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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速報

今年本會調查的廣用教科書包括已將教材分拆出售的課本，將這

些課本的售價變動與未分拆的課本比較，本會發現已分拆的課本售價

的平均升幅雖比未分拆者低，但可惜大部分都沒有將價格下調。分拆

教材後書價不見有顯著下調，本會深感失望。

調查方法
本會從去年購書費調查中收集到

的學校書單，抽出較多學校選用的教科書

（廣用書），並去信有關的出版商查詢有

關書目今年的訂價。撇除將於今年改版或

停刊（例如舊學制的預科用書）的書本後，

再計算出同版廣用書兩年間的價格變動。

調查數據涵蓋了31間出版社的944

本廣用書，包括小學用書317本（其中初小

用書佔155本，高小用書佔162本）及中學

用書627本（其中初中用書佔226本，高中

用書佔401本）。

小學書價整體平均上升 2.1%
今年調查的小學廣用教科書訂價平

表一：2012年小學廣用
	 教科書訂價升幅

小學

科目 平均升幅

常識 5.1%
普通話 4.2%
音樂 4.0%
電腦 3.7%
英國語文 1.2%
中國語文 0.6%
數學 0.1%
宗教、公民教育 0.0%
2012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2.1%
2011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4.3%

2012年5月和2011年5月的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分別上升5.5%及3.3%（以截至同年

該月份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與截至前一

年該月份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比較）。

註

表二：2012年中學廣用
	 教科書訂價升幅

中學

科目 平均升幅

組合科學 5.3%
體育 5.1%
生物 5.1%
化學 5.0%
視覺藝術 4.7%
經濟 4.6%
歷史 4.6%
中國文學 4.6%
地理 4.5%
物理 4.5%
普通電腦 4.3%
綜合科學 4.1%
普通話 4.0%
資訊及通訊科技 3.9%
通識 3.9%
音樂 3.7%
中國歷史 3.7%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6%
數學 3.2%
家政 3.0%
英國語文 2.3%
中國語文 2.0%
宗教 1.7%
綜合人文 1.1%
旅遊與款待、設計及工藝 0.0%
2012年中學總平均升幅 3.8%
2011年中學總平均升幅 3.8%

2012年5月和2011年5月的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分別上升5.5%及3.3%（以截至

同年該月份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與截

至前一年該月份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比

較）。中學教科書數據涵蓋中一至中六

的教科書。

註

均上升2.1%，初小的平均升幅為2.1%，高

小的平均升幅為2.2%。按科目計算，除公

民教育科及宗教用書價格維持不變外，其

餘各科用書訂價的平均升幅由0.1%至5.1%

不等，其中以常識科用書的平均升幅最高 

(見表一) 。

已分拆及未分拆課本價格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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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2年減價的廣用書
編
號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名稱 
[1]

出版社
每冊訂價 變動幅度

2011年 2012年 金額 百分比

1 高中中國語文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中六(必修部分) 啟思出版社 $155 $118 -$37 -23.9%

2 高中通識
朗文新高中通識教育 
(綜合版)

今日香港 培生香港 $242 $202 -$40 -16.5%

3 高中地理 高中活學地理 第四冊至第七冊(選修部分)
牛津大學出版社
(中國)有限公司

$125 $121 -$4 -3.2%

4
小學中國語文

現代中國語文  
(2006年版漢語拼音版)

1上(一)至6上(二)※
現代教育研究社 
有限公司

$58.2 $57 -$1.2 -2.1%

5 現代中國語文 
(2006年版廣州話版)

小一上第一冊至小六上第二冊※ $58.2 $57 -$1.2 -2.1%

6
小學數學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
(2006年修訂版)

1-6上A、1下A、6下A、6下B※
現代教育研究社 
有限公司

$64.5 $63.5 -$1 -1.6%

7
新紀元小學數學

4A至6B※ 牛津大學出版社
(中國)有限公司

$63 $62 -$1 -1.6%
8 1A至3B※ $62 $61.5 -$0.5 -0.8%

註 [1] ※ 該課本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

中學書價整體平均上升3.8%
中學廣用書的訂價平均上升3.8% 

(見表二)，其中初中用書的訂價平均上升

2.9%，高中用書的訂價平均上升4.3%。按

科目計算，除旅遊與款待、設計及工藝兩科

的用書售價不變外，其餘科目用書的售價

平均上升1.1%至5.3%不等，其中以組合科

學用書的平均升幅最高，達5.3%。

課本售價升跌不一  八成有加
價

與以往書價變動整體上一致的趨勢

不同，今年調查範圍內的課本售價有升有

跌，也有部分凍結價格。以個別書目來看，

今年調查涵蓋的廣用書中，有57本（佔調

查的廣用書6.0%）減價，分屬小學中國語

文和數學科用書、高中地理科選修用書、高

中通識科用書，及高中中國語文科用書，減

幅由0.8%至23.9%不等（見表三）；另有

124本（佔調查的廣用書13.1%）書凍結價

格；餘下763本（佔調查的廣用書80.8%）

加價，升幅由1.0%至8.3%不等。其中升幅

較高的書目列於表四。

中學廣用書僅 14.4% 分拆
在調查的944本課本中，有263本（佔

調查的廣用書27.9%）已將與課本相關的

教材分拆訂價。研究顯示，已分拆的廣用書

課本訂價平均升幅為0.8%，而未分拆的書

本共681本（72.1%），訂價則平均上升4.2%

（見表五）。

若以學習階段細分，小學已分拆的書

本共173本(佔小學廣用書54.6%)，平均書價

升幅僅0.6%，而未分拆的144本小學書本 

(佔小學廣用書45.4%)，書價的平均升幅達

4.0%。中學方面，只有90本廣用書(佔中學

廣用書14.4%)已進行分拆訂價，書價平均上

升1.2%，而未分拆的廣用書共537本(佔中學

廣用書85.6%)，書價平均上升4.2%。

調整書價的原因
綜合有廣用書加價的出版商提供的

回應，加價的原因包括：

 成本上漲：包括租金、工資、印刷

費、付予作者的版權費、原料及運輸費用；

 初中學生人數及修讀個別高中科

目的學生人數持續減少；

 高中課程設計令出版社成本大增；

 回收舊制預科課程的舊版書影響

出版社的收入及增加成本。

與同期物價比較
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了5.5%（以截至

2012年5月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與2011年

同期的平均數比較，見圖一）。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的變動率自2007年起均受到數項

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如剔除此類

影響，2012年的相應升幅為5.9%。

紙價及印刷費變動與去年同
期相若

本會根據回覆的商會、紙行及印刷商

所提供的紙價數據，將一般書商購買紙張

以備印刷今年出售的教科書的時段（即1月

份至5月份）的紙價與去年同期作比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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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12年售價升幅較高的廣用書
編
號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 / 名稱 出版社

每冊訂價 變動幅度

2011年 2012年 金額 百分比

1 中學宗教 聖經 - 新舊約全書(CUNP53A) — 香港聖經公會 $60 $65 +$5 +8.3%

2 高中語文 Pilot's NS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Pilo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10 $118 +$8 +7.3%

3 初小常識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2008年第二版) 二年級第1冊至六年級第6冊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41.5 $44 +$2.5 +6.0%
4 高中企業、會計及財務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第4下冊 : 會計選修單元(二)成本會計(一)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35 $143 +$8 +5.9%
5
初中音樂

Music in the New World 1 Pilo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52 $161 +$9 +5.9%
6 音樂新世界 1、2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52 $161 +$9 +5.9%
7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Book 1C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68 $72 +$4 +5.9%
8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1A、1C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68 $72 +$4 +5.9%
9 高中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新編生物學 3(健康與疾病)(必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03 $109 +$6 +5.8%

10
初中綜合科學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Third Edition) 1A、1B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138 $146 +$8 +5.8%

11 最新綜合科學 - 邁進21世紀 (第三版) 1A、1B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38 $146 +$8 +5.8%

12 高中經濟 經濟學新世界
微觀經濟學1中(必修部分)、  
宏觀經濟學2下(必修部分)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39 $147 +$8 +5.8%

13 初中綜合科學 最新綜合科學 - 邁進21世紀 (第二版) 3A - 3C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6.5 $102 +$5.5 +5.7%
14 高中經濟 經濟學新世界 微觀經濟學1下(必修部分)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23 $130 +$7 +5.7%

15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Book 
(Combined Science)

3 (Compulsory Part)、5 (Elective Part)、 
7 (Elective Part)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176 $186 +$10 +5.7%

16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組合科學) 3(必修部分)、5(選修部分)、7(選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76 $186 +$10 +5.7%

17
初中綜合科學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2A、2B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141 $149 +$8 +5.7%

18 最新綜合科學 - 邁進21世紀 (第二版) 2A、2B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41 $149 +$8 +5.7%
19 高中通識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四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94 $205 +$11 +5.7%
20 高中企業、會計及財務 BAFS in the New World Vol. 1 (Compulsory Part) Pilo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77 $187 +$10 +5.6%
21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Book 4B(Compulsory Part)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142 $150 +$8 +5.6%

22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4B(必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42 $150 +$8 +5.6%
23 高中地理 香港中學文憑互動地理 1地圖閱讀技巧(必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71 $75 +$4 +5.6%
24

高中通識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二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 $208 +$11 +5.6%

25 高中通識新領域 單元二 文達̇ 名創教育 $180 $190 +$10 +5.6%
26

初中歷史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31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26 $133 +$7 +5.6%

27 漫遊世界史 專題系列
文藝復興、古代尼羅河流域文明的生活、
機器時代的生活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54 $57 +$3 +5.6%

28 高中中國語文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中四上至中五下(必修部分) 啟思出版社 $181 $191 +$10 +5.5%

29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Book 
(Combined Science) 1(Compulsory Part)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218 $230 +$12 +5.5%

30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組合科學) 1(必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18 $230 +$12 +5.5%
31

初中歷史
Issue-Enquiry Series for Junior Forms 22、25、26、27、28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45.5 $48 +$2.5 +5.5%

32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26、29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45.5 $48 +$2.5 +5.5%
33 初中地理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7、11、12、14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45.5 $48 +$2.5 +5.5%
34 高中經濟 經濟學新世界 宏觀經濟學2上(必修部分)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64 $173 +$9 +5.5%
35

初中音樂
初中音樂之旅 1 - 3 卓思出版社有限公司 $146 $154 +$8 +5.5%

36 音樂新紀元 第一冊、第二冊 卓思出版社有限公司 $146 $154 +$8 +5.5%
37 高中經濟 經濟學新世界 微觀經濟學1上(必修部分)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46 $154 +$8 +5.5%
38 高中通識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一、單元五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83 $193 +$10 +5.5%
39 初中地理 Exploring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 1A、1B、2A、3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10 $116 +$6 +5.5%
40 高中地理 New Senior Secondary Physics at Work 3A (Compulsory P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10 $116 +$6 +5.5%
41 初中地理 活學地理 (第二版) 1A、1B、2A、3A、3B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110 $116 +$6 +5.5%
42 高中物理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必修部分)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110 $116 +$6 +5.5%

註 表列教科書是今年調查的廣用教科書中，升幅百分率最高的約10%書本，全部均未將教材與課本分拆作獨立訂價。

市場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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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12年售價升幅較高的廣用書
編
號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 / 名稱 出版社

每冊訂價 變動幅度

2011年 2012年 金額 百分比

1 中學宗教 聖經 - 新舊約全書(CUNP53A) — 香港聖經公會 $60 $65 +$5 +8.3%

2 高中語文 Pilot's NS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Pilo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10 $118 +$8 +7.3%

3 初小常識 今日常識新領域課本(2008年第二版) 二年級第1冊至六年級第6冊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41.5 $44 +$2.5 +6.0%
4 高中企業、會計及財務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第4下冊 : 會計選修單元(二)成本會計(一)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35 $143 +$8 +5.9%
5
初中音樂

Music in the New World 1 Pilo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52 $161 +$9 +5.9%
6 音樂新世界 1、2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52 $161 +$9 +5.9%
7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Book 1C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68 $72 +$4 +5.9%
8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1A、1C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68 $72 +$4 +5.9%
9 高中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新編生物學 3(健康與疾病)(必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03 $109 +$6 +5.8%

10
初中綜合科學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Third Edition) 1A、1B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138 $146 +$8 +5.8%

11 最新綜合科學 - 邁進21世紀 (第三版) 1A、1B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38 $146 +$8 +5.8%

12 高中經濟 經濟學新世界
微觀經濟學1中(必修部分)、  
宏觀經濟學2下(必修部分)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39 $147 +$8 +5.8%

13 初中綜合科學 最新綜合科學 - 邁進21世紀 (第二版) 3A - 3C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6.5 $102 +$5.5 +5.7%
14 高中經濟 經濟學新世界 微觀經濟學1下(必修部分)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23 $130 +$7 +5.7%

15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Book 
(Combined Science)

3 (Compulsory Part)、5 (Elective Part)、 
7 (Elective Part)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176 $186 +$10 +5.7%

16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組合科學) 3(必修部分)、5(選修部分)、7(選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76 $186 +$10 +5.7%

17
初中綜合科學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Second Edition) 2A、2B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141 $149 +$8 +5.7%

18 最新綜合科學 - 邁進21世紀 (第二版) 2A、2B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41 $149 +$8 +5.7%
19 高中通識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四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94 $205 +$11 +5.7%
20 高中企業、會計及財務 BAFS in the New World Vol. 1 (Compulsory Part) Pilot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77 $187 +$10 +5.6%
21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Book 4B(Compulsory Part)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142 $150 +$8 +5.6%

22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4B(必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42 $150 +$8 +5.6%
23 高中地理 香港中學文憑互動地理 1地圖閱讀技巧(必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71 $75 +$4 +5.6%
24

高中通識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二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 $208 +$11 +5.6%

25 高中通識新領域 單元二 文達̇ 名創教育 $180 $190 +$10 +5.6%
26

初中歷史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31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26 $133 +$7 +5.6%

27 漫遊世界史 專題系列
文藝復興、古代尼羅河流域文明的生活、
機器時代的生活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54 $57 +$3 +5.6%

28 高中中國語文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中四上至中五下(必修部分) 啟思出版社 $181 $191 +$10 +5.5%

29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A Modern View Book 
(Combined Science) 1(Compulsory Part)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218 $230 +$12 +5.5%

30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組合科學) 1(必修部分)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18 $230 +$12 +5.5%
31

初中歷史
Issue-Enquiry Series for Junior Forms 22、25、26、27、28 Aristo Educational Press Limited $45.5 $48 +$2.5 +5.5%

32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26、29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45.5 $48 +$2.5 +5.5%
33 初中地理 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7、11、12、14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45.5 $48 +$2.5 +5.5%
34 高中經濟 經濟學新世界 宏觀經濟學2上(必修部分)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64 $173 +$9 +5.5%
35

初中音樂
初中音樂之旅 1 - 3 卓思出版社有限公司 $146 $154 +$8 +5.5%

36 音樂新紀元 第一冊、第二冊 卓思出版社有限公司 $146 $154 +$8 +5.5%
37 高中經濟 經濟學新世界 微觀經濟學1上(必修部分)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46 $154 +$8 +5.5%
38 高中通識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一、單元五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83 $193 +$10 +5.5%
39 初中地理 Exploring Geography (Second Edition) 1A、1B、2A、3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10 $116 +$6 +5.5%
40 高中地理 New Senior Secondary Physics at Work 3A (Compulsory P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imited $110 $116 +$6 +5.5%
41 初中地理 活學地理 (第二版) 1A、1B、2A、3A、3B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110 $116 +$6 +5.5%
42 高中物理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必修部分)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110 $116 +$6 +5.5%

註 表列教科書是今年調查的廣用教科書中，升幅百分率最高的約10%書本，全部均未將教材與課本分拆作獨立訂價。

出今年紙價變動數據。根據紙行及印刷商

提供的資料計算，今年書紙價格及印刷費

均與去年同期相若。

教育局回應
該局指曾多次與出版商磋商，但出

版商最終仍未能落實全面分拆教科書和教

材，並提出用三年時間完成分拆的建議。

該局表示對此並不接受，並要求出版商盡

快落實分拆，以創造降低教科書價格的空

間。而對教科書價格（包括已將教材分拆

出售的教科書和未將教材分拆出售的教科

書）的減幅未如理想，該局表示失望之餘，

亦希望出版商能在出版新版或改版教科書

時，能有更實質的減幅。該局在2012年5

月設立了「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

（www.hkedcity.net/edbosp），為教師提

供具質素的學與教資源、評估練習等，供教

師參考並輔助他們編製校本教材，從而減

少對出版商提供教材的倚賴。此外，該局稱

為推廣教科書循環再用以減輕家長負擔，

會積極鼓勵更多學校推行不同形式的計

劃，例如捐贈或買賣二手書、購買參考書和

故事書讓學生借用或循環使用等。該局亦

已修訂了有關的課本評審機制，出版商須

將練習從教科書中抽出，從而令到教科書

更加方便重用。該局又表示今年6月獲立法

圖一：廣用教科書十年價格變動(2003年至2012年)

註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變動以截至該年5月止過去12個月的平均數與截至前一年5月止過去12個月的
平均數比較。
2007年至2011年的中學平均書價數據涵蓋中一至中七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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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財務委員會通過撥款五千萬，以推行「電

子教科書市場開拓計劃」（www.edb.gov.

hk/emads）。該計劃旨在協助和鼓勵具潛

力和有興趣的開發機構，按本地課程編製

電子教科書，以開拓印刷版教科書以外的

另一個市場，增加家長和學校的選擇。計劃

下編製的電子教科書將受價格管制，該局

認為有助減輕家長購買教科書的負擔。該

局表示將繼續透過不同的措施，處理教科

書市場扭曲的問題，以減輕家長的負擔。

出版商會回應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及中英文教出版

事業協會認為，本報告應將2012年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的升幅定為5.9%而非5.5%，

因為後者的計算方法包含了政府一次性紓

困措施，未能如實反映通脹的情況。又稱

課本分拆後售價未有降低的說法不正確，

如本報告所指，中小學已分拆的廣用書平

均訂價上升0.8%，書價與2012年未包括

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上升5.9%）相比，實質降幅已達5%。

兩會又表示，今年分拆教材未能令

書價有更大的減幅，乃因本港今年未包括

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通脹率高達5.9%，

並非業界所能預計，而過去一年營運開支

（尤其是租金）大幅上漲。兩會指根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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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已將教材分拆訂價及未分拆的廣用書訂價升幅比較

年級

已分拆 未分拆

平均
書價變動  

[1]

書本 
數量

佔該學習階段
廣用書的百分比

平均
書價變動 

[1]

書本 
數量

佔該學習階段
廣用書的百分比

初小 +0.6% 85 54.8% +3.8% 70 45.2%
高小 +0.5% 88 54.3% +4.2% 74 45.7%
小學 +0.6% 173 54.6% +4.0% 144 45.4%
初中 +1.1% 85 37.6% +3.9% 141 62.4%
高中 +4.2% 5 1.2% +4.3% 396 98.8%
中學 +1.2% 90 14.4% +4.2% 537 85.6%
總計 +0.8% 263 27.9% +4.2% 681 72.1%

註 [1] 變動為有關書本於2012年的訂價與其2011年訂價相比所得的變動百分比的平均數。

市場速報

餉物業估價署的數字，2012年第一季度

與2011年同期相比，寫字樓租金上漲了

14.3%。此外，最低工資實施後對整體工

資所引起的連鎖反應，令分銷運輸成本大

增，以致營運總成本嚴重失去預算。兩會

稱這些成本變化是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沒有

反映的，因此出版社的成本上漲遠比指數

所顯示為高。

兩會又表示，出版社為配合分拆方

案，需額外支付版權費及行政費；而由於分

拆的課本大部分為現行版，教材早已送給

學校，絕大多數學校不會購買，因此出版

社不但沒有增加收入，反而增加了開支。兩

會一直指出在先天不足的條件下 (如學校

數目少、政府拒絕投放資源給學校添置教

材)，本港很難像歐美等地區成功推行教材

分拆方案。又稱當教材分拆在2011年實施，

學界已指出在缺乏當局清晰的撥款承諾及

機制下，實難作出配合。

兩會稱，近年業界的經營環境極其

惡劣，市場不斷萎縮：例如整體中學學生

人數大減；小學學生人數在06/07至11/12

年度銳減達21%；在新高中學制下，不少選

修科目的修讀人數大幅縮減一半以上，恐

怕是業外人士無法想像的。儘管面對課本

的單位成本不斷提高，業界仍盡力節省成

本，抑制書價上升，以期與大眾共度時艱。

兩會指從本會報告的數字可見，即使未分

拆的廣用書平均訂價，書價也只上升約三、

四個百分點，明顯較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

升幅為低。兩會又稱，2011年間，港幣兌人

民幣貶值近4%，對部分與內地公司合作的

出版社，構成極大的負擔。

兩會表示，在極惡劣的經營環境下，

一直盡力呼籲同業與大眾共渡時艱，落實

凍價甚或減價的措施。雖然今年通脹的情

況比以往更嚴峻，但本年度的廣用書大多只

有一、兩個百分點的加幅，遠低於通脹率，

部分課本甚至出現減價或凍價情況。在全港

一片物價飆升的浪潮中，委實難以做到。由

此可見，業界為回應公眾訴求，付出了極大

的努力及誠意，兩會盼望社會人士能體諒。

出版商回應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本年度

通脹加劇，經營環境極度困難，該公司仍就

教材分拆方案將中、英、數3科共10個系列

分拆並全面凍價，惟個別書目由於尚未進行

分拆（包括表四#3），售價因應通脹而作適

量調整，幅度由4.5%至6%，平均為5.5%，

該公司認為此幅度已比通脹為低。

「卓思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相關課

本的價格乃按每年的變動成本調整，而該公

司被列於表四的書目在去年並沒有調整價

格，該公司認為整體的變動/增幅明顯低於

通脹率。

「Express Publishing」的代理商表

示，印刷費及工資成本增加，另付予作者及

插圖提供者的版權費亦已提高，特別是有

關書目有外國的作者參與，其版權費以外

幣結算，影響成本。

「香港聖經公會」表示，表四#1於

2011年售$60，此訂價乃2010年的訂價，

於2011年並無加價。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表示，該公司

出版的課本價格平均加幅為3.0%，而被列

入是次調查範圍的課本價格平均加幅為

4.1%，皆低於通脹。其書價變動主要因為

工資及印刷成本不斷上漲，及準備教材分拆

版權費用的開支大幅增加。該公司認為，面

對萎縮及競爭激烈的市場，加價後公司的

收益並不一定有增長。另外，該公司表示，

表四#27課本皆附送作業，而加價後的書價

仍比其他出版社的同類課本加作業便宜。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表示，

書價調整並未完全反映成本上漲的實況，

包括租金、工資、原料及運輸費用。該公司

表示已盡量保持書價穩定及增幅低於全年

的通脹率，又表示已回應教育局分拆方案

的要求，並盡最大的努力調整分拆後課本

的書價，主要科目（小學中國語文科及數學

科）書價更有相當的下調（即計算通脹後

約減7%）。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新高

中課程設計令出版社損失嚴重，原因包括

捆綁式送審（按：即新書必須全套或以一

個為期三年的學習階段為單位，送交教育

局審批），及須出版的內容遠多於學生所

需，給予出版時間太短及同時需要出版

中、英文兩個版本，令出版商須增加大量

人手。另外，每科的選修人數大減、退選人

數眾多亦有影響。加上初中學生人數持續

下降、出版商須回收預科課程舊版書，亦影

響其收入。該公司又表示，一如所有商業機

構般，出版商亦要面對高通脹、高租金、高

工資等壓力。

「宏思出版有限公司」表示，因修

讀相關科目的學生人數遠低於預期，另租

金、印刷等成本上漲導致加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