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家 長 通 知 書   第 P373 / 17 / 00 號 (F.1, 2, 3) 

敬啟者：  

為了提倡克勤節儉之風氣，並幫助有需要之家庭，本校家長教師會將於本年六、七月

間舉辦「暑期舊書買賣服務」，歡迎本校初中學生選購二手課本，循環再用。詳情如下：  

收集初中二手課本：  

日 期：6 月 26 日(二) / 13:05 – 14:30 

        6 月 29 日(五) / 12:00 – 14:00 

地 點：一樓 / 108 室 

售賣初中二手課本：  

日 期：7 月 16 日(一) / 13:00 – 16:00 

日 期：7 月 17 日(二) / 09:00 – 13:00** 

地 點：一樓 / 108 室 

領取售書款項 / 取回未售出之課本： 

日 期：7 月 18 日(三) / 14:30 – 17:00 

地 點：二樓 / 語文自學中心 

凡寄賣課本之同學須留意以下幾點：  

1. 請先仔細閱讀本函附則。  

2. 獲得家長同意後，填寫及簽妥「暑期舊書寄賣」委託書。  

3. 於 6 月 26 日或 6 月 29 日把二手課本連同「暑期舊書寄賣」委託書一併帶回

學校辦理。  

有意選購二手課本的家長或學生，請於指定日期和時間回校選購  (購書時必須出示本

校發出之智能學生證)。如有垂詢，請致電本校 2427 1641，與統籌本活動之吳燕芬老師或

何嘉麗老師聯絡為盼。  

此致  

各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家長  

家長教師會主席  歐慧敏  謹啟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回 條  第 P373 / 17 / 00 號 (F.1, 2, 3) 

敬覆者：本人業已知悉 貴校於 2018 年 6、7 月間舉辦「暑期舊書買賣服務」活動。  

此覆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學生姓名：            班別：        (   )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聯絡電話：                        

二○一八年六月    日  



家長教師會「暑期舊書買賣服務」附則： 

1. 本計劃服務對象為今年或明年就讀於本校的初中學生。  

2. 不接受留班生寄賣課本。 

3. 本會只接受寄賣 2018 - 2019 學年本校書單內所列之教科用書，其餘的課外

書、參考書及改版的課本概不接受。 

4. 寄賣舊書前，賣方必須簽妥及交回「暑期舊書寄賣」委託書，而每種書籍只

可以寄賣一本。 

5. 寄賣者須把舊書上的姓名或其他手寫的文字、圖案、符號等塗去。 

6. 本會有權不接受寄賣過於破舊、塗污過多或有缺頁、錯漏之書籍。 

7. 舊書售價由賣方決定，惟定價不可超過本會規定之最高售賣價。寄賣者須小

心考慮才決定售價，以免因訂價太高而無法賣出。定價必須為整數，以方便

計算。 

8. 賣方須於7月18日 (星期三) 下午2時30分至5時帶備智能學生證或手冊回校到

語文自學中心領取售書款項或領回賣剩的書籍。 

若於該日未能領款或取書，將於新學年( 2018年10月前)發還。大會有權處理

逾期未領回之款項或書籍，賣方事後無權追究或異議。 

9. 此項服務乃義務性質，寄賣的書籍如遇遺失、失竊或損毀，大會毋須負上賠

償責任。 

10. 購買舊書前，買方須檢查清楚舊書是否合用，及其破舊程度。事後不得要求

更換或退款。 

11. 與課本連同之全新配套教材(如光碟、工作紙、作業等)歡迎一同寄賣。 

家長購買舊書前，亦必須檢查清楚所付出的價錢是否已包括配套教材。如有

需要，本校於九月開學後，會向出版商查詢是否可為學生代為補購所需之配

套教材，供應情況由出版商決定，與本校無關。 

12. 配套教材(如光碟、工作紙、作業等)不能單獨寄賣。 

13. 千元紙幣恕不接受。 

14. 敬請自備環保袋。 

15. **如因天雨關係，7月17日之中一編班試延期的話，本活動之售書時間亦將順

延至7月18日上午時段。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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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家長教師會 

中一至中三級 「暑期舊書寄賣」委託書 

 

    本人同意委託 貴校家長教師會出售屬於敝子弟的二手課本，並願意遵守是項活動之附則。擬賣書籍

如下： 

編

號 
級別 書名 

17-18 

書單

原價

($) 

會方 

建議

價($) 

本人

擬定

售價 

擬賣

書籍

() 

1 中一 

New Treasure Plus (2017 2nd Edition) 1A 

(Include: Vocab & Writing Book 1A) 

Daisy Hughes, Jennifer Hardingham Cole, Jennifer Neale Oxford 

191 76   

2 中一 
數學新思維(初中) 1A（套裝連拔補強 1A 及學生資源網）(2013 年初版)

（分課釘裝）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8 83   

3 中一 
數學新思維(初中) 1B（套裝連拔補強 1B 及學生資源網）(2013 年初版)

（分課釘裝）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8 83   

4 中一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上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郭皓東、

梁玉怡、梁雅怡、梁穎媛、雷健偉、詹益光 培生香港 
198 79   

5 中一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下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郭皓東、

梁玉怡、梁雅怡、梁穎媛、雷健偉、詹益光 培生香港 
198 79   

6 中一 中國史遊蹤 1 甲 (2012 年版) 李偉雄、徐曉琦、傅萍 雅集 172 68   

7 中一 

生活普通話 中一 (2010 年版) (附自學光碟、聽歌學普通話工作紙 

(第 1 輯、第 2 輯及評核篇))   

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張清秀、陳香花、許耀賜、劉邦平  培生香港 

160 64   

8 中一 
初中通識 今日香港 新視野（2017 年第二版） 

郭偉強、梁麗容、黃志輝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18 47   

9 中二 
數學新思維(初中) 2A（套裝連拔補強 2A 及學生資源網）(2014 年初版)

（分課釘裝）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8 83   

10 中二 
數學新思維(初中) 2B（套裝連拔補強 2B 及學生資源網）(2014 年初版)

（分課釘裝）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8 83   

11 中二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2014 年版) 中二上冊 王一凝、王文翔、郭皓東、

梁玉怡、梁雅怡、梁穎媛、雷健偉、詹益光 培生香港 
198 79   

12 中二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2014 年版) 中二下冊 王一凝、王文翔、郭皓東、

梁玉怡、梁雅怡、梁穎媛、雷健偉、詹益光 培生香港 
198 79   

13 中二 中國史遊蹤 2 甲 (2012 年版)  李偉雄、徐曉琦、傅萍 雅集 179 71   

14 中二 
互動科學 2A（2011第二版）(2015年重印兼訂正)  (附學生電子課本 2A

及活動手冊 2A) 湯兆昇、葉興華、林慧蓮、黃冬柏 培生香港 
191 76   

15 中二 

互動科學 2B（2011 第二版）(2015 年重印兼訂正)  (附實驗技巧和探究

研習手冊 2 、學生電子課本 2B 及活動手冊 2B ) 

湯兆昇、葉興華、林慧蓮、黃冬柏 培生香港 

191 76   

16 中二 

生活普通話 中二 (2010 年版) (附自學光碟、聽歌學普通話工作紙 

(第 1 輯、第 2 輯及評核篇))   

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張清秀、陳香花、許耀賜、劉邦平  培生香港 

162 64   

17 中二 
初中通識 現代中國 新視野（2017 年第二版） 

張可宜、楊本基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18 47   

18 中三 

Longman Activate JS 3A (2012 2nd Edition) 

(with Longman Activate JS 3A Plus & Writing support materials JS 3A) 

Gary Harfitt, John Potter, Sarah Rigby, Kitty Wong   Pearson 

193 77   

19 中三 
數學新思維(初中) 3A（套裝連拔補強 3A 及學生資源網）(2015 年初版)

（分課釘裝）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5 82   

 

-----------------------------------------------------------------續後頁----------------------------------------------------------------- 

班級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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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中三 
數學新思維(初中) 3B （套裝連拔補強 3B 及學生資源網）(2015 年初版) 

（分課釘裝）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05 82   

21 中三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三上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郭皓東、

梁玉怡、梁雅怡、梁穎媛、雷健偉、詹益光 培生香港 
198 79   

22 中三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三下冊 (2014 年版) 王一凝、王文翔、郭皓東、

梁玉怡、梁雅怡、梁穎媛、雷健偉、詹益光 培生香港 
198 79   

23 中三 
HKDSE 先修班 - 物理科基礎學習套(光學)   

楊浩麟、刁志偉、唐穎潤 樂思 
85 34   

24 中三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2014 年第二版) 1A (生物科及組合科學適用)  

(附 HKDSE Tutor 應用程式) 

容顯懷、何金滿、何沃光、談國軒、湯靈磐  牛津 

206 82   

25 中三 
初中活學地理 選修單元第八章：海洋有難 (2017 年第二版) 

葉劍威、林智中、黃錦輝、何秀紅、徐秀銀 牛津 
102 40   

26 中三 中國史遊蹤 3 甲上 (2012 年版)  李偉雄、徐曉琦、傅萍 雅集 100 40   

27 中三 中國史遊蹤 3 甲下 (2012 年版)  李偉雄、徐曉琦、傅萍 雅集 100 40   

28 中三 
漫遊世界史專題系列  二十世紀香港的成長和發展 

 (附 2015 年修訂版習作簿) 齡記 
68.5 27   

29 中三 
漫遊世界史專題系列  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及危機 

 (附 2015 年修訂版習作簿) 齡記 
170.5 68   

30 中三 

生活普通話 中三 (2010 年版) (附自學光碟、聽歌學普通話工作紙 

(第 1 輯、第 2 輯及評核篇))   

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張清秀、陳香花、許耀賜、劉邦平  培生香港 

164 65   

31 中三 
探索生活與社會 資源與經濟活動：單元 12 香港的公共財政   

布森組  文達‧名創教育(2015 年重印兼訂正版) 
43 17   

32 中三 
探索生活與社會 資源與經濟活動：單元 13 香港的經濟表現   

布森組  文達‧名創教育(2015 年重印兼訂正版) 
43 17   

33 中三 
探索生活與社會 資源與經濟活動：單元 18 國際金融中心   

布森組  文達‧名創教育(2015 年重印兼訂正版) 
43 17   

34 中三 
探索生活與社會 資源與經濟活動：單元 19 世界貿易   

布森組  文達‧名創教育(2012 年版) 
43 17   

退款安排選項： 

1. 由以下人士取回款項及賣剩舊書：* 

□ 學生** 

□ 家長 ( 姓名：     )   關係：     

2. 是否需要「暑期寄賣舊書」退款及退書證明書？* 

□ 是 

□ 否 

學生姓名：         家長簽署：       

班    別：         聯絡電話：       

座    號：          

*  請在 □ 處加上  號。 

** 取款及取書時，敬請帶備智能學生證或手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