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家長教師會 主辦  學校圖書館組 協辦 

舊 書 寄 賣 服 務  

2008 - 2009 
 

學校家長教師會將繼續為本校同學提供舊書寄賣服務，希望藉此減輕家長及學生經濟負擔，同時亦可提倡同學愛

惜課本及善用資源的風氣。以下是本學年有關此項服務的詳情，歡迎同學參予。由於售書分三次進行，請同學特

別留意以下日期。 
 

舊書寄賣的地點均為學校圖書館，其安排如下： 
 

3/7/2009  

（星期五)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現中一、中二及中三學生將舊課本交圖書館寄賣 
(9:00-10:00 中一、10:00-11:00 中二、11:00-12:00 中三)

9/7/2009 

（星期四）上午九時半至十一時半 
升中二學生選購中二用舊課本 

10/7/2009 

（星期五）上午九時半至十一時半 
升中三學生選購中三用舊課本 

11/7/2009 

（星期六）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現中二及中三學生領回售書款項及未能售出課本 

14/7/2009 

（星期二）上午十時半至十二時半 
將入讀本校中一新生選購中一用舊課本 

15/7/2009 

（星期三）上午十時至十二時 
現中一學生領回售書款項及未能售出課本 

 

買 賣 舊 書 須 知： 
 

1. 寄售舊書範圍：  只限適用於本校下一學年 (書單內刊載者) 、保存良好及沒有缺頁的課本 (不包括作

業)。可寄售書目及最高售價可參看附頁。若教科書須用於暑期作業或温習，學生不應寄

售。個別課本是否適宜寄售由家教會決定。 

2. 寄售舊書定價： 為了可以令找續更準確及便捷，定價將以五元作單位，基本原則是不高於原書價五折，個

別課本實際售價由寄售同學自行決定。 

3. 寄售舊書手續：  填妥舊書寄售委託及交收表格，經家長同意及簽署後，連同寄售課本於七月三日上午交到

圖書館辦理。 

4. 購買舊書須知：  攜備適量輔幣、新書單及手挽袋於指定日期回校選購。家教會將致力確保寄賣舊書合適新

學年使用，但購買時學生有責任自行檢查舊書有否缺頁、版次是否正確；付款後課本不能

退換。另開學前學生需自行進一步整理該等舊書，以符合校方及老師對課本整潔上的要求。 

5. 退書及領款：  寄售者須於七月十一（中二及中三）或十五日（中一）早上帶備學生証或有照片的証件回

校領取售書款項及未售出課本。若因要事未能於上述日期及時間回校領取，須於八月三日

星期一下午二時至三時到圖書館領取。逾期領取而又無預先通知圖書館者，課本及款項將

悉數交由家教會處理。 

6. 手續費：  每本售出舊書收取二元，以撥交家教會作會務發展及本校學生福利用途。 

7. 責任承擔：  主辦者將盡力籌辦是項服務，保障學生財物。惟因未能預見的情況或意外而導致寄售課本

或款項上有所損失，主辦者恕不負責。 

注 意 事 項： 

a. 學生須穿整齊校服回校辦理各項手續。 

b. 學生經是項服務所省回的金錢，應運用於學習用途。 

c. 是項舊書寄賣服務只適用於就讀本校中一至中三學生及其本年度使用的課本。 

d. 一般在售書日的開始一小時內購書人多，輪候時間頗長，家長及同學宜預留充足時間。 
e. 購書日的等候及派發入場編號室為 303、302 及 301。它們將於早上八時四十五分後依次開放。 
f. 如遇上天氣變化或其他原因而需作出改變時，有關安排會於早上八時至八時三十分在學校網頁發放。同學亦

可於當日的早上八時半至九時致電學校查詢。 



請填寫姓名、班別、學號、電話、甲部及丙部並連同擬

寄售課本於七月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十時交回學

校圖書館辦理。  

香港道教聯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家長教師會 主辦 
學校圖書館組 協辦 
舊書寄售委託及交收表格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聯絡電話 

1  
 
 
 
 
 
 

(甲部) 由委託學生填寫   (乙部)  圖書館用 

書名 書號 定價($) 核實( ) 售出($) 退還( )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總數 = 本 $  本

點收課本人員簽署： ______________(3/7/2009)     扣除手續費 $ 2 x    本 = $   

核實款項人員簽署：               (14/7/2009)  實收金額 = $   

------------------------------------------------------------------------------------ 

(丙部) 家長授權書  (此項必須由家長填妥，否則家教會將不接納課本作寄售)  
 

本人同意敝子弟委託貴校代售舊書，並將囑咐敝子弟於七月十五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回學校圖書館

領取售書款項、未售課本及結算單。   
 

  日期： 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 

------------------------------------------------------------------------------------ 

(丁部) 領取代售舊書款項及未售書本收據 (現在不用填寫，只在領取款項及未售書籍時簽署) 
 

 本人已領取售書所得款項，並已獲退還其餘書本及結算單。 
 

  日期：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署： ________________ 

------------------------------------------------------------------------------------ 

注意事項： 

1. 班號以二位數寫，如 3 號即寫作 03。 3.  手續費：每售出一本書為二元。 

2. 定價最高不高於書價的五折。(參考附件一 最高售價) 4.  定價以五元作單位。 (參考附件一 注意欄) 



舊 書 寄 售 
2 0 0 8 – 2 0 0 9 

可 寄 售 舊 課 本 名 單 及 售 價 
 

中一 
 

 英國語文 作者 出版商 最高售價

1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1A Daniels, Dixon, Fried, Grant, Kent, 
Wilkins 

Oxford 65 

2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1B Daniels, Dixon, Fried, Grant, Kent, 
Wilkins 

Oxford 65 

3 Babe The Sheep-Pig Dick King-Smith Penguin Readers 30 
     
 數學    

4 新紀元數學 1A  
(第二版 2005) 

梁貫成、朱偉文、陸美蓮、霍安琪 牛津／勤達 80 

5 新紀元數學 1B  
(第二版 2005) 

梁貫成、朱偉文、陸美蓮、霍安琪 牛津／勤達 80 

     
 綜合科學    

6 生活與科學 1A  
(第二版 重印兼修訂 2007) 

杜秉祺、容顯懷、柯財權、黃志剛 牛津 65 

7 生活與科學 1B 
(第二版 重印兼修訂 2007)  

杜秉祺、容顯懷、柯財權、黃志剛 牛津 65 

     
 中國歷史    

8 探索中國史 1 
(連 學習光碟 1) 

陳漢森、陳錦輝、陳佳榮 齡記 75 

     
 綜合人文     

9 香港新探索 – 香港的成長  齡記 35 
10 初中議題探究系列  課題 20 

歷史研習簡介 
簡元銳、鄧潔麗 雅集 20 

11 初中議題探究系列  課題 1 
我們在何方? 

麥嘉斌、謝萃輝、蕭偉樂 雅集 20 

12 初中議題探究系列  課題 6 
往何處度假 

麥嘉斌、謝萃輝、蕭偉樂 雅集 20 

13 初中議題探究系列  課題 2 
土地爭奪 

麥嘉斌、謝萃輝、蕭偉樂 雅集 20 

     
 普通話    

14 說好普通話  核心單元  中一 
(2008 年 第二版) 

初中普通話編寫委員會唐秀玲編 商務印書館 45 

     
 視覺藝術    

15 美術世界 一上 黃素蘭 導師 35 
     
 音樂    

16 中學音樂 1  
(2007 年 第一版) 
連「音樂欣賞與閱讀 1」小冊子 

中學音樂編輯委員會 香港音樂 
 

75 

  

注意： 同學如以低於上列最高售價出售課本，必需以$5 作單位下調。例如最高售價如果是$35，同

學可下調為$30 或$25，但不可以是$34、$33、$32 或$27。如訂價不合適，家教會有權不接

納課本作寄售。 

附件一 



請填寫姓名、班別、學號、電話、甲部及丙部並連同擬

寄售課本於七月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十時交回學

校圖書館辦理。  

香港道教聯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家長教師會 主辦 
學校圖書館組 協辦 
舊書寄售委託及交收表格 學生姓名 班別 學號 

聯絡電話 

1  
 
 
 
 
 
 

(甲部) 由委託學生填寫   (乙部)  圖書館用 

書名 書號 定價($) 核實( ) 售出($) 退還( )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1A 01 60     

Treasure Plus Student's Book 1B 02 60    

新紀元數學 1A  03 70    

新紀元數學 1B  04 70    

探索中國史 1 05 75    

香港新探索 – 香港的成長 06 30    

歷史研習簡介 07 20    

我們在何方? 08 20    

往何處度假 09 20    

說好普通話  核心單元  中一 10 45    

美術世界 一上 11 30    

 12     

 13     

 14     

 15     

 16     

      

      

     總數 = 本 $  本

點收課本人員簽署： ______________(3/7/2009)     扣除手續費 $ 2 x    本 = $   

核實款項人員簽署：               (14/7/2009)  實收金額 = $   

----------------------------------------------------------------------------------- 

(丙部) 家長授權書  (此項必須由家長填妥，否則家教會將不接納課本作寄售)  
 

本人同意敝子弟委託貴校代售舊書，並將囑咐敝子弟於七月十五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回學校圖書館

領取售書款項、未售課本及結算單。   
 

  日期： __1/7/2009______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    

----------------------------------------------------------------------------------- 

(丁部) 領取代售舊書款項及未售書本收據 (現在不用填寫，只在領取款項及未售書籍時簽署) 
 

 本人已領取售書所得款項，並已獲退還其餘書本及結算單。 
 

  日期：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署： ________________    

----------------------------------------------------------------------------------- 

注意事項： 

1. 班號以二位數寫，如 3 號即寫作 03。 3.  手續費：每售出一本書為二元。 

2. 定價最高不高於書價的五折。(參考附件一 最高售價) 4.  定價以五元作單位。 (參考附件一 注意欄) 

 

趙奕斯 C 0  2

2662 9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