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怡寶血小學 

PRECIOUS BLOOD PRIMARY SCHOOL (SOUTH HORIZONS) 

2020-2021 年度 (上學期) 

購書日期及時間 

學生購書：202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 

家長代購書：202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二) 上午 8:15-8:40 

購書地點：一樓舞蹈室 

購書須知 
1. 家長可向中華書局購買全套或部份課本，並請在用書表內選擇購買全套或散購服務。如選擇散購服

務，請用「」選出欲購的課本，並請自行計算及填寫所需金額。 
2. 校內購書付款方式 

A. 現金：為節省時間，請各家長/學生備足書款，以免找贖。 
B. 支票：以劃線支票付款 支票抬頭請寫上 "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支票背後須用原子筆寫上 學生的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C. 7-Eleven：於本港任何一間「7-Eleven」以二維碼繳付書款。 

(並請小心保管存款收據，憑正式收據(影印本無效)於 7 月 14 日售書當日回校領取課本， 
遺失收據請自行向 7-11 分店補回。) 

3. 書單內之課本及補充練習均以出版社定價或特價計算。 
4. 凡於校內購書，所缺書本將於校內補回。 

5. 家長亦可憑此書單前往指定中華書局分局購買課本，所缺書本將於校內補回。 
6. 如天文台發出紅、黑色暴雨警告、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售書日期將另行通知。 
7. 學生家長可自由到任何書局購買。 
8.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服務熱線：6605 4473(星期一至五 9:00-18:00) 
9. 中華書局分局地點： 
  油麻地分局  電話：2385 6588 

   地址：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50 號(港鐵油麻地站 C 出口)   營業時間：  上午 11：00 –晚上 09：30 

   將軍澳分局  電話：2394 0397(只提供預訂服務) 
   荃灣分局    電話：2492 2224(只提供預訂服務)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散書

冊次 編者 出版社 定價 折實價 訂購

#1. 給孩子的喜訊 (2011年版) 二上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二上 良友之聲 $13.00 $11.40 

#3.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二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4.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二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5.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二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6.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二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7. Longman English Leap (2018 Edition)
(with Student Companion Website) 2A Katherine A. Jenkins, Ryan Chapman Pearson $123.00 $108.20 

#8. Longman English Leap Workbook (2018 Edition) 2A Ryan Chapman Pearson $100.00 $88.00 

#9. Longman English Leap Grammar (2018 Edition)
(with Grammar Booster Booklet) 2A Mike Lewis Pearson $100.00 $88.00 

#10. Longman English Leap Listening & Speaking (2018 Edition) 2A Catherine Monk, Jerry Parker Pearson $96.00 $84.50 

#11. 3000+ Words for Writing Level 2 Pearson $95.00 $83.60 

#12.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課本 2上A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79.00 $69.50 

#13.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課本 2上B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79.00 $69.50 

#14.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作業 2上A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55.00 $48.40 

#15.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作業 2上B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55.00 $48.40 

#16.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快高長大 (2019年第三版) 2.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73.50 $64.70 

#17.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快樂的生活 (2019年第三版) 2.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73.50 $64.70 

#18.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親親社區 (2019年第三版) 2.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73.50 $64.70 

#19.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認識中國 (2019年第三版) 2.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73.50 $64.70 

#20.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快高長大 (2019年第三版) 2.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6.50 $40.90 

#21.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快樂的生活 (2019年第三版) 2.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6.50 $40.90 

#22.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親親社區 (2019年第三版) 2.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6.50 $40.90 

#23.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認識中國 (2019年第三版) 2.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6.50 $40.90 

#24. 朗文音樂 (2006年版) 2上 陳紅梅, 朱安麗, 張慧純, 鍾梓萍 培生 $114.00 $100.30 

#25. 樂在普通話 (2019年版) 2上 全玉莉、王仙瀛 啟思 $99.00 $87.10 

#26. 數碼教育新世代 海怡寶血小學校本電腦科課程 二年級 小二 特價 $158.00 

共26本 $1.00
$1,706.7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706.7

全套折實：

 散購 共(             )本
(請自行計算)散購折實價︰$_______________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海怡寶血小學

2020-2021年度上學期用書表 (升二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膠袋徵費：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散書

冊次 編者 出版社 定價 折實價 訂購

#1. 給孩子的喜訊 (2011年版) 三上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三上 良友之聲 $13.00 $11.40 

#3.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三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4.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三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5.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三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6.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三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7. 快趣學成語3年級 三年級 眾課堂 $98.00 $86.20 

#8. Longman English Leap (2018 Edition)
(with Student Companion Website) 3A Katherine A. Jenkins, Ryan Chapman Pearson $123.00 $108.20 

#9. Longman English Leap Workbook (2018 Edition) 3A Ryan Chapman Pearson $100.00 $88.00 

#10. Longman English Leap Grammar (2018 Edition)
(with Grammar Booster Booklet) 3A Mike Lewis Pearson $100.00 $88.00 

#11. Longman English Leap Listening & Speaking (2018 Edition) 3A Catherine Monk, Jerry Parker Pearson $96.00 $84.50 

#12. 3000+ Words for Writing Level 3 Pearson $95.00 $83.60 

#13.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3上A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4.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3上B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5. 現代小學數學 習作簿 (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6年重印兼訂正) 3上A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2.50 $46.20 

#16. 現代小學數學 習作簿 (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6年重印兼訂正) 3上B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2.50 $46.20 

#17.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健康的生活 (2019年第三版) 3.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18.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香港的動植物 (2019年第三版) 3.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19.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自然現象探趣 (2019年第三版) 3.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0.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生活多姿多彩 (2019年第三版) 3.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1.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同一天空下 (2019年第三版) 3.5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2.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香港知多少 (2019年第三版) 3.6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3.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健康的生活 (2019年第三版) 3.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4.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香港的動植物 (2019年第三版) 3.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5.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自然現象探趣 (2019年第三版) 3.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6.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生活多姿多彩 (2019年第三版) 3.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7.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同一天空下 (2019年第三版) 3.5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8.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香港知多少 (2019年第三版) 3.6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9. 朗文音樂 (2006年版) 3上 陳紅梅, 朱安麗, 張慧純, 鍾梓萍 培生 $114.00 $100.30 

#30. 樂在普通話 (2019年版) 3上 全玉莉、王仙瀛 啟思 $99.00 $87.10 

#31. 數碼教育新世代 海怡寶血小學校本電腦科課程 三年級 小三 特價 $158.00 

共31本 $1.00
$1,908.3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908.3

 散購 共(             )本
(請自行計算)散購折實價︰$_______________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海怡寶血小學

2020-2021年度上學期用書表 (升三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膠袋徵費：

全套折實：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散書

冊次 編者 出版社 定價 折實價 訂購

#1. 給孩子的喜訊 (2011年版) 四上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四上 良友之聲 $13.00 $11.40 

#3.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四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4.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四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5.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四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6.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四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7. 快趣學成語4年級 四年級 眾課堂 $98.00 $86.20 

#8. Longman English Leap (2018 Edition)
(with Student Companion Website) 4A Katherine A. Jenkins, Ryan Chapman Pearson $128.00 $112.60 

#9. Longman English Leap Workbook (2018 Edition) 4A Ryan Chapman Pearson $100.00 $88.00 

#10. Longman English Leap Grammar (2018 Edition)
(with Grammar Booster Booklet) 4A Mike Lewis Pearson $100.00 $88.00 

#11. Longman English Leap Listening & Speaking (2018 Edition) 4A Catherine Monk, Jerry Parker Pearson $96.00 $84.50 

#12. 3000+ Words for Writing Level 4 Pearson $95.00 $83.60 

#13.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課本 4上A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79.00 $69.50 

#14.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課本 4上B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79.00 $69.50 

#15.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作業 4上A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55.00 $48.40 

#16.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作業 4上B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55.00 $48.40 

#17.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奇妙的世界 (2019年第三版) 4.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18.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大地寶庫 (2019年第三版) 4.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19.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資訊新世代 (2019年第三版) 4.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0.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健康的身體 (2019年第三版) 4.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1.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環境與氣候 (2019年第三版) 4.5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2.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香港歷史 (2019年第三版) 4.6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3.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奇妙的世界 (2019年第三版) 4.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4.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大地寶庫 (2019年第三版) 4.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5.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資訊新世代 (2019年第三版) 4.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6.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健康的身體 (2019年第三版) 4.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7.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環境與氣候 (2019年第三版) 4.5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8.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香港歷史 (2019年第三版) 4.6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9. 朗文音樂 (2016年重印兼訂正) 4上 陳紅梅, 朱安麗, 張慧純, 鍾梓萍 培生 $114.00 $100.30 

#30. 樂在普通話 (2019年版) 4上 全玉莉、王仙瀛 啟思 $99.00 $87.10 

#31. 數碼教育新世代 海怡寶血小學校本電腦科課程 四年級 小四 特價 $158.00 

共31本 $1.00
$1,902.9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902.9

 散購 共(             )本
(請自行計算)散購折實價︰$_______________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海怡寶血小學

2020-2021年度上學期用書表 (升四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膠袋徵費：

全套折實：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散書

冊次 編者 出版社 定價 折實價 訂購

#1. 給孩子的喜訊 (2011年版) 五上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五上 良友之聲 $13.00 $11.40 

#3.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五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4.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五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5.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五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6.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五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7. 快趣學成語5年級 五年級 眾課堂 $98.00 $86.20 

#8. Longman English Leap (2018 Edition)
(with Student Companion Website) 5A Katherine A. Jenkins, Ryan Chapman Pearson $128.00 $112.60 

#9. Longman English Leap Workbook (2018 Edition) 5A Ryan Chapman Pearson $100.00 $88.00 

#10. Longman English Leap Grammar (2018 Edition)
(with Grammar Booster Booklet) 5A Mike Lewis Pearson $100.00 $88.00 

#11. Longman English Leap Listening & Speaking (2018 Edition) 5A Catherine Monk, Jerry Parker Pearson $96.00 $84.50 

#12. 3000+ Words for Writing Level 5 Pearson $95.00 $83.60 

#13.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5上A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4.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5上B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5. 現代小學數學 習作簿 (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6年重印兼訂正) 5上A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16. 現代小學數學 習作簿 (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6年重印兼訂正) 5上B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17.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生命變變變 (2019年第三版) 5.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18.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光、聲、電的世界 (2019年第三版) 5.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19.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香港的都市生活 (2019年第三版) 5.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0.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愛惜身體 (2019年第三版) 5.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1.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探索中華 (2019年第三版) 5.5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2.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宇宙窺探 (2019年第三版) 5.6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3.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生命變變變 (2019年第三版) 5.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4.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光、聲、電的世界 (2019年第三版) 5.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5.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香港的都市生活 (2019年第三版) 5.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6.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愛惜身體 (2019年第三版) 5.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7.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探索中華 (2019年第三版) 5.5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8.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宇宙窺探 (2019年第三版) 5.6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9. 朗文音樂 (2006年版) 5上 陳紅梅, 朱安麗, 張慧純, 鍾梓萍 培生 $114.00 $100.30 

#30. 樂在普通話 (2019年版) 5上 全玉莉、王仙瀛 啟思 $99.00 $87.10 

#31. 數碼教育新世代 海怡寶血小學校本電腦科課程 五年級 小五 特價 $158.00 

共31本 $1.00
$1,919.7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919.7

全套折實：

 散購 共(             )本
(請自行計算)散購折實價︰$_______________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海怡寶血小學

2020-2021年度上學期用書表 (升五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膠袋徵費：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        )

散書

冊次 編者 出版社 定價 折實價 訂購

#1. 給孩子的喜訊 (2011年版) 六上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六上 良友之聲 $13.00 $11.40 

#3.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六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4.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年版) 六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73.50 $64.70 

#5.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六上一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6.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 作業 (增益版)(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5年版) 六上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7. 快趣學成語6年級 六年級 眾課堂 $98.00 $86.20 

#8. Primary Longman Elect (2009 Edition)
(with Student Companion Website) 6A Chris Gray, Rachel Jones, Ella Hall,

Thomas Gordon Longman $128.00 $112.60 

#9. Primary Longman Elect Workbook (2009 Edition) 6A Laura Baker Longman $100.00 $88.00 

#10. Primary Longman Elect Listening (2009 Edition) 6A Chris Gray Longman $96.00 $84.50 

#11. Primary Longman Elect Grammar (2009 Edition) 6A Diana Hudson, Pamela Evans Longman $100.00 $88.00 

#12. 3000+ Words for Writing Level 6 Pearson $95.00 $83.60 

#13.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6上A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4.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6上B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5. 現代小學數學 習作簿 (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6年重印兼訂正) 6上A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16. 現代小學數學 習作簿 (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016年重印兼訂正) 6上B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17.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處變不驚 (2019年第三版) 6.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18.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科技天地 (2019年第三版) 6.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19.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中國的變遷 (2019年第三版) 6.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0.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9年第三版) 6.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1.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生物世界 (2019年第三版) 6.5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2.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 放眼地球 (2019年第三版) 6.6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55.50 $48.80 

#23.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處變不驚 (2019年第三版) 6.1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4.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科技天地 (2019年第三版) 6.2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5.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中國的變遷 (2019年第三版) 6.3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6.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9年第三版) 6.4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7.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生物世界 (2019年第三版) 6.5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8. 今日常識新領域作業 放眼地球 (2019年第三版) 6.6  徐葉慧蓮、鄭雅儀 教育 $44.50 $39.20 

#29. 朗文音樂 (2016年重印兼訂正) 6上 陳紅梅, 朱安麗, 張慧純, 鍾梓萍 培生 $114.00 $100.30 

#30. 樂在普通話(2019年版) 6上 全玉莉、王仙瀛 啟思 $99.00 $87.10 

#31. 數碼教育新世代 海怡寶血小學校本電腦科課程 六年級 小六 特價 $158.00 

共31本 $1.00
$1,919.7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919.7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用書目表」上。

膠袋徵費：

全套折實：

海怡寶血小學

2020-2021年度上學期用書表 (升六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散購 共(             )本
(請自行計算)散購折實價︰$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