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級別／科目 書           名／作          者 出版／供應 定價 折實價

升初中一

國文：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一上) (第三版) (2009年版) 啟思 194.00    151.30    

英文： (2) Developing Skills Freeay 1A (2007 Ed) Aristo 153.00    119.30    

數學： (3) 數學基礎導學代數篇 (一) 本校

(4) 數學-生活補充習題 (上) 本校

升高中一

國文 (文理組)： (1) 中國語文 (單元教學版) 中四上 啟思 172.00    134.20    

英文 (文理組)： (2) Longman Express Summer Holiday Exercies Book (S3-S4) Pearson 54.00     42.10     

(3) □ Developing Skills Grammar & Usage

 (a three-year course) for HKDSE (Set A) (續用書)

(4) 講義 本校

(5) □ 數學基礎導學代數篇 (三) (續用書) 本校

(6) □ 數學基礎導學幾何篇 (三) (續用書) 本校

物理 (理組)： (7) Discovering Physics Book 2 Manhattan 227.00    195.20    

(8) Chemistry in Context (6th Ed) Nelson Thornes 398.00    350.20    

(9) 講義 本校

生物 (理組)： (10) 《生理衛生》自編講義 本校

歷史 (文組)： (11) 探究中國歷史 4上 文達 142.00    122.10    

升高中三

國文 (文理組)： (1) □ 預科中文 上冊 (續用書) 昭明

英文 (文理組)： (2) ※ Perfect Reading Practice with IELTS extras (2014 Ed) Witman 148.00    115.40    

物理 (理組)： (3) □ Discovering Physics Book 3A (續用書) Manhattan

(4) □ Chemistry in Context (6th Ed) (續用書) Nelson Thornes

(5) □ 高中實用新化學 上、下冊 (續用書) 中央

歷史 (文組)： (6) 大學預科歷史 集成 60.00     46.80     

符號說明： ※

附       註： (1) 修讀夏令班學生須於6月23日至夏令班開課前自行購買。

(2)

化學 (理組)：

新採用書或新版書；□舊生續用書

舊生不用購買書單註明之續用書，其價格可參閱正課書單。

澳門培正中學
夏 令 班 教 科 書 （非國內版） (2014)

Aristo

數學 (文理組)：

電話：28305613 28338561 28569014

地址：澳門荷蘭園大馬路32G地下



級別/科目 書    名  /  作    者 出版 / 供應 定價 折實價

升初中 一

數學： (1)   初中代數 (一上)(繁體版) 人民教育 27.00 25.70
(2)   初中代數 (一下)(繁體版) 人民教育 20.90 19.90

升高中一

地理(文組)： ※  中學地理圖文詳解指導地圖冊 山東省地圖 76.90 73.10

升高中三

國文(文理組)： (1) □  語文基礎知識手冊(第17修訂版) 北京教育

數學(文理組)： (2)  高中數學(第三冊)(選修II)( 理、文 ) 人民教育 18.40 17.50
生物(理組)： (3) □  高中生物(必修) (第二冊) 人民教育

地理(文組)： (4) □  地理--附送同步練習冊 暨南大學

(5) □  中學地理圖文詳解指導地圖冊 山東省地圖

符號說明:   ※ 新採用書或新版書;   □ 舊生續用書.

                               

可乘坐8、8A、12、19、22號汽車至澳廣視站站落車，往螺絲山公園方向步行100米左右

澳門培正中學

2014年    夏  令  班   教  科  書    (國內版)

附註:(1) 部份國內版教科書之價格只作參考，實際定價以來貨價結算為準，

              購買時供應商按實際定價之九五折優惠。

         (2) 學生購買國內版教科書時須注意供應商提供本校之版本，因為務求全級採用同一版本。

         (3) 舊生不用購買書單註明之續用書，其價格可參閱正課書單。

         (4) 修讀夏令班學生須於6月23日至夏令班開課前自行購買。

7至8月營業時間:上午10:00至晚上8:30     其他月份營業時間:上午11:00至晚上7:30

供應商:珠新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黑沙環斜路19號新益花園I鋪（聖保祿學校正門斜對面，屈臣氏(新益分店)旁。）

電話:28421307  傳真:28520146                                        網址:www.mycsbook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