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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幼稚園閱讀津貼計劃」

牛津與您「閱」出生命教育
新學年伊始，牛津大學出版社期望透過提供多元化的閱讀資源及支援

服務，進一步推廣家校閱讀文化，讓幼兒享受閱讀樂趣和提升語文能

力，並建立良好的品德情意，達至全人發展。

給學校的閱讀資源方案

共 12 本

♥ 低班（6 本）

♥ 高班（6 本）

共 24 本

♥ 幼兒班（8 本）

♥ 低班（8 本）

♥ 高班（8 本）

2

方案一 繪本悅讀系列

1	閱讀資源方案	

牛津優質中英文故事書  2 策略及培訓服務

多元化工作坊

 3 閱讀樂趣提升

鼓勵及獎勵

4 跟進服務

可持續發展評估

過程諮詢服務

多元性 面閱讀方案
培養幼兒閱讀興趣，建立正面價值觀

♥熱愛大自然 ♥理財

方案二 生命樹全語文故事屋	

♥傷健共融 ♥生死教育																	

原價：＄552

喜「閱」價：$440

8折

原價：＄1,088

喜「閱」價：$870

8折

閱讀樂趣提升

鼓勵及獎勵

低班（6 本）

♥ 高班（6 本） 原價：＄552

喜「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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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0 本

♥ 幼兒班（10 本）

♥ 低班（10 本）

♥ 高班（10 本）

方案五	 Oxford Story Tree	英語讀本系列（大圖書版本）	　　　　　			

方案六	 Oxford Story Tree	英語讀本系列	+	生命樹全語文故事屋
共 52 本

♥ 幼兒班（16 本）

♥ 低班（18 本）

♥ 高班（18 本）

共 24 本

♥ 幼兒班（8 本）

♥ 低班（8 本）

♥ 高班（8 本）

+

Hello, Pat!
JoAnn Dionne

1

www.oupchina.com.hk 9 780195 466164

ISBN 978-0-19-546616-4

Story

Level 2

Tick-tock!
H

ello, Pat!
Level 2

5

Tick-tock! is a beginner-level reader series written for young
learners of English. The series consists of 48 books which are
carefully graded into three levels. 

Tick-tock! offers

�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including stories, rhymes, non-fiction and
early mathematics;

� grammar, vocabulary and phonics learning;

� on-the-page questions to develop learners’ reading and thinking
skills;

� a wide variety of post-reading tasks;

� an end-of-book language summary table for easy reference; and

� extens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such as CD-ROMs,
teacher’s books and big books.

Level 2

1  Hello, Pat! 9  It is spring!
2  Good afternoon, Mr Poon! 10 Let’s go shopping!
3  What are they? 1 1  The people I know
4  Autumn 12  A traffic jam
5  The duck family 13 Harry on the high seas
6  Today is my birthday! 14  Welcome to the farm!
7  A tea party 15  The animal book
8 All about winter 16 Having fun

The lost coin
Virginia Wong

1

www.oupchina.com.hk 9 780195 466324

ISBN 978-0-19-546632-4

Story

Level 3

Tick-tock!
The lost coin

Level 3
5

Tick-tock! is a beginner-level reader series written for young
learners of English. The series consists of 48 books which are
carefully graded into three levels. 

Tick-tock! offers

� an extensive collection including stories, rhymes, non-fiction and
early mathematics;

� grammar, vocabulary and phonics learning;

� on-the-page questions to develop learners’ reading and thinking
skills;

� a wide variety of post-reading tasks;

� an end-of-book language summary table for easy reference; and

� extens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resources such as CD-ROMs,
teacher’s books and big books.

Level 3

1  The lost coin 9  Old red packets
2  Keeping myself clean 10  Around the world
3  I like autumn 1 1  Let’s help
4 The Earth 12  Parents’ Day
5  Daisy and Doris 13  Going to work
6  Yummy! 14  Amy the butterfly
7 Polly the bear 15  Summer camp
8 All about Hong Kong 16 A primary school

方案三	 Tick-tock! 英語故事叢書系列	 	

共 48 本

♥ 幼兒班（16 本）

♥ 低班（16 本）

♥ 高班（16 本）

♥同理心、責任感 ♥自制、公民責任　

原價：＄2,160

喜「閱」價：$1,730

8折

♥想要和需要 ♥自理 ♥情緒管理																		

3
www.oupchin

a.com.hk

9 780199 440160

ISBN 978-0-19-944016-0

Level 1
Red Book 9

The seven levels of this series are 

graded by colour: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Level 7

and Alex BrychtaShopping

Chip and Dad go shopping.

The RED books include:

1 I see

2 Making faces

3 What dogs like

4 Good old Mum

5 Reds and blues

6 The pancake

7 Can you see me?

8 One wheel

9 Shopping

10 Kipper’s diary

Visit www.oupchina.com.hk/ost for the 

complete list of titles and useful resources. 

 Story       Read along       Playback

 Read aloud / Return to the reading mode
Play with your Oxford Reading Pen

and Alex Brychta

OST_NE_cover_L1B_04_ORpen_2018.indd   所有頁面

22/9/2018   下午2:11

Level 2
Blue Book 10
Level 2
Blue Book 10

The seven levels of this series are 
graded by colour: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Level 7

9 780199 440283

ISBN 978-0-19-944028-3

3
www.oupchina.com.hk

Series created by  

Roderick Hunt

and Alex Brychta

At the pool
Kipper forgets his swimming trunks.

The BLUE books include:
1 Book Week

2 Chip’s robot

3 Red noses

4 Kipper’s birthday

5 The chase

6 Long legs

7 Quiz

8 Floppy the hero

9 New trees

10 At the pool

Visit www.oupchina.com.hk/ost for the 

complete list of titles and useful resources. 

 Story       Read along       Playback

 Read aloud / Return to the reading mode

Play with your Oxford Reading Pen

OST_NE_cover_L2B_05_ORpen_2018.indd   所有頁面 22/9/2018   下午2:37

共 52 本

♥ 幼兒班（16 本）

♥ 低班（18 本）

♥ 高班（18 本）

方案四 	 Oxford Story Tree	英語讀本系列（最新點讀筆版本）

 Story       Read along       Playback
 Read aloud / Return to the reading mode

Play with your Oxford Reading Pen

Level 3
Green Book 5
Level 3
Green Book 5

The seven levels of this series are graded by colour: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evel 5

 Level 6

 Level 7

3
www.oupchina.com.hk

Drawing adventure
Chip has a good reason to say sorry.

The GREEN books include:
1 Kipper’s idea
2 The birthday candle
3 Look smart
4 The scarf
5 Drawing adventure
6 The dragon dance
7 Monkeys on the car
8 Nobody wants to play
9 Dolphin rescue
10 A bark in the night

Visit www.oupchina.com.hk/ost for the 
complete list of titles and useful resources. 

9 780199 440337

ISBN 978-0-19-944033-7

Series created by  Roderick Hunt and Alex Brychta

 Story       Read along       Playback
 Read aloud / Return to the reading mode

Play with your Oxford Reading Pen

OST_NE_cover_L3A_05_ORpen_2018.indd   所有頁面

22/9/2018   下午3:08

原價：＄2,662

喜「閱」價：$2,130

8折

原價：＄5,880

喜「閱」價：$4,120

7折

原價：＄3,750

喜「閱」價：$3,000

8折

*	凡購買以上任何方案或培訓服務，均獲閱

讀海報（電子版）、童書製作模版（電子版）

及書簽模版（電子版）。

送 《細心聽，大聲唱》

視像光碟三隻

	 （價值：$543）

送 Floppy互動手偶3隻
	 （價值：$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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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七 幼兒神秘故事包	

給每位幼兒的閱讀資源方案

Level 1
Red Book 1

and Alex Brychtaand Alex Brychta

+

每位參加者可獲獲發牛津大學出版社頒發之電子獎狀

凡選取以上方案滿 $1,000（折實價），

即可換購以下培訓服務。

培訓服務一

故事爸媽工作坊（每堂 1小時）

幼兒專家以牛津故事書作例子，向爸爸

媽媽分享與幼兒共讀的閱讀策略及技

巧，協助幼兒由圖畫

閱讀發展至文字學習。

培訓服務二

親子故事樂活動（每堂 1.5 小時）

專業導師帶領爸爸媽媽與幼兒進行閱讀

遊戲，讓閱讀樂趣融

入家庭生活。

$3,000/2堂

$2,500/1堂

Oxford Story Tree 英語故事 

（最新點讀筆版本）（1 本）

+

生命樹全語文故事屋	

（1 本）

Oxford Story Tree 原價 喜「閱」價

幼兒班 $48 $38
低班 $54 $43
高班 $54 $43

生命樹 原價 喜「閱」價

幼兒班 $44 $33
低班 $46 $35
高班 $46 $35

76折8折

1 2

_________________’s 
Colouring Book

4

填色冊（1 本）

《牛津小讀家》
親子閱讀計劃

Little Oxford Reader 

1
牛津大學出版社

這是

的閱讀護 。

This rea
ding passport belongs to 

.

little oxfrod reader2019.indd   1 15/5/2019   上午11:42

閱讀護照（1 本）

_________________’s 
Colouring Book

4

填色冊（1 本）

《牛津小讀家》
親子閱讀計劃

Little Oxford Reader 

1
牛津大學出版社

這是

的閱讀護 。

This rea
ding passport belongs to 

.

little oxfrod reader2019.indd   1 15/5/2019   上午11:42

閱讀護照（1 本）

或 或

生命樹全語文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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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購表格

喜「閱」價
（每套）

訂購數量
金額

幼兒班 低班 高班

方案一 繪本悅讀系列 $440 $

方案二 生命樹全語文故事屋 $870 $

方案三 Tick-tock! 英語故事叢書系列 $1,730 $

方案四 Oxford Story Tree 英語讀本系列 $2,130 $

方案五 Oxford Story Tree 英語讀本系列

（大圖書版本）

$4,120 $

方案六 Oxford Story Tree 英語讀本系列 + 

生命樹全語文故事屋

$3,000 $

總金額 $

訂購數量
金額

幼兒班 低班 高班

方案七 幼兒神秘故事包（Oxford Story Tree） $38 $43 $43 $

幼兒神秘故事包（生命樹） $33 $35 $35 $

總金額 $

凡選取以上方案滿 $1,000（折實價），即可換購以下培訓服務。 訂購數量 金額

培訓服務一 故事爸媽工作坊（共 2 堂，每堂 1 小時） $

培訓服務二 親子故事樂活動（每堂 1.5 小時） $

總金額 $

*	凡購買以上任何方案或培訓服務，均獲閱讀海報（電子版）、童書製作模版（電子版）及書簽模版（電子版）。

 學校

 地址

 聯絡老師   電話   傳真

 電郵   

 日期  

簽署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僅用於向牛津大學出版社訂購以上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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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牛津大學出版社

牛津與您

「閱」出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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