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課本目錄及雜項表 

上午幼兒班課本目錄表 

 
本人乃(學生姓名)                 之家長， 

□需要委託 / □不需委託 貴園為敝子弟代辦訂購「2018-2019 年度幼兒班上學期課本及雜項」。 

 

請家長以代表需代辦訂購的項目及表示不需代辦訂購的項目。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A.課本 

主題用書 ：青田叢書-我會自己讀  

紅色 –《黃葉》 $14.80   

$200.10 

紅色 –《貪吃的安安》 $14.80   

紅色 –《分果果》 $14.80   

紅色 –《一束花》 $14.80   

橙色 –《我想》 $14.80   

橙色 –《第一個》 $14.80   
普通話用書(教育出版社) 

來說普通話(幼兒班上學期) $42.30   
Shared Reading Programme (Mice Series) (朗文學前教育出版社) 

Back to School $34.50   

Colourful Leaves $34.50   
 總小計： $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B.活動冊 

家中蒙特梭利訓練○1  $13.30   

 

語文樂趣多○1  $13.30   

塗鴉冊○1  $19.00   

智慧樂○1  $12.40   

識數樂○1  $12.40   

My Play Time Book○1  $16.10   

中文字卡 $9.20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1  $13.40   

Songs & Rhymes○1  $6.30   

認字樂○1  $9.20   

平安小樂頌○1  $5.80   

  

 上午幼兒班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課本目錄及雜項表 

上午幼兒班課本目錄表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 
小計($) 全套總數 

B.活動冊 

Words in Environment： 

$247.00 

My School $6.90   
Mid-Autumn Festival $4.00   
My Body $5.70   
Family $5.70   
Christmas  $4.60   
Chinese New Year $4.60   
Aa-Zz Flashcards $16.10   
假期作業(教育出版社)    
假期作業-聖誕節來了、新年來了、復活節

來了 $69.00   
 

總小計： $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

數 

C.光碟 學生生活照片光碟 $13.00   $13.00 
 總小計： $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D.學生用品 

學生名牌 $13.80   

$170.90 

學生印章 $9.20   
通告袋 $8.20   
生日袋 $8.70   
書包 $66.00   
茶點套裝： 
茶點袋 1 個、杯 1 個、食物盒 1

個、 

毛巾盒 1 個、學生名牌 1 個 

$57.00   

體溫卡連扣 $2.00   
繳費袋 $6.00   

   總小計： $  

上午幼兒班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課本目錄及雜項表 

上午幼兒班課本目錄表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 
小計($) 全套總數 

E.文具套裝 
剪刀 (1 把) $5.50   

$39.50  12 色粗蠟筆(1 盒) $34.00   
 總小計： $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F.視藝材料 

膠水 (2 枝) $3.60   

$179.50 

 

F4 美勞作品 File $1.10   

漿糊筆 (3 枝) $16.50   

白膠漿 (2 枝) $13.30   

彩麗皮、閃片、縐紙、形狀貼 

紙、雪條棒、飲管、顏色紙、 

瓦通紙、通草、白畫紙、手工 

紙、毛絨條、紙碟、羽毛、 

A4 畫簿及其他顏料………等 

$145.00   

 總小計： $ 
 

 

 

 

 

 

 

 

 

 

備註：*家長可自行購買課本，無必需經由校方代辦訂購。 

      *如非經本園訂購課本，請把自行購買之課本於 2018 年 5 月 5 日(六)交回本園(請貼上學生姓 

       名)，以便整理。 

      *本園恕不辦理逾期訂購課本，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如欲全數由園方代辦訂購課本及雜項，應繳付總額為：上午幼兒班  HK$930.00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G.茶點費 茶點費 $80.00   $80.00  
 總小計： $  

上午幼兒班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課本目錄及雜項表 

全日幼兒班課本目錄表 

 
本人乃(學生姓名)                 之家長， 

□需要委託 / □不需委託 貴園為敝子弟代辦訂購「2018-2019 年度幼兒班上學期課本及雜項」。 

 

請家長以代表需代辦訂購的項目及表示不需代辦訂購的項目。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A.課本 

主題用書 ：青田叢書-我會自己讀  

紅色 –《黃葉》 $14.80   

$200.10 

紅色 –《貪吃的安安》 $14.80   

紅色 –《分果果》 $14.80   

紅色 –《一束花》 $14.80   

橙色 –《我想》 $14.80   

橙色 –《第一個》 $14.80   
普通話用書(教育出版社) 

來說普通話(幼兒班上學期) $42.30   
Shared Reading Programme (Mice Series) (朗文學前教育出版社) 

Back to School $34.50   

Colourful Leaves $34.50   
 總小計： $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B.活動冊 

家中蒙特梭利訓練○1  $13.30   

 

語文樂趣多○1  $13.30   

塗鴉冊○1  $19.00   

智慧樂○1  $12.40   

識數樂○1  $12.40   

My Play Time Book○1  $16.10   

中文字卡 $9.20   

親子閱讀獎勵計劃○1  $13.40   

Songs & Rhymes○1  $6.30   

認字樂○1  $9.20   

平安小樂頌○1  $5.80   

  

   全日幼兒班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課本目錄及雜項表 

全日幼兒班課本目錄表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B.活動冊 

Words in Environment： 

$247.00 

My School $6.90   
Mid-Autumn Festival $4.00   
My Body $5.70   
Family $5.70   
Christmas  $4.60   
Chinese New Year $4.60   
Aa-Zz Flashcards $16.10   
假期作業(教育出版社)    
假期作業-聖誕節來了、新年來了、復活節來了 $69.00   

 
總小計： $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C.光碟 學生生活照片光碟 $13.00   $13.00 
 總小計： $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D.學生用品 

學生名牌 $13.80   

$180.90 

學生印章 $9.20   
通告袋 $8.20   
生日袋 $8.70   
書包 $66.00   
茶點套裝： 
茶點袋 1 個、杯 1 個、食物盒 2 個、 

毛巾盒 1 個、學生名牌 1 個 

$67.00   

體溫卡連扣 $2.00   
繳費袋 $6.00   

   總小計： $  

 

 

全日幼兒班 

 



                                    

 

                     2018-2019 年度上學期課本目錄及雜項表 

全日幼兒班課本目錄表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

數 

E.文具套裝 
剪刀 (1 把) $5.50   

$39.50  12 色粗蠟筆(1 盒) $34.00   
 總小計： $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F.視藝材料 

膠水 (2 枝) $3.60   

$179.50 

 

F4 美勞作品 File $1.10   

漿糊筆 (3 枝) $16.50   

白膠漿 (2 枝) $13.30   

彩麗皮、閃片、縐紙、形狀貼 

紙、雪條棒、飲管、顏色紙、 

瓦通紙、通草、白畫紙、手工 

紙、毛絨條、紙碟、羽毛、 

A4 畫簿及其他顏料………等 

$145.00   

 總小計： $ 
 

 

 

 

 

 

 

 

 

 

備註：*家長可自行購買課本，無必需經由校方代辦訂購。 

      *如非經本園訂購課本，請把自行購買之課本於 2018 年 5 月 5 日(六)交回本園(請貼上學生姓 

       名)，以便整理。 

      *本園恕不辦理逾期訂購課本，敬請各位家長留意！  

       *如欲全數由園方代辦訂購課本及雜項，應繳付總額為：全日幼兒班  HK$940.00 

 

類別 項目 售價 意願/ 小計($) 全套總數 

G.茶點費 茶點費 $80.00   $80.00  
 總小計： $  

全日幼兒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