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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網

調查方法
去年教育署替本會隨機抽出學校

書單，整理出一份書目錄。本會根據這份

書目錄去信各出版社核實今年訂價，總

共收回52間出版社的資料，然後選出較

多學校使用的同版書，比較今年與去年

的訂價。這次調查涵蓋了239本小學及

474本中學廣用教科書。

註:

科目 平均變動

2002年5月和2001年5月的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分別下跌2.0%及2.5% (以截至同年5
月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與截至前一年5月
止12個月的平均數比較)

表一 : 2002年小學廣用
教科書訂價變動

中國語文、英文、電腦、其他

數學

常識

音樂

普通話

2002年總平均變動

2001年總平均變動

0%
-0.3%
-0.4%
-1.9%
-0.2%

-0.3%
5.0%

註:

科目 平均變動

2002年5月和2001年5月的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分別下跌2.0%及2.5% (以截至同年5
月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與截至前一年5月
止12個月的平均數比較)

表二 : 2002年中學廣用
教科書訂價變動

2002年總平均變動

2001年總平均變動

中、英、數、中國文學、中國
歷史、世界歷史、綜合科學、
地理、經公、物理、化學、
生物、商科、電腦、設計與
工藝、音樂、普通話及其他

附加數學

-0.1%
4.4%

0%

-2.3%

大部分書本沒有加價
這是本會過去廿多年來刊登的第

21次教科書調查中，首次出現價格下調。

調查顯示86%小學書(206本)及99%中學

書(471本)沒有加價，其餘33本小學及

3本中學書訂價下調，平均下調0.3%及

0.1%。（表一及表二）

中一中文書新舊課程
價格不同

不過凡事有例外，今年小一數學及

中一中國語文因推出新課程綱要

(syllabus)，出版社需推出新教科書配

合。本會根據教育署網頁上的資料計算

出兩個新課程書本的平均訂價，發現中

一中國語文書的平均訂價在去年為$240，

今年則為$257.6(表三)，變動為7.3%。小一

數學書的平均訂價與去年相若($183)(表

四)。補充一點，新舊課程書本內容不同，

價格不宜直接比較，數字只反映對學生

負擔的影響。

紙價及印刷費下調
紙價及印刷費是影響書價的其中

一個因素，雖然個別紙行的數據顯示泰

國書紙價於今年4、5月時回升，但今年首

5個月的平均書紙及粉紙價較去年的平

均為低，下調幅度由0.8%至6.9%。印刷費

每到新學年，為人父母想起要為子女

添置新課本，一定大感頭痛，因為每

年的購書費動輒上千元，實在

是很沉重的負擔。本會今年的

調查顯示大部分教科書都

沒有加價，小部分更下調。

教科書
價格首次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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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中一中國語文書本訂價比較
2002年新課程中國語文用書

2001年部分中國語文用書 (1)

註:

出版社 書名 冊數 2002年訂價

新舊課程書本內容不同，價格不宜直接比較。

(1) 根據本會去年抽樣的46間中學所使用的中國語文書本計。

商務

啟思

啟思

現代教育

香港教育圖書

朗文

新亞洲

平均：

人人

啟思

香港教育圖書

現代教育

平均：

學好中國語文

生活中國語文

啟思中國語文

中學中國語文

新理念中國語文

朗文中國語文

新亞洲中學中國語文

中學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

中國語文修訂二版

中國語文

1上、中、下冊

1上、下冊

1上、下冊

單元1-9

1上、下冊

分項單元、基礎單元及自習篇章

視聽教育、聲情教育、智慧閱讀、
生活寫作、專題研習系列共9冊

1、2

1、2

1、2

1、2

$260.0
$264.0
$264.0
$261.0
$228.0
$260.0

$266.0

$257.6

$248.0
$254.0
$228.0
$230.0

$240.0

出版社 書名 冊數 2001年訂價

方面，部分印刷公司表示書本印刷費與

去年一樣，部分表示下調2%至10%。

搭送/搭賣物品
隨課本搭送/搭賣的物品包括答案

簿、資料簿、光碟、工作紙等，有出版社表

示是應老師要求將工作紙從作業分拆出

來，以方便收回批改。本會認為該等物品

應在市面上獨立出售，學生不需因該搭

送/搭賣物品而必須購買新書。

出版社處理搭送/搭賣物品的方法

各不相同(表五)，部分搭送/搭賣物品不

會在市面上獨立發售。

教育署回應
就本會對2002年中小學教科書價

格調查的結果，教育署有以下回應：

減低書價的措施

◆ 教育署對書價開始出現下調的趨

勢表示歡迎，可見過去與各界合作推行

的減低書價措施，初見成效。署方會繼續

協同各有關團體，尋求進一步減低書價

的辦法，以減輕家長負擔。

◆ 在紓緩學生及家長的書費負擔方

面，教育署已推出不少措施，包括：與出

非教科書類別升幅

本會去年調查發現，小學課本中，超

過4成是非教科書(如作業、工作紙、故事

書、地圖等)類別，中學則有2成多，所以

今次調查也選取了一些作業、工作紙等，

計算其升幅。共收集了379本小學及270

本中學非教科書的訂價資料，升幅分別

為0.1%及0.2%，同樣地大部分出版社今

年都沒有加價。

2002年新課程數學用書

註:

出版社 書名 冊數 2002年訂價

2001年部分數學用書 (1)

出版社 書名 冊數 2002年訂價

新舊課程書本內容不同，價格不宜直接比較。

(1) 根據本會去年抽樣的43間小學所使用的數學書本計。

表四：小一數學書本訂價比較

平均：

平均：

朗文

康橋

教育

現代教育

新亞洲

文達

牛津大學

麥美倫

時信

齡記

朗文

康橋

教育

現代教育

新亞洲

聯邦

新一代數學

康橋數學 (2002年初版)

今日互動數學

廿一世紀現代數學

小學數學

達標小數學

新紀元小學數學(牛津/勤達數學系列)

數學新天地

齊齊學!數學

數學樂園

新一代數學課業 (TOC)

康橋數學 (TOC)

今日數學 (TOC)

現代數學 (TOC)

新亞洲小學數學 (TOC)

Federal Primary Mathematics (TOC)

1上A/上B/下C/下D

1上A/上B/下A/下B

1上A/上B/下A/下B

1上A/上B/下A/下B

1上A/上B/下A/下B

1A/B/C/D

1A/B/C/D

1上A/上B/下A/下B

1A/B/C/D

1A/B/C/D

1上A/上B/下A/下B

1上/下

1上A/上B/下A/下B

1上A/上B/下A/下B

1上A/上B/下A/下B

1上A/上B/下A/下B

$192.0
$156.0
$192.0
$192.0
$192.0
$160.0
$192.0
$200.0
$168.0
$184.0

$182.8

$188.0

$140.0

$176.0

$178.0

$174.0

$244.0

$1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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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網 教科書價格首次凍結

多年來家長和學生都對教科書意

見多多，本會特別節錄他們的一些心聲：

家長心聲：李女士以前讀書時可以

重用哥哥姐姐的舊書，現在卻很困難，因

為書本版次即使相同，出版社卻將很多

練習題目印在書內，例如貼紙、繪圖、貼

相、填充等。老師在書本上批改評分後，

現時自己子女又怎能再重用哥哥姐姐的

舊書？

本會建議：出版商宜將這些習作從

教科書中抽出，使學生可以重用舊書，減

輕經濟負擔。因為將練習放在教科書內，

特別是要把答案寫在書本上的習題，會

減低學生購買舊書的意欲。

家長心聲：甘女士的兒子有一本舊

歷史書，但卻欠缺隨書附送的2本圖書

冊，出版社表示課本及圖書冊是整套出

售，不能分開購買。甘女士認為此舉對家

長不公平，如學生遺失圖書冊，便要整套

書本購買，實是浪費。

本會建議：本會建議出版商應提供

獨立售賣這些物品的途徑並訂出合理價

錢，讓有書但沒有搭送/搭賣物品的學生

購買。此外學生在購買舊書前，應先瞭解

書籍本身有否搭送/搭賣物品，如有，但該

舊書欠缺，便應考慮是否繼續購買。

家長心聲：不少家長都認為購書費

不菲，李先生兒子使用的英文故事書，薄

薄一本但訂價過百，他認為過貴。

本會建議：香港是自由貿易市場，大

部分貨品均沒有價格管制。若一般貨品

的訂價過高，消費者認為不值，可以不

版商商討凍結及下調新學年課本價格；

在網上「適用書目表」提供課本價格；發

通告鼓勵教師選書在素質之外要考慮書

價，並小心採用作業；嚴格執行改版規定

及要求書商多用「重印兼訂正」處理輕微

修訂及更新的資料，和將有關資料派發

予學校等。

家 長、學生心聲

教科書內填寫的習作題目，減低學生用舊書的意欲

新舊課程教科書的比較

◆ 調查就兩科新舊課程教科書作書

價比較，中學中國語文新書的平均書價

上升。事實上，部分中學中國語文新書設

計採單元分冊方式，學校如按需要作選

擇購買而非全套採用時，則學生的購書

費自會相應下降。

◆ 綜觀兩科新課程教科書的訂價情

況，可見推行新課程並非必然導致書價

上升，出版商如何設計教科書及學校審

慎用書實有助減低學生的購書費。

「搭賣」及「搭送」的補充材料

◆ 教育署一向十分關注教科書「搭

賣」或「搭送」補充材料的情況，並要求出

版商應讓學生及家長可以在市面上方便

地及獨立地購買這些補充材料，讓使用

舊書的學生以合理價錢補購此等材料而

毋須購買新書。

◆ 署方更鼓勵學校在選書時要向出

版商查詢有關配套教材的售賣資料；並

審慎考慮是否必須採用以「搭賣」或「搭

送」形式推銷的學習材料。同時，署方亦

鼓勵學校參考消費者委員會發表的調查

報告選書，以保障家長的消費權益。

回應家長心聲

◆ 教科書是學生學習的主要材料之

一，其內容必須具備學習活動或練習以

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故未必能完全避

免讓學生直接在書上填寫答案。不過，署

方呼籲出版商設計教科書時要力求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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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隨書搭送/搭賣物品 處理方法

註:

表五:部分出版商處理搭送/搭賣物品方法 (1)

(1) 資料由各出版社提供。
(2) 「新亞洲」表示該部分教材仍是整體教材的組成部分，只不過是獨立釘幀，以方便學生攜帶，減輕
書包重量，亦有利教師靈活使用教材和收回批改。此舉絕不涉及「搭送」、「搭賣」或促銷的意圖。

可在各大書局購得

只可在出版社購得

可在出版社或各大書局購得

可在出版社或各大書局購得

可在出版社或各大書局購得

可在出版社或各大書局購得

學生不能獨立購得

可在出版社或各大書局購得

學生不能獨立購得

學生不能獨立購得

學生不能獨立購得，但在特殊情況下，如遺
失光碟或校方特別選用該出版社的光碟，老
師可協助學生直接向出版社訂購。

學生不能獨立購得

大部分光碟可在各大書局購得

可在各大書局購得

學生不能獨立購得

可在出版社或各大書局購得

學生不能獨立購得，如需要購買，可通過
校方與出版社聯絡及安排

只可在出版社購得

出版社表示一向有就該些物品提供獨立價格，
供各書局入貨及銷售

只可在出版社購得

學生不能獨立購得

學生不能獨立購得

雅集

勤達

課室教材

中大

迪威教育

教育出版社

人人

卓思

星河教育

香港音樂

精工

齡記

朗文

麥美倫

文達

現代教育

新亞洲

牛津大學 /
啟思

導師

精

偉文

光碟

綜合科學及英文科答案簿

數學科附加資料冊

普通話科自學電腦光碟

數學科光碟

電腦科光碟及作業

光碟、錄音帶

中國歷史科光碟

音樂科光碟

光碟

音樂科光碟

光碟

光碟

光碟

化學科數據手冊

教學光碟及綜合科學科
活動作業

小學電腦科工作紙及光碟

小學常識科工作紙、中文科
筆順或寫作練習 (2)

附加資料冊、題解冊及光碟

答案簿、附加資料冊及光碟

英文科答案簿、光碟或DATA FILE

光碟及附加資料冊

買，決定權在用家手中。但教科書卻不

同，教師選書卻由家長付款，本會再次呼

籲老師在選書時，考慮書本適用及素質

外，須兼顧家長的負擔能力。

此外，本會去年9月發表的教科書

供求市場研究報告，建議政府利用學生

書簿津貼，資助學校進行學生借書計劃；

本會相信計劃有助減低書價。據悉，有些

學校採用了借書計劃的概念，由學校購

買英文故事書，借給學生使用，這不單減

輕家長的購書負擔，亦可令書本得以循

環使用，符合環保意識，一舉兩得。

約，避免不必要的奢華包裝。

◆ 署方已向學校發出通告，呼籲學

校不濫用補充作業。一些參考材料，如字

典、地圖等，要在書單上註明；如學生已

有同類材料，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故事

書之類的教材，學校可安排統一購買，由

學生分擔書費，循環使用。

總結
今年出版商凍結教科書價格，教育

署亦將教科書的訂價上網，此舉可方便

老師在選書時考慮書價。

近年較多出版社隨書附送物品，例

如光碟、答案簿，本會認為出版社應提供

途徑讓學生獨立購買該些物品，避免學

生因欠缺該些物品而必須買新書本，造

成浪費。

不少課本都附有搭送/搭賣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