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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的改版書
本會根據學校於今年7月至8月提供

的書單，從書目中剔除因課程改動而需改

版的課本，再選出3套共9冊較多學校選用

的改版書進行研究（見表）。

本會向出版商詢問改版原因，亦將新

舊版書作對照，比較它們的訂價、作者數

目、頁數及內容。蒙香港教育學院課程與教

學學系及香港補助學校議會協助，就改善

教學質素的角度，對上述改版書的主要改

動是否需要，提供意見。

改版調查主要就3大類的改動進行評

分，包括內容改動、章節遷移、版面及設計

改動，以改動「是否必須」為依據，探討修訂

是否必須以改版形式進行。

今年本會檢視的有中國語文、數學

及中國歷史科的初中用書，9個樣本中，2

個被評為「有需要改版」，7個被評為「頗

需要改版」。

調查結果
分項評級

各書冊的分項評分及專家按分項所

給的意見如下：

內容改動：中國歷史課本（# 1 ）及

（#2）的內容改動被評為「必須改動」。專家

指（#1）有不少改動，增減內容的改動均有

助教學；（#2）下冊則見新增頗多史料，令

學生學得更多。課本（#3）、（#4）、（#5）、

（#6）、（#7）及（#8）的內容改動被評為

「有需要改動」，而（#9）則被評為「可改可

不改」。

章節遷移：課本（#6）、（#8）、（#9）被

評為「有需要改動」；（#1）、（#2）、（#3）、

（#4）、（#5）、（#7）則被評為「可改可不改」。

版面及設計改動：綜合此項的評分，

課本（#1）、（#2）、（#3）的版面及設計的改

動為「有需要改動」；（#4）、（#5）、（#6）、

（#7）、（#8）、（#9）的改動屬「可改可不改」。

總評

本會依據兩個專業團體的評級及評

語，合計得分後作出以下總結：（# 1）及

（#2）改版課本的改版屬有需要；餘下各改

版課本則被評為頗需要改版。

綜合專家給予各樣本的意見：

中國歷史課本（#1）：專家認為新版

課本的增削加減確有助課堂內的教與學及

學生作課後延續學習。（#1）新增頗多內

容，令學生能學習更多史事，有助銜接新高

中課程，而新的練習模式能配合新教學和

研習的方法。

專家認為（#2）全書的內容充實了，

有助學生自學，由於資料太多，分冊屬有必

要。各練習的改動和附加的研習題目均配

合新課程需要。專家亦認為新版能引用學

術著作的觀點與評論，和運用原始史料與

數據來設計教學活動。

至於中國歷史課本（#3），專家認為課

本內容、圖表、活動設計均有不少改動，大致

有助教師授課及學生學習，增刪部分能使課

本更臻理想。但將舊版乙部第一章移作新版

全書第一章則為「可改可不改」的變動。另

每章概述的改動、增加圖片、改善色彩及章

節的調動均對學習沒有太大影響。.

至於中國語文課本（#4），專家認為

部分課文的改換、刪去「專題研習」及題型

的增減或改動屬有必要，但另有部分改動
兩個專業團體參照各抽查課本

的樣本及出版商所述的修改原因，分

別就「內容改動」、「章節遷移」、「版

面及設計改動」評級。改動評級分為

「必須改動」、「有需要改動」、「可改

可不改」及「不需要改動」。

團體除評級外亦會給予其他評

語。本會按評級、評語和改動比重綜

合評定個別課本是否有需要改版，總

評可分為「有需要改版」、「頗需要改

版」及「應作重印兼訂正處理」。 新舊版的類似內容。

評審方法

市場速報

看9冊課本改版看9冊課本改版
有否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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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速報

樣
本
編
號

科目 書名
新版
冊數

出版社
舊版
出版
年份

訂價 頁數

作者變動08年
舊版

09年
新版

變動 舊版 新版 變動

舊版
冊數

頗需要改版的書本

有需要改版的書本

改版書訂價及頁數變動情況

+84
(+46.7%)

+120
(+51.7%)

+60
(+24.6%)

+36
(+16.2%)

+72
(+29.0%)

+10
(+3.4%)

+76
(+23.2%)

+16
(+4.3%)

+76
(+43.2%)

原4位編著改
列為作者，另
新增2位編審

不變

換 了 2 位 作
者，另新增2
位作者

原4位編著改
列為作者，另
新增2位編審

264

164

188

304

258

320

306

404

392

252

180

232

244

222

248

296

328

376

176

$159

$164.5

$167

$167

$167

$167

$164

$164

$159

2004

2005

2005

2004

中國歷史

啟思
中國語文

Mathematics
in Action

中國歷史

中學
中國歷史

中學
中國語文

中學數學

中學
中國歷史

1

2

4

5

6

7

8

9

3

現代教育
研究社

有限公司

啟思
出版社

Longman
Hong Kong
Education

現代教育
研究社

有限公司

2

中一
上冊

1A

1

3上

3下

中一
下冊

中三
上冊

中三
下冊

1B

2

3

中一
上冊

中一
下冊

中三
上冊

中三
下冊

1A

1B

1

不變

+15.5%

+3.6%

+3.6%

+3.6%

+3.6%

+3.0%

+3.0%

不變

$95

$159

$95

$173

$173

$173

$173

$169

$169

$159

只為改換問題使用的字眼或提問方法，或增

減學習重點，建議有關出版社為後者在教學

輔助或補充材料中發放修訂，由老師印發或

口頭說明。因每一單元、每一課文可施教的

重點極多，教學時會按單元組織脈絡篩選施

教重點，故會否施教某個「學習重點」，不同

學校處理各異，所以亦可嘗試以補充資料的

方式發放，不必另印「新版」教科書。

專家給予樣本（#5）的評語大致上與

（#4）一樣，並補充指改動無損原有的架構

和要旨。但在中一課本內加入「高中選修先

導單元」似乎略早，因中一學生升中後可能

有不少學習上的適應，建議此部分可在中二

下學期或甚至中三才加入。另某些篇章的改

動未必有太大需要，因為不同學校及學生會

有不同興趣，可借助輔助教學資源作增補。

專家對樣本（#6）的意見較分歧，有專

家認為其課文篇章改動恰當，各單元的內容

亦相應地需要改動，而各種細節性的調節亦

會令學習活動的重點突顯，加強學習的效

果。另一方專家則認為因為新高中的推行

及中文科考核的模式改動，改版可以理解，

但此書只改動了問題字眼或排序，沒有針

對新高中的需要而重新改寫內容。

兩方專家均認為（#7）的課文篇章改

動較大，但各單元的教學重點並無變化，未

見有需要作此改動。就高中新課程而有所

增加的內容，例如實用文寫作、朗讀等，則

可以接受。

就中學數學課本（#8），專家指增加

多些探究式問題可增加學生對課題的瞭

解；將代數與幾何部分分清楚會達到連貫

效果，並可縮減部分溫習內容，可說是進

步，但新版把第12課放在1B冊（樣本#9），

卻把這個安排破壞了。有專家表示舊版紙

張較反光，新版紙質及印刷令閱讀時眼睛

較舒適；另有專家建議將新增項目「基礎數

學」（Basic Mathematics）以分冊形式編訂，

由學校或家長決定是否需要購買。

樣本（#9）方面，有專家認為除第11

課需要增加外，其他章節與舊版分別不大。

第7課的搬移較佳，但新版的第9、10課的搬

移則不恰當；與樣本（#8）一樣，紙質亦見

改善。另有專家認為新增項目「探究課業」

（Exploratory Task）宜先充實內容，並與「專

題研習」（Project  Work）及「增潤課題」

（Enrichment Topics）合併，以分冊形式編訂，

由學校或家長決定是否購買。

專家認為在中一加入「高中選修先導單元」似乎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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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價及頁數比較
抽查的9冊改版書中，2冊售價不變，

其餘樣本的訂價較去年上升，升幅由3.0%

至15.5%（見表）。其中一冊中國歷史科用

書新版分為2冊，如將2冊的售價合計，再與

去年舊版單一冊書的售價比較，學生需多

付15.5%。

頁數方面，9個樣本的頁數均有增加，

增幅由3%至52%（樣本#2新版上、下冊合

計與舊版一冊比較）。

作者改動
3套書中，1套的作者沒改變，1套增加

及更換了作者，另1套則將原編著改列為作

者，再另新增編審。

舊版出版年份
調查的改版書上一版的出版年份為

2004年或2005年（見表），符合教育局現時

「三年不改版」的規定。

教育局回應
教育局表示為避免出版商不必要地

將課本改版，增加家長的經濟負擔，現時規

定為除了「社會教育科」、「經濟與公共事務

科」及「政府與公共事務科」的課本之外，其

他科目的課本一經被列入該局的「適用書

目表」後，三年內不可改版。三年後出版商

若要將課本改版，必須以書面詳述改版理

由及提交改版課本新舊對照表；若欠缺充

份理由或改動的內容較舊版的改善不大，

該局不會批准該課本改版。是次本會調查

的3套改版課本均符合上述改版規定和要

求。該局又表示會繼續嚴格執行教科書改

版規則，以保障家長和學生的利益。該局提

醒出版商應顧及家長的經濟負擔，盡量避

免提高改版課本的價格。

此外，該局的「課本及電子學習資源

發展專責小組」剛向教育局局長提交報告，

其中一項建議是由2010/11學年開始，「三

年不改版」的規則將修訂為「五年不改版」，

主要目的為理順現時申請課本改版的安

排。該局指自2000年開展課程改革以來，各

學習階段的課程框架已確立並趨於穩定，

課本因課程改革而改版的需要已經下降。

新學制實施後，每個學習階段皆為期三年。

教師完成整個學習階段的教學，才能檢視

整套課本的編排、學習內容、活動及課題的

連繫和銜接等；同時，出版社亦要在學習階

段完成之後，才能綜合檢視整套課本是否

需要改版，而檢視過程需要一段時間。另考

慮到課本申請改版之前至少需要24個月時

間完成檢討及編寫工作，因此該局認為課

本出版五年之後，較現時三年之後已可申

請改版的安排更為合理。

出版商會回應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回應本會報告指，

凡列入教育局課本委員會「適用書目表」內

的改版書都必須通過委員會的評審，而改版

書評審機制的準則極為嚴格，評審員包括教

育界內專業人士。被列入「適用書目表」內

的課本都須在6項優質課本的準則達合格

水平，並有「三年不改版」的限制。每套送審

的改版書都要在課本上標示經改動之處，並

以書面具述理由及提交新舊版本對照表。若

理由不充份，教育局便不會評審有關課本。

該會認為本會未如教育局般有科目

課程及教育專業人士「統整」對樣本所作的

評語，令列舉的某些評語欠缺公允及不正

確，而再次評核已通過評審並列入「適用書

目表」的課本，會令人覺得教育局的評審工

作做得不足夠，及深化社會對課本「年年改

版」的誤解。

（本會按：有關樣本的評語為兩個教

育專業團體所給予，本會認為報告應如實

列出，不宜先作「統整」。而近年本會的改版

書研究所檢視的絕大部分改版課本均被評

為「頗需要改版」或「有需要改版」，顯示與

教育局評審的結果大致吻合。本會檢視的

樣本均為即年推出的改版課本，報告內亦

註明有關書冊符合教育局「三年不改版」的

有書冊提供只可使用一年的資源庫戶口，使用二手

書的學生將無法登入戶口使用有關資源。

規定，而並非「年年改版」。本會會因應改版

書數目考慮研究的延續。）

出版商回應
樣本（#4）至（#7）的出版商稱其課

本的改版一向謹守原則及通過教育局的評

審。就專家指樣本（#4）施教重點的改動可

以補充資料方式發放，出版商指學習重點

的增刪主要繫於單元主題及選文內容，兩

者相關故不宜以「不同學校處理各異」而否

定其在改版時的必要性，而以補充資料形

式發放會為教學造成不便。回應專家認為

樣本（#6）「只改動了問題字眼或排序，沒

有針對新高中的需要而重新改寫內容」，出

版商指新版有多項全新的練習、題目及回

應新高中課程的「高中選修先導活動」，並

非只改動了字眼或排序那麼簡單。就專家

指樣本（#7）教學重點並無變化故未見有

需要改動篇章，出版商表示在更換選文時，

其中一個重要考慮點為文章能否緊扣單元

學習重點，並指新版採用了更合適的選文

來配合學習重點，令課文改動大但學習重

點改動相對較小。

樣本（#8）及（#9）的出版商稱頁數

變動與課次改動及新增項目有關，整體來

說，變動令課文精簡了。回應專家的意見，

出版商指老師普遍認同新版的課次改動，

並認為令教學更暢順，又表示新版有單元

裝供學校選擇。至於探究課業，除課本中的

內容，另有資料提供予老師，此兩項安排讓

老師可因應需要作出調整。出版商稱有關

老師對新版內容的變動感到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