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有關購買上學期補充教材事宜(一年級) 

 

敬啟者： 

為了鞏固學生的學習基礎，本校將協助  貴子弟購買補充教材供上課之用，各班級將因

應學生的需要，購買不同的補充教材，所有學生都必須購買。有關補充教材名稱與價目請參

閱附件一（2021-2022 年度上學期各級補充教材收費表）。 

 

    家長請於九月十五日(星期三)或之前簽閱通告，如家長欲透過學校購買，請使用 eClass

手機應用程式繳費，家長亦可自行到書局購買。跨境生家長可先繳付有關費用，補充教材稍

後將郵寄給學生。望各家長能加以配合，謹此致謝。 

 

倘對上述事宜有任何疑問，可致電學校與梁啟智副校長聯絡。 

 

此致 

貴家長 

       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 謹啟 

              劉  仲  宏    

二零二一年九月七日 

 

-------------------------------------------------------------------------------------------------------------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   貴校二零二一年九月七日來函，有關購買一年級上學期補充教材事宜。 

 

本人現回覆如下： ( 請以  表示) 

 

□ 請學校代購有關補充教材，並會於九月十五日(星期三)或之前，透過 eClass 手機應用 

程式繳交 330.7 元。 

    □ 不需學校代購，本人將自行到書局購買有關補充教材。 

 

此覆 

蒙黃花沃紀念小學劉仲宏校長 

              ____年級___班學生________________(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零二一年九月     日 

請於 9 月 15 日(星期三)或之前簽閱此通告 

 

 

檔號：21/0921/啟(11A)  

 

通告編號：11A 

通告編號：11A 

檔號：21/0921/啟(11A)  



附件一 

中華基督教會蒙黃花沃紀念小學 
2021-2022年度上學期各級補充教材收費表 

 

補 充 名 稱 出版社 定價 

各 級 折 實 價 

P.1 P.2 P.3 P.4A 
P.4 

BCDE 
P.5A 

P.5 
BCDE 

P.6A 
P.6 

BCD 
P.6R 

中文閱讀及聆聽理解練習 
(升級版) 上冊 

眾課堂 88.00 70.40 70.40 70.40 70.40 70.40 --- 70.40 --- --- --- 

學好中文 躍思進階語文精練 1上 躍思 80.00 64.00 --- --- --- --- --- --- --- --- --- 

趣味識字練習冊 上冊 教育 52.00 46.80 46.80 --- --- --- --- --- --- --- --- 

躍思成語法寶王 躍思 104.00 --- --- 83.20 83.20 83.20 83.20 83.20 83.20 83.20 83.20 

中文科 HKAT分類練習及 
模擬試卷 (2022/23年版) 
五年級 

樂思 116.00 --- --- --- --- --- 92.80 --- --- --- 92.80 

樂思中文 26週基礎練習  
(精華版 4.0)  

樂思 104.00 --- --- --- 83.20 --- 83.20 --- 83.20 --- --- 

躍思語文提升精華訓練 躍思 92.00 --- 73.60 73.60 --- 73.60 --- 73.60 --- 73.60 73.60 

培生新編中一入學前 
香港學科測驗中文模擬試卷 
(2020年版) 小六 

培生 105.00 --- --- --- --- --- --- --- 89.30 89.30 --- 

Better Your English with 
Longman Through Text Types 
Book 1   

Pearson 62.00 52.70 --- --- --- --- --- --- --- --- --- 

數學科 HKAT 分類練習及 

模擬試卷(2020/21年新課程版) 

4年級 

樂思 108.00 --- --- --- 86.40 86.40 --- --- --- --- --- 

數學科 HKAT 分類練習及 

模擬試卷(2020/21年版) 6年級 
樂思 116.00 --- --- --- --- --- --- --- 92.80 92.80 --- 

校本 IT課補充教材（全年用） 現代 實價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德育及公民教育補充教材 

感愛敢動 

基督教
文藝 

52.00 46.80 46.80 46.80 46.80 46.80 46.80 46.80 46.80 46.80 46.80 

補充折實合計 $ 330.70 287.60 324.00 420.00 410.40 356.00 324.00 445.30 435.70 34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