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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圖書館 (3/F)  Library  

 

收集舊書  Used Book Collect 

日期: 23/6/2014 

        24/6/2014 

時間: 12:45 p.m. – 1:45 p.m. 

 

售賣售書 Used Book Selling 

中一       S1   ：   13/7/2014 (SUN)  

中二至中六 S2-S6：   16/7/2014 (WED)  

1:30 p.m. - 3: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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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三中學 
家長教師會  主辦 

學校圖書館組  協辦 
二零一三年至二零一四年度舊書寄賣服務 

可寄賣書單(14-15學年度適用)  
The Book List of Used Book Selling 

SECONDARY ONE 中一中一中一中一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原價 最高訂價 

1. Longman Activate JS 1A 
(2nd Edition) 
(with Longman Activate JS1A Plus) 

Gary Harfitt,  
John Potter, 
Sarah Rigby,  
Kitty Wong 

Longman $162 $81 

2. Ten ‘Must-Read’ Classic Stories  
(Level 1) 

Deborah Debes 
Laura Leung 

Witman $66 $33 

3. Longman Elect JS 1A  
(2nd Edition)   
(with Longman Elect JS1A Plus) 

Gary Harfitt,  
John Potter,  
Sarah Rigby,  
Kitty Wong 

Longman $162 $81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4. 初中中國語文﹝中一﹞﹝上﹞ 

﹝2008 年版﹞ 

鄺銳強、李貴生 
梁建業、陳美芝 

商務印書

館 
$181 $91 

5. 初中中國語文﹝中一﹞﹝下﹞ 

﹝2008 年版﹞ 

鄺銳強、李貴生 
梁建業、陳美芝 

商務印書

館 
$181 $91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9999 及及及及 10 10 10 10 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 ) ) ) 只供數學只供數學只供數學只供數學((((中文組中文組中文組中文組))))同學購買同學購買同學購買同學購買    

9. 數學與生活 1A [傳統釘裝版] 
﹝2009年第二版﹞ 
 

文炳輝、楊仲明 
郭宇輝、張興仁 
楊家漢 

朗 文 香 港

教育 
$181 $91 

10. 數學與生活 1B [傳統釘裝版] 
﹝2009年第二版﹞ 
 

文炳輝、楊仲明 
郭宇輝、張興仁 
楊家漢 

朗 文 香 港

教育 
$181 $91 

11111111 及及及及 12121212 項項數學課本項項數學課本項項數學課本項項數學課本((((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 ) ) ) 只供數學只供數學只供數學只供數學((((英文組英文組英文組英文組))))同學購買同學購買同學購買同學購買 
11

. 
Mathematics in Action Book 1A   
﹝Second Edition﹞ 

P F Man 
C M Yeung 
K H Yeung  
Y F Kwok  
H Y Cheung 

Longman $181 $91 

12
. 
Mathematics in Action Book 1B 
﹝Second Edition﹞ 

P F Man  
C M Yeung 
K H Yeung  
Y F Kwok  
H Y Cheung 

Longman $181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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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價 最高訂價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13
. 

最新綜合科學—邁進 21 世紀 1A 
﹝2011 年第三版﹞ 

陳惠江、陸慧英 

鄺兆榮 
雅集 $146 $73 

14
. 

最新綜合科學—邁進 21 世紀 1B 
﹝2011 年第三版) 

陳惠江、陸慧英 

鄺兆榮 
雅集 $146 $73 

15 至至至至 16 項科學課本項科學課本項科學課本項科學課本 (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 只供中一甲班同學購買只供中一甲班同學購買只供中一甲班同學購買只供中一甲班同學購買 

15
.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1A (3rd 
Edition) (with Student's CD-Rom & 
Answer Book)  

W.K. Chan, 
A.Kai, K.S. 
Lam 

Aristo  $146 $73 

16
.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1B (3rd 
Edition) (with Answer Book)  

W.K. Chan, 
A.Kai, K.S. 
Lam 

Aristo  $146 $73 

中中中中國歷史國歷史國歷史國歷史：：：： 

17 互動中國歷史 (第一冊) (第三版) 

(附書附送光碟 1) 

梁一鳴、葉小

兵、王耘 
文達 $178 $89 

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18181818 至至至至 20202020 項通識課本項通識課本項通識課本項通識課本    ((((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 ) ) ) 供非中一甲班供非中一甲班供非中一甲班供非中一甲班 L1L1L1L1 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    

18.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單元 13 

香港經濟：香港的經濟表現 

( 2012 年版 ) 

林楚菊、陳煥基 齡記 $57 $29 

19.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單元 14 

香港經濟：香港的勞工市場 

( 2012 年版 ) 

林楚菊、陳煥基 齡記 $57 $29 

20.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單元 21 

香港社會政治體系：公民權責 

( 2012 年版 ) 

林楚菊、陳煥基 齡記 $57 $29 

21 至至至至 24 項通識課本項通識課本項通識課本項通識課本 (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 只供中一甲班只供中一甲班只供中一甲班只供中一甲班 L1 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 
21

. 
New Century Life and Society 
Module 1  
Personal growth (1) (2012) 

Chan Woon 
Kei 

Ling Kee $57 $29 

22
. 
New Century Life and Society 
Module 13  
Economy of Hong Kong: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Hong Kong (2012) 

Chan Woon 
Kei 

Ling Kee $57 $29 

23
. 
New Century Life and Society 
Module 14 
Economy of Hong Kong: Labour 
market of Hong Kong (2012) 
 

So Shuk Ching Ling Kee $57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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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24
. 
New Century Life and Society 
Module 21 
Socio-political system of Hong 
Kong: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citizens (2012) 

Lee Kin Tai Ling Kee $57 $29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 
25

. 
說好普通話（第二版）中一 核心

單元（附學生自學光碟） 
（2008年第二版） 

初中普通話編

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9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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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TWO 中中中中二二二二 
                  

                原價 最高訂價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1 至至至至 2 項英文課本項英文課本項英文課本項英文課本 供非中供非中供非中供非中二甲二甲二甲二甲 E1 班同學購買班同學購買班同學購買班同學購買 
1. Longman Activate JS 2A  

(2nd Edition)  
(with Longman Activate  
JS 2A Plus) 

Gary Harfitt,  
John Potter, 
Sarah Rigby,  
Kitty Wong 

Longman $165 $83 

2. Ten ‘Must-Read’ Classic Stories 
(Level 2) 

C. Cherry 
L. Leung 

Witman $66 $33 

      
 *3 項英文課本 只供中二甲 E1 班同學購買 

3. Longman Elect JS 2A  
(2nd Edition) 
(with Longman Elect JS 2A Plus) 

Gary Harfitt,  
John Potter, 
Sarah Rigby, 
Kitty Wong 

Longman $165 $83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4. 初中中國語文 (中二) (上)  

(附實用語境單元中二及 

學習光碟中二) (2008) 

鄺銳強、李貴生 
梁建業、陳美芝 
鄺嬡萍、伍嘉儀 

商務印書館 $181 $91 

5. 初中中國語文 (中二) (下) (2008) 鄺銳強、李貴生 
梁建業、陳美芝 
鄺嬡萍、伍嘉儀 

商務印書館 $181 $91 

 9.及 10.項數學課本 (英文版) 只供非中二甲班同學購買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6.及及及及 7.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 (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 供非中二甲班同學購買供非中二甲班同學購買供非中二甲班同學購買供非中二甲班同學購買 
6. 數學與生活 2A (第二版) 

(附學習光碟 2A,  
溫習手冊 (增潤版) 2A 及 
補充練習 2A) 
[傳統釘裝版] 

文炳輝、楊仲明 
郭宇輝、張興仁 
楊家漢 

朗文 $190 $95 

@ 
7. 

數學與生活 2B (第二版) 
(附學習光碟 2B,  
溫習手冊 (增潤版) 2B 及 
補充練習 2B) 
[傳統釘裝版] 

文炳輝、楊仲明 
郭宇輝、張興仁

楊家漢 

朗文 $19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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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8.及及及及 10.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 (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 只供中二甲班同學購買只供中二甲班同學購買只供中二甲班同學購買只供中二甲班同學購買 

8. Mathematics in Action Book 2A  
(Second Edition) 
(With Learning CD-ROM 2A, 
Revision Handbook   
(Enhanced Version) 2A & 
Supplementary Exercise 2A) 

P F Man 
C M Yeung 
K H Yeung  
Y F Kwok  
H Y Cheung 

Longman $190 $95 

9. Mathematics in Action Book 2B  
(Second Edition) 
(With Learning CD-ROM 2B, 
Revision Handbook  (Enhanced 
Version) 2B &  
Supplementary Exercise 2B) 

P F Man  
C M Yeung 
K H Yeung  
Y F Kwok  
H Y Cheung 

Longman $190 $95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10*10*10*10----11111111 項科學課本項科學課本項科學課本項科學課本((((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供非中二甲班供非中二甲班供非中二甲班供非中二甲班 S1S1S1S1 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 

10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 21 世紀 2A 

(附送學生光碟及答題簿)  

(2012 年第三版) 

陳惠江、紀思輝 
林敬信 

雅集 $157 $79 

11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 21世紀 2B 
(附送學生光碟及答題簿) (2012年

第三版) 

陳惠江、紀思輝 
林敬信 

雅集 $157 $79 

*12*12*12*12----13131313 項科學課本項科學課本項科學課本項科學課本((((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供非中二甲班供非中二甲班供非中二甲班供非中二甲班 S1S1S1S1 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 
12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2A (3rd Edition)  

(with Student's DVD-Rom & Answer 

Book) 

W.K. Chan,  

A. Kai, 

K.S. Lam 

Aristo $157 $79 

13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2B (3rd Edition)  

(with Student's DVD-Rom & Answer 

Book) 

W.K. Chan,  

A. Kai, 

K.S. Lam 

Aristo  $157 $79 

      
 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     

14
. 

互動中國歷史  第二冊  
(第三版) (附送學習光碟 2) 

梁一鳴、葉小兵 文達 $182 $91 

      
      
  
 
 
 

    



 
7

       原價 最高訂價 
 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15 至 17 項通識課本(中文版)供非中二甲班 L1 組同學購買 

15
.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七 個人與群性發展：知

情識性(二)   
(2012年版) 

林楚菊  
陳煥基等 

齡記 $57 $29 

16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十五  
中國經濟：中國的經濟概況  
(2012年版) 

林楚菊  
陳煥基等 

齡記 $57. $29 

17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二十五  
中國社會政治體系：中國政制

(2012年版) 

林楚菊  
陳煥基等 

齡記 $57 $29 

 *18 至 20 項通識課本(英文版)供中二甲班 L1 組同學購買 
18
. 

New Century Life and Society 
Core Module 7  
Personal & social development: Sex 
and sexuality (II) (2012) 

Lam Chor 
Kok , 
Chan Woon 
Kei 

Ling Kee $57 $29 

19 New Century Life and Society 
Core Module 15  
Economy of our country : 
An overview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012) 

Lam Chor 
Kok , 
Chan Woon 
Kei 

Ling Kee $57 $29 

20 New Century Life and Society 
Core Module 25  
Socio-political system of our 
country :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2012) 

Lam Chor 
Kok , 
Chan Woon 
Kei 

Ling Kee $57 $29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     
22 說好普通話（第二版）中二 核心

單元（附學生自學光碟） 

（2008 年第二版） 

初中普通話編

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圖

書 
$10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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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THREE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原價 最高訂價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1 項英文課本項英文課本項英文課本項英文課本 供非中三甲供非中三甲供非中三甲供非中三甲 E1 班同學購買班同學購買班同學購買班同學購買 
1. Ten ‘Must-Read’ Classic Stories 

(Level 3)  
L Leung, J Ash Witman $66 $33 

2 項英文課本項英文課本項英文課本項英文課本 只供中三甲只供中三甲只供中三甲只供中三甲 E1 班同學購買班同學購買班同學購買班同學購買 
2. Longman Elect JS 3A  

(2nd Edition)  
(with Longman Elect JS 3A Plus) 

Gary Harfitt , 
John Potter , 
Sarah Rigby , 
Kitty Wong 

Longman $168 $84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3.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三) (上) 

(附實用語境單元 中三及 
學習光碟 中三) (2008) 

鄺銳強 李貴生 
梁建業 陳美芝 
鄺嬡萍 伍嘉儀 

商務印書

館 
$181 $91 

4.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三) (下) (2008) 鄺銳強 李貴生 
梁建業 陳美芝 
鄺嬡萍 伍嘉儀 

商務印書

館 
$181 $91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5 至至至至 6 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供非中三甲班同學購買供非中三甲班同學購買供非中三甲班同學購買供非中三甲班同學購買 

5. 數學與生活 3A (第二版) 
(附學習光碟 3A,  
溫習手冊 3A 及 補充練習 3A)  
[傳統釘裝版] 

文炳輝、楊仲明

郭宇輝、張興仁

楊家漢 

朗文 $192 $96 

6. 數學與生活 3B(第二版) 
(附學習光碟 3B,  
溫習手冊 3B 及補充練習 3B)  
[傳統釘裝版] 

文炳輝、楊仲明

郭宇輝、張興仁

楊家漢 

朗文 $192 $96 

7 至至至至 8 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項數學課本(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英文版)供中三甲班同學購買供中三甲班同學購買供中三甲班同學購買供中三甲班同學購買 
7 Mathematics in Action Book 3A   

(Second Edition) 
(With Learning CD-ROM 3A, 
Revision Handbook 3A & 
Supplementary Exercise 3A) 

P F Man 
C M Yeung 
K H Yeung  
Y F Yeung 
H Y Cheung 

Longman $192 $96 

8 Mathematics in Action Book 3B 
(Second Edition) 
(With Learning CD-ROM 3B,  
Revision Handbook 3B & 
Supplementary Exercise 3B) 
 

P F Man 
C M Yeung 
K H Yeung  
Y F Yeung 
H Y Cheung 

Longman $192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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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綜合科學：：：： 

9 至至至至 11 項綜合科學課本項綜合科學課本項綜合科學課本項綜合科學課本(中中中中文版文版文版文版) 供供供供非非非非中三甲班中三甲班中三甲班中三甲班 S1 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 
9.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 21世紀 3A 

(2013年第三版)  
(附送學生光碟及答題簿) 

陳惠江 陸慧英  
紀思輝 林敬信 
周恩輝 

雅集 $107 $54 

10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A  
(地球) (2009年版) 

鄭與周 周恩輝  
紀思輝 黎國鍵  
黃泳軒 

雅集 $75 $38 

11. 最新綜合科學— 邁進 21世紀 3C 
(2013年第三版) 
(附送學生光碟及答題簿) 

陳惠江 許遠光 
陸慧英 鄺兆榮 
區明德 

雅集 $107 $54 

12 至至至至 14 項綜合科學課本項綜合科學課本項綜合科學課本項綜合科學課本(英英英英文版文版文版文版) 只只只只供中三甲班供中三甲班供中三甲班供中三甲班 S1 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組同學購買 

12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3A (3rd Edition 
2013) 
(with Student’s DVD-Rom & 
Answer Book) (2013 Ed.) 

W. K. Chan,  
W. Y. Luk, 
A. Kai, 
K. S. Lam,  
Y. F. Chow 

Aristo $107 $54 

13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Book 1A (Planet Earth) 
(2009 Edition) 

E. Cheng,  
J. Chow,  
A. Kai,  
K. K. Lai,  
W. H. Wong 
Y. F. Chow 

Aristo $76 $39 

14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3C  (3rd 
Edition 2013) 
(with Student’s DVD-Rom & 
Answer Book) (2013 Ed.) 

W.K. Chan,  
W.Y. Luk, 
A. Kai,  
K. S. Lam,  
Y. F. Chow 

Aristo $107 $54 

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 

15 互動中國歷史  三上﹝第三版﹞ 

(附送學習光碟 3 上) 

梁一鳴、葉小兵 
王耘 

文達 $96 $48 

16 互動中國歷史  三下﹝第三版﹞ 

(附送學習光碟 3 下) 

梁一鳴、葉小兵 
王耘 

文達 $96 $48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17 初中活學地理 1 善用城市空間 

(2012)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李安妮 

牛津 $102 $51 

18 初中活學地理 5 與自然災害共處 
(2012)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李安妮 

牛津 $102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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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19 袖珍世界地圖集﹝2012年第五

版﹞ 
 齡記 $255 $128 

 Items 20-22 are to be purchased only by Foreign Students   
20 Junior Secondary Exploring 

Geography 1.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2012 Ed.) 

Ip Kim Wai,  
Lam Chi 
Chung, Wong 
Kam Fai, Anne 
Lee 

Oxford $102 $51 

21 Junior Secondary Exploring 
Geography 5.  
Living with natural hazards (2012 
Ed.) 

Ip Kim Wai,  
Lam Chi 
Chung, Wong 
Kam Fai, Anne 
Lee 

Oxford $102 $51 

22 Millennium School Altas (4 Ed.) 
(Fourth Edition) 

 Ling Kee $260 $130 

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普通話：：：： 
 說好普通話 中三：核心單元 

(2008年第二版) (附學習材料) 
初中普通話編

寫委員會 

香港教育

圖書 
$101 $51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供學生選修供學生選修供學生選修供學生選修﹞﹞﹞﹞   
 

23 視覺藝術﹝3﹞版畫﹝2006 年版﹞ 李桂芳 精工出版

社 
$45 $23 

24 視覺藝術﹝4﹞平面設計 

﹝2006 年版﹞ 
李桂芳 精工出版

社 
$45 $23 

Items 25-26 are to be purchased only by Foreign Students 
25 Visual Arts Bk 3  

Gem on Paper – Printmaking 
(2006) 

Lee Kwai Fong Jing Kung $45 $23 

26 Visual Arts Bk 4  
Design for Success – Graphic 
Design (2006) 

Lee Kwai Fong Jing Kung $4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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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FOUR 中四中四中四中四 

 
            原價 最高訂價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1. Performance Plus for the 

HKDSE Book 4 Paper 2 Writing 
(1st 2009 Ed.) 

Esser  Pilot  $135 $68 

2.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English-Chinese)  
(3th Ed.) (Pocket) 

 Longman $368 $184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3.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一冊) 
﹝附學習材料﹞(2009) 

鄺銳強、林潔明 
阮穎茵、李潔明 
朱國輝、陳淑貞 
杜若鴻 

香港教育

圖書 
$193 $97 

4.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二冊) 
﹝附學習材料﹞(2009) 

鄺銳強、林潔明 
阮穎茵、李潔明 
朱國輝、陳淑貞 
杜若鴻 

香港教育

圖書 
$193 $97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5-6 項項項項數學課本數學課本數學課本數學課本(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中文版) 只只只只供數學供數學供數學供數學(中文組中文組中文組中文組)同學購買同學購買同學購買同學購買 

5. 香港中學文憑活用數學 (必修

部份) 4A (附溫習指引 4A)  
[傳統釘裝版] (2013) 

楊仲明 楊家漢 
陳國璋 李家儀 
程永健 呂文傑 

培生 $207 $104 

6. 香港中學文憑活用數學 (必修

部份) 4B (附溫習指引 4B) 
[傳統釘裝版] (2013) 

楊仲明 楊家漢 
陳國璋 李家儀 
程永健 呂文傑 

培生 $207 $104 

Items 7-8 are to be purchased only by students of Group E1 in F.3A 
7. HKDSE Mastering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4A  
(with Revision Guide 4A) 
(Tradition Binding) (2013) 

CM Yeung,  
KH Yeung,  
KC Chan,  
KY Lee,  
WK Ching,  
MK Lui   

Pearson $20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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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8. HKDSE Mastering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4B (with 
Revision Guide 4B)  
(Traditional Binding) (2013) 

CM Yeung,  
KH Yeung,  
KC Chan,  
KY Lee,  
WK Ching,  
MK Lui 

Pearson $207 $104 

      
9 至至至至 11 項只供修讀數學項只供修讀數學項只供修讀數學項只供修讀數學 (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 同學適用同學適用同學適用同學適用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 

9.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2 (代數與微積分) 第 1 冊 
(附學習光碟單元 2 第一冊及補

充練習單元 2 第一冊) (2009) 

楊仲明、李世威

李成 
朗文 $122 $61 

10.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2 (代數與微積分) 第 2 冊 
(附學習光碟單元 2 第二冊及補

充練習單元 2 第二冊) (2009) 

楊仲明、李世威

李成 
朗文 $223 $112 

11.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2 (代數與微積分) 第 3 冊 
(附學習光碟單元 2 第三冊及補

充練習單元 2 第三冊) (2009) 

楊仲明、李世威

李成 
朗文 $167 $84 

      
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12. 高中通識新天地 1：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要點研

習)﹝2009﹞ 

 文達出版

社 
$87 $44 

13. 高中通識新天地 2： 
今日香港 (要點研習) 
﹝2009﹞ 

 文達出版

社 
$111 $56 

14. 高中通識新天地 6： 
能源科技與環境 (要點研習)
﹝2009﹞ 

 文達出版

社 
$87 $44 

      
 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     

15.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一

冊)  (必修部份)  
(附學習光碟第 1 冊,考試解讀 1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1) 
﹝2009﹞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香港

教育 
$302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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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16.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第二

冊)  (必修部份) 
(附學習光碟第 2 冊,考試解讀 2
及文憑試實用手冊 2) 
﹝2009﹞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香港

教育 
$302 $151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15.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1A 
[重印兼訂正 2012，舊版課本仍

可沿用]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84 $92 

16.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1B 
[重印兼訂正 2012，舊版課本仍

可沿用]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42 $71 

17.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2 
[重印兼訂正 2012，舊版課本仍

可沿用]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257 $129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18.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B 
(微觀世界 1)﹝2009版﹞ 

鄭與周 周恩輝 
紀思輝 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104 $52 

19.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C 
(金屬)﹝2009版﹞ 

鄭與周 周恩輝 
紀思輝 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75 $38 

20.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2 
(隨書附送應試錦囊 2) 
﹝2012更新版﹞ 

鄭與周 周恩輝 
紀思輝 李世樑 
黃泳軒 

雅集 $251 $126 

         

 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     
24.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一冊)  

(附圖解應試手冊)﹝2009年

版﹞ 

杜振醉 區達仁 
梁國雄 胡志偉

甄錦棠 許振隆 
李家駒 

香港教育

圖書 
$151 $76 

25.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二冊) 
(附圖解應試手冊)﹝2009年

版﹞ 

杜振醉 區達仁 
梁國雄 胡志偉

甄錦棠 許振隆 
李家駒 

香港教育

圖書 
$15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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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26. 袖珍世界地圖集﹝2012年第五

版﹞ 
 齡記 $245 $126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27. 新探索世界史 引言 及 主題

甲 
(2009年版) 

張盛傑、張嘉慧 齡記 $307 $154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28. 靜物寫生 A 冊﹝2006年版﹞ 黃靈雨 中華科技

出版社 
$32 $16 

29. 靜物寫生 B 冊﹝2006年版﹞ 黃靈雨 中華科技

出版社 
$32 $16 

30. 靜物寫生 C 冊﹝2006年版﹞ 黃靈雨 中華科技

出版社 
$32 $16 

31. 視覺藝術評賞 (1) 西方繪畫篇 李桂芳 精工 $59 $30 
32. 視覺藝術評賞 (3) 雕塑篇 李桂芳 精工 $5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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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FIVE 中五中五中五中五 

             原價 最高訂價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1. Performance Plus for the HKDSE 

Book 5 Paper 2 Writing 
(2010 Ed.) 
(with portfolio) 

Esser  Pilot  $128 $64 

      
 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中國語文：：：：     

2.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三冊)  
﹝附 2012最新學習材料﹞ 

鄺銳強、林潔明 
阮穎茵、李潔明 
朱國輝、陳淑貞 
杜若鴻 

香港教育

圖書 
$186 $93 

3.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第四冊)  
﹝附 2012最新學習材料﹞ 

鄺銳強、林潔明 
阮穎茵、李潔明 
朱國輝、陳淑貞 
杜若鴻 

香港教育

圖書 
$186 $93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4.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必修部分) 5A  
[傳統訂裝版]﹝2010年版﹞ 

文炳輝、楊仲明 
徐崑玉、楊家漢 

朗文香港

教育 
$193 $97 

7.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必修部分) 5B 
[傳統訂裝版]﹝2010年版﹞ 

文炳輝、楊仲明 
徐崑玉、楊家漢 

朗文香港

教育 
$193 $97 

      
5 至 9 項只供修讀數學 (延伸部分) 同學適用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     
5.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1 (微積分與統計) 第 1 冊 
﹝2009年版﹞ 

文炳輝、楊仲明 
張興仁 

朗文香港

教育 
$248 $124 

6.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1 (微積分與統計) 第 2 冊 
﹝2009年版﹞ 

文炳輝、楊仲明 
張興仁 

朗文香港

教育 
$204 $102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     

7.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2 (代數與微積分) 第 1 冊 
﹝2009年版﹞ 

楊仲明、李世威 
李成 

朗文香港

教育 
$118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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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8.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2 (代數與微積分) 第 2 冊 
﹝2009年版﹞ 

楊仲明、李世威 
李成 

朗文香港

教育 
$215 $108 

9.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2 (代數與微積分) 第 3 冊 
﹝2009年版﹞ 

楊仲明、李世威 
李成  

朗文香港

教育 
$161 $81 

      
 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     

10.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C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第 1 冊﹝2009年版﹞ 

夏志雄 朗文香港

教育 
$189 $95 

11.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選修部份 C 多媒體製作及網站建構

第 2 冊﹝2009年版﹞ 

夏志雄 朗文香港

教育 
$189 $95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12.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3 (生物科適用) 
(隨書附送中學文憑生物應試訓練 
3 + 4) 
[重印兼訂正 2012，舊版課本仍可沿

用]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248 $124 

13.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4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48 $74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14.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  

﹝2012更新版﹞ 
鄭與周 雅集 $240 $120 

15.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A  
﹝2012更新版﹞ 

鄭與周 雅集 $101 $51 

16.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B  
﹝第一版﹞ 

鄭與周 雅集 $150 $75 

      
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以下課本以下課本以下課本以下課本 

17.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 (組合科

學)﹝2012更新版﹞ 
鄭與周 雅集 $18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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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物理物理物理物理：：：：     
18.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B – 波動 II 

﹝第一版﹞ 
黃小玲、彭永聰 牛津 $160 $80 

19.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4 – 電和磁 
﹝第一版﹞ 

黃小玲、彭永聰 牛津 $229 $115 

20.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E3 – 能量和能

源的使用﹝第一版﹞ 
黃小玲、彭永聰 牛津 $143 $72 

 ((((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第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第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第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第

20202020 及及及及 21212121 項項項項)))) 
    

      
 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21. 高中通識新天地 3 – 現代中國  
(要點研習)﹝2009年版﹞ 

 文達出版

社 
$106 $53 

22. 高中通識新天地 4 – 全球化  
(要點研習)﹝2009年版﹞ 

 文達出版

社 
$83 $42 

      
 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     

23.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三冊 
﹝2009年版﹞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香港教育

圖書 
$136 $68 

24. 新視野中國歷史  第四冊 
﹝2009年版﹞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香港教育

圖書 
$128 $64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25. 袖珍世界地圖集﹝2012年第五

版﹞ 
 齡記 $245 $123 

    原價 最高訂價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26. 新探索世界史﹝主題乙﹞ 

﹝2009年版﹞ 
張盛傑、鍾偉順 齡記 $265 $133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27. 靜物寫生 A 冊﹝2006 年版﹞ 黃靈雨 中華科技

出版社 
$32 $16 

28. 靜物寫生 B 冊﹝2006 年版﹞ 黃靈雨 中華科技

出版社 
$32 $16 

29. 靜物寫生 C 冊﹝2006 年版﹞ 黃靈雨 中華科技

出版社 
$3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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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企業企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與財務概論::::        
30.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基礎個人理財 (必修部分)  

(附溫習手冊(加強版)) 

﹝2009 年版﹞ 

鄭子云 培生香港 $136 $68 

31.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財務會計 1 (選修部

分)(附溫習手冊(加強版))﹝2009 年

版﹞ 

盧志聰 

Frank Wood 

培生香港 $21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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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SIX 中六中六中六中六 
 

        原價 最高訂價 

 English Language 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英國語文：：：：     

1. Performance Plus for the HKDSE 
Exam Practice for Paper 1, 2, 3 & 4 
(2011 Ed.) 

Diana Esser Pilot 
Publish
ing 
Compa
ny Ltd. 

$170 $85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2.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必修部分) 6A 
[傳統訂裝版]﹝2011年版﹞ 

文炳輝、楊仲明 
徐崑玉、楊家漢 

朗文香

港教育 
$193 $97 

      
 3.至 7.項只供修讀數學 (延伸部分) 同學適用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 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單元一：：：：     

3.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1 (微積分與統計) 第 1 冊 
﹝2009年版﹞ 

文炳輝、楊仲明 
張興仁 

朗文香

港教育 
$248 $124 

4.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1 (微積分與統計) 第 2 冊 
﹝2009年版﹞ 

文炳輝、楊仲明 
張興仁 

朗文香

港教育 
$204 $102 

 數學數學數學數學 (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延伸部分) 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單元二：：：：     
5.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2 (代數與微積分) 第 1 冊 
﹝2009年版﹞ 

楊仲明、李世威 
李成 

朗文香

港教育 
$118 $59 

6.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2 (代數與微積分) 第 2 冊 
﹝2009年版﹞ 

楊仲明、李世威 
李成 

朗文香

港教育 
$215 $108 

7.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延伸部分)  
單元 2 (代數與微積分) 第 3 冊 
﹝2009年版﹞ 

楊仲明、李世威 
李成 

朗文香

港教育 
$161 $81 

      
 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資訊及通訊科技：：：：     

8.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必修部份 
第 3 冊﹝2009年版﹞ 

黎耀志、鄭志成

邱少雄、杜家偉 
朗文香

港教育 
$239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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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生物生物生物生物：：：：             

9.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E1 
人類生理學 — 調節與控制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23 $62 

10.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E2) 

應用生態學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談國軒 
湯靈磐 

牛津 $123 $62 

      
 化學化學化學化學：：：：     

11.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5 
﹝2012年更新版﹞ 

鄭與周 雅集 $186 $93 

12.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7  
﹝2012年更新版﹞ 

鄭與周 雅集 $186 $93 

         
 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以下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以下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以下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以下

課本課本課本課本：：：：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 (組合科

學)﹝2012年更新版﹞ 
鄭與周 雅集 $186 $93 

         
 物理物理物理物理：：：：     

13.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E1 
 – 天文學與航天科學﹝第一版﹞ 

黃小玲、彭永聰 牛津 $136 $68 

14.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E3 
 –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第一版﹞ 

黃小玲、彭永聰 牛津 $143 $72 

         
 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以下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以下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以下選修組合科學之同學只需購買以下

課本課本課本課本：：：：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4 – 電和磁 
﹝第一版﹞ 

黃小玲、彭永聰 牛津 $229 $115 

      
 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通識教育：：：：     

15. 高中通識新天地 5—公共衛生  
(要點研習) ﹝2009年版﹞ 

 文達出

版社 
$83 $42 

      
 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中國歷史：：：：     

16.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四 
制度與政治演變﹝2009年版﹞ 

杜振醉、馬桂綿 香港教

育圖書 
$11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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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價 最高訂價 
17.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五 

宗教傅播與文化交流﹝2009年版﹞ 
杜振醉、馬桂綿 香港教

育圖書 
$115 $58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18. 香港中學文憑 互動地理 第三部 

轉變中的工業區位(2009 年版)  
麥家斌、謝萃輝 
蕭偉樂 

雅集 $108 $54 

19. 香港中學文憑 互動地理 第四部 

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 (2009

年版) 

麥家斌、謝萃輝 
蕭偉樂 

雅集 $108 $54 

20. 新高中地理技巧總溫 陳耀生、歐敏莊 精工 $141.5 $71 
21. 袖珍世界地圖集﹝2012年第五版﹞  齡記 $245 $123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22. 新探索世界史﹝主題乙﹞ 

﹝2009年版﹞ 

張盛傑、鍾偉順 齡記 $265 $133 

      
 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視覺藝術：：：：     

23. 靜物寫生 A 冊﹝2006年版﹞ 黃靈雨 中華科

技出版

社 

$32 $16 

24. 靜物寫生 B 冊﹝2006年版﹞ 黃靈雨 中華科

技出版

社 

$32 $16 

25. 靜物寫生 C 冊﹝2006年版﹞ 黃靈雨 中華科

技出版

社 

$32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