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四 現就讀班別:

科目 出版社 定價 折實 散購欄""

＊ 1 教圖 $74.00 $64.40 □

＊ 2 教圖 $74.00 $64.40 □

△ 3 教圖 $42.00 $36.50 □

△ 4 教圖 $42.00 $36.50 □

＊ 5 Pearson $135.00 $117.50 □

6 Pearson $110.00 $95.70 □

△ 7 Pearson $113.00 $98.30 □

8 Pearson $33.00 $28.70 □

＊ 9 現代 $92.00 $80.00 □

＊ 10 現代 $92.00 $80.00 □

△ 11 現代 $63.50 $55.20 □

△ 12 現代 $63.50 $55.20 □

＊ 13 教育 $58.00 $50.50 □

＊ 14 教育 $58.00 $50.50 □

＊ 15 教育 $58.00 $50.50 □

16 教育 $50.00 $43.50 □

17 教育 $50.00 $43.50 □

18 教育 $50.00 $43.50 □

＊ 19 音樂 英利 $108.00 $94.00 □

＊ 20 培生 $112.00 $97.40 □

21 培生 $65.00 $56.60 □

22 電腦 思進電腦 折實價 $82.00 □

編號 書名

HK$1,424.40

英文

Longman English Leap Student Book (2018 Ed.) 4B

Longman English Leap Workbook 4B

Longman English Leap Listening & Speaking 4B (with self-learning
interactive resources)

活學中國語文 課本 (2016版)  4下1冊

活學中國語文 課本 (2016版)  4下2冊

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附自學配套)  4下1冊

活學中國語文 作業(附自學配套)  4下2冊

數學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20 第二版) 4下A冊

現代小學數學 課本 (2020 第二版) 4下B冊

中文

現代小學數學 作業 (附現代教育資源庫) (2020 第二版) 4下B冊

「重印兼訂正」版課本並非新版或改版課本，學生可沿用原有版次的舊書。

全套折實金額+膠袋費$0.5：

「＊」 課本通過教育局評審，並列於「適用書目表」上。

常識

今日常識新領域 課本 (2019 第三版) 4.4 冊

今日常識新領域 課本 (2019 第三版) 4.5 冊

今日常識新領域 課本 (2019 第三版) 4.6 冊

今日常識新領域 作業 (附自學配套) (2019 第三版) 4.4 冊

新小學音樂 (2012 年版)  4下

「 # 」 為本年度新採用之課本。

HK$1,424.90

Dr. Pc Family 小學電腦「學與教」(2018年版) (特製教材套) 4下

說好普通話課本 (新編) (2019年版) 4下

說好普通話作業 (新編) (2019年版) 4下
普通話

請將 OK 收據釘夾在此
家長聯絡電話/手提：

「△」 自學配套、網上學習系統及其他相關資源，使用方法由學校提供。

全套本數: 22

今日常識新領域 作業 (附自學配套) (2019 第三版) 4.5 冊

折實合價: 

現代小學數學 作業 (附現代教育資源庫) (2020 第二版) 4下A冊

Longman Write to learn (2008 Ed.) Book 8

超泰有限公司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 2022-2023 下學期>

學生姓名:

北角官立小學(雲景道)

今日常識新領域 作業 (附自學配套) (2019 第三版) 4.6 冊

□ 全套課本及作業金額： HK$1,424.40

□ 散購部分課本及作業金額：

(請家長在適用□""及填上金額)
HK$________

2022-2023 年度 下學期 四年級 書單

職員專用:  □OK □支票  □入數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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