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 

家長通告第 P26 號 

敬啟者： 

有關訂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刊物事宜 

    本校現為中四至中六級學生訂購以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刊物 

 2018、2017、2016、2015、2014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各科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附評卷參考) 

 

上述刊物可於坊間書局購買，若跟學校訂購，售價約為零售價的九折，而送貨日期約為本年 12 月。

如欲訂購以上刊物，請跟從以下手續辦理： 

1. 填寫背頁表格上的訂購數量及計算總額。 

2. 到下面訂購表格填上總額及選擇付款方法。 

3. 將整份文件及所需款項於 10月 31日前交回班主任。由於考評局要求學校儘早交回訂購表格，

以便安排送貨。 遲交表格，一概不受理。 逾期訂購的同學可自行到書局購買。 

4. 付款方法有下列兩種： 

i. 現金， 

ii. 劃線支票，抬頭人請寫「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法團校董會」。 

 

    貴家長如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賴偉光老師或校務處唐小姐查詢。 

 

此致 

貴家長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校長何家欣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家長回條 (請勿剪開)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家長通告第 P26 號有關訂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刊物事宜，並會 / 不會
*
為敝子弟訂購有

關刊物。 
 
 

訂購表格 

 

訂購總額(a+b+c+d+e)：HK$ 

 

付款方法：(請在適當位置  )   

 1. 現金      

 2. 支票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號碼：________________) 

 

 

 

此致 

彩虹邨天主教英文中學何家欣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簽署：             日期：          
*請刪除不適用者。 

 



香港中學文憑試 HKDSE 考試報告及試題專輯(附評卷參考)
年份 2018 年份 2017 年份 2016 年份 2015 年份 2014

科目 代號 折實價 訂購量 代號 折實價 訂購量 代號 折實價 訂購量 代號 折實價 訂購量 代號 折實價 訂購量

生物 (中文版) 3108 $60 3107 $58 3106 $56 3105 $54 3104 $52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中文版) 3128 $60 3127 $58 3126 $56 3125 $54 3124 $52

化學 (中文版) 3148 $60 3147 $58 3146 $56 3145 $54 3144 $52

Chemistry (English Version) 3158 $60 3157 $58 3156 $56 3155 $54 3154 $52

中國歷史 3168 $71 3167 $68 3166 $66 3165 $63 3164 $52

中國語文 (附聆聽考試光碟) 3178 $81 3177 $78 3176 $76 3175 $73 3174 $70

English Language (with listening test CD) 3258 $81 3257 $78 3256 $76 3255 $73 3254 $70

倫理與宗教 (中文版) 3268 $48 3267 $46 3266 $44 3265 $42 3264 $41

地理 (中文版) 3288 $60 3287 $58 3286 $56 3285 $54 3284 $52

歷史 (中文版) 3328 $48 3327 $46 3326 $44 3325 $42 3324 $41

資訊及通訊科技 (中文版) 3348 $71 3347 $68 3346 $66 3345 $63 3344 $60

通識教育(中文版) 3388 $60 3387 $58 3386 $56 3385 $54 3384 $52

數學 (必修部分) (中文版) 3418 $60 3417 $58 3416 $56 3415 $54 3414 $52

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English Version) 3428 $60 3427 $58 3426 $56 3425 $54 3424 $52

數學 (延伸部分) (中文版) 3438 $48 3437 $46 3436 $44 3435 $42 3434 $41

Mathematics (Extended Part) (English Version) 3448 $48 3447 $46 3446 $44 3445 $42 3444 $41

音樂 (中文版) 3458 $48 3457 $46 3456 $44 3455 $42 3454 $41

體育 (中文版) 3478 $60 3477 $58 3476 $56 3475 $54 3474 $52

物理 (中文版) 3498 $60 3497 $58 3496 $56 3495 $54 3494 $52

Physics (English Version) 3508 $60 3507 $58 3506 $56 3505 $54 3504 $52

旅遊與款待 (中文版) 3538 $48 3537 $46 3536 $44 3535 $42 3534 $41

視覺藝術 (中文版) 3558 $48 3557 $46 3556 $44 3555 $42 3554 $52

總額 (a) (b) (c) (d) (e)

2.其他刊物
名稱 代號 折實價 訂購量

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 (中文) 892 $40

2018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 (英文) 893 $40

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 (中文) 894 $41

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試規則及評核大綱 (英文) 895 $41

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試報告 3031 $41 本頁總額 (a)+(b)+(c)+(d)+(e)： 
總額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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