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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供應暑期閱讀計劃之圖書 
(投標商不可在投標文件封面上顯示  貴公司的身份 ) 

 

學校檔號： SP-SUMMER-BOOKS/2020 日期：  29/06/2020 

執事先生：  

 

承投供應暑期閱讀計劃之圖書  

 

本校招商承投供應暑期閱讀計劃之圖書，特此誠邀各承辦商按以下所

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  

 

1. 投標表格及其他交回之附件必須正本一式兩份，否則投標資格會被取

消，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供應暑期閱讀計劃之圖書項目投標書 

投標書應寄往青衣牙鷹洲街 12號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校務處，並須於

2020 年  7  月  6 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若截標當天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期間，天文台發出黑色暴雨警告或八號

或以上颱風信號，截標時間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 (星期六、星期日和公

眾假期除外 )中午十二時。並請注意投標信封面不得寫上投標者的身分。

投標者如在密封信封上披露身份，投標資格會被取消。投標書有效期為 90

天，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該 90天內仍未接獲訂單，則是次投標可視

作落選論。另請注意，每位投標者只可對本項目遞交一次及一式之標書，

而投標者亦必須填妥投標表格第 II部分及投標附表內容，否則標書概不受

理。  

2. 各投標表格及附件內容，如需修改，必須用原子筆畫線刪去錯處，並在

旁更正，及加上負責人簽名與公司印章，茲證明投標者核實修改內容。並

請留意同一內容不能多於一次修改，如有需要，請投標者於標期內登入本

校網頁：www.yenching.edu.hk  下載相關的標書文件及表格重新填寫。投

標者不可使用塗改液或改錯帶覆蓋內文，如有違規，投標書將被作廢。  

3.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盡快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

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http://www.yen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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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物品 /服務時，會以「整批」或「部分」形式考

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本校有權選取任何一份或部份標書，而不限於最低

價格者。  

5. 為確保服務質素，請注意下列各項：  

(a)  若事先未獲法團校董會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分判、轉讓或出讓

或處置合約或其任何部分或下述任何權利及義務。  

(b)  若事先未獲法團校董會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就履行合約的任何

部分，與任何人訂立任何分判合約。如承辦商認為有需要分判部

分工作或服務，承辦商便必須提交建議的分判合約予法團校董會

審批。法團校董會保留權利批准分判，以及決定合約的條款及條

件。  

(c)  若承辦商即使就履行合約的任何部分訂立分判合約，仍須承擔全

部責任，不可免除下述任何義務，並須就次承辦商、其僱員及代

理人的作為、失責或疏忽行為負責。  

6.  投標者付予受其僱用以執行合約的本地工人的每月工資如低於香港政

府所訂的最低工資，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

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律責任。  

7. 承辦商若因服務所需安排工作人員提供服務，須為其工作購買合適保

險。  

8.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理人不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

慮與本合約相關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利益 (香港

法例第 201 章《防止賄賂條例》所界定的「利益」 )。競投人、其僱員或代

理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利益，根據《防止賄賂條例》可構成罪行，並可

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

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律責任。  

9.  根據本校政策，屬下教職員在未獲得學校法團校董會之特別批准前，不

得在執行校務時索取或收受任何禮物、金錢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如有違

反，會遭受紀律處分，而本校亦會考慮向廉署舉報，假若   貴公司遇有本

校教職員索取利益，請盡促通知本人。  

10. 評審過程中，可能需要邀請投標者派員向本校教務委員會講解及闡釋

投標書內所列內容，但評核仍以投標書內容為準。  

11. 本校只接受以公司名義者投標，並須持有有效商業登記證。請附上該

有效登記證副本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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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校將考慮投標者所提供之服務質素為重點，並保留選擇供應商 /承辦

商之最終決定權。任何投標表格及有關文件一概不會發還。  

13. 投標者必須確保擬備標書的過程並無涉及與任何其他人就價格、入標

程序或任何標書條款等，作任何協議、安排、溝通、諒解、許諾或承諾（下

文的不合謀投標確認書第 3 段中所述者除外）。如任何投標者違反本條款，

本校保留將該名投標者提交的標書作廢及追討損害賠償的權利。  

14. 圍標本質上違反競爭，在《競爭條例》（第 619 章）下屬嚴重反競爭行

為。從事圍標行為的投標者或須根據《競爭條例》承擔被判處罰款的法律

責任及其他制裁。  

15. 投標者在提交標書時，須連同一份由其獲授權人士簽署的不合謀投標

確認書，提交予本校。  

 

 

 

 

 

 

 

 

 

 

 

2020 年  6  月  29 日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校長                     謹啟  

 

夏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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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表格  

承投  供應暑期閱讀計劃之圖書  

學校名稱及地址：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青衣牙鷹洲街 12 號    

學校檔號：           SP-SUMMER-BOOKS/2020          

截標日期  /  時間：      2020 年 7 月 6 日   中午十二時正         

 

第 I 部份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

工、材料及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

項目的服務。下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該細

則的規定提供服務；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

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

內，採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份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

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

舍。  

 

第 II 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20

年 7 月 6 日起計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文件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

項註明於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期﹕   (年 /月 /日 )    

姓名﹕   先生/女士 (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    職銜﹕   

  (  請註明職位，  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書，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  

地址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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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附表  

 (須填妥一式兩份)  (第4、5和6項須由供應商填寫) 

項目 內容 
總價(元)／可提供之項目 

(本欄須由投標者填寫或可提供之服務) 

商號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 

商業登記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提供副本) 

1 銷售折扣詳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確認訂購後送貨所需時間及服

務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如遇所選書藉缺貨的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壞書更換安排及退換保證詳

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欠書補回及跟進安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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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付款方法及限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將訂購的書籍分班包裝服務﹕ 

 可提供                     未能提供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8 
其他增值/售後服務(例如包書

服務…)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請填寫以下書目價格表，此價格表為最終標價，本校會在以下書目中購買 557 本書簎，

其書籍名稱及分別數量會稍後提供給中標承辦商。 

 

書目價格表﹕ 

Item 

項目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Book Title 

書目名稱 

Publisher 

出版社 

Author 

作者 

Discount 

折扣 

Price(HK$) 

折扣後實價 

由承辦商填寫 

1 9789887771104 
魚雁志－－應用文措辭例話及文

化趣談 
匯智出版  朱少璋 

 
 

2 9789888573424 
給中學生的經典新談 1：涵養之

德 
中華教育  朱崇學 

 
 

3 9789888466610 古詩詞中的中華美德 香港中和  戎默 方笑一   

4 9789888562084 阿濃陪你讀唐詩 突破出版社  阿濃   

5 9789882370777 給孩子的歷史地理 
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 
 唐曉峰 

 
 

6 9789882370647 給孩子的故事 
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 
 王安憶 

 
 

7 9789620745379 錢穆講中國通史 商務印書館  葉龍   

8 9789888488971 
抗戰歷史現場直擊 1：侵略與救

亡 
中華教育  阮家新 雪崗 

 
 

9 9789888488988 
抗戰歷史現場直擊 2：戰役與戰

鬥 
中華教育  阮家新 雪崗 

 
 

10 9789888488995 
抗戰歷史現場直擊 3：正義與勝

利 
中華教育  阮家新 雪崗 

 
 

11 9789888466030 被誤認的老照片 香港中和  陳煒舜   

12 9789624591026 烽火中的來信 (青少年版) 開明書店  鍾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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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項目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Book Title 

書目名稱 

Publisher 

出版社 

Author 

作者 

Discount 

折扣 

Price(HK$) 

折扣後實價 

由承辦商填寫 

13 9789624591002 
烽火中的來信—先輩們的抗戰故

事 
開明書店 

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紀念館 

中國人民大學

家書博物館 

 

 

14 9789888420995 一張圖表看懂絲綢之路 中華書局  高亞芳 王力   

15 9789888488728 
今古傳奇：神魔與世俗的小說世

界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郭輝 陳洪 

 
 

16 9789888488711 
文苑英華：言志的詩和明道的文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孫立堯 

 
 

17 9789888489527 
變法圖強：近代的挑戰與革新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趙天鷺 侯傑 

 
 

18 9789888489480 
九流十家：思想的爭鳴  (中國文

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張峰屹 

 
 

19 9789888489114 
天工開物：科技與方術  (中國文

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李建珊 賈向

桐 

 
 

20 9789888488926 
四海之內︰民族的形成與變遷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高永久 

 
 

21 9789888489312 
赤縣神州：人傑地靈的文化空間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華成鋼 白長

虹 

 
 

22 9789888489084 
抱樸歸真：道教的修煉  (中國文

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趙益 王楚 

 
 

23 9789888489077 
紅粉閨秀：女性的生活和文學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俞士玲 

 
 

24 9789888489305 
書同文字：漢字與中國文化  (中

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黃德寬 

 
 

25 9789888488650 
龍鳳呈祥︰中國文化的特徵、結

構與精神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徐興無 

 
 

26 9789888489299 
風月同天：中國與東亞  (中國文

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卞東波 張伯

偉 

 
 

27 9789888488681 
風土人情：民俗與故鄉  (中國文

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劉筏筏 楊英

傑 

 
 

28 9789888488674 
王霸之道：禮法並重的政治制度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王子今 

 
 

29 9789888488667 
書史縱橫：中國文化中的典籍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許勇 程章燦 

 
 

30 9789888489282 
採菊東籬：詩酒流連的生活美學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陶慕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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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項目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Book Title 

書目名稱 

Publisher 

出版社 

Author 

作者 

Discount 

折扣 

Price(HK$) 

折扣後實價 

由承辦商填寫 

31 9789888488698 
仁義禮智：我們心中的道德法則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周德豐 李承

福 

 

 

32 9789888489015 
內聖外王︰儒家的境界  (中國

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李翔海 

 
 

33 9789888489404 
蓮花淨土：佛教的彼岸  (中國文

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蘇暢 陳引馳 

 
 

34 9789888488704 
君子之學：養成聖賢的教育傳統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閆廣芬 

 
 

35 9789888489503 
懸壺濟世：醫學與養生  (中國文

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鄧婷 孫中堂 

 
 

36 9789888489060 
金聲玉振：黃鐘大呂的古樂  (中

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司冰琳 

 
 

37 9789888489107 
花雅爭勝：南腔北調的戲曲  (中

國文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解玉峰 

 
 

38 9789888489091 
藝舟雙楫：丹青與墨韻  (中國文

化二十四品) 
中華書局 

 陳彥青 曹小

鷗 

 
 

39 9789888512546 
發現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

香港 
中華書局   

 
 

40 9789888525324 當一回小古人－學好中國歷史！ 明窗出版社  許承恩   

41 9789620445354 
中國文化對談錄 (插圖本) (第二

版) 
三聯書店  陳耀南 

 
 

42 9789620757822 讀圖識中國 (增訂版) 商務印書館     

43 9789888488476 
畫說中國史 1：站在文明的起跑

線 
中華教育  劉京 

 
 

44 9789888488933 
畫說中國史 2：翻開那一頁文明

盛世 
中華教育  劉京 

 
 

45 9789888489039 
畫說中國史 3：強敵環伺的文明

路口 
中華教育  劉京 

 
 

46 9789888489572 畫說中國史 4：文明的千年變局 中華教育  劉京   

47 9789888463893 抗戰記憶系列：不死鳥 中華教育  梅格 陳鵬   

48 9789888463886 抗戰記憶系列：天使 中華教育  童妍 陳鵬   

49 9789888463862 抗戰記憶系列：我們家的抗戰 中華教育 
 于嬌 冷曜晶 

陳暉 

 
 

50 9789888463855 抗戰記憶系列：虎子的軍團 中華教育 
 于嬌 冷曜晶 

陳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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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項目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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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9789888463909 抗戰記憶系列：南京那一年 中華教育 
 武建華 葉兆

言 

 
 

52 9789888463879 抗戰記憶系列：家書 中華教育 
 于嬌 冷曜晶 

陳暉 

 
 

53 9789620757303 古代文化常識百科 商務印書館  徐振邦   

54 9789888463602 
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百篇—兩宋到

近代 
中華書局 

 陳進玉 王仲

偉 袁行霈 

 
 

55 9789888463589 
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百篇—先秦時

期 
中華書局 

 陳進玉 王仲

偉 袁行霈 

 
 

56 9789888463596 
中華傳統文化經典百篇—秦漢到

隋唐五代 
中華書局 

 陳進玉 王仲

偉 袁行霈 

 
 

57 9789881437921 故宮的古物之美 (精裝) CUP 出版  祝勇   

58 9789881437914 故宮的紙墨餘香 (精裝) CUP 出版  祝勇   

59 9789888571802 中國歷史報—先秦 中華書局  傅亦武   

60 9789888571819 中國歷史報—秦 中華書局  傅亦武   

61 9789888571826 中國歷史報—兩漢 中華書局  崔瑜昕   

62 9789888571833 中國歷史報—三國兩晉南北朝 中華書局  傅亦武   

63 9789888571864 中國歷史報—隋唐五代十國 中華書局  吳旦旦   

64 9789888571871 中國歷史報—宋元 中華書局 
 韓偉濱 姚未

希 

 
 

65 9789888571888 中國歷史報—明 中華書局 
 楊敏華 吳旦

旦 

 
 

66 9789888571895 中國歷史報—清 中華書局  姚未希 陳林   

67 9789888488575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1：夏—家國

天下的開端 
中華書局 

 郭泳 李學勤 

郭志坤 

 
 

68 9789888488582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2：殷商─從

神話中走來 
中華書局 

 王進鋒 李學

勤 郭志坤 

 
 

69 9789888488124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3 ：西周─禮

樂之邦 
中華書局 

 黃愛梅 李學

勤 郭志坤 

 
 

70 9789888489893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4：春秋─諸

子的星空 
中華書局 

 李學勤 郭志

坤 陳雪良 

 
 

71 9789888489909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5：戰國─止

戈為武 
中華書局 

 于凱 李學勤 

郭志坤 

 
 

72 9789888489923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6：秦漢—九

州大一統 
中華書局 

 馬孟龍 李學

勤 郭志坤 

 
 

73 9789888489930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7：魏晉南北

朝—亂世出英雄 
中華書局 

 張德文 陳雪

良 

 
 



承辦供應暑期閱讀計劃之圖書招標書                      10/26 

Item 

項目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Book Title 

書目名稱 

Publisher 

出版社 

Author 

作者 

Discount 

折扣 

Price(HK$) 

折扣後實價 

由承辦商填寫 

74 9789888489947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8：隋唐五代

─燦爛大帝國 
中華書局 

 孫英剛 李學

勤 郭志坤 

 
 

75 9789888512720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9：文明與文

弱─宋 
中華書局  余蔚 

 
 

76 9789888512799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10：元—鐵蹄

踏破長城闕 
中華書局  溫海清 

 
 

77 9789888512836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11： 明─庶

民世代與俗世風情   
中華書局 張海英    

 
 

78 9789888512843 
細講中國歷史叢書 12： 清─天

朝上國的終結   
中華書局 馮賢亮 

 
 

79 9789888463114 
改革的教訓——打撈中國歷代沉

沒的改革 
中華書局  李仕權 

 
 

80 9789620757549 先秦大師的小故事 商務印書館  葉龍   

81 9789620758492 先秦歷史故事大全 商務印書館  李永田   

82 9789620445286 一本書讀懂中國近代史 三聯書店  王海鵬 邵勇   

83 9789620441868 
Minecraft 學歷史 1：中國八大場

景 
三聯書店 

 高聲 Koding 

Kingdom 張偉

國 

 

 

84 9789620442858 中華文化簡明讀本 三聯書店  干春松   

85 9789620445736 楚國歷史文化與藝術 三聯書店  周功鑫   

86 9789620443985 簡明中國文明史 三聯書店  譚中   

87 9789882370142 歷史中國的內與外 中文大學出版社  葛兆光   

88 9789888573295 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中華書局  姚大力   

89 9789888572984 怎樣讀經典 中華書局 
 王寧 孫欽善 

彭林 

 
 

90 9789888463404 聽吳晗講古 中華書局  吳晗   

91 9789888513208 讓你愛不釋手的極簡中國史 中華書局  磨劍   

92 9789887760931 潮讀 4000 年(3) 今日出版  黃獎   

93 9789887845409 潮讀 4000 年(4) 今日出版  黃獎   

94 9789887845515 潮讀 4000 年(5) 今日出版  黃獎   

95 9789888570751 絲路文明十五講 香港中和  張信剛   

96 9789888466412 隋唐人的日常生活 香港中和  于賡哲   

97 9789620758362 中國古代文化常識 商務印書館  王力   

98 9789620765964 讀圖識中國歷史 商務印書館 
 黃東 張菲婭 

楊毅 

 
 

99 9789620444692 一個民族的精神史 三聯書店  許紀霖   

100 9789620443855 中國歷史故事 三聯書店  湯芸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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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9789620441660 香港通史--遠古至清代 三聯書店  周佳榮   

102 9789620441431 海上絲綢之路 三聯書店  李慶新   

103 9789620441059 圖解中國古代兵器 三聯書店  李力 楊泓   

104 9789888572595 香港古代史新編 中華書局  蕭國健   

105 9789888573158 香港‧開港──歷史新編 中華書局  林準祥   

106 9789888485185 中國概況－香港 和平圖書 
 劉智鵬 劉蜀

永 丁新豹 

 
 

107 9789888570188 中國歷史地理十五講 香港中和  韓茂莉   

108 9789888466887 中華民族的故事 (插畫本) 香港中和  高洪雷   

109 9789888466306 走出晚清：大師們的涅槃時代 香港中和  汪兆騫   

110 9789620757860 中國典故 80 美例 (增訂本) 商務印書館  劉岳   

111 9789620766336 日據時期的香港簡史 商務印書館  小椋廣勝   

112 9789620757440 
呂思勉講中國政治思想史、文化

史 
商務印書館  呂思勉 

 
 

113 9789620766114 讀史論知人 商務印書館  張建雄   

114 9789888674374 
文物這麼看—認知中國國家博物

館 
中華教育 

 中國國家博

物館 

 
 

115 9789620444593 孔子的故事 三聯書店  李長之   

116 9789888488889 中華名人小故事 7：華人科學家 中華教育  劉永烈   

117 9789888512126 中華名人小故事 8：饒宗頤 中華教育  嚴海建   

118 9789888674510 嗨！有趣的故事：李清照 中華教育  張世杰   

119 9789888674480 嗨！有趣的故事：徐霞客 中華教育  朱千華   

120 9789888674503 嗨！有趣的故事：歐陽修 中華教育  吳梅影   

121 9789888674572 嗨！有趣的故事：衛青 中華教育  胡輝   

122 9789888674466 嗨！有趣的故事：鄭和 中華教育  林遙   

123 9789888674589 嗨！有趣的故事：霍去病 中華教育  胡輝   

124 9789888570843 梁啟超小傳 香港中和  鄭振鐸   

125 9789888674053 帝制中華之庶民倫理 中華書局  葉保強   

126 9789888674602 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 中華教育 

 中國科學院

自然科學史研

究所 

 

 

127 9789888572816 簡明中華文化通識：文質彬彬 中華書局     

128 9789888572809 簡明中華文化通識：其民淳淳 中華書局     

129 9789888572793 簡明中華文化通識：國之泱泱 中華書局     

130 9789620869099 
新雅‧名人館－本草名醫  李時

珍 
新雅文化  黃修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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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9789620868030 新雅‧名人館－抗金英雄  岳飛 新雅文化     

132 9789620869112 新雅‧名人館－愛國詩人  屈原 新雅文化  黃修紀   

133 9789888413454 三十六計早早讀 世界出版社  蝸牛房子   

134 9789888413447 孫子兵法早早讀 世界出版社  蝸牛房子   

135 9789620868412 香港趣味築跡遊─香港回歸篇 新雅文化  新雅編輯室   

136 9789620867514 中國神話傳說 新雅文化     

137 9789888420438 
奇趣香港史探案 04──大戰時

期 
中華教育  周蜜蜜 

 
 

138 9789888420445 
奇趣香港史探案 05──當代時

期 
中華教育  周蜜蜜 

 
 

139 9789888571444 
文物怎麼看—認知中國國家博物

館 
中華教育 

 中國國家博

物館 

 
 

140 9789620871214 中國名人故事繪本 新雅文化     

141 9789888373352 
歷史大冒險－中國篇．卷十二．

大明帝國 
世紀文化  馬星原 

 
 

142 9789620439896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一字千金 三聯書店     

143 9789620439865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百發百中 三聯書店     

144 9789620439841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羽毛未豐 三聯書店     

145 9789620439810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作法自斃 三聯書店     

146 9789620439827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兩虎相鬥 三聯書店     

147 9789620439834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息壤在彼 三聯書店     

148 9789620439872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得寸進尺 三聯書店     

149 9789620439889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睚眥必報 三聯書店     

150 9789620439902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圖窮匕見 三聯書店     

151 9789620439858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之雞鳴狗盜 三聯書店     

152 9789882165021 
中國國家博物館兒童歷史百科繪

本－大河，中華文明的開始 
小皇冠童書館 

中國國家博物

館 

 
 

153 9789882165311 
吳姐姐講歷史故事(1)──先

秦、秦 
小皇冠童書館  吳涵碧 

 
 

154 9789882165595 
吳姐姐講歷史故事(2)──西

漢、東漢．魏 
小皇冠童書館  吳涵碧 

 
 

155 9789882165601 
吳姐姐講歷史故事(3)──西

晉、東晉、南北朝 
小皇冠童書館  吳涵碧 

 
 

156 9789882165618 吳姐姐講歷史故事(4)──隋唐 小皇冠童書館  吳涵碧   

157 9789882165625 吳姐姐講歷史故事(5)──唐 小皇冠童書館  吳涵碧   

158 9789882165229 穿梭中國歷史大圖鑑 小皇冠童書館  洋洋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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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9789882165779 
童話版清明上河圖(1)──回娘

家 
小皇冠童書館  狐狸家 

 
 

160 9789882165786 
童話版清明上河圖(2)──騎驢

記 
小皇冠童書館  狐狸家 

 
 

161 9789882164987 
趣味圖解中華上下五千年(1)－

盤古初開．秦始皇稱霸 
小皇冠童書館  恐龍小 Q 

 
 

162 9789882164994 
趣味圖解中華上下五千年(2)－

三國爭霸．女皇武則天 
小皇冠童書館  恐龍小 Q 

 
 

163 9789882165007 
趣味圖解中華上下五千年(3)－

岳飛報國．清兵入關 
小皇冠童書館  恐龍小 Q 

 
 

164 9789882165014 
趣味圖解中華上下五千年(4)─

康熙盛世．抗日戰爭 
小皇冠童書館  恐龍小 Q 

 
 

165 9789882166417 
親近歷史─中華上下五千年 1─

拜見夏商周 
小皇冠童書館  葛玉丹 

 
 

166 9789882166424 
親近歷史─中華上下五千年 2─

重返春秋戰國 
小皇冠童書館  周婧景 

 
 

167 9789888421213 
湯小團．東周列國卷(1)－穿越古

書 
小麥文化  谷清平 

 
 

168 9789888421220 
湯小團．東周列國卷(2)－王者之

劍 
小麥文化  谷清平 

 
 

169 9789888421237 
湯小團．東周列國卷(3)－幻象之

謎 
小麥文化  谷清平 

 
 

170 9789888421244 
湯小團．東周列國卷(4)－仁者無

疆 
小麥文化  谷清平 

 
 

171 9789888421299 
湯小團．東周列國卷(5)－鏡裏的

人 
小麥文化  谷清平 

 
 

172 9789888421305 
湯小團．東周列國卷(6)─夢裏乾

坤 
小麥文化  谷清平 

 
 

173 9789888421312 
湯小團．東周列國卷(7)－劍道人

道 
小麥文化  谷清平 

 
 

174 9789888421329 
湯小團．東周列國卷(8)─見龍在

野 
小麥文化  谷清平 

 
 

175 9789888513291 上下五千年 1：上古-春秋 中華教育  知信陽光   

176 9789888513307 上下五千年 2：戰國時期 中華教育  知信陽光   

177 9789888513314 上下五千年 3：秦朝-漢朝 中華教育  知信陽光   

178 9789888513321 上下五千年 4：東漢-三國 中華教育  知信陽光   

179 9789888513338 上下五千年 5：魏晉南北朝-隋朝 中華教育  知信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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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9789888513345 上下五千年 6：唐朝 中華教育  知信陽光   

181 9789888513352 上下五千年 7：宋朝-元朝 中華教育  知信陽光   

182 9789888513369 上下五千年 8：明朝-清朝 中華教育  知信陽光   

183 9789888489268 
中華文明進階讀：五千年的奇妙

探索 1 上古先秦卷 
中華教育  袁行霈 

 
 

184 9789888489275 
中華文明進階讀：五千年的奇妙

探索 2  秦漢卷 
中華教育  袁行霈 

 
 

185 9789888489435 
中華文明進階讀：五千年的奇妙

探索 3  三國至隋唐卷 
中華教育  袁行霈 

 
 

186 9789888489442 
中華文明進階讀：五千年的奇妙

探索 4  盛唐中唐卷 
中華教育  袁行霈 

 
 

187 9789888489787 
中華文明進階讀：五千年的奇妙

探索 5  唐宋卷 
中華教育  袁行霈 

 
 

188 9789888489695 
中華文明進階讀：五千年的奇妙

探索 6  宋元卷 
中華教育  袁行霈 

 
 

189 9789888512171 
中華文明進階讀：五千年的奇妙

探索 7  明清卷 
中華教育  袁行霈 

 
 

190 9789888512188 
中華文明進階讀：五千年的奇妙

探索 8  清至民國卷 
中華教育  袁行霈 

 
 

191 9789888513918 
歷史追蹤！原來「你」也在香港

1：秦漢至清初篇 
中華教育  黃家樑 

 
 

192 9789888513925 
歷史追蹤！原來「你」也在香港

2：清至民國篇 
中華教育  黃家樑 

 
 

193 9789888513932 
歷史追蹤！原來「你」也在香港

3：民國至當代篇 
中華教育  黃家樑 

 
 

194 9789888413201 
中國歷史大冒險－執掌天下的女

性 
世界出版社  羅友平 

 
 

195 9789888445653 
一天一個歷史小故事 1 (神話時

代、夏、商、周) 
明窗出版社  桃默 

 
 

196 9789888525973 
一天一個歷史小故事 2 (東周、春

秋時代) 
明窗出版社  桃默 

 
 

197 9789888525973 
一天一個歷史小故事 3 (東周、戰

國時代) 
明窗出版社  桃默 

 
 

198 9789888525393 
一天一個歷史小故事 4 (秦、西

漢) 
明窗出版社  桃默 

 
 

199 9789888526246 
一天一個歷史小故事 5 (東漢、三

國) 
明窗出版社  桃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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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9789620758034 我們的神話 商務印書館  洋洋兔   

201 9789620758041 我們的歷史 商務印書館  洋洋兔   

202 9789620871818 中國歷史大冒險 (1) 神話年代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03 9789620871825 中國歷史大冒險 (2) 夏商周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04 9789620872594 中國歷史大冒險 (3) 春秋戰國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05 9789620872600 
中國歷史大冒險 (4) 秦朝興亡

錄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06 9789620873362 中國歷史大冒險 (5) 楚漢相爭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07 9789620873379 中國歷史大冒險 (6) 大漢皇朝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08 9789620873720 中國歷史大冒險 (7) 三國爭霸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09 9789620873737 
中國歷史大冒險 (8) 兩晉南北

朝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10 9789620874123 中國歷史大冒險 (9) 唐朝盛世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11 9789620874130 中國歷史大冒險 (10) 大宋江山 新雅文化  方舒眉   

212 9789620868948 中國歷史之旅－從遠古至春秋 新雅文化  宋詒瑞   

213 9789620868955 中國歷史之旅－七雄爭霸 新雅文化  宋詒瑞   

214 9789620868962 中國歷史之旅－漢家天下 新雅文化  宋詒瑞   

215 9789620868979 中國歷史之旅－三國鼎立 新雅文化  宋詒瑞   

216 9789620869655 中國歷史之旅－大唐盛世 新雅文化  宋詒瑞   

217 9789620869662 中國歷史之旅－宋元興衰 新雅文化  宋詒瑞   

218 9789620869679 中國歷史之旅－明朝風雲 新雅文化  宋詒瑞   

219 9789620869686 中國歷史之旅－滿清皇朝 新雅文化  宋詒瑞   

220 9789620444074 漢字與中華文化十講 三聯書店  王寧   

221 9789888573073 尺幅千里：成語典故中的度量衡 中華教育 
 劉海鵬 陳昂 

鄭穎 

 
 

222 9789881453761 漢字的智慧 有為書店  陳家偉   

223 9789620757617 
字裏中國：漢字世界的古代生活

事典 
商務印書館 

 張素鳳 宋春

淑 娜紅 

 
 

224 9789620705090 童話實用文 商務印書館 
 謝煒珞 張屹

# 陳美珠 

 
 

225 9789888466658 文言津逮 香港中和  張中行   

226 9789888369881 國文趣味 香港中和  姜建邦   

227 9789888512850 
讀經典 學古文 1 《老子》講成

語 
中華教育   

 
 

228 9789888513109 
讀經典 學古文 2 《論語》教名

句 (上) 
中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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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 9789888513116 
讀經典 學古文 3 《論語》教名

句 (下) 
中華教育   

 
 

230 9789888571260 
讀經典 學古文 4 「百家」說名

言 
中華教育   

 
 

231 9789888547692 古代漢語常識 天地圖書  王力   

232 9789888570454 唐詩選注 香港中和  葛兆光   

233 9789620705014 古代漢語八千詞 商務印書館  吾三省   

234 9789887840206 傳家之寶 匯智出版  潘步釗   

235 9789888571673 

文學緣情‧情緣草木 1：點點綠

紅──探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植

物名稱與食用植物 

中華教育  潘富俊 

 

 

236 9789888571680 

文學緣情‧情緣草木 2：字裏行

間──賞析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植

物世界 

中華教育  潘富俊 

 

 

237 9789888571697 

文學緣情‧情緣草木 3：古風餘

韻──辨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植

物 

中華教育  潘富俊 

 

 

238 9789888572281 宋詞中的旅遊 (上) 中華教育     

239 9789888572298 宋詞中的旅遊 (下) 中華教育     

240 9789888571789 唐詩中的旅遊 (上) 中華教育     

241 9789888571796 唐詩中的旅遊 (下) 中華教育     

242 9789888512225 唐詩入門 中華書局  程章燦   

243 9789881437945 遠路去中國 CUP 出版  祝勇   

244 9789620442537 中國經典原境界 三聯書店  顧隨   

245 9789620441172 宋詞小札 (普通本) 三聯書店  劉逸生   

246 9789882370920 唐詩的讀法 中文大學出版社  西川   

247 9789888571765 中學生文言經典選讀：古文觀止 中華教育  黃坤堯   

248 9789888547739 唐人絕句啟蒙 天地圖書  李霽野   

249 9789888547685 唐宋詞欣賞 天地圖書  夏承燾   

250 9789888547661 詞學十講 天地圖書  龍榆生   

251 9789888258307 新編《千家詩》 天地圖書  田奕   

252 9789888258079 經典常談 天地圖書  朱自清   

253 9789888547678 詩詞格律概要 天地圖書  王力   

254 9789881453747 字裏風景－馮珍今散文集 有為書店  馮珍今   

255 9789888466436 唐詩宋詞裡的故事 香港中和  季風   

256 9789620745669 中國古文英華 商務印書館  陳引馳   

257 9789620745652 中國古詩英華 商務印書館  陳引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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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9789620757969 知典故 商務印書館  知史團隊   

259 9789620745713 精選白話聊齋誌異 商務印書館  齊力子   

260 9789620745690 精選原著水滸傳 商務印書館  施耐庵   

261 9789620745706 精選原著西遊記 商務印書館  吳承思   

262 9789620745584 趣味學古文 (先秦‧秦漢篇) 商務印書館 
 馬星原 方舒

眉 

 
 

263 9789620745546 趣味學古文(魏晉篇) 商務印書館 
 馬星原 方舒

眉 

 
 

264 9789620745553 趣味學古文 (唐代篇) 商務印書館 
 馬星原 方舒

眉 

 
 

265 9789620745560 趣味學古文 (宋代篇) 商務印書館 
 馬星原 方舒

眉 

 
 

266 9789620745577 趣味學古文 (元明清) 商務印書館 
 馬星原 方舒

眉 

 
 

267 9789888547722 唐宋詞啟蒙 天地圖書  李霽野   

268 9789888547746 唐詩縱橫談 天地圖書  周勛初   

269 9789888632336 敦煌語絲 (平裝) 牛津大學出版社  金耀基   

270 9789620871054 國學大師饒宗頤的人生智慧 新雅文化  李焯芬   

271 9789620444081 中國文化精神的特質 三聯書店  郭齊勇   

272 9789888463664 
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導讀‧先秦諸子篇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編

輯部 

 
 

273 9789888463633 
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導讀‧哲學宗教篇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編

輯部 

 
 

274 9789888463640 
經典之門：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導讀‧文學篇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編

輯部 

 
 

275 9789888513871 圖解中國古代哲學：漢至清代篇 中華書局  梁光耀   

276 9789888369805 正解老子 (圖文版) 香港中和  汪致正 張凱   

277 9789888463107 中國文化的當下精神 中華書局  牟鍾鑒   

278 9789620444210 中國哲學簡史 (第二版) 三聯書店  馮友蘭   

279 9789888570744 中國哲學十五講 香港中和  楊立華   

280 9789888570737 中國哲學史大綱 香港中和  胡適   

281 9789888466740 中國哲學思想史 香港中和  武內義雄   

282 9789888489831 老子與哲學 中華書局  夏海   

283 9789888466429 《道德經》裡的智慧 香港中和  季風   

284 9789888466443 四書五經裡的學問 香港中和  季風   

285 9789887771081 孟子的人生智慧 匯智出版  潘銘基   

286 9789620443923 中國科學文化九章 三聯書店  江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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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9789888674817 戲曲知多點 中華書局 

 中國戲劇出

版社編委會 

陳守仁 

 

 

288 9789620758386 《帝女花》讀本 商務印書館 
 張群顯 陳守

仁 

 
 

289 9789887771173 帝女花演記：從任白到龍梅 匯智出版  馮梓   

290 9789887771135 
唐滌生粵劇選論：芳艷芬首本 

(1949-1954) 
匯智出版  李少恩 

 
 

291 9789887771180 
唐滌生戲曲欣賞(三)：再世紅梅

記、販馬記 
匯智出版  葉紹德 

 
 

292 9789888570850 中國繪畫史綱 (插圖本) 香港中和  傅抱石   

293 9789888466580 
敦煌藝術入門十講 (插圖珍藏

本) 
香港中和  楊琪 

 
 

294 9789888485918 建築是我們的皮膚 和平圖書  方元   

295 9789888466870 中國古代建築概說 香港中和  傅熹年   

296 9789888466757 中國建築藝術 香港中和  梁思成   

297 9789888547654 沈尹默談書法 天地圖書  沈尹默   

298 9789888466382 書法常識 香港中和  啟功 秦永龍   

299 9789620445484 圖解傳統藝術入門：先秦－唐 三聯書店  陳敏 陳靜   

300 9789620445491 圖解傳統藝術入門：五代－清 三聯書店  陳靜   

301 9789620440403 故宮營造 三聯書店  單士元   

302 9789620442902 建築小學：亭子 三聯書店  樓慶西   

303 9789620442919 建築小學：柱子 三聯書店  樓慶西   

304 9789620442889 建築小學：牌樓 三聯書店  樓慶西   

305 9789620442872 建築小學：獅子 三聯書店  樓慶西   

306 9789620442896 建築小學：磚瓦 三聯書店  樓慶西   

307 9789888573080 中國皇家建築百問百答 中華教育  黃佳   

308 9789888562183 給中學生的信 突破出版社  何紫   

309 9789882164949 
快樂無處不在 Happiness Is 

Everywhere (中英對照) 
皇冠出版社  區樂民 

 
 

310 9789882164376 一笑解千愁 皇冠出版社  區樂民   

311 9789888484232 運動心理學 花千樹  盧綽蘅   

312 9789888605057 把生命的一扇窗留給自己 亮光文化  區祥江 
 

 

313 9789882164451 
別讓情緒做你的主人──Dr. Lee 

的 43 個舒緩情緒小處方 
皇冠出版社  李德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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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9789888392612 
誰偷走了我的快樂──應對負面

情緒自助手冊 
突破出版社 

 湯國鈞 李靜

慧 李智群 

 
 

315 9789888512782 奧運奇趣異聞錄 中華教育  陳一冰   

316 9789887816577 人體工廠大探險 
人類文化（香港）

公司 
  

 
 

317 9789887737346 食安解碼 新人才文化 
 陳子聰 方麗

影 方筱英 

 
 

318 9789621468918 看懂食物標籤修訂版 萬里機構  鄺易行博士   

319 9789621468321 圖解馬拉松入門 萬里機構 みやすのんき   

320 9789882164932 運動陷阱 皇冠出版社  徐澤昌   

321 9789887443605 鍾玲妙小說 匯智出版  鍾玲   

322 9789620705731 箴言精選六十則 商務印書館  何文匯   

323 9789887840398 情味．香港 匯智出版  陳志堅   

324 9789620443398 文學細心讀 三聯書店  余非   

325 9789620765896 讀史論人生 商務印書館  張建雄   

326 9789888445851 
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者給我們

的生死教育課 
明窗出版社 

 陳新安 伍桂

麟 

 
 

327 9789888392766 野地果 (2 版 1 刷) 突破出版社  胡燕青   

328 9789888392865 無法預知的遠方 突破出版社  陳志堅   

329 9789887723929 冬日太陽－醫患相交真情紀事 MCCM Creations  醫院管理局   

330 9789888392643 被消失的人．情．味 突破出版社  周淑屏   

331 9789888392414 300 秒的生命故事 突破出版社  徐玉#   

332 9789881436887 
手尋夢想：三指鋼琴家的生命樂

章 
格子盒  黃愛恩 阿丁 

 
 

333 9789888531400 有禮真好─用餐禮儀輕鬆學 小樹苗出版  沈媛   

334 9789620441967 輕安自在 (修訂版) 三聯書店  李焯芬   

335 9789888573660 悟死共生：死亡之哲學反思 中華書局  張燦輝   

336 9789888466092 死亡筆記：禮儀師的生死見聞 香港中和  自然   

337 9789620758478 年青生活哲思 20 則 商務印書館  曾瑞明   

338 9789620757259 
成長的哲學課：自我與人生的思

考 
商務印書館  梁光耀 

 
 

339 9789620757945 
處世的哲學課：他人與社會的思

考 
商務印書館  梁光耀 

 
 

340 9789887840350 哲人哲語 匯智出版  陳永明   

341 9789888258581 吾生有杏－院長醫生週記 天地圖書  陳家亮   

342 9789888258062 我要做中文老師 天地圖書  蒲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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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9789888513154 
左看看，右看看，中華故事連環

看 
中華教育   

 
 

344 9789620873294 
十個小孩的老師 [新雅教育系

列] 
新雅文化事業  杜穎琴 

 
 

345 9789629234591 我這樣面對癌病-經典書房 山邊出版社  何紫   

346 9789888525430 五個小孩的校長－教情逸致 明窗出版社  呂麗紅   

347 9789888444489 我們的夢想──不斷尋夢的律師 明窗出版社  周英杰   

348 9789888444465 
我們的夢想──毋忘初心的科學

家 
明窗出版社  陳浩然 

 
 

349 9789888444687 
我們的夢想──初出茅廬的狀元

醫生 
明窗出版社  林凱健 

 
 

350 9789888444472 
我們的夢想──常存感恩的聲樂

家 
明窗出版社  梁頌儀 

 
 

351 9789882166257 
快樂的小路──區樂民與你分享

的正能量小故事 
皇冠出版社  區樂民 

 
 

352 9789882164512 浪花在微笑 (全新彩圖版) 皇冠出版社  區樂民   

353 9789888392407 書店結業了 突破出版社  周淑屏   

354 9789888445257 
人境穿越─心理免疫力─穿越人

生不同心境的力量 
明窗出版社  劉遠章 

 
 

355 9789888525621 生死教育講呢啲 明窗出版社 
 伍桂麟 鍾一

諾 梁梓敦 

 
 

356 9789888562107 
相愛不傷愛──感情與理智的拿

捏之道 
突破出版社  羅乃萱 

 
 

357 9789882370838 校長畢業了：亦師亦友心底話 
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 
 沈祖堯 

 
 

358 9789624575699 
好一個我：接納負傷安好的自

己，歲月教曉我的 20 堂課 
印象文字  羅乃萱 

 
 

359 9789881258151 愛生命活無限 快樂書房 
 脊髓肌肉萎

縮症慈善基金 

 
 

360 9789888525584 愛．生命；說．故事 明窗出版社 
 伊利沙伯醫

院 

 
 

361 9789888568376 
疤痕裡的光芒人生－灼傷後帶著

疤痕開創新生命 
青森文化 

 香港灼傷互

助會 

 
 

362 9789888392926 一米四八 (2 版) 突破出版社  胡燕青   

363 9789888501885 盲毛看世界 經濟日報出版社  心光學校   

364 9789888466283  古典音樂十五講 (修訂版) 香港中和出版  肖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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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項目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Book Title 

書目名稱 

Publisher 

出版社 

Author 

作者 

Discount 

折扣 

Price(HK$) 

折扣後實價 

由承辦商填寫 

365 9789887728566 
自由的國度(2)─STEM 教育與美

國 
信報  盧安迪 

 
 

366 9789888484355 宙 花千樹  余海#   

367 9789620757914 我們為何在此 商務印書館  霍金 等   

368 9789620442438 尋牠－香港野外動物手札 三聯書店  葉曉文 
 

 

369 9789888489008 
生活周遭的科學法則：選錯車廂, 

危險多出好幾倍！ 
非凡出版  小谷太郎 

 
 

370 9789621469908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數學：解決問

題的最佳工具 
萬里機構  杉原厚吉 

 
 

371 9789624591538 
海底 7000 米：深海「蛟龍號」的

故事 
開明書店  許晨 

 
 

372 9789620757761 數學家的眼光 商務印書館  張景中   

373 9789887815761 運動+營養‧學是又學非 一丁文化 
 林思為 雷雄

德 

 
 

374 9789887720065 請問雷博士！運動科學是與非 一丁文化  雷雄德   

375 9789620757747 一線串通的初等數學 商務印書館  張景中   

376 9789620757792 面積關係幫你解題 商務印書館  張景中   

377 9789620757754 漫話數學 商務印書館 
 任宏碩 張景

中 

 
 

378 9789620757785 幫你學數學 商務印書館  張景中   

379 9789888444724 科學小博士－生活篇 明窗出版社  劉子健   

380 9789621471741 
東大生的化學筆記：超好懂元素

圖鑑 
萬里機構 

 東京大學

Science 

Communication 

Circle 

 

 

381 9789888265893 天氣其實不難懂 花千樹  方志剛   

382 9789629965686 中國古代科學 
香港中文大學出

版社 
 李約瑟 

 
 

383 9789887904816 
STEM 少年偵探團 (1)──

STEM SIR 的挑戰書 

Plug Media 

Services Limited 

 多利 

NOVELLAND 

STEM Sir 

 

 

384 9789887904823 
STEM 少年偵探團 (2)──追捕

銀色獵戶座 

Plug Media 

Services Limited 

 多利 

NOVELLAND 

STEM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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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項目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Book Title 

書目名稱 

Publisher 

出版社 

Author 

作者 

Discount 

折扣 

Price(HK$) 

折扣後實價 

由承辦商填寫 

385 9789887904830 
STEM 少年偵探團(3)──海洋

的神秘祭典 

Plug Media 

Services Limited 

 多利 

NOVELLAND 

STEM Sir 

 

 

386 9789621470997 
比教科書有趣的 14 個科學實驗

Ⅱ：滿足好奇心！開拓新視界！ 
萬里機構  實驗開發班 

 
 

387 9789621470805 
比教科書有趣的 14 個科學實驗

Ｉ：滿足好奇心！開拓新視界！ 
萬里機構 

 早稻田大學

本庄高等學院 

實驗開發班 

 

 

388 9789621469069 
基本粒子物理超入門：一本讀懂

諾貝爾獎的世界級研究 
萬里機構  多田將 

 

 

389 9789629234508 
地球最後 1 秒鐘：認識科學能拯

救世界嗎？ 
山邊出版社  李逆熵 

 
 

390 9789888488865 天外來客：隕石的故事 中華教育 
 王玉清 朱文

暉 

 
 

391 9789888548217 南極企鵝北極熊 天地圖書  黃莉娜   

392 9789888547838 
萬物皆有理－你很熟悉 但未必

明白的那些事兒 
天地圖書  雲無心 

 
 

393 9789888481774 十萬個平時唔知點問的為甚麼？ 拾流  Dr Who   

394 9789888466115 香港方物志 (彩圖版) 香港中和  葉靈鳳   

395 9789887803980 論盡星航 格子盒  李逆熵   

396 9789620757709 天演論圖說 商務印書館  苗德歲   

397 9789620757693 物種起源簡史 商務印書館  苗德歲   

398 9789888501687 
人類的處境──價值和意義的追

求 
經濟日報  李逆熵 

 
 

399 9789621471895 
廿一世紀吃的真相：食物安全真

與假 
萬里機構  雲無心 

 
 

400 9789621468765 香港觀鳥小圖鑑：水邊鳥類篇 萬里機構  香港觀鳥會   

401 9789621468772 香港觀鳥小圖鑑：陸地鳥類篇 萬里機構  香港觀鳥會   

402 9789888573110 科學外史：古代科學篇 中華書局  江曉原   

403 9789888573127 科學外史：近代科學篇 中華書局  江曉原   

404 9789624591545 吉祥天路：青藏鐵路修築奇跡 開明書店  徐劍   

405 9789624591552 飛天紀：載人航天紀實 開明書店  蘭寧遠   

406 9789624591569 神機妙算：超級計算機發展歷程 開明書店  龔盛輝   

407 9789624591590 
追逐太陽：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傳

奇 
開明書店  陳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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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m 

項目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Book Title 

書目名稱 

Publisher 

出版社 

Author 

作者 

Discount 

折扣 

Price(HK$) 

折扣後實價 

由承辦商填寫 

408 9789624591583 
逐夢藍天：國產 C919 大型客機飛

翔記 
開明書店  劉斌 

 
 

409 9789624591576 速度與夢想：高鐵創新之路 開明書店  王雄   

410 9789887858607 智慧城市 3.0 智慧城市聯盟  鄧淑明博士   

411 9789882164604 
STEM WORLD 中國成語系列─

─成語中的人體醫學 
小皇冠童書館  小牛頓團隊 

 
 

412 9789882164598 
STEM WORLD 中國成語系列─

─成語中的地球奧秘 
小皇冠童書館  小牛頓團隊 

 
 

413 9789882164611 
STEM WORLD 中國成語系列─

─成語中的宇宙探險 
小皇冠童書館  小牛頓團隊 

 
 

414 9789882164642 
STEM WORLD 中國成語系列─

─成語中的物理化學 
小皇冠童書館  小牛頓團隊 

 
 

415 9789882164635 
STEM WORLD 中國成語系列─

─成語中的動物園 
小皇冠童書館  小牛頓團隊 

 

 

416 9789882164628 
STEM WORLD 中國成語系列─

─成語中的植物園 
小皇冠童書館  小牛頓團隊 

 
 

  

 注意事項﹕ 

1. 以上各項必須由承辦商提供送貨及問題貨品換貨服務。 

2.  請向本校提交商業登記證副本。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列服務，須負

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 

本公司 / 本人所呈交投標文件的所有內容均屬真確無誤，如被發現呈交

的投標文件有失實及錯誤，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隨即無

效，並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投標者: 

 

  

 
  

公司印鑑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  

先生/

女士 簽署﹕ 

 

日期: 

(請以正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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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謀投標確認書 

 

致：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敬啓者：   

 

承辦供應暑期閱讀計劃之圖書  

的不合謀投標確認書  

 

1.  我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者姓名／名稱），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者地址），現就是次招標有關合約及我們就是次招標所作的投標

作出以下陳述。   

 

不合謀   

2. 我們就是次招標作出如下陳述及保證：   

(a)  我們的標書乃真誠、獨立地撰寫，而提交標書的用意是於獲批合

約時履行有關合約；   

(b)  我們擬備標書，並無與任何人士（包括任何其他投標者或競爭對  

手）就下列事項作出協議、安排、溝通、諒解、許諾或承諾：   

i )   價格；  

i i )   計算價格所用的方法、因素或公式；   

i i i ) 入標或不入標的意向或決定；   

iv)  撤回投標的意向或決定；   

v)  提交不符合是次招標要求的標書；   

vi)  是次招標涉及的產品或服務的質素、數量、規格或交付詳  

情；及   

vi i)  標書的條款；   

而我們亦承諾，在有關合約批出之前，我們不會作出或從事上述任何

行為。   

 

3.   與下列各方的協議、安排、溝通、諒解、許諾或承諾，不受本確認書

2(b) 段所限：   

(a)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b)  聯營企業夥伴，而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亦獲通知有關聯營安排

的情況；   

(c)  顧問或分判商，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促成該特定顧  

問安排或分判合約所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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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專業顧問，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供該名顧問就是次  

招標提供其專業意見所需的資料；   

(e)  為獲得保險報價而聯絡的承保人或經紀，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  

密及只限於促成該特定保險安排所需的資料；及   

(f)   為就有關合約獲得融資而聯絡的銀行，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  

及只限於促成該次融資所需的資料。   

 

披露分判安排   

4.  我們明白，我們必須向（採購一方）披露是次招標準備作出的所有分

判  安排，包括在有關合約批出後才訂立的分判安排。我們保證，我們

一直  及將會繼續向（採購一方）妥善披露有關安排。   

 

違反或不遵守本確認書的後果   

5.  我們明白，如違反或不遵守本確認書内的任何保證或承諾，（採購一  

方）可運用其酌情權將我們的標書作廢、在其日後的招標中將我們剔

除  於招標名單以外、向我們追討損害賠償或其他形式的補救（包括但

不限  於因延誤、重新招標產生的成本及費用和所招致的其他成本的損

害賠  償），及／或終止有關合約（如我們獲批有關合約）。   

 

6.   根據《競爭條例》，圍標屬嚴重反競爭行為。我們明白（採購一方）可  

運用其酌情權，向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  舉報所有懷疑圍標的  

情況，並向競委會提供任何有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我們的標書資料

及  個人資料。   

 

代行和代表（投標者）簽署  

 

簽署：   

姓名：   

職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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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標書評分制度  及  強制規定  

本校使用本評分制度來評估標書。品質評估及價格評估會分別獲給予得分

比重 (40%及 60%)。評分制度包括以下四個階段：  

(1)  第一階段  -  強制規定評審階段  

在第一階段，學校將會評估標書是否符合「投標附表」的所有強制規定。

標書如未能符合強制規定／未有遞交所有文件正本一式兩份／在密封

信封上披露身分／標書內容使用塗改液或改錯帶／在必須修改的位置

未有負責人簽名及公司蓋章以核實修改之內容，將會被取消資格，不准

進入第二階段接受評估。  

(2)  第二階段  -  品質評審階段  

在第二階段，通過第一階段強制規定的標書會根據投標者在「投標附表」

內的服務內容及範圍、經驗等進行品質評估。最高的品質分數為﹕ 100

分，而標書必須取得整體及格分數﹕ 50 分，否則標書將不會繼續獲得

考慮。取得及格分數的標書，其品質得分會按下列公式計算：  

第二階段得分  = 40 X 
該份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所得的品質評分  

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最高的品質評分  

(3)  第三階段  -  價格評審階段  

在第三階段，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其標書銷售折扣會獲得評估。

銷售折扣最好的標書獲得 60 分的最高價格得分。如全書目銷售折扣不

一，將會只採用較貴的折扣計分，如銷售折扣由八折至九折不等，以九

折計算，每份標書的價格得分按下列公式計算：  

第三階段得分  = 60 X 
該份通過第三階段評估的標書銷售折扣評分 

通過第三階段評估的標書銷售折扣的最高評分 

(4)  第四階段  -  品質及價格合併分數階段  

在第四階段，按照第二及第三階段的品質及價格評估，標書的總得分計

算方法如下：  

總得分  = 第二階段得分  +  第三階段得分  

獲得第四階段最高總得分的標書一般會獲推薦採納。倘若第四階段有兩份

或以上的標書總得分相同，學校便會根據第三階段的得分再度評估這些標

書，而在第三階段獲得最高得分的標書一般會獲推薦採納。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