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平中学 2017 年度初一课本价格表 
 

序 书名 出版社 册次 价格(RM) 

1 

华文:(a)初中华文 董总 
一上 16.00 

一下 16.00 

     (b)独中华文练习 艺青 初一   

     (c)中学实用熟语（初一至初三通用）       

     (d)中学应用文 (初一至高三通用) 董总 全 1册 10.00 

     (e)基本笔画（自编） 自编 全 1册   

     (f)弟子规书法正帖(一)（中楷） 自编 全 1册   

           (g)硬笔字书法练习 H1708 阳光小品  艺青   6.00 

2 
英文:  (a)  Junior English Workbook 1 董总 一 7.00 

             (b) Essential English Usage & Grammar (Bk1) （印）     

3 
国文: (a)初中马来西亚文 董总 

一上 16.00 

一下 16.00 

      (b)初中马来西亚文作业簿（一） 董总 全 1册 7.00 

4 初中电脑资讯与工艺（2016 新编） 董总 上 18.00 

5 
初中地理:  (a)课本 董总 一 16.00 

           (b)作业簿 董总 一 7.00 

6 初中数学（2016 新编） 董总 
一上 18.00 

一下 18.00 

7 初中历史（2013 修订本） 董总 一 18.00 

8 

初中科学（一上） 
董总 

上 18.00 

        （一下） 下 18.00 

初中科学作业簿（一）2015 新编 董总 一 7.00 

9 初中美术 董总 一 14.00 

10 音乐启蒙参考书附光碟 董总 全 1册 18.00 

11 永中簿子（RM1.20）   20本 24.00 

12 运动衣     12.00 

13 运动裤     10.00 

  * 注：灰格内为新书   总计 

 
 
 
 
 
  

        

初中一年级售书日期时间： 

2016 年 12 月 13 日 （二）至 16日 （五）9:00am～12:3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永平中学 2017 年度初二课本价格表 
 

序 书名 出版社 册次 价格(RM) 

1 

华文: (a)初中华文 董总 
二上 16.00 

二下 16.00 

      (b)独中华文练习 艺青 初二 

       (c)中学实用熟语 (初一至初三通用)     

       (d)中学应用文 (初一至高三通用) 董总 全 1册 10.00 

      (e)基本笔画（自编） 自编 全 1册 

       (f)弟子规书法正帖(二)（中楷） 自编 全 1册 

               (g)硬笔字书法练习 H1708 阳光小品  艺青   6.00 

2 
英文:    (a) Junior English Workbook 2 董总 二 7.00 

              (b) Essential English Usage & Grammar (Bk2) （印）   

 

3 
国文:(a)初中马来西亚文 董总 

二上 16.00 

二下 16.00 

     (b)初中马来西亚文作业簿（二） 董总 全 1册 7.00 

4 初中电脑资讯与工艺（2016 新编） 董总 下 18.00 

5 
初中地理: (a)课本 董总 二 16.00 

          (b)作业 董总 二 7.00 

6 初中数学 董总 
二上 14.00 

二下 14.00 

7 初中历史 董总 二 18.00 

8 

初中科学（二上） 
董总 

上 18.00 

        （二下） 下 18.00 

初中科学作业簿（二）（2016 新编） 董总 一 7.00 

9 初中美术 董总 二 14.00 

10 初中音乐 （2015 新版本） 董总 第一册 16.00 

11 元素周期表 董总   2.00 

12 永中簿子（RM1.20）   20本 24.00 

13 运动衣     12.00 

14 运动裤     10.00 

  * 注：灰格内为新书 总计 

 

  

   
    

初中二 / 三年级售书日期时间： 

2016 年 12 月 14 日(三)至 16日(五) 9:00am～12:3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永平中学 2017 年度初三课本价格表 
 

序 书名 出版社 册次 价格(RM) 

1 

华文: (a)初中华文 董总 
三上 16.00 

三下 16.00 

      (b)独中初中华文作业簿（第一、二班） 董总 第三册 7.00 

      (c)初中独中华文练习 (全级适用) 艺青 全 1册   

      (d)中学实用熟语 (初一至初三通用)       

      (e)中学应用文 (初一至高三通用) 董总 全 1册 10.00 

      (f)弟子规书法正帖 (三) (中楷) 自编 全 1册   

              (g)硬笔字书法练习 H1709 清新小品  艺青   6.00 

2 
英文:   (a)  Essential English Usage & Grammar(BK3) （印）     

                  

3 
国文: (a)初中马来西亚文 董总 

三上 16.00 

三下 16.00 

      (b)初中马来西亚文作业簿（三） 董总 全 1册 7.00 

4 初中电脑资讯与工艺（2016 新编） 董总 下 18.00 

5 
初中地理:(a)课本 董总 三 16.00 

         (b)作业 董总 三 7.00 

6 初中数学 董总 
三上 14.00 

三下 14.00 

7 初中历史 董总 三 18.00 

8 
初中科学（三上）2015 新编 

董总 
三上 18.00 

        （三下）2016 新编 三下 18.00 

9 初中美术 董总 三 14.00 

10 永中簿子（RM1.20）   20 本 24.00 

11 运动衣     12.00 

12 运动裤     10.00 

  * 注：灰格内为新书 总计 

  

  
 
 
 
       

初中二 / 三年级售书日期时间： 

2016 年 12 月 14 日（三）至 16 日（五）9:00am～12:3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永平中学 2017 年度高一文商课本价格表 
 

序 书名 出版社 册次 价格(RM) 

1 

华文: (a)高中华文 董总 
高一上 16.00 

高一下 16.00 

      (b)高一华文作业簿 (全级适用) 董总 一 7.00 

      (c)中学应用文 (初一至高三通用) 董总 全 1册 10.00 

      (d)学生书法正帖（三）（大楷） 自编 全 1册 6.80 

      (e)钢笔字帖 （高中一其中一班） 自编 全 1册   

             (f)硬笔字书法练习 H1709 清新小品  艺青   6.00 

2 

英文:   (a) Senior English Workbook 1（2015 修订） 董总 一 8.00 

             (b) SPM-format Workbook        

             (c) Error Identification & Word Form (SM1) （印）     

3 
国文:   (a) 高中马来西亚文（一） 董总 一 20.00 

             (b) Bahasa Malaysia Tg 4 （SPM ）       

4 高中电脑资讯与工艺 董总 上 18.00 

5 自然地理 董总 全 1册 17.00 

6 读图解图 董总 全 1册 16.00 

7 世界历史 董总 全 1册 20.00 

8 高中数学 董总 
一上 16.00 

一下 16.00 

9 簿记与会记参考书①（英文版）2014 修订版 董总 ① 18.00 

10 商业学（一） 董总 一 18.00 

11 经济学（2014 新编） 董总 上 22.00 

12 高中美术 董总 全一册 24.00 

13 永中簿子（RM1.20）   20本 24.00 

14 运动衣     12.00 

15 运动裤     10.00 

 
* 注：灰格内为新书 总计 

  
  
 
 
 

 

 

 

高中一年级售书日期时间：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一)至 20日(二) 9:00am～12:3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永平中学 2017 年度高一文理课本价格表 
 

序 书名 出版社 册次 价格(RM) 

1 

华文:   (a)高中华文 董总 
一上 16.00 

一下 16.00 

      (b)高一华文作业簿 (全级适用) 董总 一 7.00 

      (c)中学应用文 (初一至高三通用) 董总 全 1册 10.00 

      (d)学生书法正帖（三）（大楷） 自编 全 1册 6.80 

      (e) 钢笔字帖（高中一其中一班） 自编 全 1册   

              (f)硬笔字书法练习 H1709 清新小品  艺青   6.00 

2 

英文:    (a) Senior English Workbook 1（2015 修订） 董总 一 8.00 

               (b) SPM-format Workbook        

               (c)  Error Identification & Word Form (SM1) （印）     

3 
国文:  (a) 高中马来西亚文（一） 董总 一 20.00 

       (b) Bahasa Malaysia Tg 4 （SPM ）       

4 高中电脑资讯与工艺 董总 上 18.00 

5 自然地理 董总 全 1册 17.00 

6 读图解图 董总 全 1册 16.00 

7 世界历史 董总 全 1册 20.00 

8 高级数学 董总 
一上 18.00 

一下 15.00 

9 高中生物 董总 上 20.00 

10 高中化学 董总 上 19.00 

11 高中物理 董总 上 22.00 

12 高中美术 董总 全一册 24.00 

13 永中簿子（RM1.20）   20本 24.00 

14 运动衣     12.00 

15 运动裤     10.00 

  * 注：灰格内为新书 总计 

 

 

 

 

 

高中一年级售书日期时间：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一)至 20日(二) 9:00am～12:3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永平中学 2017 年度高二文商课本价格表 
 

序 书名 出版社 册次 价格(RM) 

1 

华文: (a)高中华文 董总 
二上 16.00 

二下 16.00 

      (b)高二华文作业簿 (全级适用) 董总 二 7.00 

      (c)中学应用文 (初一至高三通用) 董总 全 1册 10.00 

      (d)王羲之字帖（小楷） 自编 全 1册 3.00 

      (e)华文书法米字格练习簿 董总 全 1册 6.00 

2 

英文:    (a) Senior English Workbook 2（2015 修订） 董总 二 8.00 

              (b) SPM-format Workbook        

              (c)  Error Identification & Word Form (SM2) （印）     

3 
国文:   (a) Bahasa Malaysia （SPM 5 课本）       

              (b)作业（自编）SPM 自编 印   

4 高中电脑资讯与工艺 董总 下 20.00 

5 人文地理 董总 全 1册 18.00 

6 中国历史 董总 全 1册 18.00 

7 高中数学 （2014 年新编） 董总 
二上 16.00 

二下 16.00 

8 经济学（2015 新版本） 董总 下 22.00 

9 
簿记与会记参考书②（英文版）2015 修订本 董总 ② 18.00 

簿记与会记参考书③（英文版）2015 修订本 董总 ③ 18.00 

10 商业学（二）（2014 新版本） 董总 二 18.00 

11 高中美术 董总 全一册 24.00 

12 永中簿子（RM1.20）   20本 24.00 

13 运动衣     12.00 

14 运动裤     10.00 

  * 注：灰格内为新书 总计 

 

 

 

高中二 / 三年级售书日期时间：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三)至 23日(五) 9:00am～12:3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永平中学 2017 年度高二文理课本价格表 
 

序 书名 出版社 册次 价格(RM) 

1 

华文: (a)高中华文 董总 
二上 16.00 

二下 16.00 

      (b)高二华文作业簿 (全级适用) 董总 二 7.00 

      (c)中学应用文 (初一至高三通用) 董总 全 1册 10.00 

      (d)王羲之字帖（小楷） 自编 全 1册 3.00 

      (e)华文书法米字格练习簿 董总 全 1册 6.00 

2 

英文:   (a) Senior English Workbook 2（2015 修订） 董总 二 8.00 

             (b) SPM-format Workbook        

             (c)  Error Identification & Word Form (SM2) （印）     

3 
国文:  (a) Bahasa Malaysia （SPM 5 课本）       

             (b)作业（自编）SPM 自编 印   

4 高中电脑资讯与工艺 董总 下 20.00 

5 人文地理 董总 全 1册 18.00 

6 中国历史 董总 全 1册 18.00 

7 高级数学 董总 
二上 18.00 

二下 16.00 

8 高中生物 董总 中 20.00 

9 高中化学 董总 中 18.00 

10 高中物理 董总 中 16.00 

11 高中美术 董总 全一册 24.00 

12 永中簿子（RM1.20）   20 本 24.00 

13 运动衣     12.00 

14 运动裤     10.00 

  * 注：灰格内为新书 总计  

 

  
 

 

 

高中二 / 三年级售书日期时间：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三)至 23日(五) 9:00am～12:3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永平中学 2017 年度高三文商课本价格表 
 

序 书名 出版社 册次 价格(RM) 

1 

华文: (a)高中华文 董总 
三上 16.00 

三下 16.00 

      (b)高三华文作业簿 (全级适用) 董总 全 1册 7.00 

      (c)高中统考华文综合练习 董总 全 1册 10.00 

      (d)中学应用文 (初一至高三通用) 董总 全 1册 10.00 

      (e)王羲之字帖 （小楷） 自编 全 1册 3.00 

      (f)华文书法米字格练习簿 董总 全 1册 6.00 

2 
英文:    (a) Senior English Workbook 3 董总 三 8.00 

              (b) Error Identification & Word Form (SM3) 印     

3 
国文:   (a)课本（自编）B/M Tg Atas 3       

      (b)作业（自编） 自编 印   

4 高中电脑资讯与工艺 董总 下 20.00 

5 世界地理 董总 全 1册 16.00 

6 马来西亚及东南亚邻国史 董总 全 1册 22.00 

7 高中数学（2015 新编） 董总 
三上 16.00 

三下 14.00 

8 簿记分类试题集 董总 印   

9 
商业学（2015 新编） 董总 三 16.00 

历届统考题       

10 
经济学 董总 下 18.00 

分类试题集       

11 高中美术 董总 全一册 24.00 

12 永中簿子（RM1.20）   20本 24.00 

13 运动衣     12.00 

14 运动裤     10.00 

  * 注：灰格内为新书  总计 
 

  
 

 

 

 

  高中二 / 三年级售书日期时间：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三)至 23 日(五) 9:00am～12:3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永平中学 2017 年度高三文理课本价格表 
 

序 书名 出版社 册次 价格(RM) 

1 

华文: (a)高中华文 董总 
三上 16.00 

三下 16.00 

      (b)高三华文作业簿 (全级适用) 董总 全 1册 7.00 

      (c)高中统考华文综合练习 董总 全 1册 10.00 

      (d)中学应用文 (初一至高三通用) 董总 全 1册 10.00 

      (e)王羲之字帖（小楷） 自编 全 1册 3.00 

      (f)华文书法米字格练习簿 董总 全 1册 6.00 

2 
英文:    (a) Senior English Workbook 3 董总 三 8.00 

              (b) Error Identification & Word Form (SM3) 印     

3 
国文:   (a) 课本（自编）B/M Tg Atas 3 自编 印   

      (b)作业（自编） 自编     

4 高中电脑资讯与工艺 董总 下 20.00 

5 世界地理 董总 全 1册 16.00 

6 马来西亚及东南亚邻国史 董总 全 1册 22.00 

7 高级数学 董总 
三上 16.00 

三下 9.00 

8 高中生物 董总 下 20.00 

9 高中化学 董总 下 18.00 

10 高中物理 董总 下 22.00 

11 高中美术 董总 全一册 24.00 

12 永中簿子（RM1.20）   20本 24.00 

13 运动衣     12.00 

14 运动裤     10.00 

  * 注：灰格内为新书 总计  
 

  

  

  
 
 
 
 
       

高中二 / 三年级售书日期时间：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三)至 23日(五)9:00am～12:30pm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共假期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