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華 夜 中 學
15-16學年學生用書書單

編號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定價(估價)
暑期門巿

優惠價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一上 (第三版) 啟思出版社 209.00 198.60

2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一下 (第三版) 啟思出版社 209.00 198.60

3 Interchange 劍橋國際英語教程 學生用書 Intro入門級 (第三版)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70.00 66.50

4 義務教育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 數學 七年級 上冊（繁體） 人民教育出版社 30.80 29.30

5 義務教育課程標准實驗教科書 數學 七年級 下冊（繁體） 人民教育出版社 32.90 31.30

6 基礎科學 1A 牛津出版社 183.50 174.30

7 基礎科學 1B 牛津出版社 183.50 174.30

8 基礎科學作業 1A 牛津出版社 63.00 59.90

9 基礎科學作業 1B 牛津出版社 63.00 59.90

10 (新課標) 中國歷史 七年級上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19.00

11 (義務教育) 地理 七年級上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採用書 16.70 15.90

12 (義務教育) 地理圖冊 七年級上冊 中國地圖 *新採用書 18.20 17.30

13 品德與公民 初中二 上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86.00 81.70

初中一

教材供應商：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大炮台斜巷3-7號地下      電話：28375570   傳真：283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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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華 夜 中 學
15-16學年學生用書書單

編號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定價(估價)
暑期門巿

優惠價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二上 (第三版) 啟思出版社 210.00 199.50

2 啟思中國語文  中二下 (第三版) 啟思出版社 210.00 199.50

3 Interchange 劍橋國際英語教程 學生用書 Intro入門級 (第三版)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70.00 66.50

4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數學 八年級 上冊（繁體） 人民教育出版社 33.40 31.70

5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數學 八年級 下冊（繁體） 人民教育出版社 32.90 31.30

6 基礎科學 2A 牛津出版社 183.50 174.30

7 基礎科學 2B 牛津出版社 183.50 174.30

8 基礎科學作業 2A 牛津出版社 63.00 59.90

9 基礎科學作業 2B 牛津出版社 63.00 59.90

10 (新課標) 中國歷史 七年級下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0 19.10

11 (義務教育) 地理  七年級下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採用書 15.80 15.00

12 (義務教育) 地理  八年級上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採用書 17.90 17.00

13 (義務教育) 地理圖冊 七年級下冊 中國地圖 *新採用書 18.20 17.30

14 (義務教育) 地理圖冊 八年級上冊 中國地圖 *新採用書 18.20 17.30

15 品德與公民 初中二 下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86.00 81.70

初中二

教材供應商：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大炮台斜巷3-7號地下      電話：28375570   傳真：283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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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華 夜 中 學
15-16學年學生用書書單

編號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定價(估價)
暑期門巿

優惠價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三上 (第三版) 啟思出版社 210.00 199.50

2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三下 (第三版) 啟思出版社 210.00 199.50

3 Interchange 劍橋國際英語教程 學生用書 1級 (第三版)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70.00 66.50

4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數學 九年級 上冊（繁體） 人民教育出版社 32.70 31.10

5 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 數學 九年級 下冊（繁體） 人民教育出版社 31.00 29.50

6 基礎科學 3B 牛津出版社 110.00 104.50

7 基礎科學 3C 牛津出版社 110.00 104.50

8 基礎科學作業 3B 牛津出版社 44.80 42.60

9 基礎科學作業 3C 牛津出版社 44.80 42.60

10 (新課標) 中國歷史八年級 上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18.80 17.90

11 (義務教育) 地理  八年級上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採用書 17.90 17.00

12 (義務教育) 地理  八年級下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採用書 16.30 15.50

13 (義務教育) 地理圖冊 八年級上冊 中國地圖 *新採用書 18.20 17.30

14 (義務教育) 地理圖冊 八年級下冊 中國地圖 *新採用書 18.20 17.30

15 品德與公民 初中三 上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86.00 81.70

初中三

教材供應商：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大炮台斜巷3-7號地下      電話：28375570   傳真：283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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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華 夜 中 學
15-16學年學生用書書單

編號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定價(估價)
暑期門巿

優惠價

1 中國語文 (單元教學版) 中四上  ( 各組別及職技班用書) 啟思出版社 185.00 175.80

2 中國語文 (單元教學版) 中四下  ( 各組別及職技班用書) 啟思出版社 185.00 175.80

3 中國文學     第一冊  （文組用書） 香港人人書局有限公司 120.00 114.00

4 Interchange 劍橋國際英語教程 學生用書 1級 (第三版)  ( 各組別及職技班用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70.00 66.50

5 數學 高中第一冊  上   ( 各組別及職技班用書) 人民教育出版社 22.60 21.50

6 數學 高中第一冊  下   ( 各組別及職技班用書) 人民教育出版社 23.60 22.40

7 中國近代現代史    上冊   (文組用書 或 社經組選修用書)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40 18.40

8 世界近代現代史 (選修)    上冊   (文組用書)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19.00

9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第一冊    (社經組用書) 朗文出版社 192.00 182.40

10 社會學概論    (社經組用書)                                   四川人民出版社 46.20 43.90

11 品德與公民 高中一 上冊  ( 各組別及職技班用書) 人民教育出版社 86.00 81.70

高中一

教材供應商：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大炮台斜巷3-7號地下      電話：28375570   傳真：283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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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華 夜 中 學
15-16學年學生用書書單

編號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定價(估價)
暑期門巿

優惠價

1 中國語文(單元教學版) 中五上 啟思出版社 179.00 170.10

2 中國語文(單元教學版) 中五下 啟思出版社 179.00 170.10

3 中國文學      第二冊    (文組用書) 香港人人書局有限公司 120.00 114.00

4 中國文學      第三冊    (文組用書) 香港人人書局有限公司 120.00 114.00

5 Interchange 劍橋國際英語教程 學生用書 2級 (第三版)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70.00 66.50

6 數學 高中第二冊  上 人民教育出版社 22.00 20.90

7 數學 高中第二冊  下A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採用書 21.50 20.40

8 中國近代現代史    下冊   (文組用書 或 社經組選修用書) 人民教育出版社 21.70 20.60

9 世界近代現代史 (選修) 下冊    (文組用書)  人民教育出版社 29.60 28.10

10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第二冊   (社經組用書) 朗文出版社 192.00 182.40

11 社會學概論   (社經組用書)                                   四川人民出版社 46.20 43.90

12 品德與公民 高中二 上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86.00 81.70

高中二

教材供應商：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大炮台斜巷3-7號地下      電話：28375570   傳真：283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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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華 夜 中 學
15-16學年學生用書書單

編號 書名 出版社 備註 定價(估價)
暑期門巿

優惠價

1 預科中文    上冊 昭明出版社 68.00 64.60

2 預科中文    下冊 昭明出版社 68.00 64.60

3 中國文學      第三冊    (文組用書) 香港人人書局有限公司 120.00 114.00

4 中國文學      第四冊    (文組用書) 香港人人書局有限公司 120.00 114.00

5 Interchange 劍橋國際英語教程 學生用書 2級 (第三版)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70.00 66.50

6 數學 暨南大學出版社 112.00 106.40

7 歷史   (文組用書) 暨南大學出版社 105.00 99.80

8 社會學概論    (社經組用書) 四川人民出版社 46.20 43.90

9 新高中經濟學探索 第六冊   (社經組用書) 朗文出版社 192.00 182.40

10 品德與公民 高中三 全一冊 人民教育出版社 86.00 81.70

高中三

教材供應商：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澳門大炮台斜巷3-7號地下      電話：28375570   傳真：283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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