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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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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教師用書數量 

中國語文高中閱讀應試心法 
9789888678808 $103 $97  $  

文憑試模擬試卷實戰手冊 2016 

（學生版） 
9780190474768 $146 $138  $  

文憑試模擬試卷實戰手冊 2016 
（套裝）（包括聆聽錄音檔） 

9780190474775 $175 $157  $  

總金額： $  

全新文憑試應試必備攻略 

 （2020 年底誠意出版） 

應試備戰系列  訂購表格 2020-2021 

文憑試考生適用 
掌握衝線攻略 提升實戰能力 

       《中國語文高中閱讀應試心法》+ 

       《文憑試模擬試卷實戰手冊》 

= 教學與自習皆宜的備試手冊 

= 策略與操練兼備的應試訓練 

= 備戰與衝線並重的策略提示 

優惠期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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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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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教冊數量 

初中文言文特訓秘笈 

（附參考答案及語譯手冊） 
9780199413256 $107 $101  $  

文憑試文言文特訓祕笈 

（附教學資源光碟）
9780193987463 $104 $98  $  

啟思初中文言讀本 

（附參考答案冊） 
9780195488852  $92 $87  $  

啟思高中文言讀本 

（附參考答案冊） 
9780195489453  $97 $92  $  

總金額： $  

*每訂購 40本《初中文言文特訓秘笈》／《文憑試文言文特訓祕笈》，即可索取教師用書（教師本+教學資源光碟）乙套。 

文言訓練系列 訂購表格 2020-2021 

初、高中文言讀本 
‧備基礎文言知識練習 

‧篇章按主題劃分，方便温習 

 

 

初、高中文言文特訓祕笈 
‧滲透諸子思想等文化常識 

‧含指定篇章設題 

 

 

 

 

優惠期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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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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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單元四 文化專題探討（三）中國傳統的價值觀 9780193977044 $120 $114  $ 

單元五 新聞與報道（第二版） 9780193976917 $120 $114  $ 

單元一 名著及改編影視作品 9780195489194 $118 $112  $ 

單元二 戲劇工作坊 9780195489200 $118 $112  $ 

單元三 小說與文化 9780195489217 $118 $112  $ 

單元四 文化專題探討（一）人與自然相處之道 9780198002482 $118 $112  $ 

單元四 文化專題探討（二）中國傳統的情愛 9780195489224 $118 $112  $ 

單元六 多媒體與應用寫作 9780195489248 $118 $112  $ 

單元七 翻譯作品選讀 9780195489255 $111 $105  $ 

單元八 科普作品選讀 9780195489262 $111 $105  $ 

總金額： $ 

優質選修造就優異成績 

高中選修單元 訂購表格 2020-2021 

優惠期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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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貴校已採用啟思出版社的《啟思中國語文》（第四版）為初中課本，可訂購配合課本的工作紙，以提

高教學效益。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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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思中國語文（第四版）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工作紙 中一 9780193988972 $63 $59  $ 

工作紙 中二 9780193988989 $63 $59  $ 

工作紙 中三 9780193988996 $63 $59  $ 

總金額： $ 

 
（第四版）工作紙 
 

啟思中國語文 工作紙 訂購表格 2020-2021 

 

優惠期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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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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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能力導向語文練習》第三版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中一（學生本+參考答案冊+自學手冊） 9780193958821 $121 $114  $ 

中二（學生本+參考答案冊+自學手冊） 9780193958906 $121 $114  $ 

中三（學生本+參考答案冊+自學手冊） 9780193958753 $121 $114  $ 

中一套裝（學生本+資源光碟+參考答案冊+自學手冊） 9780193958869 $186 $176  $ 

中二套裝（學生本+資源光碟+參考答案冊+自學手冊） 9780193958777 $186 $176  $ 

中三套裝（學生本+資源光碟+參考答案冊+自學手冊） 9780193958852 $186 $176  $ 

總金額： $ 

*每訂購 40本《初中能力導向語文練習》，即可索取教師用書（教師本+教學資源光碟）乙套。 

 

 

 

 

 

 

 

☆ 銜接新高中文憑考試 

☆ 設文化專題閱讀理解 

☆ 備全新綜合能力考核 

☆ 全方位應試技能訓練 

基礎鞏固系列 訂購表格 2020-2021 

優惠期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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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高小至初中學生

 條目豐富：精選適合小學至初中程度的常用成語共760條，連同近義成語及反義成 

  語計算，則多達1200條；

 編排創新：摒棄一般成語練習以筆畫和部首來編排的方法和機械化的教學模式，

  採用單元教學形式：教材共分四冊，每冊按主題分為20個單元，全部 

  圍繞學生的生活，並配以精美生動的插圖，提高學習興趣和成效；

 引導詳盡：每單元分為「想一想」、「讀一讀」、「考考你」、「延伸閱讀」

  四部分，練習與活動兼備。每條成語包括【誤讀】、【誤寫】、【釋 

  義】、【例句】、【近義】、【反義】、【故事】等，知識與趣味 

  並重。每冊均附教學手冊，包括答案及詳盡的補充資料，方便備課 

  和教學；

 鞏固所學：每五個單元後設複習一個，書末設總複習，鞏固所學。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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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目 國際書號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金額 教冊數量 

啟思高效分類成語練習（第一冊） 9780195463729 $93 $88  $  

啟思高效分類成語練習（第二冊） 9780195463736 $93 $88  $  

啟思高效分類成語練習（第三冊） 9780195463743 $93 $88  $  

啟思高效分類成語練習（第四冊） 9780195463750 $93 $88  $  

總金額： $  

*每訂購 40本《啟思高效分類成語練習》，即可索取教師用書乙套。   

 

九三折
優惠

基礎鞏固系列 訂購表格 2020-2021 

優惠期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