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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1  中 一  (2017-2018)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文：     

1.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一上  
(第四版)(2014)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啓思 226.00 □ 

2.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一下  
(第四版)(2014)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啓思 226.00 □ 

#3. 商務新詞典 (縮印本) 黃港生 商務印書館 112.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4. New Treasure Plus Book 1A  
(With Vocabulary 1A and Writing 
Book 1A) 
(2nd Edition, 2017) 

Daisy Hughes, 
Jennifer Neal,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Oxford 191.00 □ 

*5. Success in Grammar Book 1  
(2nd Edition, 2017) 

 Oxford 159.00 □ 

6. Teach & Practise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1  
(with Data File & Student CD) 
(4th Edition, 2015) 

Grace Chan Pilot 155.00 □ 

*7. Reading Spotlight for Junior 
Secondary Students S.1 
(1st Edition, 2016) 
[ 1D only ] 

 Classroom 115.00 □ 

8. Pilot’s English Series Grammar Fun 
(theme-based Approach) Book 1 
(with Answer) 
(1st Edition, 2010) 
[ 1D only ] 

Joanne Siu, 
Sylvia Siu 

Pilot 127.00 □ 

*9. Pre-DSE series-All in One Exercises 
with Mock Papers Book 1 
(1st Edition, 2016) 
[ 1D only ]  

 Pan Lloyds 94.00 □ 

#10. Oxford Intermediate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CD-ROM of Intermediate  
iWriter)(paperback)(5th Edition, 2016) 
(舊生已備) 

 Oxford 3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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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and Learning 生活與學習：     
11. School-based Learning Kit   學校代購 

 (校本教材套)     
      
 Mathematics 數學：     

12. 新世代數學 1A  
(包括Maths iTutor 啟動編號 (iOS /  
Android) 及升中特訓專區) 
(第二版)(2015) 

黃德華、黃鳴嬋 牛津 219.00 □ 

13. 新世代數學 1B 
(包括Maths iTutor 啟動編號 (iOS / 
Android) 
(第二版)(2015) 

黃德華、黃鳴嬋 牛津 219.00 □ 

      
 Integrated Science 綜合科學：     

^14. 基礎科學 1A (包括網上中英對照電

子書: iPad及PC版)  

(第一版)(2009)(重印兼訂正2016) 

陳旺安、鍾健琴、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牛津 189.00 □ 

^15. 基礎科學 1B (包括網上中英對照電

子書: iPad及PC版) 

(第一版)(2009)(重印兼訂正2016) 

陳旺安、鍾健琴、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牛津 189.00 □ 

#16. 基礎科學 作業1A 
(第一版)(2009) 

陳旺安、鍾健琴、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牛津 69.00 □ 

#17. 基礎科學 作業1B 
(第一版)(2009) 

陳旺安、鍾健琴、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牛津 69.00 □ 

      
 History 歷史：     

18.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21: 香港傳統的農村生活 

(第二版)(2016)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58.50 □ 

#19.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21: 香港傳統的農村生活 

作業 (第二版)(2016)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21.00 □ 

20.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22: 古代主要文明中心的生活 

(第二版)(2016)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58.50 □ 

#21.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22: 古代主要文明中心的生活 

作業 (第二版)(2016)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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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24: 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生活- 

古羅馬時代的生活 

(第二版)(2016)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58.50 □ 

#23.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24: 古希臘、羅馬時代的生活- 

古羅馬時代的生活  

作業 (第二版)(2016)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21.00 □ 

24.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25: 中古時代的生活 

(第二版)(2016)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58.50 □ 

#25.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25: 中古時代的生活 

作業 (第二版)(2016)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21.00 □ 

      
 Junior Liberal Studies 初中通識教育：    

*26. 初中通識：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新視野  
(第二版)(2017) 

戴健暉、黃志輝 香港教育 
圖書 

118.00 □ 

*27. 初中通識：今日香港新視野  
(第二版)(2017) 

郭偉強、梁麗容、

黃志輝 
香港教育 
圖書 

118.00 □ 

*#28. 初中通識：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新視野 作業  
(第二版)(2017)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育 
圖書 

20.00 □ 

*#29. 初中通識：今日香港新視野 作業 
(第二版)(2017)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育 
圖書 

20.00 □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30. 全方位中國歷史 第一冊 (甲部) 
(第一版)(2011) 

梁一鳴、梁操雅、 
葉小兵、鄧京力、 
林寶英 

文達 150.00 □ 

#31. 全方位中國歷史 作業 1 (甲部) 
(第一版)(2011) 

 文達 81.00 □ 

      
 Putonghua 普通話：     

32. 生活普通話 中一  

[附自學光碟、《聽歌學普通話工作 

紙》(第1輯、第2輯及評核篇)] 

(第一版)(2010) 

張清秀、陳香花、 

許耀賜、劉邦平、 

香港普通話教育 

中心 

培生/ 朗文 1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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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音樂：     

33.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提供 
      
 R.E.E. 宗教倫理：     

34. 道教知識 湯國華 香港道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35. 道化教育初中課程 中一  香港道教 
聯合會 

學校代購 

      
 Computer Literacy 電腦：     

36.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代購 
      
 Design & Technology 設計與科技：    

37.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代購 
      

 Home Economics 家政：     

38.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代購 
      
 Visual Art 視覺藝術：     

39. 視覺藝術評賞系列 1: 西方繪畫篇 
(第一版)(2008) 

李桂芳 精工 71.00 □ 

      
      
      
      
      
      
      
      
      
      
      
      
      
      
      
 Remark 備註： 
 ‘*’  Newly Adopted Books 新採用書本 
 ‘#’  Reference Books 參考書 
 “^”「重印兼訂正」版本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

用指定年份的舊書。「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頁

內「勘誤表」欄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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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2  中 二   (2017-2018)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文：     

1.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二上  
(第四版)(2014)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啓思 226.00 □ 

2.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二下  
(第四版)(2014)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啓思 226.00 □ 

#3. 商務新詞典 (縮印本)  

(舊生已備) 
黃港生 商務印書館 112.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4. New Treasure Plus BK 2 
(HKAT C.C.S.S Version) 
(school-based units)  
(1st Edition, 2017) 
(bulk purchase at school in Sept) 

Daisy Hughes, 
Jennifer Neale,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Oxford 學校代購 

#5. Oxford Intermediate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CD-ROM of Intermediate  
iWriter)(paperback)(5th Edition, 2016) 
(舊生已備) 

 Oxford 321.00 □ 

      
 Life and Learning 生活與學習     

6. School-based Learning Kit 
(校本教材套) 

  學校代購 

     
 Mathematics 數學：     

*7. 新世代數學 2A  
(包括Maths iTutor 啟動編號 (iOS / 
Android)及暑期練習中一升中二) 
(第二版)(2016) 

黃德華、黃鳴嬋 牛津 221.00 □ 

*8. 新世代數學 2B  
(包括Maths iTutor 啟動編號 (iOS / 
Android) 
(第二版)(2016) 

黃德華、黃鳴嬋 牛津 22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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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ed Science 綜合科學：     
9. 基礎科學 2A (包括網上中英對照 

電子書: iPad及PC版)  

(第一版)(2009)(重印兼訂正2016) 

陳旺安、鍾健琴、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牛津 189.00 □ 

10. 基礎科學 2B (包括網上中英對照電

子書: iPad及PC版)  

(第一版)(2009)(重印兼訂正2016) 

陳旺安、鍾健琴、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牛津 189.00 □ 

#11. 基礎科學 作業 2A 
(第一版)(2009) 

陳旺安、鍾健琴、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牛津 69.00 □ 

#12. 基礎科學 作業 2B 
(第一版)(2009) 

陳旺安、鍾健琴、 
林君謙、廖志成、 
冼大偉 

牛津 69.00 □ 

      
 Junior Liberal Studies 初中通識教育：    

*13. 初中通識：現代中國新視野  
(第二版)(2017) 

張可宜、楊本基 香港教育 
圖書 

118.00 □ 

*14. 初中通識：全球化新視野  
(第二版)(2017) 

許戴美霞 香港教育 
圖書 

118.00 □ 

*#15. 初中通識：現代中國新視野 作業  
(第二版)(2017)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育 
圖書 

20.00 □ 

*#16. 初中通識：全球化新視野 作業 
(第二版)(2017)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育 
圖書 
 

20.00 □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17. 全方位中國歷史 第二冊 (校本版) 

(第一版)(2013) 
梁一鳴、梁操雅、 
葉小兵、鄧京力、 
林寶英 

文達 186.00 □ 

#18. 全方位中國歷史 作業 2 (校本版) 
(第一版)(2013) 

 文達 86.00 □ 

      
 Geography 地理：     

*19. 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  
第一冊 - 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第一版)(2017) 

麥家斌、謝萃輝、 
蕭偉樂、周玉蓮 

雅集 116.00 □ 

*20. 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  
第四冊 - 水的煩惱 
(第一版)(2017) 

麥家斌、謝萃輝、 
蕭偉樂、周玉蓮 

雅集 116.00 □ 

21.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 單元1 
(第一版)(2007) 

陳耀生、歐敏莊 精工 8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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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onghua 普通話：     
22. 生活普通話 中二  

[附自學光碟、《聽歌學普通話工作 

紙》(第1輯、第2輯及評核篇)] 

(第一版)(2010) 

許耀賜、張清秀、 
陳香花、劉邦平、 
香港普通話教育 

中心 

培生/ 朗文 162.00 □ 

      
 Music 音樂：     

^23. 初中音樂之旅 第二冊 
(第一版)(2006)(重印兼訂正2010) 

馬錦興、梁寶華、 
王德安 

卓思 178.50 □ 

      
 Home Economics 家政：     

24.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提供 
      

 R.E.E. 宗教倫理：     

25. 道教知識 湯國華 香港道教聯 
合會 

學校代購 

26. 道化教育初中課程 中二  香港道教聯 
合會 

學校代購 

      
 Computer Literacy 電腦：   

27.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提供 
     
 Design & Technology 設計與科技：    

28.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提供 
      
 Visual Art 視覺藝術：     

29. 校本課程筆記及工作紙   學校提供 
30. 視覺藝術評賞系列 1: 西方繪畫篇 

(第一版)(2008) 
李桂芳 精工 71.00 □ 

 (舊生已備)(如有遺失請同學自行補購)   
     
     
  
  
 Remark 備註： 
 ‘*’  Newly Adopted Books 新採用書本 
 ‘#’  Reference Books 參考書 
 “^”「重印兼訂正」版本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

用指定年份的舊書。「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頁

內「勘誤表」欄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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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3  中 三  (2017-2018)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文：     

1. 啓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上  
(第四版)(2014)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啓思 226.00 □ 

2. 啓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下  
(第四版)(2014) 

李潔欣、秦芷茵、

陳玉晶、曹家偉、

鄺麗雯 

啓思 226.00 □ 

#3. 商務新詞典 (縮印本)  

(舊生已備) 

黃港生 商務印書館 112.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4. New Treasure Plus Book 3A  
(With Vocabulary 3A and Writing 
Book 3A) 
(2nd Edition, 2017) 

Daisy Hughes, 
Jennifer Neal,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Oxford 191.00 □ 

#5. Oxford Intermediate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CD-ROM of Intermediate  
iWriter)(paperback)(5th edition, 2013) 
(舊生已備) 

 Oxford 321.00 □ 

      
 Mathematics 數學：     

6. 數學新里程 中三上 (傳統釘裝) 
(附學生資源套中三) 
(第二版)(2008) 

陳夢熊、梁瑞華、 
梅維光、郭佩雯 

中大 210.00 □ 

7. 數學新里程 中三下 (傳統釘裝) 
(第二版)(2008) 

陳夢熊、梁瑞華、 
梅維光、郭佩雯 

中大 205.00 □ 

      
 Integrated Science 綜合科學：     

8.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3A 
(第三版)(2013)  
 

陳惠江、紀思輝、 
陸慧英、林敬信、 
周恩輝 

雅集 126.50 □ 

9.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3B 
(第三版)(2013)   
 

陳惠江、紀思輝、 
陸慧英、林敬信、 
周恩輝 

雅集 126.50 □ 

#10.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練習簿 3B (第三版)(2013)   
 

陳惠江、陸慧英、 
周恩輝、梅麗儀、 
何松康、司徒仲泓 

雅集 3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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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3C 
(第三版)(2013)   
 

陳惠江、紀思輝、 
陸慧英、林敬信、 
周恩輝 

雅集 126.50 □ 

#12.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練習簿 3C (第三版)(2013)   

陸慧英、陳惠江、 
何松康、梅麗儀、 
周恩輝、司徒仲弘 

雅集 39.00 □ 

      
 Geography 地理：     

*13. 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 
第二冊 - 與自然災害共處 
(第一版)(2017) 

周玉蓮、麥家斌、 
謝萃輝、蕭偉樂 

雅集 116.00 □ 

14.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 單元1 
(第一版)(2007) 
(舊生已備) 

陳耀生、歐敏莊 精工 81.00 □ 

15.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 單元4 
(第一版)(2007) 

陳耀生、歐敏莊 精工 113.50 □ 

16. 初中地理技巧精編 單元5 
(第一版)(2007) 

陳耀生、歐敏莊 精工 82.00 □ 

     
 History  歷史：    

17. 新歷史旅程 3上  
(第二版)(2015)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167.00 □ 

#18. 新歷史旅程 作業 3上  
(第二版)(2015)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65.00 □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19. 全方位中國歷史 第三冊 (校本版) 
(第一版)(2013) 

梁一鳴、梁操雅、 
葉小兵、鄧京力、 
林寶英 

文達 160.00 □ 

#20. 全方位中國歷史 作業 3 (校本版) 
(第一版)(2013) 

 文達 77.00 □ 

      
 Putonghua 普通話：     

21. 生活普通話 中三  
[附自學光碟、《聽歌學普通話工作 

紙》(第1輯、第2輯及評核篇)] 

(第一版)(2010) 

許耀賜、張清秀、 
陳香花、劉邦平、 
香港普通話教育 

中心 

朗文 16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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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 音樂：     
22. 初中音樂之旅 第二冊  

(第一版)(2006)(重印兼訂正2010) 
註: 與中二級用課本相同 
(舊生已備) 

馬錦興、梁寶華 
王德安 

卓思 178.50 □ 

      
 Home Economics 家政：     

23.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提供 
     
 R.E.E. 宗教倫理：     

24. 道教知識 湯國華 香港道教聯

合會 
學校代購 

25. 道化教育初中課程(中三)  香港道教聯 
合會 

學校代購 

      
 Computer Literacy 電腦：   

26.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提供 
     
 Design & Technology 設計與科技：    

27.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提供 
     
 Visual Art 視覺藝術：     

28. 校本課程筆記   學校提供 
29. 視覺藝術評賞系列 1: 西方繪畫篇 

(第一版)(2008) 
李桂芳 精工 71.00 □ 

 (舊生已備)(如有遺失請同學自行補購)    
      
      
      
      
      
      
      
      
      
      
 Remark 備註： 
 ‘*’  Newly Adopted Books 新採用書本 
 ‘#’  Reference Books 參考書 
 “^”「重印兼訂正」版本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

用指定年份的舊書。「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頁

內「勘誤表」欄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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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4  中 四   (2017-2018) 新高中課程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文：     

1. 啓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一冊 
(包括:文言增潤單元一) 
(第二版)(2014)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啓思 239.00 □ 

*2. 啓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二冊 

(包括:指定文言經典精編合訂本) 

(第二版)(2014)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啓思 239.00 □ 

3. 啓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選修單元一：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 
鏡頭下的文學世界 
(第一版)(2009) 

郭詩詠 啓思 110.00 □ 

#4. 商務新詞典 (全新版)(2008)  商務印書館 110.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5.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1 Volume 1 (with Exam 
Handbook)(1st Edition, 2015) 

Jen Braithwaite Oxford 218.00 □ 

6.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3 Volume 1 (with Exam 
Handbook)(1st Edition, 2015) 

Jen Braithwaite Oxford 218.00 □ 

7.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Grammar & Usage Set A  
(a three-year course) 
(2nd Edition, 2015) 

C. Harris Aristo 215.00 □ 

#8.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8th Edition, 2013)(paperback)  
(舊生已備) 

 Oxford 516.00 □ 

      
 Mathematics 數學：     

^9. 香港中學文憑活用數學 (必修部份) 
4A (單元裝) 
(第一版)(2013)(重印兼訂正2016) 

楊仲明、楊家漢、 
陳國璋、李家儀、 
程永健、呂文傑 

培生 229.00 □ 

^10. 香港中學文憑活用數學 (必修部份) 
4B (單元裝) 
(第一版)(2013)(重印兼訂正2016) 

楊仲明、楊家漢、 
陳國璋、李家儀、 
程永健、呂文傑 

培生 229.00 □ 

^11. 香港中學文憑活用數學 (必修部份) 
5A (單元裝) 
(第一版)(2013)(重印兼訂正2016) 

楊仲明、楊家漢、 
陳國璋、李家儀、 
程永健、呂文傑 

培生 2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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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nsion Mathematics 延伸數學：    
12. 高中數學新探索 (延伸部分)  

單元一 第二冊  
(第一版)(2010) 

張百康、朱偉文、 
管俊傑、朱吉樑、 
洪劍婷、陳龍澤、 
盧慧心 

香港教育 
圖書 

216.00 □ 

      
 Biology 生物：     

13.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1A 
(生物及組合科學適用) 
(第二版)(201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206.00 □ 

#14.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實驗作業 1A  
(生物及組合科學適用) 
(第二版)(201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81.00 □ 

15.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1B 
(生物及組合科學適用) 
(第二版)(201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58.00 □ 

#16.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實驗作業 1B  
(生物及組合科學適用) 
(第二版)(201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68.00 □ 

17.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2 
(生物科適用) 
(第二版)(201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286.00 □ 

#18.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實驗作業 2  
(生物科適用) 
(第二版)(201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74.00 □ 

      
 Chemistry 化學：     

19. 新21世紀化學 1A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60.00 □ 
20. 新21世紀化學 1B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121.00 □ 
21. 新21世紀化學 1C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100.50 □ 
22. 新21世紀化學 2A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129.50 □ 
23. 新21世紀化學 2B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146.00 □ 
24. 新21世紀化學 2C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67.50 □ 

      
 Physics 物理：     

25.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1 - 熱和氣體 

(物理科適用) 

(第二版)(2015)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183.00 □ 

26.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 - 波動 I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第二版)(2015)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14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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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B - 波動 II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第二版)(2015)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198.00 □ 

2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 - 力和運動 

(物理科適用) (第二版)(2015)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347.00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29.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第1冊 (套裝)(附學習光碟1、考試解 

讀 1(修訂版)及文憑試實用手冊1及 

文憑試實用手冊(網上更新)1) 

(第一版)(2009)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347.00 □ 

#30.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作業 第1冊 (第一版)(2009)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109.00 □ 

31.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第2冊 (套裝)(附學習光碟2、考試解 

讀 2 (修訂版)及文憑試實用手冊2及 

文憑試實用手冊(網上更新)2) 

(第一版)(2009)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347.00 □ 

#32.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作業 第2冊 (第一版)(2009)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109.00 □ 

      
 Economics 經濟：     

33.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經濟學 1 (第一版)(2014)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189.00 □ 

34.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經濟學 2 (第一版)(2014)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189.00 □ 

35.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微觀經濟學 3 (第一版)(2014)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189.00 □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6.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必修部分) 
(第二版)(2014) 

白祖根、林本利 培生 221.00 □ 

37.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Frank Wood 會計導論 (必修部分) 
(第二版)(2014) 

盧志聰、 
Frank Wood 

培生 211.00 □ 

38.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基礎個人理財 (必修部分) 
(第二版)(2014) 

鄭子云 培生 14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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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graphy 地理：     
39.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一冊 

(第二版)(2014) 
葉劍威、林智中、

施明輝、黃錦輝、

楊錦泉、徐秀銀 

牛津 338.00 □ 

      
 History 歷史：     

40. 新探索世界史 主題 乙  
20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附論述題實戰攻略(主題乙)] 
(第二版)(2014) 

張盛傑、張志義 齡記 329.00 □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41.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 第一冊  

(第二版)(2014)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李詠恩、 

區志堅 

香港教育 
圖書 

152.00 □ 

42.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 第二冊  

(第二版)(2014)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李詠恩、 
區志堅 

香港教育 
圖書 

170.00 □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學：     

43. 中國文學 1 (時序版)   
(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 
(第二版)(2015) 

王軍、鄭寶華等 天行 
 

226.00 □ 

44. 中國文學 2 (時序版)(唐宋文學) 
(第二版)(2015) 

王軍、鄭寶華等 天行 
 

226.00 □ 

      
 R.E.E. 宗教倫理：     

45. 道教知識 湯國華 香港道教聯 
合會 

學校代購 

      
 Liberal Studies 通識教育：     

46. 高中通識新透視 1: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第一版)(2013) 
 

白文剛、李東海、 
屈亮明、奐平清、 
胡慧賢、高永平、 
曹永昌、楊渤彥、 
劉仲翔 

文達 15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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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高中通識新透視 2 :今日香港 
(第一版)(2013) 
 

白文剛、李東海、 
屈亮明、奐平清、 
胡慧賢、高永平、 
曹永昌、楊渤彥、 
劉仲翔 

文達 158.00 □ 

48. 高中通識新透視 5 :公共衞生 
(第一版)(2013) 
 

白文剛、李東海、 
屈亮明、奐平清、 
胡慧賢、高永平、 
曹永昌、楊渤彥、 
劉仲翔 

文達 158.00 □ 

      
 Visual Art 視覺藝術：     

49. 教材由學校提供     
      
 Applied Learning：Interior Design  
應用學習：室內設計 

   

50. 教材由學校提供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旅 遊 與 款 待 ：  

51. 旅遊與款待 1 (第一版)(2014) 
(開學後，集體訂購，不需自行購買) 

周志泉、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林萬寬 

天行 220.00 □ 

^52. 旅遊與款待 2A (第一版)(2015) 
(重印兼訂正2016) 
(開學後，集體訂購，不需自行購買) 

周志泉、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林萬寬 

天行 120.00 □ 

^53. 旅遊與款待 2B (第一版)(2015) 
(重印兼訂正2017) 
(開學後，集體訂購，不需自行購買) 

周志泉、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林萬寬 

天行 140.00 □ 

54. 旅遊與款待 3 (第一版)(2015) 
(開學後，集體訂購，不需自行購買) 

周志泉、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林萬寬 

天行 220.00 □ 

   
      
      
      
 Remark 備註： 
 ‘*’  Newly Adopted Books 新採用書本 
 ‘#’  Reference Books 參考書 
 “^” 「重印兼訂正」版本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

沿用指定年份的舊書。「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

頁內「勘誤表」欄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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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5 中 五  (2017-2018) 新高中課程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文：     

1. 啓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三冊  
(包括：文言增潤單元二) 
(第二版)(2014)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啓思 239.00 □ 

2. 啓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四冊 
(包括：指定文言經典精編下冊)  
(第二版)(2014)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啓思 239.00 □ 

3. 啓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選修單元三：小說與文化從傳統 
到現代 (第一版)(2009) 

 啓思 110.00 □ 

#4. 商務新詞典 (全新版)(2008)  商務印書館 110.00 □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5.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1 Volume 2 (1st Edition, 2015) 

Jen Braithwaite Oxford 218.00 □ 

6.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3 Volume 2 (1st Edition, 2015) 

Jen Braithwaite Oxford 218.00 □ 

7. Complete Exam Practice for the 
HKDSE (Core)(Set 1-8) 
(2015 Edition) 
[ 5AB Group 1 only ] 

Gary Hill, 
Sarah Rigby, 
Paula Siddle, 
Kitty Wong 

Pearson 354.00 □ 

8.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Grammar & Usage Set A  
(a three-year course) 
(2nd Edition, 2015) (舊生已備) 

C. Harris Aristo 215.00 □ 

#9.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8th Edition, 2013)(paperback)  
(舊生已備) 

 Oxford 516.00 □ 

      
 Mathematics 數學：     

10. 香港中學文憑活用數學 (必修部份) 
5A (單元裝) (第一版)(2013)(重印兼

訂正2016)(舊生已備) 

楊仲明、楊家漢、 
陳國璋、李家儀、 
程永健、呂文傑 

培生 229.00 □ 

11. 香港中學文憑活用數學 (必修部份) 
5B (單元裝)(第一版)(2014) 

楊仲明、楊家漢、 
陳國璋、李家儀、 
程永健、呂文傑 

培生 229.00 □ 

12. 香港中學文憑活用數學 (必修部份) 
6 (單元裝)(第一版)(2015) 

楊仲明、楊家漢、 
陳國璋、李家儀、 
程永健、呂文傑 

培生 2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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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ension Mathematics 延伸數學：    
13. 高中數學新探索 (延伸部分) 

單元一 第一冊 (第一版)(2009) 
孫淑南、洪劍婷 香港教育 

圖書 
216.00 □ 

      
 Biology 生物：     

14.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3 
(生物科適用) 
(第二版)(201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310.00 □ 

15.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4 
(生物科適用) 
(第二版)(201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84.00 □ 

#16.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實驗作業 3+4  
(生物科適用) 
(第二版)(201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05.00 □ 

      
 Chemistry 化學：     

*17. 新21世紀化學 3A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133.00 □ 
*18. 新21世紀化學 3B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239.00 □ 
*19. 新21世紀化學 3C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100.50 □ 
*20. 新21世紀化學 4A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92.50 □ 
*21. 新21世紀化學 4B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86.50 □ 
*22. 新21世紀化學 5  (第二版)(2014) 鍾皓湄 精工 69.00 □ 

      
 Physics 物理：     

23.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 – 力和運動 
(物理科) (第二版)(2015) 
(舊生已備)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347.00 □ 

24.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4 – 電和磁 
(物理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第二版)(2015)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283.00 □ 

25.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5– 

放射現象和核能(物理科)  
(第二版)(2015)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 122.00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26.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第1冊 (套裝)(附學習光碟1、考試解

讀1(修訂版)、文憑試實用手冊1及文

憑試實用手冊(網上更新)1) 
(第一版)(2009)(舊生已備)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34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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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第2冊 (套裝)(附學習光碟2、考試解

讀2 (修訂版)、文憑試實用手冊2及

文憑試實用手冊(網上更新)2) 
(第一版)(2009)(舊生已備)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347.00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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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冊  
(套裝)(附學習光碟1及校本評核解 
讀1(修訂版))(第一版)(2009) 

夏志雄 朗文 225.00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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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裝) (附學習光碟2及校本評核解 
讀2(修訂版))(第一版)(2010) 

夏志雄 朗文 225.00 □ 

#30.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作業 第1冊 (第一版)(2009) 
(舊生已備)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109.00 □ 

#31.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作業 第2冊 (第一版)(2009) 
(舊生已備)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109.00 □ 

      
 Economics 經濟：     

32.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經濟學 1 (第一版)(2014)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189.00 □ 

33.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經濟學 2 (第一版)(2014)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189.00 □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4.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財務管理 (選修部份)  
(第二版)(2015) 

鄭子云 培生 220.00 □ 

35.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人力資源管理 (選修部份)  
(第二版)(2015) 

陳怡光 培生 168.00 □ 

36.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市場營銷管理 (選修部份)  
(第二版)(2014) 

陳怡光 培生 233.00 □ 

      
 Geography 地理：     

37.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二冊  
(第二版)(2014) 
(舊生已備) 

葉劍威、林智中、 
施明輝、黃錦輝、 
楊錦泉、徐秀銀 

牛津 26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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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一冊  
(第二版)(2014) 
(舊生已備) 

葉劍威、林智中、

施明輝、黃錦輝、

楊錦泉、徐秀銀 

牛津 338.00 □ 

39. 新高中地理技巧總溫 
(第一版)(2011) 

陳耀生、歐敏莊 精工 193.00 □ 

40. 高中活學地理 第四冊 
動態的地球  
(第二版)(2014) 

葉劍威、林智中、

施明輝、黃錦輝、

楊錦泉、徐秀銀 

牛津 152.00 □ 

      
 History 歷史：     

41. 新探索世界史 引言及主題甲 
20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附論述題實戰攻略(主題甲)] 
(第二版)(2014) 

張盛傑、張嘉慧 齡記 362.00 □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42.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 第三冊 

(第二版)(2014)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李詠恩、 
區志堅 

香港教育 
圖書 

157.00 □ 

43.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 第四冊  
(第二版)(2014)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李詠恩、 
區志堅 

香港教育 
圖書 

150.00 □ 

44.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第一版)(2009) 

杜振醉、馬桂綿、

梁頌佳 
香港教育 
圖書 

131.00 □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學：     

*45. 中國文學 3 (時序版)(元明清文學) 
(第二版)(2015) 

王軍、鄭寶華等 天行 
 

226.00 □ 

*46. 中國文學 4 (時序版) 
(第二版)(2015) 

王軍、鄭寶華等 天行 
 

226.00 □ 

      
 R.E.E. 宗教倫理：     

47. 道教知識 湯國華 香港道教聯 
合會 

學校代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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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eral Studies 通識教育：    
48. 高中通識新透視5：公共衛生  

(第一版)(2013) 
(舊生已備) 

白文剛、李東海、 
屈亮明、奐平清、 
胡慧賢、高永平、 
曹永昌、楊渤彥、 
劉仲翔 

文達 158.00 □ 

49. 高中通識新透視4：全球化 
(第一版)(2013) 
 
 

白文剛、李東海、 
屈亮明、奐平清、 
胡慧賢、高永平、 
曹永昌、楊渤彥、 
劉仲翔 

文達 158.00 □ 

50. 高中通識新透視3：現代中國 
(第一版)(2013) 
 
 

白文剛、李東海、 
屈亮明、奐平清、 
胡慧賢、高永平、 
曹永昌、楊渤彥、 
劉仲翔 

文達 158.00 □ 

      
 Visual Art 視覺藝術：     

51. 用中四已購買的教科書     
      
 Applied Learning：Interior Design  
應用學習：室內設計 

52. 教材由學校提供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旅遊與款待 ﹕   
^53. 旅遊與款待 4 (第一版)(2015) 

(重印兼訂正2017) 
(開學後，集體訂購，不需自行購買) 

周志泉、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林萬寬 

天行 220.00  

      
      
      
      
      
      
      
 Remark 備註： 
 ‘*’  Newly Adopted Books 新採用書本 
 ‘#’  Reference Books 參考書 
 “^” 「重印兼訂正」版本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

沿用指定年份的舊書。「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

頁內「勘誤表」欄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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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6  中 六  (2017-2018) 新高中課程 
     
 Chinese Language 中國語文：    

1. 毋須購買教科書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     

2. 
 
Oxford Essential HKDSE Practice 
Papers 2016 (Student’s Edition) 
Sets 1-4 (With 2017 Bonus set 
available online & Student’s 
Handbook)(2nd Edition, 2016) 

Jen Braithwaite Oxford 185.00 □ 

3. Complete Exam Practice for the 
HKDSE (Core)(Sets 1-8)(2015 Edition) 
[ 6AB Group 1 only ] (舊生已備) 

Gary Hill, 
Sarah Rigby, 
Paula Siddle, 
Kitty Wong 

Pearson 354.00 □ 

#4.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8th Edition, 2013)(paperback)  
(舊生已備) 

 Oxford 516.00 □ 

      
 Mathematics 數學：     

5. 香港中學文憑活用數學 (必修部份) 
6 (單元裝)(第一版)(2015)  
(舊生已備) 

楊仲明、楊家漢、 
陳國璋、李家儀、 
程永健、呂文傑 

培生 229.00 □ 

      
 Extension Mathematics 延伸數學：    

6. 高中數學新探索 (延伸部分) 
單元一 第一冊 (第一版)(2009) 
(舊生已備) 

孫淑南、洪劍婷 香港教育 
圖書 

216.00 □ 

7. 高中數學新探索 (延伸部分) 
單元一 第二冊 (第一版)(2010) 
(舊生已備) 

張百康、朱偉文、 
管俊傑、朱吉樑、 
洪劍婷、陳龍澤、 
盧慧心 

香港教育 
圖書 

216.00 □ 

      
 Biology 生物：     

8.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E2 應用生態學 
(第二版)(2015)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54.00 □ 

9.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E3 微生物與人類 
(第二版)(2015)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5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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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stry 化學：     
10.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5  

(第二版)(2014)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230.00 □ 

11.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7  
(第二版)(2014) 

鄭與周、周恩輝 
紀思輝、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230.00 □ 

      
 Physics 物理：     

12.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E2 原子世界  
(第二版)(2016) 

黃小玲、彭永聰 牛津 170.00 □ 

13.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E3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第二版)(2016) 

黃小玲、彭永聰 牛津 177.00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資訊及通訊科技：  

#14. 香港中學文憑資訊及通訊科技: 
多項選擇題 (附答案)(第二版)(2015) 
(2016及以後文憑試適用) 

關智權、林國耀 朗文 141.00 □ 

15.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第3冊 (套裝)(附學習光碟3、考試解讀

3(修訂版)、文憑試實用手冊3及文憑試 
實用手冊(網上更新)3) 
(第一版)(2009)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284.00 □ 

#16.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分 
作業 第3冊 (第一版)(2010)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 109.00 □ 

      
 Economics 經濟：     

17.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經濟學 2 (第一版)(2014) 
(舊生已備)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189.00 □ 

18.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選修部分 1 (第一版)(2014)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63.00 □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19.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財務管理 (選修部份) 
(第二版)(2015)(舊生已備) 

鄭子云 培生 220.00 □ 

20.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人力資源管理 (選修部份) 
(第二版)(2015)(舊生已備) 

陳怡光 培生 16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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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 
市場營銷管理 (選修部份) 
(第二版)(2014)(舊生已備) 

陳怡光 培生 233.00 □ 

      
 Geography 地理：     

22.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一冊 
(第二版)(2014)  
(舊生已備) 

葉劍威、林智中、 
施明輝、黃錦輝、 
楊錦泉、徐秀銀 

牛津 338.00 □ 

23.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二冊 
(第二版)(2014)  
(舊生已備) 

葉劍威、林智中、 
施明輝、黃錦輝、 
楊錦泉、徐秀銀 

牛津 268.00 □ 

24.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三冊 
(第二版)(2014)   
(舊生已備) 

葉劍威、林智中、 
施明輝、黃錦輝、 
楊錦泉、徐秀銀 

牛津 385.00 □ 

25. 新高中地理技巧總溫 (第一版)(2011) 
(舊生已備) 

陳耀生、歐敏莊 精工 193.00 □ 

26. 高中活學地理 第四冊 
動態的地球 (第二版)(2014) 
(舊生已備) 

葉劍威、林智中、 
施明輝、黃錦輝、 
楊錦泉、徐秀銀 

牛津 152.00 □ 

      
 History 歷史：     

27. 新探索世界史 引言及主題甲 
20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附論述題實戰攻略(主題甲)] 
(第二版)(2014)(中五舊生已備) 

張盛傑、張嘉慧 齡記 362.00 □ 

      
 Chinese History 中國歷史：     

28.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五 
宗教傳播與文化交流 (第一版)(2009) 
(中五舊生已備) 

杜振醉、馬桂綿、 
梁頌佳 

香港教育 
圖書 

131.00 □ 

      
 Chinese Literature 中國文學：     

29. 新高中中國文學新編 第一冊 
(先秦至漢代)  
(第一版)(2009)(舊生已備) 

高中文學編寫 
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184.00 □ 

30. 新高中中國文學新編 第二冊 
(唐代至元代) 
(第一版)(2009)(舊生已備) 

高中文學編寫 
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184.00 □ 

31. 新高中中國文學新編 第三冊 
(明清至現當代) 
(第一版)(2009)(舊生已備) 

高中文學編寫 
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18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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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高中中國文學新編 第四冊 
(現當代) 
(第一版)(2009)(舊生已備) 

高中文學編寫 
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184.00 □ 

      
 Liberal Studies 通識教育：     

33. 高中通識新透視 3: 現代中國 
(第一版)(2013) 
(舊生已備) 

白文剛、李東海、 
屈亮明、奐平清、 
胡慧賢、高永平、 
曹永昌、楊渤彥、 
劉仲翔 

文達 158.00 □ 

34. 高中通識新透視 6: 能源科技與環境 
(第一版)(2013) 
 

白文剛、李東海、 
屈亮明、奐平清、 
胡慧賢、高永平、 
曹永昌、楊渤彥、 
劉仲翔 

文達 158.00 □ 

      
 Visual Art 視覺藝術：   

35. 教材由學校提供   
    

 Applied Learning：Interior Design  
應用學習：室內設計 

36. 教材由學校提供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tudies 旅遊與款待: 

37. 已於中四及中五購買    
      

      
      
      
      
      
      
      
      
      
      
 Remark 備註： 
 ‘*’  Newly Adopted Books 新採用書本 
 ‘#’  Reference Books 參考書 
 “^” 「重印兼訂正」版本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沿

用指定年份的舊書。「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頁內

「勘誤表」欄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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