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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文：陳淑儀 設計：moz

抗通脹
慳

錢大法

暑假到尾聲，是時候
修心養性，迎接新學期的來
臨。每年開學，最苦的莫過於爸媽的
口袋；加上近日通脹升溫，開學用錢可謂百
上加斤。為孩子買書開學，動輒數千元，如果聽政府
返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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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籲生多幾個者，閒閒地過萬元書簿費無走雞。
還未計買齊校服、書包、文房四寶……趁9月1日尚未到，
一於走勻全港九新界，全方位搜刮開學書簿用品慳錢大法，
實行「 慳得一蚊得一蚊 」抗通脹幫補幫補。
電子版支援iOS / Android系統平板電腦，在線功能包括：
相關資訊網頁、
即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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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指，平均每名子女開學費達4,000元，
其中教科書支出不菲。
（資料圖片）

「金

上數千元。

錢不是萬能，但無錢卻又萬

調查於7月中至8月初期間進行，

萬不能。」這金句對為人父

該會以問卷方式訪問302位家長，

為一解天下父母之苦，今期本刊

有八成半家長表示，面對開學前要

全方位大搜查，專訪精明一族，教

替子女購買書簿習作等，在開支方

授一眾家長們筍入全新或二手教科

面均感到有壓力。

書，以及全港開學用品優惠及折扣

母者來說，相信體會最深。
尤其近日本港通脹升勢不止。7月
整體消費物價按年升6.9%，基本通
脹率為4.2%。

開學雜費每名子女四千

加上開學日子臨近，咬開有血有
汗的金錢，有如倒水般消逝。
暑假期間，父母們為給子女增廣
見聞、開懷暢玩一番，已花掉一大
筆外遊開心費。
如今開學日子將至，又要為子女
預備開學事宜。

每逢開學家長感壓力

調查指，平均每名子女開學費就要
4,000元。
調查又發現，八成受訪家長須
為子女預留資金用作開學前購買
文具、校服及雜費等開學用品。
此外，也有七成家長謂，要
在開學前為子女安排校車及繳付車
費也不容易。

十隻手指也數不完的書費、簿費、

根據調查，一個孩子開學費已高

學費、車費、雜費……在在需財，

達4,000元，如果多生一、兩個的

果然真的「 少個崩 」都萬萬不能。

家庭，開支就更龐大，難怪

︽
返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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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聯會新界東民生脈搏進行

大公開。

家長們都叫苦連連。

一項「 關注家長開學壓力 」調查，

尤其是每年出版的全

結果不少家長均表示，因為子女預

新教科書年年加價，單

備的開學事宜而感到壓力。

是購買教科書已經要花費

電子版支援iOS / Android系統平板電腦，在線功能包括：
相關資訊網頁、
即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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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隨著開學日愈來愈近，又是莘莘學
生四圍撲書的時候。 （許頌明攝）

方法一

善用優惠八五折平買新書
在香港供養子女的擔子可真不輕，

隨著開學的日子臨近，為人父母

先別說那麼長遠要400萬元才「 供

的余先生和余太太就最體會「 銀紙

甩 」一名小孩，單是每年例必加價

不見使 」的苦況。

的書簿費，已叫父母們大感吃力。
每年出版的教科書，如果全部購買

任職銀行工作的余先生，育有一
名兒子，今個學期將升讀中四。

新書，每位閒閒地要數千元。

樓上書店折扣更大

有精明父母有節省開支的方法，
就是全方位搜羅各大買書優惠，大
約可慳15%買全新教科書。

余先生表示，兒子升讀高中，教
科書較初中時貴，單是買書費用就
高達逾2,000元。

書價是劃一公價發售的。
「 唯一可留意的，就是各大書店提
供的折扣優惠略有出入。
「 另外，也有一些書局跟信用卡公
司合作，提供的折扣優惠會較多。
「 有些甚至提供免息分期優惠，不
用一次過支付書費，經濟壓力也可
減輕。」
余先生最終跟兒子走訪兩間位於

「 有朋友提議我給兒子購買二手的

旺角的大型書店，以信用卡付款購

教科書，我們也有考慮過。

買今個學期所需全新教科書，節省

「 不過，我跟太太都不太懂得門
路；加上只得一個孩子，這麼多
年來盡量想給他最好的。

返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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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愛錫子女，能力負擔得起的都想盡辦
法給子女購買全新教科書。 （許頌明攝）

「 若要購買全新的教科書，基本上

約10%至15%。
至於跟余先生想法相同，要購買
全新教科書給子女的黃太，除留意

「 如果負擔得起，我們也會盡

大型書局的信用卡優惠外，也會到

量給他購買全新的教科書。」

規模較細的樓上書店尋筍貨。

余先生坦言，面對額外開

「 有些樓上書店主要出售二手教科

支其實也感「 肉痛 」
，惟有想想法子

書，但同時會兼賣全新教科書，折

多留意優惠，希望可以從中慳得更

扣通常會較大型書店多。
「 不過，這些書店的規模較細，新

多。

電子版支援iOS / Android系統平板電腦，在線功能包括：
相關資訊網頁、
即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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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買書指南
家長年年撲書又貴又煩。教育局為協助
家長購買新學年課本，製作了網上版教科
書家長指南。
指南就家長關心的課本議題，如學校書
單、課本改版和價格等，逐一詳細解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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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教科書書
價劃一公價發
售，不妨留意
書店提供的折扣
各大
及信用卡優惠。
 （ 許頌明攝 ）

家長可到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
textbook）

內增設的「新學年課本供應

資訊」搜索功能，查閱由各出版社提供的
課本供應最新情況。
網頁內並載列出版社聯絡電話，家長

書未必齊全，可能要多去幾間才能
買齊整個學期要用的課本。
「 反正我是全職家庭主婦，不介意
跟孩子一起走多幾轉去搵書。」

書價方面，石漢基指，今年教科
書較去年平均加價約3%至4%。
「 我們書店跟去年一樣，全新教科
書提供九折優惠。」

如未能在市面上購買學校書單上所列的課
本，可直接向有關出版社查詢。
另外，也可致電3698 3578、3698 3947
或3698 3946熱線查詢。

黃太又提醒，最好在付錢前先詳
細檢查課本是否全新。

今年書價貴4%
漢榮書局總經理石漢基表示，今
年教科書改版及出版的新書也較少，
大部分存貨也較以往齊全，預計家
長在開學前應不難購得全套課本。

每年出版的教科書，如果全部購買新書，每位閒
閒地要二、三千元。
（許頌明攝）

教育局特別為家長而設的網上版教科書家長
指南。
（資料圖片）

部分全新教科書優惠
書店

優惠

查詢

全新教科書九折。

2391 0585

天利行

全新教科書九五折。

2480 0241

三聯書店

以恒生信用卡選購中學教科書有九五折優惠及享六個月免
息分期；逢週六及週日任何單一簽賬淨值滿 $600，可賺額
外10x Cash Dollars。

2420 3103

商務印書館

全新教科書九五折。
以中銀香港信用卡選購中學教科書及參考書，可享五倍簽
賬積分獎賞、六個月免息消費分期優惠。

2110 0019

大眾書局

以上海商業銀行大眾書局 VISA 白金信用卡購買中學參考
及小學補充書九五折優惠。

2942 9333

檸檬書店

全新教科書八九折

2385 5777

備註：以上資料僅供參考，最終以各相關書店公布為準。

電子版支援iOS / Android系統平板電腦，在線功能包括：
相關資訊網頁、
即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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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大型書局均有提供全新教
科書折扣優惠。 ︵ 許頌明攝 ︶

漢榮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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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檸檬書店王偉聰估計，今年購買二手教科書
的客人，較去年約增逾10%。（何柏基攝）

方法二

新舊書摻雜買勁慳50%
除攞盡優惠購買一手新書外，有

「 我跟太太都是普通打工仔，面對

更慳家一族會打新淨二手教科書主

開學時額外的開支其實也感吃力。」

意。

揀老字號有保證

事實上，坊間也有不少專門出售
二手教科書的書店，如果識門路，
隨時可大慳五成，甚至更多。
相比起余先生及黃太，育有三名子

Gary表示，有同事教路去二手書

或者破壞不堪的都不會買。」
Gary指新、舊書摻雜購買，三名
子女的書費，比全部全新購買便宜
得多，總共約節省50%。
此外，於旺角及藍田均有分店的檸

店購買教科書，發現原來坊間的二
手書店不少。

女的Gary擔子可謂沉重得多。尤其

「 我上網找資料，原來每區都有十

是開學日子臨近，子女的書簿費支出

間八間二手書店，惟質素如何就要

認真不菲。

逐一詳細了解。」

「 幾年當前大兒子升中一時，我們

最後在同事介紹下，光顧了一間

會給他買新書，但近年三名子女都

開業十多年的二手書店。Gary稱，

升讀中學，這兩年我也開始留意一

有熟人介紹信心始終較大；加上書

些二手教科書。

店開業多年，也有所保證。

「 若全部買新書，單是書費平均每

「 我們也不是全部都買舊書的，去

人支出已經約3,000元；加上其他雜

到書店要慢慢細心查閱才行，通常

費就過萬元。

都會挑較新淨的。若被畫得太花又

部分二手教科書書店
返回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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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
立興書局
檸檬書店
校友書局
華英書局

折扣（跟新書書價比較）
三折起
五八折（新高中課本）
三折至六折
四折至六五折

開業年份
1982
2001
2002
2002

備註：上資料僅供參考，最終以各二手書店公布為準。

電子版支援iOS / Android系統平板電腦，在線功能包括：
相關資訊網頁、
即時分享

查詢
2567 7755
2385 5777
2803 2840
2398 8382
資料來源：各二手書店

09

開學要購置的東西可多，必
須精明攞盡優惠才行。
 （PHOTOS.COM 圖片）
欲免費下載試閱版，請即登陸：

很新淨；加上今年第二屆新高中學

內也有少量一手全新教科書出售。

生已畢業，市場上有大量新高中的

二手新高中書大量供應
檸檬書店市務企劃總監王偉聰透
露，客人多以選購二手教科書為主。

買二手書四大精明心得
1. 短租書店慎入

二手教科書供應。
「 惟有個別初中課本，如地理、生

坊間專營二手教科書買賣的書店不

活與社會科及英文科課本則較為缺

少，宜小心選擇。避免到一些只於暑

貨。」

「 客人當中，購買二手教科書的約

以檸檬書店為例，新高中二手教

佔70%；其餘30%客人則選購一手

科書相比新書一律五八折出售，至

教科書。」

於店內全新教科書則以八九折出售。

王偉聰透露，隨著新書訂

假短期營業的書店購書，恐防貨不對
辦時，追討無門。

2. 缺頁太花勿買
有些二手書店標榜出售的舊書有九
成新淨，最佳方法是自行檢查，例如
書頁會否給畫得太花，又或者是否有

價愈來愈昂貴，近年購買

缺頁或損毀等。

二手教科書的客人明顯增

3. 版本多宜留意

多，今年到來購買二手教

出版社時有改版，購買二手書時要

科書的人，較去年約增逾

詳加檢查課本的版次，例如書本版本

10%。

是否已太舊等，均要小心留意。

4. 出售舊書幫補

「 客人當中，有全部選

不少二手教科書店同時兼營買賣生

購二手教科書的；也有
新、舊摻雜購買的。
「 其實有不少二手書都

︾
︾
︾在線收看港股交易時段新聞

檬書店，主要出售二手教科書，店

坊間有不少書
店出售二手教
科 書， 一 般 較
售。
新 書 低30

% 至50% 發
（ 何柏基攝 ）

意，在選購新學期的教科書時，如有用
不著的舊書，不妨一併出售以作幫補。
資源來源：綜合各家長及二手書店負責人

開學用品坊間多著數
新學期開始，除了書簿費不菲外，其他雜費
同樣驚人，校服、書包及文具統統要添置，父

選購開學用品時，不妨多留意坊間的著數優
惠。
尤其是臨近開學，不少商店均提供折扣及信

母們的荷包可真流血不止。
本著應慳則慳、花得精明的原則，在替子女

用卡優惠。如果貨品合用，的確可省回不少。

部分開學用品優惠
商店
玩具反斗城
AEON

有幾筍

於AEON百貨購買電腦產
品滿1,000元或以上，可
享一個月免供款優惠。
 （圖片由被訪者提供）

優惠期

• 全線 Crayola 產品，買2送1；
• 個別卡通公仔如迪士尼等書包有10% 至20% 折扣優惠。
「 回到校園 」購物優惠，憑指定 AEON 信用卡於店內以24個月免息分期，選購指
定電腦滿 $1,000或以上，可享一個月免供款優惠。

即日至8月30日

2565 3600

即日至9月1日

2415 2661

千色店

現正舉行「 新學季上學用品展 」，個別貨品低至四折發售。

Dr.Kong

任何鞋類或無壓護脊書包，買兩件減 $50；買三件 $100；買四件更可減 $150。

即日至另行通知

2429 1906

日本城

個別品牌水壺八折；個別品牌文具八折。

即日至8月31日

3512 3100

備註：以上資料僅供參考，最終以各相關商店公布為準。

電子版支援iOS / Android系統平板電腦，在線功能包括：
相關資訊網頁、
即時分享

資料來源：各相關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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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至9月2日

查詢
2287 1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