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粉嶺官立中學 
2021/2022 學年學生用書 

中 一 級 (2021/2022) 
 Subject and Textbooks 

學科及課本 
 Authors 
作者 

Publishers 
出版社 

Term to be 
used   
使用學期 

Price 
價格($) 

A English      
1 New Treasure Plus 1A 

(With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017 2nd Ed.)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全學年 212.00 

2 Performance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1 (With Data File Book & Student CD)  
(2017 4th Ed.)  

 Diana Esser 
 

Pilo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中一、中二 172.00 

*3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5th Ed.) (Standard) 
(with DVD-ROM) (ISBN: 9789880082535) 

  Pearson 
 

初中 3學年 350.00 

4 Level Up English Bridging Exercises 
Foundation P6 to S1 

 S.C.Ip, J. Ip 
Language Consultant:  
Judith Malmsbury 

Athens  
Education 

暑假作業 
(2021年 8月) 

40.00 

B 中國語文      
5 新視野初中中國語文 中一上 (2012年版)  鄺銳強、何美玉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上學期 214.00 

6 新視野初中中國語文 中一下 (2012年版)  鄺銳強、何美玉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下學期 214.00 

7 暑期中文繽紛樂 基礎篇 (小六升中一) (2017年版)  陳志明、黃寶儀 香港教育圖書 暑假作業 
(2021年 8月) 

40.00 

C 數學      
8 初中數學與生活 1A  (單元裝)  

(2020年版) (附電子學生課本 1A 認證卡) 
 楊仲明、楊家漢、 
徐崑玉、陳國璋、 
唐鳳翔、呂文傑、 
黃美寧 

培生香港 上學期 249.00 

9 初中數學與生活 1B  (單元裝) 
(2020年版) (附電子學生課本 1B 認證卡) 

 楊仲明、楊家漢、 
徐崑玉、陳國璋、 
唐鳳翔、呂文傑、 
黃美寧 

培生香港 下學期 249.00 

D 生活與社會      
10 初中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系列 核心單元 11  
香港經濟：明智消費 (2012年版，2016年重印兼訂正) 

 林楚菊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上學期 
 

70.50 

11 探索生活與社會 - 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單元 24 
中國國民的生活 (2012年版，2021年重印兼訂正) 
 

 布森祖 名創教育 下學期 47.50 

E 中國歷史      
12 亮點中國史 1 (2020年版)  陳漢森、洪天宇、 

陳柏榮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全學年 200.00 

13 亮點中國史 1 習作簿 (2020年版) 
 

 陳漢森、洪天宇、 
陳柏榮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全學年 112.00 

       
       

F 歷史      
14 新漫遊世界史 1 上 (2020年初版)  何偉健、甘慧瑜、 

帥健僖、廖翊翊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上學期 195.00 

15 新漫遊世界史 1 下 (2020年初版)  何偉健、甘慧瑜、 
帥健僖、廖翊翊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下學期 170.00 

G 地理      
16 互動地理  C3: 糧食問題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上學期 131.50 

17 互動地理  C3: 糧食問題  習作簿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上學期 57.00 

18 互動地理  E6: 海洋有難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下學期 1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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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互動地理  E6: 海洋有難  習作簿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下學期 57.00 

20 互動地理 地圖閱讀 習作簿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初中 3學年 120.00 

H 綜合科學      
21 新編基礎科學 1A (2018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大學(中國) 
出版社有限公司 

上學期 211.00 

22 新編基礎科學 1B (2018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大學(中國) 
出版社有限公司 

下學期 211.00 

I 普通電腦 (初中課程，學生不可以用舊書。)  
23 初中電腦之旅 (校本單元版) CS01 
電腦及電腦操作的基本概念 (套裝) 
(包括課業及活動冊) / 2015, 2017(重印兼訂正)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44.50 

24 初中電腦之旅 (校本單元版) IT02&IT12 
文本和圖形的綜合使用 (套裝) 
(包括課業及活動冊) / 2015, 2017(重印兼訂正)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55.00 

25 初中電腦之旅 (校本單元版) IT05&IT15 
電腦通訊、互聯網存取及其影響 (套裝) 
(包括課業及活動冊) / 2016, 2017(重印兼訂正)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55.00 

J 普通話      
26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2019年版)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圖書 全學年 127.00 

27 教圖說好普通話 作業 中一 (2019年版)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圖書 全學年 31.00 

K 音樂      
28 音樂之旅 第 1冊 (附課業冊) (2020年第二版)  卓思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194.00 

L 家政      
29 不用購買課本，老師編製校本教材。      

 * 參考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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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官立中學 
2021/2022 學年學生用書 

中 二 級 (2021/2022) 
 Subject and Textbooks 

學科及課本 
 Authors 
作者 

Publishers 
出版社 

Term to be 
used   
使用學期 

Price 
價格($) 

A English      
1 New Treasure Plus 2A 

(With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017 2nd Ed.)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全學年 212.00 

2 Performance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1 (With Data File Book & Student CD) 
(2017 4th Ed.)  (學生在中一時已購買) 

 Diana Esser Pilo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中一、中二 172.00 

*3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5th Ed.) (Standard) 
(with DVD-Rom) (ISBN: 9789880082535) 
(學生在中一時已購買) 
 

  Pearson 
 

初中3學年 350.00 

B 中國語文      
4 新視野初中中國語文 中二上 (2012年版)  鄺銳強、何美玉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上學期 214.00 
5 新視野初中中國語文 中二下 (2012年版)  鄺銳強、何美玉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下學期 214.00 
6 暑期中文繽紛樂（第二版）(中一升中二) (2017年版)  陳志明、黃寶儀 香港教育圖書 暑假作業 

(2021年8月) 
40.00 

C 數學      
7 初中數學與生活 2A (單元裝) (2021年版)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上學期 248.00 
8 初中數學與生活 2B (單元裝) (2021年版)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下學期 248.00 

D 生活與社會      
9 初中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系列 核心單元 14 
香港經濟︰香港的勞工市場 
(2012年版，2016年重印兼訂正) 

 蘇淑貞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上學期 70.50 

10 初中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系列 核心單元 21 
香港社會政治體系：公民權責 
(2012年版，2016年重印兼訂正) 
 

 李見娣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下學期 70.50 

E 中國歷史      
11 亮點中國史 2 (2021年版)  陳漢森、洪天宇、 

陳柏榮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全學年 207.00 

12 亮點中國史 2 習作簿  (2021年版)  陳漢森、洪天宇、 
陳柏榮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全學年 118.00 

F 歷史      
13 新漫遊世界史 2上 (2021年版)  黃松照、何偉健、 

廖翊翎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上學期 195.00 

14 新漫遊世界史 2下 (2021年版)  黃松照、何偉健 
廖翊翎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下學期 180.00 

G 地理      
15 互動地理 C6: 爭奪能源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全學年 131.50 

16 互動地理 C6: 爭奪能源 習作簿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全學年 57.00 

17 互動地理 地圖閱讀 習作簿 (2017年版)   
(學生在中一時已購買)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初中 3學年 120.00 

H 綜合科學      
18 新編基礎科學 2A (2018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大學(中國) 
出版社有限公司 

上學期 211.00 

19 新編基礎科學 2B (2018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大學(中國) 
出版社有限公司 

下學期 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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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普通電腦 (初中課程，學生不可以用舊書。)     
20 初中電腦之旅 (校本單元版) CS02&CS12  
電腦系統的組成部分及電腦軟件 (套裝)  
(包括課業及活動冊) / 2015 (2016重印兼訂正)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34.50 

21 初中電腦之旅 (校本單元版) IT03&IT13  
製作試算表和圖表報告 (套裝) 
(包括課業及活動冊) / 2015 (2016重印兼訂正)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61.50 

22 初中電腦之旅 (校本單元版) IT04&IT14 
多媒體製作及演示 (套裝) 
(包括課業及活動冊) / 2015, 2016(重印兼訂正)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61.50 

23 初中電腦之旅 (校本單元版) 
PA01s Scratch 3.0 初階 / 2019 
 

 區奕如、郭志文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61.50 

J 普通話      
24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二  

(2019年版)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圖書 全學年 127.00 

25 教圖說好普通話 作業 中二 
(2019年版)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圖書 全學年 31.00 

K 音樂      
26 音樂探索 2  (2015年第二版) 

(隨書附送《單元溫習與音樂欣賞 2》小冊子) 
 香港音樂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香港音樂出版社 全學年 194.00 

L 家政      
27 不用購買課本，老師編製校本教材。      

 * 參考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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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官立中學 
2021/2022 學年學生用書 

中 三 級 (2021/2022) 
 Subject and Textbooks 
學科及課本 

 Authors 
作者 

Publishers 
出版社 

Term to be 
used   
使用學期 

Price 
價格($) 

A English      
1 New Treasure Plus 3A  

(With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017 2nd Ed.)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全學年 212.00 

2 Performance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2 (With Data File Book & Student CD) (2017 4th Ed.) 

 Diana Esser Pilo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全學年 173.00 

*3 Longman Active Study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5th Ed.) (Standard) 
(with DVD-Rom) (ISBN: 9789880082535) 
(學生在中一時已購買) 

  Pearson 
 

初中3學年 350.00 

B 中國語文      
4 新視野初中中國語文 中三上 (2012年版)  鄺銳強、何美玉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上學期 214.00 

5 新視野初中中國語文 中三下 (2012年版)  鄺銳強、何美玉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下學期 214.00 

6 暑期中文繽紛樂（第二版）(中二升中三) (2017年版)  陳志明、黃寶儀 香港教育圖書 暑假作業 
(2021年8月) 

40.00 

C 數學      
7 新世代數學 3A(附Maths iTutor 啓動編號 (ios/Android)
及暑期作業 (中二升中三))  
(套裝價) (2017年第二版) 

 黃德華、黃鳴嬋 牛津大學 上學期 251.00 

8 新世代數學 3B(附Maths iTutor 啓動編號 
 (ios/Android)) (套裝價) (2017年第二版) 
 

 黃德華、黃鳴嬋 牛津大學 下學期 251.00 

D 生活與社會      
9 初中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系列 核心單元 26 
中國的政治體系︰走向世界的中國 
(2012年版，2016年重印兼訂正) 

 林楚菊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上學期 70.50 

10 初中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系列 核心單元 20 
全球經濟︰國際間的相互依存 
(2012年版，2016年重印兼訂正) 

 陳國基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下學期 70.50 

E 中國歷史      
11 互動中國歷史 第三上冊 (2007年第三版)   梁一鳴、葉小兵、 

王耘 
文達 上學期 116.00 

12 互動中國歷史 第三下冊 (2007年第三版)  梁一鳴、葉小兵、 
王耘 

文達 下學期 116.00 

13 互動中國歷史 作業 3上 (第三版)  梁一鳴、葉小兵、 
王耘 

文達 上學期 66.00 

14 互動中國歷史 作業 3下 (第三版) 
 

 梁一鳴、葉小兵、 
王耘 

文達 下學期 66.00 

F 歷史     
15 漫遊世界史 三上 (2010年第二版)  郭達亮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全學年 176.50 

G 地理      
16 互動地理 C2: 與自然災害共處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上學期 131.50 

17 互動地理 C2: 與自然災害共處 習作簿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上學期 57.00 

18 互動地理 C4: 水的煩惱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下學期 1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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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互動地理 C4: 水的煩惱 習作簿 (2017年版)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下學期 
 

57.00 

20 互動地理 地圖閱讀 習作簿 
(2017年版)  (學生在中一時已購買) 
 

 周玉蓮、麥家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初中3學年 120.00 

H 綜合科學      

21 新編基礎科學 3A (2018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大學(中國) 
出版社有限公司 

全學年 131.00 

22 新編基礎科學 3B (2018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大學(中國) 
出版社有限公司 

全學年 131.00 

23 新編基礎科學 3C (2018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大學(中國) 
出版社有限公司 

全學年 131.00 

I 普通電腦 (初中課程，學生不可以用舊書。)     
24 初中電腦之旅（校本單元版） 

CS03&CS13 電腦系統、網絡及資訊系統 
(套裝) (包括課業及活動冊) / 2016,  
2017(重印兼訂正)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53.00 

25 初中電腦之旅（校本單元版 
IT06&IT16 使用及處理數據庫 
(套裝) (包括課業及活動冊) / 2016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全學年 61.50 

J 普通話      
26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三 (2019年版)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圖書 

全學年 
127.00 

27 教圖說好普通話 作業 中三 (2019年版)  初中普通話 
編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圖書 
全學年 

31.00 

K 音樂      
28 音樂探索 3 (2015年第二版) 

(隨書附送《單元溫習與音樂欣賞 3》小冊子) 
 

 香港音樂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香港音樂出版社 全學年 194.00 

L 商業      
29 不用購買課本，老師編製校本教材。      

       
 * 參考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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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官立中學 
2021/2022 學年學生用書 

中 四 級 (2021/2022) 
 Subject and Textbooks 

學科及課本 
 Authors 

作者 
Publishers 
出版社 

Term to be 
used   
使用學期 

Price 
價格($) 

A English (必修)      
1 Advantage (With Vocabulary Book) 

(2017 2nd Ed.) 
 Maureen Bushell, 

Ravin Daswani,  
Joanne Claire Kent, 
Jennifer Neale,  
Mable Wo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高中3學年 329.00 

2 Collins Cobuild Student’s Grammar  
學生英語語法 (附練習答案) 

 Jenny Watson,  
Dave Willis  

商務印書館 全學年 85.00 

*3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English-Chinese) (5th Ed.) (Standard) 
(ISBN: 9789882432062) 

  Pearson 高中3學年 482.00 

B 中國語文 (必修)      
4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版) 第一冊  

(2015年版) 
 鄺銳強、林潔明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上學期 236.00 

5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版) 第二冊  
(2015年版) 

 鄺銳強、林潔明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下學期 236.00 

6 暑期中文繽紛樂（第二版）(中三升中四)  
(2017年版) 

 陳志明、黃寶儀 香港教育圖書 暑假作業 
(2021年8月) 

40.00 

C 數學 (必修)      
7 新世代數學 4A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9年重印兼訂正) (附DSE升級訓練手冊) 
 梁貫成、王志新等 牛津大學 上學期 259.00 

8 新世代數學 4B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9年重印兼訂正) (附DSE升級訓練手冊) 
 

 梁貫成、王志新等 牛津大學 下學期 259.00 

D 公民與社會發展 (必修)      
9 開學後學校安排集體訂購。 

 
     

E 中國歷史 (選修)      

10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 第一冊  杜振醉、梁國雄、 
區達仁、胡志偉、 
李家駒、許振隆、 
甄錦棠、區志堅 

香港教育圖書 上學期 166.00 

11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 第二冊  杜振醉、梁國雄、 
區達仁、胡志偉、 
李家駒、許振隆、 
甄錦棠、區志堅 

香港教育圖書 上學期 183.00 

12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 第三冊  杜振醉、梁國雄、 
區達仁、胡志偉、 
李家駒、許振隆、 
甄錦棠、區志堅 

香港教育圖書 下學期 169.00 

F 歷史 (選修)      

13 新世紀世界史 主題乙︰20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必修部分) (2019年版) 
 

 何偉健、廖翊翎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全學年 324.00 

G 經濟 (選修)      
14 新簡明經濟學 4上 (2014年版)  陳志文、郭偉強 香港教育圖書 上學期 242.00 

15 新簡明經濟學 4下 (2014年版)  陳志文、郭偉強 香港教育圖書 下學期 2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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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數學單元二 (選修)      
16 新高效數學 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上冊 

(2019年版) (附學生資源套 上冊) 
 盧帝恩、盧賢巨、 

譚志輝、梅維光、 
鄧銘枝 

中大 全學年 307.00 

I 物理 (選修)      
17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1 熱和氣體 (必修部分) 

(2015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2020) (附 DSE 便利筆記 1)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大學 全學年 204.00 

1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2 力和運動 (必修部分) 
(2015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2020) (附 DSE 便利筆記 2)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大學 全學年  389.00 

19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 波動 I (必修部分) 
(2015 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 便利筆記 3A)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大學 全學年  159.00 

J 化學 (選修)      
20 達思化學 1B 第2章 微觀世界 I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上學期 136.50 
21 達思化學 1C 第3章 金屬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上學期 113.00 
22 達思化學 2A 第4章 酸和鹽基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下學期 145.00 
23 達思化學 2B 第5章 氧化還原反應、化學電池和電解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下學期 164.50 

K 生物 (選修)      

24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1A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全學年 181.00 

25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1B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全學年 158.50 

26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A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全學年 289.50 

27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B 
(2019 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全學年 254.50 

L 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      
28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1 (必修部分) 

(2009 年版) (附考試解讀 1 修訂版、文憑試 
實用手冊 1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1 網上更新) 

 鄭志成、黎耀志、 
邱少雄、杜家偉 

培生香港 全學年 379.00 

29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2 (必修部分) 
(2009 年版) (附考試解讀 2 修訂版、文憑試 
實用手冊 2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2 網上更新) 

 鄭志成、黎耀志、 
邱少雄、杜家偉 

培生香港 全學年 379.00 

M 旅遊與款待 (選修)     
30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1+ (2019年版)  周志泉、温泰來、 

黃玉麒、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全學年 272.00 

N 設計與應用科技 (選修)      
 不用購買課本，老師編製校本教材。 

 
     

O 視覺藝術 (選修)      

 不用購買課本，老師編製校本教材。 
 

     

P 地理 (選修)      
 本年度本科不開辦 

 
     

Q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選修) 
 
 

本年度本科不開辦 

* 參考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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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官立中學 
2021/2022 學年學生用書 

中 五 級 (2021/2022) 
 Subject and Textbooks 
學科及課本 

 Authors 
作者 

Publishers 
出版社 

Term to be used   
使用學期 

Price 
價格($) 

A English (必修)      
1. Advantage (With Vocabulary Book) 

(2017 2nd Ed.) 
(學生在中四時已購買) 

 Maureen Bushell, Ravin 
Daswani, Joanne Claire 
Kent,  
Jennifer Neale, Mable 
Wo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高中3學年 329.00 

*2.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English-Chinese) (5th Ed.) (Standard) 
(ISBN: 9789882432062)  
(學生在中四時已購買) 
 

  Pearson 高中3學年 482.00 

B 中國語文 (必修)      
3.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版) 第三冊  

(2016年版) 
 鄺銳強、林潔明 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上學期 236.00 

4.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版) 第四冊 
(2016年版) 

 鄺銳強、林潔明 等 香港教育圖書 下學期 236.00 

5.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選修單元(三)  
小說與文化(一) 中國傳統小說 (2009年版) 

 張圭陽、朱國輝 香港教育圖書 上學期 109.00 

6.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選修單元(五) 
文化專題探討(一) 倫理道德觀 (第二版) (2013年版) 
 

 鄺銳強、文英玲、 
林潔明 

香港教育圖書 下學期 109.00 

C 數學 (必修)      
7. 新世代數學 5A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9年重印兼訂正) 
 梁貫成、王志新、 
孔富賢、尹鋈鴻、 
黃德華、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大學 上學期 258.00 

8. 新世代數學 5B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9年重印兼訂正) 

 梁貫成、王志新、 
孔富賢、尹鋈鴻、 
黃德華、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大學 下學期 258.00 

D 通識教育 (必修)      
9. 新視野通識教育 現代中國 (綜合四版) 

(2020年修訂版) 
 

 潘萱蔚 香港教育圖書 全學年 273.00 

E 中國歷史 (選修)      
10.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版) 必修 第四冊 

(學生在中四時已購買) 
 杜振醉、梁國雄、 
區達仁、胡志偉、 
李家駒、許振隆、 
甄錦棠、區志堅 

香港教育圖書 全學年 164.00 

F 地理 (選修)      
11. 香港中學文憑 新互動地理 C3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 (2014年版) 

 周玉蓮、麥嘉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上學期 
  

140.00 

12. 香港中學文憑 新互動地理 C4 
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2014年版) 

 周玉蓮、麥嘉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上學期 140.00 

13. 香港中學文憑 新互動地理 C5 
對抗飢荒-科技是否解決糧食缺的靈丹妙藥? 
(2014年版) 

 周玉蓮、麥嘉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下學期 140.00 

14. 高中地理 考察與評估練習 2023 
(適用於 2023年香港中學文憑試) 

 葉劍威、林智中、 
施明輝、楊錦泉、 
徐秀銀、何秀紅 

牛津 下學期 173.00 

       
       
       
       

1 



G 經濟 (選修)      
15.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經濟學 1   

(2019年第二版)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上學期 212.00 

16. 香港中學文憑 經濟學與生活 宏觀經濟學 2   
(2019年第二版) 
 

 彭明輝、吳基靈、 
梁國傑 

雅集 下學期 212.00 

H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選修)      
17.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4中 會計–財務會計 

(選修單元一) (附配合新《公司條例》課文補編) 
(2014年第二版) 

 何健偉、徐首忠 導師 上學期 225.00 

18.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4下 會計–成本會計 
(選修單元二) (2014年第二版) 
 

 李德明、何健偉、 
徐首忠 

導師 下學期 190.00 

I 數學單元二 (選修)      
19. 新高效數學 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上冊 

(2019年版) (附學生資源套 上冊) 
 盧帝恩、盧賢巨、 
譚志輝、梅維光、 
鄧銘枝 

中大 全學年 307.00 

20. 新高效數學 單元二 代數與微積分 下冊 
(2019年版) (附學生資源套 下冊) 

 盧帝恩、盧賢巨、 
譚志輝、梅維光、 
鄧銘枝 

中大 全學年 307.00 

J 物理 (選修)     
21.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B 波動 II (必修部分) (2015年

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便利筆記 3B)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大學 全學年 222.00 

22.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4 電和磁 (必修部分) (2015年第
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便利筆記 4)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大學 全學年  317.00 

K 化學 (選修)     
23. 達思化學 2C 第6章 微觀世界 II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上學期 75.50 

24. 達思化學 3A 第7章 化石燃料和碳化合物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上學期 150.00 

25. 達思化學 3B 第8章 碳化合物的化學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上學期 269.00 

26. 達思化學 3C 第9章 化學反應和能量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下學期 113.00 

27. 達思化學 4A 第10章 反應速率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下學期 104.00 

28. 達思化學 4B 第11章 化學平衡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下學期 97.50 

29. 達思化學 5 第12章 化學世界中的規律 (2019年版)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下學期 78.00 

L 生物 (選修)      
30.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2C 

(2019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全學年 103.50 

31.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3  
(2019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全學年 117.00 

32.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4 
(2019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全學年           175.00 

M 旅遊與款待 (選修)      
33.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2+ (2019年版)  周志泉、温泰來、 

黃玉麒、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出版 
有限公司 

全學年 272.00 

34.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3+ (2019年版) 
 

 周志泉、温泰來、 
黃玉麒、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出版 
有限公司 

下學期 242.00 

N 設計與應用科技 (選修) 及  O  視覺藝術 (選修)     
 不用購買課本，老師編製校本教材。 

 
    

P 歷史 (選修) 及  Q  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        
 本年度本科不開辦 
 * 參考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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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官立中學 
2021/2022 學年學生用書 

中 六 級 (2021/2022) 
 Subject and Textbooks 
學科及課本 

 Authors 
作者 

Publishers 
出版社 

Term to be used  
使用學期 

Price 
價格($) 

A English (必修)      
1 Developing Skills for HKDSE – All-in-One Practice 

Vol. 2 (2019 Ed.) 
 

 M. Yuen, F.P. Bentley Aristo 全學年 222.00 

*2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English-Chinese) (5th Ed.) (Standard) with DVD-ROM 
(學生在中四時已購買) 
 

  Pearson 
 

高中3學年 482.00 

B 中國語文 (必修)      
3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四冊 

(2016年第二版)  (學生在中五時已購買) 
 

 鄺銳強、林潔明等 香港教育圖書 全學年 236.00 

C 數學 (必修)      
4 新世代數學 6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9年重印兼訂正) 
 梁貫成、王志新、 
孔富賢、尹鋈鴻、 
黄德華、丁偉良、 
岑詩韻 

牛津大學 全學年 259.00 

D 通識教育 (必修)      
5 現代高中通識教育 單元四 全球化 

(第二版) (2020年修訂版) 
 黃昌榮、李偉才等 現代教育 全學年 236.00 

6 新領域高中通識 單元五 公共衛生 
(第三版) (重印兼訂正) (2020年修訂版) 

 白文剛、屈亮明等 文達名創 全學年 232.00 

E 地理 (選修)      
7 香港中學文憑 新互動地理 C6 消失中的綠色樹冠 

(必修部分) (2014年版) 
 周玉蓮、麥嘉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全學年 140.00 

8 香港中學文憑 新互動地理 C7 全球增溫 
(必修部分) (2014年版) 
 

 周玉蓮、麥嘉斌、 
蕭偉樂、謝萃輝 

雅集 全學年 140.00 

F 經濟 (選修)      
9 不用購買課本，老師編製校本教材。      

G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選修)      
10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第1冊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必修部分) (2014年第二版) 

 何健偉、徐首忠 導師出版社 全學年 222.00 

11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第3冊 基礎個人理財 
(必修部分) (2014年第二版) 
 

 何健偉、徐首忠 導師出版社 全學年 166.00 

H 物理 (選修)     
12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5 放射現象和核能  

(必修部分) (2016年第二版) (重印兼訂正 2020) 
(附 DSE便利筆記 5)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大學 全學年 1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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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小玲、彭永聰、 
李浩然、林兆斌 

牛津大學 全學年 195.00 

14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E4 醫學物理學 
(選修部分) (2016年第二版) 

 安邦、李艷萍、 
區皓智 

牛津大學 全學年 195.00 

I 化學 (選修)       
15 達思化學 6 第13章 工業化學 (選修部分)  

(2019年重印兼訂正)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全學年 167.00 

16 達思化學 7 第14章 物料化學 (選修部分)  
(2019年重印兼訂正) 

 鍾皓湄 精工出版社 全學年 155.00 

       
       

1 



J 生物 (選修)      
17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5 (2019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全學年 170.50 

18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6 (2019年版)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全學年 170.50 

K 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      
19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3 (必修部分) 

(2009年版)(附考試解讀 3 修訂版、文憑試實用手冊 
3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3 網上更新)  
(學生在中五時已購買) 
 

 鄭志成、黎耀志、 
邱少雄、杜家偉 

培生香港 全學年 311.00 

20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A1 數據庫 
(選修部分) (2010年版) 
(附校本評核解讀第 1冊 修訂版) 
(學生在中五時已購買) 
 

 鄭志成、黎耀志、 
邱少雄、杜家偉 

培生香港 全學年 236.00 

21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A2 數據庫 
(選修部分) (2010年版) 
(附校本評核解讀第 2冊 修訂版)  
(學生在中五時已購買) 
 

 鄭志成、黎耀志、 
邱少雄、杜家偉 

培生香港 全學年 236.00 

L 旅遊與款待 (選修)      
22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4+ (2019年版)  周志泉、温泰來 

(Vanetta Taylor)、 
黃玉麒、彭志榮、 
林萬寬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全學年 242.00 

M 中國歷史 (選修)      
23 不用購買課本，老師編製校本教材。      

N 設計與應用科技 (選修)      
24 不用購買課本，老師編製校本教材。      

O 歷史 (選修)      
 本年度本科不開辦 

P 視覺藝術 (選修)      
 本年度本科不開辦      

 *  參考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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