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17 年度書簿費(上學期) 

 

N 

 

輔助教材（上學期） 價錢 

寶貝愛填色(3 本) (上、下學期共用) $48.00 

校本自製教材 $50.00 

總數 $98.00 

 

N1 

 

牛津大學出版社之課本(上學期) 價錢 

牛津親親故事樂(4 本) $159.60 

貼貼畫畫活動冊 1 $26.60 

Get Set Go Npupil Bk 1  $32.90 

其他教學資源：  

牛津點讀筆(N1-K3) $558.00 

宗教課本 / 輔助教材（上學期）  

抱抱聖經(上、下學期共用) $38.00 

寶貝愛填色(2 本) $32.00 

英文字母填色(上、下學期共用) $16.00 

校本自製教材 $50.00 

網上學習平台  

EVI 網上學習平台(9/2016-8/2017) (上、下學期共用) $400.00 

總數 $1313.10 

 

 

 

 

 

 

 

 

 

 

 

 

 

 

 

 

 

 



K1 

 

牛津大學出版社之課本(上學期) 價錢 

牛津故事樂成長學習套(6 本) $218.40 

全語文故事屋(4 本) $106.40 

節日小書(3 本) $46.20 

動動腦筋活動冊(上學期) $42.00 

Get Set Go pupil Bk 1  $50.40 

Get Set Go Activity Book 1 $47.60 

Oxford Story Tree (5 本)  $147.00 

其他教學資源：  

牛津點讀筆(N1-K3) $558.00 

Get Set Go DVD-ROM 1 $91.00 

Oxford Story Tree E Book 1A CD-Rom (上學期) $108.50 

新雅出版社之課本 

愉快學寫字 1 及 2 冊 $35.20 

宗教課本 / 輔助教材 

小腳板走天路(第一冊書及作業) $35.20 

校本自製教材 $100.00 

網上學習平台 

EVI 網上學習平台(9/2016-8/2017) (上、下學期共用) $400.00 

總數 $ 1985.90 

 

 

K2 

 

牛津大學出版社之課本(上學期) 價錢 

牛津故事樂成長學習套(5 本) $182.00 

全語文故事屋(4 本) $112.00 

節日小書(4 本)  $61.60 

動動腦筋活動冊(上學期) $53.20 

Get Set Go pupil Bk 3  $50.40 

Get Set Go Activity Book 3 $47.60 

Oxford Story Tree (5 本)  $164.50 

其他教學資源：  

牛津點讀筆(N1-K3) $558.00 

Get Set Go DVD-ROM 3 $91.00 

Oxford Story Tree E Book 2A CD-Rom (上學期) $108.50 

宗教課本/ 輔助教材 

小腳板走天路(第三冊書及作業) $35.20 

校本自製教材 $100.00 

網上學習平台  

EVI 網上學習平台(9/2016-8/2017)) (上、下學期共用) $400.00 

總數 $1964.00 

 

 

 

 



 

K3 

 

K3 牛津大學出版社之課本(上學期) 價錢 

牛津故事樂成長學習套(5 本) $182.00 

全語文故事屋(5 本) $140.00 

節日小書(3 本)(牛津大學出版社) $46.20 

動動腦筋活動冊(上學期) $53.20 

Get Set Go pupil Bk 5  $50.40 

Get Set Go Activity Book 5 $47.60 

Oxford Story Tree (6 本)  $197.40 

其他教學資源：  

牛津點讀筆(N1-K3) $558.00 

Get Set Go DVD-ROM 5 $91.00 

Oxford Story Tree E Book 3A CD-Rom (上學期) $108.50 

宗教課本/輔助教材（上學期） 

小腳板走天路(第五冊書及作業) $35.20 

校本自製教材 $100.00 

網上學習平台  

EVI 網上學習平台(9/2016-8/2017) (上、下學期共用) $400.00 

總數 $2009.50 

 

 

 

 

 

 

 

 

 

 

 

 

 

 

 

 

 

 

 

 

 

 

 

 



16-17 年度書簿費(下學期) 

 

N 

 

輔助教材（下學期） 價錢 

寶寶全接觸(3 本)(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1.40 

校本自製教材 $50.00 

總數 $151.40 

 

N1 

 

牛津大學出版社之課本(下學期) 價錢 

牛津親親故事樂(4 本) $159.60 

貼貼畫畫活動冊 2 $26.60 

Get Set Go Npupil Bk 2 $32.90 

其他教學資源：  

牛津點讀筆(N1-K3) $558.00 

宗教課本 / 輔助教材（下學期）  

校本自製教材 $50.00 

總數 $827.10 

 

 

K1 

 

牛津大學出版社之課本(下學期) 價錢 

牛津故事樂成長學習套(6 本) $218.40 

全語文故事屋(4 本) $106.40 

節日小書(1 本) $15.40 

動動腦筋活動冊(下學期) $42.00 

Get Set Go pupil Bk 2 $50.40 

Get Set Go Activity Book 2 $47.60 

Oxford Story Tree (5 本) $147.00 

其他教學資源：  

牛津點讀筆(N1-K3) $558.00 

Get Set Go DVD-ROM 2 $91.00 

Oxford Story Tree E Book 1B CD-Rom (下學期) $108.50 

新雅出版社之課本 

愉快學寫字 3 及 4 冊 $35.20 

宗教課本 / 輔助教材（下學期） 

小腳板走天路(第二冊書及作業) $35.20 

校本自製教材 $100.00 

總數 $ 1985.90 

 

 

 

 



K2 

 

牛津大學出版社之課本(下學期) 價錢 

牛津故事樂成長學習套(5 本) $182.00 

全語文故事屋(4 本) $112.00 

節日小書(2 本) $30.80 

動動腦筋活動冊(下學期) $53.20 

Get Set Go pupil Bk 4  $50.40 

Get Set Go Activity Book 4 $47.60 

Oxford Story Tree (5 本)  $164.50 

其他教學資源：  

牛津點讀筆(N1-K3) $558.00 

Get Set Go DVD-ROM 4 $91.00 

Oxford Story Tree E Book 2B CD-Rom (下學期) $108.50 

宗教課本/ 輔助教材（下學期） 

小腳板走天路(第四冊書及作業) $35.20 

校本自製教材 $100.00 

總數 $1533.20 

 

 

K3 

 

K3 牛津大學出版社之課本(下學期) 價錢 

牛津故事樂成長學習套(5 本) $182.00 

全語文故事屋(3 本) $140.00 

節日小書(2 本)(牛津大學出版社) $61.60 

動動腦筋活動冊(下學期) $53.20 

<愉快升小一>學習套 $62.00 

Get Set Go pupil Bk 6  $50.40 

Get Set Go Activity Book 6 $47.60 

Oxford Story Tree (6 本)  $197.40 

其他教學資源：  

牛津點讀筆(N1-K3) $558.00 

Get Set Go DVD-ROM 6 $91.00 

Oxford Story Tree E Book 3B CD-Rom (下學期) $108.50 

宗教課本/輔助教材（下學期） 

小腳板走天路(第六冊書及作業) $35.20 

校本自製教材 $100.00 

總數 $1686.90 

 

 

 

 

 

 

 

 

 



 

16-17 年度雜費(上學期): 

N-N1 

雜費（上學期） 

美勞材料 $150.00 

校本自製教材 $50.00 

光碟費用(錄製幼兒相片、短片)  $40.00 

幼兒姓名原子印 $30.00 

書包 $69.00 

總數 $339.00 

 

 

K1-K3 

雜費（上學期） 

美勞材料 $250.00 

校本自製教材 $100.00 

光碟費用(錄製幼兒相片、短片)  $40.00 

幼兒姓名原子印 $30.00 

書包 $69.00 

總數 $489.00 

 

 

 

 

16-17 年度雜費(下學期): 

N-N1 

雜費（下學期） 

美勞材料 $150.00 

校本自製教材 $50.00 

幼兒姓名原子印 $30.00 

書包 $69.00 

總數 $299.00 

 

 

K1-K3 

雜費（下學期） 

美勞材料 $250.00 

校本自製教材 $100.00 

幼兒姓名原子印 $30.00 

書包 $69.00 

總數 $449.00 

 

 



 

16-17 年度校服價錢 

 
 

 

 

 

 

 

 

 

 

 

 

 

 

 

 

*請各家長注意，選購教育用品或服務純屬自願。家長可按個別需要選購。 

夏季 項目(5/2017-11/2017) 數量 價錢 

 白恤衫連繡徽 1 件 $ 70 

 男生淺藍色短褲 1 條 $ 75 

 女生淺藍色短裙褲 1 條 $ 90 

 短袖運動服 每套 $ 110 

 白色線質外套 1 件 $ 110 

 Bow 呔 / 領花 1 件 $ 20 

 

冬季 項目(10/2017-4/2018) 數量 價錢 

 長袖運動服 每套 $ 160 

 藍色黃邊夾棉校褸 1 件 $ 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