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  香港書刊業商會  合辦 

新城知訊台 全力支持 

「閱讀在銅鑼灣」新聞發佈會 
新聞稿 

 

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及香港書刊業商會合辦的「閱讀在銅鑼灣」將於

1月 12-13日起一連兩天假  銅鑼灣東角道、駱克道、記利佐治街、白沙道及利園山道

行人專用區舉行。適逢「香港書刊業商會成立 30 周年」，讓這項區內的年度標誌性盛

事更具意義，除了為市民帶來大量特價書及八折新書外，多個參與的出版商亦會推出

$10、$20及$30特價書優惠，讓全港市民於 2019年 1月上旬，體驗市集式購書，從中

發現喜愛好書，透過閱讀啟發新一年的里程。 

 

大會特別於早前舉行「閱讀在銅鑼灣」新聞發佈會，多位嘉賓應邀出席，包括︰灣

仔區議會主席吳錦津議員BBS, MH, JP、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席伍婉婷

議員MH、灣仔區議會副主席暨灣仔區議會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周潔冰博士

BBS, MH、香港書刊業商會副會長兼工作小組召集人蘇惠良先生及香港書刊業商會理

事陳超英女士，向各界介紹是次書展的內容和各項優惠。 

 

「閱讀在銅鑼灣」今屆共有32家出版社合共提供逾22萬冊書籍展銷，其中約15萬本

為$10、$20或$30超特價書，種類包括親子、烹飪、心靈、勵志、旅遊、小說、散文、

理財、生活品味等，滿足不同書迷的需要。新書亦提供八折優惠，希望便利銅鑼灣周邊

市民選購書籍，同時提升區內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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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地藝術」主題書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武舞民間——香
港客家麒麟研究 》 
劉繼堯、袁展聰 

舞麒麟為客家人的印記之一，伴隨客家族群，南來香江，逐漸

成為香港的傳統文化活動，其包含文化內涵與社會功能。然而，

學界對此尚沒有太多的關注。本書希望從源流、技術、信仰、

製作，承傳和保育方面，探索客家麒麟在香港的今昔，以祈拋

磚引玉，引起更多的關注與研究，從而承先啟後，保育與推進

客家麒麟文化。 
（原價︰HK$128，特價︰HK$102.4）  

《手繪世界大歷

史》  
洋洋兔 

99 件足以影響地球人生死大事、一次畫足；歷史事件必知必
懂的 5W1H，透澈分析！以圖畫掌握世界史，古今中外重要
歷史事件竟然可以如此有趣好讀！歷史背不起來？課本怎麼讀

都不有趣？來來來，畫給你看，保證好學好記好有趣！速寫式

插圖呈現，翻轉你的歷史閱讀經驗！ 
（原價︰HK$168，特價︰HK$134.4） 

《4 張幾單身手
記》  
Cuson（咳神） 
 

人到中年的 Cuson回復單身後的轉變，自得其樂，搞笑本色
延續。 
（原價 : HK$80 特價 : HK$64）  

《瀨貓@懶言懶
語》  
杰夫 

港女性格的微胖貓女瀨貓及港男形象的路易拾狗的日常生活趣

事漫畫。其中一個故事〈自助餐〉中，瀨貓與路易拾狗一起去

吃自助餐，路易拾狗好奇一向大食的瀨貓怎麼只用一隻碟盛了

兩件三文魚壽司，當時瀨貓只笑不語。待路易拾狗回席後，瀨

貓馬上把整盤盛得滿滿又可口的三文魚壽司一下子拿走，徒留

下了那只有兩件壽司的小碟，給其他食客享用。 
（原價︰HK$68，特價︰HK$54.4） 

《光與影的集體回

憶 VIII》 
翟浩然 

2010年 9月，《集體回憶》首次現身《明報周刊》，翌年 7月
結集成《光與影的集體回憶》出版，至今已屆第 8集，筆者透
過全新訪問，重塑香港娛樂事業 (包括歌、影、視、播、漫
畫、舞台劇等) 的風光盛世，現身說法的嘉賓超過 150位，分
別來自導演、編劇、電視台高層、製作人、藝訓班導師、藝

人、DJ、經理人、藝人助理、漫畫家、收藏家等不同界別，
呈獻最珍貴的照片、回憶，讓香港最好的時光，再現眼前。 
（原價︰HK$98，特價︰HK$78.4） 

 



	

2) 8折新書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緬懷泰斗‧擁抱
鴻篇——細味金庸
傳奇一生》 
倪匡 

查先生創辦《明報》，也一手催生了明報出版社，也因為這個
關係，《明報》的作者，不少亦成為本社的名家，如倪匡、林
燕妮、李純恩等等，著作大受讀者歡迎，跟本社亦頗多交往，
正是在這麼一個基礎上，本書能順利組稿，連業已身故者，亦
留下了篇章，彌足珍貴。在本書現身的李純恩、陶傑、蔡瀾、
沈西城、喬靖夫以至各界等名家、名人，都由於與查先生的緣
而在本書濟濟共聚。 
（原價︰HK$128，特價︰HK$102.4）  

《讀圖識中國歷
史》  
黃東、張菲婭、楊
毅 

本書以形象的暈渲地圖、精美的圖片插畫和簡潔的文字，直觀
地展示中國的地勢地貌、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和資源物產。有
助於讀者認識中國，開闊視野。 
（原價︰HK$118，特價︰HK$94.4） 

《守護孩子的老
師》 
黃潔雯 

透過老師與學生同行成長、共同突破困境的生命故事，看到老
師承擔使命，成為守護孩子成長的人；讓學生看到，無論生命
多困難，也能茁壯成長。 
書中記錄一位小學老師陪伴不同孩子成長的溫情片段。黃老
師，長時間在小學任教，亦擔任戲劇老師。在學校會留意到很
多孩子的言行狀況，立時施予關心並幫他們面對生命與家庭的
種種問題。 
（原價 : HK$68，特價 : HK$ 54.4）  

《愉快有效提升
孩子的閱讀能力
到世界前列》  
謝錫金、袁妙霞、
梁昌欽、吳鴻偉 

在語文學科的教學中，識字、閱讀、習作是三個重要的學習領
域。長期以來，中小學語文閱讀教學存在著過度分析、重教師
講解少學生實踐的弊端，課堂上只見教師掰開揉碎了講給學
生，學生背誦記憶答案的被動學習，閱讀教學繁難偏舊的現象
非常普遍，語文考試閱讀題飽受詬病。造成學生言無語文。同
時不注重學生閱讀能力的培養，教學效率低下。本書通過香港
閱讀教學方面的實踐，給讀者展示高效閱讀的途徑和方法，供
廣大教師和家長借鑒。 
（原價︰HK$88，特價︰HK$70.4） 

《香港中區街道故
事》 
魯金 

香港的街道縱橫交錯，宛如蛛網，縱使你經常穿插其間，可對

它們又有多少認識呢？這些街道名稱繁雜，各有其來龍去脈，

倘若細心研究，便會發現它們的命名涉及了不少有關香港歷史

的故事和街坊傳說。 

本書作者是資深的香港專題作者，揀選了港島中區十多條有代

表性的街道，藉助豐富的資料詳述了其名稱的由來，如“二奶

巷”、“紅毛嬌街”、“長命斜”等等，並以通俗的文字娓娓



	

道出有關的史實和傳說，可讀性甚高。 

（原價︰HK$98，特價︰HK$78.4） 

《孩子愛發問》 – 
動物大集合 
李熙瑜 

以海洋公園全新吉祥物 whiskers and friends帶動學習，增加
趣味性。另外，每冊用一個海洋公園吉祥物作為主角，主角穿
插於書中，向小讀者解答問題，並講解小知識。由孩子好奇的
事物出發，以有趣的問題作引子，涵蓋不同範疇，鼓勵孩子發
問和探索。按主題滲入環保、保育、保健及香港元素，鼓勵孩
子在閱讀之餘，在生活裏實踐環保及健康意識，並主動探索自
己身處的環境。 
（原價︰HK$65，特價︰HK$52） 

3) $10、$20、$30特價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魔法黑森林》  
Chocolate Rain 

以大量生動可愛的森林動物圖畫，讓小朋友知道森林所面臨的

破壞。一棵樹由樹葉、枝幹、樹莖及樹旁的地面，可能已是數

十種動物的居所。森林中有豐富的食物、藥物來源，這也導致

人類介入森林生態的原因之一。不同的人類活動、需求，令許

多森林已被砍伐，令小動物失去家園。從而帶出，我們做每一

件事前，都需學習從別人的角度出發，思考好處和壞處。 
（原價︰HK$88，特價︰HK$30） 

《聰明人看樓

市》  
陸振球 

政府推出辣招抑制樓市，香港樓盤交投受挫甚重，2014年行政
長官施政報告稱會再增建房屋滿足日漸增長的住屋需求，經歷

過 2013年政府的種種樓市政策，2014年香港的樓市會呈現怎
樣的狀況？隨着全球經濟的低迷，中國樓市的發展對香港的樓

市投資者有什麼啟示呢？面對種種挑戰，你夠聰明嗎？陸振球

新書《聰明人看樓市》，集中各著名樓市投資專家的意見，教你

如何在樓市保持冷靜、把握良機！  
（原價︰HK$98，特價︰HK$30） 

《大偵探福爾摩

斯  –  消失的
屍體》  
厲河 

殮房內一具流浪漢的屍體於深夜離奇失蹤！盜屍者是何方神

聖？一具無親無故的屍體又有何用途？同一時期，地鐵站失物

認領處的職員蘭茜，在送還一件失物（一把雨傘）後倒斃於一

條小巷中，兇手很可能就是雨傘的物主。福爾摩斯從失物登記

冊上得知雨傘的兩個特徵，並藉此追尋到會員盡是紳士名流的

皇家狩獵會，更一度以為找到涉嫌犯案的物主，最終卻無功而

回。在鍥而不捨的努力下，他又發現雨傘的物主曾同時遺下一

本雜誌，而雜誌上更留下了重要的線索，令他鎖定了新的嫌疑



	

犯。可是，他多番追查下仍鎩羽而歸。消失的屍體與蘭茜被殺

案有何關連？福爾摩斯又如何破解這兩宗奇案？ 
（原價︰HK$48，特價︰HK$20） 

《07'親子樂假
期活動冊幼班 -
新年》  

書本內容配合該節日的特色而設計，希望讓幼兒在感受節日氣

氛的同時，透過書中多元化的練習設計，以及有趣的節日資

訊，輕鬆學習。為切合家長的不同需要，特別以中英對照形式

標示各練習的指示語；並按每冊練習內容提供「主題溫習網」，

方便指導幼兒溫習。 
（原價：HK$25，特價︰HK$10） 

《吃回失去的健

康》   
陳慧琼 

食療是一種中醫學概念，旨在以調節日常飲食而達到滋補強身

甚至醫療的效果。食療是中國人的傳統習慣，《黃帝內經》中提

出「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

之，以補益精氣」；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收錄穀物、蔬

菜、水果類藥物 300餘種，動物類藥物 400餘種，皆可供食療
使用。在現代，食療是一種長遠的養生行為，也是一種健康的

健體之道。節奏急速的大都市裏，人的身體往往處於亞健康狀

態。 
本書列出了一系列最常見的都市病，包括皮膚衰老長斑、便

秘、鼻敏感、哮喘、流行感冒、肝炎、小孩夜尿、失眠、糖尿

病、高血壓、中風等，並從中醫學的角度詳細分析發病原因，

以及食療施「藥」原理，開出多種食療方案。本書另一重點是

介紹常見食材的醫療效用，並附上多個湯水食譜，讓讀者在日

常的飲食中，把失去的健康吃回來。 
（原價︰HK$88，特價︰HK$10）   

《母乳育嬰手

冊》  
許美蓮  

從嬰兒呱呱落地的一刻起，父母都想給予他們最好的一切。母

乳是最安全的食物，營養豐富，同時比任何一種疫苗更能全面

保護嬰兒，使嬰兒擁有較強的免疫力。餵哺母乳，必定是給嬰

兒最好的禮物。本書主要內容包括︰分享餵母乳的正確資勢、

如何解決餵母乳的問題及方法、臨牀例子分享、產前產後食

療、Q&A解答大部分父母照顧小孩時出現的問題、育嬰室指南 
（原價：HK$88，特價︰HK$10） 

 
第十四屆「閱讀在銅鑼灣」社區書展 2019詳情 

日  期 ︰ 2019年 1月 12至 13日（星期六、日） 
時  間 ︰ 下午 2時正 至 晚上 9時正 



	

地  點 ︰ 銅灣灣東角道、駱克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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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