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63 號通告 

有關「訂購 2018-2019 年度一年級下學期英文科圖書」事宜 
 

逕啟者：以下是 2018-2019 年下學期於英文課堂使用的圖書，每名學生必須

備有，學生亦可沿用兄姊的舊圖書。為方便校方計算每位學生需繳付的費

用，請在下表的圖書旁打圈，以示「購買」或「不需購買」。惟家長回覆下

表有關所選定之教材，經校方確認後，將不能更改，並須如期繳付有關的費

用，本校不會提供後補訂購安排，請家長細心閱覽及填寫。 
 

本校將於下學期初按家長之購書數目，在電子收費戶口扣除有關費用 
 
 

年級 名稱 價錢 請打圈 

1. * We Go to Town  $42.40 購買  /  不需購買 

2. Where Are You Going? $31.00 購買  /  不需購買 

3. With My Hands $38.00 購買  /  不需購買 

4. My Baby Brother $48.00 購買  /  不需購買 

5. Where’s Eric? $58.00 購買  /  不需購買 

6. The Shadows $48.00 購買  /  不需購買 

P.1 

合計: (由校方填寫) $ 
 

*該圖書為本校新指定圖書，如家長選擇不購買，則需到其他書局自行購買。 
 
請家長於十二月七日或之前繳交此表予班主任，以便辦理有關訂購事宜。  

此致 
一年級家長 

  校長：韋淑貞 謹啓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學生姓名：     班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 年     月       日  

 

(請班主任收到回條後，交英文科老師核實，再轉交李家穎老師。)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64 號通告 

有關「訂購 2018-2019 年度二年級下學期英文科圖書」事宜 
 

逕啟者：以下是 2018-2019 年下學期於英文課堂使用的圖書，每名學生必須

備有，學生亦可沿用兄姊的舊圖書。為方便校方計算每位學生需繳付的費

用，請在下表的圖書旁打圈，以示「購買」或「不需購買」。惟家長回覆下

表有關所選定之教材，經校方確認後，將不能更改，並須如期繳付有關的費

用，本校不會提供後補訂購安排，請家長細心閱覽及填寫。 
 

本校將於下學期初按家長之購書數目，在電子收費戶口扣除有關費用 
 

年級 名稱 價錢 請打圈 

1. Geoffrey The Dinosaur $29.00 購買  /  不需購買 

2. Birthdays $34.00 購買  /  不需購買 

3. Smarty Pants $43.00 購買  /  不需購買 

4. All Through The Week With Cat And Dog $31.00 購買  /  不需購買 

5. Good Choices For Cat And Dog $31.00 購買  /  不需購買 

6.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31.00 購買  /  不需購買 

P.2 

 

合計: (由校方填寫) $ 
 

 
請家長於十二月七日或之前繳交此表予班主任，以便辦理有關訂購事宜。  

此致 
二年級家長 

  校長：韋淑貞 謹啓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學生姓名：     班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 年    月        日 

(請班主任收到回條後，交英文科老師核實，再轉交李家穎老師。)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65 號通告 

有關「訂購 2018-2019 年度三年級下學期英文科圖書」事宜 
 

逕啟者：以下是 2018-2019 年下學期於英文課堂使用的圖書，每名學生必須

備有，學生亦可沿用兄姊的舊圖書。為方便校方計算每位學生需繳付的費

用，請在下表的圖書旁打圈，以示「購買」或「不需購買」。惟家長回覆下

表有關所選定之教材，經校方確認後，將不能更改，並須如期繳付有關的費

用，本校不會提供後補訂購安排，請家長細心閱覽及填寫。 
 

本校將於下學期初按家長之購書數目，在電子收費戶口扣除有關費用 
 

年級 名稱 價錢 請打圈 

1. New Year $50.00 購買  /  不需購買 

2. Celebrating Valentine’s Day $31.00 購買  /  不需購買 

3. Right Place…Wrong Time $41.50 購買  /  不需購買 

4. The Hare and The Tortoise $54.00 購買  /  不需購買 

5. The Kingdom of No $41.50 購買  /  不需購買 

6. Greedy Cat’s Breakfast $43.00 購買  /  不需購買 

7. Scared $51.00 購買  /  不需購買 

8. Healthy Snacking $41.50 購買  /  不需購買 

P.3 

 

合計: (由校方填寫) $ 

 
請家長於十二月七日或之前繳交此表予班主任，以便辦理有關訂購事宜。  

此致 
三年級家長 

  校長：韋淑貞 謹啓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學生姓名：     班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 年    月        日  

(請班主任收到回條後，交英文科老師核實，再轉交李家穎老師。)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66 號通告 

有關「訂購 2018-2019 年度四年級下學期英文科書」事宜 
 

逕啟者：以下是 2018-2019 年下學期於英文課堂使用的圖書，每名學生必須備

有。為方便校方計算每位學生需繳付的費用，請在下表的圖書旁打圈，以示「購

買」或「不需購買」。本年度圖書為本校新指定圖書，如家長選擇不購買，則需

到其他書局自行購買。惟家長回覆下表有關所選定之教材，經校方確認後，將

不能更改，並須如期繳付有關的費用，本校不會提供後補訂購安排，請家長細

心閱覽及填寫。 
 
本校將於下學期初按家長之購書數目，在電子收費戶口扣除有關費用 

 
 

年級 名稱 價錢 請打圈 

1.The story of Toilets, Telephones & other   
  useful inventions  

$52.00 購買  /  不需購買 

2. The Green House $55.20 購買  /  不需購買 

P.4 
 

合計: (由校方填寫) $ 
 

 
請家長於十二月七日或之前繳交此表予班主任，以便辦理有關訂購事宜。  

此致 
四年級家長 

  校長：韋淑貞 謹啓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學生姓名：     班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 年    月        日  

 

(請班主任收到回條後，交英文科老師核實，再轉交李家穎老師。)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67 號通告 

有關「訂購 2018-2019 年度五年級下學期英文科圖書」事宜 
 

逕啟者：以下是 2018-2019 年下學期於英文課堂使用的圖書，每名學生必須

備有。為方便校方計算每位學生需繳付的費用，請在下表的圖書旁打圈，以

示「購買」或「不需購買」。本年度圖書為本校新指定圖書，如家長選擇不

購買，則需到其他書局自行購買。惟家長回覆下表有關所選定之教材，經校

方確認後，將不能更改，並須如期繳付有關的費用，本校不會提供後補訂購

安排，請家長細心閱覽及填寫。 
 
 

本校將於下學期初按家長之購書數目，在電子收費戶口扣除有關費用 
 
 

年級 名稱 價錢 請打圈 

1.  Alice in Wonderland  
 

$52.00 購買  /  不需購買 

2.  Extreme Living  
 

$58.00 購買  /  不需購買 

P.5 
 

合計: (由校方填寫) $ 
 

 
請家長於十二月七日或之前繳交此表予班主任，以便辦理有關訂購事宜。  

此致 
五年級家長 

  
 校長：韋淑貞 謹啓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學生姓名：     班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 年    月        日  

 

(請班主任收到回條後，交英文科老師核實，再轉交李家穎老師。) 

  



 

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 2018 年度第 68 號通告 
有關「訂購 2018-2019 年度六年級下學期英文科圖書」事宜 

 
逕啟者：以下是 2018-2019 年下學期於英文課堂使用的圖書，每名學生必須

備有。為方便校方計算每位學生需繳付的費用，請在下表的圖書旁打圈，以

示「購買」或「不需購買」。本年度圖書為本校新指定圖書，如家長選擇不

購買，則需到其他書局自行購買。惟家長回覆下表有關所選定之教材，經校

方確認後，將不能更改，並須如期繳付有關的費用，本校不會提供後補訂購

安排，請家長細心閱覽及填寫。 
 
 

本校將於下學期初按家長之購書數目，在電子收費戶口扣除有關費用 
 
 

年級 名稱 價錢 請打圈 

1.  Aesop’s Fables 
 

$52.00 購買  /  不需購買 

2.  Soo Yun’s Book  
 

$52.50 購買  /  不需購買 

P.6 
 

合計: (由校方填寫) $ 
 

 
請家長於十二月七日或之前繳交此表予班主任，以便辦理有關訂購事宜。  

此致 
六年級家長 

  校長：韋淑貞 謹啓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學生姓名：     班             (  )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2018 年   月        日  

 

(請班主任收到回條後，交英文科老師核實，再轉交李家穎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