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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中學家長教師會 
   Christian Alliance College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 

 

舊課本買賣活動  
各位家長： 
 

為推動環保，本會鼓勵家長和同學循環再用舊課本，一方面可減少資源浪費，

二方面可為家長節省部份買書費用。一如往年，本會得到學生會的支持，協助宣

傳及售書工作，讓活動可更順暢進行，實在感恩。 

   為確保同學不會錯售或錯購舊課本，本會已向校方核實適合買賣的課本清

單。中一級舊書將由家教會以「寄賣」方式代售予中一新生。至於中二及三級舊

書，將由家教會安排房間作「交易廣場」，讓初中同學自由買賣。 

   有意參與此活動的家長及同學，請細閱課本清單，填妥售書表格交家教會義

工處理。中一級同學須連同舊課本一併交家教會代賣。 

   活動詳情如下： 

 

A. 中一級「寄售」舊課本 

形式/程序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1.家教會代收書 28/6/2018 (星期四) 11:30–13:00 404A室 

2.家教會代賣書 12/7/2018 (星期四) 9:30–13:00 504室 

3.書主取款及收回舊課本 13/7/2018 (星期五) 10:30–11:30 315室 

註：本會委員會抽起中一留班生寄賣之課本，並盡快通知同學取回課本。 

 

B. 中二及中三級「自由買賣」舊課本 

交易廣場 – 自由買賣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出售中二舊課本 13/7/2018 (星期五) 10:30–11:30 315室 

出售中三舊課本 13/7/2018 (星期五) 11:30–12:30 315室 

 
     家長、同學若有任何疑問，可向本會教師委員曾詠欣老師或學生會主席陳

嘉龍同學查詢。 

 
 

         宣道中學家長教師會(主辦)  主席 沈惠華 
謹啟 

             宣道中學學生會(協辦) 會長 陳嘉龍 

 
二零一八年六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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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級「寄賣」舊課本表格                      編號：              
 
 
寄賣舊課本須知： 
1. 售價由學生自行決定，不設最低售價，但不可超出定價上限。(定價上限:大約

為新書原價的 35%)。 

2. 參與「寄賣」的家長須填妥此表格，連同舊課本於 6月 28日上午 11:30

至下午 1時交到 404A室由家長義工跟進。 
3. 本會將以現金 把售出課本所得之款項於 7月 13日全數交給同學轉交家長。 
4. 若本會遺失同學寄售之書本，本會將根據同學所定之售價賠償。 

賠償上限不超出新書原價的 35%。 
5. 學生須於 7月 13日正午 12時前到 315室取回未售出之舊課本。 

所有未有同學認領的課本，本會將全數捐贈予慈善機構。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 班別：_____  班號：____     家長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書號 書  名 新書價 定價上限 學生定價 義工核對 

A-01 數學新思維 1A (分課釘裝)  $220 $77 $ $ 

A-02 數學新思維 1B (分課釘裝) $220 $77 $ $ 

A-03 聖經伴我行 第一冊 (2007) $106 $37 $ $ 

A-04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上 (2014) $205 $72 $ $ 

A-05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下 (2014) $205 $72 $ $ 

A-06 中國歷史 1 (甲部課程) (2013) $181.5 $63  $  $ 

A-07 Roald Dahl – The Magic Finger $60 $21 $ $ 

S-01 

音樂伴我行 1 (2012) (附學習錦囊)  

*升中三同學可於 28/6到 404A室交本會寄售 
$180 $62 

$ $ 

S-03 經典古詩導讀 

*升中三同學可於 28/6到 404A室交本會寄售 

$65 $23 $ $ 

本人同意家教會將售出課本的款項交__________同學再轉交本人。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 
 
 

由售書同學填寫 本欄由家長教師會填寫 

 總寄賣課本   收書人簽署：  售出課本：_____________ 本 

             本   售出課本所得款項：$______________ 

 簽署：  核對人簽署： 

 

 核對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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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書位置編號: _____________  

中二舊課本「自由買賣」須知  

1. 課本售價由買賣雙方自行議定，本會建議的價格只供參考。 

2. 賣方有責任為購書同學提供適用的舊課本，如正確印刷版次、完整無缺頁等。 

3. 買方須檢查課本的印刷版次、新淨程度等資料，方可進行交易。售出的舊課本，不設

退換。 

4. 本會只為買賣雙方提供空間作自由買賣，若交易過程中有任何錯漏，本會恕不負責。 

5. 舊課本買賣只限本校學生參與，有意購書同學必與穿著整齊校服方可參與活動。若家

長欲代子女購書，請帶同學子女的圖書證作証明。 

6. 有意售書同學須填妥下列表格，於 6月 29日或之前交校務處收集箱，轉

交本會委員代為安排售書日的賣書位置。 

書號 書  名 (中二級) 新書價 
建議定價 

≦35% 
學生定價 

B-01 Aristo First 2A (2012)  <For Class 2A, 2B> $195 $68 $ 

B-02 Aristo First 2B (2012)  <For Class 2A, 2B> $195 $68 $ 

B-03 Aristo Success 2A (2012)  <For Class 2C, 2D> $195 $68 $ 

B-04 Aristo Success 2B (2012)  <For Class 2C, 2D> $195 $68 $ 

B-05 
數學新思維2A  (分課釘裝) (2014) (套裝)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 $220 $77 $ 

B-06 
數學新思維2B  (分課釘裝) (2014) (套裝)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 
$220 $77 $ 

B-07 
基礎科學 2A  (重印兼訂正2016) (套裝) 

(包括網上中英對照電子書 : iPad 及 PC 版) $196 $68 $ 

B-08 
基礎科學 2B  (重印兼訂正2016) (套裝) 

(包括網上中英對照電子書 : iPad 及 PC 版) $196 $68  $ 

B-09 
雅集初中通識教育系列  
今日香港 1：香港經濟及公共財政 (2013) $85.5 $30 $ 

B-10 
雅集初中通識教育系列  
今日香港 2：香港政治與社會 (2013) $85.5 $30 $ 

B-11 
知識探究之旅(初中) 
單元 26：齊來保護香港環境 (第二版) $84 $30 $ 

B-12 聖經伴我行 第二冊 (2007) $106 $37 $ 

B-13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二上 (2014)  $205 $71  $ 

B-14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二下 (2014) $205 $71 $ 

B-15 中國歷史 2 (甲部課程) (2013) $185 $65 $ 

B-16 Wonders of the World (Level 2)   $98    $34 $ 

S-01 
音樂伴我行 1 (2012) (附學習錦囊)  
*升中三同學可於 28/6到 404A室交本會寄售 $180 $63 $ 

S-02 

音樂伴我行 2 (2012) (附學習錦囊)  
*升中四同學可於 13/7(11:30-12:30)到 315 室
自行買賣 

$180 $63 $ 

本人同意小兒/小女__________參與售賣舊書活動。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  班號：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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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舊課本「自由買賣」須知           

1. 課本售價由買賣雙方自行議定，本會建議的價格只供參考。 

2. 賣方有責任為購書同學提供適用的舊課本，如正確印刷版次、完整無缺頁等。 

3. 買方須檢查課本的印刷版次、新淨程度等資料，方可進行交易。售出的舊課本，不設

退換。 

4. 本會只為買賣雙方提供空間作自由買賣，若交易過程中有任何錯漏，本會恕不負責。 

5. 舊課本買賣只限本校學生參與，有意購書同學必與穿著整齊校服方可參與活動。若家

長欲代子女購書，請帶同學子女的圖書證作証明。 

6. 有意售書同學須填妥下列表格，於 6月 29日或之前交校務處收集箱，轉

交本會委員代為安排售書日的賣書位置。 
 

 

書號 書  名 (中三級) 新書價 
建議定價 

≦35% 
學生定價 

C-01 Aristo First 3A (2012)  <For Class 3A, 3B> $199 $70 $ 

C-02 Aristo Success 3A (2012)  <For Class 3C, 3D> $199 $70  $ 

C-03 數學新思維3A (分課釘裝) (2015) (套裝)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83.00>) 
$218 

$76  $ 

C-04 數學新思維3B (分課釘裝) (2015) (套裝) 

(包括拔尖‧補底強化練習<$83.00>) 
$218 

$76  $ 

C-05 中國歷史 3 (甲部課程) (2013) $214 $76 $ 

C-06 Roald Dahl – Fantastic Mr. Fox $60 $21 $ 

S-02 

音樂伴我行 2 (2012) (附學習錦囊)  
*升中四同學可於 13/7(11:30-12:30)到 315 室
自行買賣 

$180 $63 
$ 

S-03 音樂伴我行 3 (2012) (附學習錦囊) $180 $63 $ 

   本人同意小兒/小女__________參與售賣舊書活動。 

                  家長姓名: 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班別：____  班號：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賣書位置編號: 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