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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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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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改版研究報告
2

1

中文科

音樂科

1
通識科

1

8

1
數學科

2

1

中國文學科

地理科

物理科

企業、會計與
財務概論科

教科書改版應能為教學帶來更大成效，否則只會增加家長、
學生與環境的負擔。本會一直關注教科書改版的情況，今年調查的
改版教科書共9套17冊，分別由6間本地出版社於2015年推出，1冊
為小學用書，其餘16冊為中學用書，涵蓋8大科目，包括中文科、中
國文學科、數學科、通識科、音樂科、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地
理科及物理科。總結評審團體的評級所得，11冊改版書屬「有需要
改版」，餘下6冊屬「略有需要改版」，結果較去年理想。

調查結果（見附表）
出版年份
15冊書（＃1及＃2、＃4至＃14、＃16
及＃17）列於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內，
該15冊改版書上一版的出版年份為2007年
或2009年，均符合教育局現時「五年不改
版」的規定。餘下2冊書（＃3及＃15）雖不

調查方法
●

列於教育局的「適用書目表」內，但其上一

用書取樣：本會根據學校於今年7月至8月就本會的學生購書費調查所提供的書單，從

版的出版年份均有5年或以上。

必須購買的課本中抽出於今年改版的書冊，再選出17冊本年度較多學校選用的改版
教科書（見附表）進行研究。

●

評審：本會向有關的出版商詢問改版原因，並將新舊版書作對照，比較它們的出版年
份、訂價、頁數、作者及內容上的改動。另蒙香港多間專上學府有關學系及校長會的學
者、前線老師以及校長的協助，從改善教學質素的角度，審視上述改版書冊新舊版間
的主要改動，從而就該等改動是否有切實需要給予專業意見。

●

評級：評審的專家參照各抽查樣本，分別就3個環節的改動包括「內容改動」、「章節遷
移」及「版面/設計變動」評級。評級準則以改動是否必須為依據，分為「必須改動」、
「有需要改動」、「可改可不改」及「不需要改動」。評審團體除評級外，亦可給予其他

訂價比較
13冊書的訂價比其舊版去年的訂價
增加了4%至8%不等，2冊書訂價不變，餘
下2冊書分別減價8%及16%。

頁數比較
14冊書增加了頁 數，增幅由3%至
13%不等，餘下3冊書的頁數則減少了3%
或5%。

評語。上述各分項評級佔總評的比重如下：「內容改動」：60%；「章節遷移」：20%；
「版面/設計變動」：20%。本會按各分項評級的比重加權後得出有關課本是否有需要
改版的總評，總評級分為「有需要改版」、「略有需要改版」或「應作重印兼修訂」。

作者改動
有13冊書增加了一或兩位顧問或編
著者，餘下4冊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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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團體意見
按科目區分，評審團體給予樣本的評
語如下：

以利用正方形的鄰邊相等，推

總評

導出正方形周界公式的可能性，

分項評級與總評級

不利於將來的學習。

●

分項評級：

- 內容改動：5個樣本被評為「必須改動」（＃1至

中文科
中文科的2個樣本（＃1及＃2）均被評
為「有需要改版」。

通識教育科

＃3、＃10及＃11），10個樣本被評為「有需要改
動」（＃4至＃9及＃12至＃15），餘下2個樣本則被

通識教育科的樣本（＃3）

評為「可改可不改」（＃16及＃17）。

被評為「有需要改版」。

評審團體認為新版教科書是因應新

評審團體認為改版課本在

- 章節遷移：13個樣本被評為「有需要改動」（＃1、

課程設計而重新組織教材，包括加入指定

議題上更為聚焦，除為學生提供

＃2、＃4至＃13及＃15），餘下4個樣本則被評為

文言經典及添加聆聽及綜合能力考核筆試

具體資料，易於理解抽象的概念

「可改可不改」（＃3、＃14、＃16及＃17）。

之相關補充練習，配合本科需要，是合理

外，新版亦使用了一些不錯的探

- 版面/設計變動：9個樣本被評為「有需要改動」

的改動。

討問題及學習活動，利用生活實

（＃1至＃9），餘下8個樣本則被評為「可改可不

例配合學科知識，多角度探討具

改」（＃10至＃17）。

中國文學科
中國文學科2個樣本（＃12及＃13）均
被評為「略有需要改版」。

爭議的話題，切合探究式教學的

●

總評級：本會依據評審團體的評級總結出11個樣

理念，有助增加互動學習及鞏固

本為「有需要改版」（＃1至＃11），而餘下6個樣本

章節主題。

則屬「略有需要改版」（＃12至＃17）。

評審團體認為改版或未盡善，惟新

另一方面，專 家 表示 通

版與初版書已相隔6年，仍算是合理。評審

識 科的性質令出版 商 要 不斷

團體指出，樣本的確在一些關鍵及影響教

更新相關的學習材料，但數字方面的更新

評審團體認為因珠三角地區的地域

學效果的部分作出較佳的整合，例如練習

是否必要，往往是見仁見智，建議出版商

發展迅速和政策變動較多，資料和數據

題、思考題及文學常識等部分。專家特別贊

應從學生於學習上的得益來評定改動數

部分的更新是必要的。專家更建議如可以

同各種練習題的修訂，亦認為章節上能把

據的需要。

再進一步加強內文與圖表的結合，例如在

原本零散分布的文學常識重新集中起來，
更便於施教。
然而，專家對其他內容方面的修改，
例如對指定篇章的原文、註釋及分析之增

內文把數據的增減趨勢仔細描述，效果會

音樂科
音樂科的樣本（＃4）被評為「有需要
改版」。

更好。
然而，評審團體指出新舊版本部分
內容及其標題次序互調的理由不明顯。此

刪，附加的「小提問」及「活動」等則有保

評審團體認為樣本新增的修改令書

外，專家對部分設計、插圖和圖片改動，持

留，認為改動較為空泛。評審團體亦認為

冊內容更豐富及多元化，儘管改動並非為

保留態度，認為教師可隨時利用網絡即時

排版設計上的安排例如顏色、圖片及字形

必須，但能令書冊成為更好的教學工具。

搜尋有關圖片。

的改換，大抵聊備一格，無關宏旨，相信書

新版本的結構亦更見鮮明，有助突出學習

冊的頁數有減少的空間。

主題，尤其民歌及粵曲的新增章節更為理
想，有效地把主題應用於學生的日常生活、

數學科
數學科的樣本（＃14）被評為「略有
需要改版」。
整體來說，評審團體認為樣本新版的
表達及演譯手法較舊版可取。專家表示部

文化及世界觀之中。

第十七課改為先引入正方形周界，此舉減低
了教師從長方形周界出發，引導學生發現可

企 業、會 計 與 財 務 概 論 科 的 樣 本
（＃15）被評為「略有需要改版」。

評審團體最後表示由於歌詞對幫助

評審團體大致上認同更改，表示每

學生從中學習語言及文化有顯著的意義，

年都會有不同的生活例子及公開考試試

建議課本於英文文法與歌曲配詞方面可再

題，但建議若改動不大，老師大可利用專

作改善。

業知識，課堂時不教已刪減的內容；而對

分改動有助學生連繫已有知識，但認為有
些改動卻反而限制了教師的教學。舉例說，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

於新增的內容，出版商可用活頁的方式處

地理科
地理科的樣本（＃5）被評為「有需要
改版」。

理。此外，評審團體亦建議出版商可考慮
在其網頁上配合書本內容的增減，及為學
生添加學習活動和歷屆試題的數據庫。

1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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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改版教科書訂價及頁數變動
樣
本
科目
編
號
有需要改版

訂價
書名
[1]

出版社

1
香港教育圖書

中文 公司

變動
變動
舊版 新版
[3]
[3]

作者變動

新增三位編著者及
減少一位舊版編著
者，另新增三位顧
問及一位編審
新增三位編著者及
減少一位舊版編著
者，另新增三位顧
問及一位編審

328

348

6%

第二冊

高中 $199 $208 5%

328

348

6%

初中 $137 $115 -16% 116

110

-5%

1

初中 $166 $172 4%

112

120

7%

第七冊：珠江三角洲區域研究
1 Heat and Gases
2 Force and Motion
1 - 熱和氣體
2 - 力和運動
3B - 波動 II
4 - 電和磁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高中

8%
7%
7%
7%
7%
7%
7%

116
196
392
196
392
216
312

120
216
428
220
428
240
352

3%
10%
9%
12%
9%
11%
13%

新增一位總編輯
及顧問
新增一位編著者
新增兩位編著者
新增兩位編著者
新增兩位編著者
新增兩位編著者
新增兩位編著者
新增兩位編著者

新一代數學*

1 古典詩歌
2 詞、曲與新詩
4上B

高中 $160 $160 0%
高中 $160 $160 0%
高小 $82 $85 4%

198
163
84

216
184
88

9%
13%
5%

新增一位編著者
新增一位編著者
沒有變動

Business,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Studies

Frank Wood's Cost
Accounting

高中 $170 $156 -8%

194

207

7%

沒有變動

高中 $126 $134 6%
高中 $126 $134 6%

152
152

148
148

-3%
-3%

新增兩位編著者
新增兩位編著者

新高中中國語文新編 *

通識 公司

4

音樂 香港音樂出版社 Approach to Music*

註

舊版 新版

高中 $199 $208 5%

3

5 地理
6
7
牛津大學出版社
8
物理 (中國)有限公司
9
10
11
略有需要改版
12 中國 天行教育出版
13 文學 (香港)有限公司
14 數學
企業、
培生教育出版
會計與 亞洲有限公司
15
財務概
論科
16
牛津大學出版社
物理 (中國)有限公司
17

程度

頁數 [4]

第一冊

2
雅集出版社有限

分冊編號/名稱
[2]

雅集基礎通識教育系列 單元6：能源科技與環境

高中活學地理*
NSS Physics at Work*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新高中中國文學*

NSS Physics at Work* 3A Wave Motion I
新高中生活與物理*
3A - 波動 I

$131
$160
$305
$160
$305
$173
$247

$142
$171
$325
$171
$325
$185
$265

沒有變動

[1]

*：代表該書冊列於教育局「適用書目表」內。

[3]

變動：變動百分比經四捨五入處理。

[2]

出版年份：除樣本＃4和＃14於2007年和樣本＃15於2010年推出舊版外，其餘樣
本均於2009年推出舊版。另所有樣本之新版出版年份都是2015年。

[4]

頁數：頁數指內封面至內封底之間的所有頁數，包括
空白頁及無編號的頁面。

物理科

π相變的字眼及光的波動的編章提供了改

物理科共有8個樣本，其中6個樣本

出版商回應
數學科樣本（＃14）的出版商對於評

善建議。

（＃6至＃11）被評為「有需要改版」，餘下

就「略有需要改版」的樣本，評審團

審專家認為先引入正方形周界限制了教師

2個樣本（＃16及＃17）則被評為「略有需

體指出新舊書冊的資料大致上相似，文字

教學一點，持不同看法。該公司指根據使

要改版」。

上雖重組了編排，但認為改動並非必要，

用第二版的學校提出的意見，認為「公式」

就「有需要改版」的樣本，評審團體

若要繼續使用舊版本也可

認 為由於新高中物理科的課程已作出修

以。另專 家亦 表示 新版書

改，新版的內容能更緊貼課程的範圍，新

冊的新圖片對比舊圖片並

增的例子和補充資料極具效益，又表示例

無 實 際 分別，不 理 解更 換

題的技巧分析欄比第一版的解題策略欄圖

照片有何作用。然而，評審

文並茂，文字解說比第一版更清楚明確。

團體認為新增的考試練習

而對於章節及版面的改動，專家表示雖然

及關於透鏡的篇章則有顯

不是必須改動，但大部分新版的內容都比

著的改善。

原有版本優勝。最後，專家亦為靜電應用、

44

物理科評審團體認為有需要改版樣本的新版解題部分圖文
並茂，文字解說較舊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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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學生是較抽象的，在整個小學階段的

由操作觀察到抽象思維，學生不但學好數

學習中，「周界」是學生首次運用公式來

學，更能學會如何學習數學，便是有效的

找出答案的課題，因此他們認為從較容易

教學方法。

供教師下載使用。
物理科樣本（＃16及＃17）的出版商
表示圖片的改動主要是由於版權問題。此

理解的正方形公式入手，學生的學習效果

音樂科樣本（＃4）的出版商不認同評

會更理想。該公司表示他們的構思是讓學

審團體就該書冊英文文法的建議，並指出

生從實際的量度活動，結合早前學習的四

經已查閱相關資料作參考，確保文法之準

邊形性質，發現找出正方形周界的最簡便

確性。而對於評審團體就歌曲配詞的建議，

方法，讓學生明白正方形周界公式的來源

該公司認為建議有欠論點支持理據，並指

後，再經由教師引導學生發現長方形的特

出為旋律配詞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在粵語

性。該公司又稱他們的教學過程是由具體

流行曲中也常會見到不太理想的配詞例子，

教育局表示樂見是次調查結果較去

操作到抽象思維，尤其重視學生的操作、

何況是盡量忠於原文的課本譯詞。該公司

年理想，認為反映教科書改版的情況有所

觀察、探究和發現。

又指廣東話是學生日常用的語言，而該書冊

改善；又指已通過該局改版申請的課本，其

此外，該公司指在第三版的修訂中把

亦並非為一本教授正確讀音的課本，因此

改動大都有助優化內容，提升教學效能。

正方形周界與長方形周界合併在同一課，

認為歌詞中若有不太理想的地方，不至於

該局稱一直以來都不會單就排版設計或圖

是回應了教師的教學需求，方便教師引導

會導致嚴重的效果。該公司更表示不理解

片改動而批准課本改版；相反，出版社須提

學習能力較高的學生，根據兩種四邊形邊

亦不認同評審團體對於音樂科歌曲配詞與

出充分理據，證明改版課本在內容、學與

長的特性，探究它們之間的關係。最後，該

語言科以至語言及文化學習的聯繫。

教、語文等方面，整體上都較舊版課本有

公司指教學並無成法，只要貫徹由淺入深、

企 業、會 計 與 財 務 概 論 科 樣 本
（＃15）的出版 商表

中國文學科評審團體認為新版與舊版教科書於版面設
計上的變動多為聊備一格而已。

外，該公司稱相信更新圖片能加以闡明概
念，豐富內容。
其他出版商表示對於調查結果並無
意見。

教育局回應

大幅改善，並經該局評審確認，改版申請
才會獲得批准。

示，是次改動的地方

該局指由2010/11學年起實施的課本

多，如以活頁方式處

「五年不改版」規定，目的為增加課本重用

理會出現混亂的情

的機會，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即使課本

況。此 外，新 增 的 大

已達五年期限，該局仍會按上述的評審機

量題目均按新增和改

制，嚴謹地審批出版社的改版申請，以保障

動的內容編寫，並 重

家長和學生的利益。

新按深淺程度和教學

該局表示明白消委會的研究方法與

次 序編排，有助學生

該局的評審準則不盡相同，以致個別課本

由淺入深學習課題內

或因而獲評為「略有需要改版」；但該局

容。如以活頁方式處

重申其現行的課本評審準則是多年來吸納

理，則不能達 到此效

了局內、局外不同人士的意見而釐訂及優

果。再者，內文很多細

化，各科目的評審小組（成員包括該局專科

微 處均有改動，以使

人員、前線教師、大專學者等）根據評審準

行文和課文鋪排更流

則，從不同範疇全面評審課本的質素，並

暢，也加插了一些讓學

以綜合判斷的方式歸納評審結果，確保評

生更易理解內容的示

審結果公平、公正。

例，這些細微但重要

該局重申會繼續嚴格審視課本改版

的改動，都不能以活

的申請，並鼓勵出版商透過「重印兼訂正」

頁方式處理。最後，該

形式補充或修訂課本資料，避免作不必要

公司指出將會在網站

的改版。

上載新版課本相關的
數學科評審團體認為新版教科書先引入正方形周界的改動，間接削弱了學生
對從長方形周界公式可推導出正方形周界公式的領悟，但出版商表示此安排
為回應部分學校的意見，認為從較易理解的正方形公式入手學習效果更佳。

學習活動和題目庫，以

11. 2015

469 選 擇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