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即時發佈                  2018年11月15日 
 

 屯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社區參與工作小組轄下社區閱讀督導小組、 

香港書刊業商會  合辦 

新城知訊台 全力支持 

「閱讀在屯門」新聞發佈會 
新聞稿 

由屯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社區參與工作小組轄下社區閱讀督導小組及香

港書刊業商會合辦的「閱讀在屯門」今年踏入第十屆，並定於 11月 22日至 25日假  屯

門文娯廣場（屯門大會堂對出）舉行。適逢「香港書刊業商會成立 30 周年」，令這項
區內的年度標誌性盛事更具意義，除了為市民帶來$10特價書及折扣新書外，更以「喜

閱傳承」為主題，特別籌備多場供市民免費參與的「文化導賞團」及今年新增的「文

化藝墟」。 

 
大會特別於今天（11月15日）早上11時30分假  屯門政府合署3樓區議會會議室舉

行「閱讀在屯門」新聞發佈會，多位嘉賓應邀出席，包括︰屯門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

委員會兼社區參與工作小組轄下社區閱讀督導小組召集人曾憲康議員、香港書刊業商

會會長李家明先生、香港書刊業商會理事兼社區書展工作小組副召集人吳渭濱博士、

香港書刊業商會社區書展工作小組成員陳傲妍小姐及麥何小娟女士（麥明詩媽媽），

向各界介紹是次書展的內容和各項優惠。 

 
「閱讀在屯門」今屆共有32家出版社合共提供逾10萬冊書籍展銷，其中約 6 萬本

為$10、$20或$30超特價書，新書亦提供八折優惠，希望便利屯門周邊市民選購書籍，

同時提升區內閱讀風氣。 

 
書展今年首次引入文化藝墟元素，共20多個參展單位，當中的手作攤位各有特色。

Smile City是製作白瓷碟彩繪的手作品牌。她們主要選用色彩繽紛的顏色創作，加上鼓

勵的文字及圖案，希望帶給客人正能量。她們以「活在當下，做好自己」為信念，希

望透過作品宣揚此信息。另一個飾物品牌有利用迷你積木作為製作飾物主題的



	

Blockssories。概念源於店主對於積木情有獨鍾，家裡有不同大大小小的迷你積木模型，

以至積存了很多多餘的零件，於是靈機一觸，把多餘的積木用來製作飾物，希望能夠

用得其所。 至於製作手製頭帶的品牌 Sunday Garden以清新、氣質為設計主題。顧名

思義，CREator將星期日花園為意念，讓人們記起要預留星期日給自己放鬆心境，由
美麗的小花園中觀看世界。文化藝墟還設有免費襟章設計工作坊，即場報名，額滿即

止。 

 
屯門社區書展舉行期間，大會將舉行各類的特色文化活動，包括DIY故事書、音樂

表演、畫畫工作坊等等，令書展更添熱鬧氣氛。 

 
此外，為全面推動屯門區的閱讀風氣，大會一如以往，將同時舉行「資助低收入家

庭學童購書計劃」及「學生閱讀獎勵計劃」；「資助低收入家庭學童購書計劃」內的每名

合資格學童可獲	$100	書券於書展期間選購書籍，預料將有 400 人受惠，書券將由協辦

之社福機構代為派發。而「學生閱讀獎勵計劃」都得到區內中、小學熱烈響應，每間參

與學校會鼓勵校內學生閱讀一本書並完成讀書報告，並由老師於蓋章卡上蓋章確認，於

書展舉行期間將蓋章卡投入收集箱，大會將於書展後點算蓋章卡數目，最多學生參與計

劃的學校（按學校人數及參加學生數目比例計算），將可獲頒「最佳閱讀風氣學校」獎

狀及書券；為感謝各學校的鼎力支持，今年繼續設立「百份百參與獎項」，嘉許全員參

與閱讀獎勵計劃的學校。	

 
今年的屯門書展新增很受讀者歡迎的「文化導賞團」活動，包括「屯門古蹟歷史遊」

及「屯門宗教建築遊」兩個行程，並邀請作者擔任導師，讓參加者跟著他們的書籍作

品，在行程裡認識屯門社區內具保育價值的建築物，從中了解香港的歷史發展及人情

味故事。其中「屯門古蹟歷史遊」的行程，作者劉智鵬將與參加者參觀珍貴具特色的

建築，並深入了解它們代表的歷史文化，例如香港僅存的龍窰，以及前達德學院遺址。  

 
常言「書中自有黃金屋」，翼望大家享受一連四日的「閱讀在屯門」，在書中尋獲樂

趣。 
 

如有垂詢，請致電新城電台公關部Ms. Gum Kam，電話：9850 0606。 
 



	

1) 「喜閱傳承」相關好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 

《我的第一本觸感

童話書》  
戈列高（Marion 
Cocklico）  

孩子的第一本觸感書，讓他們輕鬆愉快地探索童話世界。全書

以 20多種不同物料，演繹世界各地耳熟能詳的童話故事。每一
頁，小朋友都能用雙手觸摸從童話故事中走出來的角色和物

件，激發好奇心和培養創意思維。中英雙語的設計，更能擴闊

詞彙，讓孩子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所學。 
（原價︰HK$218，特價︰HK$188） 

《倪匡散文集》  
倪匡 

除武俠、科幻之外，倪匡創作最多的是散文作品。倪匡生性佻

脫不羈，敢說敢為。這種性格，直接體現在他的散文中，使得

他的散文題材多變，妙趣橫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些散文，

內容繁多，計有：針砭時事、生活趣事、人物小記、好書推介、

電影評論、世相百態、文藝創作、科學幻想等等。礙於篇幅，

本書無法盡錄，只能擇其善者而精選之。讀者諸君當可從這些

散文中，認識到一個至情至性的倪匡先生。 
（原價︰HK$148，特價︰HK$118.4） 

《美齡幸福便當》  
陳美齡 

陳美齡四出探訪 14個本地家庭，看看家長為孩子製作的不同便
當，從中探討每個家庭的親子關係，並分享她對育兒的心得和

建議。受訪家庭各有不同背景，教育方針亦各有分別，充分反

映香港家長對育兒的不同見解，及從中遇到的各種困難。每個

家訪後都附有食譜，由陳美齡設計，簡單美味，適合家長與孩

子一同享受烹飪的樂趣。 
（原價︰HK$118，特價︰HK$94.4） 

《我們都是地球人

--被遺忘的孩子》  
陳美齡 

陳美齡一直對兒童問題非常關注，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曾多

次出訪世界各地不同國家，視察當地兒童的生活，包括戰禍、

饑荒、童兵、買春、割禮、愛滋病等不忍卒睹的問題，1998 年
起更出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大使。本書是她幾十年來視察各地

的經驗總結，記錄了一個個悲慘中透著堅強和人性光輝的孩子

們的故事，及這些見聞帶給她的衝擊和感悟。 
（原價︰HK$98，特價︰HK$78.4） 

《給孩子的萬物大

百科〔新雅 ·知識
館〕》  
何家儀  

齊來了解上天下地的世界知識！人類需要深入了解我們身處的

藍色星球，這本世界大百科為孩子搜羅了上天地下的世界知

識，本書內容共分為 6大主題， 在書中，你可以了解世上的人
類和動物到底是怎樣生活的。 
（原價︰HK$138，特價︰HK$110.4） 



	

2) 8折新書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讀圖識世界歷史 》 
世界歷史地圖繪本 
編委會 

用地圖繪本的解說方式來解讀世界文明，讓讀者透過生動的畫

面和簡潔的文字，輕鬆獲取歷史知識。全書內容橫跨幾百萬年，

從遠古人類的歷史開始，一直到近代歐盟的成立，以 65幅地圖
娓娓道來。時、地、人的結合，令讀者獲得更全面的歷史知識，

不再是死背各個地方名稱。  
（原價︰HK$188，特價︰HK$150.4）  

《物種起源簡史》  
苗德歲  

本書以生動的設問，清楚的分類，有趣的插圖，展示達爾文一

生的研究成果。本書將《物種起源》的重點內容轉化成有趣的

例子，亦講述了達爾文的生平、成書過程與後世影響。種種日

常生活都會疑惑的生命迷題，在《物種起源簡史》中都會找到

達爾文的巧妙回答。 
（原價︰HK$128，特價︰HK$102.4） 

《嚴浩偏方教你

吃走 70 種病》  
嚴浩	

 
 

暢銷書作家、專欄作家、食療養生達人──嚴浩，用最真誠、

在地的文字告訴您，食療勝藥，教您如何健康有效地吃走病症！  
研究指出，有七十多種疾病正影響著世上十億人口，它們表面

上與血管毫無關係，事實上全都以異常血管增生為共同特徵，

包括肥胖、癌症、糖尿等，而治療和預防的特效藥正正是我們

廚房中的食物！食物就是我們的藥，故從來無需捨近就遠，白

白浪費時間，用了錯的方法「救治」自己，最終卻賠上了健康。 
期望閱讀本書的您緊記──你的飲食如何，你的健康也必如何。 
（原價 : HK$88.00 特價 : HK$70.00）  

《轉轉樂：數學概

念趣味桌遊書》  
一本書提供五款親子桌遊：「小熊去野餐」、「爬蛇梯」、「太空穿

梭」、「恐龍飛行棋」、「賽車方程式」！看看棋盤上的數字，讓

孩子從 1開始數數。透過轉動骰子，數一數可以行走多少步，
加強孩子的數數能力。同時轉動兩顆骰子，更可以建立加法概

念！在棋盤上順着數字往前走和往後退，從中可學到順數和倒

數；往不同方向走，還可以培養孩子的方向感呢！五款遊戲可

供 2-4人一起參加，寓學於玩！爸爸媽媽可以隨時隨地跟孩子
在家玩、外出時玩，一起享受緊張刺激的親子互動時光！ 
（原價︰HK$88，特價︰HK$70.4） 

《高鐵出發了》 
曹慧思、董光磊 

第一本高鐵 STEM學習讀物，以小讀者的第一視線，從香港出
發到北京，「路途」上邊欣賞風景，邊了解科學知識。模擬一段

從香港出發至北京的高鐵旅程，縱橫中國南北，一路欣賞沿途

風光，一路探索與學習高鐵的科學知識。 
（原價︰HK$78，特價︰HK$62.4） 



	

3) $100/三本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小人國歷險

記》  
Jonathan Swift 

格利弗是一位熱愛遊歷的醫生，一次航行中格利弗遇上風暴，醒

來時發現自己被繩子縛，四周都是只有六吋高的小矮人，小人國

之旅由此開始。他參與了吃蛋之戰，又體驗了小人國的嚴刑峻法。

另一次他漂流到巨人國，從巨鼠礡中死裏逃生。其後，他踏上浮

在天空的島國，到魔術島目睹鬼魂現身講話。 
（原價︰HK$65） 

《傲慢與偏見》  
Jane Austen 

灑洒俊朗，身家豐厚的Mr. Bingley和他的朋友Mr. Darcy搬進
Netherfield，Mrs. Bennet刻意安排一切，務求要令五個女兒得到
他們的歡心。可惜事與願違，Mr. Biingley拋棄了 Jane；Elizabeth
拒絕了Mr. Collin的求婚，但Mr. Darcy又對她不感興趣；究竟
最後Mrs. Bennet的女兒情歸何處呢？  
（原價︰HK$65） 

《莫爾格街兇殺

案》  
Edgar Allan Poe 

本書為《Black Cat 優質英語階梯閱讀》Level 6 後續新品之一。
閱讀材料為美國推理小說之父愛倫坡的《莫爾格街兇殺案》改編

本，講述名探奧古斯都‧杜邦如何偵破一宗極度兇殘的密室碎屍

命案，以及如何透過揣摩竊賊心理，並施展以牙還牙的手段，成

功找出一封失竊的信的下落。 
（原價︰HK$60） 

《仲夏夜之夢》  
抒靈  

好友小玫總形容我這個人優秀到很詭異，從小就是個人人誇讚的

標緻美女，個性隨和討人喜歡，也不是個空有其表的「花瓶」，擁

有許多才藝……繼續講下去太像自誇，所以就此作罷。但是，我
堅持我還是有很多缺點的。 
（原價︰HK$66） 

《無事生非》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另一名著。Claudio愛上 Hero，但又害怕被拒絕，結果
好友 Don Pedro出手相助，安排一個別開生面的化裝舞會撮合他
倆。當大家滿以為一切都可有個完滿的結局時，Don John卻從中
作梗，讓 Claudio知道 Hero的真面目。 
（原價︰HK$65） 

 
 
 
 
 



	

4) $10、$20、$30特價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孩子變超人》  
李羅詠逑 

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作者李羅詠逑女士，接觸過很多來自不同背
景的家長和孩子，了解他們林林總總的困擾、不安和無奈。為此，
她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嘗試從不同角度思考這些問題，希望能
透過本書讓家長正視一些他們忽略、迴避，甚至視而不見的問題，
並一起尋找答案，並從中發現一些新思維、新方向，去面對和解
決教育子女的難題。 
（原價︰HK$68，特價︰HK$10） 

《四季學園祭》
許承恩 

校園是見證着同學身心成長、老師春風化雨的地方，大家都在這
裏哭過笑過、付出過、跌倒過，資深通識科主任許承恩老師作出
突破性嘗試，寫下四十四篇輕鬆有趣的校園故事，讓你分享校園
內的喜怒哀樂！「校園生活，正是一種人生幸福。」  
（原價︰HK$60，特價︰HK$10） 

《單車飄移》  
古永信 

在非法賽車的圈子中，一直流傳一個令人聞之喪膽的傳說︰在鹿
頸這個非法賽車的勝地，導致不少非法車手車毀人亡、英名盡喪
甚至戀情告急的「源頭」原來是 - 「鹿頸魔咒」！在這個流暢動
感惹笑幽默的故事中，你會發現意想不到的夢想尋索、團隊合作、
個人成長、母子情真，這統統都是「單車飄移」的原動力！ 
（原價︰HK$48，特價︰HK$20） 

《人海日月》  
靛 

走在白色道路上的藍日明，追尋理想愛情的李小姐，祝與小齊互
相收藏的秘密，阿比與阿包的冒險之旅，一片葉子與人生，誓死
保衛綠色地球的隊員，自中四開始寫到今天的紀念冊，藏在山洞
內三萬年前的故事，楊寶與阿拔的飛船升空歷險，是威脅還是自
擾的「我」的幻象，互相羨慕嫉妒的「你」與「我」，被一期一會
的攝影師牽引的熊月明。 
（原價：HK$65，特價︰HK$20） 

《方草尋源》   
亞洲電視 

沙士一疫後，中醫藥越來越受重視，但我們日常接觸到的都是炮
製過的藥材，其真正原貌鮮為人見。亞洲電視攝製隊夥同香港浸
會大學、廣東省中醫院的教授及醫師，走遍全國名山大川，尋訪
四十多種常見藥材的最原始生態及背後有趣傳說故事，並針對心
臟病、哮喘、糖尿病及胃病等十多種香港都市病，詳析其藥效及
服法。 
（原價︰HK$78，特價︰HK$30）   

《教育孩子的
50 條法則》  
伍家珍  

本書作者伍家珍校長，把二十多年輔導及教育孩子的經驗，歸納
為五十條教育孩子的黃金法則，輔以真實個案分享，理論與實踐
並重，希望可以幫助家長，珍惜教好孩子的黃金機會，以有愛、
正確、有效的方法，培養孩子，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潛能，建立正
確的人生觀，開心自信地成長。 
（原價：HK$78，特價︰HK$30） 

 



	

文化導賞團活動一覽表 
導師及作品 活動內容 

劉智鵬 
《香港地區史研究
之四：屯門》 

屯門古蹟歷史遊（2018年 11月 25日） 
屯門是香港最早出現的地名，可見其歷史悠舊，當中隱藏著多座珍
貴可見的歷史建築物，包括：香港僅存的龍窰，以及前達德學院遺
址。導賞團將引領參與者參觀歷史文物，通過作者化身導師的細緻
解說及個人探索，發掘記載其中的歷史痕跡。 

蘇萬興 
《圖釋香港中式建
築》 

屯門宗教建築遊（2018年 12月 9日） 
「屯門舊墟的變遷－－帶你遊覽屯門宗教建築」 
從屯門舊墟發展成新市鎮，當中留存下來的建築物見證了年代的演
變，歷史留下的痕跡。是次活動，在實地考察的過程中述說屯門的
知識，讓參與者親身接觸香港歷史，其中包括：青山寺與靈渡寺、
凌雲寺合稱香港三大古剎。據說源出於南朝劉宋時期修建的杯渡
庵。青雲觀在青山寺旁，建於道光年間。 

 
第十屆「閱讀在屯門」8場文化活動一覽表  
11月 24日（星期六）活動          
14:00-15:00 自製一本故事書 一張紙折出一本書，通過自己親手做一本迷你書，

明白書籍的簡易做法，更可藉此增加小朋友對閱讀
及寫作的興趣，完成後更可鼓勵小朋友自己創作一
個小故事，寫在自製的書中，變成一本獨一無二的
故事書。 

15:00-16:00 DJEMBE眾樂樂、
小朋友齊 JAM 
DANCE 

DJEMBE 眾樂樂︰非洲鼓 - 西非傳統節奏 
小朋友齊 HIP-HOP。表演分兩部份︰ 
高小表演 HIP HOP 
初小表演 POP DANCE 

16:00-17:00 小提琴及魔術表演 由香港聖公會屯門綜合服務賽馬會青年幹線安排
魔術師及兩位學生進行魔術及小提琴表演。 

17:00-18:00 小恐龍去野餐  - 桌
上學習遊戲 

讓小朋友化身小恐龍，走進棋盤，真實參與其中，
透過遊戲中不同的學習卡，勇闖關卡。增進兒童對
顏色及型狀的認知，進而培養想像力的延伸同時訓
練反應，有助建立不同方向的邏輯思考模式，讓孩
子多方向學習踏出第一步同時亦有助建立朋輩溝
通和合作精神 。 

11月 25日（星期日）活動          

14:00-15:00 「畫出貓星人」創作
分享＋齊齊畫 

由《肉球的呼召 - 100個你不敢問貓義工的問題》
及《內有肉球 小心抱緊》繪本的作者貓奴 2號 Fifi，



	

與小朋友分享流浪貓「蝦米隊長」獲救故事、繪本
創作經歷、與及即場與小朋友畫貓貓，創作屬於小
朋友的「10貓圖」。 

15:00-16:00 「小店見學」紅 Van 
歷史分享及手寫小
巴牌示範 

專線小巴（紅 Van）擋風玻璃上的膠牌，寫著目的
地、中途站等資料，昔日全是用人手寫在膠牌上，
甚至連收費都用「花碼」標示。麥錦生師傅 15 歲
起從事廣告設計，自 2016 年起與 REstore合作，
現為本地僅有手寫小巴牌之師傅，樂於在傳統產品
加入新元素，讓「見學」箇中的精工細藝。 

16:00-17:00 I Can Read 
Storytelling Session 
- I Really Want 
That Unicorn 

小鱷魚 Chloe準備參加才藝表演啦！表演優勝的小
朋友可以獲得一隻又大又漂亮的獨角獸，Chloe 很
想得到這個玩具。但是要勝出也不是容易的事，因
為 Chloe要做出最可愛的彩虹獨角獸蛋糕，最出色
的魔法城堡，還有穿著最耀眼的獨角獸裝束表演踩
獨輪車！究竟 Chloe能否得到那隻又大又漂亮的獨
角獸呢？ 
所有參加故事分享會的小朋友均可獲贈  I Can 
Read 紀念品一份；表現最出色的小朋友更可獲贈
由 I Can Read 送出的獨角獸公仔（名額一個）。 

17:00-18:00 街舞表演 三位來自東華三院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Dancing Life 
Crew的成員表演街頭舞蹈。 

 
第十屆「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 2018詳情 
日  期 ︰ 2018年 11月 22至 25日（星期四至日） 
時  間 ︰ 上午 10︰30 - 晚上 7︰00（11月 22日）  

上午 9︰30 - 晚上 7︰00（11月 23 - 25日) 
地  點 ︰ 屯門文娛廣場（屯門大會堂對出） 
門  票 ︰ 免費入場 
查  詢 ︰ 6573 9463  
 
文化藝墟詳請 
日  期 ︰ 2018年 11月 23至 25日（星期五至日） 
時  間 ︰ 中午 12︰00 - 晚上 7︰00（11月 23日及 24日）  

中午 12︰00 - 晚上 5︰00（11月 25日) 
 
網頁︰ www.communitybookfair.com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Community.bookfair 
文化活動︰https://www.communitybookfair.com/2018-19tmprogramme 
文化導賞團︰https://www.communitybookfair.com/2018-19tmt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