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科及課本 (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記錄用

方格

ENGLISH：

1 New Treasure Plus 3A includes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Hughes, Cole & Neale OUP 212.0 

 (2nd Edition 2017)

    或分開購買

New Treasure Plus 3A (2nd Edition 2017) Hughes, Cole & Neale OUP 211.0

New Treasure Plus 3A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Hughes, Cole & Neale OUP 18.0

2 Competence Pre-HKDSE All-in-one Practice Set A Diana Esser, Pilot 145.0 

 (2nd Edition 2021) Emily Fung

中國語文：

3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上 (第四版 2014) 李潔欣、秦芷茵等 啟思 254.0 

(附2020年實用文寫作筆記)

4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下 (第四版 2014) 李潔欣、秦芷茵等 啟思 254.0 

(附2020年指定文言經典精選)

    或分開購買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上  (第四版  2014) 李潔欣、秦芷茵等 啟思 253.0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2020 年實用文寫作筆記 李潔欣、秦芷茵等 啟思 28.0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下  (第四版  2014) 李潔欣、秦芷茵等 啟思 253.0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2020 年指定文言經典精選 李潔欣、秦芷茵等 啟思 28.0

數學：

5 數學新思維 3A (2015年版)(傳統釘裝)(淨書版) 何美芬、洪進華、 教育出版社 210.0 

廖詠琪

6 數學新思維 3B (2015年版)(傳統釘裝)(淨書版) 何美芬、洪進華、 教育出版社 210.0 

廖詠琪

中國歷史：

7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3 甲部課程 (2014年版) 呂振基、陳贊永 現代教育 230.5 

歷史：

8 漫遊世界史 三上 (第二版 2010) 郭達亮、何偉健等 齡記 176.5 

科學：

9 雅集科學新世紀 3A (初版2018) 周恩輝、薛裕霖、 雅集 128.5 

司徒仲弘等

10 雅集科學新世紀 3B (初版2018) 周恩輝、薛裕霖、 雅集 128.5 

司徒仲弘等

11 雅集科學新世紀 3C (初版2018) 周恩輝、薛裕霖、 雅集 128.5 

司徒仲弘等

12 雅集科學新世紀 3A 練習簿 (初版2018) 周恩輝、薛裕霖、 雅集 51.0 

司徒仲弘等

13 雅集科學新世紀 3B 練習簿 (初版2018) 周恩輝、薛裕霖、 雅集 51.0 

司徒仲弘等

14 雅集科學新世紀 3C 練習簿 (初版2018) 周恩輝、薛裕霖、 雅集 51.0 

司徒仲弘等

上水官立中學

2021-2022 年度書單

中三級

     選自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 (www.edb.gov.hk/rtl)

 (使用舊書的同學可用：《漫遊世界史》專題系列(初版2010) - 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及危機，內容相同)



普通電腦：

15 初中電腦之旅 (3)：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 148.0 

數據庫應用、電腦網絡系統及資訊素養 (2018年版) 區奕如

地理：

16 初中活學地理 2 : 爭奪能源 (第二版 2017)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134.0 

(附 2020年電子資源套 2 雙語)

    或分開購買

初中活學地理  2 : 爭奪能源  (第二版  2017)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133.0

2020年電子資源套  2 雙語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28.0

17 互動地理 C2 : 與自然災害共處 - 周玉蓮、麥家斌等 雅集 131.5 

我們是否比其他地方裝備得更好? (2017年版)

音樂：

18 中學音樂 (第三冊) (第二版2013) 香港音樂出版社 香港音樂出版社 194.0 

編輯委員會

設計與科技：

校本課程 (老師自行編訂教材)

家政：

校本課程 (老師自行編訂教材)

      選自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 (www.edb.gov.hk/rtl)

使用舊書的學生，可到書局購買附帶的學材。如有需要，可致電或上網聯絡相關出版社。

校本課程 (老師自行編訂教材)

視覺藝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