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價格(HK$)

1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選修單元五 文化專題探討 (一) ：倫理道德觀
(第二版) 2013年版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2.00 □

2 Complete Exam Practice for the HKDSE (Edge) (Sets 1-4)
(2nd edition) 2019

Pearson HK 208.00 □

#@3 Longman English Elect NSS Theme Book (2009 Edition) (including
Vocabulary Book $33 & Comprehension Booklet $30)

Pearson HK 舊生已備

 @4 Longman English Elect NSS Grammar Book (2010 Edition)
(including CD-ROM)

Pearson HK 舊生已備

#@5 新世代數學(第二版) 6 (重印兼訂正)  (附 iPad App-Maths iTutor啟動編號) 牛津 252.00 □

#6 新世代數學(第二版) M2B 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延伸部分) 牛津 舊生已備

校本課程

#7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二版) 4 (生物科適用) (附 HKDSE Tutor 應用程式) 牛津 舊生已備

#8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二版) E1 : 人體生理學：調節與控制
(選修部分)

牛津 166.00 □

#9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二版) E2 : 應用生態學 (選修部分) 牛津 166.00 □

#10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5 — 工業化學 (2014年第二版) (選修部分) 雅集 250.00 □

#11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7 — 分析化學 (2014年第二版) (選修部分) 雅集 250.00 □

#12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第二版) E2 — 原子世界 (選修部分) 牛津 183.00 □

#13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第二版) E3 —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選修部分) 牛津 189.00 □

BIOLOGY 生物

CHEMISTRY 化學

PHYSICS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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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 STUDIES 通識教育

CHINESE 中國語文

中六

ENGLISH 英國語文

MATHEMATICS 數學



出版社 價格(HK$)

#14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四) 制度與政治演變 現代教育研究社 178.50 □

#15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3 — 效率與公平 (第二版) (必修部分) 培生香港 201.00 □

#16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4 — 壟斷與競爭政策 (第二版) (選修部分) 培生香港 70.00 □

^17 高中地理 考察與評估練習 牛津 舊生已備

^18 新世紀地圖集 (2016年第五版) 齡記 舊生已備

#19 香港中學文憑新編世界史 引言及主題甲：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
變 (2014年版)

雅集 舊生已備

20 營商環境與管理通導論(必修部分) 導師 216.00 □

21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第3冊 基礎個人理財 (第二版) (必修部分)

導師 160.00 □

#22 高中視覺藝術評賞 — 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精工 舊生已備

23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必修部分第3冊(2009年版) [包含學習光碟第3冊
$64,考試解讀 3 (修訂版)$38,文憑試實用手冊3 $33及文憑試
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3 $30)]

培生香港 305.00 □

校本課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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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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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ECONOMICS 經濟

HISTORY 歷史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GEOGRAPHY 地理

BUSINESS, ACCOUNTING & FINANCIAL STUDIES(ACCOUNTING)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會計)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旅遊與款待

舊版本課本仍可沿用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