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2016 年 12 月 21 日 

 

2017 年首個大型書展「灣仔書展─閱讀在銅鑼灣」1 月 7 日至 8 日一連兩天舉行 

61 個攤位展銷 22 萬冊特價書 個別出版社推 $10、$20 特價書折上折優惠 

「藝術文化魅力在灣仔」攝影比賽將於閉幕禮頒獎 

2017 年首個大型書展「2016-2017 年度灣仔書展──閱讀在銅鑼灣」，將於 1 月 7 日起一連兩

天假銅鑼灣東角道、記利佐治街、白沙道及利園山道行人專用區舉行。「閱讀在銅鑼灣」由灣

仔區議會及香港書刊業商會合辦，大會邀得 36 家出版社共設 61 個參加，出售約 22 萬冊特價

書籍，除新書 8 折折扣外，個別出版商推出 $10、$20 超抵價書籍，更加推折上折優惠，如精

選 3 本 $10 特價書只售 $20； 3 本 $20 特價書只售 $50，折上折絕對超值！ 

大會今年更特別舉辦「藝術文化魅力在灣仔」攝影比賽，記錄灣仔區充滿藝術文化魅力的一面，

讓全港市民了解灣仔，活動早前由專業評審評分及公眾於面書投票選舉，已順利選出優勝作

品，並上載至 Facebook 供公眾瀏覽，而得獎者亦將於「閱讀在銅鑼灣」閉幕禮領獎，分別獲

頒贈金獎 HK$800、銀獎 HK$500、最具人氣獎 HK$300 現金書券，以茲獎勵。 

為令各界更了解「2016-2017 年度灣仔書展──閱讀在銅鑼灣」各項優惠，灣仔區議會及香港

書刊業商會特於今日 (12 月 21 日) 舉行新聞發布會，由灣仔區議會主席吳錦津先生、灣仔區

議會副主席暨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周潔冰博士、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

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席伍婉婷議員 、香港書刊業商會副會長兼工作小組召集人蘇惠良先生、香

港書刊業商會理事會成員兼工作小組代表朱素貞女士，向傳媒朋友作詳細介紹。 

22 萬冊書籍特價發售 $10、$20 不乏精選好書 

「閱讀在銅鑼灣」展銷約 22 萬冊書籍，種類涵蓋小說、旅遊、文史哲、兒童讀物、烹飪、食

療健康，以至學生補充練習及星座運程等各範疇，當中不缺乏$10、$20 精選好書，滿足各書

迷需要：  

1) $10 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中國之旅熱線叢

書》 系列 

 

新年打算到國內旅遊者必備，這系列已出版近 20 本，每本介紹中國各

地獨特地貎、風情及文化古蹟的地區，近如廣西、湖北，遠如內蒙、大

西北，還有三峽、山西、河南等，皆包含在內，除了介紹旅遊的實用資

料外，更附全彩色圖片，令讀者尤如置身於其中，未出遊，先興奮。(原

價: $98) 

《不只住一晚-台灣 台灣是港人的旅遊熱點，各具風情的民宿也是港人至愛，而東部海岸、



 

花東民宿夢之旅》 

李安君 

花東縱谷，可以說是台灣最美的地方，背山面海，還有豐富的原住民文

化，作者以精美的圖文，介紹那裡風格多樣的民宿，有的粗獷豪放，大

器磊落，有的精緻小巧，處處充滿民宿主人手感溫暖的迷人氣息，本書

是到台灣東部深度玩樂的必備攻略！(原價: $88) 

《小豆釘問題天天都

多》  

符映珊 

「爸爸，為甚麼你不能生 BB？」、「屁股有甚麼用？」、「媽媽，你教我

誠實，為甚麼自己又說謊？」15 年來一直從事育兒教育採編工作的作

者，收集了 60 個小朋友的刁鑽問題，並敎父母如何巧妙地化解，配以

幽默風趣的解答及漫畫，讓你成為百問不倒的醒目父母。 (原價: $68) 

《傑出華人系列》 

香港電台 

由港台電視部精心製作的皇牌節目，備受世界各地土生土長或移居海外

的華裔觀眾注目，屢獲殊榮，結文成書後，讀者可在文字中更深層地細

閱貝聿銘、李安、白先勇、查良鏞等傑出人士的成長故事，明辨一個非

常人物所面臨的不同選擇，以裨益個人智慧。(原價: $98)  

《匠味日本》系列 

藍秀朗 

留學日本的作者，以簡淺文字、輕鬆手法，講述日本都市生活、男女關

係、語言文化，甚至體壇、娛樂圈等各方面的現象，讓大家到訪日本時

有更深體會。(原價每本$52-55)  

 

2) $20 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 

《潮人講古》 

蘇真真 

潮人蘇真真化身「講古佬」，以懷舊的插圖、生動有趣的文字，帶你回

到老香港街頭，重溫五、六十年代至今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由排排坐看

連環圖、排隊拿教會救濟品、參加環島步行比賽，以至飲冰室文化的轉

變和制水歷史，一一跟你細數；不但勾起五六十後的童年記趣，喚醒七

八十後的模糊記憶，讓九十後了解香港歷史文化。(原價：$68) 

《Easy LEAD 創意親

子 DIY：節日小點子》 

香港青年協會 

 

這是一本親子創意活動參考書，適合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陪同幼兒和小學

生一起閱讀。本書透過 12 個普天同慶的節日讓讀者了解節日的起源。

家長更可藉著本書 12 個創意活動點子，與子女合力製作別具心思的個

人創作，同時引導他們從創作中學習簡單的科學原理，增進親子關係及

溝通，讓大人和小朋友一起愉快學習。 (原價：$80) 

《Holistic England 

全面英倫》 

Neo.C@HKIM Geoff 

WONG 

本書編者到當地十大城市實地採訪，分析英國各院校的環境、課程及校

舍設施，更詳盡分析留學和生活資訊，而書中對當地景點和飲食亦有詳

細介紹，無論是想到英國留學、工作假期或自助旅遊 ，此書可謂必備。

(原價：$98)  

《快樂在慢鏡頭下》 

謝茜嘉著 

謝茜嘉帶領大家來到斐濟和不丹，在沒有壓力沒有污染的環境下尋找快

樂的根源。她到當地參與居民的日常活動，體驗異於香港的另一種繁



 

華。(原價：$98) 

《港孩不胖 - 家長

全方位營養手冊》  

黃榮俊 

營養師黃榮俊幼時是大肥仔一名，一次意外後成功減去 40 磅，14 年來

均能保持適中身形，因而被封為「天下第一減肥專家」。書中收錄了不

同實用的飲食和烹調建議，務求讓家長和兒童都能食得有「營」，擁有

健康身體。(原價：$98) 

 

3) 八折新書推介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趣趣指偶說故事》 

Karen Hayes 

這系列叢書包括《走訪世界動物》、《海底遊樂場》、《小黑猩猩找朋友》

等，每冊內均包含 1 本故事書及 5 隻手指偶，鼓勵孩子利用造型可愛

的手指偶說故事，有助提升孩子的創意，以及閱讀、演說能力，並訓練

孩子手指的靈活性與肌肉協調能力，從富含意義的故事中，更可讓孩子

學習與人和睦共處之道。（原價：$98） 

《海外置業王者天

書》 

 陸振球 

作者擁有二十年採訪經濟及地產新聞的經驗，現為報章地產版主管及置

業網站的專欄主筆，眼見香港樓價過高而難以入巿的讀者，往往視海外

物業巿場為投資出路，加上近期美元盡顯強勢，令非美元國家的物業變

相「打折」，大大增加海外置業的吸引力，故收納超過120幅圖表，包括

英美澳加，以至日本、台灣和星泰馬合共九個國家與地區的樓巿分析，

相信是香港迄今最詳盡的環球樓巿分析著作，相信可幫大家用最快的時

間，了解多國的樓巿潛力和風險所在，作出最精明的決定。（原價: $78） 

《Ben Sir 風月小講

堂學習套裝（課本及

學習卡）》 

Ben Sir 

以搞笑輕鬆手法傳揚中國文化的 Ben Sir 歐陽偉豪博士再次發功，以漫

畫加上語文角度，解說香港最本土、最貼地的風月文化，從而讓大家了

解當中蘊含的歷史同文化價值，如用傳統典故解釋何謂「風月」，還會

發掘前人如何將流行曲、電影名改寫為「風月版」又不失風雅。為讓大

家緊記所學，Ben Sir 更不惜花盡心血，煉成港式《風月學習卡》，240 張

卡分不同種顏色，各有所屬詞性及用法，教大家用嚴謹嘅中國語文文法

規則，將卡片組成最抵死啜核嘅風月片名，極適合新年與朋友聚會時一

齊玩！（原價：$148） 

《孩子追夢的世界》

Kelvin Yuen  

 

年僅 19 歲的 Kelvin Yuen 以名為《野孩子追夢的世界》的作品，獲 2015

年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台灣賽區青年組冠軍。作品被評為「展現如同

成人般的穩健與視野，獲得評審的一致喜愛。」他認為要拍出絕美的景

色無需到國外，在香港，只要有「心」，就能拍出好照片。書中也有介

紹香港郊野的獨特之處、太陽四季位置的變化、光線與山景的微妙關係

等等攝影知識。（原價：$128） 



 

 

「2016-2017 年度灣仔書展──閱讀在銅鑼灣」詳情 

日期： 2017 年 1 月 7 日 至 8 日（星期六、日） 

時間： 下午 2 時至晚上 9 時 

地點： 銅鑼灣東角道、記利佐治街、白沙道及利園山道行人專用區  

門票： 免費入場 

查詢： 6573 9463  

網頁：  www.communitybookfair.com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Community.bookfair 

 

「2016-2017 年度灣仔書展 - 閱讀在銅鑼灣」閉幕暨 

『藝術文化魅力在灣仔』攝影比賽頒獎典禮詳情 

日期：2017 年 1 月 8 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 3 時 30 分 

地點：百德新街側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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