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2017 年 12 月 20 日 
 

2018 年首個大型書展「灣仔書展－閱讀在銅鑼灣」 

1 月 6 至 7 日一連兩日舉行 34 家出版社提供逾 22 萬冊特價書 $10 起 

好聲書首次參與  讓視障及樂齡長者  聽到喜愛的文學作品 

 
 

2018 年首個大型書展「2017-2018 灣仔書展──閱讀在銅鑼灣」，將於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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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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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家出版社共設 62 個售書攤位，提供

逾 22 萬冊特價書，除新書 8 折折扣外，多個參與的出版商推出$10、$20 及 $30 超抵特價書

優惠，讓全港市民在新一年的第一個週末，體驗市集式的購書氛圍，從中發現喜愛好書，從

閱讀啟發新一年的生活目標。 
 

今屆社區書展的特色之一，是首次有發聲書社企參與，推介多部「好聲書」，社企「好聲」

以傳承香港文化、關愛長者及青年就業出發，邀請本地演藝界知名人士，用聲音演繹經典的

香港及中國文學作品，包括享譽國際的文學家金庸先生名著《神鵰俠侶》，由參演過同名的

影視作品演員古天樂和李若彤聲演。最新出品的《三國演義》，由黃秋生聲演關羽、廖啟智

聲演劉備。為支持社區書展，「好聲」作品以特價出售，每本原價$198，以接近 8 折優惠，

每本只售$160，希望讓有視障或閱讀有困難的人士包括樂齡長者，能夠聽到喜愛的文學作品。 

 

為令各界更了解「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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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舉行新聞發佈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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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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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傳媒朋友詳加介紹。 
 
$10、$20 或$30 超特價書籍逾 15 萬冊 
為切合書展「認識香港」的主題，各參展商均推出相關好書，除了八折新書外，超值特價書

籍約佔七成，即逾 15 萬冊為售價僅 $10、$20 或$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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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好聲書及「認識香港」主題特價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好聲金庸系列〈卷

一〉《神鵰俠侶之玉

女心經》  

 

聲演陣容包括，由陶傑負責做說書人，古天樂聲演楊過、李若彤聲演

小龍女、謝君豪聲演郭靖、黃杏秀聲演黃蓉等。 
(原價: $198, 特價$160) 

好聲中國名著系列

〈卷一〉《三國演義

之曹操崛起》 

由前副廣播處長吳錫輝負責做說書人，廖啟智聲演劉備、黃秋生聲演

關羽、陳百祥聲演張飛、陳錦鴻聲演諸葛亮、盧海鵬聲演曹操等。 

(原價: $198, 特價$160) 

好聲戲寶系列－《紫

釵記》 

家傳戶曉之粵劇戲寶系列，由粵劇大老倌羅家英以嶄新的手法說書導

賞，重新演繹唐滌生的經典作品。 

(原價: $198, 特價$160) 

《往食只能回味》 

蘇美璐 

最初的構想是由蘇美璐兄弟姊妹共同創作， 開了一個 Google Doc， 題

名《往事只能回味》， 各自寫出大家記得的(食) 事物，來紀念父母親

養育之恩。 

後來各人因事忙而少了參與，由美璐一人繼續興致勃勃地寫了下來。 

這是美璐的童年生活，也是許多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希望讀者看過本書之後，也挑起興趣寫下，畫下自己的兒時美食，讓

往食可繼續回味。 
(原價: $98, 特價$78.4) 

 

 

《香港本地風光－附

新界百詠》 
黃佩佳 

《香港本地風光》有系統地記載香港城市和山川的歷史，是香港史研

究的重要參考材料。讀者可以按圖索驥，利用書中所記載的地名探索

香港的前世今生。書中亦收錄黃佩佳後人和編校者沈思提供的圖片，

許多都是首次發表，彌足珍貴。 
(原價: $108, 特價$86.4) 

 

《菲菲遊香港：我最

喜愛的香港文化 8

冊》（盒裝） 

鄭詠詩 

這套書以菲菲為主角，以簡短文字配以實物照片，向小朋友介紹香港

的文化。附英文詞彙，有助孩子學習詞語，擴闊知識層面。小朋友，

和菲菲─認識香港文化吧！ 
(原價: $128, 特價$102.4) 

 

 

 

 



 
2) 新書推介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自揩》 
鄒凱光 

鄒凱光最新一本散文集出爐了！這一次，他寫盡了香港人的「自

揩」。 什麼是自揩？自我感覺良好囉，想做主角囉。我們每天post 自

己的生活上社交網站、自拍、 作鍵盤戰，甘願把自己的生活公開，其

實是因為真心喜歡分享，還是生活太壓迫過苦悶？  

(原價: $98, 特價$78.4) 

《提早跟孩子做朋

友》 
森美 

作為父母，應對青春期子女轉變的最好方法，就是於更早之時就成為

他們的好朋友，拋開自己身為父母不停溺愛孩子的感覺，兼且要少說

點八股道理，多點像朋友般介紹新事物給他們，讓他們覺得在你身上

能夠源源不絕對找到各種新鮮的潮流事物可同享，讓他們覺得你都是

朋友群的一員，這樣他們對你的反叛就會減少。 

(原價: $80, 特價$64) 

《安妮的奇幻星期

天》 

韋婭 

 

哪個小孩沒有幻想過擁有法力呢？ 
十二歲的機智女孩──安妮陶醉在《哈利．波特》魔法世界之中， 
想着要成為大人的安妮，一天起牀時周遭的環境全改變了，最要好的

姐姐也不在家？ 
她照一照鏡，她竟成為了一位體態曼妙的淑女？！驚訝之際，中學最

好的朋友開着私家車接她，這一趟會送她到哪裏呢？ 
(原價: $68, 特價$54.4) 

 

《扮工通勝+2018月

曆》 

文地 

本書是文地暢銷系列——「Office 系列」繼《上上下下》、《左左右

右》、《前前後後》、《搖搖擺擺》、《出出入入》、《追追趕趕》

及《神神秘秘》後全新岀版的第八輯。文地再發揮其入微觀察力，與

讀者分享在職場及辦公室內外的趣事、怒事、無聊事和爆笑事。這本

文地扮工通勝，結集了辦公室心得，保證幫你在 office 趨吉避凶，一

書在手，一直通通勝勝！ 
(原價: $104, 特價$83.2) 

 

《隨心。煮意》 

黃淑儀 
近年來，Gigi 姐出外拍攝烹飪節目的機會多了。除了中國大陸各省各

縣.....南至海南島，北至哈爾濱，台灣的嘉義，台南與台北，東南亞的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甚至南半球澳洲的悉尼，墨爾本及亞德萊德……

隨心、隨意，是黃淑儀近年來對烹飪的態度。對她來說，美食是沒有

邊界的，菜式只有美味與難吃的區分；她不執著或堅持某某菜式一定

配某某食材，隨食材烹調，說不定會擦出新的火花，豐富了味蕾的新

體驗。(原價: $98, 特價$78.4) 

 
 



 
3)      $10 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好戲連場》（附

CD） 
孫麗研 

兒童語言學習類書，包含十二套專為香港學生設計的說唱表演教材。

內容豐富有趣，在編寫過程中，己在許多中小學試演，效果非常理

想。書中劇本內容均有漢語拼音，並附 CD，方便學習。 
(原價: $48) 

《陪太子讀通識》 

陳志華、林禮賢 

子女讀書辛苦，父母也會跟?受罪！談起新高中的通識科，不少人都會

聞風喪膽、毫無頭緒，覺得它內容太過廣泛，好像各個範疇都要精通

般。看?自己的孩子為了應付這一場戰爭苦惱不已，無從入手，陪伴在

旁的父母也焦急非常。究竟可以怎樣及早裝備子女，好迎接這個艱巨

的挑戰呢？ 

(原價: $78) 

《殿堂喜劇大師──

無聲引笑聲》 

阿谷 

偉人傳記的出版之所以歷久不衰，是因為讀者都想知道一個偉人如何

誕生，有甚麼因素讓他成就偉大事業。這其中的成功之鑰，對讀者有

強大的啟發、鼓舞作用。殿堂級電影大師差利卓別林，他制作、演出

的默片緊扣真實生活且能引起萬千觀眾共鳴。 

本書除了道出成就偉人的原因之外，還以〔試映室〕的方式穿插其生

活經歷化成的默片情節。 

(原價: $62) 
 

《你的生活，只能這

樣嗎？》 

Tom Rath 

90 個吃動睡微提案，只要選擇為身體做對一件事，就可以徹底改變日

常惡習。(原價: $100) 

《人魚公主：安徒生

童話精選》 

漢斯·克理斯、蒂安·

安徒生 

年輕美麗的人魚公主，本來在海底的城堡，過著無憂無慮的皇室生

活。自從她救了一名英俊瀟灑的王子後，人魚公主對人類世界充滿幻

想，更對王子產生傾慕之情，一段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快要開始

了……究竟人魚公主和王子的結局，是完美幸福，還是悲劇收場呢？

看過“人魚公主”後，結局自有分曉。 

(原價: $40) 
 

《恐龍王國》 玩拼貼遊戲，讓孩子更聰明。內附紙版圖卡 + 神奇貼紙貼紙可重複撕

貼及水洗。讓孩子將紙版圖卡及神奇貼紙，嵌入圖形板內，可增進手

部肌肉發展及組合的能力。學習從雜亂中找出規則，提升幼兒的挫折

忍受度。 

(原價: $38) 
 

 

 

 



 
4) $20 或$30 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 

《點點心思：禮上往

來小點心》 

黃品仙 

作者教挑選 40 多款一口小點心，重點介紹朱古力調溫、糖膏和調色，

點綴製品，而示範小點包括了杯子蛋糕、朱古力、曲奇等，簡約包

裝，濃情厚意，物輕情重，滿載真誠的祝福。全書除了有製品示範，

還附有簡易禮物包裝，以及數款自製小禮盒紙樣，方便一站式作回禮

DIY。(原價: $78) 

《麥玲玲玄學大全－

好運 99》 

麥玲玲 

本書蒐集玲玲老師微博上 99 條最熱門的玄學問題，由玲玲老師為你一

一解答，內容包括家居基本佈局、家居擺設宜忌及流年佈局等實際玄

學資訊。本書配以活潑調皮的插畫，玄得來極具趣味，使人更容易明

白！(原價: $88) 

《開心遊京阪神

Happy Osaka》 

蘇景新、Suki、Agnes 

推介最新特集：注目！岡山精選特集、哈利波特魔法世界、ANIPO 小

朋友樂園、nifrel 水族館、Pokemon EXPO GYM、和歌山果園大巡禮。 

親子必遊精選景點：EXPOCITY、大阪環球影城、麵包超人博物館、大

阪海遊館、和歌山 Marina City、神戶六甲山牧場、長島 Spaland、長島 

Joyful Water Park、白浜 Adventure World、即食麵發明紀念館。(原價: 

$98) 
 

《弦動人生》（書

+CD 套裝） 

梓翔 

梓翔醫生於三十年前出版的《醫生札記》一紙風行。三十年來，梓翔

以仁心妙手在杏林事奉，前年脫下醫生袍後，正要翻開人生另一頁，

卻赫然發現上帝給他一張新的生命合約……  
本書的 CD 專輯每首歌配合《弦動人生》每一篇文章，是梓翔醫生以

音樂配合文字反思生命。由星級音樂團隊，包括羅敏莊、鍾氏兄弟、

蘇如紅、胡永正等演繹豐盛生命。(原價: $158) 

 

《香港好聲音》 
于逸堯 

作者以音樂人的身份，訪問十一位身邊的友好及合作伙伴，當中有談

及各自的音樂成長路，亦有各人的音樂分享。如倫永亮談八十年代的

改編歌曲；黃耀明談成立人山人海的經過；伍樂城談他的音樂學

校…… 從各人的訪談中，可看到香港樂壇的變遷，以及各人在各自

的崗位中取得成功的因由。(原價: $128) 
 

 

 
2017-2018 灣仔書展──閱讀在銅鑼灣詳情 

日期： 2018 年 1 月 6 至 7 日（星期六至日） 
時間： 下午 2:00 – 晚上 9:00   
地點： 銅鑼灣東角道 / 駱克道 / 記利佐治街 / 白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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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