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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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課本買賣活動  
各位家長： 
 

為方便家長為子女預備新學年用書，及善用舊書資源，本會將繼續為初中同學

安排兩項服務 - 「寄售中一舊課本予中一新生」及「中二、三舊課本自由買賣平

台」。家長或同學若有意參與此活動，請細閱第 2 至 6 頁的適合買賣課本清單，填妥

定價表格，在下列日期將舊書和表格交當值的家長義工跟進各項程序。 

 

      注意：家長/同學須提交紙本賣書表格。 
家長可自行列印第 2 至 6頁(按級別)或於 7月 8日起到校務處領取。 

 

1. 中一級寄售舊課本 

 

工作程序 日期 時間 地點 

收書 25/7/2022(一) 11:00 - 12:00 110室 

賣書 28/7/2022(四) 9:00 - 12:30 211室 

退款及退書 家教會委員將個別聯絡家長/學生到校領取 

 

 

2. 中二及中三級自由買賣舊課本 

活 動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買賣中二、三舊課本 27/7/2022(三) 結業禮後 211室 

 

家長若有任何疑問，可致電學校向家教會教師委員李卓森老師或馮兆祥老師查

詢。 

 
   順祝各位生活愉快！ 
 

                                               宣道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陳詩韻女士 

二零二二年七月八日 
 
 
 
 
 
 

2122_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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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中一級寄賣二手課本表格及須知            編號：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學號：____  班別：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書號 書  名 定價上限 學生定價 義工核對 

A-01 數學新領域 1A (分課釘裝) (2020) (套裝) 

(包括精進練習) 

$90 $ $ 

A-02 數學新領域 1B (分課釘裝) (2020) (套裝) 

(包括精進練習) 

$90 $ $ 

A-03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上 (2014) $75 $ $ 

A-04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下 (2014) $75 $ $ 

A-05 新編生活普通話 中一 (輕量版) (2019) $45 $ $ 

A-06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1 (第二版) (2020) $75  $  $ 

A-07 生活與社會 第 22 冊：我和香港政府 
(重印兼訂正 2021) 

$15  $  $ 

 1A、1B、1C班適用(A08、A09)    

A-08 新編基礎科學 1A (2018) (套裝)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75 $ $ 

A-09 新編基礎科學 1B (2018) (套裝)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75 $ $ 

 1D 班適用(A10、A11)    

A-10 New Mastering Science 1A(2018)(Package) 

(With e-Book card 2021) 

$75 $ $ 

A-11 New Mastering Science 1B(2018)(Package)(With 

e-Book card 2021) 

$75  $  $ 

  

   總寄賣書本：________ 本 本欄由家長教師會填寫 

   同學簽署：  售出書本：_____________ 本 

收書人簽署：  售出書本所得款項：$______________ 

核對人簽署：  核對人簽署： 

 
寄賣舊課本表格及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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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找贖，須以整數定價。例如: $10, $15, $20, $25 等等。 
  請備輔幣，減省找贖。千元鈔票，恕未能接受。 
2.  若本會遺失同學所寄售之書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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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未能賣出之書本及賣出書本所得的款項將另行聯絡家長或其子女到校領取。 
4. 請填妥此表格與舊課本一併於收書日交回。 
5. 收書、售書、退書及退款之時間表，請見第一頁。 
 
(請填妥此表格與寄售的二手課本一併於 25/7(收書日)11:00至 12:00交 110室收書攤位) 

 
 

家長姓名(正階): 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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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學年中一新生適用之二手課本及建議售賣價 

 

書號 書  名 (中一級) 新書價 定價上限 學生定價 

A-01 數學新領域 1A (分課釘裝) (2020) (套裝) 

(包括精進練習) 

$260 $90 $ 

A-02 數學新領域 1B (分課釘裝) (2020) (套裝) 

(包括精進練習) 

$260 $90 $ 

A-03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上 (2014) $225 $75 $ 

A-04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一下 (2014) $225 $75 $ 

A-05 新編生活普通話 中一 (輕量版) (2019) $133 $45 $ 

A-06 現代初中中國歷史 1 (第二版) (2020) $215 $75 $ 

A-07 生活與社會 第 22 冊：我和香港政府 
(重印兼訂正 2021) 

$49 $15 $ 

 1A、1B、1C班適用(A08、A09)    

A-08 新編基礎科學 1A (2018) (套裝)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218 $75 $ 

A-09 新編基礎科學 1B (2018) (套裝)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218 $75 $ 

 1D 班適用(A10、A11)    

A-10 New Mastering Science 1A(2018)(Package)(With 

e-Book card 2021) 

$218 $75 $ 

A-11 New Mastering Science 1A(2018)(Package)(With 

e-Book card 2021) 

$218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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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學年中二級適用之二手課本及建議售賣價 
 

書號 書  名 (中二級) 原價 定價上限 學生定價 

B-01 New Treasure Plus 2A (2nd Ed.) (2017) (Package) 

(Including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19 $75 $ 

B-02 New Treasure Plus 2B (2nd Ed.) (2017) (Package)  

(Including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19 $75 $ 

B-03 數學新領域 2A (分課釘裝) (2021) (套裝) (包括精進

練習) 

$260 $90 $ 

B-04 數學新領域 2B (分課釘裝) (2021) (套裝) (包括精進

練習) 

$260 $90 $ 

B-05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二上 (2014)  $225 $75 $ 

B-06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 中二下 (2014) $225 $75 $ 

B-07 新編生活普通話 中二 (輕量版) (2019) $117 $40 $ 

B-08 ICT新世代－3D科技：建模、打印、AR、VR (2020) $77 $25 $ 

B-09 明德電腦－電腦網絡 (2020) $77 $25 $ 

B-10 明德電腦－資訊科技與社會 (2018) $82 $25 $ 

B-11 生活與社會 第 17冊：中國區域經濟的發展 (2014) $49 $15 $ 

B-12 生活與社會 第 25冊：中國政制 (重印兼訂正 2版 2021)  $49 $15 $ 

B-13 生活與社會 第 26冊：走向世界的中國(重印兼訂正 2021)  $49 $15 $ 

 2A、2B、2C班適用(B14至 B17)    

B-14 新編基礎科學 2A (2018) (套裝)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218 $75 $ 

B-15 新編基礎科學 2B (2018) (套裝)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218 $75 $ 

B-16 生活與社會 第 15冊：中國的經濟概況(重印兼訂正 2020) $49 $15 $ 

B-17 生活與社會 第 16冊：中國政府在經濟的角色 (2014) $49 $15 $ 

 2D班適用(B18至 B21)    

B-18 New Mastering Science 2A(2018)(Package) 

(With e-Book card 2021) 

$218 $75 $ 

B-19 New Mastering Science 2B(2018)(Package) 

(With e-Book card 2021) 

$218 $75 $ 

B-20 Life and Society 15－An Overview of the Chinese 

Economy(Reprinted with minor amendments 2020) 

$49 $15 $ 

B-21 Life and Society 16－Role of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2105)(2D 班適用) 

$49 $15 $ 

 



 

 

 

二手課本自由交流活動須知 

1. 書本買賣雙方須自行定價，建議不超出新書原價的 35%。本會不會參與任何議價活動。 

2. 買賣雙方須自行檢閱課本素質，建議清楚檢查新淨程度及印刷版次後，方可進行交易。 

3. 本會不會為買賣雙方設收據。 

4. 零錢找贖，由賣方自行負責，敬請買賣雙方清楚點算交易金額，以免爭拗。 

5. 所有參與舊課本買賣活動之買賣雙方，必須為本校學生或家長。因此當天學生必須穿著

整齊校服方可參與活動。 

6. 買賣之二手課本，恕不退換。 
7. 請填妥此表格與將要賣出的二手課本一併於 27/7，結業禮後前往 211室進行自由

買賣。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學號：____  班別：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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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學年中三級適用之二手課本及建議售賣價 

 

書號 書  名 (中三級) 原價 定價上限 學生定價 

C-01 
New Treasure Plus 3A (2nd Ed.) (2017) 
(Package)(Including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19 $75 $ 

C-02 
New Treasure Plus 3B (2nd Ed.) (2017) 
(Package)(Including Vocabulary & Writing 
Book) 

$219 $75 $ 

C-03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中三上 (2014) $225 $75 $ 

C-04 初中互動中國語文中三下 (2014) $225 $75 $ 

C-05 
新編基礎科學 3A (2018) (套裝)(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135 $45 $ 

C-06 達思化學 1B (2019) $140.5 $45 $ 

C-07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波動 I (套裝) 

(2015年第二版)(重印兼訂正 2020) 
$164 $55 $ 

C-08 生活與社會 第 19冊：世界貿易(重印兼訂正 2021) $49 $15 $ 

C-09 
生活與社會 第 20冊：國際間的相互依存 

(2014) 
$49 $15 $ 

C-10 生活與社會 第 28冊：國際政治(重印兼訂正 2021) $49 $15 $ 

C-11 明德電腦－數據庫 (2017) $77 $25 $ 

C-12 新編生活普通話 中三 (輕量版) (2019) $133 $45 $ 

 

二手課本自由交流活動須知 

1. 書本買賣雙方須自行定價，建議不超出新書原價的 35%。本會不會參與任何議價活動。 

2. 買賣雙方須自行檢閱課本素質，建議清楚檢查新淨程度及印刷版次後，方可進行交易。 

3. 本會不會為買賣雙方設收據。 

4. 零錢找贖，由賣方自行負責，敬請買賣雙方清楚點算交易金額，以免爭拗。 

5. 所有參與舊課本買賣活動之買賣雙方，必須為本校學生或家長。因此當天學生必須穿著

整齊校服方可參與活動。 

6. 買賣之二手課本，恕不退換。 

7. 請填妥此表格與將要賣出的二手課本一併於 27/7，結業禮後前往 211 室進行自由

買賣。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    學號：____  班別：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