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一中學 

家 長 通 知 書   第 P222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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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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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三) / 下午 1:05 –下午 2:30 及 8 月 1 日(一) / 中午 12:00 – 下午 1:30 

地 點：201 室 

售賣初中二手課本：  

日 期：8 月 12 日(五) /中午 12:00 –下午 4:00 

地 點：201 室 

領取售書款項 / 取回未售出之課本： 

日 期：8 月 13 日(六) / 上午 9:00 – 中午 12:00 

地 點：2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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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頁)。  

2. 獲得家長同意後，填寫及簽妥「暑期舊書寄賣」委託書。  

3. 於 7 月 27 日(三) 或 8 月 1 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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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回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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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珮儀  謹啟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回 條  第 P222 / 21 / 00 號 (F.1, 2, 3) 

敬覆者：本人業已知悉 貴會於 2022 年 7-8 月舉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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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二二年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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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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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 (星期六) 上午9:00至中午12:00帶備智能學生證或手冊回校

到201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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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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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自備環保袋；另外，千元紙幣恕不接受。 
14. 近年出現2019冠狀病毒病，在出售或購買舊書前，須審慎考慮病毒傳播風險，

保持個人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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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 

書單

原價
($) 

會方 
建議

價($) 

本人

擬定

售價 

擬賣

書籍

() 

1 中一 

中學數學新思維 1A(分課釘裝)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1A 及學生資源

網﹞ (第二版_2020) 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 

□ 360 強化練習 1A (第二版_2020) 

250 100   

2 中一 

中學數學新思維 1B(分課釘裝)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1B 及學生資源

網﹞ (第二版_2020)  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 

□ 360 強化練習 1B (第二版_2020) 

250 100   

3 中一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1(2020 年全新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研究社 
205 82   

4 中一 
初中活學地理(2017 年第二版)核心單元第一章：善用城市空間 (附 2020
電子資源套 1) 葉劍威、林智中、黃錦輝、何秀紅、徐秀銀  牛津 

134 53   

5 中一 
新編生活普通話中一（2019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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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56   

6 中一 
探索生活與社會 單元 9 寰宇一家   

布森組  名創教育(2012 年第一版) 
38 15   

7 中一 
歷史旅程-新課題系列 課題 2 歐洲文明的發展(2020 年版)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108 43   

8 中一 
歷史旅程-新課題系列 課題 3 伊斯蘭文明的興起與中古時代歐亞的文

化交流(2021 年重印兼修訂)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91.5 36   

9 中一 雅集科學新世紀 1A(2018 年版) 210 84   

10 中一 雅集科學新世紀 1B(2018 年版) 210 84   

11 中二 

中學數學新思維 2A(分課釘裝)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2A 及學生資源

網﹞ (第二版_2021) 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 

□ 360 強化練習 2A (第二版_2021) 

250 100   

12 中二 

中學數學新思維 2B(分課釘裝) ﹝套裝連 360 強化練習 2B 及學生資源

網﹞ (第二版_2021)  何美芬、洪進華、廖詠琪  教育出版社 

□ 360 強化練習 2B (第二版_2021) 

250 100   

13 中二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2(2020 年全新版) 

徐振邦、關卓峯  現代教育研究社 
215.5 86   

14 中二 
初中活學地理(2017 年第二版)核心單元第五章：與自然災害共處 (附
2020 電子資源套 5) 葉劍威、林智中、黃錦輝、何秀紅、徐秀銀  牛津 

134 53   

15 中二 
新編生活普通話中二（2019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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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56   

16 
中二 探索生活與社會 單元 11 明智消費   

布森組  名創教育(2012 年第一版) 
38 15   

17 
中二 探索生活與社會 單元 8 建立價值觀與作出負責任的抉擇   

布森組  名創教育(2012 年第一版) 
47.5 19   

18 
中二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核心單元 10 香港經濟：資源運用(基礎部分)   

(第二版)(2021 年更新版)  陳煥基、林楚菊  齡記 
4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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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座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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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級別 書名 

21-22 

書單

原價

($) 

會方 
建議

價($) 

本人

擬定

售價 

擬賣

書籍

() 

19 中二 
歷史旅程-新課題系列 課題 5 近代歐洲的興起(2021 年版)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128 51   

20 中二 
歷史旅程-新課題系列 課題 7 美國的成立及發展(2021 年版) 

鄭劍玲、許家賢  雅集 
90 36   

21 中二 雅集科學新世紀 2A(2018 年版) 214 85   

22 中二 雅集科學新世紀 2B(2018 年版) 214 85   

23 中三 
HKDSE 先修班 – 科學科(物理)基礎學習套(光學)（第二版） 
楊浩麟、刁志偉、唐穎潤 樂思 

105 42   

24 中三 
新編基礎科學 3B 冊(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鍾卓廷、鍾建琴、廖志成、徐偉傑  牛津 
131 52   

25 中三 
新高中基礎生物學 1A(2020 年第三版)(生物科及組合科學科適用) 容顯

懷、何金滿、何沃光、談國軒、湯靈磐、冼偉鴻  牛津 
239 95   

26 中三 
探索生活與社會 資源與經濟活動：單元 29 世界公民與人道工作   

布森組  文達‧名創教育(2012 年第一版，2021 年重印兼修訂版) 
47.5 1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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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第一版，2020 年重印兼修訂版) 
47.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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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