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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速報

購書費及其變動

小學
平均購書費上升4.1%

小學學生的平均購書費為$2,110，

相對調查的學校去年的平均購書費上升

4.1%，各級平均購書費中以小六最高

（$2,193），小一最低（$1,962），詳

見附表。

雖然今年小學購書費與本會於7月

時發表的小學用書書價升幅整體一致，

而選用的書冊數目與去年相差不大，但細

看書單可發現，學生須購買的書冊種類

有不少變動：看看兩年的書單，會發現有

學校今年減少購買與課本屬同一系列的

作業，或英文的文法（grammar）書、聆

聽（listening）習作、讀與寫（reading and 

writing）練習及故事書（readers）；但另一

方面，有學校則增購補充練習及課本。

此外，已有不少學校於電腦科採用電

子書教學，其費用較傳統的印刷課本低。

在零售商給予學生的折扣方面，有

部分學校的書單上所列的書冊不再以劃一

折扣率出售，而是按出版商及/或書冊類

別而有所不同（例如課本及作業八三折，

補充練習八折），反映課本的零售商在釐

定折扣率時可能比以往審慎，而放棄慣常

給予單一折扣可能要「拉上補下」的銷售

手法。

中學
平均購書費下降3.5%

中學的平均購書費今年為＄1,862。

與 去 年 一 樣，中 一 至 中 五 級 均 超 過

$2,000。中六級今年為推行新高中學制下

的第一班，學生平均需$963購書，較參與

調查的學校去年中六的平均購書費大幅減

少39.2%，亦對中學整體的平均購書費變

動率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中七的平均購書

費則需$401。

初中購書費

初中各級平均購書費今年微升1.6%

至2%，三個級別均見有學校於中、英、數

等核心科目以外的科目減少用書，或不再

購買作業、英文科文法書、聆聽練習、讀與

寫練習及故事書等，也有學校轉用其他出

版社較廉宜的課本。

高中購書費

中四級：中四級學生今年平均需以

$2,472購書，比同一組學校去年的學長們

所需付的平均購書費微跌0.6%。中四級

用書今年價格見上升，但平均購書費卻輕

微減少，主要是因為有學校的用書數量減

少，除中、英、數的核心課本（學生用書）

以外，上述科目的選修單元用書、其餘科

目的課本、作業、實驗手冊、故事書等均

見減少，不過也有個別學校開始購買應試

練習。

此外，從今年的書單所見，個別學校

將新高中課程較後部分使用的書冊，由中

四移至中五或中六才購買，這安排同樣令

今年中四的平均購書費比去年減少。

中五 級：中五 級學生今 年平均需

$2,125購書，比去年增加2.7%。今年中五

級的用書量變化較大，學校及科目之間增

減書冊數目不一，可能是老師們在吸收了

一年新高中二年級的用書經驗後，對用書

量及種類作出調整。

	 今年小學平均

購書費為$2,110，中學$1,862，

與回覆的學校去年所需的平均購書費

比較，分別上升4.1%及下降3.5%。

小學平均購書費
						上升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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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級：新高中學制今年推行至中

六級，而此年級是學生在新學制下修業的

最後一年，相比去年舊學制中六級的學生

剛進入預科階段需購買不少書冊，今年

的中六級的平均購書費大減近四成，只需

$963。

預科級（中七級）

中七級今年平均需$401買書，較同

組學校去年的同一級購書費下跌2.2%。此

級的平均購書費減少是因為個別學校今年

不再開辦個別科目，或減少某些科目用書，

而預科級用書的書價平均升幅亦較其他級

別用書的為小，多個因素影響下，平均購

書費因而比去年減少。

2011年度購書費用變動

班級

2011年度購書費
2010年度 

平均
購書費

2011/2010年
平均購書費
變動 (%)  

[2]
最低 最高

相差
平均 
 [1]金額

百分比 
[2]

小一 $1,325 $2,800 $1,475 111.3% $1,962 $1,861 5.4%
小二 $1,509 $2,619 $1,110 73.6% $2,048 $1,968 4.1%
小三 $1,414 $2,781 $1,367 96.7% $2,180 $2,096 4.0%
小四 $1,282 $2,969 $1,687 131.6% $2,131 $2,051 3.9%
小五 $1,433 $2,984 $1,551 108.2% $2,145 $2,082 3.0%
小六 $1,371 $3,033 $1,662 121.2% $2,193 $2,100 4.4%

小學總平均 $2,110 $2,026 4.1%

中一 $1,517 $3,816 $2,299 151.5% $2,477 $2,434 1.8%
中二 $1,621 $3,209 $1,588 98.0% $2,309 $2,264 2.0%
中三 $1,482 $3,256 $1,774 119.7% $2,291 $2,254 1.6%

初中平均 $2,359 $2,317 1.8%

中四  [3] $452 $4,293 $3,841 849.8% $2,472 $2,488 -0.6%
中五  [3] $525 $4,037 $3,512 669.0% $2,125 $2,069 2.7%
中六  [3] $0 $2,476 $2,476 不適用 $963 $1,585 -39.2%

高中平均 $1,853 $2,047 -9.5%

中七  文 $0 $1,067 $1,067
不適用

$354 $379 -6.6%
中七  理 $0 $1,504 $1,504 $460 $469 -1.9%
中七  商 $0 $1,021 $1,021 $349 $334 4.5%

中七 平均 $401 $410 -2.2%

中學總平均 $1,862 $1,929 -3.5%

註 [1] 平均購書費指是次研究樣本所包括的51間小學及43間中學，在2010年及2011年的平均購書費用。調查的有效回覆率為54.7%。

[2] 百分比以四捨五入前的購書費金額計算，故這欄目內部分百分比與使用表列已四捨五入的購書費數字計算出的數值或有差異。

[3] 新高中學制下並無分文、理、商科，今年納入新高中學制的有中四、中五及中六級。

調查方法
本會獲教育局協助，以隨機抽樣方式向88間小學及84間中學發

信收集今年和去年度的書單，收集到的數據包括由51間小學和43間中

學截至8月底所提供的資料，有效回覆率為54.7%。

根據由各學校提供的書單、學生可選修科目的用書資料及選科

方式，本會計算出各級別的平均購書費以及去年和今年兩學年間的變

化，購書費是指書單上列明的書本、作業費用及需付費購買的學校自

編教材，不包括簿、手冊、美術或勞作用具、文具、樂器、非隨書附送的

光碟及學生並非必須購買的項目，例如被列為「參考用（reference）」

或「學生自行決定是否購買（optional）」的教材、課本或工具書。

購書費反映家長為子女購買教科書的負擔，除用書組合及書價

外，以下多個因素也會影響家長最終為子女購書的支出，包括學校選

用書冊數量多寡、學生選修的科目組合、每級的科目數量、學生必須購

買的書本數量、書局零售或學校集體訂購的折扣多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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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回應
該局表示今年4月已發出通告，要求學校慎重選用輔助學習材料，特別是與課本相

連的習作。今年購書費的調查顯示，小學減少購買與課本屬同一系列的習作，初中減少用

書及作業，以及高中擬定書單時，只列出該年級所需課本，而沒有要求學生購買超過一年

的課本，正好反映學校已根據該局的指引，慎重選用學生課本及與課本相連的輔助學習

材料，避免加重家長的負擔。

出版商會回應
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及香港教育出版商會表示，兩會會員過去多年都在惡劣的

經營環境下求存。學生人數持續減少，在成本不斷上漲而利潤持續下降的情況下，業界

仍與市民共渡時艱，於過去兩年凍結教科書售價。兩商會又稱，即使今年通脹持續高企，

其會員亦克盡己責，只微調書價。另外，兩商會認為調查報告羅列了不同因素影響家長

最終為子女購書的支出，仍未夠全面，指影響學校選用不同課本的最主要因素是本港教

育制度和課程要求不斷轉變，而出版業界近年持續投入大量資源和人力，開發優質課本

以支援學生學習的需要，故此有關課本調查應同時比較「課程要求」及課本的「內容」和

「質素」，讓大眾有更全面的瞭解。

市場速報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店舖名稱 (於2011年5月至6月定罪案件)

涉案店舖名稱及地址 涉案偽冒藥物名稱 有關控罪(干犯人) 有關刑罰

九龍

1
新興龍大藥行 
尖沙咀東麼地道67號   
半島中心地下G23號舖

應用偽造商標 
● 「犀利士」「Cialis」

a 
(1名公司董事)

● 罰款$3,000及      
  監禁2個月 
（緩刑18個月） 

2
正豐行 
觀塘瑞和街30-32號
地下

應用偽造商標
● 「姑嫂牌」調經姑嫂丸 
● 「余仁生」保嬰丹
  「Eu Yan Sang」

Bo Ying Compound 
● 「保心安油」 
  「Po Sum On Oil」
●  「法國雙飛人藥水」  
  「RICQLES」

a 
(1名店東)

● 罰款$8,000及 
  監禁6個月 
（緩刑24個月）

註 控罪：   
a 違反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第9(2)條「為售賣或任何商業或製造用途而管有應用偽造商標的貨品」。

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根據《商品說明條例》，出售或供應

附有偽造商標或虛假商品說明的貨品屬嚴

重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50萬

及監禁5年。

市民如對藥物的真偽有懷疑，應立

即停止服用，並向供應商或商標持有人查

詢。若發現有售賣偽冒藥物的情況，可致

電海關熱線2545 6182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部分在涉案藥房所檢獲的偽冒藥物。

新增2間店舖涉及售賣「偽冒藥物」定罪案件

本會從香港海關收到2宗

於今年5月及6月定罪的售賣偽

冒藥物案件資料，涉案的店舖

位於九龍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