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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網

中學購書費用下調
每年8、9月份都是購書季節，旺角一帶的書局最熱鬧不過，無論售賣新舊課本

的書局都人山人海。本會今年調查發現中學的平均購書費用較去年下調4.1%。

調查方法
經教育署抽樣，本會向73間小學及

59間中學收集今年及去年的書單，共48間

小學及42間中學提供完整資料，回覆率

68%。調查主要比較去年和今年的購書費

用及其變動，不包括美術用具、字帖、試卷

費、簿及一些列明為參考用的課本等。

調查結果（表一）

小學購書費與去年相若

小學的平均購書費為$1,584，各級

差別不大，以小六較低，為$1,543，原因

是部分學校的小六不設普通話科，不用

購買普通話課本。

與去年比較，今年小學的平均購書

費變化不大，整體輕微下調0.4%，但不同

學校的購書費有升有跌，上升原因包括

增加普通話及電腦科，下跌則因減少使

用中英數三科的練習及評估課業，雖然

亦有學校加多購買練習，但整體來看仍

以減用練習的學校較多。

中學平均購書費下調4.1%

中學的平均購書費為$1,830，以中

一的$2,169較高，原因是中一要購買聖

經、地圖及字典等可用多年的課本。而中

五的平均購書費較低 ($1,116)，是因很

多中五課本已於中四時購買。

與去年比較，今年中學購書費下調

4.1%，主要原因是不少學校採用自製教

材，過往要購買的作業，今年亦減少了。

個別學校差別大

不同學校間的購書費相差很大，以

小一計，最高和最低分別是$2,266及

$973。購書費最高的1間學校要買中文、

數學科的補充及評估練習，以及英文科

的文法、聆聽、寫作、故事書等多本課本；

最低的並沒有購買普通話書，而英文及

中文的用書數目亦較少。

初中購書費的差距也顯著，以中一

計，最高和最低分別是$3,009及$1,054，

高購書費的學校須購買中文及英文字

典，以及中文、中史、綜合科學、世界歷

史、普通話科的作業，低購書費的則有多

科是由學校自製教材，包括數學、基本科

技、電子與電學、設計與工藝。

中四、五的購書費同樣差距很大，主

要原因是各學校選讀科目數目不同及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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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時間不同，部分學校於中四時已需購備

中五用書，費用自然較高。我們嘗試將中

四、五兩級的購書費相加比較，看看差異

會否減少，但結果發現最低購書費為一學

校的商科班（$869），該班只修讀6科，而

紡織及旅遊業科目皆屬自製教材，英文科

書本亦只作參考用；最高購書費為一學校

的理科班，達$4,536，共買9科課本，再加

上英文字典及中文辭海，兩者相差4倍。

自製教材費用

就老師自製的教材，本會向學校查

詢有否提供自製教材及費用，發現即使沒

有在書單上列明，不少學校都提供自製教

材給學生，大部分是免費，特別是小學，部

分中學則收取數元至三百多元教材費。

課本冊數漸趨多而薄

初中數學及中文科分別於去年及今

年採用新課程，部分課本的冊數較多，例如

過往中一數學全年只需買2冊，現時有些多

至10冊以上，但屬較薄的校本模式課本，由

於每本訂價較便宜（$10至$13），所以未因

多了冊數而令購書費上升。分冊也有好處，

只要學生勤執書包，可減輕書包重量。

購書費是否首次下調?

本會7月份調查雖顯示今年書價是

20多年首次下調，但影響購書費用的因

素很多，除書價外，亦包括書局的零售折

扣、課程需要、學生需購買課本量等，過

去購書費也曾下調， 96年的小學購書費

下調0.2%，因「社、科、健」三科合併為「常

識」一科，減少購書量，99年的中學購書

費也下調2.6%，因大部分書局提供的折

扣由95折增加至9折。

不少學校都自製教材，學生毋須買書。

2002年度購書費 2001年度
平均購書費

2002/2001年
平均購書費變動(%)最低 最高 平均

班級

註:

表一 : 2002年度購書費用變動

平均購書費指是次研究樣本，包括48間小學及42間中學，在2001及2002年的平均購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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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1,250
$1,152
$1,100
$1,168
$1,584
$1,909

-1.4%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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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4.3%
-5.8%
-4.4%
-2.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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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相反，新課程適用課本內容變化非常大，有時無法使用舊書，在書單上

列明，可減低學生買錯舊書的機會，特別是升讀中一的新生，對購買中

學課本感到陌生。

書單清晰，學生易於選購

今年的書單中，部分編寫很清楚，有助學生作選購的決定，這是進步的表現：

o 書單上列明課本只屬參考，學生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搜查網 中學購書費用下調

在買書的季節，售賣舊書的書店數

目突然增加，但不少是臨時舖位，只有簡

陋的招牌甚至招牌也無。當我們拿著書

單站在旺角街頭，即引來不少十來歲的

「說客」追問尚欠哪些書，並表示「新書八

折，舊書三折」；當到達該書局後，發現在

細小舖位內堆滿的主要是舊書，當我們

詢問是否新書八折時，店主表示要購買

全套才獲八折，但眼見書店內只有少數

新書，又何來購齊全套。

期間一女士到書局欲購一本新故

事書，店主表示故事書是學生自己閱讀，

毋須購新的，不斷游說客人買舊書。該書

局雖同時宣傳八折賣新書，但著眼點卻

是推銷舊書。

其實出版商大都以八折批發給書

局，若書局同樣以書價的八折發售，利潤

何在? 所以本會不排除部分售賣舊書的

書局以「新書八折」作招徠，實質是吸引

顧客入內再主力推銷舊書。所以本會提

醒學生在購買時注意以下數點：

1.應到有信譽的書局購買。

2.往一些臨時舖位買書時要特別小心，應

避免繳付訂金，「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較

穩妥。

3.零售折扣是一個考慮因素，但要判斷折

扣是否合理，會否只是噱頭，又或在特定

條件下才可享折扣。

4.若購買的是全新書，須瞭解書局有否退

貨保障，當書本缺頁、印刷出現問

題時能否退換，並記

緊拿取收據。

5.購買舊書一般都較

難退貨，所以必須即時

檢查書本有否問題，特別

是版次是否正確。

6.舊書的零售價視乎書本的

新淨程度、貨源多少等而定，但

一般都「有價講」。

7.近年新興的網上購書，消費者要

先瞭解其條款細則，如送貨費用、付

款方法、寄失書、書本缺頁的處理方法

等等，並列印或儲存重要資料包括聯絡

方法、所訂書本清單等。

買書直擊

教署回應
就本會的調查報告結果，教育署有

以下回應：

學校審慎選用學習材料有助減低書費

●  調查報告指出今年中小學平均購

書費較去年下跌，與學校用書文化開始

轉變有關：購書費較低的學校，能審慎選

用課本，少購作業及有採用自編教材。

● 事實上，課本並非學生學習的唯

一材料，教署一向鼓勵學校多採用其他

多元化學習材料，以擴闊學生的學習空

間。同時，亦反對學校使用過多的作業和

練習，以免學生因要花大量時間來完成

這些本質上較偏重操練的習作，而失去

參與其他更有意義的學習活動的機會。

教署更鼓勵教師因應學生的興趣及需

要，自編或靈活選用多元化教材，並善用

網上或該署提供的免費教學資源等。

●教署每年均透過向學校發出的通

o 即使出了新版書，書單上列明「第X版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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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今年度的中學購書費下跌主要是

因一些學校採用自製教材，或少購作業，

這是值得鼓勵的。其實隨著科技發達，很

多資料可在網上找到，此外，教育署亦製

作了不少教學資源，學校若能多加運用，

不但會使教材更充實，還可減輕家長負

擔。

此外，學校亦可舉辦舊書買賣活動，

讓師弟妹們能以較低價購得課本，既慳

錢又環保。

告「學校選用課本及學習材料須知」重申

以上要點。今後，配合課程改革全方位學

習理念的落實，該署會繼續透過各種途

徑，鼓勵教師憑本身專業判斷及發揮教

學創意，採用和設計多元化及生活化的

教學材料，以提升教學效能。

●今次調查反映一些配合該署在這

方面要求的學校的書費下降，實是可喜

的現象。該署希望更多學校朝著這方面

繼續努力。

有效的行政安排可以減低書費

● 在教署向學校發出的通告中，亦

有呼籲學校透過行政安排，幫助學生節

省書費支出。該署樂見學校能回應有關

要求：如在書單上列明課本版次，供學生

參考，以決定購買新或舊課本。

● 為求進一步減低書費，該署再次

呼籲學校可參考通告內所提供的建議或

採取其他方法，包括：

●將一些參考資料如字典、地圖等，

放在課室內供學生使用；並在書單上註

明若學生家中已擁有同類的參考資料，

可自行決定是否購買。

● 故事書之類的教材，學校可安排

統一購買，由學生分擔書費，輪流傳閱使

用，使能更有效運用資源。

● 籌辦舊書買賣或捐贈課本活動，

培養學生環保意識，減輕家長負擔及避

免他們為購書而四出奔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