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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漢權促林慧思向警員道歉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 「粗口Miss」林慧思辱

罵警員 「×你老母」的新片段日前在網上瘋傳，但證據確
鑿下，林慧思昨日竟 「擘大眼講大話」，稱該片是 「假片
」。有退休教師和教育團體紛紛發聲，不能接受教師的粗
口行為，但反對派繼續為林慧思護短，教育人員操守議會
主席韓連山毫不避嫌，質疑片段曾經被人加工云云。

網上流傳的影片，清楚記錄林慧思對着一名警署警長
肆意粗言侮辱，當時警署警長向鏡頭外人士勸喻 「唔好講
粗口」，林慧思聽罷稱 「公安！講粗口咪講粗口！×你老
母！你拉我啊，講粗口唔係違法！」

林慧思昨日回覆有線新聞台的查詢，竟指該片段是假
片，但網上有另一段片段，從另一角度拍到林慧思在同一

個場合講同一段對話，一樣有 「×你老母」粗口，顯示林
慧思是 「擘大眼講大話」。

反對派仍竭力護短，一直毫不避嫌、力挺林慧思的教
育人員操守議會主席韓連山未經調查毫無理據就開口質疑
片段是否曾經被人加工，又聲稱會按程序處理對林慧思的
投訴，邀請投訴人和被投訴人到議會自辯，當聆訊過程完
畢，有了裁決之後，會向公眾報告。

反對派護短竟不避嫌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認為，

教師都是人，有犯錯機會，但作為前線教育工作者，課室
內外都不應講粗言穢語， 「問候人哋母親的粗口是絕對不

能接受」。他希望林慧思除向學校道歉外，亦應再進一步
，向當日涉事的警員道歉。退休教師黃先生亦致電節目表
示，林慧思的那句 「×你老母」是 「粗口裡面最惡毒，最
卑鄙的一句說話，你唔好話老師，正常人都唔應該」。

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表示，近年不少人
表達意見的手法越來越激烈，靠鬥大聲鬥惡，間接收窄對
話空間。他認為，人要互相尊重，林慧思向當事人道歉才
是真正的道歉。

不過林慧思仍然毫無悔意拒絕道歉，她昨日在
facebook上回應稱， 「何漢權先生，我不會向警方道歉的
。你別轉移視線，模糊了警察執法不公的根源。」

昨日酷熱天氣警告下，本報記者專程
去到油麻地、旺角等書局較集中的地方，
見到不少家長拿着書單或獨自或帶同子女
到書局 「撲書」，但由於部分書商仍未能
供貨予書局，故不少科目課本仍 「缺貨」
。育有兩名兒子的陳太表示，升讀中二的
兒子，尚欠核心科目的數學科才買齊書。
她說，兩名兒子需在不同的書局買書，相
當頻撲。她稱： 「書價年年都貴，單是升
中二的兒子，買書已要二千元。」記者在
書局外大半小時時間，已見數十名家長及
學生進內買教科書，有的離開時開心地捧
着一袋二袋離開，更多的是焦急地走出，
要向下一間書局出擊。

需在不同書局買書
即使是買得齊書，不少家長都表示書

價貴，負擔吃力。鄭太的兒子，下學年升
讀中三，她說 「今年用多了錢購買教科書
，因為全是新書，所以比較貴，要二千多
元。」鄭太的女兒亦即將升讀中一，但校
方仍未發書單，她認為，教科書價貴，負
擔沉重。升中六的朱同學已買齊書，因去
年購有的書本可以繼續用，所以今年花600
元買書，她認為英文科的教科書最貴，因
英文科卷目多，如要買齊，就要花較多的
錢。

不少書局一向以九折出售教科書，但
今年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僅提供九五
折優惠，如家長到這些連鎖書店買教科書
，變相捱雙倍加幅，若要節省金錢，只好
行多幾間書店。至於油麻地的漢榮書局則
維持九折發售教科書，其董事總經理石漢

基表示，今年書價較去年上升3至4%，部分
名校的教科書的量較多，所以購買一套的
價錢可以比一般中學多一至二千元。他表
示，今年教科書的供應已較去年穩定，英
文及數學等教科書的供應亦比去年有改善
，只是有個別的書商的供應有問題。

「生活與社會」 科最難買
石漢基指出，以2012年開設的初中科

目 「生活與社會」科的書本最多家長難買
齊。他說： 「因為一個系列有50本，但每
個年級要的本數不同，而每間學校要那本
都不同，所以落單有難度，亦唔敢落單，
因為驚最後無人買。」他亦指出，今年高
中課本少改版，初中改版的情況亦不多，
只有地理、社會科改版。他表示，雖然近
年中學生人數減少，但家長不會計較和節
省子女在教育上所花的錢，預計今年的生
意與去年相若。

教科書價格偏高，間接帶旺二手
書銷量。經營二手教科書買賣的檸檬
書店指出，由於課本價格高昂，不少
家長選購二手書，以節省開支，特別
第二屆新高中學生已畢業，故市場有
大量新高中二手教科書供應，預期二
手書市場生意額較去年同期上升5%
至10%。

專賣二手教科書的檸檬書店，在
旺角及藍田經營兩間書店超過10年，
市務企劃總監王偉聰稱，因課本價格
高昂，不少家長選購二手書，
加上新高中課程完結，大量考
生不用再保留舊書下令 「貨源
」充足，家長亦可購買新高中
二手書，但初中課本，包括地
理、生活與社會科，以及英文
科課本則較為 「缺貨」。他解
釋，某出版社的初中英文書，

隨書有大量附件，加上出了新版，令
家長不敢買舊書，亦較少二手書
供應。

另外，王偉聰提醒家長，購買二
手書時應避免光顧一些只是於暑假短
期營業的書店，它們慣用誇大折扣，
以及課本新舊程度等手法，例如課本
畫得很花卻說有9成新，建議應向有
信譽的大型書店購買書本。同時，購
買時應留意課本會否缺頁、版次等問
題。

教局網頁設課本供應資訊
9月新學年臨近，不少家長到各大書

局 「撲書」，教育局網頁設 「新學年課本
供應資訊」搜索功能，方便家長於暑假期
間查閱各出版社提供的課本供應最新情況
。局方於8月8日更新，根據本報統計，有
逾80本教科書仍列明預計供應予書局日期
為 「8月」及 「未出版」，部分則 「有現
貨，依據書局要求供應」。

至於教育局亦製作《課本面面觀：家
長指南》www.edb.gov.hk/textbook，
協助家長購買新學年課本，並設立 「教科

書 資 訊 熱 線 」 36983578 或
36983946，解答家長有關課本問
題。局方並將於8月16日及8月23
日，安排 「課本面面觀：家長午間
茶座」，家長可與局方分享購買課
本的經驗，以及其他與課本有關的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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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10年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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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消委會《選擇》月刊

小學

3.2%

2.1%

4.3%

0.3%

1.6%

6.6%

6.8%

4.2%

3%

1.8%

中學

3.8%

3.8%

3.8%

0.6%

1%

7.4%

5%

5.2%

3.7%

1.5%

二手書生意料升一成

教科書年年加價，政府分拆課本
與教材定價的政策亦未能控制書價上
升。根據消委會7月份的《選擇》月
刊，抽查了874本中、小學教科書的
今年定價，除發現整體加幅為直逼通
脹率的3.6%外，更發現當中分拆了教
材出售的474本課本，平均加幅仍高
達3.5%。已分拆教材的小學課本，平
均加幅是3.5%，但未分拆的加幅僅

1.1%，相差2.4%。當中平均升幅最大的
小學用書為數學科，達4.1%。中學方面
，當中視覺藝術科用書升幅達6.4%。

根據部分學校網頁的書單作比較
，中一全套書費未計零售折扣前，由
2,800多元至逾4,000元，例如世界龍
岡學校劉皇發中學中一全套2,809元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相對較高，全套
中一4,013元。

中一全套書費逾4000元

不及撲書難撲書難

▲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希望林慧思向
當日涉事的警員道歉

▲距離9月新學年尚有三個星期，不
少學生和家長四出 「撲教科書」 卻
撲個空

▶新學期的中學教科書的加
幅介乎3至4%

實習記者鄭漢君攝
◀鄭太表
示教科書
貴，負擔
沉重
實習記者
鄭漢君攝

買書難，買書貴，冷門科目無處買……距離9月新學年尚有三
個星期，不少學生和家長四出 「撲教科書」 ，卻面對 「三難」 問
題一未計 「撲空」 買唔齊書，即使買齊課本的家長亦要 「大出
血」 ，因中學全套課程動輒二、三千元，加上今年一些大型連鎖
書店的零售教科書折扣優惠減少，由以往的九折減至九五折，連
同今年教科書平均加價3.6%，變相家長要捱雙倍加幅，若買全套
書要較去年多付百多元。

本報記者 劉家莉 實習記者 鄭漢君

價格高 折扣降 供應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