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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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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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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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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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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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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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Katherine A. Jenkins, Ryan Chapman Pearson $123.00 $108.20 

#8. Longman English Leap Workbook (2018 Edition) 1B Ryan Chapman Pearson $100.00 $88.00 

#9.
Longman English Leap Grammar (2018 Edition)

(with Grammar Booster Booklet)
1B Mike Lewis Pearson $100.00 $88.00 

#10. Longman English Leap Listening & Speaking (2018 Edition) 1B Catherine Monk, Jerry Parker Pearson $96.00 $84.50 

#11.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課本 1下C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79.00 $69.50 

#12.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課本 1下D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79.00 $69.50 

#13.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作業 1下C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55.00 $48.40 

#14.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作業 1下D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55.00 $48.40 

#15. 朗文音樂 (2006年版) 1下 陳紅梅, 朱安麗, 張慧純, 鍾梓萍 培生 $114.00 $100.30 

#16. 樂在普通話 (2019年版) 1下 全玉莉、王仙瀛 啟思 $99.00 $87.10 

共16本 $1.00

$1,042.7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042.7

 學生自行取書

(11月26日 上午8:15-8:40 一樓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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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購 共(             )本

(請自行計算)散購折實價︰$_______________

海怡寶血小學

2020-2021年度下學期用書表 (一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膠袋徵費：

全套折實：

 家長到校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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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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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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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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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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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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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B Katherine A. Jenkins, Ryan Chapman Pearson $123.00 $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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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Longman English Leap Grammar (2018 Edition)

(with Grammar Booster Booklet)
2B Mike Lewis Pearson $100.00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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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課本 2下C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79.00 $6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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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作業 2下C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55.00 $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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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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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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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6本 $1.00

$1,042.7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042.7

 學生自行取書

(11月26日 上午8:15-8:40 一樓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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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下學期用書表 (二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膠袋徵費：

 家長到校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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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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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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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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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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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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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B Katherine A. Jenkins, Ryan Chapman Pearson $123.00 $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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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Longman English Leap Grammar (2018 Edition)

(with Grammar Booster Booklet)
3B Mike Lewis Pearson $100.00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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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3下C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2.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3下D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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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C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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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D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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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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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6本 $1.00

$1,059.5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059.5

 學生自行取書

(11月26日 上午8:15-8:40 一樓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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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下學期用書表 (三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膠袋徵費：

全套折實：

 家長到校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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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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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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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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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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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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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Katherine A. Jenkins, Ryan Chapman Pearson $128.00 $1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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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Longman English Leap Grammar (2018 Edition)

(with Grammar Booster Booklet)
4B Mike Lewis Pearson $100.00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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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課本 4下C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79.00 $69.50 

#12.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課本 4下D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79.00 $69.50 

#13.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作業 4下C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55.00 $48.40 

#14. 樂在牛津 小學數學 作業 4下D 黃德華，潘健強，朱杏茵 牛津 $55.00 $4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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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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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6本 $1.00

$1,047.1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047.1

 學生自行取書

(11月26日 上午8:15-8:40 一樓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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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下學期用書表 (四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膠袋徵費：

全套折實：

 家長到校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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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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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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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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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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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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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 Katherine A. Jenkins, Ryan Chapman Pearson $128.00 $1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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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Longman English Leap Grammar (2018 Edition)

(with Grammar Booster Booklet)
5B Mike Lewis Pearson $100.00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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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5下C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2.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5下D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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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C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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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D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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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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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6本 $1.00

$1,063.9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063.9

 學生自行取書

(11月26日 上午8:15-8:40 一樓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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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下學期用書表 (五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膠袋徵費：

 家長到校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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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 良友之聲 $38.00 $33.40 

#2.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年版) 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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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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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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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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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下二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43.00 $37.80 

#7.
Primary Longman Elect (2009 Edition)

(with Student Companion Website)
6B

Chris Gray, Rachel Jones, Ella Hall,

Thomas Gordon Longman $128.00 $112.60 

#8. Primary Longman Elect Workbook (2009 Edition) 6B Chris Gray Longman $100.00 $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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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Primary Longman Elect Grammar (2009 Edition) 6B Jael Wong Fehringer, Pamela Evans Longman $100.00 $88.00 

#11.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6下C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2.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14年版) 6下D 鄧國俊、梁拱城、梁兆杉 現代 $87.00 $76.6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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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C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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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D 現代教育編輯委員會 現代 $56.50 $4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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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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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16本 $1.00

$1,063.90

請用「」選出欲購數量

 全套購買

全套折實：$1063.9

 學生自行取書

(11月26日 上午8:15-8:40 一樓舞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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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下學期用書表 (六年級)

班別：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散購 共(             )本

(請自行計算)散購折實價︰$_______________

 家長到校取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