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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改版教科書的改動評級 
樣本
編號

科目 出版商 書名 [1] 分冊編號 / 名稱
訂價 頁數 [4]

作者變動
分項評級 [5]

舊版 
[2]

新版
變動 
[3]

舊版 新版
變動 
[3]

內容
改動

章節
遷移

版面及 
設計改動

略有需要改版

1

生物
牛津大學 

出版社(中國) 
有限公司

New Senior  
Secondary  
Mastering 
Biology*

1A (Compulsory 
Part)

$222 $232 5% 220 252 15%
新增1位編著者 

及2位顧問
b c c

2
1B (Compulsory 

Part)
$170 $178 5% 156 208 33%

新增1位編著者 
及1位顧問

b b b

3
2 (Compulsory 

Part)
$309 $322 4% 308 368 19%

新增1位編著者 
及5位顧問

b b b

4
3 (Compulsory 

Part)
$335 $349 4% 300 312 4%

新增1位編著者 
及4位顧問

b b b

5 地理 高中活學地理* 7 珠江三角洲區域
研究（選修部分）

$162 $165 2% 120 108 -10%
編著者由6位減
至5位，其中3位
為舊版編著者

b c b

6
經濟

培生教育出版 
亞洲有限公司

NSS Exploring 
Economics*

4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Elective Part)
$70 $70 0% 96 84 -13%

新增1位編著者
b c c

7
6 Money and Trade 
(Compulsory Part)

$203 $203 0% 240 264 10% b c c

8
中國 
文學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 
有限公司

新高中中國文學 
（時序版）◆*

1（必修部分）
$160
▲ 

$175 9%
177▼ 170▼ -4% 編著者由編輯委

員會取代；另新
增1位編務統籌

b c c

9 2（必修部分） 216▼ 202▼ -6% c c c

應作重印兼訂正

10
中國 
文學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 
有限公司

新高中中國文學 
（時序版）◆* 3（必修部分）

$160
▲ 

$175 9% 185▼ 178▼ -4%
編著者由編輯委
員會取代；另新
增1位編務統籌

c d d

     
 

[1] 版次及出版年份：所有樣本皆於2020年推出第3版，並分別於2014年或2015年
推出舊版。 
程度：全部樣本皆為高中用書。 

 ◆ 中國文學科樣本的新版以時序分冊，因此本會選取舊版的「時序版」而非
「文類版」作比較。

 * 代表該書冊列於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內。中國文學科樣本的舊版（時序
版）未有列於「適用書目表」內。

[2] 舊版訂價：表內所列為舊版於2019年的訂價。

 ▲ 中國文學科整套教材由舊版4冊改為新版6冊，新版第1至第3冊可與舊版第1及

註 第2冊（每冊訂價為$240）對應。表內所列為兩冊舊版總訂價均分為3冊後
的平均訂價。以整套教材計，新版6冊合共$968，舊版4冊合共$960，相差
$8（+1%）。

[3] 變動：變動百分比經四捨五入處理。

[4] 頁數：頁數指內封面至內封底之間的所有頁數，包括空白頁及無編號的頁面。
 ▼  為方便比較，中國文學科樣本新、舊版的頁數不包括各分冊的目錄頁（6頁

或8頁）。
[5] 分項評級：a為「必須改動」，b為「有需要改動」，c為「可改可不改」及d為「不需

要改動」。

調查方法

●	用書取樣：根據參與本會年度學生購

書費調查的學校於今年7月至8月所

提供的書單，從必須購買的課本中抽

出於今年改版的書冊，再選出10冊

於本學年較多學校選用的改版教科書	

（見附表）作研究樣本。

●	評審：本會向相關出版商詢問樣本改版

的原因（「培生教育出版」未有提供），

並比較新、舊版的出版年份、訂價、頁數、

作者及內容上的改動。另蒙43位香港

多間專上學院有關學系的學者及講師

的協助，參照教育局學科課程指引及優

質課本基本原則，從改善教學質素的	

角度，審視樣本新、舊版間的主要改動，	

和就該等改動是否有切實需要給予專

業意見。

教科書改版調查
     屬「略有需要改版」

每年本會都會進行有關教科書改版的調查，是次本會檢視了4套共10冊於2020年改版的中學 

教科書，涵蓋生物、中國文學、經濟及地理科。本會邀請了43位學者為該10冊教科書評審及進行

評分，綜合他們的意見，9冊改版書被評為「略有需要改版」，餘下1冊則屬「應作重印兼修訂」，

即沿用舊版並以勘誤表或附頁形式向學生提供輕微修正的內容。

●	 評級：每冊樣本由4至5位有關學系的

評審員評級。評審員參照各樣本的新、	

舊版，分別就3個環節的改動包括「內容

改動」、「章節遷移」及「版面/設計變動」

評級。評級準則以改動是否必須為依據，	

分為「必須改動」、「有需要改動」、	

「可改可不改」及「不需要改動」。評審

團除給予評級外，亦可作出其他評語。	

上述各分項評級佔總評的比重分別為

「內容改動」60%；「章節遷移」20%；	

「版面／設計變動」20%。本會按各分項

評級的比重加權後得出有關樣本是否有需

要改版的總評，總評級分為「有需要改版」、

「略有需要改版」或「應作重印兼修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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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是次調查未有任何樣本的分項評級為「必須改動」。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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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改版教科書的改動評級 
樣本
編號

科目 出版商 書名 [1] 分冊編號 / 名稱
訂價 頁數 [4]

作者變動
分項評級 [5]

舊版 
[2]

新版
變動 
[3]

舊版 新版
變動 
[3]

內容
改動

章節
遷移

版面及 
設計改動

略有需要改版

1

生物
牛津大學 

出版社(中國) 
有限公司

New Senior  
Secondary  
Mastering 
Biology*

1A (Compulsory 
Part)

$222 $232 5% 220 252 15%
新增1位編著者 

及2位顧問
b c c

2
1B (Compulsory 

Part)
$170 $178 5% 156 208 33%

新增1位編著者 
及1位顧問

b b b

3
2 (Compulsory 

Part)
$309 $322 4% 308 368 19%

新增1位編著者 
及5位顧問

b b b

4
3 (Compulsory 

Part)
$335 $349 4% 300 312 4%

新增1位編著者 
及4位顧問

b b b

5 地理 高中活學地理* 7 珠江三角洲區域
研究（選修部分）

$162 $165 2% 120 108 -10%
編著者由6位減
至5位，其中3位
為舊版編著者

b c b

6
經濟

培生教育出版 
亞洲有限公司

NSS Exploring 
Economics*

4 Monopoly and 
Competition Policy 

(Elective Part)
$70 $70 0% 96 84 -13%

新增1位編著者
b c c

7
6 Money and Trade 
(Compulsory Part)

$203 $203 0% 240 264 10% b c c

8
中國 
文學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 
有限公司

新高中中國文學 
（時序版）◆*

1（必修部分）
$160
▲ 

$175 9%
177▼ 170▼ -4% 編著者由編輯委

員會取代；另新
增1位編務統籌

b c c

9 2（必修部分） 216▼ 202▼ -6% c c c

應作重印兼訂正

10
中國 
文學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 
有限公司

新高中中國文學 
（時序版）◆* 3（必修部分）

$160
▲ 

$175 9% 185▼ 178▼ -4%
編著者由編輯委
員會取代；另新
增1位編務統籌

c d d

     
 

[1] 版次及出版年份：所有樣本皆於2020年推出第3版，並分別於2014年或2015年
推出舊版。 
程度：全部樣本皆為高中用書。 

 ◆ 中國文學科樣本的新版以時序分冊，因此本會選取舊版的「時序版」而非
「文類版」作比較。

 * 代表該書冊列於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內。中國文學科樣本的舊版（時序
版）未有列於「適用書目表」內。

[2] 舊版訂價：表內所列為舊版於2019年的訂價。

 ▲ 中國文學科整套教材由舊版4冊改為新版6冊，新版第1至第3冊可與舊版第1及

註 第2冊（每冊訂價為$240）對應。表內所列為兩冊舊版總訂價均分為3冊後
的平均訂價。以整套教材計，新版6冊合共$968，舊版4冊合共$960，相差
$8（+1%）。

[3] 變動：變動百分比經四捨五入處理。

[4] 頁數：頁數指內封面至內封底之間的所有頁數，包括空白頁及無編號的頁面。
 ▼  為方便比較，中國文學科樣本新、舊版的頁數不包括各分冊的目錄頁（6頁

或8頁）。
[5] 分項評級：a為「必須改動」，b為「有需要改動」，c為「可改可不改」及d為「不需

要改動」。

調查結果
版次及出版年份

所有檢視的樣本於今年推出第三版。

除中國文學科樣本外，其餘樣本的新、舊版

皆經過教育局評審，列於「適用書目表」內，

而舊版樣本於5年或6年前推出，是次改版

符合教育局課本「五年不改版」的規定。

檢視的中國文學科樣本（#8至#10）

只有新版（第三版）列於教育局的「適用書

目表」內；該系列的舊版於2015年推出，	

設有「文類版」及「時序版」，即教材分別以

文類及時序分單元，而當中只有「文類版」

曾送交予教育局評審。是次調查選取了舊

版的「時序版」與同為「時序版」的新版作

比較，以了解樣本是否有切實的改版需要。

訂價及頁數比較

與舊版去年的訂價相比，10冊改版書中，

僅經濟科樣本（#6及#7）的訂價不變，	

分別為$70及$203。中國文學科樣本的訂

價加幅最顯著，由於整套教材改版後由4冊

改為6冊，而是次檢視的新版第1至第3冊	

（每冊訂價為$175）可與舊版第1及第2冊

（每冊訂價為$240）對應，因此平均訂價由

$160增至$175，加幅為9%；但若比較整套	

教材，新版6冊合共$968，舊版4冊合共$960，	

加幅輕微（+1%）。生物科樣本的平均訂價

由$259增至$270，加幅亦不少（4%）；地理

科樣本則由$162加至$165，加幅尚算輕微

（2%）。頁數方面，5冊樣本的頁數較舊版

多4%至33%；餘下5冊樣本的頁數則分別減

少了4%至13%。從新、舊版的頁數及今年的	

訂價變動可見，兩者未有直接關係。

作者變動 

生物及經濟科樣本均新增1位編著者，

而生物科每冊樣本同時新增1至5位顧問。	

地理科樣本更換了部分編著者，並刪減1位

編著者；中國文學科樣本的編著者由編輯

委員會取代，另新增1位編務統籌。

總評

本會依據評審團的評級總結出9冊

為「略有需要改版」（#1至#9），餘下1冊

（#10）則屬「應作重印兼修訂」。	

評審團意見
評審團審視10冊樣本的新、舊版後，

認為8冊樣本的內容有改動的需要；僅3冊	

樣本的章節及4冊樣本的版面及設計有需要

改動。

生物科

生物科樣本（#1至#4）屬同一系列，

4冊樣本的總評皆為「略有需要改版」。	

內容方面，評審員認為新版的科學內容較

舊版多，但科學發展的新概念不足，以樣本



#1為例，現代科學已有足夠數據證明需要重

組食物金字塔的排序，以達致更健康及均衡

的飲食，然而新版沿用舊有的食物金字塔。

評審員建議出版商在網上發布更新內容，	

特別是已成熟的科學知識，方便學生重用舊

版教科書。

評審員表示新版的內容解說較舊版清

晰易明，亦新增不少圖解，例如有關消化系

統及食道等，讓學生對身體構造有更具體的	

印象。而新增的「STEM	DIY」及「STEM	Project」

內容有趣，可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但評審

員未能確定老師是否有時間跟進此類活動。	

至於新版新增的「Skill	Builder」，有評審員表

示該環節能加強學生設計科學實驗、分析和

寫作的能力；有評審員則認為「Skill	Builder」

涵蓋的內容早已包括在舊版的練習中，沒有

必要改頭換面變成新環節。

評審員樂見部分章節的新編排有助學

生掌握及了解學習內容，然而部分變動卻未

必能提升學習的成效，例如樣本#1新版將不

同食物測試方法歸入各種營養素的段落中，	

評審員認為舊版綜合不同方法再作比較的編

排方式，較能令學生有效地了解內容，因此沒

有改動的必要性。

版面設計方面，評審員認為新版的設計

較現代化，讓課文更具吸引力。新增或更新後

的繪圖、照片和顯微鏡照片較舊版清晰，有利

學生理解課文概念，整體而言有改動的需要。

然而，有評審員不認同新版改以點列形式顯

示主要課文，沒有附上任何描述性的解釋。	

評審員認為採用點列形式雖能提高可讀性，

但或會鼓勵學生「死記硬背」，欠缺確切的

理解，亦會限制學生應用科學知識寫作或

描述事實的能力，傾向為考試作準備而非

學習科學。

地理科

地理科樣本#5「珠江三角洲區域	

研究」的總評為「略有需要改版」。評審員

表示珠江三角洲區域急速發展，有需要向學

生提供較近期的資料和數據，例如新增城市

化發展的內容，以及更新區內的發展動向，	

包括智能發展、旅遊農業及污染治理措施等。	

此外，評審員贊同新版新增「個案研究」，

以實例形式向學生解說該區域的工業和城

市的最新發展。而根據最新的文憑試試題

形式重新編寫或修訂的「文憑試試題剖析」

及「題型練習」，評審員認為有助學生鞏固學

習內容，熟悉試題類型及特點以應付考試。	

然而，評審員不同意刪除部分舊版內容，	

例如刪去與長江三角洲區域有關的內容，	

雖能讓學生專注於珠江三角洲區域，但欠缺

其他區域作比較，學生或未能了解珠江三角

洲區域的獨特性及建立地理空間的聯系性。

經濟科

經濟科樣本（#6及#7）屬同一系列，

兩冊樣本皆被評為「略有需要改版」。評審

員表示中學的經濟學主要涵蓋已完全發

展的概念，一般只是修正和改善內容組

織及表達方式。就新版的內容解說而言，	

評審員認為較舊版清晰及詳盡，改用生活

化例子取代舊版歷史性或文學性例子，學生	

或較易吸收；而新版增添時事例子及更新

經濟數據供學生練習或討論，例如中美	

貿戰、比特幣、港元與歐元匯率等，能反映

最新經濟和社會現狀，提高學生應用經濟

學分析時事的興趣。此外，有評審員表示

經濟學理論總是建基於一些「假設」，贊同

新版引導學生討論放寬「假設」後對原本

結論有何影響。

評審員指出，新版章節的編排較舊

版好，版面及設計有顯著的變動，但對學

生學習帶來的益處有限。評審員樂見新版

改以漫畫、遊戲或實驗帶出經濟學原理，	

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至於新版增置的

網上教學元素，評審員持不同意見。新版多

處新增二維碼（QR	code）以取代舊版的部

分內文，有評審員認為有利網上教學，特別

是近月因應疫情而需改以網上授課的機會

很高；然而，有評審員則擔心學生要先掃

瞄二維碼後，才可進一步取得相關資訊，	

或會降低學生求學的意欲。相反，將答案

及提示隱藏於二維碼則是可取的做法，	

相信可鼓勵學生取得答案前先思考。

中國文學科

中國文學科樣本（#8至#10）屬

同一系列，#8及#9樣本的總評為「略有

需要改版」，而#10則被評為「應作重

印兼修訂」。內容方面，新版抽起部分

非指定及／或與高中中國語文科重疊

的篇章，部分評審員認為教師仍可靈

活運用舊版，避開相關篇章，沒有必

要改版。至於新版更換了少量篇章，	

有評審員認為個別選篇的更換有助加

強教材的教學價值，但個別評審員不贊

成部分改動，例如樣本#9改用唐朝詩

人李白的《北風行》為練習題材，而學生

做該練習題時卻尚未學習唐代文學，未能	

應用相關的基礎知識回答題目。此外，	

評審員表示「本章摘要」改版後僅重新

新

舊

評審員樂見生物科樣本改版後新增大量圖解

以配合顯微鏡照片，能更有效地解釋課文內容。

新

生物科樣本新版的部分課文

改以點列形式顯示，評審員

認為或會限制學生應用科學

知識寫作或描述事實的能力。



抄錄章節的標題，與舊版相比過於簡化，	

評審員認為學生快速掌握重點的同時亦需

要理解文意。評審員另留意到內容的準確

度有待改善，例如新版於「鴻門宴」一課分

析項羽性格短視時引用了「項羽沒有深思

楚漢形勢，被劉邦蒙敝」為例子，評審員指

出項羽於鴻門宴時尚未稱西楚霸王，劉邦

亦未封漢王，不認同新版使用「楚漢形勢」

一詞；又例如新版於《屈原賈生列傳》一

課提到「太史公曰」，解說時引述了「信而	

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為例子，評審

員指出該引文並非出自「太史公曰」。

課文編排方面，評審員認為新分冊

模式不及舊版以朝代分冊清晰，以樣本#10	

為例，新版以「中晚唐、兩宋文學」取代舊版

的「唐宋文學」作為時序單元，課文內容卻

只列舉中唐的古文，不太恰當。另一方面，	

新版整合原分散在舊版每章節的「文學	

創作」單元，並搬移至分冊末部，有評審員

認為改動合理；但個別評審員指出新版的	

「文學創作」過於簡短，未有如舊版從不同

角度展開論述。

評審員對新版的版面及設計改動持

不同意見。評審員認為樣本#8排版改動後

讓內容更為清晰，常於同一頁面內顯示整個	

小節，便於閱讀；而樣本#9及#10的新版版

面及設計則未有充分的改動原因。新版改

以不同顏色和字體標示引文及論述，部分評

審員表示閱讀時較舊版清楚，學生容易掌握

重點，但有個別評審員認為沒有實質需要。	

插圖方面，評審員指出新版很多時沿用舊版

的插圖，只是稍作調色或調整位置。

出版商回應 
「天行教育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指出，除篇章的改動外，不少練習和題目

均有需要更換，而「文學創作」絕大部分重	

寫後，更切合學生需要。至於新版減少了	

頁數，該公司表示其中的原因是新版部分

內容改以免費電子書形式出版，學生只需

經課本封面的二維碼即可連結至相關內容

及其他增潤部分。

教育局意見
教育局指出其教科書評審機制致力

確保課本內容能符合課程目標和宗旨，	

並從內容、學與教及組織編排角度全面審

視申請改版課本的質素，嚴格審批出版商

的課本改版申請。「五年不改版」的課本評

審機制素來行之有效，在2019/20學年，	

經該局評審獲批改版的課本只佔「適用書

目表」上的課本約1%。

該局的課本評審小組認為是次調查

的地理、經濟及生物科教科書的改動實

屬合理而有必要。高中地理科教科書的	

改動，主要是回應2017年公布的相關課程

及評估指引之更新範疇，內容涉及其中一

個有重大內容修訂的選修單元。經濟科課

本除更新經濟數據及引用較近期的經濟事

件為例子外，亦因應該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的更新（包括於2019年香港中學文憑試加

入資料回應題），在不同章節加入分析經濟

資料的導引和學與教活動，協助學生提升

應用經濟學概念和理論以進行經濟分析的

能力。生物科課本所新增和更新的內容，	

評審員指出，中國文學科樣本部分內文未有顯著改動，僅稍為修改了格式。

部分評審員認為中國文學科樣本改以

藍色文字標出引文，黑色文字標出課

本論述，學生容易掌握重點。

舊新

新

以及在章節組織和編排的改變，顯著改進了

學與教及評估，有助促進學生學習。至於中國

文學科（#8至#10），該局指出由於本會選取

的舊版（時序版）未經該局評審，因此未能就

本會的調查結果作出評論。

該局表示按是次調查的研究方法，

不論評審員的分項評級為「有需要改動」

或「可改可不改」，總評均歸納為「略有需

要改版」，故此，即使被該局接納改版申請

的課本（#1至#7）在內容改動部分的評級	

全屬「有需要改動」；而評審員對課本改版

的評價正面，認為內容解說明顯較舊版清晰	

易明、新增內容有助學生鞏固學習等，有關

課本最終只被評為「略有需要改版」。該局

強調樣本#1至#7在內容方面的改動有其實

際需要，而非是次報告總評所述的「略有需

要改版」。（本會按：各樣本的總評是按照3個	

分項的評級經比重加權後計算所得，當中

「內容改動」佔60%，「章節遷移」及「版面／

設計變動」分別佔20%。）

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意見
該協會表示是次的報告整體來說較以往

的同類報告客觀，樂意就評審團提出的建議與

專家學者、教育局、學校及本會等持份者作進

一步討論。該協會指出，出版商十分關注學生

的學習成效，致力提升學生的概念及知識等。	

出版商除提供紙本的學習材料外，亦不斷探

討更佳的學習方法，提供更適切的教學材料，	

例如電子教學資源，務求讓學生有所禆益。	

該協會期望日後與本會保持緊密的聯繫及	

交流，以促進雙方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