Grammar and Usage for Senior 

Secondary Student s (Reprinted in 2016) 
 (如中五已購買，中六無需購買。) 

 Classroom 208.00 □ 

       
數學科(核心科目)     
# 3. (淨書)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6) 6  

(重印兼訂正 2019)  
(必修部分) 
(上學期使用) 

梁貫成 王志新 
孔富賢 尹鋈鴻 
黃德華 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 251.00 □ 
 

       
數學科(延伸部分)     
# 4.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2015) M2B  

(延伸部分) (上學期使用) 
(不選修學生不用購買) 
(如中五已購買，中六無需購買。) 

梁貫成 孔富賢 
尹鋈鴻 黃德華 
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 305.00 □ 
 

       
通識教育科(核心科目)     
 5. 新視野通識教育 全球化 綜合四版 

（2020 年修訂版） (上學期使用) 
洪昭隆 周家琪 香港教育圖 

書有限公司 
262.00 □ 

 
       
中國歷史科(選修科目)     
# 6.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 3：時代與知識分

子 (2014 年第二版) (上學期使用) 
(如中五已購買，中六無需購買。) 

呂振基 王穎芝 
姚世外 

現代 172.50 □ 
 

       
旅遊與款待科(選修科目)     
# 7.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4+  (2019 年版)  

(上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242.00 □ 

 8.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4A   
(2019 年版) 
(上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33.00 □ 

 9.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作業 4B   
(2019 年版) 
(上學期使用) 

周志泉 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 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 33.00 □ 

     
生物科(選修科目)     
# 10.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E1 

人體生理學 - 調節與控制  
(2015年第二版) (上學期使用)  
(如中五已購買，中六無需購買。)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6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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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E2應用生態學  
(2015年第二版) (上學期使用)  
(如中五已購買，中六無需購買。) 

容顯懷 何金滿 
何沃光 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66.00 □ 

 12. 雅集應試必備系列︰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 
模擬試卷 (2016 年版) 

鄭麗麗 范殷榮 
 

雅集 185.00 □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選修科目)     
 13. (淨書)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巿場營銷管理 (選修部份)  
(2014 年第二版) (上學期使用) 

陳怡光 培生 264.00 □ 
 

       
經濟科(選修科目)     
# 14. 新簡明經濟學 選修單元一   

(2014 年版) (上學期使用) 
陳志文 郭偉強 香港教育圖書 102.00 □ 

 
       
地理科(選修科目)     
# 15. 高中活學地理 第四冊 - 動態的地球  

(2019 年第三版) 
(上學期使用)   

葉劍威 林智中 
何秀紅 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165.00 □ 
 

# 16.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七冊 –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究 (2020 年第三版) 
(上學期使用) 

葉劍威 林智中 
何秀紅 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165.00 □ 
 

       
組合科學(選修科目)     
 17. (淨書) 活學物理 4 : 電和磁 (2015 年版) 

(上學期使用) 
湯兆昇 溫漢傑 
鄺保傑 王玉玲 
李立中 

培生 333.00 □ 

# 18.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B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上學期使用) 

鄭與周 周恩輝 
紀思輝 黎國鍵 
黃泳軒 

雅集 229.00 □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選修科目)     
 19.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分 A 

數據庫第 2 冊 (2010 年版)  
[包含校本評核解讀 2 (修訂版)] 

黃少強 湯錦明 
鄭志成 
 

培生 227.00 □ 
 

  (上學期使用) (如中五已購買，中六無需購買。)    
       
倫理與宗教科(選修科目)     
  正覺的道路(上卷) 

(如中五已購買，中六無需購買。)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正覺的道路(下卷) 
(如中五已購買，中六無需購買。) 

 香港佛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備註: * 參考書，可自行選擇購買與否。 
#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重印兼訂正」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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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頁
內「勘誤表」欄查閱。 
報價只供參考之用，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所列價目以出版社之最新訂價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