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釘放位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2020-2021年上學期用書表、補充教材及校簿(一年級)

級別:
學號:
姓名:

甲部 書名 (家長可自由選購)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散購欄"√"

【課本】活學中國語文 一上一 (2016年版)*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62.50

【課本】小學數學新思維課本 1上A冊 (第二版_19)*2 教育出版社 80.00 70.40

【課本】小學數學新思維課本 1上B冊 (第二版_19)*3 教育出版社 80.00 70.4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1.1 我是小學生(第三版_19)*4 教育出版社 73.50 64.7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1.2 我長大了(第三版_19)*5 教育出版社 73.50 64.70

【課本】新小學音樂課本 一上 (2012)*6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 105.00 92.40

【課本】活學普通話 一上（附電子學習資源）（2019年版）*7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3.00 90.60

【圖書】LRP-BR-L1-7:WHERE'S ERIC?(ISBN:9789620110009)(在坊間較難購買)8 PEARSON 70.00 61.60

甲部 : 家長可自由選購,總數由家長自行計算 (用折扣價) 本數 :8 折實合計:$577.30

乙部 作業及補充練習 (於開課後隨課堂派發，並由老師負責處理。)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一上一（附自學配套） (2016年版)9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作業 1上A冊 (附自學配套) (第二版_19)10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作業 1上B冊 (附自學配套) (第二版_19)11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1.1 我是小學生 (附自學配套) (第三版_19)12 教育出版社 47.50 41.8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1.2 我長大了 (附自學配套) (第三版_19)13 教育出版社 47.50 41.80

【練習】Classroom Handwriting Book 1 (2004)14 CLASSROOM PUBLICATI
ONS LTD.

29.00 24.10

【練習】樂思數學輕鬆齊闖關 1年級 (新課程版)15 樂思 90.00 74.70

乙部 : 本數 :7 折實合計:$324.50

丙部 校簿 (坊間不能買到，家長必須購買)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其他】P1校簿【詳見附頁】16 90.40 90.40

丙部 : 本數 :1 折實合計:$90.40

由家長填寫: 請在適當選擇加上 號

本人同意全套 (甲部、乙部及丙部) 購買 合共折價  $992.20

本人選擇 甲部散購$ ____________ + 乙部及丙部全套購買  $414.90 = 合共折價 $ ____________

本人選擇購買丙部 合共折價  $90.40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

選用7-11方法繳交付書簿費

1. 家長需帶同書單到全港任何一間7-11

2. 按右列個人賬號繳交書款

7-11(HSBC) 個人賬戶編號

3320 1200 1519 0101

請留意:書單上之7-Eleven條碼為獨立條碼, 如遺失書單,請聯絡校務處,切勿影印其他學生之書單使用

編訂日期:25-05-20 總代理：育才書店 客戶服務熱線: 2942-9338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及 下午2:00-5:00 (公眾假期除外) C-Y10EVEN-Q006A-10000030

繳款通知







(收據釘放位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2020-2021年上學期用書表、補充教材及校簿(二年級)

級別:
學號:
姓名:

甲部 書名 (家長可自由選購)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散購欄"√"

【課本】活學中國語文 二上一 (2016年版)*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62.50

【課本】活學中國語文 二上二 (2016年版)*2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62.50

【課本】小學數學新思維(答句版) 課本 2上A冊 (第二版_19)3 教育出版社 80.00 70.40

【課本】小學數學新思維(答句版) 課本 2上B冊 (第二版_19)4 教育出版社 80.00 70.4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2.1 快高長大(第三版_19)*5 教育出版社 73.50 64.7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2.2 快樂的生活(第三版_19)*6 教育出版社 73.50 64.70

【課本】新小學音樂課本 二上 (2012)*7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 105.00 92.40

【課本】活學普通話 二上（附電子學習資源）（2019年版）*8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3.00 90.60

【圖書】Oxford Story Tree (Grade 3-Green Book): The birthday candle
(ISBN:9780199440306)(在坊間較難購買)

9 OXFORD 55.00 48.40

甲部 : 家長可自由選購,總數由家長自行計算 (用折扣價) 本數 :9 折實合計:$626.60

乙部 作業及補充練習 (於開課後隨課堂派發，並由老師負責處理。)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二上一（附自學配套） (2016年版)10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二上二（附自學配套） (2016年版)1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活學識字和寫字 二上 (2016年版)12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3.00 27.4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答句版) 作業 (附自學配套) 2上A冊 (第二版_19)13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答句版) 作業 (附自學配套) 2上B冊 (第二版_19)14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2.1 快高長大(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15 教育出版社 47.50 41.8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2.2 快樂的生活(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16 教育出版社 47.50 41.80

【練習】能力提升及評估系列－閱讀理解 2上 (2017)17 樂思 82.00 68.10

【練習】Classroom Handwriting Book 3 (2004)18 CLASSROOM PUBLICATI
ONS LTD.

29.00 24.10

乙部 : 本數 :9 折實合計:$379.20

丙部 校簿 (坊間不能買到，家長必須購買)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其他】P2校簿【詳見附頁】19 38.10 38.10

丙部 : 本數 :1 折實合計:$38.10

由家長填寫: 請在適當選擇加上 號

本人同意全套 (甲部、乙部及丙部) 購買 合共折價  $1,043.90

本人選擇 甲部散購$ ____________ + 乙部及丙部全套購買  $417.30 = 合共折價 $ ____________

本人選擇購買丙部 合共折價  $38.10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

選用7-11方法繳交付書簿費

1. 家長需帶同書單到全港任何一間7-11

2. 按右列個人賬號繳交書款

7-11(HSBC) 個人賬戶編號

3320 1200 1529 0107

請留意:書單上之7-Eleven條碼為獨立條碼, 如遺失書單,請聯絡校務處,切勿影印其他學生之書單使用

編訂日期:27-05-20 總代理：育才書店 客戶服務熱線: 2942-9338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及 下午2:00-5:00 (公眾假期除外) C-Y10EVEN-Q006A-10000030

繳款通知







(收據釘放位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2020-2021年上學期用書表、補充教材及校簿(三年級)

級別:
學號:
姓名:

甲部 書名 (家長可自由選購)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散購欄"√"

【課本】活學中國語文 三上一 (2016年版)*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62.50

【課本】活學中國語文 三上二 (2016年版)*2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62.50

【課本】小學數學新思維課本 3上A (初版_12)*3 教育出版社 78.00 68.60

【課本】小學數學新思維課本 3上B (初版_12)*4 教育出版社 78.00 68.6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3.1 健康的生活(第三版_19)*5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3.2 香港的動植物(第三版_19)*6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3.3 自然現象探趣(第三版_19)*7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課本】新小學音樂課本 三上 (2012)*8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 105.00 92.40

【課本】牧童笛開心奏 三上 (2012)9 英利音樂 122.00 107.40

【課本】活學普通話 三上（附電子學習資源）（2019年版）*10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3.00 90.60

【圖書】TURQUOISE: DADS PASTA F SAILS (2010_Ed)(ISBN:
9781442535916)(在坊間較難購買)

11 PEARSON 72.00 63.40

【圖書】Oxford Story Tree (NE)4A.3 THE GREAT RACE (More Stories Level 4 -
Orange Books) (ISBN:9780193990524) *在坊間較難購買

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64.00 56.30

甲部 : 家長可自由選購,總數由家長自行計算 (用折扣價) 本數 :12 折實合計:$818.70

乙部 作業及補充練習 (於開課後隨課堂派發，並由老師負責處理。)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三上一（附自學配套） (2016年版)13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三上二（附自學配套） (2016年版)14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作業 3上A (附自學配套，由校方發放密碼) (初版_12)15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作業 3上B (附自學配套，由校方發放密碼) (初版_12)16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3.1 健康的生活(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17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3.2 香港的動植物(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18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3.3 自然現象探趣(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19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練習】教圖閱讀能力提升訓練 小三 (2014年版)20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87.50 72.60

【練習】Classroom Handwriting Book 5 (2004)21 CLASSROOM PUBLICATI
ONS LTD.

29.00 24.10

乙部 : 本數 :9 折實合計:$392.70

丙部 校簿 (坊間不能買到，家長必須購買)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其他】P3校簿【詳見附頁】22 53.40 53.40

丙部 : 本數 :1 折實合計:$53.40

由家長填寫: 請在適當選擇加上 號

本人同意全套 (甲部、乙部及丙部) 購買 合共折價  $1,264.80

本人選擇 甲部散購$ ____________ + 乙部及丙部全套購買  $446.10 = 合共折價 $ ____________

本人選擇購買丙部 合共折價  $53.40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

選用7-11方法繳交付書簿費

1. 家長需帶同書單到全港任何一間7-11

2. 按右列個人賬號繳交書款

7-11(HSBC) 個人賬戶編號

3320 1200 1539 0101

請留意:書單上之7-Eleven條碼為獨立條碼, 如遺失書單,請聯絡校務處,切勿影印其他學生之書單使用

編訂日期:27-05-20 總代理：育才書店 客戶服務熱線: 2942-9338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及 下午2:00-5:00 (公眾假期除外) C-Y10EVEN-Q006A-10000030

繳款通知







(收據釘放位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2020-2021年上學期用書表、補充教材及校簿(四年級)

級別:
學號:
姓名:

甲部 書名(家長可自由選購，電子書除外)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散購欄"√"

【電子書】活學中國語文 四上一 (2016年版) (無實體課本)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71.00

【電子書】活學中國語文 四上二 (2016年版) (無實體課本)2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71.00

【電子書】Primary Longman Elect E-Textbook 4A (2015)* (無實體課本)3 PEARSON 128.00 128.00

【電子書】小學數學新思維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証卡版) (平版電腦版) 4上A
(第二版_20)(無實體課本)

4 教育出版社 80.00 70.40

【電子書】小學數學新思維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証卡版) (平版電腦版) 4上B
(第二版_20)(無實體課本)

5 教育出版社 80.00 70.40

【電子書】今日常識新領域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證卡版) 4.1
奇妙的世界(第三版_19)(無實體課本)

6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電子書】今日常識新領域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證卡版) 4.2
大地寶庫(第三版_19)(無實體課本)

7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電子書】今日常識新領域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證卡版) 4.3
資訊新世代(第三版_19)(無實體課本)

8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電子書】新小學音樂課本 四上 (2012)* (無實體課本)9 英利音樂 84.00 73.90

【電子書】活學普通話 (核心篇) 四上 (附電子學習資源)(2019年版)
(無實體課本)

10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93.00 93.00

【課本】3000+ Words For Writing 4 (2013)11 PEARSON 95.00 83.60

【圖書】Oxford Story Tree (New Edition) (Level 5-Pink Books) 5A.4 The
laughing princess (ISBN:9780193990630)(在坊間較難購買)

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64.00 56.30

甲部 : 家長可自由選購,總數由家長自行計算 (用折扣價) 本數 :12 折實合計:$864.00

乙部 作業及補充練習 (於開課後隨課堂派發，並由老師負責處理。)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四上一（附自學配套） (2016年版)13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四上二（附自學配套） (2016年版)14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Primary Longman Elect Workbook (4A) (2009)15 PEARSON 100.00 88.00

【作業】Primary Longman Elect Listening (4A) (2009)16 PEARSON 96.00 84.5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 作業 (附自學配套) 4上A冊 (第二版_20)17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 作業 (附自學配套) 4上B冊 (第二版_20)18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4.1 奇妙的世界(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19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4.2 大地寶庫(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20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4.3 資訊新世代(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21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練習】教圖閱讀策略訓練 四上 (2018年版)22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66.00 54.80

【練習】突破HKAT(Pre-S1)—躍思數學分類練習(精選版) 4年級23 躍思 77.00 63.90

【練習】Longman Welcome to Handwriting BkC (2007)24 PEARSON 29.00 25.50

乙部 : 本數 :12 折實合計:$612.70

丙部 校簿 (坊間不能買到，家長必須購買)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其他】P4校簿【詳見附頁】25 74.20 74.20

丙部 : 本數 :1 折實合計:$74.20

由家長填寫: 請在適當選擇加上 號

本人同意全套 (甲部、乙部及丙部) 購買 合共折價  $1,550.90

本人選擇 甲部散購$ ____________ + 乙部及丙部全套購買  $686.90 = 合共折價 $ ____________

本人選擇購買丙部 合共折價  $74.20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

選用7-11方法繳交付書簿費

1. 家長需帶同書單到全港任何一間7-11

2. 按右列個人賬號繳交書款

7-11(HSBC) 個人賬戶編號

3320 1200 1549 0107

請留意:書單上之7-Eleven條碼為獨立條碼, 如遺失書單,請聯絡校務處,切勿影印其他學生之書單使用

編訂日期:27-05-20 總代理：育才書店 客戶服務熱線: 2942-9338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及 下午2:00-5:00 (公眾假期除外) C-Y10EVEN-Q006A-10000030

繳款通知







(收據釘放位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2020-2021年上學期用書表、補充教材及校簿(五年級)

級別:
學號:
姓名:

甲部 書名 (家長可自由選購)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散購欄"√"

【電子書】活學中國語文 五上一 (2016年版)(無實體課本)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71.00

【電子書】活學中國語文 五上二 (2016年版)(無實體課本)2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71.00

【電子書】Primary Longman Elect E-Textbook 5A (2015)* (無實體課本)3 PEARSON 128.00 128.00

【電子書】小學數學新思維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證卡版) (平版電腦版) 5上A
(初版_12)(無實體課本)

4 教育出版社 78.00 68.60

【電子書】小學數學新思維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證卡版) (平版電腦版) 5上B
(初版_12)(無實體課本)

5 教育出版社 78.00 68.60

【電子書】今日常識新領域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證卡版) 5.1
生命變變變(第三版_19)(無實體課本)

6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電子書】今日常識新領域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證卡版) 5.2
光、聲、電的世界(第三版_19)(無實體課本)

7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電子書】今日常識新領域 學生版電子課本(無認證卡版) 5.3
香港的都市生活(第三版_19)(無實體課本)

8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電子書】新小學音樂課本 五上 (2012)* (無實體課本)9 英利音樂 84.00 73.90

【電子書】活學普通話 (核心篇) 五上 (附電子學習資源)(2019年版)(無實體課本)10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88.00 88.00

【課本】3000+ Words For Writing 5 (2013)11 PEARSON 95.00 83.60

【圖書】讀名著、學語文 西遊記 (2010 假精裝) (ISBN: 9789620852855)
(在坊間較難購買)

12 新雅文化事業 52.00 45.80

【圖書】Oxford Story Tree (Grade 5-Pink Book): The treasure chest
(ISBN:9780193990647)(在坊間較難購買)

1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64.00 56.30

甲部 : 家長可自由選購,總數由家長自行計算 (用折扣價) 本數 :13 折實合計:$901.20

乙部 作業及補充練習 (於開課後隨課堂派發，並由老師負責處理。)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五上一（附自學配套）(2016年版)14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五上二（附自學配套）(2016年版)15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Primary Longman Elect Workbook (5A) (2009)16 PEARSON 100.00 88.00

【作業】Primary Longman Elect Listening (5A) (2009)17 PEARSON 96.00 84.5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作業 5上A (附自學配套，由校方發放密碼)(初版_12)18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作業 5上B (附自學配套，由校方發放密碼) (初版_12)19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5.1 生命變變變(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20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5.2 光、聲、電的世界(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21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5.3 香港的都市生活(附自學配套)(第三版_19)22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練習】教圖閱讀能力提升訓練 小五 (2014)23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87.50 72.60

【練習】中文科HKAT分類練習及模擬試卷 (2020/21年版) (六年級)24 樂思 108.00 89.60

【練習】Classroom Handwriting Book 6 (2004)25 CLASSROOM PUBLICATI
ONS LTD.

29.00 24.10

【練習】JumpStart English Practice for HKAT (Pre-S1) (P.5)26 躍思 92.00 76.40

【練習】突破HKAT(Pre-S1) - 躍思數學2合1 (分類練習及模擬試卷)(五年級)27 躍思 105.00 87.20

乙部 : 本數 :14 折實合計:$818.40

丙部 校簿 (坊間不能買到，家長必須購買)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其他】P5校簿【詳見附頁】28 56.50 56.50

丙部 : 本數 :1 折實合計:$56.50

由家長填寫: 請在適當選擇加上 號

本人同意全套 (甲部、乙部及丙部) 購買 合共折價  $1,776.10

本人選擇 甲部散購$ ____________ + 乙部及丙部全套購買  $874.90 = 合共折價 $ ____________

本人選擇購買丙部 合共折價  $56.50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

選用7-11方法繳交付書簿費

1. 家長需帶同書單到全港任何一間7-11

2. 按右列個人賬號繳交書款

7-11(HSBC) 個人賬戶編號

3320 1200 1559 0101

請留意:書單上之7-Eleven條碼為獨立條碼, 如遺失書單,請聯絡校務處,切勿影印其他學生之書單使用

編訂日期:27-05-20 總代理：育才書店 客戶服務熱線: 2942-9338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及 下午2:00-5:00 (公眾假期除外) C-Y10EVEN-Q006A-10000030

繳款通知







(收據釘放位置)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
2020-2021年上學期用書表、補充教材及校簿(六年級)

級別:
學號:
姓名:

甲部 書名 (家長可自由選購)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散購欄"√"

【課本】活學中國語文 六上一 (2016年版)*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62.50

【課本】活學中國語文 六上二 (2016年版)*2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71.00 62.50

【課本】Primary Longman Elect (6A) (2009)*3 PEARSON 128.00 112.60

【課本】小學數學新思維課本 6上A (初版_12)*4 教育出版社 78.00 68.60

【課本】小學數學新思維課本 6上B (初版_12)*5 教育出版社 78.00 68.6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6.1 處變不驚 (第三版_19)*6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6.2 科技天地 (第三版_19)*7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課本】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6.3 中國的變遷 (第三版_19)*8 教育出版社 55.50 48.80

【課本】新小學音樂課本 六上 (2012)*9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 105.00 92.40

【課本】活學普通話(核心篇) 六上 (附電子資源) (2019年版)*10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88.00 77.40

【課本】3000+ Words For Writing 6 (2013)11 PEARSON 95.00 83.60

【圖書】Oxford Story Tree (New Edition) (Level 7-Brown Books) 7A.3 The
Rainbow Machine (ISBN:9780193990821)(在坊間較難購買)

1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68.00 59.80

【圖書】Longman English Reader : Festival Fun
(2005_Ed)(ISBN:9789620145643)(在坊間較難購買)

13 PEARSON 70.00 61.60

甲部 : 家長可自由選購,總數由家長自行計算 (用折扣價) 本數 :13 折實合計:$896.00

乙部 作業及補充練習 (於開課後隨課堂派發，並由老師負責處理。)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六上一（附自學配套） (2016年版)14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 六上二（附自學配套） (2016年版)15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38.50 33.90

【作業】Primary Longman Elect Workbook (6A) (2009)16 PEARSON 100.00 88.0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作業 6上A (附自學配套，由校方發放密碼)(初版_12)17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小學數學新思維作業 6上B (附自學配套，由校方發放密碼) (初版_12)18 教育出版社 61.50 54.1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附自學配套) 6.1 處變不驚 (第三版_19)19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附自學配套) 6.2 科技天地 (第三版_19)20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作業】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附自學配套) 6.3 中國的變遷 (第三版_19)21 教育出版社 45.50 40.00

【練習】突破HKAT(Pre-S1) - 躍思數學2合1 (分類練習及模擬試卷) (六年級)22 躍思 105.00 87.20

乙部 : 本數 :9 折實合計:$471.20

丙部 校簿 (坊間不能買到，家長必須購買) 出版社 定價$ 折價$

【其他】P6校簿【詳見附頁】23 39.10 39.10

丙部 : 本數 :1 折實合計:$39.10

由家長填寫: 請在適當選擇加上 號

本人同意全套 (甲部、乙部及丙部) 購買 合共折價  $1,406.30

本人選擇 甲部散購$ ____________ + 乙部及丙部全套購買  $510.30 = 合共折價 $ ____________

本人選擇購買丙部 合共折價  $39.10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 ______________

選用7-11方法繳交付書簿費

1. 家長需帶同書單到全港任何一間7-11

2. 按右列個人賬號繳交書款

7-11(HSBC) 個人賬戶編號

3320 1200 1569 0107

請留意:書單上之7-Eleven條碼為獨立條碼, 如遺失書單,請聯絡校務處,切勿影印其他學生之書單使用

編訂日期:27-05-20 總代理：育才書店 客戶服務熱線: 2942-9338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及 下午2:00-5:00 (公眾假期除外) C-Y10EVEN-Q006A-10000030

繳款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