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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2022-2023 書單 

Shau Kei Wan East Government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 List 2022-2023 

 
 

中三 本書單之編訂日期為 2022 年 8 月 2 日 
  

 （3A，3B，3C 班同學適用）  

 
 出版社 編著者 上/下學期 定價 
中國語文 

1#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中三上 （第五版） 
 

啟思 陳、秦、陳… 全年 267.00 

2#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中三下 （第五版） 
 

啟思 陳、秦、陳… 全年 267.00 

3 
漢語成語詞典（修訂版） 
（參考書，學生可自行選擇購買與否） 商務 尹振海 全年 68.00 

4 
朗文中文新詞典 （2016 第四版） （袖珍版） 
（參考書，學生可自行選擇購買與否） 培生 - 全年 251.00 

 
英國語文 

5#@ 
New Treasure Plus （2nd Edition）  
Student’s Book 3A 
（includes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18） 

Oxford 
Daisy Hughes, 

J. H. Cole, 
Jennifer Neale 

1st Term 219.00 

6#@ 
New Treasure Plus （2nd Edition）  
Student’s Book 3B  
（includes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18） 

Oxford 
Daisy Hughes, 

J. H. Cole, 
Jennifer Neale 

2nd Term 219.00 

7 Junior Oxford Essential Listening（2nd Edition） 
Student’s Book 3 Oxford Cevik, Cole, 

Doig… Whole year 192.00 

8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Paperback） （9th Edition）  
（for reference only, optional to buy） 

Oxford - Whole year 560.00 

 
數學 

9# 
初中數學與生活 3A （單元版）  
（2022 年版） 培生 楊、楊、徐… 上學期 259.00 

10# 
初中數學與生活 3B （單元版）  
（2022 年版） 培生 楊、楊、徐… 下學期 259.00 

 
普通話 
11# 課室初中普通話 （2009 年版） （中三級） 課室教材 張、周、杜… 

 

全年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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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編著者 上/下學期 定價 
科學 
12# 新編基礎科學 3A  （2018 年版） 牛津 鍾、鍾、廖… 全年 135.00 
13# 新編基礎科學 3B  （2018 年版） 牛津 鍾、鍾、廖… 全年 135.00 
14# 新編基礎科學 3C  （2018 年版） 牛津 鍾、鍾、廖… 全年 135.00 
15 新編基礎科學作業 3B  （2018 年版） 牛津 鍾、鍾、廖… 全年  60.00 
16 新編基礎科學作業 3C  （2018 年版） 牛津 鍾、鍾、廖… 全年  60.00 

^ 學生毋須購買《新編基礎科學作業 3A》。 
 
生活與社會 

17#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21 
香港社會政治體系：公民權責 
（2012 年第一版，2016 年重印兼訂正） 

齡記 李见娣 上學期 70.50 

18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習作簿 核心單元 21 
香港社會政治體系：公民權責 
（2012 年第一版，2016 年重印兼訂正） 

齡記 李见娣 上學期 31.00 

19#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28 
全球社會政治體系：國際政治 
基礎部分 （2012 年第一版） 

齡記 林楚菊 下學期 70.50 

20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習作簿 核心單元 28 
全球社會政治體系：國際政治 
（2012 年第一版，2016 年重印兼訂正） 

齡記 林楚菊 下學期 31.00 

 
中國歷史 
21# 新編中國史旅程 3 上（2022 年版） 雅集 李偉雄、徐曉琦 上學期 131.50 
22# 新編中國史旅程 3 下（2022 年版） 雅集 李偉雄、徐曉琦 下學期 112.50 
23 新編中國史旅程 焦點練習簿中三級（2022 年版） 雅集 李偉雄、徐曉琦 全年 71.00 

 
地理  

24# 
初中活學地理 6 製造業全球轉移 
（2022 年第三版） 牛津 葉、林、黃…、 上學期 141.00 

25# 
初中活學地理 5 與自然災害共處 
（2022 年第三版） 牛津 葉、林、黃…、 下學期 141.00 

26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6 製造業全球轉移 
（2022 年第三版） 牛津 葉、林、黃…、 上學期 52.00 

27 
初中活學地理 作業 5 與自然災害共處 
（2022 年第三版） 

牛津 葉、林、黃…、 下學期 52.00 

28 
初中活學地理（第二版）地圖閱讀技能 1 
（如中一已備有，則毋須重複購買） 牛津 葉、林、黃…、 

初中 
三學年 154.00 

 
普通電腦  

29# 
明德電腦•資訊科技與社會 
（2018 版本 電子書） 
[已於中二時購買] 

一域 霍、源、呂… 全年 
16.00 

（延續網上平

台收費） 

 
設計與科技 

30 自訂教材 - - - - 
 
家政 

31 自訂教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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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社 編著者 上/下學期 定價 
音樂 

32# 中學音樂第三冊 （2013 年 第二版） 香港音樂 
出版社 

吳文勝 全年 194.00 

33 音樂欣賞與閱讀 第三冊 （2013 年 第二版） 香港音樂 
出版社 

吳文勝 全年 40.00 

 
視覺藝術 

34 自訂教材 - - - - 
 
 
 
 
說明： 報價只供參考之用，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重印兼訂正」 版本的課本並非新版及改版課本，原有版本的舊書仍可沿用。 
書名前附有#號的課本表示該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書名前附有@號的課本表示此學材已分拆，使用舊書的同學可聯絡出版社/課本零售商，購買與課本相連的學材。 
 
同學可自行購買工作紙、溫習冊等學材。如有需要，可聯絡書局或以下出版社。 

 
 
科目 出版社 電話 （如適用） 出版社學材網址 
英文 牛津 25163222 www.oupchina.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