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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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Oxford Mathema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Workbook 1A 9789888635603 $78 $72 $ 

Workbook 1B 9789888635627 $78 $72 $ 

牛津數學新世代 

作業 1A 9789888635597 $78 $72 $ 

作業 1B 9789888635610 $78 $72 $ 

總金額： $ 

20-21
九三折 
優惠 

牛津數學新世代
作業系列 
Oxford Mathematics for the New Century 

Workbooks Series 

 優惠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 根據HKDSE考試數學課程必修部分編寫

⚫ 涵蓋必修部分全部課題，共 18 個複習單元

⚫ 溫習內容精簡易明，公式和定理一目了然，

初中課題以      標示， 

方便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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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New Century Mathematics 6S 

(with Solution Guide) 
9780193978713 $307 $285 $ 

新世代數學 6S 

(附題解指引) 
9780193978706 $307 $285 $ 

總金額： $ 

20-21

 優惠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New Century Mathematics 6S 

新世代數學 6S 

九三折 
優惠 

 

題解指引 

Solution guide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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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New Century Mathematics — Junior Forms (Second Edition) 

Workbook 2A 9780199444021 $75 $69 $ 

Workbook 2B 9780199444045 $75 $69 $ 

Workbook 3A 9780199444205 $75 $69 $ 

Workbook 3B 9780199444212 $75 $69 $ 

新世代數學初中系列 (第二版) 

作業 2A 9780199444014 $75 $69 $ 

作業 2B 9780199444038 $75 $69 $ 

作業 3A 9780199444151 $75 $69 $ 

作業 3B 9780199444229 $75 $69 $ 

總金額： $ 

20-21

 優惠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九三折 
優惠 

初中新世代數學（第二版）

作業系列 
Junior Forms New Century Mathematics 

(Second Edition) Workbooks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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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New Century Mathematics — Senior Forms (Second Edition) 

Workbook 4A 9780199434688 $107 $99 $ 

Workbook 4B 9780199434701 $107 $99 $ 

Workbook 5A 9780199434725 $107 $99 $ 

Workbook 5B 9780199434749 $107 $99 $ 

Workbook 6 9780199434763 $107 $99 $ 

新世代數學高中系列 (第二版) 

作業 4A 9780199434671 $107 $99 $ 

作業 4B 9780199434695 $107 $99 $ 

作業 5A 9780199434718 $107 $99 $ 

作業 5B 9780199434732 $107 $99 $ 

作業 6 9780199434756 $107 $99 $ 

總金額： $ 

新世代數學（第二版）

New Century Mathematics 

(Second Edition) 

20-21

 優惠期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止

 

九三折 
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