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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書商「借故發難 」 孫明揚或公開原書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日前公布，容許
學校於新學年向書商免費索取「清水版」教師用書，引
發書商不滿，更稱需要重新訂定書價，遂將已提交的分
拆書價撤回。教育局局長孫明揚炮轟書商此舉是「借故
發難」
，並強調會監察其提交的新售價，若標價不合理，
會公開原本書價，讓公眾評理。當局昨並強調，已要求
書商最遲於明日上呈新訂價格，以免阻礙學校選書。
爭拗的觸發點，是教育局過往有文件列明，書商今年
起要將「教師手冊、試題庫及聆聽練習光碟分拆定

價」
，但前日教育局的文件突改稱，「教師手冊」是教
科書的「使用手冊」而非商品，容許書商免費向學校提
供，被書商批評為「出爾反爾」
。

不滿教材分拆成效低
孫明揚昨在電台節目中反擊指，書商撤回已交的書價
資料，是「借故發難」
，他在周一會見記者前，曾與書
商開會，當時書商並無反對上述安排，加上免費教師用
書已沿用多年，有關成本亦不高，質疑書商誇大送教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教科書書價及分拆問題近日
再起爭議，隨

文憑試各科考試結束，更大大激活新高中二

手書市場。近日首屆文憑試考生紛紛拋售大量已屯積3年的課
本「套現」
，令二手書市場忽然火熱，有二手書店稱，自4月
開始「收書」以來，至今已收購2,000本至3,000本新高中二手
書，和去年同期比較激增逾20倍。書店指未來一兩個月更是
收購新高中二手書的高峰期，預計今年可收到近萬本；由於
「貨源」充足，暑假期間的有關交易也勢必活躍。

檸

檬書店市務企劃總監王偉聰 收書價，但如書本新淨，價錢或會
指，因應文憑試開考，該店 更高。記者採訪當日，在該店舖
早於上月開始新高中「收書」宣 「二手書海」中，便發現一本看似
傳，未幾已陸續有學生透過電話、 「全新」的中六數學書，王解釋，
網上預約或親身上門出售舊書，目 學校中六級多只教半年書，部分多
前書店已收購近2,000本至3,000本 為準備應試，未必要使用教科書，
書，「去年同期，至5月上旬只收 出現「全新的舊書」實在不出奇。
了不超過100本」
。另一位於觀塘區
3年6,000元買書 考完即拋售
的二手書店負責人劉小姐亦稱，由
居於沙田的文憑試生列同學，日
於首屆新高中課程完結，大量考生
不用再保留舊書，二手書市場明顯 前便帶 2大袋、起碼20本舊書到
較過去2年活躍，該店稍後更會於 旺角二手書店，她大嘆新高中教科
，3年來起碼用了6,000元
區內開設2間臨時二手書店，以回 書「超貴」
買書。由於自己對文憑試成績無信
應需求。
心，又不會選擇重讀，希望能藉出
中文數學課本回收量最多 售舊書「套現」。中五生劉同學則
事實上，二手書市場趨活躍，已 到書店希望購買二手文學教科書，
令不少教科書商對今年經營情況感 他坦言，始終中六只有半年教學時
擔憂，導師出版社社長石國基便預 間，花錢買新書未必值得，新學年
計，二手書今年或會佔去整體市場 將主力買二手書，亦有意明年考試
六成，對書商是莫大威脅。王偉聰 後，將自己的書本出售。
則指，該店近年一直有兼售新書及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組主席張民炳
二手書，由於今年舊書湧現，料將 指，現時教科書價格高，家長每年
成 為 新 高 中 教 科 書 的 「 主 流 市 起碼要花2,000元買書，二手書一來
場」
，「2年前我們最多只有三成客 可以減輕家長負擔，二來可推動環
戶買舊書，預計今年會增至七成， 保。他提醒學生，如要買舊書，應
訂新書或只剩三成」
。
看清楚書目是否最新版，亦可以四
王偉聰又指，至今以中文和數學 出「格價」，爭取合理價錢買賣舊
科課本回收量最多，書店一般劃一 書。

審查學貸終減息
料3.8萬人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 中，爭議最大、涉及將拖欠還款
學生資助辦事處去年底就「免入 者資料轉交信貸資料機構之建議
息審查貸款計劃」提出10招改善 會暫緩執行，並與私隱專員及其
措施，包括將當中的「風險利率」 他有關各方商討，探討遏止及對
減至0，總利息降至1.674%，以 付拖欠還款者之有效方法。
對學資處的新建議，香港教育
期減輕大專生的負擔。不過，本
報隨即發現，另一須經家庭入息 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形容「總
，並指
審查、供經濟有困難學生申請的 算做到公平及順應民意」
學生貸款計劃卻沒有同步減息， 當局應定期檢討有關利率，以免
構成「窮人反捱貴息」的荒謬現 為有財政困難的學生造成額外的
象。幾經檢討後至昨日當局終撥 負擔。理大學生會會長陳文煇亦
亂反正，提出將後者利息由2.5% 表示，將須經入息審查貸款之利
下調至1%，並將標準還款期延 率調低對學生更公平，「無論審
長至15年，料學生每月還款額中 查與否，最好一視同仁，同學都
位數可大減三分二，約有3.8萬 是為學業向政府借錢，利率定得
低當然最好」
，他又歡迎當局願
人料可受惠。
意繼續商討信貸資料庫措施，認
拖欠還款資料緩入庫 為做法涉及學生私隱，長遠希望
另外，教育局提交立法會教育 取消有關建議，「對於同學借錢
事務委員會文件亦指出，「免入 讀書，不應該用這個方法增加恐
息審查貸款計劃」10招改善措施 嚇力」
。

操守議會嘆無牙力
60投訴無一成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
教育專業人員操守議會去年共
收到60宗與教學人員操守有關
的投訴，其中43宗投訴被撤銷
不獲受理，僅餘17宗仍在處
理，暫無指控成立個案。主席
韓連山解釋，指控成立的個案
偏低，與證據不足、匿名投訴
又或投訴內容不屬議會處理範
圍有關。
另該會轄下的關注教育人員風
化個案專責小組，過去就約30宗
教師涉及風化案被定罪及判刑個
案，向教育局查詢有關懲處情
況，當局卻以「私隱」為由，拒
絕提供資料。韓連山指過去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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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干犯風化案被判刑後，轉職
半年再犯，始被揭發，而議會亦
是在事後才得悉；加上對於其他
投訴個案，議會亦只限於提供建
議之角色，直認操守議會是「無
牙老虎」
，促請當局盡快成立教
學專業議會。
教育局發言人指，已多次向
教育專業人員操守議會解釋，
其職權範圍不包括成立教學專
業議會，而且成立教學專業議
會對學界影響深遠，當局要作
通盤考慮。教育局又指，當局
強烈建議學校採用性罪行定罪
紀錄查核機制，盡早識別違法
失德教師。

書定價貴2倍至3倍，約為380元至450元；而當局突然採
新安排，學生課本定價也要重新計算。出版商日前曾透
露，教師用書佔教材總成本三成至五成。

書商稱不明何謂「清水版」

用書對售價的影響，「我們要正本清源，才容許將『清
水版』教師用書免費送畀學校」
，而其他相關教材，學
校仍要付費。
孫明揚又指，政府原以為將教材分拆之後，書價會有
明顯減幅，但成效並不令人滿意，即使減價減幅亦很
小。政府會靜觀其變留意新書價，必要時會公開書商已
提交的原書價資料，讓公眾評理。
另一方面，書商則指在分拆教材下，教師用書已是明
碼實價賣予學校，以150元1本英文書為例，有關教師用

兩大教科書商會昨舉行會議，成員麥嘉隆會後表示，
商會將邀約孫明揚盡快會面，要求當局解釋新安排細
節，之後才能定出新書價。他重申希望當局保持「用者
自付」的原則，繼續推行分拆。另一與會者導師出版社
社長石國基則稱，不明白當局「清水版」教師用書是何
意思，又指孫公前日與業界見面，只簡單提出新安排，
業界追問時，他只 書商稍後查閱教育局文件，根本無
作任何諮詢。
津中議會主席廖亞全認為，只要價錢合理，要學校付
錢購買教師用書，也是可行做法。

文憑試生急套現
二手書交易激增20倍
料用舊書反成主流佔七成 教材分拆爭議激活市場
■首屆文憑試已結束，考生急於拋售3年的教科書，
■首屆文憑試已結束，考生急於拋售3年的教科書，
■首屆文憑試已結束，考生急於拋售3年的教科書，
■首屆文憑試已結束，考生急於拋售3年的教科書，
令二手書市場忽然活躍。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令二手書市場忽然活躍。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令二手書市場忽然活躍。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攝
令二手書市場忽然活躍。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在二手書海中，居然發
現「全新的」中六數學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通識教材醞釀大改版 舊書報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根
據教育局政策，通識科並不設正式教
科書，不過市面上仍有不少書商出版
通識課本供學校自行選用。據了解，
隨 文憑試完結，加上通識科不用遵

從當局「5年不改版」規定，多套通
識書將醞釀「大改版」
，二手書店普
遍表明不會回收通識書，新學年學生
料都要被迫買新書。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主席許承

恩表示，雖然當局不鼓勵通識老師
用教科書，但據觀察約有8成老師會
使用。他又指，文憑試完成後不少
教科書將會重新整合調節內容，所
以必定會「大改」
，學生無可能用舊
書。他認為當局應考慮為通識教科
書訂立出版指引，讓書商不會隨意

■劉同學到二手書店「尋
寶」
，購買文學教科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轉版。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趙明則指，通
識科材料經常要更新，課本改版亦是
正常的，但他認為，學校亦有必要檢
討通識科是否需要使用教科書，「因
為有很多新的議題，按課本教未必有
用，老師也需要自製教材」
。

管20億擴建 冀2015正名大學

■ 生管理學院正進行校園擴展工程，昨日舉行D區動土儀式，由 管校
董會主席兼校監梁高美懿(圖中)擔任主禮嘉賓。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研人工關節移植 城大3人組滬奪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對關節受損的病人來說，植入鈦合
金人工關節及骨骼是其中一種治療
方法，但卻可能出現與骨組織結合
不佳的問題。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
科學系講座教授朱劍豪與中國科學
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合作，成功透
過運用生物鈣硅酸鹽塗層，以及
「正負電壓」的理論，讓病人的骨
細胞容易在人造盆骨表面上生長，
近5年累積臨床應用經驗，研究人
員近日終於獲頒予2011年度「上海
市科學技術一等獎」，貢獻進一步
獲肯定。

■ 朱 劍 豪 運 用「 正 負 電 壓 」的 理
論，讓骨細胞容易在人造盆骨上生
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子機注入氫氣負離子，吸引鈣正離
子依附其上，最終促進骨細胞在人
造盆骨表面上生長。
朱劍豪等累積5年臨床經驗
研究團隊又發現，一種把醫學用
鈦合金表面納米化的新方法，可提
針對上述問題，朱劍豪領導的3
人團隊發現可以先在鈦合金表面加 高鈦合金的生物活性，製成人工骨
上一層生物鈣硅酸鹽塗層，讓鈦合 骼等部件植入後較不易受人體排
金支架表面變得較為粗糙，骨細胞 斥。有關成果已獲商界資助，並應
更易依附其上；再用「正負電壓」 用了約5年，現在每年均有幾千件
的理論，將這個半製成品放入等離 人造支架產生。

而昨動士的D區發展造價約3.5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
近年大力發展私立大學，提供自資學 元，將會興建綜合大樓包括可容納
位課程的 生管理學院（ 管）
，便豪 1,800名學生上課的教學主樓，以及容
擲20億元大興土木，推行多項校園擴 納500人的多用途演講廳，亦設有辦公
展工程！該校昨日舉行D區新教學大 室、研究中心、博物館及高級教員宿
樓及演講廳動土儀式，校長崔康常 舍等，預計2013年底落成。另崔康常
指， 管矢志成為私立大學，希望最 亦指，早前已開始動工A區教學大樓
快能在2015年正名。 管成立以來已 及B區學生活動及康樂大樓工程稍後
連續兩年加學費，新學年學費由6萬元 亦將陸續完工，兩者整體面積達10萬
增至6.2萬元，他坦言隨教學成本不斷 平方呎，前者料可於8月取得「入伙
紙」，預期9月能順利投入服務，迎接
上漲，明年可能需要再次調整學費。
管的校園擴展工程正如火如荼開 「雙軌年」開學，後者則會在明年2月
展，涉及A區至F區共6個區域，分三 落成。
教育局資料顯示， 管2010/11學年
期完工，總造價達20億元，最快2019
年全面完工，崔康常指，屆時校園可 虧損達800萬元，崔康常慨嘆指教學成
容納人數將目前的1,800人大增至8,000 本正按年上升，為紓緩虧蝕，2013/14
學年有可能再要加學費。
人。

亞洲物理奧林匹克
港奪歷來最佳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鈺）香港
中學生代表隊日前
於印度舉行的第十
三屆亞洲物理奧林
匹克勇奪1金2銅及
3個優異獎，創出
港隊歷來最佳成
績，其中金獎得主
天主教培聖中學中 ■8名香港中學生代表於今屆的亞洲物理奧林匹克獲取1
五生林顥達更獲得 金2銅3優異佳績。圖為他們日前於印度會場留影。
生黃耀文、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全場第四名，為港爭光。
中五生文肇亨以及王肇枝中學中五
獲1金2銅3優異獎
生成銘。
是次比賽在4月30日至5月7日於印
是次參賽學生由教育局全費資
度德里舉行，共有來自21個國家及 助，他們均曾參加由香港資優教育
地區156名學生參加。港隊除林顥達 學院委託香港科技大學舉辦的物理
外，聖言中學中四生譚博文及皇仁 培訓課程，於去年香港物理奧林匹
書院中五生藍啟駿也分別獲銅獎， 克獲優秀成績，繼而接受一系列培
優異獎得主則為伊利沙伯中學中五 訓再獲選參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