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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科目計算，各科用書訂價的平均升幅

由3.3%至4.1%不等，以中國語文科的平均

升幅最高（見表一）。

教
科
書
價
格

平
均
上
升

今年，教育局全面落實「適用書目表」內課本與相關教材和學材分

拆訂價的政策。本會調查所得中小學教科書價格平均上升約3.7%，較通

脹低。但調查中超過九成廣用教科書都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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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

（下稱「廣用書」），然後去信有關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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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同版廣用書今年

和去年的訂價。由於部分科目的課本毋須

送交教育局評審，故調查中涵蓋的書目有

部分並非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內的課本。

是次調查涵蓋25間出版社，共586本

廣用書，包括小學用書225本（其中初小用

書佔122本，高小用書佔103本）及中學用

書361本（其中初中用書佔165本，高中用

書佔196本）。

書價變動
整體書價上升3.7%

以調查中全部廣用書計算，整體書價

平均升幅為3.7%，略低於同期的通脹比率

（詳見「與同期物價比較」一段）。

小學廣用書訂價平均上升3.7%

今年調查的小學廣用教科書訂價平

均上升3.7%，初小及高小的平均升幅相

表一：2014年小學廣用
        教科書訂價升幅

科目 平均升幅

中國語文 4.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3.9%
數學、普通話 3.8%
電腦 3.6%
英國語文、音樂 3.5%
宗教 3.4%
常識 3.3%
2014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3.7%
2013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3.2%

2014年5月和2013年5月的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分別上升4.4%和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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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廣用書訂價亦平均上升3.7%

中學廣用書的訂價平均上升3.7%，

其中初中用書的訂價平均上升3.8%，高中

用書則上升3.6%。按科目計算，除調查的

宗教及體育科用書價格不變外，其餘科目

用書的訂價平均上升2.5%至5.4%不等，

當中以視覺藝術科的平均升幅最高，而另

有3科廣用書的平均升幅也高於同期的通

脹。以個別書本數目計，調查中有15.5%

（即56本）中學廣用書價格升幅高於同期

的通脹（見表二）。

約九成七課本加價

調查範圍內，有18本課本凍結價

格（佔所調查廣用書的3.1%，見表三），

當中一半為宗教科用書。餘下568本（即

96.9%）的訂價升幅由0.5%至5.6%不等，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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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升幅百分率最高的約10%書目可參見

表四，包括高中化學、高中組合科學及初中

地理。調查中，今年沒有廣用書減價。

接近九成廣用書已分拆

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內的課本與相

關教材分拆訂價的政策今年全面落實。調

查的課本中有526本（佔所調查廣用書的

89.8%，見表五）已與相關的教材分拆訂

價，當中包括非「適用書目表」內的課本，

而這些課本訂價的平均升幅為3.7%；至於

其餘未分拆的60本書（佔調查的廣用書的

10.2%），主要屬初中音樂科，課本訂價平

均升幅亦為3.7%。

若以學習階段細分，小學已分拆的書

本共196本（佔小學廣用書87.1%），平均書

價上升3.7%，而未分拆的小學書本只有29

本（佔小學廣用書12.9%），書價的平均升

幅為3.9%。中學方面，有330本廣用書（佔

中學廣用書91.4%）已進行分拆訂價，書價

平均上升3.7%，未分拆的廣用書共31本（佔

中學廣用書8.6%），書價平均上升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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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印刷費等）以及學生人數

持續大幅減少。

與同期物價比較（圖一）
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今年5月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了4.4%

（以截至2014年5月止的12個月的平均數

與2013年同期的平均數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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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相應升幅為3.9%。

 

紙價及印刷費微升
書商通常於1月至5月間購買紙張以

備印刷新一年出售的教科書，本會根據回

覆的商會、紙行及印刷商所提供的紙價數

據，再將今年與去年同期的紙價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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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書紙及粉紙的

平均價格分別上升1.6%及1.0%，而印刷費

則平均微升0.6%。

教育局回應
教育局稱明白市民大眾對教科書價

格的關注，在不過度干預市場運作的前提

下，該局多年來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減輕家

長購買課本的負擔。該局認為，本會近年的

教科書價格調查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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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間的累計升幅亦低於通脹，反

映該局連串針對性措施已發揮正面效用。

該局指現時所有「適用書目表」內的

中小學課本和幼稚園學習材料已全面分拆

訂價；又指向來鼓勵學校在選書過程中須

一併考慮課本的質素、適用性、價格等，並

確保教師間的專業共識。該局關注本會報

告中提及部分不屬於「適用書目表」內的

課本尚未分拆訂價，重申若出版商仍未將

其課本與教材分拆訂價，學校不可採用相

關課本，以貫徹分拆政策的精神。該局亦

於今年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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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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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2014年小學廣用
        教科書訂價升幅

科目 平均升幅

中國語文 4.1%
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 3.9%
數學、普通話 3.8%
電腦 3.6%
英國語文、音樂 3.5%
宗教 3.4%
常識 3.3%
2014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3.7%
2013年小學總平均升幅 3.2%

2014年5月和2013年5月的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分別上升4.4%和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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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2014年中學廣用
        教科書訂價升幅

科目 平均升幅

視覺藝術 5.4%
綜合人文科學、化學 4.7%
旅遊與款待 4.6%
生活與社會 4.3%
英國語文、生物、組合科學 4.2%
經濟、地理 4.1%
綜合科學 3.9%
普通話、歷史、通識 3.8%
音樂 3.7%
初中資訊科技、中國語文、物理 3.6%
高中資訊及通訊科技、家政 3.5%
設計與應用科技 3.4%
數學、基本商業 3.3%
中國歷史 3.2%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覽 3.0%
中國文學 2.5%
宗教、體育 0.0%
2014年中學總平均升幅 3.7% 
2013年中學總平均升幅 3.8%

2014年5月和2013年5月的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分別上升4.4%和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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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用教科書價格變動 (2005年至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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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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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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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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家長的負擔。

該局今年6月修訂了《課本編印設計

基本原則》，進一步闡明課本內容須完整

和供獨立使用，而毋須使用與課本相連的

額外補充材料，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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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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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局稱課本不是學生的唯一學習材

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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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於

2012年在香港教育城設立了「教育局一站

式學與教資源平台」（www.hkedcity.net/

edbosp），提供超過6千套免費的數碼課程

資源，便利教師使用和發展校本教材。

該局指政府的一貫政策，是確保不會

有學生因經濟困難而未能接受教育，上學

年全港學生約四成二透過「學校書簿津貼

計劃」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獲書

簿津貼資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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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制訂價，減輕家長

的經濟負擔。

出版商會回應
香港教育出版商會及中英文教出版

事業協會表示，根據調查所得，今年中小

學教科書價格平均變動約3.7%，較通脹為

低，認為報告足以證明出版業界在教科書

市場持續萎縮、經營成本持續上升的惡劣

經營環境下，繼續盡量減低教科書訂價的

增幅，以減輕家長的負擔。

兩會歡迎本會作出書價調查，但期望

調查可以更全面。兩會指出版社經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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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中並沒有反映人工和租金等直接令

教科書成本上升的因素。此亦是兩會一向

的意見，認為單把書價與綜合消費物價指

數比較，並不全面。

兩會又表示以前曾提及，現時本會

採用抽取市面上部分教科書的方法來做調

查，恐怕未能完全反映香港整體教科書的

價格變動。因此兩會建議可在將來的調查

中，調查市場上所有教科書的價格變動，

並考慮將「適用書目表」上的教科書與市

場上其他教科書的調查結果分別列出，讓

消費者瞭解兩類市場條件及要求不同的教

科書價格狀況。

出版商回應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表示，其《新

編福幼小學聖經》（表四編號7及8書目）已

有幾年沒有加價。

「中華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

加價是因為成本上升。

「中大出版社」表示，加價屬正常

調整。

「卓思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加價

是因為各項支出增加，整體成本上漲。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表示，因應印

刷成本、租金、物流及薪金上升而調整書

價，又稱該公司亦有3套初中教科書凍結價

格，整體加幅3.3%是低於通脹。

「精工出版社」表示，通脹、租金及

工資調整令其整體成本上漲。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表示，本年

表三：2014年訂價不變的廣用書

編號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名稱 [1] 出版社
2013年及
2014年
訂價

1

高中中國歷史 新探索中國史

4上 ※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140
2 5上 ※ $146

3 6 (選修單元三：
時代與知識分子)

※ $141

4 高中體育 新高中體育
1：強身健體、
2：提升自我、
3：關心社群

※
宏思出版
有限公司

每冊$145

5 初小宗教 踏上星光途 1下、2上、3上 ※

香港公教
真理學會

每冊$24
6 高小宗教 幸福的道路 6上 ※ $21

7 初中宗教 我走星光道
第一冊、第二冊、

第三冊
※ 每冊$105

8 高中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理財管理

選修單元 3(a)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120

9 初小音樂 Harry哥哥教你吹直笛 — 赤能概念 $68

10 高中歷史 New Horizon History Introduction ※
香港教育
圖書公司

$30

11
初中宗教 聖經伴我行

第二冊 ※ 宗教教育
中心

$98
12 第三冊 ※ $110

註 [1]  ※ 該課本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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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014年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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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4年 金額 百分比

1 高中英文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Made 
Easy with Student Portfolio

—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25 $132 $7 5.6%

2 高中視藝
Visual Arts : Design for Success: 
Graphic Design

Book 4 精工出版社 $45 $47.5 $2.5 5.6%

3 初中生活與社會 探索生活與社會-資源與經濟活動 單元13:香港經濟表現 ※ 文達‧名創教育 $37 $39 $2 5.4%

4 初小宗教
新編完美的人生

1上、2上、3上 ※
宗教教育中心

$37 $39 $2 5.4%

5 高小宗教 5上 ※ $37 $39 $2 5.4%

6 高中視藝 新視覺藝術系列 3: 綻放的旋律 - 抽象畫 精工出版社 $58 $61 $3 5.2%

7 初小宗教
新編福幼小學聖經

一上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40 $42 $2 5.0%

8 高小宗教 四上、五上 $40 $42 $2 5.0%

9 高中化學 新21世紀化學 8:分析化學 (選修部分) ※ 精工出版社 $180.5 $189.5 $9 5.0%

10 初中歷史 New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3A ※
雅集出版社

$141 $148 $7 5.0%

11 初中歷史 新歷史旅程 3上、3下 ※ $141 $148 $7 5.0%

12 高中組合科學
21 st Century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Part) / 21世紀組合科
學(化學部分)

3A ※ 精工出版社 $161.5 $169.5 $8 5.0%

13 初中綜合科學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 for the 21st Century

1A ※ 雅集出版社 $153 $160.5 $7.5 4.9%

14 初中綜合科學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 for the 21st Century / 
最新綜合科學-邁進21世紀

1B ※ 雅集出版社 $153 $160.5 $7.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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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 精工出版社 $51 $53.5 $2.5 4.9%

16 初中生活與社會
探索生活與社會-社會體系與公民
精神

單元23:維護社會核心價值 ※ 文達̇ 名創教育 $41 $43 $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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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 精工出版社 $113 $118.5 $5.5 4.9%

18
高中化學 New 21st Century Chemistry

1B ※ 精工出版社 $103 $108 $5 4.9%

19 2B ※ 精工出版社 $124 $130 $6 4.8%

20 高中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新編生物學 第2下冊生物與環境II ※ 雅集出版社 $207 $217 $10 4.8%

21 初中中國歷史 中國史遊蹤 1甲 ※ 雅集出版社 $145 $152 $7 4.8%

22
初中生活與社會 Longman Life and Society

20: Economic Globalisation ※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41.5 $43.5 $2 4.8%

23 22: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I ※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41.5 $43.5 $2 4.8%

24 初中生活與社會 朗文生活與社會 1—個人成長(一) ※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41.5 $43.5 $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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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 精工出版社 $73.5 $77 $3.5 4.8%

26 高中組合科學 21世紀組合科學(化學部分) 2A ※ 精工出版社 $168.5 $176.5 $8 4.7%

27 高中組合科學
21 st Century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Part) / 
21世紀組合科學(化學部分)

3B ※ 精工出版社 $85.5 $89.5 $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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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 ※
精工出版社

$85.5 $89.5 $4 4.7%

6 ※ $126.5 $132.5 $6 4.7%

29 初中地理 初中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1：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

雅集出版社 $96 $100.5 $4.5 4.7%核心單元2：與自然災害共處 ※

核心單元3：糧食問題 ※

30 初中地理
Junior Interactive Geography 
Core

The Trouble of Water/ Module 4 / 
核心單元 -水的煩惱 第4冊

※ 雅集出版社 $96 $100.5 $4.5 4.7%

31 初中地理 Junior Interactive Geography Core Scramble for Energy / Module 6 ※ 雅集出版社 $96 $100.5 $4.5 4.7%

32 高中中國歷史 高中中國歷史 4上、4下 ※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171 $179 $8 4.7%

33 高中生物
HKDSE Biology - 
A Modern Approach

1 ※ 雅集出版社 $215 $225 $10 4.7%

34 高中組合科學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組合科學) 3 ※ 雅集出版社 $194 $203 $9 4.6%

35 高中生物
HKDSE Biology - A Modern 
Approach

2A ※ 雅集出版社 $238 $249 $11 4.6%

36 高中中國歷史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4：制度與政治演變 ※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141 $147.5 $6.5 4.6%

37 高中旅遊與款待
博通旅遊與款待 (必修部分) 
(重印兼訂正版)

第1冊、第2冊 ※ 博通文化 $175 $183 $8 4.6%

[1]  ※ 該課本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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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014年訂價不變的廣用書

編號 科目 書名 分冊編號/名稱 [1] 出版社
2013年及
2014年
訂價

1

高中中國歷史 新探索中國史

4上 ※

齡記出版
有限公司

$140
2 5上 ※ $146

3 6 (選修單元三：
時代與知識分子)

※ $141

4 高中體育 新高中體育
1：強身健體、
2：提升自我、
3：關心社群

※
宏思出版
有限公司

每冊$145

5 初小宗教 踏上星光途 1下、2上、3上 ※

香港公教
真理學會

每冊$24
6 高小宗教 幸福的道路 6上 ※ $21

7 初中宗教 我走星光道
第一冊、第二冊、

第三冊
※ 每冊$105

8 高中企業、會計
與財務概論

高中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理財管理

選修單元 3(a)
卓思出版社
有限公司

$120

9 初小音樂 Harry哥哥教你吹直笛 — 赤能概念 $68

10 高中歷史 New Horizon History Introduction ※
香港教育
圖書公司

$30

11
初中宗教 聖經伴我行

第二冊 ※ 宗教教育
中心

$98
12 第三冊 ※ $110

註 [1]  ※ 該課本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

表四：2014年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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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2014年 金額 百分比

1 高中英文
Workplace Communication Made 
Easy with Student Portfolio

—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25 $132 $7 5.6%

2 高中視藝
Visual Arts : Design for Success: 
Graphic Design

Book 4 精工出版社 $45 $47.5 $2.5 5.6%

3 初中生活與社會 探索生活與社會-資源與經濟活動 單元13:香港經濟表現 ※ 文達‧名創教育 $37 $39 $2 5.4%

4 初小宗教
新編完美的人生

1上、2上、3上 ※
宗教教育中心

$37 $39 $2 5.4%

5 高小宗教 5上 ※ $37 $39 $2 5.4%

6 高中視藝 新視覺藝術系列 3: 綻放的旋律 - 抽象畫 精工出版社 $58 $61 $3 5.2%

7 初小宗教
新編福幼小學聖經

一上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40 $42 $2 5.0%

8 高小宗教 四上、五上 $40 $42 $2 5.0%

9 高中化學 新21世紀化學 8:分析化學 (選修部分) ※ 精工出版社 $180.5 $189.5 $9 5.0%

10 初中歷史 New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3A ※
雅集出版社

$141 $148 $7 5.0%

11 初中歷史 新歷史旅程 3上、3下 ※ $141 $148 $7 5.0%

12 高中組合科學
21 st Century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Part) / 21世紀組合科
學(化學部分)

3A ※ 精工出版社 $161.5 $169.5 $8 5.0%

13 初中綜合科學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 for the 21st Century

1A ※ 雅集出版社 $153 $160.5 $7.5 4.9%

14 初中綜合科學
Understanding Integrated Science 
- for the 21st Century / 
最新綜合科學-邁進21世紀

1B ※ 雅集出版社 $153 $160.5 $7.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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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 精工出版社 $51 $53.5 $2.5 4.9%

16 初中生活與社會
探索生活與社會-社會體系與公民
精神

單元23:維護社會核心價值 ※ 文達̇ 名創教育 $41 $43 $2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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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 精工出版社 $113 $118.5 $5.5 4.9%

18
高中化學 New 21st Century Chemistry

1B ※ 精工出版社 $103 $108 $5 4.9%

19 2B ※ 精工出版社 $124 $130 $6 4.8%

20 高中生物 香港中學文憑-新編生物學 第2下冊生物與環境II ※ 雅集出版社 $207 $217 $10 4.8%

21 初中中國歷史 中國史遊蹤 1甲 ※ 雅集出版社 $145 $152 $7 4.8%

22
初中生活與社會 Longman Life and Society

20: Economic Globalisation ※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41.5 $43.5 $2 4.8%

23 22:Hong Kong Government and I ※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41.5 $43.5 $2 4.8%

24 初中生活與社會 朗文生活與社會 1—個人成長(一) ※ 培生教育出版亞洲有限公司 $41.5 $43.5 $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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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B ※ 精工出版社 $73.5 $77 $3.5 4.8%

26 高中組合科學 21世紀組合科學(化學部分) 2A ※ 精工出版社 $168.5 $176.5 $8 4.7%

27 高中組合科學
21 st Century Combined Science 
(Chemistry Part) / 
21世紀組合科學(化學部分)

3B ※ 精工出版社 $85.5 $89.5 $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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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 ※
精工出版社

$85.5 $89.5 $4 4.7%

6 ※ $126.5 $132.5 $6 4.7%

29 初中地理 初中互動地理 

核心單元1：明智地運用城市空間 ※

雅集出版社 $96 $100.5 $4.5 4.7%核心單元2：與自然災害共處 ※

核心單元3：糧食問題 ※

30 初中地理
Junior Interactive Geography 
Core

The Trouble of Water/ Module 4 / 
核心單元 -水的煩惱 第4冊

※ 雅集出版社 $96 $100.5 $4.5 4.7%

31 初中地理 Junior Interactive Geography Core Scramble for Energy / Module 6 ※ 雅集出版社 $96 $100.5 $4.5 4.7%

32 高中中國歷史 高中中國歷史 4上、4下 ※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171 $179 $8 4.7%

33 高中生物
HKDSE Biology - 
A Modern Approach

1 ※ 雅集出版社 $215 $225 $10 4.7%

34 高中組合科學 香港中學文憑-現代化學 (組合科學) 3 ※ 雅集出版社 $194 $203 $9 4.6%

35 高中生物
HKDSE Biology - A Modern 
Approach

2A ※ 雅集出版社 $238 $249 $11 4.6%

36 高中中國歷史 高中中國歷史 選修單元4：制度與政治演變 ※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141 $147.5 $6.5 4.6%

37 高中旅遊與款待
博通旅遊與款待 (必修部分) 
(重印兼訂正版)

第1冊、第2冊 ※ 博通文化 $175 $183 $8 4.6%

[1]  ※ 該課本已與相關教材分拆訂價。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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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中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科課本均凍

價，只有部分初中書價輕微調整，主要原

因是紙價及工資等成本上升，但加幅亦

低於通脹。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表示，

加價是因為成本上漲，各科課本均按其支

市場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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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86.9% +3.7% 16 13.1% +3.8%
高小 90 87.4% +3.6% 13 12.6% +4.0%
小學 196 87.1% +3.7% 29 12.9% +3.9%
初中 155 93.9% +3.8% 10 6.1% +3.7%
高中 175 89.3% +3.6% 21 10.7% +3.6%
中學 330 91.4% +3.7% 31 8.6% +3.6%
總計 526 89.8% +3.7% 60 10.2% +3.7%

[1]  指有關書本2014年的訂價與其2013年訂價相比下得出的變動百分比的平均數。註

出調整訂價，又稱該公司往年的主要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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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能完全反映幾年間實際成本增加

的因素。

「導師出版社」表示，近年中學生人

數持續大幅減少，新高中學生的選科亦減

少，市場的萎縮令出版社處於極度困難的境

況，加價亦難以改善經營環境。該公司稱今

年為了增加生存空間，其新書亦需要減價。

「宗教教育中心」表示，加價是因為

印刷成本上漲。

「英利音樂有限公司」表示，加價是

因為通脹壓力。�

涉及售賣偽冒藥物的店舖 (2014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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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島 Hong Kong Island

國偉中西藥業 
KWOK WAI MEDICINE
北角書局街28號國賓大廈地下12號舖
Shop No. 12, G/F, Odeon Building, 
No. 28 Shu Kuk Street, North Point

應用偽造商標
● 虎標萬金油
 「Tiger Balm」ointment

a 
(經營該店舖
的公司及一

名店舖
負責人)

● 公 司 被 罰 款
$10,000

● 店舖負責人被
判200小時社
會服務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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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消費提示

本會近日從香港海關收到1宗於今年

4月份定罪的售賣偽冒藥物案件資料，涉案

的店舖位於香港北角區。

新增一間店舖涉售賣偽冒藥物被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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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如對藥物真偽有所懷疑，應立即停止服用，並向供應商或商標持有人作出查

詢。若發現有售賣偽冒藥物的情況，可致電海關24小時熱線2545�6182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海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