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價格(HK$)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二上 (第四版) 啟思 245.00 □

#2 啟思中國語文 中二下 (第四版) 啟思 245.00 □

3 說好普通話 (第三版) 中二 (校本版) (附錄音光碟)(2013年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9.00 □

#@4 Longman English Edge JS2A (2017 Edition) Pearson HK 207.00 □

*#@5 Longman English Edge JS2B (2017 Edition) Pearson HK 207.00 □

#6 Longman English Edge Grammar Book JS2 (2017 Edition) Pearson HK 156.00 □

7 Performance Plus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2 (with Data File Book
and student CD) (4th Edition) 2016

Pilot 177.00 □

 @8 Longman English Reading Anthology (Red Series) 2 (2012 Edition) Pearson HK 131.00 □

#@9 新世代數學(第二版) 2A (附Maths iTutor啟動編號(iOS/Android)及
暑期作業(中一升中二)）

牛津 239.00 □

*#@10 新世代數學(第二版) 2B (附Maths iTutor啟動編號(iOS/Android) 牛津 240.00 □

11 新世代數學(第二版)作業 2A 牛津 75.00 □

*12 新世代數學(第二版)作業 2B 牛津 75.00 □

#@13 雅集科學新世紀2A (2018年版) 雅集 207.00 □

*#@14 雅集科學新世紀2B (2018年版) 雅集 207.00 □

15 雅集科學新世紀練習簿2A  (2018年版) 雅集 66.00 □

*16 雅集科學新世紀練習簿2B  (2018年版) 雅集 66.00 □

#17 初中活學地理單元(三)糧食問題 (第二版)  (附電子資源套) 牛津 130.00 □

*#18 初中活學地理單元(十一)變化中的氣候 (第二版) 牛津 110.00 □

^19 新世紀地圖集(2016年第五版) 齡記 舊生已備

20 地理技能手冊(初中)(雙語版) 文達 舊生已備

#21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2甲部課程2014年版 現代教育研究社 192.00 □

22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2習作甲部課程2014年版 現代教育研究社 96.00 □

#23 漫遊世界史2上 (第二版) 齡記 171.50 □

*#24 漫遊世界史2下 (第二版) 齡記 171.50 □

25 漫遊世界史 習作簿2上 (2015年修訂版) 齡記 71.50 □

*26 漫遊世界史 習作簿2下 (2015年修訂版) 齡記 7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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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價格(HK$)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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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培生香港 71.00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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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培生香港 舊生已備

#29 音樂探索 第二冊 (第二版) (音樂欣賞與閱讀 2 小冊子) 香港音樂 190.00 □

*
^
# 選取自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 同學可選擇出外自行購買工作紙、練習等學材，如有需要，可聯絡以下出版社。

出版社 電話 網址

培生香港 / 朗文 (Pearson HK / Longman) 31810123 www.pearson.com.hk
牛津大學出版社 / 啟思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5163222 www.oupchina.com.hk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Modern Educ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Ltd.) 27451133 www.mers.hk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Ling Kee Publishing Co., Ltd.) 25616151 lkpc.lingkee.com

(此書單七月份編印，價目如有變更，以各出版社最新價目為準。)

只在下學期使用課本
舊版本課本仍可沿用

MUSIC 音樂

COMPUTER LITERACY 普通電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