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寶血會伍季明紀念學校 

2020-2021年度下學期 

五年級下學期用書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班別：小五_____  學號：(    )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 

□ 全套購買：折實總額 $ 1,197.50  (共 21 項) 

□ 散––購：折實總額 $ __________ (共___項) 
+ 

自由選購 

$________ 
+ 

膠袋費 

$_______ 
= 

合計 

$____________ 

*如非全套用書購買，請於所需項目散書訂購欄方格內加上『』，並請到中華書局各分店進行訂購。 

 
門市 

散購 
 書名 冊次 出版社 編著者 訂價 

校內 

折實價 

中國語文 

□ 1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課本 【漢語拼音版】(2012 年版) 5 下第一冊 現代 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 73.50 64.70 

□ *2 二十一世紀現代中國語文作業【增益版】 (套裝) (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 (2015 年版) 5 下第一冊 現代 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 43.00 37.80 

英文 

□ #3 Oxford Ready Student's Book (Include:Self - Learning Booklet 5B $10) (2017Ed.) 5B Oxford 

Andy Pozzoni,Laura Kateri 
Leung,Jennifer 

Hardingham Cole,Sarah 
Jarboe 

119.00 104.70 

□ 4 Oxford Ready Workbook (2017Ed.) 5B Oxford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96.00 84.50 

□ 5 The Power Cut (2014Ed.)  Oxford Oxford Story Tree 68.00 59.80 

數學 

□ #6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 課本 (套裝) (包括課堂學習冊$12) (2006 年修訂版) 5 下 A 現代 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 88.00 77.40 

□ #7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 課本 (套裝) (包括課堂學習冊$12) (2006 年修訂版) 5 下 B 現代 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 88.00 77.40 

□ *8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作業(套裝) (包括現代學習資源庫) (修訂版) (2012 年重印兼訂正) 5 下 A 現代 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 56.50 49.70 

□ *9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作業(套裝) (包括現代學習資源庫) (修訂版) (2012 年重印兼訂正) 5 下 B 現代 現代教育研究社編輯委員會 56.50 49.70 

常識 

□ #10 今日常識新領域 課本 愛惜身體 (第三版_19) 5.4 教育 徐葉慧蓮、鄭雅儀 55.50 48.80 

□ #11 今日常識新領域 課本 探索中華 (第三版_19) 5.5 教育 徐葉慧蓮、鄭雅儀 55.50 48.80 

□ #12 今日常識新領域 課本 孙宙窺探(第三版_19) 5.6 教育 徐葉慧蓮、鄭雅儀 55.50 48.80 

□ *13 今日常識新領域 作業 愛惜身體  (第三版_19) (附自學配套，由校方派發) 5.4 教育 徐葉慧蓮、鄭雅儀 45.50 40.00 

□ *14 今日常識新領域 作業 探索中華  (第三版_19) (附自學配套，由校方派發) 5.5 教育 徐葉慧蓮、鄭雅儀 45.50 40.00 

□ *15 今日常識新領域 作業 孙宙窺探 (第三版_19) (附自學配套，由校方派發) 5.6 教育 徐葉慧蓮、鄭雅儀 45.50 40.00 

普通話 

□ *#16 二十一世紀現代小學普通話 課本 (套裝) (包括現代教育資源庫$25) (2007 年版) 5 下 現代 

北京師範大學漢字與中文

信息處理研究所、現代教育

研究社編輯委員會、吳照、

孫觀琳、李怡 

104.00 91.50 

□ 17 二十一世紀現代小學普通話 作業 +(附鐳射唱片) (2007 年版) 5 下 現代 

北京師範大學漢字與中文

信息處理研究所、現代教育

研究社編輯委員會、吳照、

孫觀琳、李怡 

56.50 49.70 

音樂 

□ #18 新小學音樂 課本 (2012 年版) 5 下 英利 
黎美丹、羅建洋、黃慧晶、

區品賢、陳遠嫻、陳健華 
105.00 92.40 

電腦 

□ 19 DR. PC FAMILY 小學電腦『學與教』(電子書) (2011 年版) 5 下 思進 李德華、陳培裕 特價 
 

47.00 

宗教 

 □ 20 給孩子的喜訊 課本 (2011 年版) 5 下 良友之聲 良友之聲編輯委員會 38.00 33.40 

□ 21 給孩子的喜訊 作業 (2011 年版) 5 下 良友之聲 良友之聲編輯委員會 13.00 11.40 

自由選購 

□ 22 二十一世紀現代小學普通話 CD 5 下 現代  71.50 62.90 

其他 

□ 23 根據香港法例由 2015 年 4 月 1 日起實行膠袋費 1.00 

1.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或「電子教科書適適用書目表」上。 

2. *自學配套、網上學習系統及其他相關資源，由校方派發。 

 

2020 年 12 月編制 

 

  

 



 

7-Eleven付款用條碼 Barcode 

 

2860100204020408102000011 

門市部 : 中華書局 (荃灣分店) 

香港新界荃灣大壩街荃灣廣場 L5, 513-516 號舖 

電話：2492 2224 (星期一至日 : 12:00-20:00) 

學校專線 : 6605 4532  (星期一至五:10:00-18:00) 

 

銷售詳情 

到校派書 

日期及地點 

日期：2021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9 時 00 分 至 中午 12 時 00 分 

地點：禮堂 

付款方法 

1. 銀行入數：中國銀行 賬戶號碼: 012-875-2-041591-6 

    戶口名稱︰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 

2. 7-Eleven 預繳︰利用列印於右上方的條碼，到全港任何一間 7-Eleven 便利店預繳 

購書款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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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保存入款項之銀碼正確。請妥善保存入數紙/繳款收據，同時背後須用原子筆寫上 學

生的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如有遺失或損毀，顧客需自行支付向銀行索取証明所需的費

用並承擔一切可能導致的損失。 

欠書處理 如派書當日有未出版書籍，將安排在校內補發。 

其他 

1. 學校安排書商到校純為方便學生，並以優惠價 88 折發售，至於購買與否，絕對自由。 

2. 在校內購買課本，不設散購。如需散購請到中華書局各分店進行訂購。 

3. 凡向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購買書本之學生，均會獲發正式收據乙張。 

4. 為支持環保，減用膠袋，建議家長／學生於派書日自備購物袋。 

如需索取膠袋，本公司將收取每個 1.00 元作膠袋徵費。 

5. 如發現書本出現印刷或釘裝問題，可於派書日即場更換。 

  若於派書日後發現，請先致電客戶服務熱線登記，再作安排。 

6.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6605 4532 查詢。 

7.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家長可選購『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或 

沿用指定年份的舊書。『重印兼訂正版』課本所修訂的內容， 

可在【適用書目表】網頁內( http://www.edb.gov.hk/rtl ) 的「勘誤表」欄查閱。 

 

 
 

http://www.edb.gov.hk/rt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