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價格(HK$)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一上(第四版)【包括：2020年語文知識增潤材料】 啟思 246.00 □

#@2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一下(第四版)【包括：2020年寫作增潤材料】 啟思 246.00 □

#3 新編生活普通話 中一 (2019年版) 培生香港 135.00 □

#4 Longman English Edge JS1A (2017 Edition) [including Longman English

Buddy (self directed-learning) 1 (Set B)]

Pearson HK 204.00
□

*#5 Longman English Edge JS1B (2017 Edition) [including Longman English

Buddy (self directed-learning) 2 (Set B)]

Pearson HK 204.00
□

#6 Longman English Edge Grammar Book JS1 (2017 Edition) Pearson HK 164.00 □
7 Performance Plus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1 (with Data File Book and

student CD) (2016 4th Edition)

Pilot 175.00 □

8 Longman Reading Anthology (Red Series) 1 (2012 Edition) Pearson HK 135.00 □

#@9 初中數學與生活 1A (單元裝) (2020出版) 培生香港 241.00 □

*#@10 初中數學與生活 1B (單元裝) (2020出版) 培生香港 241.00 □

11 初中數學與生活 作業 1A 培生香港 80.00 □

*12 初中數學與生活 作業 1B 培生香港 80.00 □

#@13 雅集科學新世紀1A (2018年版) 雅集 203.00 □

*#@14 雅集科學新世紀1B (2018年版) 雅集 203.00 □

15 雅集科學新世紀練習簿1A  (2018年版) 雅集 71.00 □

*16 雅集科學新世紀練習簿1B  (2018年版) 雅集 71.00 □

#17 初中活學地理單元(一)善用城市空間 (第二版) (附電子資源套) 牛津 130.00 □

*#18 初中活學地理單元(五)與自然災害共處 (第二版)  (附電子資源套) 牛津 130.00 □

^19 新世紀地圖集 (第六版) (2020版) 齡記 355.00 □

20 互動地理 地圖閱讀(2017年版) 雅集 142.50 □

#21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第二版) 現代教育研究社 198.00 □

22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第二版) 作業 現代教育研究社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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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價格(HK$)

#23 歷史旅程—新課題系列1上 (2020年版) 雅集 182.00 □

24 歷史旅程—新課題系列作業1上 (2020年版) 雅集 66.00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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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试算表（四）$24)

培生香港 75.00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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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培生香港 75.00 □

#27 音樂探索 第一冊 (第二版)(單元溫習與音樂欣賞1)小冊子 香港音樂 190.00 □

*

^ 舊版本課本仍可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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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td) 28112908 www.aris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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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音樂

只在下學期使用課本

HISTORY 歷史

COMPUTER LITERACY 普通電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