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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速報

購書費及其變動
小學

平均購書費上升2.2%

整體而言，小學使用的書本數目比去

年少，部分學校不再購置個別科目（例如電

腦科）用書，或減少了作業、補充練習、故事

書的數目。即使如此，大部分班級的購書費

仍見上升；與其他級別平均購書費均告上

調的情況有別，六年級今年的平均購書費

幾乎與去年一樣，可能與減少購買練習有

關。從回覆學校的書單開列的書目所見，

小四至小六級今年減少了購買部分模擬試

題或其他補充練習，其中以小六級減少的

數量最為顯著，估計這情況與教育局在

2012年及2014年暫停舉行小六全港性系

統評估，及於2013年暫停舉行中一入學前

香港學科測驗有關。

不同學校的購書費，以同一級來說，

可以相差甚遠，例如有小一購書費只需

$509，但最高的一間卻達$3,089，相差

506%，究其原因，是因為購書費最低的

學校只需學生購買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數學及常識4科用書，用書量較其他學校

為少，而購書費最高的學校除了上述4科

外，電腦、生命教育、音樂、普通話及宗教

科均需購買多冊練習、作業及補充，英文

科亦需每年購買6冊故事書，故該校學生

需要購買的書本數目較多，購書費也較高。

中學

平均購書費上升2.5%

今年中學平均購書費為$2,186，其

中中一、中二及中五級升幅較高。從書單

中小學

小學
$2,2
19

中學
$2,
186 2.2%

2.5%

購書費均上升



2012/13學年購書費用變動

班級

2012/13學年購書費
2011/12

學年 
平均

購書費

2012/13相對
2011/12學年 
平均購書費
變動 (%)  

[2]

最低 最高

相差
平均 
 [1]金額

百分比 
[2]

小一 $509 $3,089 $2,579 506% $2,015 $1,980 1.8%
小二 $677 $3,081 $2,405 355% $2,135 $2,087 2.3%
小三 $936 $3,056 $2,120 226% $2,246 $2,202 2.0%
小四 $920 $3,241 $2,322 252% $2,280 $2,205 3.4%
小五 $936 $3,446 $2,510 268% $2,309 $2,241 3.0%
小六 $1,122 $3,709 $2,587 230% $2,331 $2,314 0.7%

小學總平均 $2,219 $2,171 2.2%

中一 $1,435 $3,467 $2,032 142% $2,565 $2,477 3.5%
中二 $1,238 $3,252 $2,014 163% $2,310 $2,240 3.1%
中三 $1,463 $3,170 $1,707 117% $2,291 $2,245 2.1%

初中平均 $2,389 $2,321 2.9%

中四 $882 $4,718 $3,836 435% $2,685 $2,629 2.1%
中五 $870 $4,255 $3,385 389% $2,341 $2,257 3.7%
中六 $0 $2,120 $2,120 不適用 $926 $945 -2.0%

高中平均 $1,984 $1,944 2.1%

中學總平均 $2,186 $2,132 2.5%

註 [1]  平均購書費指是次研究樣本所包括的50間小學及39間中學，在2011/12學年及2012/13學年
的平均購書費用。調查的有效回覆率為52%。

[2] 平均購書費變動百分比以四捨五入前的購書費金額計算，故這欄目內部分變動百分比與使用
表列已四捨五入的數字計算出的數值或有差異。

調查方法
本會獲教育局協助，以隨機抽樣方式，在每6間中學或小學中抽出1間，

由本會向合共88間小學及83間中學發信收集今年和去年度的書單，最後收集

到的數據包括由50間小學和39間中學截至8月底所提供的資料，有效回覆率

為52%。

本會根據各學校提供的書單、學生可選修科目的用書資料及選科方式，

計算出各級別的平均購書費用及去年和今年兩學年間的變化，購書費是指書

單上列明的書本、作業費用及需付費購買的學校自編教材，不包括簿、手冊、

美術或勞作用具、文具、樂器、非隨書附送的光碟，及學生並非必須購買的項

目例如列為「參考用（reference）」或「學生自行決定是否購買（optional）」的

教材、課本或工具書。

購書費反映家長為子女購買教科書的負擔，除學生選修的科目組合及書

價外，學校選用書冊數量多寡、每級的科目數量、學生必須購買的書本數量、書

局零售或學校集體訂購的折扣多少等也會影響家長最終為子女購書的支出。

所見，中一及中二有部分學校於「通識教

育」、「綜合人文」、「中國歷史」、「歷史」、

「地理」等科目增加了課本數量；中五級方

面，則有部分學校增加了學生需購買的應

試練習。

初中購書費

有個別學校在中一及中二級選取其

中一班採用電子書教學，因此該兩班學生

毋須購買中、英、數課本，令有關班別今年

的購書費比去年減少約一半。另外，亦有

學校於個別班別實行某些科目的課本借閱

計劃，令有關班別的購書費下降。

在各科中，部分學校於「生活與社

會」科的用書量較去年相關科目用書的

總合計為大，原因是部分學校將「地理」、

「綜合人文」、「中國歷史」、「歷史」等科

目合併為「生活與社會」科，除使用專為此

科出版的新書外，亦沿用部分上述科目的

課本。而繼續以獨立分科形式開設上述科

目的學校，有部分增加需購買的書本數目，

以致用書數量比去年高。

高中購書費

從書單可見，有學校增刪個別科目的

選修單元用書，年度購書費有升亦有跌。

導致購書費上升的因素包括：部分學校增

加了個別科目的課本數量，亦有個別學校

修讀某些科目（例如「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及經濟）的中四及中五級學生相比

去年需多買應試練習，也有修讀「化學」、

「物理」或「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學生

需多購1至2冊的實驗作業或選修單元。而

令購書費下降的因素則包括：部分學校減

少「通識」科用書的數量、不再開設用書

量較多的「綜合科學」科、個別科目減少選

修單元用書、作業甚至課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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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則普遍減少了用書數量。另

因該級原本用書數量巳較少，故再減少用

書數量對該級的購書費影響較大，令該級

的平均購書費下降較明顯。

教育局回應
該局表示一向十分關注學校選用課

本和學習材料的安排，以免加重家長的經

濟負擔和增加學生書包的重量。該局今

年5月分別向學校發出通函和舉行教師講

座，建議學校應慎重選用課本和輔助學

習材料，亦鼓勵學校善用該局提供的學與

教資源和推行不同形式的課本循環再用

計劃。 

2間店舖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1間再度涉案
本會近日從香港海關收到2宗於今年6月定罪的售賣偽冒藥物案件資料，涉案的店舖位於新界。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店舖名稱 (2012年6月定罪案件)
涉案店舖名稱及地址 涉案偽冒藥物名稱 有關控罪(干犯人) 有關刑罰

新界

1 中港大藥房 
上水新勤街4號地下

應用偽造商標 
●「威而鋼」「Viagra」 
●「犀利士」「Cialis」

a,b 
(1名店舖負責人及經

營該店舖的公司)

● 店舖負責人被判240小時社會服務令
● 經營該店舖的公司被判罰款$20,000

2 恆昌中西藥行 
大埔安富道32號地下

應用偽造商標 
●「威而鋼」「Viagra」

b 
(1名店東)

● 監禁4個月

控罪： a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出售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b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為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而管有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註

有店舖再度涉案
在是次公布的兩間店舖當中，位於大埔安富道32號

名為「恆昌中西藥行」的店舖，過往亦曾涉及偽冒藥物案

件，有關人士於2010年4月被定罪，而本會去年亦先後在

本會網站及《選擇》月刊內公布其店舖名稱及地址。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出售或供應附有偽造商

標或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屬嚴重罪行，一經定罪，最

高可被判罰款$50萬及監禁5年。

市民如對藥物真偽有

所懷疑，應立即停止服用，

並向供應商或商標持有人

作出查詢。若發現有售賣偽

冒藥物的情況，可致電海

關24小時熱線2545 6182 

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該局指本會今年的購書費調查顯示，

小學整體使用書本的數目比去年少，當中

有學校正實施課本循環再用，亦有中學開

始推行新的「生活與社會科」等，足見學校

已按照該局的選用課本指引，亦能配合有

關課程的發展。然而，該局對不同學校間

購書費的顯著差異表示關注，將會繼續蒐

集學校的良好選書措施和實踐經驗，向其

他學校推廣，以減輕家長的負擔。

市場速報

消費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