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升中二) 課本訂購表  訂購單編號___________ 
 

訂購方法： 請填妥一式二份之訂購表，並請將正本依下列日期交回，副本由家長保存。 
收表日期及 
地點： 

 
或 

(1) 
(2) 

2022 年 8 月 12 日或之前，將訂購表交回校務處辦理，不須繳付訂金； 
2022 年 8 月 12 日或之前，親自將訂購表交回或傳真回本店，並請再致電確認，以免錯漏。 

取書日期及 
地點： 

2022 年 8 月 26 日 (星期五) 上午 10 時 至 下午 5 時 在校內雨天操場取書。 

其他： (1) 
(2) 
(3) 
(4) 

此項訂書服務，純為方便家長，各家長可自由到坊間購買，絕對自由。 
如遇惡劣天氣，如紅色、黑色暴雨警告、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取書日期將另行通知。 
因訂貨須時，訂購表如有更改，須於截止收表前通知。 
此項訂書服務之優惠折扣，只適用於校內訂購，敬請留意 ! 

 

優惠折扣：八九折【只適用於校內訂購】                           
【如往本店門市部選購，仍可享九五折優惠】 

光明書局 謹啟) 
                                                  (元朗壽富街 5 號地下   電話：2478 7369   傳真：2474 5772)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 / 學生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_____________________ 

<敬請填寫手提電話號碼，以便用短訊通知有關取書資料>
 

                                                                     訂購部份課本，請在下列各 □ 內加上 
 

書單編訂日期：05.07.2022 
報價只供參考之用，學生及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書局購買課本。 

 
書名/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適用書目表 定價 折實價 
   
CHINESE LANGUAGE   

1. 啟思中國語文 中二上 (第四版) (2014) (套裝) 
(包括 2020 年文言增潤材料<$28.00>)  

布裕民、李孝聰 
趙偉漢 等 

啟 思  
 

262.00  233.20□ 
 

2. 啟思中國語文 中二下 (第四版) (2014) (套裝) 
(包括 2020 年文化知識增潤材料<$28.00>) 

布裕民、李孝聰 
趙偉漢 等 

啟 思  
 

262.00  233.20□ 
     

CHINESE HISTORY    
3.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2 (2021) 徐振邦、關卓峰 現 代  225.00  200.30□     

ENGLISH LANGUAGE    
4. New Treasure Plus 2A (2nd Ed.) (2017) (Package) 

(Include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18.00>) 
Daisy Hughes,  
Jennifer Neale, etc. 

Oxford  219.00  194.90□ 

5. New Treasure Plus 2B (2nd Ed.) (2017) (Package) 
(Include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18.00>) 

Daisy Hughes,  
Jennifer Neale, etc. 

Oxford  219.00  194.90□ 

6. Performance Extra Task-based Listening Level 2 
(With Data File & Online Resources<MP3>) (2020) 

Diana Esser Pilot  186.00  165.50□ 

7. The Wrong Trousers (Dominoes Level 1) (2010) Bill Bowler Oxford  100.00  89.00□ 
△*8. Oxford Intermediate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5th Ed.) (Paperback) (2016) (With CD-Rom of Intermediate iWriter) 
Oxford  350.00 311.50□(舊生已購) 

    
MATHEMATICS    

9. 初中數學與生活 2A、2B (單元裝) (2021) 楊仲明、楊家漢 
徐崑玉 等 

培 生  
 

257.00 
257.00 

(A) 
(B) 

228.70□ 
228.70□     

INTEGRATED SCIENCE    
10. 雅集科學新世紀 2A (2018)  張奕文、薛裕霖 

鄧文偉 
雅 集  222.00  197.60□ 

11. 雅集科學新世紀 2B (2018)  張奕文、紀思輝 
李星祥 

雅 集  222.00  197.60□ 

12. 雅集科學新世紀練習簿 2A (2018)  陳志鴻、薛裕霖 雅 集  81.00  72.10□ 
13. 雅集科學新世紀練習簿 2B (2018)  陳惠江、紀思輝 

李星祥 
雅 集  81.00  

 
72.10□ 

    
GEOGRAPHY    
14. 互動地理 C5：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第二版) (2022) 
麥家斌、蕭偉樂 
謝萃輝 

雅 集   140.00  124.60□ 

15. 互動地理 C5 習作簿： 
製造業的全球轉移 (第二版) (2022) 

麥家斌、蕭偉樂 
謝萃輝 

雅 集   59.00  52.50□ 

16. 互動地理 C6： 
爭奪能源 (第二版) (2022) 

麥家斌、蕭偉樂 
謝萃輝 

雅 集   140.00  124.60□ 

17. 互動地理 C6 習作簿： 
爭奪能源 (第二版) (2022) 

麥家斌、蕭偉樂 
謝萃輝 

雅 集   59.00  52.50□ 

18. 互動地理 E2：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第二版) (2022) 

麥家斌、蕭偉樂 
謝萃輝 

雅 集   119.00  105.90□ 

19. 互動地理 E2 習作簿：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第二版) (2022) 

麥家斌、蕭偉樂 
謝萃輝 

雅 集   59.00  52.50□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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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 (升中二) 課本訂購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書名/適用版次 編著者 出版社 適用書目表 定價 折實價 
   

LIFE AND SOCIETY 
20. 探索生活與社會 中二【2022 校本版】 布森祖 文 達   實價 193.00□    
HISTORY 
21. 新漫遊世界史(齡記初中世界歷史)專題系列： 

近代歐洲的興起 (2022) 
黃松照 齡 記  89.00 79.20□ 

22. 新漫遊世界史(齡記初中世界歷史)專題系列： 
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 (2022) 

黃松照 齡 記  76.00 67.60□ 

   
PUTONGHUA   
23. 新編生活普通話 中二 (2019) (套裝)  

(附電子練習認證卡<$31.00>) 
張清秀、陳香花 
許耀賜、劉邦平 
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 

培 生  147.00 130.80□ 

24. 新編生活普通話作業 中二 (2019) 張清秀、陳香花 
李青 

培 生  55.00 49.00□ 

   
MUSIC   
25. 初中音樂新編 第二冊 (2012) (2022 年重印兼訂正) 

(套裝) (包括作業<$35.00>)  
卓思出版社 
編輯委員會 

卓 思  198.00 176.20□ 

   
COMPUTER LITERACY   

 (不用購買)         
DESIGN & TECHNOLOGY   

 (不用購買)         
HOME ECONOMICS   

 (不用購買)         
VISUAL ARTS   

 (不用購買)      
 
 
 
 
 

* Reference Only (參考用書)。 
△ 舊生已購買該課本。 
 經教育局審閱並刊載於【適用書目表】內。 

 有關詳情、分拆書目價目及各出版商聯絡資料，已上載到課程發展處網頁 
 (http://www.edb.gov.hk/rtl) 的【適用書目表】內。 

 
 
 
 折實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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