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GLISH： 編著者 出版社 價格

@#1. Longman Activate JS 1A, JS 1B (Pack) (2nd Ed.)(2012) John Potter Longman 187.0

(include Longman Activate Plus JS 1A $59.0 , JS 1B $59.0 & Sarah Rigby & 187.0

Writing Support Material JS 1A $18.0 , JS1B $18.0) Kitty Wong,Gary Harfitt

2. Longman Activate JS1A, JS1B Workbook  (2nd Ed.)(2012) Jeremy Lanaway Longman 98.0

98.0

3. Performance Plus -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1 (4th Ed.,2016) Diana Esser Pilot 160.0

(with Data File and Student CD)

4. Live English Grammar Elementary H.Q. Mitchell, MM Publication  199.0

S. Parker

中 文：

#5. 啟思中國語文(2014年第四版) 中一上、中一下 布裕民 等 啟 思 226.0

226.0

*6. 漢語成語詞典 (修訂本)(2015年1月第27次印刷) 商務印書館 58.0

中國歷史：

#7. 新簡明中國史  1 (甲部課程) 陳漢森、洪天宇 齡 記 169.5

(2013年第二版) 羅國持

8. 新簡明中國史 習作簿 1 (甲部課程) 陳漢森、洪天宇 齡 記 96.0

(2013年第二版) 羅國持

地 理：

#9. 初中活學地理 課本 1 : 善用城市空間 (2017年第二版) 葉、林、黃 牛 津 120.0

何、徐

10.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1 : 善用城市空間 (2017年第二版) 葉、林、黃 牛 津 44.0

何、徐

#11. 初中活學地理 課本  5 : 與自然災害共處 (2017年第二版) 葉、林、黃 牛 津 120.0

何、徐

12.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5 : 與自然災害共處 (2017年第二版) 葉、林、黃 牛 津 44.0

何、徐

13. Geographical Skills Handbook (Junior Forms) (Bilingual) 文達．名創教育 50.0

地理技能手冊(初中)(雙語版)(2012年第一版)

*14. Millennium School Atlas 新世紀地圖集 (5th Ed. 第五版) Ling Kee 303.0

科 學：

#15.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1A,1B (第三版) 陳惠江、陸慧英 雅 集 183.5

(2011年版,2015年重印兼訂正) 紀思輝、林敬信 183.5

16.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練習簿1A,1B 陳惠江、何松康 雅 集 55.5

(第三版)(2011年版,2015年更新版) 陸慧英、梅麗儀 55.5

紀思輝、蕭暉民

數 學：

#17. 初中數學新探索1A,1B (2013年第二版) 洪劍婷、陳浩文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6.0

(單元裝) 陳偉康、彭可兒 196.0

管進傑、鄭樹堅

盧慧心

設計與科技：

#18. 初中設計與科技 第一冊 (2004年版) 林志立、陳國和 中華科技 198.0

科技與生活：

19. 初中科技與生活(綜合版)(2017年第二版) 區、廖、溫、黃 天行教育 248.0

(本書可供初中三年使用)

賽馬會官立中學

 2017-2018 年度書單

中一(中文班)



電腦：

@20. 校本ICT 朗文初中電腦課程 課題A - 鄭志成、夏志雄 培生香港 66.0

辦公室應用軟件 (套裝)(2013年版) 關智權、陳憲華

(包括第8章 試算表(四）$21.0)

@21. 校本ICT 朗文初中電腦課程 課題B - 鄭志成、夏志雄 培生香港 66.0

多媒體製作 (套裝)(2013年版) 關智權、陳憲華

(包括第7章 互動多媒體製作 $21.0)

音 樂：

#22. 中學音樂 第一册 (2013年第二版) 香港音樂出版社 180.0

普通話：

@#23. 生活普通話 中一 (套裝)(2010年版) 張清秀、陳香花 培生香港 160.0

(包括自學光碟 $52.0及聽歌學普通話工作紙 許耀賜、劉邦平

第1、2 輯及評核篇 各$26.0)

通識教育：

*24. 雅集初中通識教育系列 今日香港2 香港政治與社會 李文杰 雅 集 82.0

(2013年版)

書單編訂日期：二零一七年六月

備註： 1. 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2. 一般來說，課本分上、下冊，上學期會使用上冊；下學期使用下冊。

3. 本書單所列價目僅作參考之用。

4. 中一同學可於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五)編班試結果公佈後，按所編入之班級，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5.「#」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6.「*」者為參考書，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7.「@」使用舊書/環保書學生可於開學後經校方集體訂購有關學材。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

  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http://www.edb.gov.hk/rtl)的【適用書目表】內。

8. R.M.A.=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重印兼訂正)

「重印兼訂正」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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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上列【適用書目表】網頁內的「勘誤表」欄查詢。



ENGLISH： 編著者 出版社 價格

@#1. Longman Activate JS 2A, JS 2B (Pack) (2nd Ed.)(2012) John Potter Longman 190.0

(include Longman Activate Plus JS 2A $59.0 , JS 2B $59.0 & Sarah Rigby & 190.0

Writing Support Material JS 2A $18.0 , JS2B $18.0) Kitty Wong,Gary Harfitt

2. Longman Activate JS2A, JS2B Workbook  (2nd Ed.)(2012) Jeremy Lanaway Longman 100.0

100.0

3. Performance Plus -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2 (4th Ed.,2016) Diana Esser Pilot 162.0

(with Data File and Student CD)

4. Live English Grammar Pre-Intermediate H.Q. Mitchell, MM Publication  207.0

S. Parker

中 文：

#5. 啟思中國語文(2014年第四版) 中二上、中二下 布裕民 等 啟 思 226.0

226.0

中國歷史：

#6. 新簡明中國史  2 (甲部課程) 陳漢森、洪天宇 齡 記 175.5

(2013年第二版) 羅國持

7. 新簡明中國史 習作簿 2 (甲部課程) 陳漢森、洪天宇 齡 記 96.0

(2013年第二版) 羅國持

地 理：

#8. 初中活學地理 課本 3 : 糧食問題 (2017年第二版) 葉、林、黃 牛 津 120.0

何、徐

9.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3 : 糧食問題 (2017年第二版) 葉、林、黃 牛 津 44.0

何、徐

#10. 初中活學地理 課本  4 : 水的煩惱 (2017年第二版) 葉、林、黃 牛 津 120.0

何、徐

11.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4 : 水的煩惱 (2017年第二版) 葉、林、黃 牛 津 44.0

何、徐

12. Geographical Skills Handbook (Junior Forms) (Bilingual) 文達．名創教育 50.0

地理技能手冊(初中)(雙語版)(2012年第一版) (舊生已備)

*13. Millennium School Atlas 新世紀地圖集 (5th Ed. 第五版) Ling Kee 303.0

(舊生已備)

科 學：

#14.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2A,2B (第三版) 陳惠江、陸慧英 雅 集 187.5

(2011年版,2015年重印兼訂正) 紀思輝、林敬信 187.5

15.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練習簿 2A,2B 陳惠江、何松康 雅 集 55.5

(第三版)(2011年版,2015年更新版) 陸慧英、梅麗儀 55.5

紀思輝、蕭暉民

數 學：

#16. 初中數學新探索2A,2B (2013年第二版) 洪劍婷、陳浩文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6.0

(單元裝) 陳偉康、彭可兒 196.0

管進傑、鄭樹堅

盧慧心

設計與科技：

#17. 初中設計與科技 第二冊 (2005年版) 林志立、陳國和 中華科技 198.0

科技與生活：

18. 初中科技與生活(綜合版)(2013年第一版) 陳、溫、黃、廖 天行教育 248.0

(舊生已備)

賽馬會官立中學

 2017-2018 年度書單

中二(中文班)



電 腦：

@19. 校本ICT 朗文初中電腦課程 課題A - 鄭志成、夏志雄 培生香港 66.0

辦公室應用軟件 (套裝)(2013年版) 關智權、陳憲華 (舊生已備)

(包括第8章 試算表(四）$21.0)

@20. 校本ICT 朗文初中電腦課程 課題B - 鄭志成、夏志雄 培生香港 66.0

多媒體製作 (套裝)(2013年版) 關智權、陳憲華 (舊生已備)

(包括第7章 互動多媒體製作 $21.0)

音 樂：

#21. 中學音樂 第二册 (2013年第二版) 香港音樂出版社 180.0

普通話：

@#22. 生活普通話 中一 (套裝)(2010年版) 張清秀、陳香花 培生香港 160.0

(包括自學光碟 $52.0及聽歌學普通話工作紙 許耀賜、劉邦平 (舊生已備)

第1、2 輯及評核篇 各$26.0)

通識教育：

*23. 新領域初中通識 (單元三) 現代中國(綜合版)                   通識教育編輯            文達．名創教育 116.0

(2015年版,2017年重印兼訂正) 委員會

書單編訂日期：二零一七年六月

備註： 1. 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2. 一般來說，課本分上、下冊，上學期會使用上冊；下學期使用下冊。

3. 本書單所列價目僅作參考之用。

4.「#」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5.「*」者為參考書，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6.「@」使用舊書/環保書學生可於開學後經校方集體訂購有關學材。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

  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http://www.edb.gov.hk/rtl)的【適用書目表】內。

7. R.M.A.=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重印兼訂正)

「重印兼訂正」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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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上列【適用書目表】網頁內的「勘誤表」欄查詢。



ENGLISH： 編著者 出版社 價格

@#1. Longman Activate JS 3A, JS 3B (Pack) (2nd Ed.)(2012) John Potter Longman 193.0

(include Longman Activate Plus JS 3A $59.0 , JS 3B $59.0 & Sarah Rigby & 193.0

Writing Support Material JS 3A $18.0 , JS3B $18.0) Kitty Wong,Gary Harfitt

2. Longman Activate JS3A, JS3B Workbook  (2nd Ed.)(2012) Katherine Hall Longman 102.0

Jeremy Lanaway 102.0

3. Performance Plus -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3 (4th Ed.,2016) Diana Esser Pilot 163.0

(with Data File and Student CD)

4. Live English Grammar Pre-Intermediate H.Q. Mitchell, MM Publication  207.0

S. Parker (舊生已備)

中 文：

#5. 啟思中國語文(2014年第四版) 中三上、中三下 布裕民等 啟 思 226.0

226.0

中國歷史：

#6. 新簡明中國史  3 (甲部課程) 陳漢森、洪天宇 齡 記 196.5

(2013年第二版) 羅國持

7. 新簡明中國史 習作簿 3 (甲部課程) 陳漢森、洪天宇 齡 記 96.0

(2013年第二版) 羅國持

地 理：

#8. 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 第 5 冊 周、麥、謝、蕭 雅 集 116.0

–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2017年版)

9. 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 第 5 冊 作業 周、麥、謝、蕭 雅 集 47.5

–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2017年版)

#10. 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 第 6 冊 周、麥、謝、蕭 雅 集 116.0

– 爭奪能源 (2017年版)

11. 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 第 6 冊 作業 周、麥、謝、蕭 雅 集 47.5

– 爭奪能源  (2017年版)

12. Geographical Skills Handbook (Junior Forms) (Bilingual) 文達．名創教育 50.0

地理技能手冊(初中)(雙語版)(2012年第一版) (舊生已備)

*13. Millennium School Atlas 新世紀地圖集 (4th Ed. 第四版) Ling Kee (舊生已備)

物 理：

#14.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1 (2015年第二版) – 熱和氣體 黃小玲、彭永聰 牛 津 183.0

(物理科)

化 學：

15.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A、1B (2014年第二版) 鄭與周、周恩輝 雅 集 89.0

等 125.0

生 物：

16. 老師編訂教材

數 學：

#17. 初中數學新探索3A,3B (2013年第二版) 洪劍婷、陳浩文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6.0

(單元裝) 陳偉康、彭可兒 196.0

管進傑、鄭樹堅

盧慧心

賽馬會官立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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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中文班)



設計與科技：

#18. 初中設計與科技第三冊 (2005年版) 林志立、陳國和 中華科技 198.0

科技與生活：

19. 初中科技與生活(綜合版)(2013年第一版) 陳、溫、黃、廖 天行教育 248.0

(舊生已備)

電 腦：

@#20. 電腦與資訊科技 (初中普通電腦課程)- 鄭志成、夏志雄 培生香港 145.0

(第二版) 基本單元 3A (套裝) CS03, IT05, IT06 杜家偉

(包括學習光碟$58.0, 新編 Flash 使用手冊 3A $36.0,

新高中銜接手冊-互聯網及其應用(加強版)

3A $36.0 及增潤科技教育學習領域課程補編 3A $36.0)

21. 電腦與資訊科技 (初中普通電腦課程)- 鄭志成、夏志雄、 培生香港 58.0

(第二版) 基本單元作業 3A 杜家偉

音 樂：

#22. 中學音樂 第三册 (2013年第二版) 香港音樂出版社 180.0

通識教育：

*23. 新領域初中通識 (單元四) : 全球化 (綜合版) 文達．名創教育 116.0

(2015年第一版,2017年重印兼訂正)

書單編訂日期：二零一七年六月

備註： 1. 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2. 一般來說，課本分上、下冊，上學期會使用上冊；下學期使用下冊。

3. 本書單所列價目僅作參考之用。

4.「#」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5.「*」者為參考書，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6.「@」使用舊書/環保書學生可於開學後經校方集體訂購有關學材。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

  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http://www.edb.gov.hk/rtl)的【適用書目表】內。

7. R.M.A.= 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重印兼訂正)

「重印兼訂正」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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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上列【適用書目表】網頁內的「勘誤表」欄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