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價目表 Price List (2019-2020) 

有*者表示該書已被列入適用書目表。                            P. 1 

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Chiu Ming Publishing Co. Ltd. 

書名 / 出版年份  作者 價目(港幣) 

*初中基本商業 (單元課程) 第一冊                                     

(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05 
吳子嘉等 $185.00  

*初中基本商業 (單元課程) 第二冊                                      

(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05 
吳子嘉等 $185.00  

*初中基本商業 (單元課程) 第三冊                                     

(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05 
吳子嘉等 $185.00  

初中基本商業課業冊 (單元課程) 第一冊 / 2008 吳子嘉 $36.00  

初中基本商業課業冊 (單元課程) 第二冊 / 2008 吳子嘉 $36.00  

初中基本商業課業冊 (單元課程) 第三冊 /2008 吳子嘉 $36.00  

Fundamentals of Business Studies                                  

(School-based edition) / 2009 

Ng Tze Ka &        

Lam Mei Yee 
$120.00  

趣味語文升級練習 第一冊 程芷芳 $31.50  

趣味語文升級練習 第二冊 程芷芳 $31.50  

趣味語文升級練習 第三冊 程芷芳 $31.50  

趣味語文升級練習 第四冊 程芷芳 $31.50  

Priority: Foundation English Practice BK1 Ray J. Huang $30.00  

Priority: Foundation English Practice BK2 Ray J. Huang $30.00  

Priority: Foundation English Practice BK3 Ray J. Huang $30.00  

Priority: Foundation English Practice BK4 Ray J. Huang $30.00  

趣味數學升級練習 第一冊 編輯委員會 $33.00  

趣味數學升級練習 第二冊 編輯委員會 $33.00  

趣味數學升級練習 第三冊 編輯委員會 $33.00  

趣味數學升級練習 第四冊 編輯委員會 $33.00  

 

 

 

 

 

 

 

 



 

 

 

 

 

 

 

價目表 Price List (2019-2020) 

有*者表示該書已被列入適用書目表。                            P. 2 

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Chiu Ming Publishing Co. Ltd. 

書名 / 出版年份  作者 價目/冊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1 商業交易 (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46.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2 個人理財 (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48.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3 消費者的保障與商業道德責任 (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48.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4 香港的經濟結構與營商環境 (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36.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5 香港經濟與國際及中國內地的關係(套裝) (包括課業
冊) / 2016 

吳子嘉 $38.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6 企業組織與運作（一）(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38.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8 企業組織與運作（二）(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42.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9 市場營銷（一）(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48.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10 市場營銷（二）(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48.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11 會計與財務（一）(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7 
吳子嘉 $48.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12 會計與財務（二）(套裝) (包括課業冊) / 2017 
吳子嘉 $48.0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1 商業交易 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2 個人理財 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3 消費者的保障與商業道德責任 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4 香港的經濟結構與營商環境 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5 香港經濟與國際及中國內地的關係 課業冊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6 企業組織與運作（一）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8 企業組織與運作（二）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09 市場營銷（一）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10 市場營銷（二）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11 會計與財務（一）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基本商業(校本單元版) 

12 會計與財務（二）課業冊 / 2016 
吳子嘉 $1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