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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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
平均購書費上升 3.2%

小學學生的平均購書費以一年級

的$2,218最低，五年級的$2,467最高，

各級的購書費相對去年的升幅由2.4%至

4.8%不等。

書局提供的折扣較多為八九折

購書折扣方面，根據列明於書單或

訂書表格上的折扣率或折實價，本會發

現書局提供予經學校訂購的小學學生的

購書折扣整體上與去年相若或略為減

少，較多為八九折。調查的54間小學中，

24間（44.4%）於今年得到較低的折扣，

減幅由1%至5%不等，30間（55.6%）的

折扣率則與去年相同。

用書量變化不大

今年調查的小學，大部分的用書量

與去年相若。而用書量有變動的學校，主

要是增減中、英、數三個主要科目的補充練

習、閱讀練習、聆聽練習及故事書。

中學
平均購書費上升 0.6%

中學方面，平均購書費以中六最低，

為$995；中四最高，達$2,903，各級的

購書費比去年下跌3.0%至上升4.1%不

等，整體則平均上升0.6%。今年有部分

中學改在中四時已一併購買中五或中六

的課本，以致中五及中六的購書費較去年

下跌。

選科數目改變

新高中學制下，學生除了必修四個

核心科目及參與其他學習經歷外，亦要

修讀兩至三個選修科目。今年的調查發

現，有中學由去年指定學生修讀三個選

修科目，改為今年普遍要求修讀兩個選

修科目，導致學生須購買的教科書數目

減少。

自編教材

個別學校去年就某些科目購買教科

書，今年則自行編訂教材，此改動較多出

中小學
購書費繼續上升

今 年 調 查 包括 的中

學及小學平均購書費

分別約為$2,405及

$2,385，與同組學校

去年 所 需 的 平均 購

書費比較，分別上升

0.6%及3.2%。

部分中學於中四

時已一併購買中

五的課本。



4345509 . 2014 選擇

現在高中級別；另一方面，亦有部分學校

去年為初中級別自行編訂教材，今年則

選購教科書。上述改動對學生的購書費

均有影響，採用較多自編教材可令購書

費減少。

書局提供的折扣大多為九五折

小學書單內的課本和補充練習可

能有不同的折扣優惠，但中學書單則一

般提供劃一的折扣率。個別學校沒有經

由書局為其印製書單。在提供完整資料

的51間中學中，47間（92.2%）今年購書

的折扣率沒有改變，均為九五折，只有4

間（7.8%）今年獲得較低的折扣，減幅由

2%至5%不等。

調查方法
	 本會獲教育局協助，以隨機抽樣方式，在每6間小學及每6間中學中抽出1間，

再由本會向抽出的87間小學及78間中學發信收集今年和去年度的書單，截至8月底

最終收集到54間小學和51間中學提供齊全的資料，有效回覆率為63.6%，較去年

的53.6%為高。

	 本會根據各學校提供的資料，包括書單、學生可選修的科目及選科的組合方

式，計算出各級別的平均購書費用及去年和今年兩學年間的變化。購書費是指學校

提供的資料上列明的書本、作業費用及需付費購買的學校自編教材等項目，計算折

扣後所得的學生需支付的金額。至於簿冊、美術或勞作用具、文具、樂器，及學生

並非必須購買的項目例如列為「參考用（reference）」或「學生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optional）」的教材、課本或工具書則不包括在本會所計算的購書費內。

	 由於本會所計算的購書費為學生用於購買教科書的最基本必須開支，故應可以

反映家長為子女購買教科書的負擔。從調查所得資料可見，每級的科目數量、學生

選修的科目組合、學校選用書冊數量多寡、學生必須購買的書本數量、書本價格、

書局提供的折扣率或學校集體訂購的折扣率等均是購書費多寡的影響因素。

2014年度購書費用變動

班級

2014年度購書費 2013年度 
平均 

購書費
[1]

2014年/2013年
平均購書費

變動  
[2]

最低 最高
相差 平均

[1]金額 [2] 百分比 [2]

小一 $1,006 $3,593 $2,586 257.1% $2,218 $2,162 2.6%

小二 $1,140 $4,187 $3,047 267.4% $2,392 $2,282 4.8%

小三 $1,391 $3,984 $2,593 186.5% $2,439 $2,363 3.2%

小四 $904 $4,130 $3,226 357.1% $2,406 $2,351 2.4%

小五 $1,296 $4,138 $2,841 219.2% $2,467 $2,391 3.2%

小六 $1,335 $4,227 $2,891 216.5% $2,390 $2,320 3.0%

小學總平均 $2,385 $2,312 3.2%

中一 $1,832 $4,297 $2,466 134.6% $2,796 $2,756 1.5%

中二 $1,566 $4,323 $2,757 176.1% $2,689 $2,583 4.1%

中三 $1,361 $3,440 $2,079 152.8% $2,556 $2,512 1.7%

初中平均 $2,680 $2,617 2.4%

中四 $1,008 $5,527 $4,519 448.3% $2,903 $2,930 -0.9%

中五 $888 $4,710 $3,822 430.3% $2,490 $2,541 -2.0%

中六 $186 $2,102 $1,916 1029.1% $995 $1,025 -3.0%

高中平均 $2,129 $2,165 -1.7%

中學總平均 $2,405 $2,391 0.6%

註 [1] 平均購書費指是次調查樣本所包括的54間小學及
51間中學，在2013年及2014年的平均購書費用。
調查的有效回覆率為63.6%。

[2] 購書費相差金額、百分比及變動百分比以四捨五入
前的購書費金額計算，故該等欄目內部分變動百分
比與使用表列已四捨五入的數字計算出的數值或
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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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數學校採用電子教科書
教育局今年5月首次公布「電子教科

書適用書目表」，列出在第一期「電子教科

書市場開拓計劃」下通過評審的電子教科

書書目，供學校於2014/15學年起選用。今

次的調查發現抽樣的學校中只有很少數採

用電子教科書，本會估計是學校持觀望態

度，並且需要時間建立相應的配套設施。

與同期物價比較
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今

年7月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了4.1%（以截至2014

年7月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與2013年同期

的平均數比較）。

教育局回應
該局表示，一向關注學校選用課本

和學習材料的安排，多年來採取了一系列

措施減輕家長購買課本的負擔。該局指本

會是次進行的購書費調查結果顯示中小

學的平均購書費升幅均低於通脹，反映該

局連串針對性的措施已發揮了正面效用。

該局指每年均向學校發出與

課本事宜有關的通函和舉行教師講

座，建議學校應慎選課本和其他

輔助學習材料，例如補充作

業、應試練習等。該局亦特

別提示學校在擬備書單

時，應清楚註明毋

須每年購買的課本體

或工具書，一向沿用的課本如使用不多，

學校應可將之列作參考用書，甚或直接從

書單中剔除，以免造成浪費；故事書之類

的補充讀物，可安排學生集資訂購和輪流

使用，及/或設立「圖書角」，以能善用資

源，並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

該局稱其亦鼓勵教師運用專業知識

及教學創意，自行設計適切的學習材料，並

利用該局在網上提供的免費教學資源及其

他生活化材料作為輔助教材，以提高教學

效能和減少對課本的倚賴。

該局認為學校決定是否採用電子

課本教學，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包括

各持份者的意見與期望、教師運用資訊

科技的知識和能力，以及學校的資訊科

技基礎建設等。據該局瞭解，有學校擬於

2014/15學年分班採用電子課本與印刷

課本教學，亦有學校有意試用電子課本

的部分內容或調適有關內容，以探索或

配合學校未來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的

策略。該局相信，學校會按照校本情況及

學生需要等，以不同模式及步伐，循序漸

進地逐步推動電子學習，提升學與教的

效能。

該局指學校以「集體訂購」方式為

學生代訂課本，可為家長提供便利，亦可

取得較大的折扣。該局對部分書局今年

減低了購書折扣的情況表示關注，認為有

關訂價雖屬商業決定，但尚需顧及普羅市

民的承擔能力。該局提醒有經濟困難的

家庭可申請學生資助辦事處的「學校書

簿津貼」或社會福利署的「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

就有書局涉嫌向學校及家長提供懷

疑盜版小學教科書一事，該局指一直協調

受影響的35間學校與香港海關、出版社以

及有關書局進行溝通和會面，並獲學校議

會介入和協助，務求能為受影響學校作出

適當的支援。該局會繼續與相關單位保持

密切聯繫，並共同探討防止同類事件再發

生的方法。

書局售賣盜版書事件
	 香港海關於今年7月底接獲出版商舉報，指有家長購得印刷質量差劣的教科書

後向其投訴，出版商確認課本屬盜版後通報海關執法。經調查後，發現問題教科書

由同一間書局出售，懷疑不法商人向版權持有人訂購部分正版教科書後，以魚目混

珠的方式將約七成正版書及三成盜版書混合一起出售，企圖蒙騙學校及家長，從中

取利。涉及的書目有144個，包括小學各級的中、英、音樂與常識科目，有35間為

學生集體訂書的小學受事件影響。本會今次調查中抽出的87間小學中，有8間涉及

該事件，當中5間向本會提供了完整資料。

	 本會有以下建議:

	 1. 家長及學生：購買教科書時，要選擇信譽良好的供應商。遇到可疑書本，

宜及早向書本出版商、老師或學校查詢。另外，亦可透過郵寄、舉報熱線(24小

時)、傳真或電郵向香港海關舉報。

	 2. 學校及教師：為招標及簽訂合約程序設定控制措施，並尋找可靠及有信譽

的供應商。在出版商的協助下，校方應查核教科書的真確性。校方亦應持續向家長

及學生灌輸尊重知識產權的重要性。

	 3. 海關：建議加強執法，打擊不法商販侵權行為及不良營商手法。

	 4. 教育局：同類事件有可能再發生，建議考慮設立協調機制以援助家長和學

校辨別教科書的真偽和尋求處理方法。

	 5. 出版商：除保持警惕外，更應密切監察銷售量之穩定性。遇有銷量異常地

顯著下降，應提高警覺，與學校緊密溝通，注意是否需求有改變抑或是市場上有不

合法之供應。如有家長懷疑購買了盜版教科書，出版商應協助他們辨別真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