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價 折實價
初一級

(新生)

中文 1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一第一冊 現代 $351.50 $333.90 333.90$       

2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一第二冊 現代 $181.50 $172.40 172.40$       

3 高書大小楷 海鷗 $24.00 $22.80 22.80$         

4 硬筆成語習字帖1、2 海鷗 @$28.00 @$26.60 53.20$         

* 5 課室初中語基及閱讀訓練 中一 (2021年修訂版) 課室 $125.00 $118.80 118.80$       

6 書寫我城─澳門文學補充教材 (初中篇) 教青局、澳門筆會(珠新) $50.00 $47.50 47.50$         

7 閱讀札記 本校供應 $11.00 $11.00 11.00$         

8 初一語文練習冊 本校供應 $30.00 $30.00 30.00$         

字典 9 中華新字典 (第七版) (縮印本) 中華書局 $78.00 $74.10 74.10$         

英文 10 Treasure Plus (2nd Ed.) 1A、1B Oxford @$212.00 @$201.40 402.80$       

11 Success in Grammar Book 1 (2nd Ed.) Oxford $183.00 $173.90 173.90$       

12 Own it! Level 1 (Student's Book with Practice Ext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8.00 $283.10 283.10$       

數學 13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 七年級上冊 (繁體版) 人教(珠新) $48.10 $45.70 45.70$         

14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 七年級下冊 (繁體版) 人教(珠新) $51.10 $48.60 48.60$         

15 數學學案冊 1A、1B、1C 本校供應 $73.00 $73.00 73.00$         

16 數學分層練習冊 1A、1B、1C 本校供應 $70.00 $70.00 70.00$         

生物 17 義務教育教科書/生物 七年級上 人教(珠新) $20.10 $19.10 19.10$         

18 義務教育教科書/生物 七年級下 人教(珠新) $17.60 $16.70 16.70$         

歷史 19 中國歷史 初一年級 上冊、下冊 教青局、人教(珠新) @$65.00 @$61.80 123.60$       

* 20 歷史練習冊 初一年級 上冊、下冊 本校供應 @$18.00 @$18.00 36.00$         

地理 21 義務教育教科書/地理 七年級上冊 湖南教育(珠新) $18.70 $17.80 17.80$         

22 義務教育教科書/地理 七年級下冊 湖南教育(珠新) $18.60 $17.70 17.70$         

23 地理練習冊 七年級上冊 本校供應 $20.00 $20.00 20.00$         

24 地理練習冊 七年級下冊 本校供應 $20.00 $20.00 20.00$         

音樂 25 義務教育教科書/音樂 七年級上冊 人民音樂(珠新) $21.10 $20.00 20.00$         

26 義務教育教科書/音樂 七年級下冊 人民音樂(珠新) $21.10 $20.00 20.00$         

電腦 27 網上教材─五色學倉頡 本校供應 $12.00 $12.00 12.00$         

28 程式設計邏輯訓練超簡單 Scratch 3 碁峯 $120.00 $108.00 108.00$       

品公 29 品德與公民 初中一 (全一冊) 教青局、人教(珠新) $54.00 $51.30 51.30$         

美術 30 美術世界 中一上 導師 $114.00 $108.30 108.30$       

31 美術世界 中一下 導師 $111.00 $105.50 105.50$       

普通話 32 教圖說好普通話 (附自學配套) 中一 教圖 $140.00 $133.00 133.00$       

33 教圖說好普通話作業 中一 教圖 $32.00 $30.40 30.40$         

體育 34 義務教育教科書/體育與健康 (七年級) 人教(珠新) $19.10 $18.10 18.10$         

STEM 35 生活科技這堂課 遠流 $133.00 $126.40 126.40$       

三愛教育 36 三愛教材 本校供應 $70.00 $70.00 70.00$         

* 教科書 2,692.70$    

□ 校本教材 342.00$      

單價 總金額

每人22本單行簿合共 1.45$      31.90$      

每人3本格仔簿合共 3.00$      9.00$        

每人3本大字簿合共 6.00$      18.00$      

每人1本作文簿合共 8.00$      8.00$        

每人1本畫簿合共 13.00$     13.00$      

每人1本筆記本 14.00$     14.00$      

作業簿 93.90$        

新採用書

續用書，新生要買



原價 折實價
初二級

(新生)

中文 1 初中中國語文 中二第一冊 現代 $351.50 $333.90 333.90$       

2 初中中國語文 中二第二冊 現代 $181.50 $172.40 172.40$       

□ 3 高書大小楷 海鷗 $24.00 $22.80 22.80$         

4 硬筆成語習字帖3、4 海鷗 @$28.00 @$26.60 53.20$         

* 5 課室初中語基及閱讀訓練 中二 (2021年修訂版) 課室 $125.00 $118.80 118.80$       

□ 6 閱讀札記 本校供應 $11.00 $11.00 11.00$         

7 初二語文練習冊 本校供應 $32.00 $32.00 32.00$         

字典 □ 8 中華新字典 (第七版) (縮印本) 中華書局 $78.00 $74.10 74.10$         

英文 9 Treasure Plus (2nd Ed.) 2A、2B Oxford @$212.00 @$201.40 402.80$       

10 Success in Grammar Book 2 (2nd Ed.) Oxford $183.00 $173.90 173.90$       

□ 11 Own it! Level 1 (Student's Book with Practice Ext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8.00 $283.10 283.10$       

數學 12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 八年級上冊 人教(珠新) $52.10 $49.50 49.50$         

13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 八年級下冊 人教(珠新) $51.10 $48.60 48.60$         

14 數學學案冊 2A、2B、2C 本校供應 $77.00 $77.00 77.00$         

15 數學分層練習冊2A、2B、2C 本校供應 $70.00 $70.00 70.00$         

化學 16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1A 雅集(珠新) $104.00 $98.80 98.80$         

* 17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1B 雅集(珠新) $141.00 $133.95 133.95$       

物理 18 義務教育教科書/物理 八年級上冊 人教(珠新) $18.40 $17.50 17.50$         

19 義務教育教科書/物理 八年級下冊 人教(珠新) $16.70 $15.90 15.90$         

20 義務教育教科書/物理學生實驗冊 八年級上、下冊 (配人教版) 廣東科技(珠新) @$10.70 @$10.20 20.40$         

21 原創講練測課優新突破/物理 八年級上冊 南方(珠新) $79.60 $75.60 75.60$         

22 原創講練測課優新突破/物理 八年級下冊 南方(珠新) $79.60 $75.60 75.60$         

地理 23 義務教育教科書/地理 八年級上冊 湖南教育(珠新) $18.70 $17.80 17.80$         

24 義務教育教科書/地理 八年級下冊 湖南教育(珠新) $18.60 $17.70 17.70$         

25 地理練習冊 八年級上冊 本校供應 $21.00 $21.00 21.00$         

26 地理練習冊 八年級下冊 本校供應 $18.00 $18.00 18.00$         

音樂 27 義務教育教科書/音樂 八年級上冊 人民音樂(珠新) $21.10 $20.00 20.00$         

28 義務教育教科書/音樂 八年級下冊 人民音樂(珠新) $21.10 $20.00 20.00$         

電腦 29 網上教材─五色學倉頡 本校供應 $12.00 $12.00 12.00$         

30 用micro:bit學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使用MakeCode:Blocks 台科大 $93.00 $83.70 83.70$         

品公 31 品德與公民 初中二 (全一冊) 教青局、人教(珠新) $54.00 $51.30 51.30$         

美術 32 美術世界 中二上 導師 $115.00 $109.30 109.30$       

33 美術世界 中二下 導師 $114.00 $108.30 108.30$       

普通話 34 教圖說好普通話 (附自學配套) 中二 教圖 $140.00 $133.00 133.00$       

35 教圖說好普通話作業 中二 教圖 $32.00 $30.40 30.40$         

體育 36 義務教育教科書/體育與健康 (八年級) 人教(珠新) $17.60 $16.70 16.70$         

STEM □ 37 生活科技這堂課 遠流 $133.00 $126.40 126.40$       

三愛教育 38 三愛教材 本校供應 $70.00 $70.00 70.00$         

* 教科書 2,905.45$    

□ 校本教材 311.00$      

單價 總金額

每人22本單行簿合共 1.45$      31.90$      

每人3本格仔簿合共 3.00$      9.00$       

每人3本大字簿合共 6.00$      18.00$      

每人1本作文簿合共 8.00$      8.00$       

每人1本畫簿合共 13.00$    13.00$      

每人1本筆記本 14.00$    14.00$      

作業簿 93.90$        

新採用書

續用書，新生要買



原價 折實價
初三級

(新生)

中文 1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三第一冊 現代 $351.50 $333.90 333.90$       

2 初中中國語文 中三第二冊 現代 $181.50 $172.40 172.40$       

□ 3 高書大小楷 海鷗 $24.00 $22.80 22.80$         

4 硬筆成語習字帖5、6 海鷗 @$28.00 @$26.60 53.20$         

* 5 課室初中語基及閱讀訓練 中三 (2021年修訂版) 課室 $125.00 $118.80 118.80$       

□ 6 閱讀札記 本校供應 $11.00 $11.00 11.00$         

7 初三語文練習冊 本校供應 $34.00 $34.00 34.00$         

字典 □ 8 中華新字典 (第七版) (縮印本) 中華書局 $78.00 $74.10 74.10$         

英文 * 9 Treasure Plus (2nd Ed.) 3A、3B Oxford @$212.00 @$201.40 402.80$       

* 10 Success in Grammar Book 3 (2nd Ed.) Oxford $183.00 $173.90 173.90$       

11 Own it! Level 2 (Student's Book with Practice Ext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8.00 $283.10 283.10$       

數學 12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 九年級上冊 人教(珠新) $50.80 $48.30 48.30$         

13 義務教育教科書/數學 九年級下冊 人教(珠新) $48.30 $45.90 45.90$         

14 數學學案冊 3A、3B、3C 本校供應 $72.00 $72.00 72.00$         

15 數學分層練習冊 3A、3B、3C 本校供應 $67.00 $67.00 67.00$         

化學 * 16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1C 雅集(珠新) $102.00 $96.90 96.90$         

物理 □ 17 義務教育教科書/物理 八年級下冊 人教(珠新) $16.70 $15.90 15.90$         

□ 18 義務教育教科書/物理學生實驗冊 八年級下冊 (配人教版) 廣東科技(珠新) $10.70 $10.20 10.20$         

19 義務教育教科書/物理 九年級 人教(珠新) $24.00 $22.80 22.80$         

20 義務教育教科書/物理學生實驗冊 九年級上冊 (配人教版) 廣東科技(珠新) $11.50 $10.90 10.90$         

21 義務教育教科書/物理學生實驗冊 九年級下冊 (配人教版) 廣東科技(珠新) $7.50 $7.10 7.10$          

歷史 22 中國歷史 初二年級上冊、下冊 教青局、人教(珠新) @$65.00 @$61.80 123.60$       

23 世界歷史 初三年級上冊、下冊 教青局、人教(珠新) @$65.00 @$61.80 123.60$       

* 24 中國歷史練習冊 本校供應 $36.00 $36.00 36.00$         

* 25 世界歷史練習冊 本校供應 $32.00 $32.00 32.00$         

生理 * 26 義務教育教科書/生物 八年級上 人教(珠新) $17.60 $16.70 16.70$         

* 27 義務教育教科書/生物 八年級下 人教(珠新) $17.60 $16.70 16.70$         

電腦 28 Office 2010 (1) 本校供應 $28.00 $28.00 28.00$         

□ 29 用micro:bit學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使用MakeCode:Blocks 台科大 $93.00 $83.70 83.70$         

品公 30 品德與公民 初中三 (全一冊) 教青局、人教(珠新) $54.00 $51.30 51.30$         

美術 31 美術世界 中三上、中三下 導師 @$115.00 @$109.30 218.60$       

音樂 32 義務教育教科書/音樂 九年級上冊 人民音樂(珠新) $21.10 $20.00 20.00$         

33 義務教育教科書/音樂 九年級下冊 人民音樂(珠新) $21.10 $20.00 20.00$         

體育 34 義務教育教科書/體育與健康 (九年級) 人教(珠新) $16.10 $15.30 15.30$         

三愛教育 35 三愛教材 本校供應 $70.00 $70.00 70.00$         

* 教科書 2,582.50$    

□ 校本教材 350.00$      

單價 總金額

每人22本單行簿合共 1.45$      31.90$      

每人1本格仔簿合共 3.00$      3.00$       

每人3本大字簿合共 6.00$      18.00$      

每人1本作文簿合共 8.00$      8.00$       

每人1本畫簿合共 13.00$     13.00$      

每人1本筆記本 14.00$     14.00$      

作業簿 87.90$        

新採用書

續用書，新生要買



原價 折實價

高一級

(文科)

新生

高一級

(理科)

新生

高一級

(室內設計)

新生

高一級

(體育運動)

新生

中文 1 中國語文新編 中四上、中四下 商務 @$170.00 @$161.50 323.00$       323.00$       323.00$       323.00$       

2 澳門 高中中國文學 第一、二冊 啟迪(珠新) @$182.00 @$172.90 345.80$       345.80$       345.80$       345.80$       

3 語文知識精進篇 第四冊 (澳門版) (新版) 啟迪(珠新) $120.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4 硬筆字帖─千家詩 1、2 海鷗 @$25.00 @$23.80 47.60$         47.60$         47.60$         47.60$         

5 柳體大小楷 海鷗 $23.00 $21.90 21.90$         21.90$         21.90$         21.90$         

6 閱讀札記 本校供應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7 高一語文練習冊 本校供應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36.00$         

8 華僑華人中國文化常識 世界傑出華人基金會(本校)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48.00$         

字典 □ 9 中華新字典 (第七版) (縮印本) 中華書局 $78.00 $74.10 74.10$         74.10$         74.10$         74.10$         

英文 10 Decoding the exam 4 (Revised) (update to exam requirement) (文、理、室內設計) Witman $252.00 $239.40 239.40$       239.40$       239.40$       

11 Longman Reading Anthology 2 (Red Series) (文、理、室內設計) Pearson $144.00 $136.80 136.80$       136.80$       136.80$       

12 Certificate English Usage 5E (全) Aristo $244.00 $231.80 231.80$       231.80$       231.80$       231.80$       

13 體育專業英語 (體育運動) 暨南大學(珠新) $67.20 $63.80 63.80$         

□ 14 Own it! Level 2 (Student's Book with Practice Extra) (文、理)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8.00 $283.10 283.10$       283.10$       

數學 15 課標/高中數學 必修1 A版 人教(珠新) $17.80 $16.90 16.90$         16.90$         16.90$         16.90$         

16 課標/高中數學 必修2 A版 人教(珠新) $20.40 $19.40 19.40$         19.40$         19.40$         19.40$         

17 課標/高中數學 必修3 A版 人教(珠新) $20.80 $19.80 19.80$         19.80$         19.80$         19.80$         

18 課標/高中數學 選修2-3 A版 人教(珠新) $16.20 $15.40 15.40$         15.40$         15.40$         15.40$         

19 數學學案冊 4A、4B、4C 本校供應 $76.00 $76.00 76.00$         76.00$         76.00$         76.00$         

20 數學分層練習冊 4A、4B、4C (文、理) 本校供應 $72.00 $72.00 72.00$         72.00$         

21 高一數學 (選修) 本校供應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歷史 22 中國歷史 高中年級 必修 (文、理、職業) 教青局、人教(珠新) $65.00 $61.80 61.80$         61.80$         61.80$         61.80$         

23 世界歷史 高中年級 必修 (文、職業) 教青局、人教(珠新) $65.00 $61.80 61.80$         61.80$         61.80$         

24 高中中國歷史 (必修) 練習冊 (文、理、職業) 本校供應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25 高中世界歷史 (必修) 練習冊 (文、職業) 本校供應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地理 26 課標/高中地理 必修I (文、理、職業) 湖南教育(珠新) $21.40 $20.30 20.30$         20.30$         20.30$         20.30$         

27 課標/高中地理 必修II (文、職業) 湖南教育(珠新) $20.80 $19.80 19.80$         19.80$         19.80$         

28 高中地理練習冊 必修1 (文、職業) 本校供應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9 高中地理練習冊 必修2 (文、職業) 本校供應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化學 30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1、2 (理) 雅集(珠新) @$339.00 @$322.10 644.20$       

物理 31 課標/高中物理 必修1 (理) 人教(珠新) $19.50 $18.50 18.50$         

32 課標/高中物理 必修2 (理) 人教(珠新) $16.90 $16.10 16.10$         

33 課標/高中物理 必修3-4 (理) 人教(珠新) $20.40 $19.40 19.40$         

34 課標/高中物理探究活動報告冊 (必修1、2) (理) 人教(珠新) @$22.80 @$21.70 43.40$         

科學 35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1B (文) 雅集(珠新) $141.00 $134.00 134.00$       

36 課標/高中物理 必修1 (文) 人教(珠新) $19.50 $18.50 18.50$         

37 課標/高中物理 必修2 (文) 人教(珠新) $16.90 $16.10 16.10$         

音樂 38 課標/音樂鑒賞 高中 (文、理) 人民音樂(珠新) $47.30 $44.90 44.90$         44.90$         

品公 39 品德與公民 (全一冊) 高中一年級 教青局、人教(珠新) $47.00 $44.70 44.70$         44.70$         44.70$         44.70$         

40 澳門基本法課本 澳門中華教育會(本校)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26.00$         

電腦 41 Office 2010 (2) (文、理) 本校供應 $30.00 $30.00 30.00$         30.00$         

42 Tello Edu課本套包 (文、理) 本校供應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室設 * 43 室內設計入門到精通 (室設) 哈爾濱(珠新) $91.00 $86.50 86.50$         

* 44 手繪效果圖表現技法及應用 (第二版) (室設) 北京交大(珠新) $95.20 $90.40 90.40$         

美術 45 課標/高中美術鑒賞 (文、理、室內設計) 人民美術(珠新) $40.10 $38.10 38.10$         38.10$         38.10$         

體育 46 課標/體育與健康 高中 (全) (文、理) 人教(珠新) $25.50 $24.20 24.20$         24.20$         

47 田徑競賽規則 (最新版) (體育運動) 人民體育(珠新) $56.00 $53.20 53.20$         

48 籃球規則 (2020) (體育運動) 北京體育大學(珠新) $82.60 $78.50 78.50$         

49 體育保健學 (體育運動) 人民體育(珠新) $30.80 $29.30 29.30$         

50 體適能基礎理論 (體育運動) 人民體育(珠新) $84.00 $79.80 79.80$         

51 運動訓練學─院校通用 (體育運動) 人民教育(珠新) $61.60 $58.50 58.50$         

普通話 52 普通話教材 初級 (文、理) 教青局 $60.00 $57.00 57.00$         57.00$         

三愛教育 53 三愛教材 本校供應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 教科書 2,430.20$   2,921.60$   2,029.30$   1,801.20$   

□ 校本教材 658.00$      598.00$      356.00$      356.00$      

高一文、理、室內設計 單價 總金額

每人15本作業簿合共 1.45$      21.80$      

每人2本格仔簿 3.00$      6.00$        

每人2本大字簿 6.00$      12.00$      

每人1本作文簿合共 8.00$      8.00$        

每人1本畫簿合共 13.00$     13.00$      

每人1本筆記本 14.00$     14.00$      

作業簿 74.80$        

高一體育運動 單價 總金額

每人15本作業簿合共 1.45$      21.80$      

每人2本格仔簿 3.00$      6.00$        

每人2本大字簿 6.00$      12.00$      

每人1本作文簿合共 8.00$      8.00$        

每人1本筆記本 14.00$     14.00$      

作業簿 61.80$        

新採用書

續用書，新生要買



原價 折實價

高一級

(文科)

新生

高一級

(理科)

新生

高一級

(室內設計)

升級生

高一級

(體育運動)

升級生

中文 1 中國語文新編 中五上、中五下 商務 @$170.00 @$161.50 323.00$       323.00$       323.00$       323.00$       

2 澳門 高中中國文學 第三、四冊 啟迪(珠新) @$182.00 @$172.90 345.80$       345.80$       345.80$       345.80$       

3 語文知識精進篇 第五冊 (澳門版) (新版) 啟迪(珠新) $120.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4 硬筆字帖─千家詩 3、4 海鷗 @$25.00 @$23.80 47.60$         47.60$         47.60$         47.60$         

□ 5 柳體大小楷 海鷗 $23.00 $21.90 21.90$         21.90$         

□ 6 閱讀札記 本校供應 $11.00 $11.00 11.00$         11.00$         

7 高二語文練習冊 本校供應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35.00$         

□ 8 華僑華人中國文化常識 世界傑出華人基金會(本校) $48.00 $48.00 48.00$         48.00$         

字典 □ 9 中華新字典 (第七版) (縮印本) 中華書局 $78.00 $74.10 74.10$         74.10$         

英文 10 Decoding the exam 5 (Revised) (update to exam requirement) (文、理、室內設計) Witman $262.00 $248.90 248.90$       248.90$       248.90$       

□ 11 Longman Reading Anthology 2 (Red Series) (文、理、室內設計) Pearson $144.00 $136.80 136.80$       136.80$       

□ 12 Certificate English Usage 5E (全) Aristo $244.00 $231.80 231.80$       231.80$       

□ 13 體育專業英語 (體育運動) 暨南大學(珠新) $67.20 $63.80

14 Own it! Level 3 Student's Book with Practice Extra) (文、理)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8.00 $283.10 283.10$       283.10$       

數學 15 課標/高中數學 必修4 A版 人教(珠新) $20.80 $19.80 19.80$         19.80$         19.80$         19.80$         

16 課標/高中數學 必修5 A版 人教(珠新) $16.60 $15.80 15.80$         15.80$         15.80$         15.80$         

17 課標/高中數學 選修2-1 A版 人教(珠新) $18.10 $17.20 17.20$         17.20$         17.20$         17.20$         

18 數學學案冊 5A、5B、5C 本校供應 $82.00 $82.00 82.00$         82.00$         82.00$         82.00$         

19 數學分層練習冊 5A、5B、5C (文、理) 本校供應 $72.00 $72.00 72.00$         72.00$         

20 高二數學 (選修) 本校供應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19.00$         

化學 □ 21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2 (理) 雅集(珠新) $339.00 $322.10 322.10$       

22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3A (理) 雅集(珠新) $101.50 $96.40 96.40$         

23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3B (理) 雅集(珠新) $237.00 $225.20 225.20$       

24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4A (理) 雅集(珠新) $142.50 $135.40 135.40$       

25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4B (理) 雅集(珠新) $211.00 $200.50 200.50$       

物理 26 課標/高中物理 選修3-1 (理) 人教(珠新) $20.00 $19.00 19.00$         

27 課標/高中物理 選修3-2 (理) 人教(珠新) $14.90 $14.20 14.20$         

28 課標/高中物理 選修3-3 (理) 人教(珠新) $15.40 $14.60 14.60$         

科學 29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第二版) 1C (文) 雅集(珠新) $102.00 $96.90 96.90$         

30 課標/高中物理 選修3-1 (文) 人教(珠新) $20.00 $19.00 19.00$         

31 課標/高中物理 選修3-2 (文) 人教(珠新) $14.90 $14.20 14.20$         

歷史 32 歷史 (附同步練習) (2021年新版) (文、職業) 暨大(珠新) $126.00 $119.70 119.70$       119.70$       119.70$       

□ 33 中國歷史 高中年級 必修 (理) 教青局、人教(珠新) $65.00 $61.80 61.80$         

34 歷史練習冊 (文、職業) 本校供應 $28.00 $28.00 28.00$         28.00$         28.00$         

地理 35 地理 (附同步練習) (2021年新版) (文、職業) 暨大(珠新) $133.00 $126.40 126.40$       126.40$       126.40$       

36 課標/高中地理 必修III (文、職業) 湖南教育(珠新) $20.80 $19.80 19.80$         19.80$         19.80$         

37 新課標中學地理圖文詳解指導地圖冊(增強版) (文、職業) 山東省地圖(珠新) $77.70 $73.80 73.80$         73.80$         73.80$         

38 高中地理練習冊 必修3 (文、職業) 本校供應 $18.00 $18.00 18.00$         18.00$         18.00$         

音樂 □ 39 課標/音樂鑒賞 高中 (文、理) 人民音樂(珠新) $47.30 $44.90 44.90$         44.90$         

品公 40 品德與公民 (全一冊) 高中二年級 教青局、人教(珠新) $47.00 $44.70 44.70$         44.70$         44.70$         44.70$         

□ 41 澳門基本法課本 澳門中華教育會(本校) $26.00 $26.00 26.00$         26.00$         

電腦 42 正確學會 Dreamweaver CC 的16堂課 (文) 旗標 $173.00 $155.70 155.70$       

* 43 Python初學特訓班 (第四版) (理) 文淵閣 $160.00 $144.00 144.00$       

44 Tello Edu課本套包 (文、理) 本校供應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室設 * 45 室內設計入門到精通 (室設) 哈爾濱(珠新) $91.00 $86.50 86.50$         

* 46 手繪效果圖表現技法及應用 (第二版) (室設) 北京交大(珠新) $95.20 $90.40 90.40$         

美術 □ 47 課標/高中美術鑒賞 (文、理) 人民美術(珠新) $40.10 $38.10 38.10$         38.10$         

體育 □ 48 課標/體育與健康 高中 (全) (文、理) 人教(珠新) $25.50 $24.20 24.20$         24.20$         

□ 49 田徑競賽規則 (2018/2019) (體育運動) 人民體育(珠新) $56.00 $53.20

□ 50 籃球規則 (體育運動) 北京體育大學(珠新) $82.60 $78.50

□ 51 體育保健學 (體育運動) 人民體育(珠新) $30.80 $29.30

□ 52 體適能基礎理論 (體育運動) 人民體育(珠新) $84.00 $79.80

□ 53 運動訓練學─院校通用 (體育運動) 人民教育(珠新) $61.60 $58.50

普通話 54 普通話教材 中級 (文、理) 教青局 $30.00 $28.50 28.50$         28.50$         

三愛教育 55 三愛教材 本校供應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 教科書 2,685.70$   3,293.40$   1,693.40$   1,267.60$   

□ 校本教材 609.00$      563.00$      252.00$      252.00$      

高二級文、理 單價 總金額

每人15本單行簿 1.45$      21.80$      

每人2本格仔 3.00$      6.00$        

每人3本大字 6.00$      18.00$      

每人1本作文 8.00$      8.00$        

每人1本畫 13.00$     13.00$      

每人1本筆記本 14.00$     14.00$      

作業簿 80.80$        

高二級室內設計、體育運動 單價 總金額

每人15本單行簿 1.45$      21.80$      

每人2本格仔簿 3.00$      6.00$        

每人3本大字簿 6.00$      18.00$      

每人1本作文簿合共 8.00$      8.00$        

每人1本筆記本 14.00$     14.00$      

作業簿 67.80$        

新採用書

續用書，新生要買



原價 折實價

高三級

(文科)

新生

高三級

(理科)

新生

高三級

(會展產業)

升級生

高三級

(體育運動)

升級生

中文 1 語文 (2021年新版) 暨大(珠新) $133.00 $126.40 126.40$       126.40$       126.40$      126.40$       

2 硬筆字帖─千家詩 5、6 海鷗 @$25.00 @$23.80 47.60$         47.60$         47.60$        47.60$         

3 語文知識精進篇 第六冊 (澳門版) (新版) 啟迪(珠新) $120.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4 澳門四高校聯考入學考試─中文科 (第三版) 啟迪(珠新) $107.00 $101.70 101.70$       101.70$       101.70$      101.70$       

5 入學考試複習大綱 (全新版) 暨大(珠新) $48.70 $46.30 46.30$         46.30$         46.30$        46.30$         

□ 6 柳體大小楷 海鷗 $23.00 $21.90 21.90$         21.90$         

□ 7 閱讀札記 本校供應 $11.00 $11.00 11.00$         11.00$         

8 高三語文練習冊 本校供應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9 高三語文補充教材 本校供應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11.00$         

□ 10 華僑華人中國文化常識 世界傑出華人基金會(本校) $48.00 $48.00 48.00$         48.00$         

字典 □ 11 中華新字典 (第七版) (縮印本) 中華書局 $78.00 $74.10 74.10$         74.10$         

英文 12 英語 (2021年新版) 暨大(珠新) $119.00 $113.10 113.10$       113.10$       113.10$      113.10$       

13 澳門四高校聯考入學考試─英文科(第三版) 啟迪(珠新) $107.00 $101.70 101.70$       101.70$       101.70$      101.70$       

□ 14 Own it! Level 3 (Student's Book with Practice Extra) (文、理)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8.00 $283.10 283.10$       283.10$       

數學 15 數學 (2021年新版) 暨大(珠新) $133.00 $126.40 126.40$       126.40$       126.40$      126.40$       

16 數學學案冊 6A、6B、6C 本校供應 $113.00 $113.00 113.00$       113.00$       113.00$      113.00$       

17 澳門四高校聯考入學考試─數學科(第三版) 啟迪(珠新) $120.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114.00$       

歷史 □ 18 歷史 (2015年出版) (文、職業) 暨大(珠新) $126.00 $119.70 119.70$       

□ 19 歷史練習冊 (文、職業) 本校供應 $28.00 $28.00 28.00$         

地理 □ 20 地理 (2015年出版) (文、職業) 暨大(珠新) $133.00 $126.40 126.40$       

化學 21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第二版) 7 (理) 雅集(珠新) $258.00 $245.10 245.10$       

22 香港中學文憑化學速讀筆記 (理) 雅集(珠新) $232.00 $220.40 220.40$       

物理 23 物理 (2021年新版) (理) 暨大(珠新) $119.00 $113.10 113.10$       

生物 24 高中生物 第一冊 必修 (理) 人教(珠新) $23.00 $21.90 21.90$         

25 高中生物 第二冊 必修 (理) 人教(珠新) $23.00 $21.90 21.90$         

電腦 26 智庫書城電腦課程 (電子書) (文、理) 本校供應 $240.00 $240.00 240.00$       240.00$       

經濟 27 經濟學新世界 一上 (2009初) (文) 導師 $167.00 $158.70 158.70$       

28 經濟學新世界 一中 (2009初) (文) 導師 $161.00 $153.00 153.00$       

音樂 □ 29 課標/音樂鑒賞 高中 (文) 人民音樂(珠新) $47.30 $44.90 44.90$         

品公 * 30 品德與公民 (全一冊) 高中三年級 教青局、人教(珠新) $47.00 $44.70 44.70$         44.70$         44.70$        44.70$         

□ 31 澳門基本法課本 澳門中華教育會(本校) $26.00 $26.00 26.00$         26.00$         

體育 □ 32 課標/體育與健康 高中 (全) (文、理) 人教(珠新) $25.50 $24.20 24.20$         24.20$         

33 體育社會學 (第四版) (體育運動) 高等教育(珠新) $78.00 $74.10 74.10$         

三愛教育 34 三愛教材 本校供應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70.00$         

* 教科書 1,941.90$    1,961.60$    935.90$     1,010.00$    

□ 校本教材 579.00$      551.00$      226.00$     226.00$      

高三文、理 單價 總金額

每人10本單行簿合共 1.45$     14.50$      

每人2本格仔簿合共 3.00$     6.00$        

每人3本九宮格簿合共 6.00$     18.00$      

每人1本作文簿 8.00$     8.00$        

每人1本筆記本 14.00$   14.00$      

作業簿 60.50$        

高三會展產業、體育運動 單價 總金額

每人10本單行簿合共 1.45$     14.50$      

每人2本格仔簿合共 3.00$     6.00$        

每人2本九宮格簿合共 6.00$     12.00$      

每人1本作文簿 8.00$     8.00$        

每人1本筆記簿 14.00$   14.00$      

作業簿 54.50$        

新採用書

續用書，新生要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