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鄧肇堅維多利亞官立中學 

二零二二至二零二三年度書單 

                                         書單派發日期:   15 / 7 / 2020 

中三 ( S3A, S3B 及 S3C 班 適用) 

全年用書 

1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上(2014 年第四版) 

(包括：2020 年實用文寫作筆記) 

李潔欣等編 啟思 262 

(套裝價) 

2 啟思「生活」中國語文 中三下(2014 年第四版) 

(包括：2020 年指定文言經典精選) 

李潔欣等編 啟思 262 

(套裝價) 

3 Longman English Edge JS 3 

(TSKVGSS school-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此教科書是出版商爲本校特別訂製，家長需要到 

*天利行書局銅鑼灣分店購買。 

John Potter, 

Sarah Rigby, 

Kitty Wong 

Pearson 374 

4 家長可到任何書局購買以下書籍: 

Performance -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3 with Data File Book & Student's Online 

Resources (MP3) 4th Edition 2017 

Diana Esser Pilot 183 

5 家長可到任何書局購買以下書籍: 

Developing Skills: Grammar & Usage for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3 (Set B) (2022 2nd Ed.) 

C. Harris Aristo 183 

6 初中數學與生活 3A (單元版) (2022 年出版) 楊仲明、楊家漢、

徐崑玉、陳國璋、 

唐鳳翔、呂文傑、 

黃美寧 

培生香港 259 

7 初中數學與生活 3B (單元版) (2022 年出版) 楊仲明、楊家漢、 

徐崑玉、陳國璋、 

唐鳳翔、呂文傑、 

黃美寧 

培生香港 259 

8 新編基礎科學 3A (2018 年版)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大學 

出版社 

135 

9 雅集科學新世紀 3B (2018 年版) 周恩輝、薛裕霖、 

司徒仲弘、鄧文偉 

雅集 133 

10 雅集科學新世紀 練習簿 3B (2018 年版) 周恩輝、薛裕霖、 

司徒仲弘 

雅集 57 

11 新編基礎科學 3C 鍾卓廷、鍾健琴、 

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大學 

出版社 

127 

12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3 (第二版) 2022 呂振基、陳贊永等 現代教育 235 

13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3 作業 (第二版) 2022 呂振基、劉景輝等 現代教育 108 



14 初中活學地理 (2022 年第三版) 

5. 與自然災害共處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李安妮、 

何秀紅、徐秀銀 

牛津大學 

出版社 

141 

15 初中活學地理作業 (2022 年第三版) 

5. 與自然災害共處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李安妮、 

何秀紅、徐秀銀 

牛津大學 

出版社 

52 

16 初中活學地理 (2022 年第三版) 

6. 製造業全球轉移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李安妮、 

何秀紅、徐秀銀 

牛津大學 

出版社 

141 

17 初中活學地理作業 (2022 年第三版) 

6. 製造業全球轉移 

葉劍威、林智中、 

黃錦輝、李安妮、 

何秀紅、徐秀銀 

牛津大學 

出版社 

52 

18 探索生活與社會 

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 單元 21 公民權責 

(2022 年重印兼訂正) 

布森祖 名創教育 39 

19 探索生活與社會 

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 單元 24 中國國民的生活 

(2021 年重印兼訂正) 

布森祖 名創教育 49 

20 探索生活與社會 

社會體系與公民精神 單元 26 走向世界的中國 

(2022 年重印兼訂正) 

布森祖 名創教育 49 

21 新編生活普通話 中三（2019 年版） 香港普通話 

教育中心 

許耀賜、張清秀、 

陳香花、劉邦平 

培生教育 147 

22 電腦與資訊科技 (初中普通電腦課程) (第二版) 

基本單元 3A–CS03, IT05, IT06 

(附新編 Flash 使用手冊 3A，新高中銜接手冊－互

聯網及其應用 (加強版) 3A 及增潤科技教育學習領

域課程補編 3A) 

鄭志成、夏志雄、 

杜家偉 

朗文香港 

教育 

165 

23 設計與科技 (教材由教育局課程 

發展處及本校提供) 

/ / 

24 音樂 (教材由本校提供) / / 

25 視覺藝術 (教材由本校提供) / / 

                                                                          

學生可隨意到任何書店購買課本 (英文科校本教科書－書單上項目 3 除外) 

*備註 天利行書局銅鑼灣分店地址: 香港銅鑼灣銅鑼灣道 174 號地下(天后地鐵站 A1 出口) 

書單上所列價目只供參考之用，所有價目以出版社之最新訂價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