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記錄用

方格

1 Bennett, Cevik, OUP 274.0 

Doig, Kent

2 Jarvis, Neale, OUP 250.0 

Norberg, Woo

3 Andrea Bennett OUP 306.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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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布裕民、李孝聰等 啟思 45.0 

6 楊仲明、楊家漢等 培生香港 25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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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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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嚴志峰 雅集 278.0 

9 洪昭隆、周家琪 香港教育 273.0 

許戴美霞 圖書公司

10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集 101.5 

11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集 237.0 

12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集 142.5 

13 鄭與周、周恩輝等 雅集 211.0 

14 陳惠江、馮應墀等 雅集 117.0 

15 陳惠江、馮應墀等 雅集 175.0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3 (必修部分) (2019年版)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4 (必修部分) (2019年版)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3 Listening & Integrated Skills Volume 1 (2nd Edition 2018)

新視野通識教育–今日香港 (綜合四版2020修訂)

數學：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5A (必修部分)(第二版 2015)

連 升中預習中四升中五及溫習手冊 5A  套裝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5B (必修部分)(第二版 2015)

連 溫習手冊 5B及DSE及格速成班 B 冊 套裝

通識：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4A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4B

(第二版 2014, 2019年重印兼訂正)【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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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3B

【重】 重印兼訂正，但可沿用原有版次之舊書

生物：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第三冊)(必修部分)(第二版 2014)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5A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5)

新高中數學與生活  5B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5)

(第二版 2014, 2019年重印兼訂正)【重】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2020 年文言增潤單元二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第三冊 )(必修部分 )(第二版  2014)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單元三：現代中國 (第四版 2020修訂)

    或分開購買

升中預習中四升中五

溫習手冊  5A

溫習手冊  5B

DSE及格速成班  B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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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水官立中學
2021-2022 年度書單

中五級

2020年指定文言經典精編合訂本 ( 插班生才須購買 )

連 2020年文言增潤單元二 套裝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4 Speaking (2nd Edition 2018)

    或分開購買

學科及課本 (適用版次)

ENGLISH：

Oxford Essential Exam Skills

Paper 1 & 2 Reading & Writing Volume 1 (2nd Edition 2018)

(以上第 1-3項會於學生升讀中六時繼續使用 )

中國語文：



16 鄭志成、黎耀志、 培生香港 371.0 

邱少雄、杜家偉

17 鄭志成、黎耀志、 培生香港 129.0 

邱少雄、杜家偉

18 鄭志成、黎耀志、 培生香港 371.0 

邱少雄、杜家偉

19 鄭志成、黎耀志、 培生香港 129.0 

邱少雄、杜家偉

20 呂振基、王穎芝等 現代教育 217.5 

21 呂振基、王穎芝等 現代教育 217.5 

22 何偉健、廖翊翎 齡記 167.0 

23 何偉健、廖翊翎 齡記 324.0 

24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430.0 

25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171.0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429.0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28.0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170.0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28.0

26 Frank Wood、 培生香港 289.0 

盧志聰

27 Frank Wood、 培生香港 198.0 

盧志聰、李兆波

28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 272.0 

(V. Taylor)等

29 周志泉、溫泰來 天行教育 242.0 

(V. Taylor)等

電子書卡  5 (雙語 )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1 (必修部分)(2009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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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會計 2

地理：

高中活學地理 3 (必修部分) (第三版2019)(附電子書)(套裝)

高中活學地理 5 (選修部分)：天氣與氣候 (第三版2019)

資訊及通訊科技：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2 (必修部分)(2009年版)(淨書版)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2 (必修部分)作業

新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 1 (必修部分)作業

(插班生才須購買)

(插班生才須購買)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2+ (2019年版)

 (選修部分)(第二版2015) (淨書版)

 (選修部分)(第二版2016修訂) (淨書版)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成本會計

旅遊與款待：

旅遊與款待 (增強版) 4+ (2019年版)

歷史：

視覺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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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與應用科技：

校本課程 (老師自行編訂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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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活學地理  5 (選修部分 )：天氣與氣候  (第三版 2019)

中國歷史：

高中中國歷史五上 (必修部分)(第二版2014)

高中中國歷史五下 (必修部分)(第二版2014)

高中活學地理  3 (必修部分 ) (第三版 2019)

新世紀世界史 引言及主題甲(下)：

20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變 (必修部分)(2019年版)

(附電子書)(套裝)

    或分開購買

電子書卡  3 (雙語 )

新世紀世界史 (主題乙)：20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