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2016 年 10 月 14 日 

「2016-2017 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今日起至 10 月 16 日舉行 

十萬冊 $10、$20特價書及八折新書任擇  推介新晉作家精選傑作 

邀集郵、插畫、茶道、粵劇、魔術各界大師設工作坊  書香、文化共冶一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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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今年

踏入第十二屆，書展由今日（10 月 14 日）開始，一連舉行三天至 10 月 16 日。今屆 36 家出版社共同向市民提

供逾 10 萬冊售價低至 $10、$20 的特價書及八折新書，同時大會更廣邀在集郵、插畫、茶道、粵劇、魔術等各

方面各有特長的作家，在書展期間舉行多個文化活動，能夠親身現場接觸一眾專家，萬勿錯過良機！ 

  
為鼓勵並培育本土寫作新血，今年的八折特價區中，展出大量香港新晉作家作品，還精選了 13 位作家重點介紹，

包括藉著文字表達對兒子的愛的「大豆爸爸」和專門繪畫香港老店而大受文青歡迎的「飛天豬 Flyingpig」。會

場設有作者背景和作品介紹展板，方便讀者按圖索驥，更有助大家了解香港的寫作新力軍。另設置「『悅』讀

區」，讓找到好書的讀者可在涼風中的球場享受閱讀的愉悅。 

  
書展今年亦會同時舉辦「藝術文化魅力在灣仔攝影比賽」，歡迎全港市民以個人名義參賽，只需於 11 月 15 日

前，將相片作品（300dpi 以上的 JPEG 格形）以及 50-100 字的文字描述，連同姓名、電話，電郵至大會郵箱：

office@communitybookfair.com，比賽設金獎、銀獎及最具人氣獎各一名，可分別獲贈 HK$800、HK$500、

HK$300 現金書券，以茲獎勵。 

  

灣仔書展優惠多 吸引他區市民到訪 

為隆重其事，大會今日舉行了「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開幕禮（圖 2），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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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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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左 3）、灣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黃詠儀女士（圖 2 右 3）、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

副康樂事務經理蘇志聰先生（圖 2 左 2），以及香港書刊業商會會長李家明先生（圖 2 左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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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圖 2 右 1），向各界介紹是次書展內容和活動。 

  
伍婉婷議員表示，灣仔區議會當初本著「推動社區閱讀風氣」的宗旨與香港書刊業商會合辦「灣仔書展」多年，

高興看見灣仔區居民可以在修頓球場及銅鑼灣鬧市中，享受到閱讀的樂趣，令書展成為灣仔區一年一度的盛事。

去年入場人數已近 13 萬人次，今年加入多個文化活動工作坊，相信人流可有 5-10% 升幅。 

  
  
蘇惠良先生指出展銷的 10 萬冊特價書中，約有 70% 屬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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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十萬好書均特價 三大展區各有精選 

「閱讀在修頓」為方便市民選購，將會劃分出「八折新書特價區」、「$20 特價區」及「$10 特價區」，各有精

彩推介： 

  

1)   $10 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香港歷史系列

－穿梭今昔。重

拾記憶》香港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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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wanchaibookfair@gmail.com


台 

《傑出華人系

列》 

香港電台 

  

由港台電視部精心製作的皇牌節目，備受世界各地土生土長或移居海外的華裔觀眾

注目，屢獲殊榮，結文成書後，讀者可在文字中更深層地細閱貝聿銘、李安、白先

勇、查良鏞等傑出人士的成長故事，明辨一個非常人物所面臨的不同選擇，以裨益

個人智慧。(原價: $98) 

《玩轉思考法》 

畢華流 

曾獲「大富翁」全球冠軍的畢華流，在書中以多種遊藝活動說明，如何利用遊戲訓

練全方位及多元思考，適合親子齊齊閱讀齊齊玩。 (原價: $42) 

《頂級台灣自助

遊-景點、小吃

篇》 

王翎芳 （圖 3） 

在時尚及文化創意產業工作多年的作者，介紹許多一般遊客不知道的絕密小吃及景

點遍及台灣北中南東以及離島的最新吃喝玩樂，，更加入當地文化導覽及歷史意

義，開拓旅遊書新境界。(原價: $68) 

《阿飛正菜傳》 

鮑汁飛 

（圖 4） 

來自廣州的老饕 Philip「鮑汁飛」，因識食識煮獲奄尖出名的蘇施黃邀請，上節目

《蘇 GOOD》任客席主持而為港人認識，他在書中精選逾 40 道家常粵菜，類別涵

蓋海鮮、豬牛、家禽和蔬菜，如「家常燒茄子」、「蝦頭油冬瓜羹」、「薑蔥炒中

蝦」等，以最簡單明瞭的步驟和最實用的貼士，教讀者烹煮最有風味的廣州菜。

(原價: $88) 

  

2)   $20 特價區精選 （圖 5） 

書名 書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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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標籤 
大解密》 
石川美幸、南清

貴 

港人愈來愈注重健康，本書由專業食品營養專家監修，將平日在超市常見的食品分

為甜點、飲料、乳製品、牛奶、加工食品、日式食品六大類，詳細剖析其中的添加

物，揭開食物背後不為人知的秘密。 (原價: $98)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DAVID+ELLIMAN%E3%80%81HELEN+BEDFORD&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DAVID+ELLIMAN%E3%80%81HELEN+BEDFORD&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DAVID+ELLIMAN%E3%80%81HELEN+BEDFORD&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DAVID+ELLIMAN%E3%80%81HELEN+BEDFORD&f=author


 
 

《莎士比亞故事

集》 

漢斯-迪特爾．格

勒弗特 

莎士比亞戲劇是英國文化寶殿，但原文對現代人而言較為艱澀，作者將莎翁劇作改

寫成淺顯易懂的故事，但也摻入莎劇中的對白，保留原汁原味，是最佳莎劇入門

書。 (原價: $106) 

《西遊 降魔篇》 

周星馳、今何在 

  

著名西遊小說家今何在根據周星馳的電影《西遊》而改編，小說既繼承了無厘頭電

影鼻祖周星馳的搞笑衣砵，又融入了今何在獨特的思辯與悲情。書中更有大量珍貴

拍攝花絮相片及劇照。 (原價: $88) 

《社交日語》 

橋本司 

本書是為有一定日語基礎的讀者，在短時間內提高日語會話能力而編寫的。內容均

以在日本生活為背景，共選 20 個題材，分別為：寒暄、介紹與推薦、拜訪與接

待、迎送、鄰里相處、請求、購物、請客吃飯等。 (原價: $198) 

  

3)   八折新書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郵歷香江》 

何明新、吳貴龍 

（圖 6） 

  

郵票及郵品留下了地方的歷史印記，背後反映了該地方的文化、政治、經濟等狀

況。作者透過多款珍貴的紀念郵票、舊信件、老相片、地圖等，引領讀者走進香

港每個重要的歷史場景。(原價: $158, 特價 $126.4) 

《香港老店 

「立體」遊》 

鄧子健 （圖 7） 

以趣味繪本、立體手工、益智有趣 App 三種形式，生動地介紹活躍於五十至八十

年代的傳統店鋪，如當鋪、古玩店、紙紮鋪、補鞋鋪，讓不同年齡層的讀者，深

入認識昔日香港！ (原價: $148, 特價 $128.4)  

《心。魔－從心理

解構魔術》 

李澤邦、藍志豪 

  

因成為電視節目《魔法擂台》冠軍而廣為人識的李澤邦（Bond Lee），本身是美

國唯一魔術學院 Chavez Studio of Magic 的首位香港畢業生，曾贏得多個國際大

獎，和同樣酷愛魔術的註冊輔導心理學家藍志豪，教大家玩魔術，兼用心理學知

識，解構魔術的秘密；書中附魔術小道具。(原價: $168, 特價 $134.4) 

《Chocolate Rain & 

Denice Wai 手繪親

子食譜》 

Prudence & Chocolate 

Rain、Denice Wai 

在 Dessert Island 內，擁有無窮想像力和神奇 DIY 能力的 Fatina，和她的朋友仔

Chefo、Toffee、夢太郎和白日夢，一起享受烹飪的樂趣，他們穿梭於不同節日

中，將傳統的節日食譜，變得新奇有趣，希望鼓勵家長和小朋友一起烹飪，享受

美好節日之餘，也享受溫馨親子樂。 (原價: $98, 特價 $78.4)  

《愛在紙上游 -- 向

雪懷歌詞》 

向雪懷、簡嘉明 

書中收錄了 30 首動人的歌詞，由向雪懷談寫作的「緣起」，然後由他的徒弟簡嘉

明撰寫細膩的歌詞賞析，讓大家可以更深入了解這些膾炙人口的香港粵語流行音

樂經典，並細味八、九十年代的情懷。(原價: $98, 特價 $78.4) 

 

大師級人馬 主持 8 大免費文化活動  

除了好書以外，今年「2016-2017 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另一矚目焦點，必數於周六、日（10 月 15、16 日）

舉行的免費文化活動，兩日合共 8 場，大會邀請了多位作者親臨會場與大家分享交流，如集郵逾半世紀、著有



《郵歷香江》的香港警察郵學會前主席何明新先生，他將公開多年珍藏並向大家講述每項藏品的特點，和所代表

的香港重要歷史場景。《趣談香港街道》、《樂遊香港街市》的作者爾東，會與大家分享香港街道及街市的有趣

故事。而「魔法之王」李澤邦（Bond Lee）和同樣熱愛魔術的註冊輔導心理學家藍志豪，會教授大家小魔術，

還會以心理學角度為魔術揭秘。茶博士胡偉清先生會教現場觀眾分辨茶葉真偽、教授不同茶葉對身體有甚麼不同

的功效，以至討論茶葉升值潛力。而早已揚名國際的香港藝術家 Chocolate Rain（麥雅端），也會教小朋友繪畫

她筆下最著名的插畫角色法天娜，歡迎家長陪同參加，共享親子樂。此外，還有深得青少年喜愛的作家君比、資

深粵劇導師林明輝先生，以及香港著名的氣球藝術師小榆，都會來到書展現場與大家分享交流。8 個文化活動適

合不同年齡層、不同喜好的市民參加，讓大家度過輕鬆又充實的周末，活動詳情請參看下表： 

  

「2016-2017 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文化活動一覽表 

10 月 15 日（星期六）活動                                                          

郵歷香江－郵品中的 

百年香港史** 

時間: 2:00-3:00PM 

地點: 悅讀區 

香港警察郵學會前主席何明新，擁有十多萬枚珍貴郵票及郵品，內

裡包含各地政經文化、風景人情。香港自 1841 年開埠即有郵政服

務，郵品亦見證了 170 多年的社會變遷，是真實的歷史印記，何明

新會詳加介紹他的藏品，引領讀者走進香港每個重要的歷史場景。 

粵曲藝術大賞 

時間: 3:00-4:00PM 

地點: 會場舞台 

著名粵曲伴奏樂師林明暉，教授粵曲逾廿年，為改善學生唱功，致

力研究粵曲的聲樂理論及發聲技巧，發展成一套獨特訓練方法。林

老師將透過精彩的粵曲表演，示範呼吸、運聲、咬字、行腔等演唱

技巧。 

親子扭扭樂 

時間: 5:00-6:00PM 

地點: 會場舞台 

著知名香港氣球藝術師小榆，於多個專業國際氣球藝術賽事獲獎，

他除了會為在場小朋友示範扭扭氣球的各種技巧，還會扭出趣緻公

仔送給大家，共度一個愉快的週末。 

君比「夜青天使」 

簽名 x 分享會** 

時間: 5:00-6:00PM 

地點: 悅讀區 

任職中學教師多年、廣受青少年歡迎的作家君比，將守護「夜青」

的熱心社工，與那些深夜不願歸家或無家可歸，流連街上的年青人

故事，寫成系列作品，感動無數人心，他將在書展中與書迷見面，

分享寫作中的所見所聞，以及舉辦簽名會。 

10 月 16 日（星期日）活動                                                         

「樂遊香港」分享會** 

時間: 2:00-3:00PM 

地點: 悅讀區 

熱愛遊走香港巷弄的爾東，著有《趣談香港街道》、《樂遊香港街市》等

書，這次他會和大家分享他在「濕漉漉、污糟邋遢」的街市中發掘到的香

港特色和有趣故事，也會講述街道地名起源，讓大家對香港歷史加深認

識。 

從茶道看自己 

時間: 3:00-4:00PM 

地點: 會場舞台 

茶博士胡偉清，會以即場示範教現場觀眾分辨茶葉真偽、討論茶葉

升值潛力，並分享不同茶葉對身體有甚麼不同的功效。 

齊齊來學畫法天娜** 

時間: 4:00-5:00PM 

地點: 悅讀區（圖 8） 

因在設計方面表現出色而榮獲香港十大傑青的 Chocolate Rain 創作總

監麥雅端，會教小朋友繪畫她筆下最著名的插畫人物 Fatina，並透過

Fatina 的故事，讓小朋友學習從別人的角度出發，為別人設想。 

<心。魔－從心理解構

魔術>分享會暨魔術表

演 

時間: 5:00-6:00PM 

地點: 會場舞台 （圖

「街頭魔法王」李澤邦和註冊輔導心理學家藍志豪，兩個 80 後年輕

人，同樣酷愛魔術、同樣畢業於心理學系，前者用魔術娛樂大眾，

後者更會將魔術滲入兒童情緒輔導之中，幫助有情緒及專注力問題

的孩子。他們會教大家玩魔術，也會教大運家用心理學解構魔術的

秘密。 



9） 

費用：全免 

查詢：6573 9463 

備註：**為有限制人數的活動，需憑籌參加，活動籌號將於活動當日上午 10 時開始，於大會攤位

（軒尼詩道大會入口旁）領取，先到先得，派完即止。詳情可瀏覽：www.communitybookfair/programme 

  

「2016-2017 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詳情 

日期：    2016 年 10 月 14 日 至 2016 年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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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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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