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科及課本 (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定價($) 記錄用

方格

ENGLISH：

1 New Treasure Plus 1A includes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Michelle Kaeser, OUP 226.0 

 (3rd Edition 2022) Jennifer Neale

    或分開購買
New Treasure Plus 1A (3rd Edition 2022) Kaeser & Neale OUP 225.0

New Treasure Plus 1A Vocab & Writing book (3rd Edition 2022) Kaeser & Neale OUP 18.0

2 Performance Extra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1 Diana Esser Pilot 184.0 

 (1st Edition 2020)

3 CLASSROOM Grammar Revolution for Secondary Students 1 Classroom 145.0 

(Re-edit in 2022)

中國語文：

4 教圖初中中國語文(中一上)(2022年版) 鄺銳強、袁漢基等 香港教育圖書 260.0 

(連成語名言警句手冊及電子課本認證卡)

5 教圖初中中國語文(中一下)(2022年版) 鄺銳強、袁漢基等 香港教育圖書 255.0 

(連電子課本認證卡)

    或分開購買

教圖初中中國語文 (中一上 )(2022年版 ) 鄺銳強、袁漢基等 香港教育圖書 245.0

成語名言警句手冊及電子課本認證卡 30.0

教圖初中中國語文 (中一下 )(2022年版 ) 鄺銳強、袁漢基等 香港教育圖書 245.0

電子課本認證卡 50.0

數學：

6 初中數學與生活 1A (單元裝)(2020年版) 楊仲明、楊家漢、 培生香港 258.0 

(附學生電子課本 1A 認證卡) 徐崑玉等

7 初中數學與生活 1B (單元裝) (2020年版) 楊仲明、楊家漢、 培生香港 258.0 

(附學生電子課本 1B 認證卡) 徐崑玉等

    或分開購買

初中數學與生活  1A  (單元裝 )(2020年版 ) 楊仲明、楊家漢、 培生香港 255.0

初中數學與生活學生電子課本  1A 認證卡 徐崑玉等 培生香港 256.0

初中數學與生活  1B  (單元裝 )(2020年版 ) 楊仲明、楊家漢、 培生香港 255.0

初中數學與生活學生電子課本  1B 認證卡 徐崑玉等 培生香港 256.0

中國歷史：

8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1  (第二版 2020) 呂振基、陳贊永 現代教育 215.0 

歷史：

《新漫遊世界史》齡記初中世界歷史專題系列 (2022年初版)

  (簡明版) (淨課本)

9 課題 1：人類的需要：古與今 何偉健、廖翎翎、 齡記 83.0 

帥健僖

10 課題 2：歐洲文明的發展 何偉健、廖翎翎、 齡記 83.0 

帥健僖

11 課題 3：伊斯蘭文明的興起與中古時代歐亞的文化交流 何偉健、廖翎翎、 齡記 69.5 

帥健僖

12 課題 4：早期香港地區的歷史、文化與承傳 何偉健、廖翎翎、 齡記 69.5 

帥健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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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13 初中活學地理 1 : 善用城市空間 (第三版 2022) 葉劍威、林智中等 牛津大學 141.0 

14 互動地理核心單元第5冊 : 麥家斌、蕭偉樂等 雅集 140.0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 機遇與威脅 (第二版 2022)

科學：

15 雅集科學新世紀 1A (初版2018) 紀恩輝、薛裕霖、 雅集 218.0 

鄧文偉

16 雅集科學新世紀 1B (初版2018) 張奕文、李星祥、 雅集 218.0 

薛裕霖等

17 雅集科學新世紀 1A 練習簿 (初版2018) 陳惠江、紀思輝、 雅集 81.0 

薛裕霖

18 雅集科學新世紀 1B 練習簿 (初版2018) 陳志鴻、李星祥、 雅集 81.0 

薛裕霖

普通電腦：

19 初中電腦之旅 (1)： 郭志文、楊佩珊、 卓思 142.0 

電腦操作概念、圖文綜合應用及互聯網通訊 (2018年版) 區奕如

普通話：

20 新編生活普通話 (中一) (輕量版)(2019年版) 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 培生香港 133.0 

(附電子練習中一 認證卡) 張清秀等

    或分開購買

新編生活普通話  (中一 ) (輕量版 )(2019年版 ) 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 培生香港 133.0

電子練習中一 認證卡 張清秀等 培生香港 31.0

音樂：

21 中學音樂 (第一冊) (第二版2013) 香港音樂出版社 香港音樂 194.0 

編輯委員會

設計與科技：

上水官立中學校本課程 (老師自行編訂教材)

家政：

上水官立中學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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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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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覺藝術：

上水官立中學校本課程 (老師自行編訂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