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止教學
 只信一報
即時新聞、時事焦點、國際分析

數碼平台訂閱優惠

電子揭頁版《信報財經月刊》

網上版《信報》 +

HK$640一年

（原價HK$1,110）

2021-22學年
學校訂閱計劃

「信報出版」叢書

低至7折



2021-22學年
學校訂閱計劃一覽

合併訂閱優惠（一年訂閱）

訂閱計劃（一年訂閱）

「信報出版」叢書
折扣後滿$300
即享免費送貨
可連同《信通》參考書一併訂閱

1-9本 

75折7折
10本或以上

網站或

手機/平板應用程式

HK$ 640
（原價 HK$1,110）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網站或

手機/平板應用程式

HK$ 400
（原價 HK$798）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手機/平板應用程式
HK$ 300

（原價 HK$388）

閱讀模式 訂閱價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送電子書

HK$ 980
（原價 HK$1,378）

《信通》教師電子版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網站或

手機/平板應用程式

HK$ 1,220
（原價 HK$1,766）

《信通》教師電子版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網站或

手機/平板應用程式

「信報教育」最新教學素材

通識科DSE教學素材 中文科DSE教學素材 英文科DSE教學素材

詳情請參閱個別訂閱表格

《信報財經月刊》印刷版 印刷本
HK$ 400

（原價 HK$540）
一套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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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揭頁版

 連電子揭頁版

《信報財經月刊》

《信報》網上版

信報網站
「信報mobile」App

閱讀平台

《信報》數碼平台

#支援下載離線閱讀

信報揭頁版

《信報》揭頁版

信報書報攤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合併訂閱優惠

HK$ 640
一年訂閱

（原價 HK$1,110）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 公眾假期及不出報日除外。內容若有任何更新或修改，將不另外通知。

今日信報 星期一至六《信報》全文*

5年信報 過往5年《信報》內容

即時新聞 24小時中、港、國際即時新聞、時事

脈搏及股市直擊

兩岸消息 兩岸政治、經濟、民生熱話

國際分析 EJ Global深度剖析、國際局勢、環球

經濟、重要政治議題。

HK$ 400
一年訂閱

（原價 HK$798）

獨立訂購

《信報》網上版

重點內容 5年大事即時搜羅

投資智慧、

經濟透視

時事焦點 天下新事、名人金句

圖解世界 以圖像呈現世界大事重點

專題 封面專題、特別報告，深入剖析

經濟重要議題

人物 專訪集團舵手、政商名流

中港台政治 林行止政經評論

 經濟3.0、張公道投資智慧、高天佑

財經熱話、梁劍平學者財經

文化品味 文藝訪談、科技及醫學、飲食健康

周志輝、蔣匡文玄學風水、岑逸飛

易經智慧

HK$ 300
（原價 HK$388）

一年訂閱獨立訂購

《信報財經月刊》 電子揭頁版

全版高清圖文

合併
訂閱

「信報mobile」App#

手機版 平板版

信報

信報揭頁版

《信報》揭頁版#

信報書報攤

《信報》網站

www.hke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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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價
優惠價 

(a)
數量
(b)

金額
(a × b)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HK$798 HK$400 個 HK$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HK$388 HK$300 個 HK$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HK$1,110 HK$640 套 HK$

《信通》教師電子版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HK$1,378 HK$980 套 HK$

《信通》教師電子版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HK$1,766 HK$1,220 套 HK$

* 有關「信報教育」產品內容及出版日期，請到 http://edu.hkej.com 總金額： HK$

訂閱條款及細則
1.  學校訂閱優惠只適用於學校及教職員訂閱，必須提供校印以茲證明。
2.  每張表格只作一份訂單處理，如須分開發票，請自行影印表格分別遞交。
3.  訂戶一經簽署本表格，即代表　閣下已細閱及接受訂閱條款（請參閱 www.hkej.com

之「服務條款」）。
4.  本社將於收到　閣下的資料及確認付款後約 10 個工作天內，以電郵通知啟動訂閱之

詳情。請留意本報發出的電郵資訊。
5.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或《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新訂戶賬戶有效期由

啟動起計 1 年；現有《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訂戶或《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
頁版賬戶有效期則於原來訂閱有效期屆滿起自動以 1 年計算。

6.  「信報教育」產品訂閱最快可於約 10 個工作天透過電郵啟動。賬戶有效期由啟動賬
戶發出日起至最後訂閱日為止。

7.  本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隨正價訂閱奉送之贈品及所有優惠均不適用於學
校訂閱計劃。

8.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貨品或服務。
9.  若訂戶於訂閱日期屆滿前終止訂閱，已付訂閱款項恕不退還。
10.  如有任何爭議，「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2021-22 學年《信報》數碼平台訂閱計劃訂閱表格



請填妥以下表格，傳真至 2856 6334 或電郵至 edu@hkej.com。如以支票付款，請將訂閱表格（附學校蓋印）連同支票

郵寄至九龍觀塘勵業街 11 號聯僑廣場二樓，信報市場部教育組收（支票抬頭請寫：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補充資料

*必須填寫訂戶資料 ( 必須以中文填寫 )

學校名稱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 *︰ ( 教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職位：科主任　老師　其他 _________　　任教科目︰ 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　(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必須填寫，以作賬戶登入之用；一經確定，不得修改）

本報收集上述資料可能會用作推廣「信報教育」用途，如不欲收取有關宣傳資訊，請在格內劃上“”

學校蓋印︰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續訂　新訂戶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續訂　新訂戶 開始月份（必須於提交表格 2 個月內）︰ _____ 年＿＿月

《信通》教師電子版 續訂　新訂戶

訂閱內容

訂閱計劃（一年訂閱）

《信報》網上版連電子揭頁版 《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

一年 12 期《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全版高清圖文
一年內瀏覽《信報》網站、「信報 mobile」App

及「信報書報攤 – 揭頁版」App 訂閱內容

供信報填寫

學校編號

B4/B5/D1a

電
子
書送

電
子
書送

edu@hkej.com2856 6334 / 2856 76922856 6384 6822 2612

6822 2612
學校專線

WhatsApp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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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月刊》印刷版
專家精研 高瞻遠矚

HK$ 400
一年12期

原價 HK$540

以大中華和國際經濟、政治、財經、金融、

貿易報道及分析為主，兼有各類教育如英語

學習、文化藝術文章、文化訪談、書評、

遊記、科技及醫學等。

專業陣容

學術顧問：丁望、丁學良、王于漸、王賡武、白先勇、

李歐梵、金耀基、吳敬璉、林毅夫、周文耀、翁松燃、

陳弘毅、陳坤耀、范鴻齡、程介明、鄒至莊、饒戈平、

饒餘慶等大師級學者

作者：來自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權威專家及學者

推薦內容：

圖解世界 科技前沿

最新教育走勢商道智慧 政策解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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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學年《信報財經月刊》學校訂閱計劃訂閱表格



訂閱計劃 訂閱內容 原價
優惠價 

(a)
數量
(b)

金額
(a × b)

《信報財經月刊》 印刷版
《信報財經月刊》一套 12 期

（訂閱月份包括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8月）
HK$540

HK$400
包郵費 

( 平均每期 $34)
套 HK$

總金額： HK$

訂閱條款及細則

1.  學校訂閱優惠只適用於學校及教職員訂閱，必須提供校印以茲證明。

2.  如教育局宣布學校持續停課，《信報財經月刊》印刷版將如常寄出。

3.  每張表格只作一份訂單處理，如須分開發票，請自行影印表格分別遞交。

4. 《信報財經月刊》印刷版之訂閱時段為每年 9 月至 8 月，訂戶必須訂閱此時段內所有期數。已出版或過往期數均不接受訂閱。

5.  本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一同使用；隨正價訂閱奉送之贈品及所有優惠均不適用於學校訂閱計劃。

6.  優惠不可兌換現金或其他貨品或服務。

7.  若訂戶於訂閱日期屆滿前終止訂閱，已付訂閱款項恕不退還。

8.  如有任何爭議，「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必須填寫訂戶資料 ( 必須以中文填寫 )

學校名稱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 *︰ ( 教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職位：科主任　老師　其他 _________　　任教科目︰ 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　(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報收集上述資料可能會用作推廣「信報教育」用途，如不欲收取有關宣傳資訊，請在格內劃上“”

學校蓋印︰

學校教職員訂戶資料（請提供予全校教職員傳閱，以便一併處理）

訂戶名稱
職位及 
任教科目

聯絡電話
訂閱印刷版

請提供收件地址
現有訂戶

請提供訂戶編號
新訂戶

１ M____________________ 

２ M____________________ 

３ M____________________ 

４ M____________________ 

５ M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不敷應用，請另紙書寫。 頁 ＿＿＿＿ ／ ＿＿＿＿

請填妥以下表格，傳真至 2856 6334 或電郵至 edu@hkej.com。如以支票付款，請將訂閱表格（附學校蓋印）連同支票

郵寄至九龍觀塘勵業街 11 號聯僑廣場二樓，信報市場部教育組收（支票抬頭請寫：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供信報填寫

學校編號

B3

如欲訂閱《信報財經月刊》電子揭頁版，請填寫第 3 頁之表格

edu@hkej.com2856 6334 / 2856 76922856 6384 6822 2612

6822 2612
學校專線

WhatsApp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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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報出版」叢書
中學生好書推介 優惠低至7折

佛系推理

中文寫作

笑看東瀛2

  世史（日本史）

學而反思――教育之我見

教育反思

你未來就緒嗎？

教育發展與趨勢

創辦人價值觀

與公司文化構建

――何善衡與恒生銀行

早期文化

疫後房託

新攻略

初創起義

費格遜時間――神級領隊管理哲學 

高度

推介

管理學 精神健康

精神海嘯求生指南

免費

下載

走出戈壁――

我的中美故事

中美關係

金融理財教育與歷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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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出版」叢書 （頁 1/3）訂閱表格



訂戶資料 ( 必須以中文填寫 )

學校名稱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地址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 *︰ ( 教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職位：科主任　老師　其他 _________　　任教科目︰ 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　(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閱級別︰ __________________

本報收集上述資料可能會用作推廣「信報教育」用途，如不欲收取有關宣傳資訊，請在格內劃上“”

學校蓋印︰

編號 ISBN 書名 作者 原價 (HK$) 數量 金額

1 9789887417613 主席八年 ( 上冊 ) 曾鈺成 148

2 9789887527725 費格遜時間――神級領隊管理哲學 于嘉嵐 158

3 9789887858133 你未來就緒嗎？ 鄧淑明 108

4 9789887417514 佛系推理 余家強 88

5 9789887417552 笑看東瀛 2 香睿剛 108

6 9789887728573 笑看東瀛 香睿剛 108

7 9789887417583 走出戈壁――我的中美故事 單偉建 268

8 9789887417620 學而反思――教育之我見 盧安迪 108

9 9789887728566 自由的國度 2 ―― STEM 教育與美國 盧安迪 108

10 9789887728504 自由的國度――普林斯頓尖子看美國 盧安迪 108

11 9789887728528 歷劫生命 羅君兒 98

12 9789887417651 嚮往發呆 4 ――伴疫歲月 林創成 88

13 9789887858164 嚮往發呆 3 ―― 喪鐘與戰吼 林創成 88

14 9789887858065 嚮往發呆 2 ――病態動物園 林創成 98

15 9789887728535 嚮往發呆 林創成 98

16 9789887728436 覺悟．大數據 車品覺 138

17 9789887728559 BIG DEAL 顛覆世界 陳振康 108

18 9789881499479 平行時空 2 ――本土主義崛起的世界 沈旭暉 118

19 9789888292356 平行時空 I ――立足本土的國際視野 沈旭暉 118

20 9789881499493 生涯規劃 Super 上流力 陳振康 108

21 9789887728450 智慧傳承――信報月刊 40 周年紀念集――政經 陳伯添主編 138

22 9789887728467 智慧傳承――信報月刊 40 周年紀念集――財經 陳伯添主編 138

23 9789887728474 智慧傳承――信報月刊 40 周年紀念集――文化 陳伯添主編 138

24 9789887728481 智慧傳承――信報月刊 40 周年紀念集――人物 陳伯添主編 138

25 9789888292653 亂世領袖學――邱吉爾二戰英雄記 邵力競 118

26 9789888292080 居安思危 任志剛 188

27 9789881553478 香港關機 喬靖夫 78

28 9789881680662 我的奇幻國情教育 區家麟 98

29 9789881612465 點破地產霸主 中天 108

30 9789881550361 打開牛津劍橋大門 毛羨寧 98

31 9789881921871 地產霸權 潘慧嫻（譯︰顏詩敏） 98

32 9789881550354 玩起中文 林沛理 98

33 9789881944900 英文玩家 林沛理 98

廣泛閱讀（適用於通識科、中文科或生涯規劃）

請填妥以下表格，傳真至 2856 6334 或電郵至 edu@hkej.com。如以支票付款，請將訂閱表格（附學校蓋印）連同支票

郵寄至九龍觀塘勵業街 11 號聯僑廣場二樓，信報市場部教育組收（支票抬頭請寫：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供信報填寫

學校編號

F1

*必須填寫

6822 2612
學校專線

WhatsApp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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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妥以下表格，傳真至 2856 6334 或電郵至 edu@hkej.com。

學校名稱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 *︰ ( 教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

任教科目及職位︰ 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瀏覽最新「信報出版」叢書清單，

請到 http://bit.ly/2122school 
備有電子書可供訂閱，配合電子教學，

豐富電子書藏。

編號 ISBN 書名 作者 原價 (HK$) 數量 金額

34 9789887417644 創辦人價值觀與公司文化構建――何善衡與恒生銀
行早期文化 葉保強、何順文 148

35 9789887417507 我要做 MD ―― 一個管理人的實戰經驗 葉卓雄 128

36 9789887417637 勢在必行：活用全方位價值趨勢信號 信報分析團隊　合著 148

37 9789887858157 我的投資日記 畢老林 148

38 9789887858140 經濟學說藝術投資 徐家健 168

39 9789887858096 英眼狙擊――迎風破浪 黃國英 148

40 9789887858010 中產必須死 高天佑 128

41 9789887858027 初創起義 尹思哲 128

42 9789887527701 疫後房託新攻略 楊書健 168

43 9789887417521 息賺秘笈 楊書健 148

44 9789887858171 環球房託砌出現金流 楊書健 148

45 9789887858058 這些房託值得買 楊書健 148

46 9789881680648 非富不可――給年輕人的投資忠告 曹仁超 138

47 9789887858126 致富新世代 3 ――你也可以的穩健發財派 郝承林 138

48 9789881499486 致富新世代 2 ――科網君臨天下 郝承林 138

49 9789888292233 致富新世代――選中新經濟長勝股王 郝承林 138

50 9789881499417 高仁財技 投資自由行 高仁 108

51 9789881612397 財圈識真假 高仁 138

52 9789888292493 創投基金送你一億 老占 128

53 9789888292837 大師兵法揀港股 信報投資分析部 138

54 9789881983886 幫香港算算賬 雷鼎鳴 108

55 9789881612366 金融黑洞 轉向全球經濟變局新機遇 黃元山 138

56 9789881805997 槓桿漩渦 一個 i-banker 的自白 黃元山 128

57 9789881550392 亂世對沖――順逆週期建倉法則 錢志健 138

58 9789881866318 對沖心道――投資大戶強戰啟示錄 錢志健 128

59 9789887858195 大灣區金融機遇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　著

劉安林　主編
168

60 9789881681065 融匯貫通：香港內地金融合作與發展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 158

61 9789881612304 人民幣啟航 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契機 香港中國金融協會（陳爽主編） 158

62 9789881550453 投資導航 III：牛熊周期心戰篇 信報研究部 168

63 9789881680709 樓市轉捩點 鍾維傑 138

64 9789881680686 牛眼投資法――命中絕對回報的紅心股 莫爾丁（John Mauldin） 168

65 9789881550477 中環愛博奕 蘇妃 98

66 9789881550385 捍衛資產――富足一生的風險管理 王港有、梁彥穎 168

67 9789881944917 人民幣國際化與香港新機遇 高校聯金融協會（朱燕來主編） 158

金融理財（適用於商科或經濟科）

供信報填寫

學校編號

F1
「信報出版」叢書 （頁 2/3）訂閱表格

6822 2612
學校專線

WhatsApp Signal

學校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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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ISBN 書名 作者 原價 (HK$) 數量 金額

68 9789887417606 婦科煩惱答問書 陳穎賢醫生 118

69 9789887417545 樂活知食　踢走都市病 顧小培 108

70 9789887728580 草本對症 尋醫不問藥 顧小培 108

71 9789887728511 補營有方　提升孩子健康力 顧小培 108

72 9789887728429 25+ 必備 天然之食抗衰老 顧小培 98

73 9789888292899 補營擇食 (2) 啟動抗癌自癒力 顧小培 98

74 9789888292844 補營擇食 (1) 天然妙法降三高 顧小培 98

75 9789881680891 對症辨謬 01-04 套裝 顧小培 388

76 9789881680785 對症辨謬 04 補腦因子 寧神養生 顧小培 98

77 9789881680730 對症辨謬 03 激活酵素 除慢性病 顧小培 98

78 9789881612496 對症辨謬 02 天然補健 自力抗癌 顧小培 98

79 9789881612335 對症辨謬 01 食療百方  尋根問效 顧小培 98

80 9789881983800 培元正道 (4) 調補擇食 養生樂 顧小培 98

81 9789881822062 培元正道 (3) ――排毒素 護肝消脂 顧小培 98

82 9789881822055 培元正道 (2) ――抗氧化 除病源 顧小培 98

83 9789881822048 培元正道 (1) ――免疫力 保均衡 顧小培 98

84 9789887728443 從噴火灣三文魚子到西西里血橙 梁家權 98

85 9789881681034 治本清源 (3) 修護心血管的健康關鍵 伍志堅 128

86 9789881680846 治本清源 (2) 戒口補營的自療智慧 伍志堅 128

小計： 本 HK$

折扣： 
（請參考下方優惠詳情）

折

運費： HK$

總金額： HK$

請填妥以下表格，傳真至 2856 6334 或電郵至 edu@hkej.com。

學校名稱 ( 中文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 *︰ ( 教職員 )__________________

任教科目及職位︰ 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手提 )*_________________

訂閱條款及細則

1.  學校訂閱優惠均為提供予學校及教職員之特別優惠，必須提供校印以茲證明。

2.  每張表格只作一份訂單處理，如須分開發票，請自行影印表格分別遞交。

3.  訂閱「信報系列」叢書、「信報教育」參考書總金額滿 HK$300（折扣後），可享免

費送貨服務；若總金額不足 HK$300（折扣後），須收取 HK$50 送貨費用。離島及偏

遠地區之送貨費用另議。

4.  欲訂閱之書籍若出現缺貨，將另行通知；所有訂閱均以最終實際數量及金額為準。

5.  已訂閱之書籍若出現印刷、裝幀、配貨等錯誤，請於到貨後 7 個工作天內聯絡我們，

以安排換貨。

6.  訂閱一經確定，已付訂閱款項恕不退還。

7.  如有任何爭議，「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保健養生

「信報出版」叢書 （頁 3/3）訂閱表格 供信報填寫

學校編號

F1

edu@hkej.com2856 6334 / 2856 76922856 6384 6822 2612

2

訂閱優惠
若總金額折後不足$300*，須收取$50送貨費用

（離島及偏遠地區之送貨費用另議）。

可連同《信通》參考書一併訂閱；

折扣後滿$300
即享免費送貨

折扣優惠

1-9本 

75折7折
10本或以上

1

6822 2612
學校專線

WhatsApp Signal

學校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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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hkej.com2856 6334 / 2856 76922856 6384 6822 2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