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承辦書商建興書局有限公司 

                    二○二○至二○二一年度上學期二年級補充練習更正版     更正日期：03-09-2020 

級別 作 業 名 稱 出版社 定價 折實 折實合計 

中文 樂思中文 26 週基礎練習 (精華版 4.0) 二年級 樂  思 94.00 78.00 

 

2A班 416.30 

2B班 416.30 

2C班 416.30 

2D班 416.30 

2E班 416.30 

 我愛學語文-自讀篇章 (二上) 教  育 61.00 54.90 

英文 Daily Reading Fun P.2  

Primary Longman Elect e-Textbook 2A(由老師派發戶口) 

Pan Lloyds 

Pearson 

87.00 

123.00 

72.20 

70.00 

數學 躍思數學解題策略精練(2 年級)(新課程版) 躍 思 93.00 77.20 

其他 新編成長列車 2 文 林 60.00 54.00 

 A4 公文夾(紅色 2 個, 黃色 2 個, 藍色 2 個,  

綠色 2 個, 紫色 1 個, 白色 1 個) 

 10.00 10.00 

 

附註： 

(1)  本年度將因應各班學習需要訂購不同補充，請依上列各級各班訂購價錢付款。 

售書日期：二零二零年九月 

依照學校在家校通訊平台(School App)發放的購買安排分班回校購買課本及補充。 

(2)  付款方式：(a) 7-11 便利店繳付書費 

          請於售書日前，攜同書單前往任何一間 7-11 便利店現金繳付費用，取回付款收據後，請於收

據 

          背面寫上學校名稱、學生姓名及班別，敬請妥善保存，並於售書日當天憑收據正本取書。 

          *繳費收據建議自行拍照或影印作紀錄，以防日後遺失時可方便查閱 
 

  (b)支票繳付書費 

          如以支票付款，抬頭請寫【建興書局有限公司】，支票背面請寫上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現讀 

          班別、學號及聯絡電話，於售書日當天繳付支票取書，期票恕不接受。 
 

   

(3)  學生可依上列表自行向任何書店購買。 

(4)  有關訂購查詢，可聯絡承辦商「建興書局有限公司」地址：新界粉嶺聯昌街 16 號 A 地下  電話：2676 1212 

 

 
            

         7-Eleven 繳費:                                    

         家長請於售書日前，帶同此單(更正版)前往全港任何一間 7-11 便利店，憑 QRCode 繳交費用。

  
                                                                           

        請在下列所需購買選項的方格填上「✓」號，並按金額繳交費用。  
                                                                             

      
<< 二年級上學期補充 >> 全套 □      班 $416.30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班別(學號)     (   )       

                         
 







觀塘官立小學(秀明道)承辦書商建興書局有限公司 

                       二○二○至二○二一年度上學期五年級補充練習       編訂日期：01-09-2020 

級別 作 業 名 稱 出版社 定價 折實 

 

折實合計 

中文 小學成語練習室(最新升級版) (按筆劃編排) (五年級) 

(5A, 

5((5A,5B,5C 班) 

 

 

 

 

 

樂 思 103.00 (A,B,C)85.50  
 
 
 
 
 
 
 
 
 
 
 
 
 
 
 
 
 

 

5A班 668.20 

5B班 668.20 

5C班 658.20 

5D班 572.70 

5E班 572.70 

 (5A,5B, 5C 班) 
   
躍思中文 HKAT(Pre-S1)分類練習升級版(五年級)  躍 思 92.00 76.40 

 

樂思中文 26 週基礎練習(精華版 4.0)五年級(5A, 5B班) 樂 思 94.00 (A,B)78.00 

課室小學中文一週一練 5 上 (5C, 5D, 5E 班) 課 室 

 

 

 

 

 

教育 

75.00 

 

(C,D,E)62.30 

我愛學語文-自讀篇章 (五上) 

 

教 育 

 

61.00 

 

54.90 

英文 Daily Reading Buddy P.5 (5A, 5B班) Jump Start 85.00 (A,B) 70.60 

 Daily Reading Fun P.5 (5C, 5D, 5E 班) Pan Lloyds 87.00 (C,D,E)72.20 

 English Assorted Practices and Mock Paper for HKAT P.5 

(2020/21Ed.) 

Primary Longman Elect e-Textbook 5A(由老師派發戶口) 

Pan Lloyds 

 

Pearson 

108.00 

 

128.00 

89.60 

 

72.00 

數學 躍思數學解題策略精練 (5A, 5B 班) 躍 思 93.00 (A,B)77.20 

 數學科能力評估分類練習及模擬試卷 (5C, 5D, 5E 班) 樂 思 98.00 (C,D,E)81.30 

其他 新編成長列車 5 文 林 60.00 54.00 

 A4 公文夾(紅色 2 個, 黃色 2 個, 藍色 2 個, 綠色 2 個,

紫色 1 個, 橙色 1 個) 

 10.00 10.00 

附註.： 

(1)  本年度將因應各班學習需要訂購不同補充，請依上列各級各班訂購價錢付款。 

售書日期：二零二零年九月 

          依照學校在家校通訊平台(School Apps)發放的購買安排分班回校購買課本及補充。 

(2)  付款方式：(a) 7-11 便利店繳付書費 

          請於售書日前，攜同書單前往任何一間 7-11 便利店現金繳付費用，取回付款收據後，請於收據 

          背面寫上學校名稱、學生姓名及班別，敬請妥善保存，並於售書日當天憑收據正本取書。 

          *繳費收據建議自行拍照或影印作紀錄，以防日後遺失時可方便查閱 

  (b)支票繳付書費 

          如以支票付款，抬頭請寫【建興書局有限公司】，支票背面請寫上學校名稱、學生姓名、現讀 

          班別、學號及聯絡電話，於售書日當天繳付支票取書，期票恕不接受。 

   

(3)  學生可依上列表自行向任何書店購買。 

(4)  有關訂購查詢，可聯絡承辦商「建興書局有限公司」地址：新界粉嶺聯昌街 16 號 A 地下  電話：2676 1212 
 

            

        7-Eleven 繳費:                                    

         家長請於售書日前，帶同此單前往全港任何一間 7-11 便利店，憑 QRCode 繳交費用。  
                                                                           

        請在下列所需購買選項的方格填上「✓」號，並按金額繳交費用。    
                                                              

                  
     << 五年級上學期補充 >> 全套 □      班 $                                      
      
        

     聯絡電話:                  學生姓名:                班別(學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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