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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書方法： 

網上訂購  

（於 2022 年 8 月 12 日(一)或之前） 

逾期請自行前往上水商務門市購買 

 

1. 登入網站：https://tb.supretail.com.hk  

2. 輸入訂書編號(按升讀年級)： 

52096113 (升中 1)  52096123 (升中 2)  52096133 (升中 3)  

52096143 (升中 4)  52096153 (升中 5)  52096163 (升中 6) 

3. 輸入學校確認碼：1690 

4. 選取訂購課本及確認 

5. 輸入 中文姓名、手提電話號碼 及 電郵等資料 

6. 再次確認 

7. 收到電話短訊，請抄下最新的訂書編號 

8. 取書時出示短訊或網上派發的新訂書編號 

9. 如訂購過程中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5319 1662 查詢 

(專線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日:11:00-18:00) 

取書日期及地點： 

2022 年 8 月 22 日 09:00-16:00 (小禮堂) 

中一、六 ﹕09:00-11:00 

中二、四 ﹕11:00-14:00 

中三、五 ﹕14:00-16:00 

***備註*** 

(1)如學生當天未能到校領取課本, 此訂購單將自動取消, 所訂課本將不作保留 

(2)跨境生如當天未能親身取書及付款, 須委派親友當天到校代購 

付款方法： 

現金、信用卡、支付寶、微信或支票。 

取書時，請繳付全數書價 (包括未出版課本)。 

支票抬頭「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或 “SUP Retail (Hong Kong) Limited. ”， 

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網上交表訂書學生，可選擇於網上以轉數快先行付款。 

任何付款方法，本館均不收取手續費。 

欠書處理： 派書當日尚未出版的課本，將於開學後在校內派發。 

其他： 

如遇惡劣天氣(黑色暴雨或八號風球) ，所有工作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如該天為星期

五，下一個工作天為下星期一。 

家長/學生可自由選擇於任何書局或本館任何門市購買課本。如選擇本訂購服務，請於

以上日期預訂課本及於校內領取課本，可享有校內特價優惠。 

如於上水商務門市購買，則可享有 95 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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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List of Textbooks for the School Year 2022-2023 

 

    Secondary 1 

 

請各學生特別注意： 

➢ 由於本年度有部份課本將會有新舊版本同時在市面上發售，凡在書名前註有「▲」號的課本，

請必須按照書單上所列明的年份及版次購買。 

➢ 「重印兼訂正」版本的課本並非新版及改版課本，原有版本的舊書仍可沿用。 

➢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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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到教

育局網址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查核有關課本的重量、頁數及評語等資料。「#」號為不

在「適用書目表」內。 

 

ENGLISH STUDIES: 英文科 

 #1. New Treasure Plus (3rd Ed.) Michelle Kaeser Oxford 226.00 
  Book 1A (SB with vocab book 1A)             Jennifer Neale 
  #2.  New Treasure Plus (3rd Ed.) Michelle Kaeser, Oxford 226.00 
  Book 1B (SB with vocab book 1B) Jennifer Neale 
  #3.  Oxford Essential Thematic Anthology 1 Cora Pang Oxford  

  (2019 Ed.) (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4. Performance Extra –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1  Esser Pilot 184.00 
  (2020 Ed.) 
  With Date File & Student’s Online Resources (MP3) 
 #5. Success in Grammar 1 (2022 3rd Edition)  Barnaby Bruce Oxford            192.00 
      Nomis Fung 
    Angelina Komar   

#*6.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ongman/Pearson 269.00 
  (Pocket Ed.) (2015 5th Ed.) 
 

MATHEMATICS: 數學科 

 7. 中學數學新思維 1A (活頁釘裝) (2020 年第二版) 黃偉賢、何美芬 教    育   258.00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1A 及學生資源網) 洪進華、廖詠琪 

 8. 中學數學新思維 1B (活頁釘裝) (2020 年第二版) 黃偉賢、何美芬 教    育   258.00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1B 及學生資源網)) 洪進華、廖詠琪 

 

SCIENCE: 綜合科學科 

 9. 雅集科學新世紀 1A (2018 年版)  紀思輝、薛裕霖、 雅    集   218.00 

    鄧文偉 

 10. 雅集科學新世紀 1B (2018 年版)  張奕文、李星祥、 雅    集   218.00 

    薛裕霖、鄧文偉 

 #11. 雅集科學新世紀 1A 練習簿 (2018 年版)   陳惠江、紀思輝、 雅    集   81.00 

    薛裕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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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雅集科學新世紀 1B 練習簿 (2018 年版)   陳志鴻、李星祥、 雅    集   81.00 

    薛裕霖 

PUTONGHUA: 普通話科 

 #13.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校本版 (2019 年版)      田小琳、邵敬敏、 香港教育        118.00        

    譚成珠            圖書公司 

CHINESE STUDIES: 中文科 

 14.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上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等 培    生   233.00 

     (附增補建議篇章中一、文言閱讀理解電子 

      練習 中一上 認證卡) 

 15.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下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等 培    生   228.00 

     (附文言閱讀理解電子練習 中一下 認證卡) 

MUSIC STUDIES: 音樂科 

#▲16. 音樂探索 第一冊 (附單元溫習與音樂欣賞 1) (2014 年第二版) 香港音樂   194.00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倫理及宗教科 

 #17. 我走星光道 第一冊 (2022 年修訂初版) (此書恕無折扣) 公教真理學會   110.00 

 

LIFE AND SOCIETY: 生活與社會科 

▲18. 生活與社會 9：寰宇一家      趙志成、 明報教育   49.00 

(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獨立課本)  明報教育編輯部 

▲19. 生活與社會 14：香港的勞工市場  趙志成、 明報教育   49.00 

  (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獨立課本)  明報教育編輯部 

 ▲20. 生活與社會 21：公民權責  趙志成、 明報教育   49.00 

  (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獨立課本)  明報教育編輯部 

▲21. 生活與社會 23：維護社會核心價值               趙志成、          明報教育          49.00 

(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獨立課本)               明報教育編輯部 

GEOGRAPHY: 地理科 

22. 初中活學地理 必修單元 1：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141.00

  善用城市空間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23. 初中活學地理 選修單元 8：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119.00

  海洋有難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24. 初中活學地理 必修單元 1：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52.00

  善用城市空間 作業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25. 初中活學地理 選修單元 8：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52.00

  海洋有難 作業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科 

 26.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1 (2020 年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   2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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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歷史科 

  27. 歷史旅程 - 新課題系列 1 上 (2020 年版)         鄭劍玲、許家賢   雅    集          195.50 

  28. 歷史旅程 - 新課題系列 作業 1 上 (2020 年版)    鄭劍玲、許家賢   雅    集           72.00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創新科技科  

(自編教材及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ARTS OF LIFE: 生活藝術科 

(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新領先科技與生活 (校本綜合版)  吳鏡波、鄺翠璇   名創教育     

(中一至中二適用)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科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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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2 

 

請各學生特別注意： 

➢ 由於本年度有部份課本將會有新舊版本同時在市面上發售，凡在書名前註有「▲」號的課本，請

必須按照書單上所列明的年份及版次購買。 

➢ 「重印兼訂正」版本的課本並非新版及改版課本，原有版本的舊書仍可沿用。 

➢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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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到教育

局網址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查核有關課本的重量、頁數及評語等資料。「#」號為不在

「適用書目表」內。 

ENGLISH STUDIES: 英文科 

#1. New Treasure Plus (3rd Ed.)                    Michelle Kaeser Oxford 226.00 
  Book 2A(SB with vocab book 2A) Jennifer Neale 
  #2. New Treasure Plus (3rd Ed.) Michelle Kaeser, Oxford 226.00 
  Book 2B(SB with vocab book 2B) Jennifer Neale 

#3.  Classroom Reading Spotlight for Junior Cora Pang Classroom  

      Secondary Students S2 (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4. Performance Extra –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2  Esser Pilot 177.00 
  (2020 Ed.) 
  With Date File & Student’s Online Resources (MP3)   
 #5. Success in Grammar 2 (2022 3rd Edition) Barnaby Bruce Oxford            192.00 
       Nomis Fung 
    Angelina Komar 
#*●6.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ongman/Pearson   269.00 

MATHEMATICS: 數學科 

7. 中學數學新思維 2A (活頁釘裝) (2021 年第二版) 黃偉賢、何美芬 教    育   258.00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2A 及學生資源網) 洪進華、廖詠琪 

 8. 中學數學新思維 2B (活頁釘裝) (2021 年第二版) 黃偉賢、何美芬 教    育   258.00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2B 及學生資源網)) 洪進華、廖詠琪 

SCIENCE: 綜合科學科 

 9. 雅集科學新世紀 2A (2018 年版)  張奕文、薛裕霖、 雅    集   222.00 

    鄧文偉 

 10. 雅集科學新世紀 2B (2018 年版)  張奕文、紀思輝、 雅    集   222.00 

    李星祥 

 #11. 雅集科學新世紀 2A 練習簿 (2018 年版)   陳志鴻、薛裕霖 雅    集   81.00 

 

 #12. 雅集科學新世紀 2B 練習簿 (2018 年版) 陳惠江、紀思輝、 雅    集   81.00 

    李星祥 

 
 
 
 
 
 

 



6                                                        * Reference book 參考書籍 ●舊生已備       

CHINESE STUDIES: 中文科 

 13.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二上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等 培    生   233.00 

      (附增補建議篇章中二文言閱讀理解電子練習 

      中二上 認證卡) 

 14.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二下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等 培    生   228.00 

      (附文言閱讀理解電子練習 中二下 認證卡) 

MUSIC STUDIES: 音樂科 

#▲15. 音樂探索 第二冊 (附單元溫習與音樂欣賞 2) (2015 年第二版) 香港音樂   194.00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倫理及宗教科 

 #16. 我走星光道 第二冊 (2021 年修訂初版) (此書恕無折扣)  公教真理學會  105.00 

 

LIFE AND SOCIETY: 生活與社會科 

▲17. 生活與社會 12：香港的公共財政  趙志成、 明報教育   49.00 

  (2020 年重印兼訂正版) (獨立課本)  明報教育編輯部    

▲18. 生活與社會 17：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 趙志成、 明報教育   49.00 

  (2014 年版) (獨立課本)  明報教育編輯部 

▲19.  生活與社會 22：我和香港政府                  趙志成、          明報教育           49.00 

      (2021 年重印兼訂正 3 版) (獨立課本)             明報教育編輯部 

▲20.  生活與社會 24：中國國民的生活                趙志成、          明報教育           49.00 

      (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獨立課本)              明報教育編輯部 

GEOGRAPHY: 地理科 

21. 初中活學地理 必修單元 3：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141.00

  糧食問題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22. 初中活學地理 必修單元 4：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141.00

  水的煩惱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23. 初中活學地理 必修單元 3：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52.00

  糧食問題 作業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24. 初中活學地理 必修單元 4：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52.00

  水的煩惱 作業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科 

 25.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2 (2021 年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   225.00 

 

HISTORY: 歷史科 

 26. 歷史旅程 - 新課題系列 2 上 (2021 年版) 鄭劍玲、許家賢  雅    集   194.00 

 27. 歷史旅程 - 新課題系列 作業 2 上 (2021 年版) 鄭劍玲、許家賢  雅    集   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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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創新科技科 

(自編教材及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ART OF LIFE: 生活藝術科  

(自編教材及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科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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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3 

請各學生特別注意： 

➢ 由於本年度有部份課本將會有新舊版本同時在市面上發售，凡在書名前註有「▲」號的課本，請必

須按照書單上所列明的年份及版次購買。 

➢ 「重印兼訂正」版本的課本並非新版及改版課本，原有版本的舊書仍可沿用。 

➢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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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到教育

局網址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查核有關課本的重量、頁數及評語等資料。「#」號為不在

「適用書目表」內。 

 

ENGLISH STUDIES: 英文科 

 #1. New Treasure Plus (3rd Ed.) Michelle Kaeser Oxford 226.00 
  Book 3A(SB with vocab book 3A) Jennifer Neale 
 #2. New Treasure Plus (3rd Ed.) Michelle Kaeser, Oxford 226.00 
  Book 3B(SB with vocab book 3B) Jennifer Neale 
 #3. Performance Extra –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3  Esser Pilot 178.00 
  (2020 Ed.) 
  With Date File & Student’s Online Resources (MP3) 
 #4. Success in Grammar 3 (2022 3rd Edition) Barnaby Bruce Oxford            192.00 
       Nomis Fung 
    Angelina Komar 
#*●5.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ongman/Pearson 269.00 
 

MATHEMATICS: 數學科 

6. 中學數學新思維 3A (活頁釘裝) (2022 年第二版) 黃偉賢、何美芬 教    育   258.00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3A 及學生資源網) 洪進華、廖詠琪 

 7. 中學數學新思維 3B (活頁釘裝) (2022 年第二版) 黃偉賢、何美芬 教    育   258.00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3B 及學生資源網)) 洪進華、廖詠琪 

   

SCIENCE: 綜合科學科 

 8. 新編基礎科學 3C (2018 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135.00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廖志成、徐偉傑 

 #9. 新編基礎科學 作業 3C (2018 年版)  鍾卓廷、鍾健琴、 牛    津   60.00 

    廖志成、徐偉傑 

 10. 雅集科學新世紀 3A (2018 年版)  周恩輝、薛裕霖、 雅    集   133.00 

    司徒仲弘、鄧文偉 

 #11. 雅集科學新世紀 3A 練習簿 (2018 年版)  周恩輝、薛裕霖、  雅    集   57.00 

     司徒仲弘 

 12. 雅集科學新世紀 3B (2018 年版)  周恩輝、薛裕霖、 雅    集   133.00 

    司徒仲弘、鄧文偉 

 #13. 雅集科學新世紀 3B 練習簿 (2018 年版) 周恩輝、薛裕霖、 雅    集   57.00 

    司徒仲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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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UDIES: 中文科 

 14.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三上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等 培    生   233.00 

  (附增補建議篇章中三、文言閱讀理解電子 

      練習 中三上 認證卡) 

 15.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三下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等 培    生   228.00 

  (附文言閱讀理解電子練習 中三下 認證卡) 

 

MUSIC STUDIES: 音樂科 

#▲16. 音樂探索 第三冊 (附單元溫習與音樂欣賞 3) (2015 年第二版) 香港音樂   194.00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倫理及宗教科 

 #17. 我走星光道 第三冊 (2021 年修訂初版) (此書恕無折扣)  公教真理學會  105.00 

 

LIFE AND SOCIETY: 生活與社會科 

▲18. 生活與社會 19：世界貿易                       明報教育編輯部   明報教育           49.00 

   (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獨立課本) 

▲19. 生活與社會 20：國際間的相互依存               明報教育編輯部   明報教育           49.00 

   (2014 年版) (獨立課本) 

▲20. 生活與社會 26：走向世界的中國                 明報教育編輯部   明報教育           49.00 

   (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獨立課本) 

▲21. 生活與社會 29：世界公民與人道工作             明報教育編輯部   明報教育           49.00 

   (2021 年重印兼訂正版) (獨立課本) 

 
 

GEOGRAPHY: 地理科 

 22. 初中活學地理 必修單元 5：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141.00

  與自然災害共處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23. 初中活學地理 選修單元 11：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119.00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24. 初中活學地理 必修單元 5：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52.00

  與自然災害共處 作業 (2022 年第三版)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伍永俊 

  25. 初中活學地理 選修單元 11：  葉劍威、林智中、 牛津大學出版社  52.00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作業       何秀紅、徐秀銀、 (中國)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版)  伍永俊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科 

 26.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3 (2022 初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   2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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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歷史科 

27. 歷史旅程—新課題系列 3 上（2022 年版） 鄭劍玲、許家賢 雅    集   196.00 

28. 歷史旅程—新課題系列作業 3 上（2022 年版） 鄭劍玲、許家賢 雅    集   91.00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創新科技科 

(自編教材及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科 (自編教材) 

 

DESIGN AND APPLIED TECHNOLOGY: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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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4 

請各學生特別注意： 

➢ 由於本年度有部份課本將會有新舊版本同時在市面上發售，凡在書名前註有「▲」號的課本，請必

須按照書單上所列明的年份及版次購買。 

➢ 「重印兼訂正」版本的課本並非新版及改版課本，原有版本的舊書仍可沿用。 

➢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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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到教育

局網址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查核有關課本的重量、頁數及評語等資料。「#」號為不在「適

用書目表」內。 

 

必修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科 

ENGLISH LANGUAGE: 英文科  

 #1.  Oxford Essential Thematic Anthology 4                Oxford 

(2019 Ed.) (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2.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4  Andrea Bennett, Oxford            324.00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Speaking Practice  Ben Cevik, etc. 
  Book) (2021 3rd Ed.) 
  #3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1 & 2 Andrea Bennett Oxford  289.00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Mock Tests) Ben Cevik etc. 
  (2021 3rd Ed.) (Volume 1) 
  #4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3  Andrew Jarvis Oxford  264.00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Mock Tests) Joanna Claire etc. 
  (2021 3rd Ed.) (Volume 1) 

#5.  Success in Grammar Book 4 for HKDSE Benjamin Cevik, etc  Oxford            263.00 
      (2020 Ed.) 
 #*●6.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ongman  269.00
  (Pocket Ed.) (2015 5th Ed.) 

CHINESE LANGUAGE: 中文科 

 ▲7. 高中互動中國語文 (第二版)第一冊 （2022 年版） 王一凝、李玉婷等 培    生   260.00 

 ▲8. 高中互動中國語文 (第二版)第二冊（2022 年版） 王一凝、李玉婷等 培    生   260.00 

MATHEMATICS: 數學科 

 9.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4A (必修部分) (單元裝) 文炳輝、楊仲明等 培    生   265.00 

  (2014 年第二版) 

  (附升中預習中三升中四及溫習手冊 4A) 

 10.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4B (必修部分) (單元裝) 文炳輝、楊仲明等 培    生   265.00 

  (2014 年第二版) 

  (附溫習手冊 4B 及 DSE 及格速成班 A 冊)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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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科目 (以下科目，學生必須按學校指引選購兩科或三科)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DULE 1]: 數學延伸課程 [單元一] 

 11. 新高效數學 單元 1 (微積分與統計) 上冊          盧帝恩、盧賢巨、 中    大   313.00 

  (延伸部分) (2019 年版) (附學校資源套 上冊) 譚志輝、梅維光、 

     鄧銘枝 

PHYSICS: 物理科 

▲12.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1 — 熱和氣體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211.00 

  (物理科)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13.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 — 力和運動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402.00 

  (物理科)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14.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 — 波動 I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164.0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CHEMISTRY: 化學科 

 15. 香港中學文憑 新現代化學 1A (必修部分)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    集   108.00 

      (2022 年版) 

 16. 香港中學文憑 新現代化學 1B (必修部分)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    集   150.00 

      (2022 年版) 

 17. 香港中學文憑 新現代化學 1C (必修部分)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    集   109.00 

      (2022 年版) 

 18. 香港中學文憑 新現代化學 2A (必修部分)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    集   175.50 

      (2022 年版) 

 19. 香港中學文憑 新現代化學 2B (必修部分)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    集   184.50 

      (2022 年版) 

 #20. 香港中學文憑化學 多項選擇題及結構題 1  勞志榮 雅    集   170.00 

  (2014 年第二版) (包括參考答案小冊子) 

 #21. 香港中學文憑化學 多項選擇題及結構題 2 勞志榮 雅    集   170.00 

  (2014 年第二版) (包括參考答案小冊子) 

BIOLOGY: 生物科 

▲22.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1A (生物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    津   248.00 

  (2020 年第三版)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23.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1B (生物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    津   190.00 

  (2020 年第三版)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24.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2 (生物科適用)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    津   344.00 

  (2020 年第三版)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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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25.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D1 計算思 霍偉棟博士、許鵬 一    域   170.00 

  維與程式編寫 (必修部份) (2022 年版) 、源植盛、呂恒森 

    、張嘉豪、羅錦源 

    、梁曉茵 

 26.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D2 計算思 霍偉棟博士、許鵬 一    域   170.00 

  維與程式編寫 (必修部份) (2022 年版) 、源植盛、呂恒森 

    、張嘉豪、羅錦源 

    、梁曉茵 

 27.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分 C 算法與 霍偉棟博士、許鵬 一    域   275.00 

  程式編寫 (2022 年版) 、源植盛、呂恒森 

    、張嘉豪、羅錦源 

    、梁曉茵 

 28.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D 計算思維與程式編寫 霍偉棟博士、許鵬 一    域   100.00 

  作業 (2022 年版) 、源植盛、呂恒森 

    、張嘉豪、羅錦源 

    、梁曉茵 

29. 明德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分 C 算法與程式 霍偉棟博士、許鵬 一    域   90.00 

  編寫 作業 (2022 年版) 、源植盛、呂恒森 

    、張嘉豪、羅錦源 

    、梁曉茵 

ECONOMICS: 經濟科 

 30. 新●經濟學與你 1 (必修部分)               倪  銘、李珮賢等 文    達   239.00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31. 新●經濟學與你 2 (必修部分)               倪  銘、李珮賢等 文    達   239.00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 

 32.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鄭子云、林本利、 培    生 288.00 

  會計 1 (必修部分) (2022 第三版)  白祖根 

 33.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Frank Wood、 培    生 350.00 

  會計 2 (選修部分) (2022 第三版)  盧志聰 

GEOGRAPHY: 地理科 

▲34.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一冊 (必修)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    津   392.00 

  (附電子書) 

▲35.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二冊 (必修)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    津   310.00 

  (附電子書)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科 

 36. 高中中國歷史 4 上 (必修部分)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現代教育   234.00 

 37. 高中中國歷史 4 下 (必修部分)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現代教育   2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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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旅遊與款待科 

(自編教材及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38.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1 (必修部分)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288 

#*39.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作業 1A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 

#*40.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作業 1B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 

 #*41.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3(必修部分)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256 

#*42.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作業 3A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 

#*43.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作業 3B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 

    

#*44. 旅遊導論上冊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45. 旅款導論下冊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46. 課題(三) 地理名勝(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47. 課題(三) 地理名勝主題公園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48. 會議，獎勵及展覽業務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學科 

 49. 新高中中國文學 第一冊 (2020 年第三版) 中國文學 天行教育 183.00 

    編輯委員會 

 50. 新高中中國文學 第二冊 (2020 年第三版) 中國文學 天行教育 183.00

    編輯委員會 

  51. 新高中中國文學 第三冊 (2020 年第三版) 中國文學 天行教育 183.00

    編輯委員會 

HISTORY 歷史科 

52. 新世紀世界史 主題乙  何偉健、廖翊翎 齡 記  329.00 

   20 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PHYSICAL EDUCATIONAL: 體育科 (自編教材)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倫理及宗教科 (自編教材)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科 (自編教材) 

                 水彩畫自學聖經                      飛樂鳥工作室  碁峰    $120  

速寫入門自學聖經                    飛樂鳥工作室  碁峰    $107 

DESIGN AND APPLIED TECHNOLOGY: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自編教材) 

MUSIC STUDIES: 音樂科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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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5 

 

必修科目；包括中文、英文、數學及通識教育科 

ENGLISH LANGUAGE: 英文科 

#1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1 & 2 Andrea Bennett Oxford  289.00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Mock Tests) Ben Cevik etc. 
   (2021 3rd Ed.) (Volume 2)    

#2.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3  Andrew Jarvis Oxford  264.00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Mock Tests) Joanna Claire etc. 

  (2021 3rd Ed.) (Volume 2) 
 #●3.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4  Andrea Bennett, Oxford            324.00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Speaking Practice  Ben Cevik, etc. 
  Book) (2021 3rd Ed.) 
  (with Exam Skills Booster and Speaking Practice Book) 
#*●4.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ongman   269.00 
  (Pocket Ed) (2015 5th Ed.) 

#●5. Success in Grammar Book 4 for HKDSE Benjamin Cevik, etc  Oxford            263.00 
      (2020 Ed.) 
 

CHINESE LANGUAGE: 中文科 

 ▲6. 高中互動中國語文(第二版) 第三冊（2022 年版） 王一凝、李玉婷等 培    生   260.00 

 ▲7. 高中互動中國語文(第二版) 第四冊（2022 年版） 王一凝、李玉婷等 培    生   260.00 

MATHEMATIC: 數學科 

 8.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5A (必修部分) (單元裝) 文炳輝、楊仲明等 培    生   265.00 

  (2015 年第二版) (附升中預習中四升中五及溫習手冊 5A) 

 9.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5B (必修部分) (單元裝) 文炳輝、楊仲明等 培    生   265.00 

  (2015 年第二版) (附溫習手冊 5B 及 DSE 及格速成班 B 冊) 

CITIZENSHIP AND SOCIAL DEVELOPMENT：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選修科目 (以下科目，學生必須按學校指引選購兩科或三科)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DULE 1]: 數學延伸課程 [單元一] 

 14. 新高效數學 單元 1 (微積分與統計)：下冊 盧、盧、譚 中    大   313.00 

  (延伸部分) (附學校資源套下冊) (2019 年版) 梅、鄧 

請各學生特別注意： 

➢ 由於本年度有部份課本將會有新舊版本同時在市面上發售，凡在書名前註有「▲」號的課本，請必

須按照書單上所列明的年份及版次購買。 

➢ 「重印兼訂正」版本的課本並非新版及改版課本，原有版本的舊書仍可沿用。 

➢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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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到教育

局網址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查核有關課本的重量、頁數及評語等資料。「#」號為不在「適

用書目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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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S: 物理科 

▲●15.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1 — 熱和氣體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211.00 

  (物理科)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16.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 — 力和運動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402.00 

  (物理科)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17.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 — 波動 I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164.0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1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B — 波動 II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229.0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19.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4 — 電和磁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328.0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20.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5 — 放射現象和核能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141.00 

  (必修部分) (2016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CHEMISTRY: 化學科 

 21.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A (必修部分)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    集   105.00 

      (化學科適用) (2014 第二版，2019 年重印兼訂正) 

 22.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B (必修部分)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    集   245.00 

      (化學科適用) (2014 第二版，2019 年重印兼訂正) 

 23.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A (必修部分)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    集   148.00 

      (化學科適用) (2014 第二版，2019 年重印兼訂正) 

 24.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B (必修部分)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    集   218.00 

      (化學科適用) (2014 第二版，2019 年重印兼訂正) 

 #25. 香港中學文憑化學 多項選擇題及結構題 3  勞志榮 雅    集   187.00 

  (2015 年第二版) (包括參考答案小冊子) 

 #26. 香港中學文憑化學 多項選擇題及結構題 4 勞志榮 雅    集   187.00 

  (2015 年第二版) (包括參考答案小冊子) 

   

BIOLOGY: 生物科 

▲27.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3 (生物科適用) (必修)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    津   373.00 

  (2020 第三版)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28.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4 (生物科適用) (必修) 容顯懷、何金滿等 牛    津   221.00 

      (2020 第三版)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29.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C1：  夏志雄 培    生   276.00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選修部分) 

  (附校本評核解讀 1 (修訂版))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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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C2：  夏志雄 培    生   276.00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選修部分) 

  (附校本評核解讀 2 (修訂版)) (2010 年版) 

ECONOMICS: 經濟科 

 31. 新●經濟學與你 3 (必修部分)               倪  銘、李珮賢等 文    達   239.00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32. 新●經濟學與你 4 (必修部分)       倪  銘、李珮賢等 文    達   239.00 

      (2014 年第二版) (2019 年重印兼訂正)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 

(留意老師指引而購買) 

#*33.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培    生   287.00 

  Frank Wood 財務會計 1 (選修部分) (2014 年第二版) 盧志聰 

      (獨立課本) 

#*34.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培    生   300.00 

  Frank Wood 財務會計 2 (選修部分)  盧志聰 

  (2016 年第二版(修訂)) (獨立課本) 

#*35.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培    生   206.00 

  成本會計 (選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盧志聰、李兆波 

      (獨立課本) 

#*36.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4 上：                何健偉、李德明、 導    師 230.00 

  會計選修單元(一):財務會計 (一) (2014 年第二版)  徐首忠 

#*37.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4 中：                徐首忠、何健偉、 導    師 225.00 

  會計選修單元(一):財務會計 (二) (2014 年第二版)  李德明 

  (附配合新《公司條例》課文補編) 

#*38.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4 下：               李德明、何健偉、 導    師 190.00 

  會計選修單元(二):成本會計 (2014 年第二版)     徐首忠 

#*39.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財務管理 鄭子云 培    生   269.00 

  (選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獨立課本) 

#*40.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人力資源管理 陳怡光 培    生   206.00 

  (選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獨立課本) 

#*41.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市場營銷管理 陳怡光 培    生   285.00 

  (選修部分) (2014 年第二版) (獨立課本) 

GEOGRAPHY: 地理科 

▲42.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三冊 (必修) (2019 年第三版)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    津   445.00 

  (附電子書)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科 

  43. 高中中國歷史 5 上 (必修部分)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現代教育   227.00 

  44. 高中中國歷史 5 下 (必修部分) (2014 年第二版) 呂振基、王穎芝    現代教育   2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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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歷史科 

45. 新世紀世界史 主題乙  何偉健、廖翊翎 齡 記  329.00 

   20 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旅遊與款待科 

(自編教材及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46. 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2  (必修部分)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288.00   

#*47. 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作業 2A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00         

#*48. 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作業 2B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00   

#*49. 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4  (必修部分)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256.00     

#*50. 旅遊與款待 作業 4A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00   

#*51. 旅遊與款待 作業 4B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00        

#*●52. 旅遊導論上、下冊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53. 款待導論上、下冊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54. 課題(三) 地理名勝(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55. 客戶關係與服務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56. 課題(三) 地理名勝主題公園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57. 會議，獎勵及展覽業務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學科 

58. 新高中中國文學 第四冊 (2020 年第三版) 中國文學編輯 天行教育   183.00 

  委員會  

59. 新高中中國文學 第五冊 (2020 年第三版) 中國文學編輯 天行教育   140.00 

  委員會  

MUSIC STUDIES: 音樂科 (自編教材)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倫理及宗教科 (自編教材)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科 (自編教材) 

 

DESIGN AND APPLIED TECHNOLOGY: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自編教材) 

 

PHYSICAL EDUCATIONAL: 體育科 (自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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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ARY 6 

 

請各學生特別注意： 

➢ 由於本年度有部份課本將會有新舊版本同時在市面上發售，凡在書名前註有「▲」號的課本，

請必須按照書單上所列明的年份及版次購買。 

➢ 「重印兼訂正」版本的課本並非新版及改版課本，原有版本的舊書仍可沿用。 

➢ 以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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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到教

育局網址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查核有關課本的重量、頁數及評語等資料。「#」號為

不在「適用書目表」內。 

 

ENGLISH STUDIES: 英文科 

 #1. Oxford Essential HKDSE Practice Papers Student’s Laura, Donna, ect. Oxford   224.00 
  Edition (Set 1-4) (2022 Ed.) 
#*●2.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Longman   269.00 
  (Pocket Ed) (2015 5th Ed.) 

CHINESE LANGUAGE: 中文科 

（毋須購買新書） 

MATHEMATIC: 數學科 

 3.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6A (必修部分) (單元裝) 文炳輝、楊仲明等 培    生   265.00 

  (2015 年第二版) (附溫習手冊 6A ) 

LIBERAL STUDIES: 通識教育科    

#●▲4. 新視野通識教育 (綜合四版) 全球化 (2018 年版) 洪昭隆、周家琪 香港教育圖書     254.00 

      

選修科目 (以下科目，學生必須按學校指引選購兩科或三科)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MODULE 1]: 數學延伸課程 [單元一] 

 ●5. 新高效數學 單元 1 (微積分與統計) 上冊          盧帝恩、盧賢巨、 中    大   313.00 

   (延伸部分) (2019 年版) (附學校資源套 上冊) 譚志輝、梅維光、鄧銘枝                  

 ●6. 新高效數學 單元 1 (微積分與統計)：下冊 盧帝恩、盧賢巨、 中    大   313.00 

  (延伸部分) (2019 年版) (附學校資源套 下冊) 譚志輝、梅維光、鄧銘枝 

PHYSICS: 物理科 

(留意老師指引而購買) 

 ●7.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1 — 熱和氣體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211.00 

  (物理科)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 — 力和運動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402.00 

  (物理科)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9.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 — 波動 I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164.0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20                                                        * Reference book 參考書籍 ●舊生已備       

 ●10.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B — 波動 II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229.0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11.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4 — 電和磁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328.00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12.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5 — 放射現象和核能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141.00 

  (必修部分) (2016 年第二版)  李浩然、林兆斌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電子温習卡) 

 13. 活學物理 6 (選修部分) 天文學和航天科學 湯兆昇 培    生   177.50 

      (2016 年版) 

 14. 活學物理 7 (選修部分) 原子世界  李立中 培    生   177.50 

      (2016 年版) 

 15. 活學物理 8 (選修部分)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湯兆昇 培    生   177.50 

      (2016 年版) 

 16. 活學物理 9 (選修部分) 醫學物理學 馮家樂 培    生   177.50 

      (2016 年版) 

 

CHEMISTRY: 化學科 

 17. 新 21 世紀化學 6: 工業化學 (選修部分) 鐘皓湄 精    工   164.00 

  (2009 年版) (2015 年重印兼訂正) 

 18. 新 21 世紀化學 8: 分析化學 (選修部分) 鐘皓湄 精    工   235.00 

  (2009 年版) (2015 年重印兼訂正) 

 #19. 香港中學文憑化學 多項選擇題及結構題 5  勞志榮 雅    集   90.00 

  (2015 年第二版) (包括參考答案小冊子) 

 #20. 香港中學文憑化學 多項選擇題及結構題 7 勞志榮 雅    集   75.00 

  (2015 年第二版) (包括參考答案小冊子) 

BIOLOGY: 生物科 

 21.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 概念互通 5    陳惠江、吳基光等 雅    集   176.00 

  人體生理學：調節與控制 (2019 年版) 

 22.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 概念互通 6  陳惠江、吳基光等 雅    集   176.00 

      應用生態學 (2019 年版) 

#*23.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 焦點筆記 (2021 年第二版) 薛裕霖 雅    集   246.00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 

 24.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 3 冊 (必修部分) 黎耀志、鄭志成、 培    生   323.00 

  [附考試解讀 3(修訂版), 文憑試實用手冊 3 邱少雄、杜家偉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3 ]  (2009 年版) 

ECONOMICS: 經濟科 

  25.  無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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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 

(留意老師指引而購買) 

#*●26.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培    生   287.00 

  Frank Wood 財務會計 1 (選修部分) (2014 年第二版) 盧志聰 

  (獨立課本) 

#*●27.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培    生   300.00 

  Frank Wood 財務會計 2 (選修部分)  盧志聰 

  (2016 年第二版(修訂)) (獨立課本) 

#*●28.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盧志聰、李兆波 培    生   206.00 

  成本會計 (選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獨立課本)  

#*●29.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4 上：               何健偉、李德明、 導    師 230.00 

  會計選修單元(一):財務會計 (一) (2014 年第二版)  徐首忠 

#*●30.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4 中：               徐首忠、何健偉、 導    師 225.00

 會計選修單元(一):財務會計 (二) (2014 年第二版) 李德明 

  (附配合新《公司條例》課文補編) 

#*●31.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4 下：               李德明、何健偉、 導    師 190.00 

  會計選修單元(二):成本會計 (2014 年第二版) 徐首忠 

#*●32.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財務管理 鄭子云 培    生   269.00

  (選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獨立課本) 

#*●33.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人力資源管理 陳怡光 培    生   206.00 

  (選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獨立課本) 

#*●34.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市埸營銷管理 陳怡光 培    生   285.00 

  (選修部分) (2014 年第二版) (獨立課本)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旅遊與款待科 

(自編教材及開課後由學校通知訂購方式) 

#*●35. 旅遊與款待應試練習 (2019 年版)  周志泉、汪艷梅 天行教育      

#*●36. 旅遊導論上冊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37. 旅款導論下冊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38. 客戶關係與服務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39. 旅遊與款待業趨勢及議題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40. 課題(三)地理名勝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41. 課題(三)地理名勝主題公園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42. 會議，獎勵及展覽業務 (微調中文版)             教育局 

#*43. 旅遊與款待(第二版) 4  (必修部分)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256.00 

#*44. 旅遊與款待 作業 4A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00 

#*45. 旅遊與款待 作業 4B  (2022 年版)                周志泉、溫泰來等  天行教育        36.00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學科 

46. 新高中中國文學 第六冊 (2020 年第三版) 中國文學編輯 天行教育   140.00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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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科 

47.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 3 時代與知識分子 呂振基、黃穎芝 現    代   186.50 

    (2014 年第二版) 

MUSIC STUDIES: 音樂科 (開課後由任教老師指定) 

ETHICS AND RELIGIOUS STUDIES: 倫理及宗教科 (自編教材)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科 (自編教材) 

DESIGN AND APPLIED TECHNOLOGY: 設計與應用科技科 (自編教材) 

PHYSICAL EDUCATIONAL: 體育科 (自編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