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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書費用變動

班級

小一
小二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中一
中二
中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刊物《選擇》

最低

$509
$677
$936
$920
$936

$1122
$1435
$1238
$1463
$882
$870
$0

最高

$3089
$3081
$3056
$3241
$3446
$3709
$3467
$3252
$3170
$4718
$4255
$2120

2011/12學年
平均購書價

$1980
$2087
$2202
$2205
$2241
$2314
$2477
$2240
$2245
$2629
$2257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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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書價差距最高達五倍
消委會調查指購書費上升

消費者委員會的年度購書費調查顯示，今年中小學平均購書費均較去年
有所上升，小學平均上升百分之二點二、中學平均上升百分之二點五；不同
小學的購書費差幅可達五倍多。但亦有中學試用電子書教學，令購書費比去
年減少約一半。

本報記者張綺婷 實習記者彩雯

【本報訊】儘管行政長官梁振英
及教育局就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政
策作出重大修訂，但教協堅持不撤回
就不罷休。候任教育界立法會議員、
教協總幹事葉建源稱，待下月立法會
復會後隨即提出動議，要求特區政府
撤回國教科。教協又揚言以中、小學
罷課為迫令撤科的最後手段。

梁振英早前宣布由學校自行決定
是否開展國教科，以及自決開展方式
、時間及是否獨立成科後，教育局隨
後抽起最具爭議的 「當代國情」及相
關評估，但教協仍然不滿並提出十項
質疑，包括課程發展議會欠缺公眾參
與、 「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
」成員代表認受性不足、否定公民教
育科等等。

教協總幹事葉建源表示，待下月
中立法會復會後，會隨即提出動議，
要求撤回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動
議內容包括質疑該科的推行目的是否
為了 「洗腦」及政治任務，要求指引
撤回課程指引；對於行政長官梁振英
，就國教科爭議未有積極回應市民訴
求，引起民憤，提出不信任動議；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則就在國教科問題上
處理失當，要求他為事件引咎下台。

教協副會長黃克廉補充，會調查
老師對國教科的意見，並諮詢罷課意
見，揚言中、小學罷課是最後手段。
對於輿論批評教協就國民教育科的反
對活動，有為立法會造勢之嫌，教協
否認有關指控，稱此議題涉及核心價
值，會繼續抗爭。

消費者委員會收集五十間小學及三
十九間中學的購書費數據。統計結果顯
示，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學年小學平均
購書費為港幣兩千兩百一十九元，較去
年升百分之二點二；中學則為兩千一百
八十六元，按年上升百分之二點五。

今年除了購書費用的普遍上漲，同
一級的不同學校購書費差距巨大。以小
一購書費為例，開支最少的學校只需每
人五百零九元，而最高的可達三千零八
十九元，差幅竟達五倍。差距在於有學
校只需學生購買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數學及常識四科用書，但書費最高的學
校除需購買以上數目外，還需要電腦、
生命教育、音樂、普通話及宗教等科目
的多冊練習、作業和補充，英文還需每
年購買六冊故事書。

試電子教學 書費減半
中學方面，中一、中二和高二的書

費增幅較高。根據各校書單，中一中二
部分學校在 「通識教育」、 「綜合人文
」、 「中國歷史」、 「歷史」、 「地理
」等科目增加了課本數量。高二則有學
校增加了應試練習。不過，有中學在中
一、中二級各選一班，在中、英、數三
科推行電子書教學，使該兩班同學購書
費比去年減約一半。也有學校實行課本

借閱計劃，減低部分班級的購書費用。
高中各校購書費差距，多取決於增

減個別科目選修單元用書。但高三購書
費普遍下降，原因在於高三原本用書數
量偏少，加上各校普遍減少用書數量，
令高三平均購書費明顯下降。

書價年年升 家教會無奈
消委會宣傳及社區關係小區副主

席梁光漢表示： 「學校應該盡量為家
長減輕沒必要的書費負擔，並考慮使
用不同形式的教科書，比如使用電子
版教科書，這樣可以減去很多書費。
」教育局回應說，對不同學校間購書
費差距表示關注，並將繼續籌集學校
的良好選書措施和實踐經驗作推廣，
從而減輕家長負擔。

中西區家教會聯會會長蔡敬和說：
「作為家長，對教科書加價也麻木了。

」他認為整體書價越來越高，教材亦經
常改版；雖然如此，電子書仍難以替代
傳統課本，始終學生要在課堂上做筆記
仍是在課本容易一點。油尖旺家教會聯
會會長李偲嫣亦表示， 「政府在降低書
價上責無旁貸，但又不夠積極，現在教
材的加幅已超出可忍受範圍」，她希望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在國民教育科外，要
兼顧書價加幅。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港
大龍華街宿舍甲醛含量超標事件，港
大學生會竟為此要發動校內全民投票
，藉以將學生事務長周偉立及首席副
校長錢大康趕下台。不過，港大九個
學院院會要求撤回公投，不少學生更
網上留言支持周偉立及錢大康。

港 大 學 生 會 學 苑 即 時 新 聞
facebook 網頁，校園昨日各處湧現改
圖海報，分別印有 「向港大卡扎菲說
不」、 「周×立學生事務長」字樣，
並配以錢大康及周偉立頭像。

事件緣於西區龍華街的兩棟宿舍
部分房間甲醛含量超標，被迫押後入
宿日期。學生會就此事製作問卷，並

要求舉行公投，昨日起一連三日投票
。港大學生會表示，是次投票是沒有
約束力的議案，希望以最民主方式促
使校方維護師生共治理念。

不過，港大九個學院院會代表聯
署強烈要求撤回公投，查明事情真相
；不少學生更在 facebook 留言對公投
不表支持，有舊生留言支持周、錢二
人 「為學生出心出力」，學生會在學
期初新生不知情況下， 「用文字煽動
新生，究竟SU目的何在？」

另外，港大原本於新學期增設由
旺角前往本部校園及醫學院的穿梭巴
士服務，但在九月十五日稱運輸署不
批准有關服務，校巴服務需要取消。

【本報訊】記者張綺婷報道：香
港理工大學昨日開學，七千五百多名
一年級新生展開人生新階段。

昨日理大校園除了學生，還出現
了不少身穿 「Ask Me」T 恤的紅衣
人。他們是理大安排的工作人員，全
是學校的教職員及學生，在新學年第
一個星期上課時段內，會在校園四周
為新生解答常見問題。理大在第一個
星期亦於校園平台設置兩個諮詢站，
新生若有需要亦可在此求助。校園四

周亦有掛起多幅校園地圖，方便新生
找尋上課地點。

護理系新生楊同學表示，昨日開
學大致順利，不覺得校園擠擁；但校
內指示不夠清晰， 「要不是自己早前
來過會有點亂。」另一位新生盧同學
則表示， 「校園是有一點逼，尤其是
飯堂全部爆滿，很難有位置進餐。」
校方表明只准師生入座，現場所見不
少同學外賣午餐，部分人更要邊走邊
吃。

理工大學回應，
大學現時有九個飯堂
，合共設有二千三百
個座位。校園平台最
近新增了兩個食物外
賣部，以應付增加的
學生人數。他證實校
方實行禁止校外人士
到學校飯堂用膳的政
策。整體而言，首日
的上課及用膳秩序良
好。

學校裡有部分十分喜歡投訴的
家長，老師可能會給予他們的孩子
較少學習機會，原因是因為怕家長
投訴；例子有三：學校一位有言語
障礙學生的科學知識非常豐富，參
加學校的科學探究小組對他社交及
學識上會有所幫助，但老師因怕家
長投訴，所以學生未有被邀請入組。

例子二為一位由國際學校來的
轉校生，學校可安排學生參加大哥
哥大姊姊計劃，以幫助學生的中文
及社交，但主任怕家長投訴，所以
學生缺乏參加計劃的機會。

例子三為某學校前校長在暑假
期間舉辦了兩岸三地文化行，參加
者有中國香港及內地的學生，目的
地為台灣；四十個香港參加學生的
名額由四所學校瓜分，每間學校十
位學生。在行程完結後他們會填一
份簡單的問卷，其中三十位香港參
與的學生在問卷中都十分感恩他們
有機會參與這個計劃、得到難忘及
寶貴的經驗，但有十位學生在問卷
中作出無理的投訴，如在行程中一

天睡六小時是會影響到他們的健康
，青年人最少要睡八小時才夠及在
行程表內寫明在台灣集合的時間為
下午二時，為什麼內地來的學生遲
到兩小時我們還要等他們云云，真
正的原因是因北京起飛的航機延誤
了兩小時。那十位學生的意見可歸
納為如果再有同類活動，一定不會
再參加。最後發覺那十份投訴問卷
的學生都是來自同一所學校，而在
旅程中，那位學校帶隊的老師不斷
投訴，學生聽了以後，把那些意見
寫在問卷上。最後，那位退休校長
決定永遠也不會再邀請那間學校參
與同類活動。

本人十分擔心香港會像那所學
校一樣，被祖國遺棄。近日的示威
及絕食活動多為炒作，學生及家長
被部分不良政治動機的政治家所利
用，做出一些可能會使他們終生後
悔的事。我更希望中國政府能明白
大部分香港人都是十分馴服的，只
是被一小撮立心不良的人利用而做
出一些不智的行為。我個人認為香
港市民應該懂得感恩，更應該支持
國民教育，因我們有一個十分支持
我們的國家。 （三之三）

吳克儉：津貼非華語學生考中文
【本報訊】記者潘婷婷報道：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宣布，為鼓勵非華語
學生融入香港社會，政府決定擴大對
非華語學生報考海外中文試的資助，
不設資格審查；經濟困難學生更可獲
半免或全免考試費。

吳克儉昨出席職業訓練局為新一
屆非華語學生舉行的迎新日，除與香
港專業教育學院（IVE）黃克競分校
的非華語學生交流，又和職訓局主席
陳鎮仁與穿上不同民族服飾的非華語
學生玩遊戲。VTC非華語畢業生亦與

新生分享校園點滴和專業教育培訓課
程對其發展的幫助。

考試費可半免或全免
現時在港就讀的非華語生共有一

萬四千個，中小學各佔一半，其中約
有七千至八千人報考本港或海外中文
試。吳克儉表示，政府鼓勵非華語學
生融入香港社會，了解到很多非華語
學生想報考海外中文公開試，政府決
定擴大資助非華語生報考中文試，被
資 助 考 試 將 包 括 IGCSE、 GCE
AS-LEVEL、 GCE A-LEVEL， 考 試
費由一千一百至四千港元不等；在資
助計劃下，考生只需支付與中學文憑
試中文科考試相同費用五百四十元，
餘額將由政府支付，受助人亦無需資
格審查。

吳克儉續稱，一些經濟困難的考
生，可獲半免或全免考試費，會待立
法會開會後向財委會申請，讓考生可

在年底前報考二零一三年的考試，現
在未知受惠學生人數。

畢業於 VTC 國際酒店管理高級
文憑課程的 JJ，今年廿四歲，在港出
生，因父母均來自菲律賓，他學習中
文較吃力。 「小學在中文學校讀書，
但是覺得中文太難，家裡也無人可教
我，有時候找補習老師都不知道該怎
麼去找，所以小六轉到英文學校。」
他考過本港的中文試，但是如果政府
有資助報考海外中文試都願意去考，
也希望政府多些幫助非華語生學習中
文。

另外，吳克儉昨透露副局長選任
進展，稱目前正與兩位候選人傾談。
至於非華語學生對國民教育科的抗議
，他回應稱要相信教學團體的專業判
斷，德育與國民教育科八成是德育，
學校一直都有這門課，有爭議的部分
已經抽起，為避免校本自決推行此科
的學校無所適從，將不會撤回。

【本報訊】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杜如虛教授獲選為
2012 年國際製造工程學會院士，是香港唯一獲此殊榮的
學者。

杜如虛現任中大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教授、中大精
密工程研究所所長及廣州中科院先進技術研究所主任；他
曾在國際會議及學術期刊發表逾三百篇專業論文。他自二
零零六年出任中大精密工程研究所所長，多年來為製造工
業研發多種創新機械，並在條件監控及失誤判斷方面建樹
良多。在政府、中大及工業界的大力支持下，他以精密工
程研究所為平台，肩負本港「機械機芯設計」的科研任務。

國際製造工程師學會院士乃業界一項崇高榮譽，頒予
在社會、科學、學術範疇具二十年或以上卓越貢獻的製造
業精英。本年度共有六位來自各國製造產業的領袖及精英
獲此殊榮。

中大教授獲國際殊榮

杜如虛膺國際製造工程學會院士

邵氏基金會今舉行捐贈儀式

【本報訊】實習記者彩雯報道：2011／12 大學新聞
系學報評審頒獎典禮，昨晚於浸會大學林護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本次評審設十三個獎項，共有八所珠三角地區的大
學參加；其中中文大學獲獎最多，共獲十二個。

此次評審團由媒體和高校共十五位專業人士組成。每
份參賽作品均由三個評委按照香港最佳新聞獎的評審標準
綜合打分。

中大新傳學院二年級生葉聆欣與另外兩位同學憑藉作
品 《Overseas Physicians best Medicine for Doctors'
Shortage？》，獲得英文組最佳新聞報道和最佳新聞寫作
兩項冠軍。她還表示 「作為一個學生，自己的作品得到肯
定非常高興，以後會更加努力。」

教育觀點

國民教育不是洗腦吧！
教育工作者 慧 能

港大學生會公投學生不支持 葉建源揚言動議撤回國教科

2011/12大學新聞系學報頒獎禮

理大紅衣人為學生解難

▲消委會數據顯示，今年中小學平均購書費均較去年上升百分之二點五及百分之二點
二；不同小學的購書費差幅可達五倍多 資料圖片

▶吳克儉表示
，政府決定擴
大對非華語學
生報考海外中
文試的資助，
不設資格審查
，經濟困難學
生更可獲半免
或全免考試費

本報記者
潘婷婷攝

【本報訊】本港中一生人數持續下跌，十八區中學校
長會聯席會議將於本月底討論中一人口下跌的救校措施，
包括建議每班人數由三十四人每年逐步下調，又提出 「三
、二、一」遞減派位人數方法，料可 「分流」數以千計學
生至收生較少的弱勢中學，紓緩其收生不足及殺校危機。

二○一三年升中人數由本學年六萬四千九百人跌至五
萬九千七百人，局方推算一六╱一七的 「低谷」只有五萬
三千九百人。學界建議局方調低 「開班線」後，應考慮減
少中一每班派位人數。

學界提出「三、二、一」減法，即於一三年減派三人、一
四年再減兩人、一五年再減一人，至二十八人；一六年後
升中人口反彈時可調整派位人數。二○一三年全港官津校
約有一千五百七十班中一級，如每班派位減三人，涉及約
四千七百個學額，料可抵銷升中人數大減五千的衝擊。

學界提三、二、一減每班人數

【本報訊】邵氏基金會自 1988 年起，每年均捐贈港
幣兩億元予內地大學，有關款項均由中國教育部分配，基
金會今年第25度向內地高等教育捐款，今天將於尖沙咀
半島酒店舉行捐贈儀式。

今天出席捐款儀式的人士包括邵氏基金會主席邵方逸
華、教育部港澳台辦常務副主任趙靈山、教育部港澳台辦
公室副主任余彬、教育部港澳台辦項目官員薛金鋒、合肥
工業大學副校長趙韓、東華大學副校長陳招應、蘭州大學
副校長徐生誠、邯鄲學院副院長曹貴寶、太原理工大學副
校長呂永康、吉林化工學院副院長姜敏夫、寧波大學副校
長王文斌、福建醫科大學副校長陳曉春、江西理工大學副
校長伍自強、魯東大學副校長柳新華等。

◀身穿紅衣的工作人
員在校園四處協助同
學

本報記者張綺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