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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2017 年 10 月 18 日 

第十三屆「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10 月 27-29 日舉行 

十萬冊 $10、$20 特價書及八折新書  推介「認識香港」主題書目 

特別策劃「文化導賞團」跟著作者及文學作品深度遊灣仔 
 
 
由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及香港書刊業商會合辦的「灣仔書展──閱讀

在修頓」，今年踏入第十三屆，定於 10 月 27 至 29 日舉行，適逢「香港回歸 20 周

年」，這項區內的年度標誌性盛事，除了為市民帶來 10 萬冊售價低至 $10、$20 或$30

的特價書及八折新書外，更以「認識香港，遊走灣仔」為主題，特別策劃多場免費

「文化導賞團」，包括「文學地景遊」及「街道趣賞遊」等行程，邀請作者擔任導師，

讓市民跟著她和他們的文學作品，在 90 分鐘的行程，認識灣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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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認識香港」主題，今年灣仔書展特別設置「主題書區」，精選十多本作品，

內容涉及旅遊、烹飪、流行文化、歷史及兒童書多種類別，希望讓不同年齡層的讀者

或家庭成員，選購及閱讀這些作品，從而發現和重新認識香港的方方面。 

 
 

灣仔書展優惠多 吸引各區市民到訪 
「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今屆共 34 家出版社合共提供逾 10 萬冊書籍展銷，全部以

優惠價出售，大會特別於今日（10 月 18 日）設新聞發布會，由灣仔區議會主席吳錦

津先生 BBS, MH, JP 、灣仔區議會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席伍婉婷議員 MH 、灣

仔區議會副主席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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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S, MH ，

以及香港書刊業商會副會長兼灣仔書展工作小組召集人蘇惠良先生、香港書刊業商會

理事陳超英女士，向各界介紹是次書展的內容和各項優惠。 

 
吳錦津主席表示，免費入場的「灣仔書展」，在出版社及書商協力提供眾多優惠之下，

有利於推動閱讀風氣，不但區內受到區內居民歡迎，更吸引到其他地區的市民到訪，

去年入場人次達到 14 萬，今年加入多場「文化導賞團」及主題書區，相信人流可有 

5-10% 升幅，預計今年入場人次超過 15 萬。蘇惠良先生指出展銷的 10 萬冊特價書，

分佈在三個特價區，約有 70% 屬 $10、$20 或$30 的特價書，種類包羅萬有，涵蓋小

說、旅遊、文史哲、兒童讀物、食療健康等，相信可滿足一眾書迷的興趣和需要。 

 
 
 

十萬特價好書分佈三大展區  精選「認識香港」主題好書 
「閱讀在修頓」為方便市民選購，將會劃分出「$10 特價區」、「$20 特價區」及 

「八折新書特價區」，於八折區增設「主題書區」，精選十多本配合「認識香港」主

題的作品，推介給不同年齡層的讀者： 



 

頁 2 

 

 

 

1) 「認識香港」主題書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鼎爺廚房—家

傳粵式手工菜》 

李家鼎 

（圖 1） 

李家鼎（鼎爺）透過此書希望重現 50、60 年代的粵菜，展示久違的傳統粵

菜。他廚藝功架了得，對任何食材及煮法有獨特見解，本書介紹 41 道懷舊廣

東菜式及特別篇章介紹各款刀工及切法心得。鼎爺毫無保留地將每道懷舊粵菜

從內到外解構，領會菜式背後的精萃及意義。 

(原價: $98, 特價 $78.4) 

《香港玩具圖

鑑》 

楊維邦、莊慶輝 

（圖 2） 

本二千多件玩具珍藏，勾起童年歡樂點滴 

本書由香港資深玩具收藏家楊維邦及莊慶輝共同編撰，介紹香港從上世紀三十

年代引入外國現代玩具開始，直至八十年代玩具蓬勃發展的歷程，是迄今最齊

全的香港玩具圖鑑。 

(原價: $298, 特價 $238.4)  

《生生不息薪火

傳－－粵劇生行

基礎知識》 

作者：阮兆輝、

編者：梁寶華 

（圖 3） 

阮兆輝懷抱粵劇傳承的赤子之心，以至誠之態，將先輩及恩師傳授的生行基礎

知識，絕不藏私地從粵劇生行最基本的知識說起，深入淺出，不論唱、唸、

做、打、龍套教材、毯子基本功、戲行規距與禁忌，此生所知、所學、所能全

部貢獻出來，這些資料彌足珍貴，讓有志於粵劇藝術的後學，或從事粵劇教育

的工作者，能從粵劇基礎知識中，領會中國傳統粵劇之真善美。 

(原價: $188, 特價 $150.4) 

《香港足球史》 

林匡正 

（圖 4） 

 

曾經充滿光輝的香港足球，現在是否如大家想像般差？香港足球無論在球迷熱

情度和技術水平，是否與往昔差距甚遠？要找答案，必須認真閱讀和查究香港

的足球歷史與發展。此乃首本香港足球通史，寫下遠東足球王國盛衰。 

(原價: $108, 特價 $75.6) 

《我的小百科:香

港古蹟．博物

館》 

鄭詠詩 編輯 

（圖 5） 

 

香港歷史悠久，在這個細小的地方，有很多引人入勝的古蹟。書中利用豐富的

圖文，以淺白的方式介紹香港特別的歷史古蹟及不同的博物館。透過閱讀書本

內容，能夠增添孩子對香港獨特古蹟及各種博物館的知識，讓我們一起探索香

港的歷史吧！ 

(原價: $45, 特價 $36)  

《香港傳統節日

的童書》 
熊苗 

（圖 6） 
 

山谷小恐龍帶你認識不同的香港傳統節日，從一月到十二月順序介紹在香港慶

祝或記念的傳統節日，以加強小朋友對傳統節日的認知，與現今香港節日的對

比。文字內容包括節日由來、風俗、習慣和傳統和古今對比，另有延伸活動以

同一形式結構讓孩子思考和描述其他在香港流行的節日。 

(原價: $49, 特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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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折新書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打開文地貓的喵

衣櫥》 

文地 

 

 

Paper Dolls 換衫公仔為不少女孩的兒時玩意，文地這次將小時候的興趣化成繪

本，親自繪畫換衫公仔和設計衣飾，推出自家換衫公仔圖冊，讓一眾大女孩

重拾童年學趣！畫冊包含 7 個主題，由 70 年代玩到 90 年代，由學校玩到郊

外。 (原價: $98，特價: $78.4) 

《強迫行為的心理

學》 

作者：Sharon 

Begley 

譯者：廖桓偉 

 

每個人都有不做，就很難過的事：狂洗手、猛整理、囤積、做完特定儀式才

開始⋯⋯有所成就的人，都有自己的強迫行為。 

作者 Sharon Begley 曾任職路透社、《華爾街日報》，是資深的科學專欄作

家，她指出，光是強迫行為的一種──強迫購買行為，美國就有高達 16%的

成身陷其中⋯⋯ 

(原價: $133，特價 : $106.4 ) 

 

《Ben Sir 成語大學

堂 I》 

歐陽偉豪 

 

 

成語是語言的精粹，四個字至一個短句，蘊藏了古人先輩對生活的智慧，對

了解歷史、語言、生活及文化幫助甚大。從語言學習的角度看，如果沒有學

習動機，光是學習成語，對一般學童而言，興趣不大，甚至乎產生乏味效

果。因此，我們要為學習成語加添一點學習意義的趣味。 

(原價: $78，特價: $62.4) 

 

《下流世代的上流

生活》 

吳渭濱，區祥江 

 

 

本書以香港大專生的工作和經濟大處境，闡述下流社會的狀況和工作的轉

變，由於社會上的聲音都指責青年人缺乏上流機會，政府鼓勵創業、北上或

發展其他產業以助青年人向上流動。本書一方面描述下流處境，但另一方面

也描述青年人的應對方式，並重新詮釋真的上流是怎樣追求。 

(原價:$88，特價: $70.4) 

《人生的 38 個啟

示──陳美齡自

傳》 

陳美齡 

陳美齡經歷了豐富多彩的人生，從結婚生子的喜樂、義工見聞的震撼，到確

診乳癌的晴天霹靂，不同的人和事，在不同階段給了她不同的啟示，織成 38

個感動的瞬間，也織成一套她對生命和快樂的獨特看法，相信這些啟示對廣

大讀者亦有所裨益。 
(原價: $98，特價: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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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 或$30 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在這裡讀懂中

國》 

游雁凌 

 

內地新聞媒體 (官媒) 的現狀，從這條神經線，我們可以得知內地政策的方

向，在香港而言，無疑是關乎自由度的一種重要指標；內地官媒與法制的某

個程度的較量，那種官場的暗湧，對我們了解內地的上層運作規律，也是極

為有用的參考。 

(原價: $128, 特價 $30) 

《歡樂有聲書：可

愛的仙女》 

AZ Books 編輯群 

 

在本書中，寶寶將認識一些奇妙的仙女；幫他們做生日蛋糕，聽他們說奇妙

的故事；為一個特別的慶祝會點燃驚奇的燈火，吹熄蠟燭音樂也跟著停止

唷。 

(原價: $128, 特價 $30)  

《小喬神奇耳蝸·

幻之光》 

司徒苑 (文) 、棗田 

(圖) 

科幻歷險小說講述小喬成長的大樹村，有爺爺蓋的老房子、星級廚子蔡老爹

的夢想農場，還有許多貓咪。或晴或雨，世界無聲靜好，弱聽的小喬漸漸長

成勇於冒險的少女。 

 (原價: $78, 特價 $20) 

《開拓文學沃土》 

蕭蕭 

 
 

文學的雨露智慧，可以滋潤我們的心靈。本書依照人生最重要的幾個課題，

精選出台灣當代代表作家的三十篇典範散文，供年輕讀者品味欣賞，並學習

如何寫出清晰優美又感人的好文章。 

(原價: $10，特價 $20) 

《風險與機會──

曹仁超投資智慧》 

曹仁超 

本書摘選曹仁超在《信報》專欄中具啟發性的文字編輯而成，文章不拘長

短、均有趣有價值，有智慧有光采，深入淺出，舉一反三。 

(原價: $80, 特價 $20)  

 

4)  $10 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幸福加減──100

個影響幸福的要

素 

Stephen Pincock 

 

你有多幸福？你想更幸福一些嗎？怎麼做才能更幸福呢? 本書介紹了 100 個對

人們幸福感影響最大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所含信息均源自最新科學研究和

學術研究成果，解釋了生活境況、日常活動和七情六慾中最影響幸福感的方方

面面。有助於增加人們的幸福感，提升生活質量。可幫助你實現生活更幸福的

願望！ 

(原價: $68) 

《折翼孩子能

飛》 

師徒創路學堂師

生 

 

失業失學失去盼望的孩子，如折翼的鳥兒，還可以飛嗎？ 

絕對可以！ 

師徒創路學堂的生命師傅：「你行的！」「堅持！」「不要放棄！」折翼孩子

也能飛翔。一段段折翼孩子修補羽翼，展翅翱翔的故事，邀請每一個關心青年

人的你，與他們同行創路。 

(原價: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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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上班，

因為一生的工作

天很多》 

史坦·施列普 

「職業」就是決定上班要「跟我有關」！讓一群微軟強悍主管都起立鼓掌的工

作人生整理課。 

(原價: $106) 

《劏房生活大作

戰》 

慳太 

 

本書旨在改變人們「節衣縮食才能慳錢」的錯誤觀念，透過書中幾百個聰明的

慳錢奇招，教劏房戶戰勝貧窮，在衣食住行上物盡其用，令廢物變黃金，以及

零成本網上賺錢，過有尊嚴的優質生活。 

(原價: $68) 

《梅村「Wake 

Up」女孩──十

載修行分享》 

麥思齊、張仕娟 

本書講述一位單親媽媽和女兒的成長故事。女兒一歲多便要面對父母離婚的傷

痛，媽媽在人生低潮有緣遇上一行禪師和梅村的修習，通過持之以恆的修行，

撫平心靈的創傷。 

(原價: $88)  

 

主題「文化導賞團」  跟著作者「遊走灣仔，認識香港」 
除了特價好書及主題好書之外，今年「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的焦點文化活動之一

是「文化導賞團」，分別於 9 月 24 日及 10 月 29 日出發。第一團「灣仔文學地景

遊」，由藝術家及寫作人阿三(陳世樂)擔任導師，在 90 分鐘行程內，漫步灣仔老街，

發掘今昔文學的縱影 。另一團「灣仔街道趣賞遊」，由現任香港通識教育會副主席爾

東擔任導師，90 分鐘的行程遊歷區內的歷史建築和民生設施，從不同角度認識灣仔區

數百年間的變化。 

 

文化導賞團活動一覽表 

導師及作品 活動內容 

阿三 

《疊印──漫步香

港文學地景》 

（圖 7a、7b） 

灣仔文學地景遊(2017 年 9 月 24 日) 

90 分鐘行程，遊走灣仔老街，尋找今昔文學的蹤影，包括陪伴不少讀書人成

長的青文書屋。 

 

 

爾東 

《趣談香港街道》 

 

灣仔街道趣賞遊(2017 年 10 月 29 日) 

90 分鐘行程，遊歷灣仔區的大街小巷、康樂設施、歷史古廟、殖民建築、民

生設施等。起點由修頓球場出發，經過船街、捷船街、洪聖古廟、舊灣仔郵

局等，從不同角度體會灣仔區數百年間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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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8 場文化活動一覽表 

10 月 28 日（星期六）活動          

科學小博士工作坊 

時間：2:00-3:00PM 

地點：悅讀區 

培養孩子對科學的興趣是一大課題。透過 4 類科學運用範疇之中的 2 個「生活

範疇」──「廚房裏的科學秘密」及「生活智慧的科學製作」，引發孩子強烈

的興趣；難度分為「簡單入門」、「技巧訓練」及「動手挑戰」3 個等級，激

發孩子創造的潛能。 

製作用具及材料多為日常生活或棄掉的用品，取材準備簡單容易，深入淺出。

齊來動手，享受動手製作的樂趣，一同體會及運用科學原理！工作坊將與參加

者利用科學原理進行製作。 

點‧求診？ 

時間：3:00-4:00PM 

地點：舞台 

聽不出說不出的病人如何求診呢？ 

林家揚醫師將會和大家分享這些病人在求診時候會遇到的問題，更和大家分享

和介紹他的新書可以怎樣解決醫患的溝通障礙。 

三分鐘畫國畫示範

及工作坊 

時間：4:00-5:00PM 

地點：悅讀區 

作者是具高深造詣的國畫大師，他可以表演 3 分鐘畫成一幅國畫的奇技並與工

作坊參加者分享繪畫技巧，共同作畫。 

過去，他曾在 TVB 無線電視表演過「3 分鐘畫國畫」的奇技。在 2016 年 7 月

書展，他亦在超媒體出版社的攤位表演過，成功吸引過百名觀眾。 

大型兒童互動遊戲

時間：5:00-6:00PM 

 地點：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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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同時亦有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10 月 29 日（星期日）活動          

抗癌小戰士分享會 

時間：2:00-3:00PM 

地點：悅讀區 

邀請抗癌小戰士(患過癌症的兒童)及其家長，分享克服癌症的艱苦歷程和病後

的奮鬥。他們面對逆境時都能積極面對，不屈不撓，這種精神實在觸動人心。

他們康復後自強不息，為理想奮鬥，以求貢獻社會；更能感恩圖報，參與義工

服務助人助己。 

親子扭扭樂 2－開

Party 啦! 

時間：4:30-5:30PM 

地點：舞台 

氣球達人小榆將會和在場各位小朋友示範扭扭氣球的各種技巧，與大家開一個

歡樂有趣的週末派對。 

環保玩具製作工作

坊 

時間：5:30-6:30PM 

 地點：悅讀區 

綠色先鋒將可以廢物再生的剩餘資源分別分類， 教你用盡家中剩餘資源，

DIY 得意又好玩的環保玩具！ 

家長更可以和小朋友一起製作，在過程中教導他們環保知識，為拯救地球出

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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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詳情 

日期： 2017 年 10 月 27 – 29 日（星期五至星期日） 

時間：  每日上午 11:00 – 晚上 8:00  （每日關閉前 30 分鐘停止進場） 

地點： 灣仔修頓球場 

費用：  免費 

查詢： 6573 9463  

 
網頁 - www.communitybookf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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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區 - www.communitybookfair.com/abouthongkong 

文化活動 - www.communitybookfair.com/programme 

 
 

http://www.communitybookfair.com/
http://www.facebook.com/Community.bookfair
http://www.communitybookfair.com/abouthongkong
http://www.communitybookfair.com/program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