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記錄用

方格

1 Bushell, Daswani,

Kent & Neale

  OUP 329.0 

2 布裕民、李孝聰等 啟思 266.0 

3 布裕民、李孝聰等 啟思 266.0 

布裕民、李孝聰等 啟思 265.0

布裕民、李孝聰等 啟思 28.0

布裕民、李孝聰等 啟思 265.0

布裕民、李孝聰等 啟思 45.0

4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255.0 

5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255.0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251.0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63.0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31.0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251.0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31.0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55.0

6 鄧銘枝、梅維光等 中大 301.0 

7 鄧銘枝、梅維光等 中大 301.0 

待定

8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集 339.0 

9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集 339.0 

 

10 陳惠江、范殷榮等 雅集 181.0 

11 陳惠江、范殷榮等 雅集 158.5 

12 陳惠江、范殷榮等 雅集 289.5 

13 陳惠江、范殷榮等 雅集 254.5 

14 陳惠江、范殷榮等 雅集 103.5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2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A (必修部分) (2019年版)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1B (必修部分) (2019年版)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1A (必修部分) (2019年版)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C (必修部分) (2019年版)

生物：

     【重】 重印兼訂正，但可沿用原有版次之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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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與社會發展：

化學：

溫習手冊  4B

DSE及格速成班  A 冊

數學延伸部分(單元二)：

新高效數學 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下冊 (延伸部分) 2019版

新高效數學 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上冊 (延伸部分) 2019版

Advantage Learn and Practise for HKDSE Success (2nd Edition 2017)

中國語文：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一冊)(必修部分)(第二版 2014)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二冊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4)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二冊)(必修部分)(第二版 2014)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2020 年文言增潤單元一

 連 2020年文言增潤單元一 套裝

 連 2020年指定文言經典精編 套裝

    或分開購買

上水官立中學

2021-2022 年度書單

中四級

學科及課本 (適用版次)

ENGLISH：

(第二版 2014, 2019年重印兼訂正)【重】

(第二版 2014, 2019年重印兼訂正)【重】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1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B (必修部分) (2019年版)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4B (必修部分)(第二版 2014)

連 溫習手冊 4B及DSE及格速成班 A 冊 套裝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一冊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4)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4B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4)

數學：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4A (必修部分)(第二版 2014)

連 升中預習中三升中四及溫習手冊 4A  套裝

    或分開購買

溫習手冊  4A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4A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4)

升中預習中三升中四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2020 年指定文言經典精編



15 黎耀志、鄭志成、 培生香港 371.0 

邱少雄、杜家偉

16 黎耀志、鄭志成、 培生香港 129.0 

邱少雄、杜家偉

17 夏志雄 培生香港 262.0 

18 夏志雄 培生香港 262.0 

19 夏志雄 培生香港 129.0 

20 何偉健、廖翊翎 齡記 303.0 

21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379.0 

22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300.0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378.0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28.0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299.0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28.0

23 彭明輝、吳基靈、 雅集 212.0 

梁國傑

24 彭明輝、吳基靈、 雅集 212.0 

梁國傑

25 Frank Wood、 培生香港 232.0 

盧志聰

26 Frank Wood、 培生香港 277.0 

盧志聰

27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 272.0 

(V. Taylor)等

28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 242.0 

(V. Taylor)等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1 (必修部分)(2009年版)(淨書版)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C1(選修部分)(淨書版)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C2(選修部分)(淨書版)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C (選修部分)作業

資訊及通訊科技：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1 (必修部分)作業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1+ (2019年版)

旅遊與款待：

地理：

電子書卡  2 (雙語 )

  (選修部分) (第二版2014) (淨書版)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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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書版)

視覺藝術：

校本課程 (老師自行編訂教材)

校本課程 (老師自行編訂教材)

(內有地圖閱讀技能、航空照片闡釋技能及地理信息系統)(附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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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20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必修部分)(2019年版)

新世紀世界史 引言及主題甲(上)：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3+ (2019年版)

高中活學地理 1 (必修部分) (第三版2019) (套裝)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Frank Wood 財務會計 1

電子書卡  1 (雙語 )

經濟：

香港中學文憑經濟學與生活 - 微觀經濟學 1

  (必修部分) (第二版2019)

香港中學文憑經濟學與生活 - 微觀經濟學 2

  (必修部分) (第二版2019)

    或分開購買

 選自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 (www.edb.gov.hk/rtl)

(內有地圖閱讀技能、航空照片闡釋技能及地理信息系統)

高中活學地理  1 (必修部分 ) (第三版 2019)

高中活學地理 2 (必修部分)(第三版 2019)(套裝)

(內有實地考察技能) (附電子書)

高中活學地理  2 (必修部分 ) (第三版 2019) (內有實地考察技能 )

設計與應用科技：





     【重】 重印兼訂正，但可沿用原有版次之舊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