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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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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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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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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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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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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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
本會從去年購書費調查所收集到的

學校書單中，抽出較多學校選用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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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計算出同版廣用書去年

與今年間的價格變動。由於部分科目的課

本毋須送交教育局評審，故涵蓋的書目有

部分並非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內的課本。

是次的調查數據涵蓋31間出版社的

874本廣用書，包括小學用書321本（其中

初小用書佔157本，高小用書佔164本）及

中學用書553本（其中初中用書佔193本，

高中用書佔360本）。

今年的書價變動
整體上升 3.6%

若以全部廣用書計算，整體平均升幅

為3.6%，與同期的通脹率相若（詳見「與

同期物價比較」一段）。

小學廣用書訂價平均升 3.2%

今年調查的小學廣用教科書訂價平均

上升3.2%；初小的平均升幅為3.3%，高小

的平均升幅為3.2%。按科目計算，除宗教及

視覺藝術科用書價格維持不變外，其餘各

科用書訂價的平均升幅由1%至4.1%不等，

以數學科用書的平均升幅最高 (見表一) 。

中學廣用書訂價平均升 3.8%

中學廣用書的訂價平均升3.8% (見

表二)，其中初中用書的訂價平均升3.6%，

高中用書的訂價平均升4.0%。按科目計

算，除歷史與文化、體育、宗教、旅遊與款

待科的用書售價不變外，其餘科目用書的

售價平均上升2.9%至6.4%不等，以視覺藝

術科用書的平均升幅最高。

60 本課本凍結價格

今年調查範圍內的課本共有60本

凍結價格（佔所調查廣用書的6.9%，見表

三），主要為宗教/生命教育及歷史科的用

書。餘下814本（佔調查的廣用書93.1%）將

調高售價，升幅由1.0%至10.8%不等。其中

升幅百分率最高的約10%書目列於表四。

調查的廣用書中並沒有書目於今年減價。

高中未分拆書平均升幅較高

調查的課本中有474本（佔所調查

廣用書的54.2%）已將與課本相關的教材

分拆訂價，而分拆出售的廣用書課本訂價

平均升幅為3.5%；未分拆的書本共400本

（佔所調查廣用書的45.8%），主要為高中

用書，訂價則平均上升3.8%（見表五）。

若以學習階段細分，小學已分拆的

書本共285本(佔小學廣用書88.8%)，平均

書價上升3.5%，而未分拆的小學書本只

教科書一旦被學校選作學

習材料，便成為學生上課學習

的必需品，價格上的變動備受關

注。今年中小學教科書價格整體

平均上升3.6%，貼近通脹，其中

以高中廣用書的平均升幅較高，

達4.0%，但亦有小部分課本凍

結價格。

表一：2013年小學廣用教科書       
 訂價升幅

科目 平均升幅

數學 4.1%
中國語文 3.9%
普通話 3.7%
英國語文 3.6%
電腦 2.8%
常識 2.7%
音樂 2.4%
生命教育 1.0%
宗教、視覺藝術 0.0%
2013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3.2%
2012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2.1%

2013年5月和2012年5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分別上升3.6%及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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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學教科書
平均加價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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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6本(佔小學廣用書11.2%)，集中在宗

教、生命教育及音樂科，書價的平均升幅為

1.1%。中學方面，有189本廣用書(佔中學

廣用書34.2%)已進行分拆訂價，主要為初

中用書，書價平均上升3.4%，未分拆的廣

用書共364本(佔中學廣用書65.8%)，主要

為高中用書，書價平均上升4.1%。

調整書價的原因
綜合有廣用書加價的出版商所作的

回應（個別回應見以下「出版商回應」一

欄），加價的原因主要為成本上漲（包括租

金、工資、印刷費等）及學生人數與修讀個

別高中科目的學生人數持續減少。

與同期物價比較
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了3.6%（以截至

2013年5月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與2012年

同期的平均數比較，見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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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剔除此類

影響，2013年的相應升幅為3.9%。

紙價跌 印刷費升
本會根據回覆的商會、紙行及印刷商

所提供的紙價數據，將通常書商購買紙張

以備印刷今年出售的教科書的時段（即1月

份至5月份）的紙價與去年同期比較，得出

今年紙價變動的數據。根據紙行及印刷商

提供的資料計算，書紙及粉紙的平均價格

分別微跌1.3%及3.0%，而印刷費則平均上

升1.9%。

教育局回應
教育局表示一向十分關注課本價格

對民生的影響，並在不過度干預市場運作

的前提下，多年來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減輕

家長購買課本的負擔。該局指綜觀本會近

年的教科書價格調查，中小學教科書價格

升幅多低於或接近通脹，改變了過往年年

高於通脹的情況；而中小學教科書價格由

2009年至2013年的累計升幅亦持續地低

於通脹，認為這正好反映該局連串針對性

的措施已發揮一定成效。

該局指2011/12學年起實施「課本、

教材和學材分拆訂價」政策(分拆政策)，以

理順課本與教材捆綁銷售的情況，現時所

有列於該局「適用書目表」內的初中和小學

課本已全面分拆訂價，其價格升幅亦較仍未

分拆訂價的高中課本為低。該局稱會繼續

敦促出版商盡快分拆所有課本訂價，並採

取節流措施，及印刷「實而不華」的課本，

以創造減價空間。因應分拆政策的實施，該

局建議學校應按實際需要，以「用者自付」

原則購買物有所值的教材，並循環使用，避

免造成浪費；亦呼籲出版商清楚列明不同

收費模式教材的費用，提高資訊透明度。

該局稱課本不是學生的唯一學習材

料，又指本報告內列舉的部分升幅較高的

課本，並非列入該局「適用書目表」內和未

經評審，認為學校應慎重考慮是否必須選

用。該局表示教師可運用其專業知識，自行

編訂或挑選其他教學材料，以切合學生的

需要；亦可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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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減少對課本的倚賴；該

局表示自2012年5月在香港教育城開設的

「教育局一站式學與教資源平台」(www.

hkedcity.net/edbosp)，提供免費的數碼課

程資源，便利教師使用和發展校本教材。

基於課本價格對一般家庭的影響，

該局呼籲出版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不應

作大幅加價。至於有經濟困難的學生，該

局表示政府會透過「學校書簿津貼計劃」

表二：2013年中學廣用教科書       
 訂價升幅

科目 平均升幅

視覺藝術 6.4%
科技與生活 5.2%
化學 4.7%
資訊及通訊科技 4.2%
組合科學、物理、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

4.1%

英國語文、生活與社會、生物、
歷史、中國歷史

4.0%

地理、普通話、音樂 3.9%
中國語文、數學、經濟 3.8%
普通電腦 3.7%
設計及工藝 3.6%
綜合科學 3.4%
通識教育 3.2%
中國文學 2.9%
歷史與文化、體育、宗教、
旅遊與款待

0.0%

2013年中學總平均升幅 3.8%
2012年中學總平均升幅 3.8%

2013年5月和2012年5月的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分別上升3.6%及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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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廣用教科書十年價格變動 (2004年至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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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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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向他們提供

協助。該局表示會繼續推行各項穩定課本

價格的措施，並探討其他可行方法，減輕家

長購買課本的負擔。

出版商會回應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及中英文教出版

事業協會認為，本會抽出較多學校選用的

教科書，計算這些教科書在這兩年間的價

格變動的調查方法未能全面反映教科書的

整體價格變動。兩會稱目前所有現行課本

的價格已上載至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網

站，課本價格的透明度極高，因此認為本會

應參照教育局網站的資料，報道所有課本

的平均加幅，而不應以本會所收集到的部

分書單作為依據選擇性地報道課本加幅，

認為此調查方法不但數據失實，亦有欠公

允。〔按：本會的調查屬抽查而非普查，而

納入本會調查範圍的廣用書，乃本會從上

一年購書費調查期間收集到的學校書單中

抽出較多學校選用的教科書，部分科目（例

如小學電腦科及高中通識教育科）的課本

毋須送交教育局評審，故並不納入教育局

的適用書目表。因此，本會不同意兩會所指

本會應參照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網站上

的資料作報道。〕兩會又表示，今年書價的

整體平均升幅低於通脹率(如剔除政府一次

性紓困措施的影響，2013年的通脹率應為

4%)。另外，兩會又建議本會除列出較高升

幅的廣用書外(見報告內表四)，應一併列出

同一科目的最低訂價及最低升幅，令資訊

更全面及更公允。（按：本會認為，不同書

目內容及篇幅各異，不應相互比較訂價；今

年調查的書沒有減價，表三所列凍價的書，

亦即升幅最低的書目。）

兩會指本報告一如以往，將書價與

市場速報

表三：2013年售價不變的廣用書
編號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名稱 
[1]

出版社
2012年及2013年 

每冊訂價

1 初中通識 雅集基礎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二、單元四 ※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32
2 高中通識教育 雅集新高中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三、單元六 $215
3 中學宗教 伴我成長路 之二 至 五 ※ 突破有限公司 $103
4

小學宗教
幸福的道路 四至六上冊

公教真理學會

$21
5 踏上星光途 1上、2上 $24
6 初中宗教 我走星光道 中一、中二 $105
7 小學音樂 音樂新領域 1至6上冊 ※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81
8 高中中國歷史 新視野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二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10
9 高中旅遊與款待 博通旅遊與款待 必修部分 1、2 ※ 博通文化 $175
10 高中通識教育 新標準高中通識教育(精進系列) 全球化 國際新標準 $170
11 初中歷史與文化 中外歷史與文化 2 ※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223
12

初中中國歷史 新簡明中國史

1 ※ $175
13 2 ※ $181
14 3上、3下 ※ $99
15 初中地理 Exploring Geography 2A、2B、3B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公司 $116
16 小學電腦 電腦創世紀 1至6上冊 培生香港 $93
17 小學宗教 新編完美的人生 一上至六上

宗教教育中心

$37
18

初中宗教 聖經伴我行
第一冊、第二冊 ※ $98

19 第三冊 ※ $110
20 小學音樂 Harry哥哥教你吹直笛 — 赤能概念 $68
21 高中體育 新高中體育 1-3 ※ 宏思出版有限公司 $145
22 高小視覺藝術 視覺藝術之旅 5A、6A 宏達圖書中心 $55
23 小學生命教育 新編成長列車．小學生命成長課程 1-6 文林出版有限公司 $51

[1] ※ 該課本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註

去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作比較，但兩會

曾多次向本會反映，教科書的價格有別於

一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項目，認為教科

書是獨特的行業，需要大量專業的編輯及

其他開發方面的人才，因而人力資源佔產

品成本的百分比極高，而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當中並沒有反映人工和租金等等令成本

上升的因素，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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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升幅。此外，教科書價格每年只會調整一

次，其餘時間均會凍價。兩會希望本會尋求

另一個「較為公平及可反映現實情況」的參

照指標。（按：政府統計處的《消費物價指

數簡介》引言所述，消費物價指數是一個反

映住戶通常購買的消費商品和服務價格水

平變動情況的指標，是根據整體開支模式

編製，以反映整體消費物價通脹。本會認為

將消費者在整體消費物價上的負擔比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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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13年售價升幅較高的廣用書
編
號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名稱 
[1]

出版社
每冊訂價 變動幅度

2012年 2013年 金額 百分比

1 高中通識 新高中新世紀通識 單元2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185 $205 $20 10.8%

2 小學電腦 電腦認知單元系列
用Word樂趣多、易學易用
試算表、開開心心學電腦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67.5 $73 $5.5 8.1%

3
初中中國歷史 探索中國史

1 甲部課程 ※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128 $138 $10 7.8%
4 2 甲部課程 ※ $134 $144 $10 7.5%
5 3 甲部課程 ※ $150 $161 $11 7.3%
6 高中視覺藝術 新視覺藝術系列 1、5、6、7 精工出版社 $54.5 $58 $3.5 6.4%

7 高中中國語文 啟思新高中中國語文 (選修單元) 5 啟思出版社 $84 $89 $5 6.0%

8 高中英國語文 Pilot's English Series Social Issues Made Easy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18 $125 $7 5.9%

9 小學普通話 二十一世紀 現代小學普通話 一年級至六年級上冊 ※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77.5 $82 $4.5 5.8%
10

高中中國歷史
高中中國歷史(使用權版)

5上至5下 $118.5 $125 $6.5 5.5%
11 4上至4下 $122.5 $129 $6.5 5.3%
12 高中中國歷史 單元4 $134 $141 $7 5.2%

13 初中家政 初中科技與生活 A
天行教育出版(香港)
有限公司

$135 $142 $7 5.2%

14 高中通識 新高中新世紀通識 單元3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195 $205 $10 5.1%

15 初中中國歷史 中國歷史 1、2 ※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166.5 $175 $8.5 5.1%

16 高中中國歷史 高中中國歷史 五上、五下 $158 $166 $8 5.1%

17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B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99 $104 $5 5.1%

18 初中普通話 課室初中普通話 中一至中三 ※ 課室教材出版有限公司 $98 $103 $5 5.1%

19 高中組合科學 21世紀組合科學 (化學部分) 2A

精工出版社

$160.5 $168.5 $8 5.0%

20
高中化學

New 21st Century Chemistry/ 
新21世紀化學

6 $120.5 $126.5 $6 5.0%

21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4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01 $106 $5 5.0%

22 初中中國歷史 中國史遊蹤 3甲下 ※ $80 $84 $4 5.0%

23 初中地理
Junior Secondary Exploring 
Geography/ 初中活學地理

Map-reading skill (1)/ 
地圖閱讀技能 1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有限公司

$80 $84 $4 5.0%

24 高中化學
New 21st Century Chemistry / 
新21世紀化學

4B 精工出版社 $70 $73.5 $3.5 5.0%

25 高中物理 朗文新高中物理與生活 4M1 培生香港 $60 $63 $3 5.0%
26

高中化學
New 21st Century Chemistry / 
新21世紀化學

3B
精工出版社

$195 $204.5 $9.5 4.9%
27 8 $172 $180.5 $8.5 4.9%
28 高中中國歷史 高中中國歷史 四上、四下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163 $171 $8 4.9%

29 高中組合科學 21世紀組合科學 (化學部分) 3A 精工出版社 $154 $161.5 $7.5 4.9%

30 高中中國歷史 高中中國歷史 單元5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123 $129 $6 4.9%

31 初中綜合科學 邁進21世紀 - 最新綜合科學 (第二版) 3A-3C ※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102 $107 $5 4.9%

32 高中組合科學 21世紀組合科學 (化學部分) 1C、3B

精工出版社

$81.5 $85.5 $4 4.9%

33
高中化學

New 21st Century Chemistry/
新21世紀化學

1C、3C $81.5 $85.5 $4 4.9%

34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1A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72 $75.5 $3.5 4.9%

35 高中組合科學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組合科學) 1 $230 $241 $11 4.8%

36 高中化學
HKDSE Chemistry - A Modern View/ 
香港中學文憑 現代化學

5、7 $186 $195 $9 4.8%

37 初中綜合科學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3rd Edition) 1B ※ $146 $153 $7 4.8%

38 高中英國語文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Social 
Issues —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有限公司

$124 $130 $6 4.8%

39 高中化學
New 21st Century Chemistry / 
新21世紀化學

2A 精工出版社 $105 $110 $5 4.8%

       [1] ※ 該課本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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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已將教材分拆訂價與未分拆訂價的廣用書售價升幅比較

年級

已分拆 未分拆

書本 
數量

佔該學習階段
廣用書的百分比

平均
書價變動  

[1]

書本 
數量

佔該學習階段
廣用書的百分比

平均
書價變動 

[1]
初小 140 89.2% +3.5% 17 10.8% +1.5%
高小 145 88.4% +3.5% 19 11.6% +0.7%
小學 285 88.8% +3.5% 36 11.2% +1.1%

初中 179 92.7% +3.6% 14 7.3% +3.3%
高中 10 2.8% +0.8% 350 97.2% +4.1%
中學 189 34.2% +3.4% 364 65.8% +4.1%
總計 474 54.2% +3.5% 400 45.8% +3.8%

[1]  指有關書本2013年的訂價與其2012年訂價相比下得出的變動百分比的平均數。註

已分拆出來的教材訂價
 分拆教材訂價政策今年推展至初中用書，而包括在調查內的廣用書有過半數

已分拆教材訂價。該474本分為76套已分拆教材訂價的廣用書，涵蓋16個科目，

其中以中國語文科有最多課本分拆訂價，佔12套，其次為英國語文科，有10套。

 本會邀請出版社提供其已分拆訂價的教材的價目，及利用教育局適用書目表

中列出的超連結收集教材價單，得出60份教材的訂價，其中56份有套裝價標示。

套裝所包括的組件不一，主要有教師用書、資源光碟、網上資源、試題庫等，每

套每學年訂價由$300至$2,000不等，視乎科目及出版社而定，但整體而言，套裝

售價比單項購買的總和便宜。

購買教科書上的負擔，屬合適的參照指標。

但本會願意考慮，亦曾多次徵詢兩會有何替

代參照指標的建議，惟未獲兩會提供。）

兩會又稱近年不少與教育有關的必

需開支相繼增加，如校車、校服和午膳供

應等各項的價格加幅頗大。相比之下，出版

社面對市場收縮、成本劇增等惡劣的經營

環境，仍然對課本訂價採取克制、保守的

態度，認為實屬難能可貴。

出版商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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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本印量及銷量均大幅減少，導致每本課

本的成本上升。而在通脹的壓力下，薪金、

租金及物流等成本均上升，令出版業的經

營成本升幅高於通脹。該公司稱在此情況

下，已盡量壓低課本售價的加幅，部分不

在是次調查範圍內的項目更凍價甚至減

價。該公司表示本會只抽選了部分課本，如

調查能覆蓋其出版的所有課本，可見到其

總體加幅低於2.6%，遠低於通脹水平。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表示，該公司

的書價變動主要因為營運成本（如薪金、

租金、物流等）增加、市場萎縮（尤其是高

中選修科目，另適齡學童減少，高中中史科

及歷史科退修率高），又指現版課本在教

材分拆後，因大部分學校已有相關教材，故

學校可不再購買，形成教材有價無市的現

象；而新版及改版課本的教材，則因學校

往往缺乏資金購買，該公司稱在無法收回

製作教材成本而經營成本不斷增加之下，

其課本在分拆教材後仍需加價，實屬無可

奈何及非不得已。

就其《新高中新世紀通識》（表四編

號1）的加幅，該公司稱去年鑒於改版高中

通識課本市場競爭激烈，該課本訂價甚為

進取，而今年只是把課本價格調整至正常

市場價，故會有較高增幅。該公司指相比

其他出版社的高中通識課本，其課本仍是

市場上較便宜的一套。

就其《探索中國史》（表四編號3至

5）的加幅，該公司稱雖然該課本的甲部課

本平均加幅超過7%，但屬同一單位的乙部

課本（亦屬必修部分）卻減價20%，因此該

套課本的價格平均加幅只有3.3%，整體價

格為同期出版課本的第二低。該公司指若

與教育局適用書目表上另一間出版社同以

甲、乙部分分冊的一套書相比，其有關課

本以甲部課本計算亦較便宜。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表示，

加價因為成本上漲，各科課本按其支出調

整訂價。又稱由於該公司往年的主要科目

課本曾經減價，而分拆教材的成本無法彌

補，本年的調整幅度只可稍為抵銷部分有

關損失，但未能完全反映兩年間實際成本

增加的因素。

「培生香港」表示，其《朗文新高中

物理與生活》4M1冊的價格變動，主要因

為高中選修課程學生人數下降、印量減少

導致成本上漲。

「導師出版社」表示，教科書出版社

並沒有「特異功能」迴避各項上升成本，也

沒有「特異功能」改變整體學生人數持續減

少的現況，只能默默承受由誤解所帶來的困

擾。該公司認為本會的調查應包括所有課

本的整體資料而不應選擇性地抽取部分課

本資料，以免製造不必要的誤導。（按：納

入本會調查範圍的廣用書，乃本會從上一年

購書費調查期間收集到的學校書單中抽出

較多學校選用的教科書，調查屬抽查而非

普查，故不包括市面有售的所有課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