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2017 年 11 月 15 日 
 

第九屆「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 2017   11 月 23 至 26 日舉行 

以「閱出好境界」為主題  34 家出版社提供逾 12 萬本特價書 $10 起 

 
 
 

第九屆「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 2017 將於 11 月 23 至 26 日(星期四至日)一連四天於屯門文娛

廣場舉行。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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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邀得 34 家出版社共設 62 個售書攤位，提供逾 12 萬冊特價書，

其中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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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屯門社區書展以「閱出好境界」為主題，近九成參展商積極響應，精選多本個人及親子

家庭好書，從親子感情到認識兒童行為心理，以至創意貼紙遊戲書及培養數學思維的偵探漫

畫等等，內容包羅萬有。希望鼓勵家長們透過閱讀，從不同角度了解孩子，並與子女一起享

受閱讀樂趣，增進親子感情的同時，提升家庭的精神健康。此外許多跟飲食相關的叢書，都

帶出人情味及愛護環境的信息，值得大家留意。屯門社區書展當然亦不乏一般文史哲、小說、

健康、旅遊叢書及流年運程等書籍以供選擇。屯門社區書展入場費用全免，歡迎市民到場參

觀選購。 

 
屯門社區書展舉行期間，大會邀請到區內社福機構及學校到場表演，精彩節目包括兒童舞蹈、

跆拳道、花式跳繩、歌唱及武術表演等等。今年新增特色文化活動，包括科學小博士工作坊、

大型兒童棋盤遊戲及粵曲演唱技巧即場示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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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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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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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會今日（11 月 15 日）特設新聞發布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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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曾憲康議員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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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界介紹是次書展的內容和各

項優惠。 

曾議員表示，「閱讀在屯門」舉辦多年，深得區內眾多機構團體及學校的支持，與「屯門閱

讀節」相輔相成，早已成為區內居民每年熱切期待的文化慶典。 

 

$10、$20 超特價書籍逾 7 萬冊 
為切合書展「閱出好境界」的主題，各參展商均推出相關好書，除了八折新書外，其中更有

逾 7 萬冊為售價僅 $10、$20 或$30 之超特價書籍，各類特價書籍之推介如下：  
 
1）「閱出好境界」相關好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香港馬拉的足跡》  

楊世模、彭沖 

本書詳述香港長跑運動及馬拉松的歷史、本地專業運動員的國際競賽

水平、全民普及熱愛長跑的氣氛，以至長跑的經濟及公益成效。 

長跑可以是一個人的運動日常，也可以是國際體壇的競賽盛事。越趨

成熟的香港長跑及馬拉松運動，正培育更多精英，跑向世界。 
(原價: $98, 特價$78.4) 

《40 個教育提案：把

快樂帶回給香港學

生》 

陳美齡 

本書作者於 2016 年出版首本中文著作《50 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

進了史丹福》後，引來巨大回響，每次出席香港及內地的分享會，均

被家長、教師包圍簇擁，請教如何面對孩子的學習疑難。她感同身

受，開始研究香港的教育問題癥結所在，並寫成《40 個教育提案—把

快樂帶回給香港學生》，希望作為禮物送給香港人，以回報生於斯長

於斯的地方。 

(原價: $68, 特價$54.4) 
 

《鋒亡筆露──商管

x 創業實戰錄》 

何靜瑩 

 

職場上要鋒芒畢露？抑或鋒芒不露？ 

究竟敢顛覆求突破，是否就能出奇制勝？ 

作者何靜瑩為哈佛碩士、社企董事、專欄作家憑敢說真話做實事的態

度縱橫職場多年，執筆與你分享職場處世之道，教你拆解管理中 核

心難題。只要你活學活用，從批評中發奮，從過失中學習，看準時

機，必能在職場上大放異彩！ 

(原價: $88, 特價$70.4) 
 

《我們的演藝夢

(6)[君比·閱讀廊－成

君比，原名馮忻忻，香港人，原籍廣東南海。「君比」這個筆名來自

她的第一部小說《君比》，而這個名字亦同時是她的英文名 Quenby。



 
長路上系列]》 

君比 

她擅長於描寫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在心態和情感上的轉變，描寫得特別

刻劃，而且有不少都是真人真事改編，一定程度反映社會現實。現時

君比全職寫作，並經常到全香港各中、小學推廣閱讀及寫作。 

(原價: $68, 特價$54.4) 

 

《今晚 OT 到幾點─

─Audit 新丁求生

記》 

審計新丁 

打工仔必看！近萬人讚好的真人真事職場求生記！ 
誰知盤中數，粒粒皆辛苦。 
親身闖過審計界木人巷，Big 4 過來人與你分享 Auditor 的甜酸苦辣！

Auditor 是公司職員眼中的麻煩友，每次上來問你要這個要那個，不斷

問問問，拿一堆你都不知道如何回答的問題捽死你。 
(原價: $88, 特價$70.4) 
 

《再痛，媽媽也捱得

過》 

李灝麟 

為何大部分母親都捱得過苦日子而沒放棄？因為由懷孕起已被訓練出

不多想、只管做的精神，稱為匠心。本書十位單親母親來自基層，人

生長時間飽受挫敗和失望，當走到無力時也沒放棄盡心照顧孩子。 

現代人想得太多了，或許很多問題是自己想出來的。不如學這班媽媽

默默地幹，耐心靜候轉機，在困難中成長。 
(原價: $88, 特價$70.4) 
 

 

 
2）八折新書推介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爸媽必修課 孩子

這樣做，我懂》 

李群鋒 

孩子的行為多種多樣，而每個行為背後都有著和成人不太一樣的行為

心理，只有瞭解孩子行為背後的心理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本書是一

本兒童行為速查手冊，詳細為你講解幼兒到學前兒童的種種行為問

題。書中列舉了五十項孩子常見的行為舉止，通過淺顯易懂的語言進

行了分析與講解，化深奧理論為通俗易懂的小問題﹐為父母指出走進

孩子內心世界的秘密通道。 
(原價: $88, 特價$70.4) 
 

《廢青日常食譜》 

葉子騫 

 

一本由得到多位長輩和廢青認證的寫字人葉子騫，將自己和廢青 fd 子

的經驗和想法融入食物之中，以不起眼的食材， 簡單無難度有少少

特別的方法做出廢青感十足的三十六個菜式。果腹的同時也可以解決

一些廢青們經常遇到的生活問題，當中包括月尾老是常出現的糧尾無

錢開飯慘況、小病卻因為沒錢沒時間而不想看醫生的自救方法、或者

是想煮但懶到極點的極速有啖好吃的方法等等。 
(原價: $88, 特價$70.4) 
 



 
《霸氣窮遊之冰島。

法羅群島》 

陳慧珊 

 

關於霸氣，不一定粗獷，關於窮遊，不一定草率， 

尋找屬於霸氣與窮遊之間的詩意，我們霸氣得細膩，窮遊得寫意。 

80 後女生 Charo 和攝影師男朋友 Cheric 遊歷世界各地，由書寫及拍攝

冰島開始，創作出文學攝影遊記《霸氣窮遊之冰島‧法羅群島》，被

冰島凝視著生命的他們，細緻地用文字和相片刻畫出獨一無二的冰

島。(原價: $98, 特價$78.4) 
 

《數學小偵探(1)—等

你來挑戰！》 

施曉蘭 

適合 9 至 12 歲讀者。看漫畫，輕鬆學數學！ HOW 博士博學多聞又愛

邏輯推理， 愛以數學的角度分析、破解生活中的大小事，釐清案

情，幫助警長找出真正的犯人，一切看似困難無解的案件，通通都難

不倒他。數學無時無刻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本書將惱人的數學知識

化為偵探推理漫畫，希望透過解題、推理的過程，讓孩子訓練邏輯思

考。(原價: $58, 特價$46.4) 

 

《牛仔漫畫套裝(28-

30)》 

王司馬 

經典漫畫《牛仔》重現，溫馨父子情，幽默小故事，令你會心微笑。

著名 DJ 少爺占、填詞家韋然全力推介！ 
風靡一時、膾炙人口、廣受歡迎的漫畫角色，陪伴著世世代代成長，

是上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九龍公園內的「漫畫星光大道」，

有二十四座巨型的香港漫畫經典角色的彩繪雕塑，其中便有一座「牛

仔與契爺」的雕塑，可見王司馬的影響力與重要性。 

(原價: $120, 特價$96) 

 
 
3）$10 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人生的十堂英雄

課—王浩一的歷史筆

記》  

王浩一 

 

易經是古人的智慧地圖，歷史是今人的興替銅鏡。 

為什麼當年 48 歲的劉備要請 27 歲的孔明來當一個國家的 CEO？ 

少年孔明如何學會治國大略，培養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氣魄？ 

這些你熟悉的英雄豪傑，卻是第一次用全新的眼光品味他們的一生， 

並與《周易》中的卦象相互印證，替英雄的一生作註腳， 

今日讀來不只有全新的滋味，也愈彌足珍貴。 

聽王浩一精彩解開英雄密碼。 

(原價: $116) 

《告訴我的兒子們—

癌末中校的人生 後

家書》  

馬克・韋伯中校 

 

世界上 不公平的是「命運」！ 

當生命無法依自己的想法進行時，你要怎麼辦？哀怨、憤怒、還是放

棄？ 

你是否有足夠信念活出自己不完美的人生？ 

馬克．韋伯，一個在平凡不過的人：從小病痛意外多、在校被霸凌、

父親酗酒、工作期間飽受不平待遇、上司不挺、下屬不聽，即使面對



 
人生的種種困境與難題，他的認真與心懷感恩，從未因此被消磨掉。

韋伯在邁入壯年後，憑著自己的專業與能力，終於成為國家認可的好

軍官，美軍名將裴卓斯甚至欽點並提拔他加入阿富汗任務。 

(原價: $93) 

《我家也是小餐館—

中西日式經典家常菜

150 道》  

田中伶子 

由擁有 50 年歷史的日本銀座人氣烹飪教室負責人·田中伶子小姐，整理

出 150 道既實用又美味的菜色，其中收錄了 受烹飪教室的學員們歡

迎的日、洋、中式料理 BEST 5，以及各式料理的經點菜色、年菜、前

菜、沙拉、義大利麵、燒烤、飯類、宴客料理……等 150 道料理，作

者保證全都是每天可以花少少時間，就可以做得相當美味的菜色，不

論是初學者或是有料理經驗的家庭主婦，都可以輕鬆煮出一桌不輸外

面餐館的好菜。 
(原價: $98) 
 

《我在茶餐廳品嘗到

愛》  

周淑屏、洪佩珊 

相信每個人在茶餐廳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菠蘿油，尋到屬於自己的卡

位；聚首一堂，上演一幕幕喜怒哀樂的場景，體會出甘苦甜酸的滋

味。你也有屬於自己的「茶餐廳故事」，且看與《我在茶餐廳品嘗到

愛》兩位作者，從茶餐廳的叉燒湯意、餐肉反蛋中嘗到的，有何異

同？ 

(原價: $55) 

 

《BB 遊世界》  

陳婉文 

 

傳統思想的都勸大肚婆要三思，畢竟麻煩又驚有危險！ 

原來大肚婆也可以去旅行！ 

作者帶住 5 個幾月的大肚皮，輕鬆地去了兩次旅行！當兒子出世後 8

個月大左右開始，直到現在兩歲半，作者也帶他去了十次旅行，玩遍

台灣、北海道、東莞、曼谷、布吉、澳門、吉隆坡沙巴、惠州、北

京，兒子仍未入學，已充滿「人生經歷」。 

(原價: $68) 

 

《百分百科學列—探

星的軌迹》  

李逆熵	

 

百分百令你從此愛上科學！ 

一套三本過百篇有關科學的文章，由著名的科普及科幻作家李逆熵撰

寫，把本來長篇沉悶的理論變成親切有趣的科學小品，把看似遙不可

及的外太空拉近到你和我的生活圈中，令看似高深的科學知識變得生

活化。(原價: $40) 
 

 

 

 

 

 



 
4) $20 或$30 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 

《幸福的藝術》 

安德列 

 

《幸福的藝術》將幸福與繪畫藝術連線，它收錄了世界著名畫家名作

共二十五幅，如弗美爾的《地理學家》、莫內的《藝術家的維特尼花

園》、高更的《憂鬱者》、梵高的《星空》等，陳列幸福的不同姿

態，更以一天的早晨、正午、日暮、夜晚和黎明，揭示幸福生命週

期：誕生、綻放、衰落、消失與再生。這些美術大師的人生，有幸也

有不幸，但相同的是，他們都打從心底渴望得到幸福，對幸福有說不

出的體會，然後揮筆躍然於畫布上。 (原價: $88) 
 

《香港郊野談奇(1)-

香港島、大嶼山及鄰

近島嶼》 

梁照華 

香港郊野佔地甚廣，本書所刊載之傳聞涵蓋「香港島及鄰近島嶼」和

「大嶼山及鄰近島嶼」等地區，含「郊野談奇」六十篇，當中不乏古

老相傳和道聽塗說者，也有筆者親歷其境從事考究者，但「談奇」之

內容多具警惡懲奸意義，亦指出世上並無不勞而獲之事，其中難覓科

學根據者亦所在多有，唯均屬地方傳說，每一則均可探究傳說之來

源。(原價: $55) 

 

《明日的餐桌：世界

在吃甚麼》 

余宛如 

 

面對每日的食安危機，你的三嬤 s 竟該如何選擇？如何從根源解決食安

的問題？為了明日的餐桌以及積極修補我們破裂的食物網，本書是你

尋找健康安心食物的 佳飲食指南！(原價: $127) 

《童話創意撕貼》  

林怡安 

引導式創意紙膠帶遊戲書。以簡單的提示，在點、線、面的組合，讓

孩子發揮創造力與想像力撕撕貼貼，豐富整個畫面！(原價: $66) 
 

《快煮慢食：十八分

鐘味覺小宇宙》 

 

潮流雜誌飲食專欄結集，作者走訪世界各地，嚐遍各種美食，並親自

考究製法，將本來繁複的菜式簡單化，成為十八分鐘可以泡製出來的

精緻菜式，既適合都市人急促的生活節奏，又可同時享受 fine dining 的

生活品味。 

(原價: $78) 

 

  



 
5) 文化活動 

10 月 25 日（星期六）活動          

科學小博士工作坊 
時間：2:00-3:00PM 
地點：舞台 

培養孩子對科學的興趣是一大課題。透過三個「創意實驗」的挑戰，引發孩子

強烈興趣，激發孩子創造的潛能。一同體會及運用科學原理！ 

實驗包括：紙蜻蜓、香蕉塗鴉及彩色鹽沙瓶 

雜耍達人、小朋

友齊 HIP HOP 
時間：3:00-4:00PM 
地點：舞台 

小朋友可以欣賞雜耍達人表演「黑武士對決」？ 

還可以一起 free style 同場一起 HIP HOP。 

 

君比伴你啟航你分

享會 
時間：4:00-5:00PM 
地點：舞台 

君比 新著作《愛，伴我啟航》，以故事形式描述了在宿舍居住的年青人面對

生命逆境的個案，是次分享會將故事中的正能量帶給讀者們。 

 

兒童才藝表演 
時間 5:00-6:00PM 
地點：舞台 

兒童舞蹈、抬拳道及輕音樂表演 

10 月 26 日（星期日）活動          

花式跳繩表演 x 互

動工作坊 
時間 1:30-2:30PM 
地點：舞台 

花式跳繩介紹示範及團隊表演，並與台下觀眾互動交流。 

粵曲藝術大賞 
時間 2:30-3:30PM 
地點：舞台 

透過精彩的粵曲表演，完美示範呼吸、運聲、咬字、行腔，帶出粵曲演唱技

巧。人人都可以唱大戲！ 

青年街舞表演 
時間 4:00-5:00PM 
地點：舞台 

八位熱愛街舞的年輕人於 1 年前組成跳舞組合 EXIT CREW，向觀眾表演由他

們自己編排的舞步。 

大型兒童棋盤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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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 2017 詳情 

日期： 2017 年 11 月 23 至 26 日（星期四至日） 
時間： 上午 10:30 – 晚上 7:00 (11 月 23 日)  

上午 9:30 – 晚上 7:00 (11 月 24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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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 - www.communitybookfair.com 
Facebook 專頁 - www.facebook.com/Community.bookfa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