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中文 ) ＿＿＿＿＿＿＿＿＿＿＿＿＿＿＿＿ 電話：＿＿＿＿＿＿＿＿＿＿＿＿＿ 

送貨地址：( 中文 ) ＿＿＿＿＿＿＿＿＿＿＿＿＿＿＿＿＿＿＿＿＿＿＿＿＿＿＿＿＿＿＿

     ＿＿＿＿＿＿＿＿＿＿＿＿＿＿＿＿＿＿＿＿＿＿＿＿＿＿＿＿＿＿＿
訂購方法：填妥訂購表格後可電郵、傳真或郵寄至本公司。本公司收到訂單後將會聯絡閣下核實
有關訂購資料及金額。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 714 號捷景工業大廈四樓 3/F B6 室  
電郵：kmleo01@gmail.com  傳真：3709 8233
付款方法：
1) 郵寄劃線支票至本公司，支票抬頭：「童閱出版有限公司」 ( 請於支票背面寫上姓名及聯絡電話 ) 或
2) 存入南洋商業銀行戶口：04348610417357，請把入數紙電郵、傳真或郵寄至本公司，並註明訂購資料，
  以便跟進。

* 送貨區域不包括離島及禁區。  
** 如有任何爭議，童閱出版有限公司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叢書名 原價 優惠價 訂購數量 合計
大中華尋寶記系列
上海尋寶記    北京尋寶記    四川尋寶記
天津尋寶記    山東尋寶記    重慶尋寶記

$85 / 本 $200 /6 本 套 $

名著大家讀系列
安徒生童話 15 篇    伊索寓言 25 篇
格林童話 15 篇        世界經典童話 20 篇

$93 / 本 $295 /4 本 套 $

歡樂溫馨繪本系列    ( 限量訂購 20 套 )
貓頭鷹的新戲服     會飛的神壺     雪地裡的烏鴉

-- $50 /3 本 套 $

$100/6 本特價圖書 -- $100 /6 本 套 $

送貨費 $30 ( 折實金額滿 $500 免費送貨 ) $

總額 $

童閱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 714 號捷景工業大廈四樓 3/F B6 室   電話：3709 8232   傳真：3709 8233

訂購表格



$100 / 6 本特價圖書

童閱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太子道東 714 號捷景工業大廈四樓 3/F B6 室   電話：3709 8232   傳真：3709 8233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會友尊享

請於方格填上訂購數量
一至二年級圖書

書名 數量 書名 數量 書名 數量
3Q 幼幼認知貼紙書 -- 有趣的活動 IQ 學習貼紙書 -- 可愛動物 四季農莊溫馨繪本系列 -- 我會騎腳踏車

3Q 幼幼認知貼紙書 -- 歡樂節日 IQ 學習貼紙書 -- 日常生活 四季農莊溫馨繪本系列 -- 寶貝，釣魚去
3Q 幼幼認知貼紙書 -- 溫馨的家 IQ 學習貼紙書 -- 形狀顏色 四季農莊溫馨繪本系列 -- 秋天的朋友
3Q 幼幼認知貼紙書 -- 動物環境 IQ 學習貼紙書 --ABC 四季農莊溫馨繪本系列 -- 冬天的禮物

小老鼠之百分百女孩 球球看世界 -- 球球的午夜漫遊 嘰哩咕與金角牛
和安徒生做朋友 球球看世界 -- 球球尋寶記 嘰哩咕與長頸鹿

精靈好幫手 球球看世界 -- 球球玩捉迷藏 嘰哩咕與魔偶
變！變！變！小魚國 球球看世界 -- 下雪天的球球 嘰哩咕與黑鬣犬

三至四年級圖書
書名 數量 書名 數量 書名 數量

名人故事導讀精選 成功之路 ( 一 ) 我是小小童話藝術家系列 --
三隻小豬 趣味漢字 -- 人 , 身體 , 動作

名人故事導讀精選 成功之路 ( 二 ) 我是小小童話藝術家系列 --
小木偶皮諾丘 趣味漢字 -- 方向 , 數學 , 自然

一對活寶貝 我是小小童話藝術家系列 --
小紅帽 趣味漢字 -- 動物 , 生活 , 學習

雨後的陽光 我是小小童話藝術家系列 --
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 趣味漢字 -- 社會 , 感覺 , 狀態

漫遊新隱形國 我是小小童話藝術家系列 --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 Noddy 探訪動物館

零用錢的故事 少女長毛象 YUKA 的超時空旅行 Noddy 參觀蔬果館
明天會更好 奇妙的聖誕夜 Noddy 勘察地理館
大象顯本領 伴你成長 -- 媽媽的十三封信 Noddy 探訪鳥類館

五至六年級圖書
書名 數量 書名 數量 書名 數量

戰爭與和平 酷學堂系列 -- 牽著幸福回家 幻想文學屋系列 -- 襪子姐妹和鞋子夫妻
罪與罰 酷學堂系列 -- 魔鬼七點會來 幻想文學屋系列 -- 飛來的青蛙
三劍客 酷學堂系列 -- 別叫我娘娘腔 幻想文學屋系列 -- 蘋果王子

齊瓦哥醫師 酷學堂系列 -- 打不死的小強 幻想文學屋系列 -- 開滿鮮花的兔兒坡
雙城記 酷學堂系列 -- 烏龍藏寶圖 國寶的故事 (2)-- 漢 -- 南北朝

基督山恩仇記 酷學堂系列 -- 火星小子的任務 國寶的故事 (3)-- 隋 -- 宋
蜜蜜看世界 -- 中國情 酷學堂系列 -- 騙你 100 次 國寶的故事 (4)-- 元 -- 清
蜜蜜看世界 -- 歐洲行 酷學堂系列 -- 寶特瓶別吃我 和富大補 -- 足可圓夢

訂購金額：$             訂購數量：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