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學生購買課本前，可參考教育局為家長／學生編製的「家長
購書小錦囊」電子單張，詳情請瀏覽「教科書資訊」網頁
(www.edb.gov.hk/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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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22-2023年度書單
中一
中國語文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一上
(2022年第五版)
(ISBN:9780190824440)

2.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一下
(2022年第五版)
(ISBN: 9780190824457)

布裕民、李孝聰、
胡志洪、陳建偉、
趙偉漢、鮑國鴻、
何世昌、馬堅騰、
梁新榮、鄭競新、
王良和
布裕民、李孝聰、
胡志洪、陳建偉、
趙偉漢、鮑國鴻、
何世昌、馬堅騰、
梁新榮、鄭競新、
王良和

英國語文
3.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1A
(with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1A)
(Pack)(3rd Edition, 2022)
(ISBN:9789888811588)

Jennifer Neale,
Michelle Kaeser,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Mable Woo,
Benjamin Cevik
4. Developing Skills: Active Listening for K.S. Yuen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1 (Set A)
(with Data File and Activation Code)
(1st Edition, 2012)
(ISBN:9789888143542)
5. Oxford Essential Thematic Anthology Barnaby Bruce,
Book 1 (1st Edition, 2019)
Mio Debnam,
(ISBN:9780190982959)
Daisy Hughes,
Ka Yee Poon,
Karmel Schreyer,
Graham Selkirk,
Elizabeth Steward,
S.D. Str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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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思

267.00 □ 全

啟思

267.00 □ 全

Oxford

226.00 □ 全

Aristo

187.00 □ 全

Oxford

129.00 □ 全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數學
6. 中學數學新思維 1A冊 (分課釘裝)
(2020年第二版)(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1A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42795)
7. 中學數學新思維 1B冊 (分課釘裝)
(2020年第二版)(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1B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42801)
倫理與宗教
8. 聖經伴我行 學生本 第一冊
(2007年第一版)
(ISBN:9789624883930)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一
二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二
三

楊國强博士

宗教教育中心

112.00 □ 全

卓思

198.00 □ 全

紀思輝、薛裕霖、
鄧文偉

雅集

218.00 □ 全

陳惠江、紀思輝、
薛裕霖

雅集

81.00 □ 全

張奕文、李星祥、
薛裕霖、鄧文偉

雅集

218.00 □ 全

陳志鴻、李星祥、
薛裕霖

雅集

81.00 □ 全

音樂
卓思出版社
^9. 初中音樂新編 第一冊 (套裝)
(連作業)(2012)(2022年重印兼訂正) 編輯委員會
(ISBN:9789888095254)
體育
10.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普通電腦
11.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綜合科學
12. 雅集科學新世紀 1A
(2018年第一版)
(ISBN:9789888451593)
13.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1A
(2018年第一版)
(ISBN:9789888451661)
14. 雅集科學新世紀 1B
(2018年第一版)
(ISBN:9789888451609)
15.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1B
(2018年第一版)
(ISBN:9789888451678)
視覺藝術
16.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生活與社會
17.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3-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中國歷史
18. 活學中國歷史 第一冊
(2020年版)
(ISBN:9789882410473)
19. 活學中國歷史 第一冊 作業
(2020年版)
(ISBN:9789882414488)

余尚思、周家琪、
胡志偉、梁國雄、
靳達強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育圖書 220.00 □ 全
有限公司
香港教育圖書 102.00 □ 全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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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頁內「勘誤
表」欄查閱。
「一」 第一學期使用 「二」 第二學期使用 「三」 第三學期使用
「全」全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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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22-2023年度書單
中二
中國語文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二上
(2022年第五版)
(ISBN:9780190824549)

2. 啟思中國語文 中二下
(2022年第五版)
(ISBN:9780190824556)

布裕民、李孝聰、
胡志洪、陳建偉、
趙偉漢、鮑國鴻、
何世昌、馬堅騰、
梁新榮、鄭競新、
王良和
布裕民、李孝聰、
胡志洪、陳建偉、
趙偉漢、鮑國鴻、
何世昌、馬堅騰、
梁新榮、鄭競新、
王良和

英國語文
3.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2A
(with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A)
(Pack)(3rd Edition, 2022)
(ISBN:9789888811601)

Jennifer Neale,
Michelle Kaeser,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Mable Woo,
Benjamin Cevik
4. Developing Skills: Active Listening for K.S. Yuen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2 (Set A)
(with Data File and Activation Code)
(1st Edition, 2012)
(ISBN:9789888143559)
5. Oxford Essential Thematic Anthology Barnaby Bruce,
Book 2 (1st Edition, 2019)
Jennifer Hardingham
(ISBN:9780190982997)
Cole, Mio Debnam,
Cathy Geraphty,
Daisy Hughes,
Saoirse McCann,
Sian Morrey,
Karmel Schreyer,
Graham Selkirk,
S.D.Str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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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思

267.00 □ 全

啟思

267.00 □ 全

Oxford

226.00 □ 全

Aristo

189.00 □ 全

Oxford

129.00 □ 全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數學
6. 中學數學新思維 2A冊 (分課釘裝)
(2021年第二版)(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2A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43259)
7. 中學數學新思維 2B冊 (分課釘裝)
(2021年第二版)(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2B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43266)
倫理與宗教
8. 聖經伴我行 學生本 第二冊
(2007年第一版)
(ISBN:9789624883947)
音樂
^9. 初中音樂新編 第二冊 (套裝)
(連作業)(2012)(2022年重印兼訂正)
(ISBN:9789888095261)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一
二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二
三

楊國强博士

宗教教育中心

112.00 □ 全

卓思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卓思

198.00 □ 全

張奕文、薛裕霖、
鄧文偉

雅集

222.00 □ 全

陳志鴻、薛裕霖

雅集

81.00 □ 全

張奕文、紀思輝、
李星祥

雅集

222.00 □ 全

陳惠江、紀思輝、
李星祥

雅集

81.00 □ 全

體育
10.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普通電腦
11.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綜合科學
12. 雅集科學新世紀 2A
(2018年第一版)
(ISBN:9789888451616)
13.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2A
(2018年第一版)
(ISBN:9789888451685)
14. 雅集科學新世紀 2B
(2018年第一版)
(ISBN:9789888451623)
15.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2B
(2018年第一版)
(ISBN:9789888451692)
視覺藝術
16.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6-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生活與社會
17.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中國歷史
18. 活學中國歷史 第二冊
(2021年版)
(ISBN:9789882410480)
19. 活學中國歷史 第二冊 作業
(2021年版) (ISBN:9789882415393)

余尚思、周家琪、
胡志偉、梁國雄、
靳達強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育圖書 220.00 □ 全
有限公司
香港教育圖書 102.00 □ 全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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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頁內「勘誤表」
欄查閱。
「一」 第一學期使用 「二」 第二學期使用 「三」 第三學期使用
「全」全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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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22-2023年度書單
中三
中國語文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三上
(2022年第五版)
(ISBN:9780190824525)

2.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三下
(2022年第五版)
(ISBN:9780190824532)

英國語文
3. New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3A
(with Vocab & Writing Book 3A)
(Pack)(2nd Edition, 2017)
(ISBN:9780190470210)
4. Developing Skills: Active Listening for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3 (Set A)
(with Data File and Activation Code)
(1st Edition, 2012)
(ISBN:9789888143566)
5. Oxford Essential Thematic Anthology
Book 3 (1st Edition, 2019)
(ISBN:9780190982973)

布裕民、李孝聰、
胡志洪、陳建偉、
趙偉漢、鮑國鴻、
何世昌、馬堅騰、
梁新榮、鄭競新、
王良和
布裕民、李孝聰、
胡志洪、陳建偉、
趙偉漢、鮑國鴻、
何世昌、馬堅騰、
梁新榮、鄭競新、
王良和

啟思

267.00 □ 全

啟思

267.00 □ 全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219.00 □ 全

K.S. Yuen

Aristo

191.00 □ 全

Barnaby Bruce,
Mio Debnam,
Daisy Hughes,
Saorise McCann,
Sian Morrey,
Karmel Schreyer,
Graham Selkirk,
S.D. Strider

Oxford

129.00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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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數學
6. 中學數學新思維 3A冊 (分課釘裝)
(2022年第二版)(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3A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44232)
7. 中學數學新思維 3B冊 (分課釘裝)
(2022年第二版)(套裝連360強化練習
3B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44249)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一
二

何美芬、洪進華、
廖詠琪

教育

258.00 □ 二
三

卓思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卓思

198.00 □ 全

吳子嘉

卓思

41.00 □ 一

吳子嘉

卓思

53.00 □ 一

吳子嘉

卓思

42.50 □ 二

專題研習
8.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倫理與宗教
9.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音樂
10. 初中音樂新編 第三冊 (套裝)
(連作業)(2012)(2022年重印兼訂正)
(ISBN:9789888095278)
體育
11.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生物
12.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商業探究
13.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4
香港的經濟結構與營商環境
(套裝)(包括課業冊)(2021年第二版)
(ISBN:9789626061411)
14. 基本商業 (校本單元版) 05
香港經濟與中國內地及國際的關係
(套裝)(包括課業冊)(2021年第二版)
(ISBN:9789626061428)
15. 基本商業 (校本單元版) 06
企業組織與運作（一）
(套裝)(包括課業冊)(2016年版)
(ISBN:9789626061176)
16.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17.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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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化學
18. 達思化學 1A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577)

鍾皓湄

精工

中國歷史
19.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3
(2022年版) (ISBN:9789888650927)

徐振邦、關卓峰

現代教育研究
社有限公司

69.50 □ 全

235.00 □ 全

經濟
20.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地理
21.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物理
22.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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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網頁內「勘誤表」
欄查閱。
「一」 第一學期使用 「二」 第二學期使用 「三」 第三學期使用
「全」全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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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22-2023年度書單
中四
中國語文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校本版)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布裕民、李孝聰、
陳志堅、黃璟瑜、
趙偉漢、鮑國鴻

啟思

全

Pilot

195.00 □ 全

Pilot

240.00 □ 全

洪進華、朱永倡、
麥國彰、陳國君

教育

269.00 □ 一
二

洪進華、朱永倡、
麥國彰、陳國君

教育

269.00 □ 二
三

英國語文
2. Performance for the HKDSE Book 4
Diana Esser
Paper 1 Reading (with Reading
Passages Booklet) (2nd Edition, 2018)
(ISBN:9789888282593)
3. Performance for the HKDSE Book 4
Diana Esser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with Data File & Student Online
Resources[MP3]) (2nd Edition, 2019)
(ISBN:9789888283996)
數學
4. 數學新思維 A冊 (必修部份)
(分課釘裝) (2009年第一版)
(套裝連360教學練習A、應試手冊A
[第三版]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01655)
5. 數學新思維 B冊 (必修部份)
(分課釘裝) (2009年第一版)
(套裝連360教學練習B、應試手冊B
[第三版]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01662)
數學 (延伸部分：單元一)
6.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公民與社會發展
7.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倫理與宗教
8.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音樂
9.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 11 -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體育
10.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生物
11.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課本1A
(生物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2020年第三版)
(ISBN:9789887614623)
12.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課本1B
(生物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2020年第三版)
(ISBN:9789887614630)
13.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課本2
(生物科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2020年第三版)
(ISBN:9789887614647)
化學
14. 達思化學 1A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577)
15. 達思化學 1B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591)
16. 達思化學 1C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614)
17. 達思化學 2A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638)
18. 達思化學 2B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652)
19. 達思化學 2C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676)
中國歷史
20.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第一冊
(2014年第二版)
(ISBN:9789888189274)

21.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第二冊
(2014年第二版)
(ISBN:9789888189281)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冼偉鴻、
談國軒、湯靈磐

牛津

248.00 □ 一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冼偉鴻、
談國軒、湯靈磐

牛津

190.00 □ 一
二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冼偉鴻、
談國軒、湯靈磐

牛津

344.00 □ 三

鍾皓湄

精工

舊生已備 一

鍾皓湄

精工

140.50 □ 一

鍾皓湄

精工

116.50 □ 二

鍾皓湄

精工

149.50 □ 二

鍾皓湄

精工

169.50 □ 三

鍾皓湄

精工

78.00 □ 三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區志堅、
李詠恩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區志堅、
李詠恩

香港教育圖書

171.00 □ 一
二

香港教育圖書

191.00 □ 二
三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部分
22.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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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經濟
23.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1：需求與供應
(必修部分) (套裝) (附溫習手冊1
(電子版)認證卡) (2019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38205)
24.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2：廠商與生產
(必修部分) (套裝) (附溫習手冊2
(電子版)認證卡) (2019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38212)
地理
25.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一冊
(套裝)(附電子書)(2019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46248)
26. 高中活學地理 第四冊 動態的地球
(選修部分)(套裝)(附電子書)
(2019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46279)
物理
27. 活學物理 1 熱和氣體
(套裝)(附DSE升級手冊1)
(2015年第一版) (ISBN:XTSP004379)
28. 活學物理 2 力和運動
(套裝)(附DSE升級手冊2)
(2015年第一版) (ISBN:XTSP004381)
29. 活學物理 3 波動 (連幾何光學)
(套裝)(附DSE升級手冊3A及3B)
(2015年第一版) (ISBN:XTSP004382)

林本利、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8.00 □ 一

林本利、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8.00 □ 二
三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392.00 □ 全

牛津

176.00 □ 三

湯兆昇、溫漢傑、
鄺保傑、王玉玲、
李立中
湯兆昇、溫漢傑、
鄺保傑、王玉玲、
李立中
湯兆昇、溫漢傑、
鄺保傑、王玉玲、
李立中

培生

230.00 □ 一

培生

361.00 □ 一
二

培生

330.00 □ 三

體育(中學文憑)
30.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31.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旅遊與款待
32.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一」 第一學期使用

「二」 第二學期使用

「三 」第三學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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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年使用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22-2023年度書單
中五
中國語文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校本版)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啟思

舊生已備

Pilot

195.00 □ 全

Pilot

250.00 □ 全

洪進華、朱永倡、
麥國彰、陳國君

教育

300.00 □ 一
二

洪進華、朱永倡、
麥國彰、陳國君

教育

300.00 □ 二
三

英國語文
2. Performance for the HKDSE Book 5
Diana Esser
Paper 1 Reading (2nd Edition, 2018)
(with Reading Passages Booklet)
(ISBN:9789888283002)
3. Performance for the HKDSE Book 5
Diana Esser
Paper 3 Listening and Integrated Skills
(with Data File & Student Online
Resources[MP3]) (2nd Edition, 2018)
(ISBN:9789888283019)
數學
4. 數學新思維 C冊 (必修部份)
(分課釘裝) (2010年第一版)
(套裝連360教學練習C、應試手冊C
[第三版]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01679)
5. 數學新思維 D冊 (必修部份)
(分課釘裝) (2010年第一版)
(套裝連360教學練習D、應試手冊D
[第三版]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01686)

全

數學 (延伸部分：單元一)
6.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公民與社會發展
7.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倫理與宗教
8.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音樂
9.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 14 -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體育
10.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生物
11.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課本3
(生物科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2020年第三版)
(ISBN:9789887614654)
12.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課本4
(生物科適用) (附DSE電子温習卡)
(2020年第三版)
(ISBN:9789887614661)
化學
13. 達思化學 3A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690)
14. 達思化學 3B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713)
15. 達思化學 3C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737)
16. 達思化學 4A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751)
17. 達思化學 4B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775)
18. 達思化學 5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799)
中國歷史
19.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第二冊
(2014年第二版)
(ISBN:9789888189281)

20.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第三冊
(2014年第二版)
(ISBN:9789888189663)

21.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第四冊
(2014年第二版)
(ISBN:9789888189670)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冼偉鴻、
談國軒、湯靈磐

牛津

373.00 □ 一
二

容顯懷、何金滿、
何沃光、冼偉鴻、
談國軒、湯靈磐

牛津

221.00 □ 三

鍾皓湄

精工

154.50 □ 一

鍾皓湄

精工

277.00 □ 一

鍾皓湄

精工

116.50 □ 二

鍾皓湄

精工

107.00 □ 二

鍾皓湄

精工

100.50 □ 三

鍾皓湄

精工

80.50 □ 三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區志堅、
李詠恩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區志堅、
李詠恩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區志堅、
李詠恩

香港教育圖書

舊生已備

香港教育圖書

177.00 □ 一
二

香港教育圖書

169.00 □ 三

- 15 -

一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部分
22.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23.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營商環境與管理導論 (必修部分)
(套裝) (附實戰練習2020&溫習手冊)
(2014年第二版)
(ISBN:9789882437043)
24.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基礎個人理財 (必修部分)
(套裝) (附實戰練習2020&溫習手冊)
(2014年第二版)
(ISBN:9789882437098)
25.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應試練習 1 (必修部分)
(2020年修訂第二版)(附答案)
(ISBN:9789888690275)
經濟
26.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3：效率與公平
(必修部分) (套裝) (附溫習手冊3
(電子版)認證卡) (2019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38229)
27.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5：
國民收入與物價水平 (必修部分)
(套裝) (附溫習手冊5(電子版)認證卡)
(2019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38236)
地理
28. 高中活學地理 第三冊
(套裝)(附電子書)(2019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46262)
29. 高中活學地理 第四冊 動態的地球
(選修部分)(套裝)(附電子書)
(2019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46279)
30. DSE 地理實地考察備試筆記與模擬
試題(3.0版) (2020年版)
(ISBN:9789888625284)

白祖根、林本利

培生

一
255.00 □ 二

鄭子云

培生

172.00 □ 三

鄭子云、林築雅

培生

151.00 □ 二
三

林本利、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6.00 □ 一

林本利、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8.00 □ 二
三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牛津

445.00 □ 全

牛津

舊生已備

潘建成

天行教育出版 150.00 □ 全
(香港)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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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物理
31. 活學物理 4 電和磁 (套裝)
(附DSE升級手冊4)(2015年第一版)
(ISBN:9789888738885)
32. 活學物理 5 放射現象和核能 (套裝)
(附DSE升級手冊5)(2016年第一版)
(ISBN:9789888738892)

湯兆昇、溫漢傑、
鄺保傑、王玉玲、
李立中
湯兆昇、溫漢傑、
鄺保傑、王玉玲、
李立中

培生

356.00 □ 一
二

培生

142.00 □ 三

體育(中學文憑)
33.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34.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旅遊與款待
35.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一」 第一學期使用

「二」 第二學期使用

「三」 第三學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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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年使用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2022-2023年度書單
中六
中國語文
1.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校本版)

布裕民、李孝聰、
黃璟瑜、趙偉漢、
鮑國鴻

啟思

舊生已備

Gary Hill,
Jeremy Lanaway,
John Potter,
Paula Siddle,
Shivaun Chotirmall

Pearson

239.00 □ 全

洪進華、朱永倡、
麥國彰、陳國君

教育

269.00 □ 全

嚴志峰

雅集

290.00 □ 全

倫理與宗教
6. 伴我成長路之 6 社會與我 學生本 吳思源
(2011年初版) (ISBN:9789888073153)

突破

90.00 □ 全

英國語文
2. Complete Exam Practice for the
HKDSE EDGE Sets 1-4 (with NEW
Paper 2 materials for the 2024 DSE &
Self-directed Learning Digital Support)
(3rd Edition, 2021)
(ISBN:9789888692422)
數學
3. 數學新思維 E冊 (必修部份)
(分課釘裝) (2010年第一版)
(套裝連360教學練習E、應試手冊E
[第三版]及學生資源網)
(ISBN:9789882401693)

全

數學 (延伸部分：單元一)
4.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通識教育
5.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三
現代中國 (第四版) (2020年修訂版)
(包括快速溫習手冊及學生網上應試
錦囊啓動密碼)
(ISBN:9789888541744)

體育
7. 此科目毋須購買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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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生物
8.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5
(2019年版)
(ISBN:9789888540662)
9. 香港中學文憑生物學：概念互通 6
(2019年版)
(ISBN:9789888540679)
化學
10. 達思化學 6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812)
11. 達思化學 8 (2019年第一版)
(ISBN:9789882176850)
中國歷史
12. 新視野中國歷史 必修第四冊
(2014年第二版)
(ISBN:9789888189670)

13.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二
地域與資源運用 (2010年第一版)
(ISBN:9789882005754)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會計部分
14. 新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Frank Wood 成本會計 (選修部分)
(套裝) (附實戰練習2020&溫習手冊)
(2015年第二版)
(ISBN:9789882437128)
經濟
15.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6：
貨幣與貿易 (必修部分) (套裝)
(附溫習手冊6 (電子版)認證卡)
(2020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38243)
地理
16. 高中活學地理 第二冊
(套裝)(附電子書)(2019年第三版)
(ISBN:9789888746255)
17. DSE 地理實地考察備試筆記與模擬
試題(3.0版) (2020年版)
(ISBN:9789888625284)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陳惠江、范殷榮、
林祖鵬、吳基光、
薛裕霖

雅集

176.00 □ 全

雅集

176.00 □ 全

鍾皓湄

精工

172.00 □ 全

鍾皓湄

精工

246.50 □ 全

杜振醉、區達仁、
梁國雄、胡志偉、
甄錦棠、許振隆、
李家駒、區志堅、
李詠恩
杜振醉、馬桂綿、
區志堅

香港教育圖書

舊生已備

香港教育圖書

122.00 □ 全

盧志聰、李兆波、
Frank Wood

培生

209.00 □ 全

林本利、黃遠志、
區文顯

培生

218.00 □ 全

葉劍威、林智中、
何秀紅、徐秀銀、
歐陽穎敏
潘建成

牛津

310.00 □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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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教育出版 舊生已備
(香港)有限公
司

全

全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物理
18. 活學物理 8 能量和能源的使用
(選修部分)(2016第一版)
(ISBN:9789882247482)
19. 活學物理 6 天文學和航天科學
(選修部分)(2016第一版)
(ISBN:9789882330719)

湯兆昇

培生

177.50 □ 全

湯兆昇

培生

177.50 □ 全

體育(中學文憑)
20.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21.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旅遊與款待
22. 開學後由校方安排集體訂購

「一」 第一學期使用

「二」 第二學期使用

「三」 第三學期使用

- 20 -

「全」全年使用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