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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初中地理補充教材 

 

九三折
優惠 

    

初中活學地理（第二版）地圖閱讀技能   
Junior Secondary Exploring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 
Map-reading Skills 

 備有詳盡 地圖閱讀技能步驟指引 ，並附扼要筆記      

 地 圖 閱 讀 技 能 練 習   提供大量題目，反複訓練學生    

 綜合測驗測試學生所學  

 練習以略圖、1：5,000 和  1：20,000 地圖設計， 

讓學生逐步熟習閱讀不同深淺程度的地圖 

 加入更多地圖闡釋練習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Junior Secondary Exploring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 Map-reading Skills 

Map-reading Skills 1 9780190472337 $141 $131  $ 

Map-reading Skills 2 9780190472344 $141 $131  $ 

初中活學地理（第二版）地圖閱讀技能   

地圖閱讀技能 1   9780190472351 $141 $131  $ 

地圖閱讀技能 2   9780190472368 $141 $131  $ 

總金額：  $ 

 
學校：   

地址：   

聯絡老師：   電話：   傳真：   

電郵：    簽署：  _ 日期：   

 

 

 
 

  訂購方法   
請填妥表格，傳真至2597 4083。   

   

  付款辦法   
請於貨到後七天內，以劃線支票付款並寄回以下地址：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1號一號九龍39樓 會計部收   

支票抬頭請寫「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如欲查詢詳情，歡迎聯絡本社客戶服務熱線 2516 3126。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用於向牛津大學出版社訂購補充教材。   

   

優惠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20-21 

 

 

牛津初中地理作業 
初中活學地理 ( 第二版)作業   

九三折
優惠 

Junior Secondary Exploring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 Workbook 

 配合《初中活學地理》（第二版）編寫而成  

 提供全面複習，幫助學生應用所學，鞏固知識  

 切合課本的練習，包括選擇題、配對題、填充題、填圖題、地

圖閱讀題，以及撰寫句子、段落和短文練習等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Junior Secondary Exploring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 Workbook 
Workbook 1 9780190472412 $48 $44  $ 

Workbook 2 9780190472443 $48 $44  $ 

Workbook 3 9780190472429 $48 $44  $ 

Workbook 4 9780190472436 $48 $44  $ 

Workbook 5 9780190472450 $48 $44  $ 

Workbook 6 9780190472467 $48 $44  $ 

Workbook 7 (Elective) 9780190472474 $47 $43  $ 

Workbook 8 (Elective) 9780190472504 $47 $43  $ 

Workbook 9 (Elective) 9780190472481 $47 $43  $ 

Workbook 10 (Elective) 9780190472498 $47 $43  $ 

Workbook 11 (Elective) 9780190472511 $47 $43  $ 

初中活學地理 ( 第二版)作業   

作業 1   9780190472528 $48 $44  $ 

作業 2   9780190472559 $48 $44  $ 

作業 3   9780190472535 $48 $44  $ 

作業 4   9780190472542 $48 $44  $ 

作業 5   9780190472566 $48 $44  $ 

作業 6   9780190472573 $48 $44  $ 

作業 7 （選修部分）  9780190472580 $47 $43  $ 

作業 8 （選修部分）  9780190472610 $47 $43  $ 

作業 9 （選修部分）  9780190472597 $47 $43  $ 

作業 10 （選修部分）  9780190472603 $47 $43  $ 

作業 11 （選修部分）  9780190472627 $47 $43  $ 

總金額：  $ 

 
學校：  _ 

地址：  _ 

聯絡老師：   電話：   傳真：   

電郵：   簽署：  _ 日期：   

 

  訂購方法  
請填妥表格，傳真至2597 4083。   

   

  付款辦法   
請於貨到後七天內，以劃線支票付款並寄回以下地址：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1號一號九龍39樓 會計部收   

支票抬頭請寫「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如欲查詢詳情，歡迎聯絡本社客户服務熱線 2516 3126。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用於向牛津大學出版社訂購補充教材。   

優惠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20-21 

  

   
  

  

 

 

 

牛津高中地理補充練習 

 
高中地理指南   
Senior Secondary Geography Skill Book 

內容簡潔清晰，包括：   

 地圖和照片闡釋   

 校本評核，例如撰寫報告技巧  

 應試技巧，例如撰寫短文章題技巧  

 附大量地圖閱讀和闡釋練習  

 附多張 1: 20,000 / 1: 5,000 地圖及航空照片    

 備應試技巧練習   

 分冊印製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高中地理指南   9780195493382 $249 $211  $ 

Senior Secondary Geography Skill Book 9780195493375 $249 $211  
$ 

總金額：  $ 

 
學校：   

地址：   

聯絡老師：   電話：   傳真：   

電郵：   簽署：  _ 日期：   

 

   訂購方法   
請填妥表格，傳真至2597 4083。   

   

  付款辦法   
請於貨到後七天內，以劃線支票付款並寄回以下地址：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1號一號九龍39樓 會計部收   

支票抬頭請寫「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如欲查詢詳情，歡迎聯絡本社客户服務熱線 2516 3126。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用於向牛津大學出版社訂購補充教材。   

優惠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八五折
優惠 



  
20-21 

  

  

  
  

 

 

高中地理鞏固練習(第三版)   
Senior Secondary Geography Revision Exercises 
(Third Edition) 
For HKDSE Examination (2022 onwards)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2022年或以後）適用 

優惠低至  
九三折 

高中地理鞏固練習(第三版) 
Senior Secondary Geography Revision Exercises 
(Third Edition) 
For HKDSE Examination (2022 onwards)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2022 年或以後）適用 

 最新文憑考試題型   
 數據 / 技能為本結構式問題和短文章式問題備答題提示   

 地圖閱讀練習採用最新的 1：20,000 和 1：5,000 地圖    

 附獨立答案本，具完整答案和解釋，學生可自行核對答案   

    

    

 
 

牛津高中活學地理補充教材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牛津高中活學地理補充教材 

鞏固練習(第三版)第一冊    9780190836856 $168 $156  $ 

鞏固練習(第三版)第二冊    9780190836863 $130 $120  $ 

鞏固練習(第三版)第三冊    9780190836870 $155 $144  $ 

Senior Secondary Geography Supplementary Exercises 

Revision Exercise (Third Edition) 1 9780190836825 $168 $156  $ 

Revision Exercise (Third Edition) 2 9780190836832 $130 $120  $ 

Revision Exercise (Third Edition) 3 9780190836849 $155 $144  $ 

總金額: $ 

 
學校：  ________ 

地址：  ________ 

聯絡老師：   電話：   傳真：   

電郵：   簽署：  _ 日期：   

訂購方法   

請填妥表格，傳真至2597 4083。   

 
付款辦法   

請於貨到後七天內，以劃線支票付款並寄回以下地址： 牛

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1號一號九龍39樓 會計部收   

支票抬頭請寫「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如欲查詢詳情，歡迎聯絡本社客戶服務熱線 2516 3126。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用於向牛津大學出版社訂購補充教材。   

優惠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20-21 

牛津高中地理補充練習 

 

 

                    

 

高中地理考察與評估練習 2021 

Senior Secondary Geography 

Fieldwork and Assessment Practice 2021 

            1. 按考試年份分冊 一目了然 
 課題分佈 (適合2021 年應考HKDSE 的學生使用)： 

機會與風險、建設可持續城市、對抗饑荒 

2. 深入淺出 內容全面 

75折 
原價：$166 

限時優惠: $124 

 因應考試需要，大幅刪減額外內容，並加強數據搜集

方面的講解和補充資料，更符合學與教的實際需要 

3. 彩色印刷 易讀易明  
 全書彩色印刷，並增添圖片，提高閱讀趣味之餘，還

有助學生理解內容 

4. 網站支援 全面多樣 
 網站內容豐富，包括教學簡報、補充資料、問題答案、

電子地圖等 (網站支援配套只限學校訂購用家使用)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限時優惠  

(75 折)   

訂購數  

量   

金額   

Fieldwork and Assessment Practice 2021 9780190836887 $166 $124  $ 

考察與評估練習 2021   9780190836894 $166 $124  
$ 

總金額：  $ 

 

學校：   

地址：   

聯絡老師：   電話：   傳真：   

電郵：   簽署：  _ 日期：   

 

   訂購方法   
請填妥表格，傳真至2597 4083。   

   

  付款辦法   
請於貨到後七天內，以劃線支票付款並寄回以下地址：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1號一號九龍39樓 會計部收   

支票抬頭請寫「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如欲查詢詳情，歡迎聯絡本社客戶服務熱線 2516 3126。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用於向牛津大學出版社訂購補充教材。   

優惠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 



  

20-21 

牛津高中地理補充練習 

 

 

                       

 

高 中 地 理 考 察 與 評 估 練 習

Senior Secondary Geography 
Fieldwork and Assessment Practice 

1. 按考試年份分冊 一目了然 
 課題分佈  (適合2022 年應考HKDSE 的學生使用)： 

機會與風險、對抗饑荒、管理河流環境 

2. 深入淺出 內容全面 
 因應考試需要，大幅刪減額外內容，並加強數據搜集

方面的講解和補充資料，更符合學與教的實際需要 

3. 彩色印刷 易讀易明  
 全書彩色印刷，並增添圖片，提高閱讀趣味之餘，還

有助學生理解內容 

4. 網站支援 全面多樣 

 網站內容豐富，包括教學簡報、補充資料、問題答案 

、電子地圖等 (網站支援配套只限學校訂購用家使用)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Fieldwork and Assessment Practice                     

Fieldwork and Assessment Practice 2022 9780190986384 $166 $154  $ 

考察與評估練習  
     

考察與評估練習 2022    9780190986391 $166 $154  
$ 

總金額：   $     

  

學校：    

地址：    

聯絡老師：                          

電郵：    

電話：    

簽署：    

傳真：    

日期：    

 

   訂購方法   
請填妥表格，傳真至2597 4083。   

   

  付款辦法   
請於貨到後七天內，以劃線支票付款並寄回以下地址：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灣宏遠街1號一號九龍39樓 會計部收   

支票抬頭請寫「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如欲查詢詳情，歡迎聯絡本社客戶服務熱線 2516 3126。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用於向牛津大學出版社訂購補充教材。   

 

  

  

九三折
優惠 

優惠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