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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 2016   11 月 24 至 27 日舉行 

以「向正能量出發」為主題  36 家出版社提供逾 20 萬本特價書 $10 起 

同時舉行「資助低收入家庭學童購書計劃」、「學生閱讀獎勵計劃」 
 

 

第八屆「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 2016（圖 1-2）將於 11 月 24 至 27 日(星期四至日)一連四天於

屯門文娛廣場舉行。活動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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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家出版社共設 61 個售書攤位，提供逾 20 萬冊

特價書，其中約 15 萬本為$10 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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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正能量出發」為主題，近九成

參展商積極響應，精選多本內容積極正面，有助讀者身心健康發展的好書供市民選購，內容包

羅萬有，從紀綠生活中感動人心小片段的圖文合集、在旅程中尋找快樂的深度旅遊指南，以至

近年方興未艾的長跑訓練方法，皆一應俱全。此外，亦有一般文史哲、小說、健康、烹飪、旅

遊叢書及流年運程書籍以供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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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節目包括青年樂隊演出、舞蹈、歌唱及雜耍表演等等，令書展更添熱鬧氣氛。屯

門社區書展入場費用全免，歡迎市民到場參觀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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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今年特別加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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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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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 ，以及香港書刊業商會會長李家明先

生（圖 3, 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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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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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萬冊 

為切合書展「向正能量出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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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萬冊為售價僅 $10 及$20 之超特價書籍，各類特價書籍之推介如下：  

 

1)      「向正能量出發」相關好書 （圖 4）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生活，一瞬間》  

阿濃、朱迅 

這本書是阿濃和他兒子朱迅的一次合作。朱迅是專業攝影師，阿濃是資

深作家；一位按下快門拍出所見，一位則用筆寫下所想。透過圖、文融

合，記錄下生活中感動人心的不同瞬間。(原價: $55, 特價$20) 

《尋》 

香港傷健協會 

 

面對傷殘，不少人會自怨自艾，甚至自我放棄。《尋》由九位「傷殘新

鮮人」親身敍述他們心靈如何從低谷走出來的生命故事，藉以鼓勵同路

人建立正面和有意義的第二人生。(原價: $78, 特價$10) 

《吃回失去的健康》  

陳慧琼醫師 

 

陳慧琼，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註冊中醫師。著有《中藥食材百例》、

《輕鬆過渡更年期──更年期飲食調養手冊》等。本書從中醫學的角度

詳細分析都市病的發病原因，針對香港人愛喝湯的特性，附上多個湯水

食譜，讓讀者在日常飲食中保持健康，遠離病痛。(原價: $88, 特價$10) 

《快樂 在慢鏡頭下》 

謝茜嘉著 

 

謝茜嘉帶領大家來到斐濟和不丹，在沒有壓力沒有污染的環境下尋找快

樂的根源。她到當地參與居民的日常活動，體驗異於香港的另一種繁

華。(原價: $88, 特價$10) 

《著色圈圈畫： 

藝術之最》 

湯瑪斯‧帕維特 

《秘密花園》讓全球成年人重新愛上填色遊戲，認為有減壓療癒作用；

而《連連看 1000》系列將 20 位各個領域的傑出名人如瑪麗蓮夢露和邱

吉爾的畫像，都隱藏到大大小小圓圈中，只要在圈圈中填色，畫像便會

漸漸浮現，減壓之餘更可認識名人增長知識。(原價: $116, 特價$20) 

《長跑運動全攻略

──健體‧訓練‧比

賽》(增訂版)  

楊世模 

楊博士是田徑運動愛好者，更是「香港渣打馬拉松」訓練班的課程策劃

及主教練。熱愛跑步，更想將跑步的習慣帶給所有人，因而著書仔細講

解跑步前後的準備工作，教授如何按照個人體能和需要設計的多種長跑

訓練計劃和訓練方法，還詳述如何預防受傷、處理傷患。務求讓大家在

挑戰自己的同時也能享受跑步帶來的樂趣。（原價:＄88, 特價八折） 

 

 

 



 

 

2) 八折新書推介 （圖 5）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新手爸爸心事 

50篇》 

大豆爸爸 

作者是一位中學中文科教師，平日於教育報章撰寫專欄，在超聲波中看

到太太腹中的胎兒像一粒豆，自此喚兒子作小豆，自己變成大豆爸爸，

紀錄兒子在媽媽腹中直至出生、由手抱到牽手走路，作者刻意不咬文嚼

字，以輕鬆幽默的筆觸，真摰寫出新手爸爸的甜酸苦辣，字裏行間滿載

父親對兒子深厚的愛護和寄望。（原價:＄88） 

《當子女說你好煩》 

 伍詠光，葉玉珮 

兩位作者均為突破輔導中心的心理輔導員，由於深諳身為家長之苦，所

以以此書傳達與青少年子女的溝通技巧，如何處理情緒，以彼此聆聽及

了解，並透過實例，讓家長得到共鳴，幫助家長出跳出困擾，重燃對子

女成長的盼望。（原價:＄98） 

《孩子追夢的世界》

Kelvin Yuen  

 

年僅 19 歲的 Kelvin Yuen 以名為《野孩子追夢的世界》的作品，獲 2015

年國家地理全球攝影大賽台灣賽區青年組冠軍。作品被評為「展現如同

成人般的穩健與視野，獲得評審的一致喜愛。」他認為要拍出絕美的景

色無需到國外，在香港，只要有「心」，就能拍出好照片。書中也有介

紹香港郊野的獨特之處、太陽四季位置的變化、光線與山景的微妙關係

等等攝影知識。（原價:＄128） 

《最後的房子》 

陳嘉薰 

資深病理科醫生陳嘉薰，多年來在殮房接觸死亡，書中以專業角度介紹

屍體處理、解剖和死因分析；並以真人真事及溫情故事讓你發現殮房的

冰冷中隱藏感性，跟著他了解殮房，學會珍惜、尊重和享受生命。（原

價:＄82） 

《擁抱不完美  

野生藝術治療師》 

陳雅姿 

陳雅姿，曾任職國家兒童及青少年嚴重精神健康服務（英國）藝術治療

師。在野外環境自由自在地成長，在大自然的山與水之中學習成為藝術

治療師，著此書期望服務其他有需要的人，為他們提供可以探索自我的

空間，擁抱自己的不完美。（原價:＄88） 

《幸福就是在沙漠 

流浪後，找到綠洲》 

 李專 

本書不但獲 STYLE-TIPS.COM 編輯推介，也獲眾多名人在社交媒體上

熱烈轉載。李專以網上寫作起家，擅用生動有趣的手法述說年時下年青

人的愛情觀，以及成長時遇到的困難等，以自己的文字，讓讀者在沙漠

流浪後，找到綠洲。（原價:＄78） 

 



 

 

3)      $10 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港孩不胖》  

黃榮俊 

 

營養師黃榮俊幼時是眼大肥仔一名，一次意外後成功減去 40 磅，14 年

來均能保持適中身形，因而被封為「天下第一減肥專家」。書中收錄了

不同實用的飲食和烹調建議，務求讓家長和兒童都能食得有「營」，擁

有健康身體。(原價: $88) 

《化療、電療中藥輔

助治療手冊》  

小董  

作者為本港註冊中醫師及營養師，精研中醫古方，自設診所行醫外，獲

首屆「中華傳統醫藥創新人才」及「中華傳統醫學突出貢獻專家」榮譽

大獎。以多年經驗著此治療手冊，教授癌症患導者在接受化學治療、電

療後，如何以各類藥膳湯水緩解放射性物質所造成的副作用。(原價: $98) 

《香港歷史系列－穿

梭今昔。重拾記憶》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了兩輯的「香港歷史系列」節目，現把節目內容輯

錄成書，重新編寫，增添更多資料，讓讀者從現存歷史地標中了解香港

歷史，在穿梭今昔之間，重拾對歷史的記憶。(原價: $98) 

《坐地鐵，玩上海》 

及《坐地鐵，玩北京》  

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 

本書帶同讀者沿着地鐵線遊上海和北京，一站式到訪隱世小店美食的同

時，更可以玩遍熱門精彩景點。(原價: $99) 

《台灣精緻遊》  

戴勝通、戴東華 

（圖 6） 

 

台灣是港人的旅遊熱點，台灣各具風情的民宿也是港人至愛，作者因工

作關係需穿梭各個縣市，趁機造訪各處隱世絕美風光，以及風情各異的

別致民宿，配合精美的圖文介紹，成為了一本台灣深度玩樂的攻略，和

讀者們一同尋幽探秘，感受不一樣的台灣。(原價: $58) 

《團遊土耳其》  

謝茜嘉 

（圖 7） 

謝茜嘉是電台及電視旅遊節目主持，同時是雜誌、網站旅遊撰稿人。此

書中，謝茜嘉將與 RubberBand 四位成員同遊土耳其，發掘這個橫跨歐、

亞大陸，歷史文化豐富的好玩有趣國家！(原價: $88) 

 

 

4) $20 特價區精選 （圖 8）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 

《Easy LEAD 創意親

子 DIY：節日小點子》 

香港青年協會 

 

這是一本親子創意活動參考書，適合教育工作者和家長陪同幼兒和小學

生一起閱讀。本書透過 12 個普天同慶的節日讓讀者了解節日的起源。

家長更可藉著本書 12 個創意活動點子，與子女合力製作別具心思的個

人創作，同時引導他們從創作中學習簡單的科學原理，增進親子關係及

溝通，讓大人和小朋友一起愉快學習。 (原價: $80) 



 

《Holistic England 

全面英倫》 

Neo.C@HKIM Geoff 

WONG 

本書編者到當地十大城市實地採訪，分析英國各院校的環境、課程及校

舍設施，更詳盡分析留學和生活資訊，而書中對當地景點和飲食亦有詳

細介紹，無論是想到英國留學、工作假期或自助旅遊 ，此書可謂必備。

(原價: $98)  

《現在我是東京人》

TRAVELER Luxe 

旅人誌編輯室 

 

TRAVELER Luxe 旅人誌的編輯群，憑著深入而富品味的報導，榮獲台

灣「金鼎獎」最佳健康與休閒雜誌殊榮；此書由多位經驗豐富的編輯，

嚴選 44 個東京生活景點，由手感雜貨店到隱世咖啡館，帶領讀者感受

不一樣的東京之餘，更能從中發現生活的美好。(原價: $110)  

《想你唔賭》  

鄧耀祖、陳佩思 

明愛展晴中心總結多年的戒賭臨床經驗及實證集成此書，書中分四個部

份：疑惑篇、警惕篇、輔導篇及康復篇，讓大家循序漸進了解沈迷賭博

的原因，和明白如何接受幫助，重踏健康前路。(原價: $72) 

 

《健康成長 

0-12 歲兒童全面健康

護理》 
DAVID ELLIMAN、

HELEN BEDFORD 

本書是孩子在 0-12 歲的父母的全面參考手冊。書中系統全面地介紹了孩

子從出生到 12 歲的成長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健康問題，包括發育問題

和各種緊急情況，詳細描述了它們的症狀或表現，以及治療和處理方

法，令父母可以從容面對。 (原價: $138) 

 

第八屆「閱讀在屯門」社區書展 2016 詳情 

日期： 2016 年 11 月 24 至 27 日（星期四至日） 

時間： 上午 10:30 – 晚上 7:00 (11 月 24 日)  

上午 9:30 – 晚上 7:00 (11 月 25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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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Community.bookfai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DAVID+ELLIMAN、HELEN+BEDFORD&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DAVID+ELLIMAN、HELEN+BEDFORD&f=author
http://www.communitybookfair.com/
https://www.facebook.com/Community.bookfai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