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價格(HK$)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三冊 (必修部分) (第二版)【包括：2020年文言增潤單元

二】

啟思 258.00 □

#@2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四冊 (必修部分) (第二版)【包括：2020年文化精要及練

習】

啟思 258.00 □

3 Performance Plus for the HKDSE [5] (Paper1) Reading with Reading Passages Booklet

(2020 3rd Edition)

Pilot 199.00 □

4 Performance Plus for the HKDSE [5] (Paper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with

Data File Books & Student's Online Resources (MP3) (2019 4th Edition)

Pilot 230.00 □

#5 Longman Elect NSS Theme Book (2009 Edition) (including Vocabulary Book &

Comprehension Booklet)

Pearson HK 舊生已備

6 Longman Elect NSS Grammar Book (2010 Edition) (with Digital Learning Resources) Pearson HK 舊生已備

#@7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5A (必修部分)(重印兼訂正2019) 牛津 250.00 □

*#@8 新世代數學 (第二版) 5B (必修部分)(重印兼訂正2019) 牛津 250.00 □

#9 新高效數學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 上冊(延伸部分)（附新高效數學單元二代數與

微積分—學生資源套上冊）

中大 舊生已備

#10 新高效數學單元二：代數與微積分 下冊(延伸部分)（附新高效數學單元二代數與

微積分—學生資源套下冊）

中大 296.00 □

11 高中新思維通識 單元三：現代中國（2019年第三版） 齡記 舊生已備

*12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五：公共衛生〔包括快速溫習手冊及學生網上

應試錦囊啟動密碼〕（第四版）（2020年修訂版）

雅集 254.00 □

*13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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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2020年修訂版）

雅集 265.00 □

#14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二版) 2 (生物科適用) 牛津 舊生已備

#15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二版) 3 (生物科適用) 牛津 舊生已備

*#16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第三版) 4 (生物科適用) (將於2020年12月出版) 牛津 207.00 □

#17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B(2014第二版，2019重印兼訂正 )(必修部分) 雅集 229.00 □

#18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A(2014年第二版，2019年重印兼訂正) (必修部分) 雅集 138.00 □

#19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B(2014年第二版，2019年重印兼訂正) (必修部分) 雅集 204.00 □

*#20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2015年 第二版) 4 － 電和磁  (重印兼訂正 2020) 牛津 306.00 □

*#21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2016年 第二版) 5 － 放射現象和核能 (重印兼訂正 2020) 牛津 132.00 □

*#22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2015年 第二版) 1 － 熱和氣體 (重印兼訂正 2020) 牛津 197.00 □

#23 高中中國歷史 5 上 (第二版) 現代教育研究社 210.00 □

*#24 高中中國歷史 5 下 (第二版) 現代教育研究社 210.00 □

#25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5—國民收入與物價水平(必修部分)(2019年第三版)

(附溫習手冊5 $30）

培生香港 206.00 □

*#26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6—貨幣與貿易(必修部分)(2020年第三版)(附溫習手冊6 $30） 培生香港 206.00 □

27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應試練習(第三版)(宏觀經濟學) 培生香港 195.00 □

PHYSICS 物理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ECONOMICS 經濟

2020-2021年度書目
金文泰中學

中五

CHINESE 中國語文

CHEMISTRY 化學

ENGLISH 英國語文

MATHEMATICS 數學

LIBERAL STUDIES 通識教育

BIOLOGY 生物



出版社 價格(HK$)

#28 高中活學地理(第二冊 )(第三版)(附實地考察技能) 牛津 290.00 □

29 高中活學地理(第七冊 ) (第三版)  — 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究 牛津 165.00 □

#30 高中地理 考察與評估練習2022 牛津 166.00 □

^31 新世紀地圖集 (2016年第五版) 齡記 舊生已備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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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50 □

#33 高中視覺藝術評賞 — 視覺形式表達主題 精工 舊生已備

#34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必修部分第2冊 (2009年版) [附考試解讀 2(修訂版) $40，

文憑試實用手冊2 $35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網上更新) 2 $32]

培生香港 舊生已備

35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選修部分C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第2冊 (2010年版)

[附校本評核解讀2 (修訂版) $35]

培生香港 255.00 □

36 旅遊與款待增強版 2+ 2019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272.00 □

37 旅遊與款待增強版作業 2A 2019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33.00 □

38 旅遊與款待增強版作業 2B 2019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33.00 □

39 旅遊與款待增強版 4+ 2019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242.00 □

40 旅遊與款待增強版作業 4A 2019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33.00 □

41 旅遊與款待增強版作業 4B 2019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33.00 □

* 只在下學期使用課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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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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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版本課本仍可沿用

HISTORY 歷史

VISUAL ARTS 視覺藝術

GEOGRAPHY 地理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旅遊與款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