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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 平均升幅

普通話 4.3%

中文

4.2%數學

音樂

英文 4.1%

電腦 3.9%

常識 3.8%

宗教 1%

生命教育 0%

2015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3.9%

2014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3.7%

表一：2015 年小學廣用教科書
訂價升幅

表二：2015 年中學廣用教科書
訂價升幅

科目 平均升幅

生物
4.4%

地理

化學 4.3%

英文
4.2%

數學

經濟 

4.1%

綜合科學

歷史 

視覺藝術

中國歷史

物理

中文

4.0%
組合科學

普通話

資訊及通訊科技

綜合人文科學 3.9%

音樂 3.8%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3.7%

通識

生活與社會 3.6%

中國文學 2.7%

旅遊與款待 0%

2015 年中學總平均升幅 4.1%

2014 年中學總平均升幅 3.7%

2015 年 5 月和 2014 年 5 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均上升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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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近年推行「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與

「五年不改版」等政策以穩定教科書價格。本會今年的

教科書價格調查發現，中小學教科書價格繼續上升，整

體平均上升4%，略低於通脹0.4%，而超過九成廣用教

科書將於2015-16學年加價。

4%

平均上升
教科書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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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學教

科書（下稱「廣用書」），然後去信有關的

出版商查詢有關書目今年的訂價。撇除將

於今年改版或停刊的書目後，再計算出有

關的同版廣用書去年和今年兩年間的價格

變動。部分科目的課本毋須送交教育局評

審，是次調查涵蓋的書目約有一成半並非

載於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內的課本。

是次調查涵蓋25間出版社的634本

廣用書，包括小學用書155本（初小用書佔

83本，高小用書佔72本）及中學用書479本

（初中用書佔160本，高中用書佔319本）。

書價變動
整體書價上升4%

以全部調查的中小學廣用書的個別

價格變動幅度計算，整體書價平均升幅為

4%，略低於同期的通脹率（詳見「與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比較」一段）。

中學廣用書訂價平均上升4.1%

中學廣用書的訂價平均上升4.1%，初

中及高中的平均升幅相若。按科目計算，除

旅遊與款待科用書訂價不變外，其餘科目

用書的訂價平均上升2.7%至4.4%不等，當

中以生物、地理以及化學科廣用書的平均

升幅最高，分別為4.4%及4.3%（見表二）。
小學廣用書訂價平均上升3.9%

今年調查的小學廣用教科書訂價平

均上升3.9%，初小及高小的平均升幅相

若。按科目計算，除生命教育科用書訂價不

變外，其餘科目用書訂價的平均升幅由1%

至4.3%不等，以普通話科廣用書的平均升

幅最高（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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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成七課本加價

調查範圍內的中小學廣用書並沒有

任何課冊減價。訂價不變的廣用書有17本

（佔所調查廣用書的2.7%），除通識科外，

大多為非主科科目（見表四）。餘下617本

（佔調查的廣用書97.3%）的訂價升幅由

1.6%至7.4%不等，當中約10%書目的訂價

高於通脹，其中近八成為中學課本。科目

方面，小學有多冊音樂科及中文科用書的

訂價升幅較高，分別為4.9及4.8%。而中學

方面，升幅較高的包括有屬主科的中文、數

學及通識科，與及非主科的中國文學、地

理、歷史、化學及生物科用書，升幅為4.9至

7.4%（見表三）。

調查的廣用書基本上全已分拆訂價

教育局自上學年起全面實施「課本、

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政策，目的是希望透

過要求出版商把課本和教材或學材分拆訂

價，以理順過往課本與相連材料綑綁銷售的

情況（例如以「套裝」方式發售課本和相關

學材），令學生及老師能按各自需要明碼實

價購買課本及教材。是次調查的書目中，除

個別並無附送或綑綁學材而是單一售賣的

書目外，其餘的課本都已與其相關的教材分

拆訂價。

調整書價的原因
綜合廣用書出版商的回應（個別回應

見以下「出版商回應」一欄），加價的主要

原因為今年學生人數大幅減少，令課本銷

售量持續下降及教科書出版行業出現急劇

萎縮的現象。其他調整書價的原因包括營

編
號
級別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 / 名稱 [1] 出版社

每冊訂價 變動幅度

2014年 2015年 金額 百分比

1 高中 通識 高中新思維通識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188 $202 $14 7.4%

2

高中 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 

1 (時序版) 
天行教育出版(香港)

有限公司
$204 $216 $12 5.9%3 3 (時序版) 

4 4 (時序版) 

5
高中 數學

New Trend Seni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Module 1: Calculus and Statistics 
Volume 1
(Extended Part) 中大出版社 $225 $238 $13 5.8%

6
Module 2: Algebra and Calculus 
Volume 2

7 高中 數學 高中數學新里程 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 下冊 中大出版社 $225 $238 $13 5.8%

8 初中 歷史 新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12：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的危機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46 $154 $8 5.5%

9 高中 中文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單元四： 文化專題探討 (二)  啟思出版社 $94 $99 $5 5.3%

10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1C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78 $82 $4 5.1%

11 高中 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 
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5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18 $124 $6 5.1%

12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3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79 $83 $4 5.1%

13 1A

14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79 $83 $4 5.1%

15 高中 通識 高中新思維通識 單元四：全球化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198 $208 $10 5.1%

16 高中 生物
HKDSE Biology -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Compulsory Part) 

2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40 $252 $12 5%

17 高中 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 
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2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40 $252 $12 5%

18 初中 地理 Junior Interactive Geography
Module 2: Changing Climate, 
Changing Environments (Elective)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0 $94.5 $4.5 5%

19 初中 地理 初中互動地理
選修 2：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
境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0 $94.5 $4.5 5%

20
初中 地理 Junior Interactive Geography  

Module 1: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 Can we maintain a 
sustainable urban environment?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00.5 $105.5 $5 5%

21 Module 6 Scramble for Energy 

22

初中 地理 初中互動地理必修單元 

第1冊：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 我們
能否維持一個可持續的城市環境?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00.5 $105.5 $5 5%
23

第2冊：與自然災害共處 - 我們是否
比其他地方裝備得更好?

24 第6冊：爭奪能源

25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4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 $116.5 $5.5 5%

26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A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 $116.5 $5.5 5%

27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5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 $212 $10 5%

28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5 (第二版)、7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 $212 $10 5%

29 高中 生物
HKDSE Biology -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Compulsory Part) 

3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1 $95.5 $4.5 4.9%

30 高中 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 
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3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1 $95.5 $4.5 4.9%

31 初中 數學 New Trend Mathematics S1A、S2B、S3A 中大出版社 $182 $191 $9 4.9%

32 初中 數學 數學新里程
中一上、中一下、中二上、中二下、 
中三上

中大出版社 $182 $191 $9 4.9%

33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1、2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63 $276 $13 4.9%

34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 (第二版)、2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63 $276 $13 4.9%

35 高中 地理 香港中學文憑 互動地理 1：地圖閱讀技巧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81 $85 $4 4.9%

36

初中 歷史 漫遊世界史專題系列

古希臘時代的生活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61 $64 $3 4.9%
37 東西方接觸

38 機器時代的生活

39 法國大革命

40 初小
音樂 新小學音樂 

一上、二上、三上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 $81.5 $85.5 $4 4.9%

41 高小 四上、六上

42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3B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84 $193 $9 4.9%

43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B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84 $193 $9 4.9%

44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4B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64 $172 $8 4.9%

45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B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64 $172 $8 4.9%

46 初小 中文 現代中國語文 (漢語拼音版) 二上一、二下一、三上一、三下一
現代教育研究社 

有限公司
$62 $65 $3 4.8%

47 高小 中文 現代中國語文 (漢語拼音版)
四上一、四上二、五上一、六上二、 
六下一

現代教育研究社 
有限公司

$62 $65 $3 4.8%

表三：2015 年訂價升幅較高的廣用書

[1] 表內所列課本全部都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註



運成本攀升（包括租金、員工薪酬、物流、

印刷費等）及高中學生的選科持續減少。另

亦有出版商表示為配合政府電子學習政策

而把大量資源投放於成本高昂的電子教學

配套上，導致加價。

紙價及印刷費微升
書商慣常於1月至5月購買紙張以備印

刷同年出售的教科書，有關這段時間的紙

價，本會根據回覆的商會、印刷商及紙行所

提供的數據，將今年與去年同期比較，得

出今年價格變動的數據。以此數據計算，

今年印刷費及書紙的平均價格微升0.6%及

0.2%，而粉紙的平均價格則與去年相若。 

教育局回應
教育局稱有見大眾對教科書價格的

關注，在不過度干預市場運作的前提下，該

局多年來採取一系列措施減輕家長購買課

本的負擔。該局指，綜觀本會近年的教科

書價格調查，中小學課本價格升幅多低於

或接近通脹，改變了過往年年高於通脹的

情況；而中小學課本價格於2009年至2015

年期間的累計升幅亦低於通脹，正好反映

該局一籃子的穩定課本價格措施已發揮正

面效用。

現時「課本、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

政策已全面推行，該局指每年會向全港學

校發出通函，闡明學校只可接受出版商提

供的課本樣板書及符合有關規範的免費教

師用書，其餘所有由出版商提供的免費教

材、捐贈或其他形式的借用服務均不可接

受。該局建議學校按實際需要，以「用者自

編
號
級別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 / 名稱 [1] 出版社

每冊訂價 變動幅度

2014年 2015年 金額 百分比

1 高中 通識 高中新思維通識 單元一：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188 $202 $14 7.4%

2

高中 中國文學 中國文學 

1 (時序版) 
天行教育出版(香港)

有限公司
$204 $216 $12 5.9%3 3 (時序版) 

4 4 (時序版) 

5
高中 數學

New Trend Senior Secondary 
Mathematics 

 Module 1: Calculus and Statistics 
Volume 1
(Extended Part) 中大出版社 $225 $238 $13 5.8%

6
Module 2: Algebra and Calculus 
Volume 2

7 高中 數學 高中數學新里程 單元一：微積分與統計 下冊 中大出版社 $225 $238 $13 5.8%

8 初中 歷史 新初中議題探究系列 課題12：二十世紀的國際紛爭的危機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46 $154 $8 5.5%

9 高中 中文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單元四： 文化專題探討 (二)  啟思出版社 $94 $99 $5 5.3%

10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1C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78 $82 $4 5.1%

11 高中 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 
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5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18 $124 $6 5.1%

12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3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79 $83 $4 5.1%

13 1A

14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79 $83 $4 5.1%

15 高中 通識 高中新思維通識 單元四：全球化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198 $208 $10 5.1%

16 高中 生物
HKDSE Biology -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Compulsory Part) 

2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40 $252 $12 5%

17 高中 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 
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2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40 $252 $12 5%

18 初中 地理 Junior Interactive Geography
Module 2: Changing Climate, 
Changing Environments (Elective)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0 $94.5 $4.5 5%

19 初中 地理 初中互動地理
選修 2： 變化中的氣候，變化中的環
境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0 $94.5 $4.5 5%

20
初中 地理 Junior Interactive Geography  

Module 1: Using Urban Space 
Wisely - Can we maintain a 
sustainable urban environment?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00.5 $105.5 $5 5%

21 Module 6 Scramble for Energy 

22

初中 地理 初中互動地理必修單元 

第1冊：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 我們
能否維持一個可持續的城市環境?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00.5 $105.5 $5 5%
23

第2冊：與自然災害共處 - 我們是否
比其他地方裝備得更好?

24 第6冊：爭奪能源

25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4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 $116.5 $5.5 5%

26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A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11 $116.5 $5.5 5%

27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5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 $212 $10 5%

28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5 (第二版)、7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 $212 $10 5%

29 高中 生物
HKDSE Biology -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s 
(Compulsory Part) 

3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1 $95.5 $4.5 4.9%

30 高中 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 
生物學－概念與應用

3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1 $95.5 $4.5 4.9%

31 初中 數學 New Trend Mathematics S1A、S2B、S3A 中大出版社 $182 $191 $9 4.9%

32 初中 數學 數學新里程
中一上、中一下、中二上、中二下、 
中三上

中大出版社 $182 $191 $9 4.9%

33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1、2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63 $276 $13 4.9%

34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 (第二版)、2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263 $276 $13 4.9%

35 高中 地理 香港中學文憑 互動地理 1：地圖閱讀技巧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81 $85 $4 4.9%

36

初中 歷史 漫遊世界史專題系列

古希臘時代的生活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61 $64 $3 4.9%
37 東西方接觸

38 機器時代的生活

39 法國大革命

40 初小
音樂 新小學音樂 

一上、二上、三上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 $81.5 $85.5 $4 4.9%

41 高小 四上、六上

42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3B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84 $193 $9 4.9%

43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3B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84 $193 $9 4.9%

44 高中 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4B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64 $172 $8 4.9%

45 高中 化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B (第二版)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64 $172 $8 4.9%

46 初小 中文 現代中國語文 (漢語拼音版) 二上一、二下一、三上一、三下一
現代教育研究社 

有限公司
$62 $65 $3 4.8%

47 高小 中文 現代中國語文 (漢語拼音版)
四上一、四上二、五上一、六上二、 
六下一

現代教育研究社 
有限公司

$62 $65 $3 4.8%

表三：2015 年訂價升幅較高的廣用書

[1] 表內所列課本全部都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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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原則購買教材並循環使用，避免造成

浪費；相信有關措施能推動出版商集中編

製學校最需要的教材，去蕪存菁，最終有

助節省成本，亦減輕家長的負擔。

該局表示，去年6月修訂的《課本編

印設計基本原則》，開列了課本內容須完

整和供獨立使用，課本編排設計應方便循

環再用等原則，供課本出版商參考；該局

稱會繼續敦促出版商採取節流措施，並以

廉價和恰當的方式印刷課本，創造減價空

間。該局指教師可運用其專業知識自行編

訂或挑選教學材料以切合學生的需要，又

稱教師可善用該局在網上提供的免費教學

資源，例如在香港教育城設立的「教育局

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www.hkedcity.

net/edbosp)，以及其他生活化材料作為輔

助教材，以提高教學效能，並減少對課本

的倚賴。

該局指為進一步協助有經濟需要的

學生應付學習開支，在「學校書簿津貼計

劃」下的加強定額津貼項目，由2014/15學

年起已納入恆常資助計劃內；目前受惠於

「學校書簿津貼計劃」或「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計劃」的學生人數約為30萬，佔全港

學生總人數超過40%。該局稱會繼續採取

「多管齊下」的措施，平抑課本價格，並呼

籲出版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克制定價，減

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出版商會回應
香港教育出版專業協會稱在是次的

調查報告，今年中小學教科書價格平均升

幅低於通脹，在經營成本持續上升的惡劣

經營環境下，業界繼續盡量減低教科書的

定價，以減輕家長的負擔。該會稱出版社

經營成本上漲的幅度遠超過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涵蓋的項目；在教科書行業中，人力資

源和租金佔產品成本的百分比極高，將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與書價加幅作比較，未能

如實反映加幅的實況。該會認為，現時採

用的方法是抽取市面上部分價格偏高的教

書
價
變
動
百
分
比

圖一：廣用教科書十年價格變動（2006 年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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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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廣用教科書。

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比較 ( 圖一 )
政府統計處數據顯示，今年5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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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此類影響後，今年的升幅為3%。

編
號

級別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 / 名稱

 [1]
出版社

2014年及
2015年 

訂價

1 初小 宗教
新編福幼小學 
聖經課程

四上
基督教文藝 

出版社
$42

2
高小 宗教 新編完美的人生 

五上
宗教教育中心 $39

3 四上

4 高小 音樂 Harry哥哥教你吹直笛 －
赤能概念 
有限公司

$68

5

初小 生命教育 新編成長列車 

第1冊

文林出版 
有限公司

$53
6 第2冊

7 第3冊

8 第6冊

9
初小 宗教 給孩子的喜訊 

一上 良友之聲 
出版社

$32 
10 二上

11 高中 旅遊與款待
博通旅遊與款待 
必修部分

2
博通文化服務 

有限公司
$183 

12 高中 通識 新標準基礎通識教育 全球化
國際新標準 

出版社
$198 

13 初中 歷史 中外歷史與文化 3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229 

14 高中
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企業、會計、財務新世界 
5上 商業管理 選修
單元(一) 財務管理

導師圖書發行 
有限公司

$153 

15

高中 中國文學 新高中中國文學

1 古典詩歌

天行教育出版
(香港)有限公司

$160
16

3 先秦兩漢散文與
辭賦

17 5 古今小說 $119

[1] 表內所列課本除＃14外其餘都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

＃14屬單一售賣課本，並無附送或綑綁學材，故分拆訂價並不適用於該課本

註

表四：2015 年訂價不變的廣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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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書來做調查，恐怕未能完全反映香港整

體教科書的價格變動。（註：調查涵蓋的課

本為本會去年購書費調查中有關學校指定

其學生必須備有的書目，本會並無特別選

取較高加幅的教科書作調查。）

出版商回應
「中大出版社」表示，價格屬正常 

調整。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表

示，由於學生人數持續減少，課本印量及

銷售量均大幅減少，導致每本課本的成

本上升。此外，該公司又稱在通脹的壓力

下，薪金、租金及物流等成本均上升，致

使出版業的經營成本升幅高於通脹，但仍

盡量壓低課本售價的加幅；書籍的加幅為

3.19%，低於通脹水平。

「卓思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各項

營運成本上漲下，溫和的價格調整未能抵

銷嚴重超支。又稱該公司已顧及市民的負

擔，整體書價上調幅度實質低於通脹。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表示，由於學

生人數持續減少，教科書市場急劇萎縮，

課本印量及銷售量均大幅減少，導致每本

課本的成本上升。此外，該公司指在通脹

的壓力下，薪金、租金及物流等成本均上

升，致使經營成本升幅高於通脹，但仍盡

量壓低課本售價的加幅；又稱所有課本的

整體加幅為2.94%，低於通脹水平。

「精工出版社」表示，經營成本大幅

攀升，尤以工資、租金 (上升超過25%) 、

紙張價格和物流等成本升幅較大。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表示，今年課

本價格升幅與通脹率相近，主要原因為薪

金、租金等大幅上升，令成本增加；同時學

生人數逐年下降，令收入相對減少。至於

該公司的《高中新思維通識》課本升幅相

對較大，是由於該系列上年度出版時是以

優惠價的策略出售，而今年將其調整回原

先的訂價，故升幅看似比其他課本大，但

仍屬市場上較便宜的課本。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表示，

今年課本價格變動的主要原因是營運開支

增加，如員工薪酬上升、雜費(物流費用、

營運管理費等)加幅較多；配合政府政策，

推行電子學習而把大量資源投放於電子教

學的配套，成本高昂。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表

示，通脹、租金及物料成本價格上升、學生

數目減少以及少了學生選讀選修科目均為

調整價格的原因。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今年

中學生人數持續大幅減少，減幅高於教科

書的加幅，高中學生的選科持續減少，情

況正如一歇後語所說「滾水淥豬腸—兩頭

縮」，不知道如何賺取合理的利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