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英來學校 

家庭通訊 光字第 2020 - 4 號(圖書閱讀組 1 號 ) 

2020-2021 年度報紙及雜誌訂購事宜 

 

鑑於疫情持續，本年度訂購報章及雜誌改為自行郵寄方式訂閱，而報紙改以電子版取代實體

報。如欲訂購，敬請參閱各類電子單張，及下面訂閱安排： 

 

(一) 中文電子報：《星島電子報校園版》(適合 1-6 年級) 

有關詳情可以參閱附件一，掃描 QR code 於網上填寫表格及付款。 

 

(二) 英文電子報：《Goodies》(適合 3-6 年級)、 

《Junior Standard》(適合 5-6 年級) 

有關詳情可以參閱附件二，請先下載表格，然後按指示填寫，並透過郵寄、傳真及電 

郵訂購。 

 

 

(三) 雜誌(電子版)：《紅蘋果》：(適合 1-3 年級) / 《白羚羊》：(適合 4-6 年級)  

《Story Box》：(適合 1-2 年級) /《Adventure Box》：(適合 3-4 年級) 

《ChickaDee》：(適合 3-4 年級)《Discovery Box》：(適合 5-6 年級) 

有關詳情可以參閱附件三，填寫電子表格訂購。 

 

(四) 雜誌：《資優數學與科技》：(適合 1-6 年級){郵寄學生家} 

有關詳情可以參閱附件四，請先下載表格，然後按指示填寫，並透過郵寄或傳真訂購。 

 

(五) 雜誌：《兒童的科學》、《兒童的學習》、《大偵探福爾摩斯》(適合 3-6 年級) 

有關詳情可以參閱附件五，填寫電子表格訂購。 

 

(六) 雜誌：《智慧寶庫》：(適合 1-6 年級) 

有關詳情可以參閱附件六，請先下載表格，然後按指示填寫，並透過郵寄表格訂購。 

 

(七) 雜誌：《Micro:bit Magazine》(適合 5-6 年級) 

有關詳情可以參閱附件七，填寫電子表格訂購。 

 

備註： 

1.電子報不建議跨境學生訂閱 , 因有機會未能瀏覽。 

2.部分訂購的雜誌會透過學校派發，如停課持續，到校雜誌將待校方安排學生回校領

取物品時一併派發。 

3.本校純粹提供渠道，讓學生可以享有學校訂購優惠服務，訂購與否由家長自行決定。 

 

 

光明英來學校校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2020 年 9 月 1 日    

 

 

 
 



盡享電子報星級閱報優勢盡享電子報星級閱報優勢

$198/學年$198/學年 足本內容  學習教材齊備
隨時隨地  閱報學習無限制

優
惠

期
至

2020年10月31日

免費試閱

+
《S-file》電子揭頁版
《S-file》，星期一至五出版，
涵蓋通識、中文及文憑試
練習，實用、全面，備受
學界推崇。

《陽光校園》電子揭頁版
一周五天為小學生提供
益智有趣的多元知識，
兼具世界視野、生活教育
及語文學習。

小學訂閱

中學訂閱

足本呈獻《星島日報》零售版�內容1:�
港聞、財經、地產、教育、�
名人娛樂及副刊等
免費新聞搜尋，重溫過去兩年�新聞2，
方便作通識科研習之用

兩款閱讀模式：
��揭頁版　　文字版

附送優質刊物之揭頁版�
•周一至日《星島睇樓王》�
•周一《星島投資王》�
•周三《IT廣場》�
•周四《親子王》

即時新聞發放

1. 除附送刊物內的分類廣告未能瀏覽，其他廣告均可看到。 
2. 純文字版可瀏覽過去兩年新聞，揭頁版則可瀏覽過去一個月新聞。 
3. 9月1日至11日、暑期、公眾假期及學校假期休刊。

加送加送
《陽光校園》/《S-file》
電子揭頁版3

2020-21年度中小學
《星島電子報》+《校園報電子報》訂閱優惠

免費體驗*  電子報多元內容
即上bit.ly/BTSfree2020或掃瞄QR code試閱
*試閱期由2020年8月24日至9月30日



訂戶資料（＊必須填寫）
＊申請人姓名（必須與遞交之證明文件相乎）︰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就讀學校︰ 　＊申請人類別︰□小學生　□中學生　□小學教職員　□中學教職員 
你現時有沒有訂閱印刷版報紙的校園版？（可選多項） 
□《星島日報》  計畫　□《英文虎報》  計畫　□其他︰

付款方法 
□銀行過數＊（滙豐戶口：567-306-212-001  星島有限公司，請將銀行櫃位/櫃員機入賬收據之正本連同表格一併交回）

　＊不接受網上轉賬、銀行補發之入賬證明及其他入賬方式

□支票＃（抬頭：星島有限公司，背面寫上學校名稱、學生姓名及聯絡電話，請於遞交表格時一併交回。請勿郵寄現金。） 
　＃所有支票將於6個月內過帳，請確保支票戶口備有足夠金額 
□信用卡：□VISA　□MasterCard　發卡銀行：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信用卡有效日期至： （MM/YY） 簽署： 日期：

訂閱計畫︰2020-21年度中小學《星島電子報》+《校園報電子報》訂閱 — $198

請於2020年10月31日或之前，將填妥下列的訂閱表格及證明文件副本，連同銀行入賬收據之正本或支票郵寄至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
7號星島新聞集團大廈校園市場推廣部，信封面請註明「2020-21年度《星島電子報》 + 《校園報電子報》訂閱計畫」；如以信用卡付款，可將
表格及證明文件副本傳真至3181 3972，傳真後請致電查詢熱綫以確認收妥。

查詢熱綫：3181 3377 / 2798 2641　查詢電郵：school.sub@singtaonewscorp.com
溫馨提示：如已參加個人訂閱計畫，請勿重複申請學校集體訂閱計畫。

即日起至2020年10月31日，請瀏覽訂閱網站 bit.ly/schoolepaper2020 或掃描QR code於
網上填寫表格及付款。

溫馨提示：在網上填寫表格前，請先準備好有效證明文件（教職員證 / 教協證 / 教聯會證 / 學生證 / 
學生手冊）及有效信用卡或PayPal賬戶；如已參加個人訂閱計畫，請勿重複申請學校集體訂閱計畫。

申請方式1：網上填表及付款 

申請方式2：填寫下列表格及付款 （此表格可影印重複使用）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用作是次購報／訂閱／續訂／試閱之聯絡及市場調查與分析。「星島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 ）在取得 閣下的同意後，將使用 閣下的聯絡資料（包括姓名、電郵、日間聯絡電話、送報地址）及閱
讀星島日報習慣透過不同聯絡方式通知或發送本公司／商業夥伴（只限由本公司通知或發送）有關報章、雜誌、書刊類別的產品及服務的推廣資料予 閣下作直接促銷。
□ 如 閣下不同意接收本公司／商業夥伴（只限由本公司通知或發送）上述類別的產品及服務的推廣資料，請在空格內加上「」號。
閣下可自行決定是否提供非必須填寫的個人資料，但若 閣下未能提供必須填寫的個人資料，將會導致本公司無法處理 閣下的購報／訂閱／續訂／試閱申請。如欲查閱「私隱政策聲明」，請到網頁 std.stheadline.com。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於訂閱期滿後六個月內銷毀。
閣下有權要求查閱或修改已提供的個人資料。如需查閱或更改個人資料，請填妥查閱資料要求表格（表格 OPS003）（www.pcpd.org.hk/chinese/publications/files/Dformc.pdf），並郵寄至「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 7 號星
島新聞集團大廈 8 樓市場推廣部，封面請註明「2020-21 年度《星島電子報》 + 《校園報電子報》訂閱計畫」。
閣下有權要求更改同意／不同意接收上述推廣資料。如需更改，請郵寄至上址通知本公司。

備註：
1. 此訂閱優惠有效期至2020年10月31日。
2. 訂閱賬戶有效日期為2020年9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農曆初一、二除外）。
3. 每人只可參與此訂閱計畫一次。
4. 此訂閱計畫只適用於香港區註冊之網絡用戶兼學校教職員及學生，申請時須遞交有效教職員證/教協證/

教聯會證/學生證/學生手冊副本；如未能遞交所述之有效證明文件，本公司有權拒絕申請。
5. 登入賬戶及密碼將在款項過戶確認後約一星期以電郵方式發送至訂戶提供之電郵地址。
6. 有關《星島電子報》+《校園報電子報》（以下簡稱（星島電子報》校園版）：

A） 《星島電子報》校園版訂閱用戶可瀏覽之內容：每日之《星島日報》香港零售版內容，包括純文字版（HTML）
及揭頁版及部份廣告內容；另外附送《星島日報》香港零售版隨報附送刊物之揭頁版，包括周一《星島
投資王》、周一至日《星島睇樓王》、周三《IT 廣場》以及周四《親子王》，並加送學生報《陽光校園》/《S-file》
之揭頁版，學生報於 2020 年9月1日至11日、暑期、公眾假期及學校假期休刊。

B） 訂戶一經登記及確認後， 除可瀏覽《星島電子報》校園版即日內容，亦可重溫由登入日起計，兩年內
之純文字版（HTML）及一個月內之揭頁版昔日電子報；另加送昔日新聞搜尋服務，可免費搜尋於登入
日起計兩年內之新聞。

C） 訂閱計畫只限在香港註冊之網絡用戶，其IP Address 必須為透過香港網絡服務供應商（ISP）系統上網。
D） 請注意部分地區的網絡服務供應商可能長期或短期干擾或封鎖某些IP Address（可能包括《星島電子報》

或其部分內容）使其用戶不能登入（不論有否預先通知）。訂戶須自行承擔以上風險。
7. 訂戶於使用服務時必須自行向其網絡服務供應商查詢服務詳情及會否收取相關或額外數據使用費用。
8. 如有任何爭議，星島有限公司保留訂閱之最終決定權。

 換領卡使用條款：
‧ 憑卡買星島日報可作$2使用 
‧ 產品價格視乎個別零售商而定，只適用於參與
 零售商之個別店舖，零售商保留最終決定權

‧ 此卡可重覆使用但不可與其他
 優惠同時使用 
‧ 如有任何爭議，星島有限公司
 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效期：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換領地點：
全綫                     及

HK

每份節省

（此卡可重複使用）
 換領卡使用條款：
‧ 憑卡買星島日報可作$2使用 
‧ 產品價格視乎個別零售商而定，只適用於參與
 零售商之個別店舖，零售商保留最終決定權

‧ 此卡可重覆使用但不可與其他
 優惠同時使用 
‧ 如有任何爭議，星島有限公司
 保留最終決定權

有效期：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換領地點：
全綫                     及

HK

每份節省

（此卡可重複使用）

購報電子優惠券
可節省$2

零售版購報優惠卡 零售版購報優惠卡

網上申請及付款 
訂閱更方便

網上申請及付款 
訂閱更方便

2020-21年度中小學
《星島電子報》+《校園報電子報》訂閱申請



The Student Standard has all-round contents 
covering English learning, social issues and 
current affairs. News in LS, graphic news and hot-
topic features are the highlights.

Goodies introduces to children the amazing world 
of English via its colourful, easy-to-understand 
articles in Monday (Goodies Life) and Wednesday 
(Goodies World) newspapers.

Suitable for Primary 4 – Secondary 3

Suitable for Primary 1 – 6

Suitable for Secondary 1 – 6

Presented by

Tailor-made for students to boost their 
interest in English reading, writing and global 
views. It also supports teachers with its handy 
English learning and news resources both on 
the paper and online. 

Digital Online Student Newspaper 
1-Year Subscription Plan (2020 – 2021)

 $98*
HK

* Total 122 issues

 $24*
HK

* Total 30 issues

 $70*
HK

* Total 69 issues

frithuwedtueMon

frithuwedtueMon

frithuwedtueMon

new



 $98 $70
for Junior Standard

(for P4 - S3)
for Goodies
(for P1 - P6)

OnlyOnly

 $24
Only

for Student Standard
(for S1 - S6)

	 •	14	September	2020	to	31	August	2021	for	Goodies and Junior Standard;  
	 •	18	September	2020	to	31	August	2021	for	Student Standard
^69 issues for Goodies, 122 issues for Junior Standard an 30 issues for Student Standard

Meet Goodies,  Junior Standard and Student Standard in the 

digital world!

You can also mail this form to:  
The Standard Circulation Department (School Team) Sing Tao News Corporation Building, 7 Chun Cheong Street, 

 Tseung Kwan O Industrial Estate, Tseung Kwan O, New Territories

Enquiry:

Subscription:

2798-2641

3181-3972

9863-2809 

school.sub@singtaonewscorp.com

Tel.

Fax

WhatsApp

Email

Subscriber Information
Student's Name: Father or Mother's Full Name:

Contact No.: Email Address:

Payment Details
Please tick one: Cheque made payable to "Sing Tao Limited" *  Visa Mastercard

Cardholder's name:  Card Number:

Exp. / Card Security Code: (3-digit no.) Signature:

Billing Address: Daytime Tel. No.:

Email: This is a:        New Subscription            Renewal

Remarks: 1) The subscription accounts are effective from 14 September 2020 to 31 August 2021 for Goodies and Junior Standard and 18 September 2020 to 31 August 
2021 for Student Standard. 2) There are 69 issues of Goodies, 122 issues of Junior Standard and 30 issues of Student Standard during the above said period. 3) 
Login account and password will be sent to the email accounts written on the above form. 4) The digital subscription plan is limited to internet users registered 
in Hong Kong; the IP addresses must be registered through Hong Kong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ISP). Please note that ISP in some regions may have long-
term or short-term signal interference or blocking to some IP addresses (may include The Standard e-flipping paper or some of the content), which results in 
fail to login of subscribers (whether be noticed in advance). Subscribers must bear the above said risk. 

Order Form

* Please tick the publication(s) you would like to order.

For 1 Year^
For trial, please visit  

bit.ly/3iDyqGi
*Only supports PC

Mandatory; please ensure you have written a correct and valid email address, or it may 
affect the delivery of your login account.

* Transaction will be settled within 6 months, please ensure you have sufficient funds in your account within this period.

new

Individual Digital  
Subscription Plan 2020-21

Student Paper in Digital WorldNEW

Publication*       Goodies        Junior Standard       Student Standard Total Amount

Price
HK$70.00

(69 issues)

HK$98.00
(122 issues)

HK$24.00
(30 issues)

       HK$ 

Accounts 
effective from 



送

芥⼦園雜誌

學校訂閱優惠

滿$850 額外減$50
滿$1300 額外減$100

SAMSAM 蛇梯棋

按此訂閱
登⼊碼 :  SS2009F

低⾄         折

https://school.bayard.com.hk/?access_code=SS2009F&utm_source=digital%20brochure&utm_medium=digital%20brochure_PS&utm_campaign=SS2009F


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

兒童故事⽂學伴讀

K2 to P1 

附設

英⽂錄⾳選擇

M P� / C D

贈送

三語錄⾳  

1年10期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little-red-apple-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20brochure&utm_medium=digital%20brochure_PS&utm_campaign=SS2009F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storybox-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20brochure&utm_medium=digital%20brochure_PS&utm_campaign=SS2009F


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

⼩學⽣⾃主閱讀

P2 to P5 

附設

英⽂錄⾳選擇

M P� / C D

附設

粵、普錄⾳選擇

M P� / C D

1年10期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red-apple-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adventurebox-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 brochure&utm_medium=digital brochure_PS&utm_campaign=SS2009F


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

P5 to P6 

1年10期

⾼⼩英語進階閱讀

進深科硏閱讀

專題探究閱讀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adventurebox-max-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discoverybox-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white-antelope-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


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

按此試閱雜誌

其他雜誌

1年10期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little-red-panda-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chickadee-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
https://school.bayard.com.hk/online-samples/owl-sample-page/?utm_source=digital


按此訂閱

登⼊碼: SS����F

芥⼦園雜誌

學⽣網上訂閱

37538400 Bayard Presse Asia

滿$850 額外減$50
滿$1300 額外減$100

https://school.bayard.com.hk/?access_code=SS2009F&utm_source=digital%20brochure&utm_medium=digital%20brochure_PS&utm_campaign=SS2009F


2020-2
1

2020-2
1
訂訂閱表格閱表格

《資優數學與科技》

STEM 教材 — LEGO® Education SPIKETM Prime Set

印刷版及電子版印刷版及電子版

第1第144年年

出版!!!

出版!!!

《資優數學與科技》是非常適合孩子閱讀的《資優數學與科技》是非常適合孩子閱讀的優質 STEM 教育雜誌優質 STEM 教育雜誌（STEM 代表科（STEM 代表科

學、科技、工程、數學），內容益智又健康，加上輕鬆活潑的精美插圖、笑話、漫畫學、科技、工程、數學），內容益智又健康，加上輕鬆活潑的精美插圖、笑話、漫畫

和遊戲等，肯定能和遊戲等，肯定能提高孩子的STEM 知識和興趣提高孩子的STEM 知識和興趣。本雜誌獲多位教育界顧問和著名心。本雜誌獲多位教育界顧問和著名心

理學家理學家彭智華先生彭智華先生極力推薦極力推薦，是十分值得訂閱的益智期刊！，是十分值得訂閱的益智期刊！
數學超人數學超人

IQ 俠IQ 俠

數學數學

公主公主

••  SPIKE  SPIKETMTM Prime 是最新的 樂高  Prime 是最新的 樂高 ®  ®  教育 教育  編程機械人  編程機械人 

••    超過 超過 500 件500 件豐富多彩的樂高積木，包括一些全新設計的零件豐富多彩的樂高積木，包括一些全新設計的零件

••    現以 現以 優惠價 優惠價 代售，並附送本公司特別製作的代售，並附送本公司特別製作的《SPIKE《SPIKETMTM Prime入門指南》 Prime入門指南》

••    可編程的智能集線器（Hub）能控制多個摩打和感應器，又可以發聲和亮燈可編程的智能集線器（Hub）能控制多個摩打和感應器，又可以發聲和亮燈

••    建基於 Scratch 的編程器，只要拖放積木指令就可以編寫程式建基於 Scratch 的編程器，只要拖放積木指令就可以編寫程式（Coding）（Coding）

••    可參加國際機械人比賽，例如：FIRST LEGO可參加國際機械人比賽，例如：FIRST LEGO  ®®   League 和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League 和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    資深 STEM 老師 資深 STEM 老師 程志祥副校長程志祥副校長  極力推薦，並將編寫《STEM園地》介紹極力推薦，並將編寫《STEM園地》介紹（2020 年 9 月號開始）（2020 年 9 月號開始）

••    原裝行貨兩年保養原裝行貨兩年保養

程志祥副校長程志祥副校長

8月號（164 期）精彩內容

數學超人	 						數學超人	 						分數謎題分數謎題
奇妙的世界奇妙的世界	 							 						國際太空站	國際太空站	
STEM園地STEM園地	 							 						電動釣竿電動釣竿
STEM	DIYSTEM	DIY	 							 						機械人立體模型機械人立體模型
科技好介紹科技好介紹	 							 						大魚捉小魚(計分和計時)	大魚捉小魚(計分和計時)	
超級無敵	AI	狗超級無敵	AI	狗								自我增高的塔式起重機自我增高的塔式起重機
數學寶庫數學寶庫	 							 						循環賽的數學循環賽的數學
(內容豐富，未能盡錄)(內容豐富，未能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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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器感應器

HubHub
摩打摩打



訂訂閱表格閱表格《資優數學與科技》

男/女

備註：	 1.	本表格內的贈品圖片只供參考，與實物或有不同。	
	 2.	贈品數量有限，如所選禮物換罄，本公司將會用其他贈品替補。

如訂閱12期雜誌，可選擇一份「閱讀禮物」或一份「星級禮物」(即只選一份)。如訂閱12期雜誌，可選擇一份「閱讀禮物」或一份「星級禮物」(即只選一份)。

202
0-2

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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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表格有效至 2021年3月31日

LEGO	人仔LEGO	人仔
	1	包	1	包

訂閱禮物

星 禮物
級閱

禮物
讀

數學超人單行本數學超人單行本
第一輯第一輯

就讀學校 班別

姓名 年齡性別

聯絡電話 ○新訂戶   ○舊訂戶 

地址

收取雜誌方式：郵寄電郵：（訂閱電子版必須填寫）

請以選擇付款方法

○ 以劃線支票支付，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或 Chinese Technical Press Ltd）

○ 將款項存入本公司戶口： 永隆銀行：604-001-0910-0（Chinese Technical Press Ltd）；或

               　 恒生銀行：349-065466-001（Chinese Technical Press）
 然後把入數證明連同訂閱表格一併 WhatsApp （號碼：6330 9275）/ 傳真至本公司（傳真：2997 6686）；

         或 寄回本公司（地址：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9-51號 協力工業大廈11樓02室） 。

訂閱 選項 開始日期 期數 金額

《資優數學與科技》(電子版)
○ 續期 或 ○ 2020 年 9 月號

或 ○ _____ 年 ___月號 12 $200

《資優數學與科技》(印刷版)(不含禮物)
○ 續期 或 ○ 2020 年 9 月號

或 ○ _____ 年 ___月號 6 $200

《資優數學與科技》(印刷版)
○ 續期 或 ○ 2020 年 9 月號

或 ○ _____ 年 ___月號 12 $400

《資優數學與科技》(電子版 ＋ 印刷版)
○ 續期 或 ○ 2019 年 9 月號

或 ○ _____ 年 ___月號 12 $500

STEM 教材 ― 樂高樂高  ®®  教育 SPIKE™ Prim教育 SPIKE™ Primee Set Set 
(不含禮物)原裝行貨兩年保養  (數限有限，售完即止)

--- --- $4,000

星級禮物換領費 （如適用）   $

總金額 $

請以選擇以下各項。由於處理需時，收到訂購表格後，首本雜誌及訂閱禮物可能要在三個星期後才能送出，敬請見諒。

付款方法
請填妥本表格，連同支票或入數紙(正本)寄回或傳真至本公司，寄回支票或
入數紙的背面請寫訂戶姓名及電話。如有查詢，請致電 2997 6683。

數獨入門數獨入門

學校領取雜誌的訂戶：禮物將於學校派發。		郵寄雜誌的訂戶：有	* 的禮物須親臨指定換領中心（新界火炭／佐敦）領取或支付速遞費後送到府上。

訂閱編號 本公司填寫

資優數學與科技資優數學與科技
以往期數	兩本以往期數	兩本

隨機期數隨機期數 LEGO 80014 
     沙大力迅雷戰艇

 (西遊記, 孫悟空) 
（＋$400換購）*或或

魔力橋旅行裝
（＋ $120 換購）*

爆旋陀螺
隨機款式

（＋$55 換購）

迪士尼 TOMICA 
隨機款式

（＋$50換購）

爆丸
隨機款式

（＋$50換購）

LEGO 80015 
     悟空小俠雲霄跑車

 (西遊記, 孫悟空) 
（＋$470換購）*

男 / 女

LEGO 80012 
     齊天大聖黃金機甲

 (西遊記, 孫悟空) 
（＋$1000 換購）*

本公司

WhatsApp
二維碼

USER
刪劃線



每月 1 日出版
HK$110NT$700978-962-681-790-2

隨書附送

小學至初中學生必讀科普趣味叢書

www.children-science.com

求知識 重實踐 講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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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偵探福爾摩斯新連載開始！

誰改變了世界？力與光的巨人（下）牛頓         

訂閱教材版 1 年訂閱教材版 1 年
節省超過 $180節省超過 $180

重實踐

講創意

重點內容，期期精彩！

科學實踐專輯

科學實驗室

科學漫畫
科學Q&A

大偵探福爾摩斯科學鬥智短篇

曹博士信箱

科學名人傳記

誰改變了世界？

　圍繞科學的不
同範疇作講解，
配合科學教材，
讓讀者即時實踐，
融會貫通。

　鼓勵讀者親身參與及體
驗，以日常生活用品進行簡
單實驗，了解各種科學原理，
激發無窮的創造力。	

　每集探討不同主題，利用
大量卡通圖像，帶讀者進入
創意無限的科學幻想世界，
更易吸收科學知識。

　兒童推理故事《大偵探福爾
摩斯》，以懸疑情節，培養小
學生的聯想力和科學邏輯思維。

　曹博士親自為你解答
各種科學疑難，啟發讀
者對科學的興趣。

　每期介紹一
位著名科學家，
講述其生平及
偉大發明與發
現。

求知識

求知識．重實踐．講創意
引領孩子發現科學的樂趣！

訂閱
贈品

凡訂閱教材版 12 期，可獲以上贈品。

科學DIY
　製作別出心裁的
科學小勞作，如牛頓
擺、旋轉幾何幻變畫
等，詳細解釋其中科
學奧祕。

KC天文教室
　香港天文學會以生
動易明的方法講解天
文知識和每月星空。

查詢電話：28893981　　電郵：subscription@children-science.com

訂閱期由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月

訂閱選擇 原價 訂閱優惠價
	連科學實踐教材 12 期（OK便利店取書） HK$1080 HK$899
	連科學實踐教材 12 期（郵遞取書） HK$1380 HK$1123
	普通版（不包括教材）12期（郵遞取書） HK$420 HK$370

mailto:subscription%40children-science.com?subject=


科普叢書＋科學實踐 STEM 教材
知識與趣味並重的科普叢書，配合實踐教材全套發售，可為全方位學習打下良好基礎。

 「科學實踐STEM教材」好玩有趣！
輕鬆掌握科學原理！
即將隨書附送之教材：

《兒童的科學》facebook
專頁精彩內容每天更新，
快來登入我們的專頁讚好       
       ，成為我們的粉絲，
把科學融入生活！

facebook專頁
機械蜘蛛

滾珠黑洞機

解構機器行走原理、
節肢類動物的特性

探究黑洞原理

教材僅供參考，
實際體驗教材以日後公佈為準。

長毛象骸骨模型

探究古代哺乳類動物
與生態環境

九龍區 店鋪代號

新城 匯景廣場 401C	四樓（面對百佳） B002KL
偉華行 美孚四期 9號舖（𣾀豐側） B004KL

新界區 店鋪代號

永發 荔景村荔景樓街市 39號	 B008NT
訂戶換領店
選擇

書報店

香港區 店鋪
代號

西環德輔道西 333 及 335 號地下連閣樓 284
西環般咸道 13-15 號金寧大廈地下 A號舖 544
干諾道西 82-	87 號及修打蘭街 21-27 號海景大廈地下
D及 H號舖 413

西營盤德輔道西 232 號地下 433
上環德輔道中 323 號西港城地下 11,12 及 13 號舖 246
中環閣麟街 10 至 16 號致發大廈地下 1號舖及天井	 188
中環民光街 11 號 3號碼頭 A,B	&	C 舖 229
金鐘花園道 3號萬國寶通廣場地下 1號舖 234
灣仔軒尼詩道 38 號地下 001
灣仔軒尼詩道 145 號安康大廈 3號地下 056
灣仔灣仔道 89 號地下 357
灣仔駱克道 146 號地下 A號舖 388
銅鑼灣駱克道 414,	418-430 號
徫德大廈地下 2號舖 291

銅鑼灣堅拿道東 5號地下連閣樓 521
天后英皇道 14 號僑興大廈地下H號舖 410
天后地鐵站 TIH2 號鋪 319
炮台山英皇道 193-209 號英皇中心地下 25-27 號舖 289
北角七姊妹道 2,4,6,8 及 8A, 昌苑大廈地下 4號舖 196
北角電器道 233 號城市花園 1,	2 及 3 座
平台地下 5號舖 237

北角堡壘街 22 號地下 321
鰂魚涌海光街 13-15 號海光苑地下 16 號舖 348
太古康山花園第一座地下H1及 H2 039
西灣河筲箕灣道 388-414 號逢源大廈地下H1號鋪 376
筲箕灣愛東商場地下 14號舖 189
筲箕灣道 106-108 號地下 B舖 201
杏花邨地鐵站HFC	5	及 6 號舖 342
柴灣興華邨和興樓 209-210 號 032
柴灣地鐵站CHW12 號舖	(C 出口 ) 300
柴灣小西灣道 28 號藍灣半島地下 18 號舖 199
柴灣小西灣邨小西灣商場四樓 401 號舖 166
柴灣小西灣商場地下 6A號鋪 390
柴灣康翠臺商場 L5 樓 3A號鋪及部份 3B號鋪 304
香港仔中心第五期地下 7號舖 163
香港仔石排灣道 81 號兆輝大廈地下 3及 4號舖 336
香港華富商業中心 7號地下 013
跑馬地黃泥涌道 21-23 號浩利大廈地下 B號舖 349
鴨脷洲海怡路 18A 號海怡廣場 ( 東翼 ) 地下
G02 號舖 382

薄扶林置富南區廣場 5樓 503 號舖	"7-8 號檔 " 264

九龍區 店鋪
代號

九龍碧街 50及 52 號地下 381
大角咀港灣豪庭地下G10 號舖 247
深水埗桂林街 42-44 號地下 E舖 180

深水埗富昌商場地下 18號舖 228
長沙灣蘇屋邨蘇屋商場地下G04 號鋪 569
長沙灣道 800 號香港紗廠工業大廈一及二期地下 241
長沙灣道 868 號利豐中心地下 160
長沙灣長發街 13 及 13 號 A地下 314
荔枝角道 833 號昇悅商場一樓 126 號舖 411
荔枝角地鐵站 LCK12 號鋪 320
紅磡家維邨家義樓店號 3及 4號 079
紅磡機利士路 669 號昌盛金舖大廈地下 094
紅磡馬頭圍道 37-39 號紅磡商業廣場地下 43-44 號 124
紅磡鶴園街 2G號恆豐工業大廈第一期地下CD1號 261
紅磡愛景街 8號海濱南岸 1樓商場 3A號舖 435
馬頭圍道 450 號及天光道 50 號悅輝大廈地下 A及 B舖 290
馬頭圍村洋葵樓地下 111 號 365
馬頭圍新碼頭街 38 號翔龍灣廣場地下G06 舖 407
土瓜灣土瓜灣道 273 號地下 131
九龍城衙前圍道 47 號地下C單位 386
尖沙咀寶勒巷 1號玫瑰大廈地下 A及 B號舖 169
尖沙咀科學館道 14 號新文華中心地下 50-53&55 舖 209
尖沙咀尖東站 3號舖 269
佐敦佐敦道 34 號道興樓地下 451
佐敦地鐵站 JOR10 及 11 號舖 297
佐敦寶靈街 20 號寶靈大樓地下 A，B及 C鋪 303
佐敦佐敦道 9-11 號高基大廈地下 4號鋪 438
油麻地文明里 4-6 號地下 2號舖 316
油麻地上海街 433 號興華中心地下 6號舖 417
旺角水渠道 22,24,28 號安豪樓地下 A舖 177
旺角西海泓道富榮花園地下 32-33 號舖 182
旺角弼街 43 號地下及閣樓 	208
旺角亞皆老街 88 至 96 號利豐大樓地下C舖 245
旺角登打士街 43P-43S 號鴻輝大廈地下 8號舖 343
旺角洗衣街 92 號地下 419
旺角豉油街 15 號萬利商業大廈地下 1號舖 446
太子道西 96-100 號地下 C及 D舖 268
石硤尾南山邨南山商場大廈地下 098
樂富中心 LG6( 橫頭磡南路 ) 027
樂富港鐵站 LOF6 號舖 409
新蒲崗寧遠街 10-20 號渣打銀行大廈地下 E號 353
黃大仙盈福苑停車場大樓地下 1號舖 181
黃大仙竹園邨竹園商場 11號舖 081
黃大仙龍蟠苑龍蟠商場中心 101 號舖 100
黃大仙地鐵站WTS	12 號鋪 274
慈雲山慈正邨慈正商場 1平台 1號舖 140
慈雲山慈正邨慈正商場 2期地下 2號舖 183
鑽石山富山邨富信樓 3C	地下 012
彩虹地鐵站CHH18 及 19 號舖 259
彩虹村金碧樓地下 097
九龍灣德福商場 1期 P40 號舖 198
九龍灣宏開道 18 號德福大廈 1樓 3C舖 215
九龍灣常悅道 13 號瑞興中心地下 A 395
牛頭角淘大花園第一期商場 27-30 號 026
牛頭角彩德商場地下G04 號舖 428
牛頭角彩盈邨彩盈坊 3號鋪 366
觀塘翠屏商場地下 6號舖 078

觀塘秀茂坪十五期停車場大廈地下 1號舖 191
觀塘協和街 101 號地下H鋪 242
觀塘秀茂坪寶達邨寶達商場二樓 205 號舖 218
觀塘物華街 45 號華安大樓地下 2號舖 474
觀塘牛頭角道 305-325 及 325A 號觀塘立成大廈地下 K號 399
藍田茶果嶺道 93 號麗港城中城地下 25及 26B 號舖 338
藍田匯景道 8號匯景花園 2D舖 385
油塘高俊苑停車場大廈 1號舖 128
油塘邨鯉魚門廣場地下 1號舖 231
油塘油麗商場 7號舖 430

新界區 店鋪
代號

屯門友愛村H.A.N.D.S 商場地下 S114-S115 號 016
屯門置樂花園商場地下 129 號 114
屯門大興村商場 1樓 54 號 043
屯門山景邨商場 122 號地下 050
屯門美樂花園商場 81-82 號地下 051
屯門青翠徑南光樓高層地下D 069
屯門建生邨商場 102 號舖 083
屯門翠寧花園地下 12-13 號舖 104
屯門悅湖商場 53-57 及 81-85 號舖 109
屯門寶怡花園 23-23A 舖地下 111
屯門富泰商場地下 6號舖 187
屯門屯利街 1號華都花園第三層 2B-03 號舖 236
屯門海珠路 2號海典軒地下 16-17 號舖 279
屯門啟發徑 ,	德政圍 ,	柏苑地下 2號舖 292
屯門龍門路 45 號富健花園地下 87 號舖 299
屯門寶田商場地下 6號舖 324
屯門良景商場	114	號舖 329
屯門蝴蝶村熟食市場 13-16 號 033
屯門兆康苑商場中心店號 104 060
天水圍天恩商場 109 及 110 號舖 288
天水圍天瑞路	9	號天瑞商場地下	L026	號舖 437
天水圍 Town	Lot	28 號俊宏軒俊宏廣場地下 L30 號 337
元朗朗屏邨玉屏樓地下 1號 023
元朗朗屏邨鏡屏樓M009 號舖 330
元朗水邊圍邨康水樓地下 103-5 號 014
元朗谷亭街 1號傑文樓地舖 105
元朗大棠路 11 號光華廣場地下 4號舖 214
元朗青山道 218,	222	&	226-230 號富興大邨地下 A舖 285
元朗又新街 7-25 號元新大廈地下 4號及 11 號舖 325
元朗青山公路 49-63 號金豪大廈地下 E號舖及閣樓 414
元朗青山公路 99-109 號元朗貿易中心地下 7號舖 421
荃灣大窩口村商場C9-10 號 037
荃灣中心第一期高層平台C8,C10,C12 067
荃灣麗城花園第三期麗城商場地下 2號 089
荃灣海壩街 18 號	( 近福來村 ) 095
荃灣圓墩圍 59-61 號地下 A舖	 152
荃灣梨木樹村梨木樹商場 LG1號舖 265
荃灣梨木樹村梨木樹商場 1樓 102 號舖 266
荃灣德海街富利達中心地下E號舖 313
荃灣鹹田街 61 至 75 號石壁新村遊樂場C座地下C6號舖 356
荃灣青山道 185-187 號荃勝大廈地下 A2鋪 194
青衣港鐵站 TSY	306 號舖 402

青衣村一期停車場地下 6號舖 064
青衣青華苑停車場地下舖 294
葵涌安蔭商場 1號舖 107
葵涌石蔭東邨蔭興樓 1及 2號舖 143
葵涌邨第一期秋葵樓地下 6號舖 156
葵涌盛芳街 15 號運芳樓地下 2號舖 186
葵涌景荔徑 8號盈暉家居城地下G-04 號舖 219
葵涌貨櫃碼頭亞洲貨運大廈第三期A座 7樓 116
葵涌華星街 1至 7號美華工業大廈地下 403
上水彩園邨彩華樓 301-2 號 018
粉嶺名都商場 2樓 39A 號舖 275
粉嶺嘉福邨商場中心 6號舖 127
粉嶺欣盛苑停車場大廈地下 1號舖 278
粉嶺清河邨商場 46 號鋪 341
大埔富亨邨富亨商場中心 23-24 號舖 084
大埔運頭塘邨商場 1號店 086
大埔安邦路 9號大埔超級城 E區三樓 355A 號舖 255
大埔南運路 1-7 號富雅花園地下 4號舖 ,	10B-D 號舖 427
大埔墟大榮里 26 號地下 007
大圍火車站大堂 30 號舖 260
火炭禾寮坑路 2-16 號安盛工業大廈地下部份B地廠單位 276
沙田穗禾苑商場中心地下G6號 015
沙田乙明邨明耀樓地下 7-9 號 024
沙田新翠邨商場地下 6號 035
沙田田心街 10-18 號雲疊花園地下 10A-C,19A 119
沙田小瀝源安平街 2號利豐中心地下 211
沙田愉翠商場 1樓 108 舖 221
沙田美田商場地下 1號舖 310
沙田第一城中心G1號舖 233
馬鞍山耀安邨耀安商場店號 116 070
馬鞍山錦英苑商場中心低層地下 2號 087
馬鞍山富安花園商場中心 22號 048
馬鞍山頌安邨頌安商場 1號舖 147
馬鞍山錦泰苑錦泰商場地下 2號舖 179
馬鞍山烏溪沙火車站大堂 2號舖 271
西貢海傍廣場金寶大廈地下 12號舖 168
西貢西貢大廈地下 23 號舖 283
將軍澳翠琳購物中心店號 105 045
將軍澳欣明苑停車場大廈地下 1號 076
將軍澳寶琳邨寶勤樓 110-2 號 055
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三期都會豪庭商場 2樓 209 號舖 280
將軍澳景林邨商場中心 6號舖 502
將軍澳厚德邨商場 ( 西翼 ) 地下G11 及 G12 號舖 352
將軍澳寶寧路 25 號富寧花園
商場地下 10及 11A 號舖 418

將軍澳明德邨明德商場 19號舖 145
將軍澳尚德邨尚德商場地下 8號舖 159
將軍澳唐德街將軍澳中心地下B04 號舖 223
將軍澳彩明商場擴展部份二樓 244 號舖 251
將軍澳景嶺路 8號都會駅商場地下 16號舖 345
將軍澳景嶺路 8號都會駅商場 2樓 039 及 040 號舖 346
大嶼山東涌健東路 1號映灣園映灣坊地面 1號舖										 295
長洲新興街 107 號地下 326
長洲海傍街 34-5 號地下及閣樓 065

即按試閱下載

兒童的科學

https://rightman.net/zh_hk/site/download
https://www.facebook.com/children.science/about/


愛
閱
讀

年輕船長唐泰斯因冤罪而入獄，

在他了無平反希望，萬念俱灰之

際，竟遇上一名意圖逃獄的老

人。該名充滿智慧的老人更自稱

是「M」！到底此人跟 M 博士有

何關係？

每期均有

親 子 DIY

專欄。讀

者可親手製作小勞

作或料理，有助提
升集中力和手藝，

並從實踐中取得
學習樂趣。

每期專題深入淺出地

介紹人文、社會、文

化、歷史、地理或數

理等知識，培養讀者

觀察力和分析能力。

每期連載《 大偵探

福爾摩斯》英文版，

讓讀者通過輕鬆閱

讀來學習英文生字

及文法，提升英文
閱讀及寫作能力。

習
通
識

學
語
文

中英對照的《森巴 

FAMILY》透過生動

活潑的漫畫故事，

讓讀者掌握生活英
語的 竅 門 及 會 話

技巧。

* 本故事只屬短期連載，敬請留意。

訂閱 1 年，可獲訂閱 1 年，可獲
低於 85 折優惠低於 85 折優惠

每月15日

出版

增長語文知識，培養閱讀興趣！

定價HK$38

跨學科教育月刊跨學科教育月刊

官方網頁：www.children-learning.net　查詢電話：28893981
電郵：subscription@children-learning.net

訂閱選擇 原價 訂閱價

1年12期（2020年10月至2021年9月） HK$456 HK$380

鏡片上有特別塗層，
讓你可秘密地監視後方！

凡訂閱《兒童的學習》 
1 年，可獲贈《偵探
眼鏡》﹗兒童的學習

http://www.children-learning.net
mailto:subscription%40children-learning.net?subject=
https://www.facebook.com/clhk2016


日本大受歡迎的怪盜小說登陸香港！
足智多謀的怪盜 Joker，縱橫於世界
各地，以華麗技術將寶物手到拿來！

科普雜誌  誠意推薦《大偵探福爾摩斯》！
看兒童版經典偵探故事，增強語文能力，訓練科學邏輯思維！

福爾摩斯根據兇手留下的血字、煙灰和
鞋印等蛛絲馬跡，智破空屋命案！

1 追兇 20 年

英文版每頁底部均附有較深生字的中文
解釋，令讀者易於累積英文生字及輕鬆
學習英語文法，從而提升英文閱讀及寫
作能力！

收錄了香港四種交通工具：巴士、鐵
路、船及飛機，在大偵探福爾摩斯帶領
下，輕鬆地認識各種交通工具的發展與
轉變。此外，還收錄了多個與交通工具
相關的俚語及有趣的小知識，知識與趣
味並重。

「病毒」一直威脅我們的健康，但你對
病毒又有多少認識？福爾摩斯和華生為
你講解各種病毒、病菌的特徵，讓你學
習預防傳染病，戰勝疫症！

大偵探福爾摩斯
英文版 1 ～ 13

交通工具圖鑑

健康探秘

愛麗絲寄居在「企鵝偵探社」，偵
探 P.P.Junior 竟是一隻真正的企
鵝？偵探把魔法戒指交給愛麗絲，
令她能進入鏡子國，作為偵探助
手，解決各種稀奇古怪案件！

少女神探愛麗絲與企鵝
1 ～ 8

富豪兒子遭綁架，綁匪與警方對峙時被
殺，肉參下落不明。大偵探出手調查，
卻發現案中有案？

39 綁匪的靶標
小克所住小鎮有間曾發生婆媳兇殺案的
大屋，其附近傳出幽靈哭聲和發生兇
案，大偵探如何破解背後秘密？

38 幽靈的哭泣 II

氣象站職員跳崖自殺、老人被綁着燒
死，兩宗案件竟然都與暴風有關？

40 暴風謀殺案

倫敦下水道爆炸竟與瘟疫蔓延有關，福
爾摩斯和華生救人時發現當中隱藏着重
大的秘密！

46 幽靈的地圖

青年涉嫌弒父被捕，大偵探調查後認為
對方清白，此時嫌犯卻突然認罪，究竟
真相為何？

41 湖畔恩仇錄

古堡主人被殺，面容全毀，福爾摩斯懷
疑是M博士的殺手所為，卻發現令人
意外的真相？

47 古堡謀殺案

蜜蜂突然集體斃命，死因何在？空中懸
頭，是魔術還是不祥預兆？兩宗奇案挑
戰福爾摩斯推理極限！

21 蜜蜂謀殺案

老富豪被殺，地上留下血字「phantom	
cry」（幽靈哭泣），究竟有何所指？

23 幽靈的哭泣

詞典失竊，原是線索的指紋卻成為破案
的最大障礙！少年福爾摩斯更首度登
場！

25 指紋會說話

退役軍人和私家偵探連環失蹤，福爾摩
斯出手調查，揭開兩宗環環相扣的大失
蹤之謎！

22 連環失蹤大探案
英國著名女星連人帶車墮崖身亡，是交
通意外還是血腥謀殺？美麗的佈景背後
竟隱藏殺機！

24 女明星謀殺案

李大猩和小兔子被擄，福爾摩斯如何營
救？三個短篇各自各精彩！

12智救李大猩

縱火犯作惡、女巫妖言惑眾、愛麗絲妙
計慶生日，三個短篇大放異彩！

14縱火犯與女巫

富豪之妻被殺，家庭教師受嫌，大偵探
破解謎團，卻墮入兇手設下的陷阱？

11魂斷雷神橋

古墓發生離奇命案，女嬰頸上傷口引發
吸血殭屍復活恐慌，真相究竟是……？

13吸血鬼之謎
大好青年死於教授書房，一副金絲眼鏡
竟然暴露兇手神秘身份？

15近視眼殺人兇手

一個麵包、一堆數字、一杯咖啡，帶出
三個案情峰迴路轉的短篇故事！

16 奪命的結晶
騙子馬奇逃獄，福爾摩斯識破其巧妙的
越獄方法，並攀越雪山展開大追捕！

18 逃獄大追捕

黑幫橫行美國西部小鎮，七兄弟聯手對
抗卻誤墮敵人陷阱，神秘槍客出手相助
引發大決鬥！

20 西部大決鬥

為了一張相片，怪盜羅蘋、美艷歌手和
蒙面國王競相爭奪，箇中有何秘密？

17 史上最強的女敵手

黑死病肆虐倫敦，大偵探也不幸染病，
但病菌殺人的背後竟隱藏着可怕的內
情！

19 瀕死的大偵探

名駒失蹤，練馬師被殺，福爾摩斯找出
兇手卻不能拘捕，原因何在？

5 銀星神駒失蹤案

失竊藍寶石竟與一隻肥鵝有關？福爾摩
斯略施小計，讓盜寶賊無所遁形！

3 肥鵝與藍寶石
一張「四個簽名」的神秘字條，令福爾
摩斯和華生陷於最兇險的境地！

2 四個神秘的簽名

花斑帶和口哨聲竟然都隱藏殺機？福爾
摩斯深夜出動，力敵智能犯！

4 花斑帶奇案

狂徒破壞拿破崙塑像並引發命案，其目
的何在？福爾摩斯深入調查，發現當中
另有驚人秘密！

7 六個拿破崙
外國政要密函離奇失竊，神探捲入間
諜血案旋渦，發現幕後原來另有「黑
手」！

9 密函失竊案

紳士離奇失蹤，乞丐涉嫌殺人，身份懸
殊的兩人如何扯上關係？

6 乞丐與紳士

當鋪老闆誤墮神秘同盟會騙局，大偵探
明查暗訪破解案中案！

8 驚天大劫案

美女被自行車怪客跟蹤，後來更在荒僻
小徑上人間蒸發，福爾摩斯如何救人？

10自行車怪客

馬戲團接連發生飛人失手意外，三個疑
兇逐一登場認罪，大偵探如何判別誰是
兇手？

27 空中的悲劇
福爾摩斯被捲入M博士炸彈勒索案，
為嚴懲奸黨，更被逼使出借刀殺人之
計！

26 米字旗殺人事件

貓隻相繼發狂跳海自殺，竟與龐大的利
益集團有關？大偵探如何破解謎團！

29 美麗的兇器
狐格森涉嫌殺人被捕，為證好友清白，
大偵探親赴現場調查，察覺兇手的倒影
已近在眼前！

28 兇手的倒影
不肯說話的女孩目睹兇案經過，大偵探
從其日記查出真相，卻使真兇再動殺
機，令女孩身陷險境！

30 無聲的呼喚

單車手比賽時暴斃，獨居女子上吊身
亡，大偵探發現兩者關係殊深，究竟當
中有何內情？

35 速度的魔咒
倫敦爆發大頭嬰疾患風波，奶品廠經理
與化驗員相繼失蹤，兩者有何關連？大
偵探誓要查出真相！

34 美味的殺意

刀疤熊藉大爆炸趁機逃獄，更擄走騙子
馬奇的女兒，大偵探如何救出人質？

32 逃獄大追捕 II
福爾摩斯受託尋人，卻發現失蹤者與昔
日的兇殺懸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到底
真相是……？

31 沉默的母親
三個短篇，三個難題，且看福爾摩斯如
何憑一個圖表、一根蠟燭和一個植物標
本解決疑案！

33 野性的報復

天文學教授觀測日環食時身亡，大偵探
從中找出蛛絲馬跡，誓要抓到狡猾的兇
手！

37 太陽的證詞

德古拉家族墓地再現吸血鬼傳聞，福爾
摩斯等人為解疑團，重訪故地，究竟真
相為何？

36 吸血鬼之謎 II

六個黑幫分子先後被殺，華生恩師赤熊
也命喪街頭，同時一齣電影的拷貝盡數
被毀，究竟彼此有何關連？

42 連環殺人魔

涉嫌殺人而被追捕的青年律師向福爾摩
斯求助，大偵探明查暗訪，竟從一根骨
頭吐露的線索解開謎團！

48 骨頭會說話

華生與福爾摩斯到香港旅遊，得悉好友家
中出現神秘火柴人圖案，及後更發生槍擊
事件。究竟當中真相為何？

45 解碼緝兇

吝嗇老人斯克魯奇拒絕向福爾摩斯募
捐。聖誕節精靈竟現身為老人帶來一段
反省自身的旅程。

Side Story 聖誕奇譚
孤兒小兔子被兒童工場趕走，千辛萬苦來到倫敦卻誤入扒手集團，且受同伴連累。
幸得好心紳士相助脫困，卻被另一大惡人派人擄走，更惹上殺身之禍！（上集附送
電影拉頁海報，下集附送小兔子匙扣。）

特別版小兔子外傳 苦海孤雛

流浪漢屍體於殮房離奇消失，翌日地鐵
失物認領處職員被殺，兩者有何關連？
大偵探抽絲剝繭，查出驚人真相！

44 消失的屍體

富豪中毒身亡，大偵探調查下發現一切
源於一枚遠古金璽，究竟真兇是誰？

50 金璽的詛咒

丈夫涉嫌製造交通意外殺妻，但「時間」
證明他不在現場。大偵探如何揭穿箇中
破綻？而幕後黑手竟是M博士？

43 時間的犯罪

博物館象牙失竊、貴族千金受兇暴男子
所惑，大偵探調查下竟發現兩案環環相
扣，到底真相為何？

49 象牙與極樂鳥

收錄多個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有趣知識，天文、地理、生物、化學等不同
範疇都有涉及。此外，還活用圖象來解釋各種抽象難懂的知識和概念，
激發你的好奇心和求知慾。

常識大百科 1 ～ 2

當中收錄有關福爾摩斯各種資料，如他
身處的年代背景，另有厲河老師訪談、
精選十大兇犯等，令你更了解福爾摩斯！

大偵探福爾摩斯資料大全

以《大偵探福爾摩斯》為例，從敘事手
法、角色描寫、場景處理等各方面，教
你如何寫故事！

大偵探福爾摩斯寫作教室

通過成語小遊戲和豐富例句，可
學懂相關成語多達 428 個！隨
書附送精美人物貼紙一張。

大偵探福爾摩斯四字成語 101

本書收錄了 51 個有用知識及精選了 50 個《大偵探福爾摩斯》中出現過
的成語，將「常識大百科」與「四字成語」合二為一，既可增加科學知
識又可增強語文能力。

常識大百科 × 四字成語

4 個科學先驅的故事
輯錄《兒童的科學》「誰改變了
世界？」，講述各個科學家的生
平及偉大發明與發現！

小說名偵探柯南 CASE1~7

新

故

事

書

系

列

怪盜 Joker 小說
1 ～ 5

大受歡迎的漫畫《名偵探柯南》改編
成小說版！
高中生偵探工藤新一被神秘的「黑衣
人」灌下毒藥後，竟變成了小孩子！
他為免暴露身份，就自稱「江戶川柯
南」，寄住在青梅竹馬的毛利蘭及其
父毛利小五郎的家中，悄悄替同為偵
探的小五郎破解各種疑案！

誰改變了世界？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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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個別訂閱表格 表99

訂閱須知

•學生需要自行遞交訂閱表格及付款證明至出版社。

•請以中文或英文正楷填寫下列表格，	並按各付款指示完成交易。

•	請將支票或存款收據連同訂閱表格寄回本公司（「香港柴灣祥利街 9 號祥利工業大廈 2 樓 A 室」，
信封面註明《匯識教育有限公司》訂閱部收。），切勿郵寄現金。

•	PayMe、網上銀行或銀行櫃員機付款者，請將付款成功交易截圖連同訂閱表格一併	🅐寄回	或
🅑WhatsApp 至 63303652	或	🅒電郵至 subscription@children-science.com	。切勿使用多於一種方
式交回，以免重複。

•	《兒童的科學》教材版 之訂戶會在訂閱手續完成後兩星期內收到雜誌的換領券，憑券可
於每月出版後 14 日內，到選定的 或書報店換領雜誌。	訂戶選擇取書之 ，
將來有可能因結業而須轉往其他分店取書。訂戶不能因此要求取消訂閱及退款。訂閱贈品將安排另
行送到訂戶家中。

優惠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Ⅰ 訂購圖書：郵遞送書

優惠價 合計訂購本數 合共價錢

　$42× 本=$

　$55× 本=$

　$78× 本=$
合計
金額

 $

優惠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中文版每本優惠價  ＄42（原價 $60） 其他每本優惠價  ＄55 紀念版優惠價  ＄78

書名 訂購數量
（請填上本數）

大偵探福爾摩斯
①追兇 20年 本
②四個神秘的簽名 本
③肥鵝與藍寶石 本
④花斑帶奇案 本
⑤銀星神駒失蹤案 本
⑥乞丐與紳士 本
⑦六個拿破崙 本
⑧驚天大劫案 本
⑨密函失竊案 本
⑩自行車怪客 本
⑪魂斷雷神橋 本
⑫智救李大猩 本
⑬吸血鬼之謎 本
⑭縱火犯與女巫 本
⑮近視眼殺人兇手 本
⑯奪命的結晶 本
⑰史上最強的女敵手 本
⑱逃獄大追捕 本
⑲瀕死的大偵探 本
⑳西部大決鬥 本
㉑蜜蜂謀殺案 本
㉒連環失蹤大探案 本
㉓幽靈的哭泣 本
㉔女明星謀殺案 本
㉕指紋會說話 本
㉖米字旗殺人事件 本
㉗空中的悲劇 本
㉘兇手的倒影 本
㉙美麗的兇器 本
㉚無聲的呼喚 本
㉛沉默的母親 本
㉜逃獄大追捕Ⅱ 本
㉝野性的報復 本
㉞美味的殺意 本
㉟速度的魔咒 本
㊱吸血鬼之謎Ⅱ 本
㊲太陽的證詞 本

書名 訂購數量
（請填上本數）

大偵探福爾摩斯
㊳幽靈的哭泣 II 本
㊴綁匪的靶標 本
㊵暴風謀殺案 本
㊶湖畔恩仇錄 本
㊷連環殺人魔 本
㊸時間的犯罪 本
㊹消失的屍體 本
㊺解碼緝兇 本
㊻幽靈的地圖 本
㊼古堡謀殺案 本
㊽骨頭會說話 本
㊾象牙與極樂鳥 本
�芳香的殺意 本
小兔子外傳
苦海孤雛（上）（附海報） 本
Side	Story	聖誕奇譚 本
M	博士外傳① 本
M	博士外傳② 本
M	博士外傳③ 本
M	博士外傳④ 本
常識大百科① 本
常識大百科② 本
四字成語 101 ① 本
常識大百科×四字成語 本
福爾摩斯資料大全 本
交通工具圖鑑 本
健康探秘 本

蘇菲的奇幻之航
①桑樹之心 本
②錦繡山河 本
③女巫的花園 本
④獅鷲王之劍 本
⑤沙漠迷城 本
⑥石中火 本
⑦人魚之淚 本

書名 訂購數量
（請填上本數）

蘇菲的奇幻之航
⑧第四道考驗 本
⑨埋骨島 本

名偵探柯南小說
CASE	1 本
CASE	2 本
CASE	3 本
CASE	4 本
CASE	5 安室透精選
零之推理劇 本

少女神探愛麗絲與企鵝
第①集 本
第②集	神奇變身！ 本
第③集	鏡子迷宮 本
第④集	夏日寶藏 本
第⑤集	煩惱的萬聖節 本
第⑥集	企鵝恐慌！ 本
第⑦集	神秘之夜 本
第⑧集	愛麗絲	vs.	福爾摩斯 ! 本

怪盜 Joker 小說
①開幕！
怪盜飛鏢的挑戰！ 本
②	追憶的鑽石 本
③	暗夜對決！
JOKER	VS	影子 本
④	銀斗篷燃燒之夜 本
⑤	取回阿八的記憶！ 本

誰改變了世界
誰改變了世界？① 本
誰改變了世界？② 本

合計訂購本數 本

書名 訂購數量
（請填上本數）

大偵探福爾摩斯
大偵探福爾摩斯寫作教室 本
小兔子外傳
苦海孤雛（下）特別版（附匙扣） 本

名偵探柯南小說
CASE	6	怪盜基德精選
月下之預告狀 本
CASE	7	京極真精選
蹴擊事件錄 本

電影版①	天空的劫難船	 本
大偵探福爾摩斯（英文版）

①幽靈的哭泣 本
②逃獄大追捕 本
③逃獄大追捕 II 本
④吸血鬼之謎 本
⑤女明星謀殺案 本
⑥肥鵝與藍寶石 本
⑦智救李大猩 本
⑧美麗的兇器 本
⑨驚天大劫案 本
⑩無聲的呼喚 本
⑪奪命的結晶 本
⑫史上最強的女敵手 本
⑬沉默的母親 本

合計訂購本數 本

書名 訂購數量
（請填上本數）

大偵探福爾摩斯

㊿ 金璽的詛咒	紀念版
				（附送大偵探金屬印章匙扣） 本

合計訂購本數 本

訂閱選擇 原價 訂閱價 取書方法 數量

1 年 12 期 HK$456 HK$380 郵遞送書

訂閱選擇 原價 訂閱價 取書方法 數量

教材版（書 +教材 1年 12 期） HK$1080 HK$899 取書
請參閱左邊的選擇表，填上取書店舖代號→

教材版（書 +教材 1年 12 期） HK$1380 HK$1123 郵遞送書
普通版（不包括教材）12期 HK$420 HK$370 郵遞送書

mailto:subscription%40children-science.com?subject=


《大偵探福爾摩斯》 芳香的殺意 《大偵探福爾摩斯》M 博士外傳 ❹

《大偵探福爾摩斯》 芳香的殺意、《大偵探福爾摩斯》M 博士外傳 ❹   2020 年 10 月中旬出版

退休紳士彭伯雷與 8 歲的兒子小吉乘火車

時，遇到前獄警普拉特出言勒索。原來，彭伯雷

是十多年前的越獄犯，曾遠走美國逃難，最近才

化名回國，與小兒子隱居於倫敦附近的小鎮。

普拉特勒索掩口費每年 200 鎊，並約好於一

條偏僻的林蔭道交收款項。彭伯雷假意應允，因

為他得悉普拉特曾與另一前獄警、在小鎮警察局

任職的艾利斯有私怨，又知道普拉特的僱主養了

幾頭警犬，於是就決心設局殺人滅口。

可是，他沒想到中途竟橫生枝節，更引來福

爾摩斯步步進逼，令精妙的殺人計劃背後的悲慘

一幕遽然曝光！

年輕船長唐泰斯被同僚唐格拉爾和妻子的

表哥費爾南誣告入獄，經歷千辛萬苦後才成功

逃離黑牢。

為了報仇，他化身成神甫和蘇格蘭場法醫

桑代克，利用醉酒鬼鄰居裁縫鼠的貪婪和奸詐，

成功令見死不救的裁縫鼠被警方拘捕。其後，

他再接再厲，巧妙地安排兩個因財反目的仇人

──唐格拉爾和費爾南──在黑霧籠罩的燈塔

內困獸鬥！

最後，他更伺機出擊，親身揭破費爾南的

罪行，進行大報復！

大偵探福爾摩斯

小學生的益智課外讀物！

* 如書單內有訂購 10 月中旬出版的書籍，將會待出版後連同其他書籍一次過寄出。　　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柴灣祥利街 9 號祥利工業大廈 2 樓 A 室    查詢電話：2515 8722

製作中

訂戶資料（學校個別訂閱）

學生姓名：＿＿＿＿＿＿＿＿＿＿＿＿＿＿＿＿＿＿就讀學校：＿＿＿＿＿＿＿＿＿＿＿＿＿＿＿＿＿＿　

性別：＿＿＿＿＿班別：＿＿＿＿＿＿＿學號：＿＿＿＿＿＿＿＿出生年份：＿＿＿＿＿＿＿＿＿＿＿年

手提電話：＿＿＿＿＿＿＿＿＿＿＿電郵：＿＿＿＿＿＿＿＿＿＿＿＿＿＿＿＿＿＿＿＿＿＿＿＿＿＿＿

住宅地址：（必須填寫）＿＿＿＿＿＿＿＿＿＿＿＿＿＿＿＿＿＿＿＿＿＿＿＿＿＿＿＿＿＿＿＿＿＿＿

您是否同意本公司使用您上述的個人資料，只限用作傳送本公司的書刊資料給您 ?

請在選項上打「✓」。 □ 同意 /□不同意 簽署：＿＿＿＿＿＿＿＿＿＿ 日期：＿＿＿＿ 年＿＿月＿＿日

付款人姓名：＿＿＿＿＿＿＿＿＿＿＿＿＿＿＿＿＿＿＿＿＿＿＿＿＿＿＿＿＿＿＿＿＿＿＿＿＿＿＿＿＿

□①	附上劃線支票HK$ ＿＿＿＿＿＿＿＿＿＿＿＿＿＿＿＿＿＿＿＿＿＿＿＿＿＿＿＿＿＿＿＿＿＿＿
　　（支票抬頭請寫：「Rightman	Publishing	Limited」或「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銀行名稱：＿＿＿＿＿＿＿＿＿＿＿＿＿＿＿＿＿ 支票號碼：＿＿＿＿＿＿＿＿＿＿＿＿＿＿＿＿

□②	本人已將現金HK$ ＿＿＿＿＿＿存入Rightman	Publishing	Limited 之匯豐銀行戶口
（戶口號碼：168-114031-001）。
現把銀行存款收據連同訂閱表格一併寄回或電郵至 subscription@children-science.com。

□③	 	用香港匯豐銀行「PayMe」手機電子支付系統選擇付款後，掃瞄右面的 Paycode，
輸入所需金額，並於訊息欄上填寫（一）訂戶姓名、（二）學校名稱、（三）班別、（四）
付款人電話，按「付款」便可完成。付款成功後將交易資料的截圖連同訂閱表格一併
寄回；或WhatsApp 至 6376	4643；或電郵至 subscription@children-science.com。

付款方法　請以 ✓選擇方法①、②或③（款項一經處理，訂戶不能取消或退款。期票恕不接受。）

https://www.facebook.com/great.holmes
mailto:subscription%40children-science.com?subject=
mailto:subscription%40children-science.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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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CLASSROOM micro:bit Magazine 為季刊，每逢 9 月、12 月、翌年 3 月和 6 月出版，並會於當月15日前寄出。
Remarks: CLASSROOM micro:bit Magazine is a quarterly publication. New issues will be published in September, December, March and June, and posted to subscribers on or before 15th.

備       註：
Remarks

1. 若在期滿前停止訂閱，恕不退款。
 Refund requests will NOT be accepted if the subscription is cancelled.

2. 本公司保留 CLASSROOM micro:bit Magazine 之訂購安排的最終決定權。
 CLASSROOM Publications Limited reserves the right of subscription arrangements for CLASSROOM micro:bit Magazine.

3. 本公司處理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時，會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Personal data will be handled in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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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1
Option 1

‧ CLASSROOM micro:bit Magazine（4 期 issues ） 
合計

HK$90
選擇 3

Option 3

‧ 免費 FREE  BBC micro:bit 一塊
‧ CLASSROOM micro: bit Classroom Sensor Pack 
‧ CLASSROOM micro:bit Magazine（4 期 issues ）

:

:

:

:

:
（區域及地區 Region and District）

:

:

（街道或屋苑名稱 Street / Estate）

（大廈名稱 Building） （室號 / 樓層 / 座數 Room / Floor / Block）

中文姓名
Chinese Name

英文姓名
English Name

年級
Grade

就讀學校
School Name

住宅電話
Home Telephone Number :

手提電話
Mobile Number

電郵地址
E-mail Address

訂戶地址
Mailing Address

Subscription Form
訂閱表格

選擇 2
Option 2

合計

HK$318

郵寄Sensor Pack

HK$278 / 4 issues + 
HK$40 郵費 postage fee

付款方式 Payment Details

支票付款
Crossed Cheque

銀行入賬
Bank Deposit

支票抬頭    ：
A crossed cheque should be made payable to “City Cultural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

支票編號    ：
Cheque Number

城市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銀行名稱    ：
Bank Name

Remarks:  Please provide the subscriber’s name, contact number, school name and class on the back of the cheque. You may send the cheque with this form to our company by post.
備註：請於支票背面寫上訂戶姓名、聯絡電話、學校名稱及班別，連同此表格寄至本公司。

銀行名稱    ：
Bank Name

賬戶號碼    ：
Account Number

賬戶名稱    ：
Account Name

創興銀行
Chong Hing Bank

269-10-046001-9

城市文教事業有限公司
City Cultural Enterprise Company Limited

Remarks:  Please fax or e-mail the bank deposit slip for the records of our company. You may also send the copy of the bank deposit slip with this form to our company by post.
備註：請將銀行存根於過賬後傳真、電郵或將副本隨此訂購表格寄至本公司，以作查核及記錄之用。

現金支付
Cash

只適用於親身到本公司付款
Only applicable to customers who pay in person

多謝  閣下訂閱「CLASSROOM micro:bit Magazine」，請填妥以下訂閱表格，並細閱下列付款方式和付款備註事項後，連同訂閱表

格  電郵：information@classroom.com.hk  或  郵寄/親臨：觀塘成業街27號日昇中心401室  遞交。閣下的訂閱資料處理完成後，本公

司每季定期會將雜誌送到貴子弟就讀的學校。多謝支持！

* 如學校有意為全班訂閱（25位或以上），歡迎致電 3187 4878 查詢優惠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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