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冊次 出版社 國際書號 定價 折實價 散訂
#1. 啟思語文新天地課本(第二版) 五上二 啟思 9780198013709 $75.50 $66.40 

#2. 啟思語文新天地課本(第二版) 五下一 啟思 9780198014188 $75.50 $66.40 

#3. 啟思語文新天地課本(第二版) 五下二 啟思 9780198012887 $75.50 $66.40 

4. 樂思中文26週基礎練習(精華版4.0) 五年級 樂思 9789888467518 $110.00 $93.50 

5. 躍思小學成語廣播室 六年級 躍思 9789888211388 $115.00 $97.80 

6. 課室中一入學前中文科分類練習[2019年修訂版] 小五 課室 9789882313514 $95.00 $80.80 

7.

Primary Longman Express (2nd ed.)  (附電子書)

*電子書為必須購買項目，登入帳號將由校方派發。

如只購電子書，請選購書單第26項。

5A Longman DTSPRI2019038 $216.00 $208.00 

8. Primary Longman Express (2nd ed.) Workbook 5A Longman 9789882339668 $110.00 $96.80 

9. Primary Longman Express (2nd ed.) Grammar 5A Longman 9789882339545 $108.00 $95.00 

10.
Primary Longman Express (2nd ed.) Listening & Speaking

(with self-learning interactive resources)
5A Longman XTSP005128 $113.00 $99.40 

11. English Assorted Practices and Mock Papers for HKAT 22/23Edition P.5 Pan Lloyds 9789888750375 $122.00 $103.70 

#12

校本單元數學學習套課本及作業(單元裝)(2021修訂本)

*如單購整個學習套的課本或整個學習套的作業,

請直接聯絡出版社以便跟進及處理,電話:25163126

五上 牛津 9789888747269 $306.00 $269.30 

#13 26週All-in-One數學訓練 (新課程版) 五年級 教育網絡 9789888580002 $98.00 $83.30 

14. 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數學科重點訓練(新課程版) 五年級 樂思 9789888681822 $103.00 $87.60 

#15.
今日常識新領域 電子課本:大地寶庫
*電子課本，必須購買

4.2 教育 ----- 正價 $58.00 

#16.
今日常識新領域 電子課本:愛惜身體
*電子課本，必須購買

5.4 教育 ----- 正價 $58.00 

#17.
今日常識新領域 電子課本:探索中華
*電子課本，必須購買

5.5 教育 ----- 正價 $58.00 

#18.
今日常識新領域 電子課本:中國的變遷
*電子課本，必須購買

6.3 教育 ----- 正價 $58.00 

19.
今日常識新領域 電子課本:健康的身體(將循校本版)

*電子課本，必須購買

4.4
(將循校本版)

教育 ----- 正價 $85.00 

#20 朗文音樂(2021年重印兼訂正) 五上 培生 9789888736980 $120.50 $106.00 

21. 彩繪《完美的人生》學生本 五上 宗教教育中心 9789624888362 $50.00 $44.00 

22. 讓生命高飛 (2021年版) 五年級 循道衛理中心 9789887484448 正價 $70.00 

23# 啟思樂在普通話課本 五下 啟思 9780190487874 $105.50 $92.80 

24. 啟思樂在普通話作業 五下 啟思 9780190824266 $59.50 $52.40 

25.
Dr PC Family 電腦「學與教」電子書(將循校本版)

*登入帳號將於開學後由校方派發
五年級

(將循校本版)
思進 ----- 特價 $100.00 

共 25 本 全套折實價：

*26

Primary Longman Express (2nd ed.) 電子書

*電子書為必須購買項目，登入帳號將由校方派發。

如已選購書單第7項，則無須理會此項目。

5A Longman 9789882337909 正價 $135.00 

1. Primary Longman Express (2nd ed.) Vocabulary Booster for Writing 5A Longman 9789882335578 $57.00 $50.20 

2. The Big Primary English Book Book 5 Mindworks 9789628770946 $73.00 $64.20 

#3.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2019年第三版)：大地寶庫 4.2 教育 9789882406131 半價 $29.00 

#4.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2019年第三版)：愛惜身體 5.4 教育 9789882406216 半價 $29.00 

#5.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2019年第三版)：探索中華 5.5 教育 9789882406223 半價 $29.00 

#6.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2019年第三版,2022重印兼訂正)：中國的變遷 6.3 教育 9789882443983 半價 $29.00 

7.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健康的身體 (將循校本版)
4.4

(將循校本版)
教育 2601100099116 特價 $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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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編制

參考書目: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常識科優惠價只限同時購買電子書)

如欲委託本書局代辦，請於2022年7月19日(星期二)或之前經網上系統訂購,

或將購書表格及支票/付款收據交給班主任。

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
2022 - 2023年度上學期用書表（升五年級）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      )               班別：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  本人擬 □ 訂購全套課本(折實價 $2296.6)  /  □ 訂購散書 共      本(折實價 $          )  ***

$2,296.60



網上訂購二維碼 

 
 

中華書局– 將軍澳分局 

 7–Eleven 付款用二維碼 QR code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場 2066 號 

(港鐵寶琳站 A 出口) 
 6605 4298      2409 7710 
專線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10:00-18:00 

訂購方法 

網上訂購： 截止日期：2022 年 7 月 19 日 (星期二)  【網上訂購, 不用交回紙本書單】 

 

 登入網站：https://tb.supretail.com.hk；或掃瞄右上邊的 QR Code； 

 輸入訂書編號：42030457 ；輸入學校確認碼：0304 

 選取訂購課本及確認； 

 輸入手提電話號碼以收取手機驗證碼； 

 輸入中文姓名、手提電話號碼 、班別及電郵等資料； 

 使用「轉數快」於線上支付 

(如有網上訂購方面的問題，可致電 6605 4705 查詢) 

學校交表：於 7 月 19 日 (星期二) 前把入數紙 / 7-11 付款收據 / 支票釘在已填寫的書單一併交回班主任。 

 7-Eleven：於本港任何一間「7-Eleven」以二維碼繳付書款。 

(請於 7-11 收據背後寫上 貴子弟的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如有需要請先自行複印，若遺失

收據請自行向 7-11 分店補回。) 

 

 銀行入數：存入中國銀行-「012-875-2-041593-2」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戶口 

(已入數的收據須寫上 貴子弟的姓名及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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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背後須寫上 貴子弟的姓名及班別) 

領取書本  學生自行取書：訂購之課本會在 7 月 26 日(二) 由老師代為派發。 

更換課本 

 校內派發的課本有問題或缺漏，可於以下時間到校更換  (地點：顯恩堂) 

 更換課本時間：2022 年 7 月 26 日(星期二) 8:30 a.m.–12:45 p.m. 

                           2022 年 7 月 27 日(星期三) 8:30 a.m.–12:45 p.m. 

欠書處理  如售書當日尚有未出版的書籍，本公司將會安排於出版後，直接送往學校課室補發。 

注意事項 

 家長可於 2022 年 7 月 28 日(星期四 )起到本書局分店購買課本。 

 若家長需要補購額外書籍，請先致電客戶服務專線，再由本公司安排於指定地點領取。 

 書單內之課本及補充練習均以出版社定價為準。 

 凡於中華書局分局購書，所欠書本將於該分局補回。 

 家長亦可自行前往其他書店購買書單內之課本。 

 如天文台發出紅、黑色暴雨警告、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換書日期將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