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務印書館 北角分館 

地址：北角英皇道 395 號（港鐵北角站 B1 出口） 

電話：26511768 / 25620266 

訂書備忘 

 

訂書表格 ORDER FORM 

 

編號：XXXXXXXX 

 

 

日期 Date：_______________ 

2022-2023 年度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中一級訂書備忘 
 

訂書方法： 

網上訂購 （於 2022 年 8 月 14 日 (日) 或之前） 
 

1. 透過網上訂購，可享有 88 折優惠。 

2. 登入網站：https://tb.supretail.com.hk 

3. 輸入本表書單編號：52035513 

4. 輸入學校確認碼：5530 

5. 選取訂購課本及確認 

6. 輸入手提電話號碼以收取手機驗證碼； 

7. 輸入中文姓名、手提電話號碼 、班別及電郵等資料； 

8. 選擇付款方式：使用「轉數快」於網上支付 或 「現場付款」； 

9. 確認訂購並收到電話短訊；取書當日需出示短訊； 

10. 如訂購過程中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66054705 查詢 

   (專線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10:00-18:00, 星期六:10:00-13:00) 

 

取書日期 

及地點： 
2022 年 8 月 30 日 (二) 上午 9 時至下午 2 時 (舞蹈室) 
 

付款方法：  透過網上訂購，可享有 88 折優惠。 

 現金、信用卡、八達通、微信支付及支付寶。取書時，請繳付全數書價 (包括未出版課本)。 

 支票抬頭「聯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或 “SUP Retail (Hong Kong) Limited. ”， 

 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家長聯絡電話。 

 網上交表訂書學生，可選擇於網上以轉數快先行付款。 

 任何付款方法，本館均不收取手續費。 

 

欠書處理：  派書當日尚未出版的課本，將於開學後在校內派發。 

其他：  如遇惡劣天氣(黑色暴雨或八號風球) ，所有工作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如該天為星期五， 

下一個工作天為下星期一。 

 家長/學生可自由選擇於任何書局或本館任何門市購買課本。 

 如到本館門市購買，則可享有 92 折優惠。 

  

 
 

編號 書名 及 條碼 原價 折實價 

1. 
New Treasure Plus (2nd Edition) Level 1 (School-based version) 

【Order from designated bookshop】 
折實價 238.00 

2. 

Developing Skills: Active Listening for Junior Secondary Learners 1 (Set A) (2012 Ed.) 

(Including Data File and Activation Code for online listening resources inside) 

(ISBN : 9789888143542) 

187.00 164.60 

3. Oxford Essential Thematic Anthology 1 (ISBN : 9780190982959) 129.00 113.50 

#4.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一上 (第五版) (ISBN : 9780190824440) 267.00 235.00 

#5. 啟思中國語文 中一下 (第五版) (ISBN : 9780190824457) 267.00 235.00 

#6.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附自學配套) (2019 年版) (ISBN : 9789882410442) 143.00 125.80 

#7. 教圖說好普通話 中一 作業 (2019 年版) (ISBN : 9789882411203) 33.00 29.00 

#8. 
數學新思維 (初中) 1A (分課釘裝) (套裝連 360 强化練習 1A 及學生資源網) 

(2020 年 第二版) (ISBN : 9789882442795) 
258.00 227.00 

#9. 
數學新思維 (初中) 1B (分課釘裝) (套裝連 360 强化練習 1B 及學生資源網) 

(2020 年 第二版) (ISBN : 9789882442801) 
258.00 227.00 

10. 
探索生活與社會 個人與群性發展：單元 1 個人成長 認識自我、積極人生 

(2015 年重印兼訂正版) (ISBN : 9789882352858) 
53.00 46.60 

11. 
探索生活與社會 個人與群性發展：單元 3 人際關係 建立友誼、確立自我 

(2015 年重印兼訂正版) (ISBN : 9789882352872) 
49.00 43.10 

12. 
初中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10 香港經濟：資源運用 

(2016 年重印兼訂正) (ISBN : 9789626108147) 
70.50 62.00 



13. 
初中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12 香港經濟：香港的公共財政 

(2016 年重印兼訂正) (ISBN : 9789626108161) 
70.50 62.00 

14. 
初中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13 香港經濟：香港的經濟表現 

(2016 年重印兼訂正) (ISBN : 9789626108178) 
70.50 62.00 

15. 
初中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14 香港經濟：香港的勞工市場 

(2016 年重印兼訂正) (ISBN : 9789626108185) 
70.50 62.00 

16. 
初中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18 全球經濟：國際金融中心 

(ISBN : 9789626108222) 
70.50 62.00 

17. 
初中 新世紀生活與社會 核心單元 27 全球社會政治體系：「全球城市」 

(ISBN : 9789626108314) 
70.50 62.00 

#18. 新編基礎科學 1A (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ISBN : 9789888746705) 218.00 191.80 

#19. 新編基礎科學 1B (2018 年版) (附電子書啟動卡 2021) (ISBN : 9789888746729) 218.00 191.80 

20. ICT 新世代 專題研習工具：Google 雲端硬碟 (2020 版本) (ISBN : 9789887994923) 折實價 101.00 

21. ICT 新世代 編程入門 II: Scratch (2019 版本) (ISBN : 9789887994473) 折實價 83.00 

22. 資訊科技新思維 (編程及創科系列) 人工智能世界 (2022 初版) (ISBN : 9789882443877) 折實價 98.00 

#23.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 1 (2020 年版) (ISBN : 9789888649068) 215.00 189.20 

#24. 現代智趣中國歷史作業 1 (2020 年版) (ISBN : 9789888649075) 108.00 95.00 

#25. 互動地理 E2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境 (2022 年第二版) (ISBN : 9789888706464) 119.00 104.70 

#26. 互動地理 C6 爭奪能源 (2022 年第二版) (ISBN : 9789888706440) 140.00 123.20 

#27. 聖經伴我行 第一册 (2007 年版) (ISBN : 9789624883930) 112.00 98.60 

28. 聖經伴我行 習作本 第一册 (2007 年版) (ISBN : 9789624883961) 32.00 28.20 

29. 初中科技與生活 (第二版) A+ (2017 年版) (ISBN : 9789888351244) 178.00 156.60 

 

(i)  書單上所列 # 的課本，均採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內的教科書籍。 
 

(ii) 家長可到教育局網址 http://www.edb.gov.hk/textbook 查核有關課本的重量、頁數及評語等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