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即時發佈                 2018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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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在修頓》新聞發佈會 
新聞稿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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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仔書展 ─ 

閱讀在修頓》今年踏入第十四屆，並定於 10 月 12 日至 14 日假  灣仔修頓遊樂
場舉行。適逢「香港書刊業商會成立 30 周年」，這項區內的年度標誌性盛事，除
了為市民帶來 10 萬冊售價低至$10、$20、$30 的特價書及八折新書外，更繼續以
「認識香港，遊走灣仔」為主題，特別籌備多場供市民免費參與的「文化導賞團」
及今年新增的「文化藝墟」。 
 

《灣仔書展 ─ 閱讀在修頓》今屆共有32家出版社合共提供逾10萬冊書籍展
銷，全部以優惠價出售，大會特別於今天（10月4日）早上11時假  灣仔區議會
會議室舉行《閱讀在修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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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刊業
商會理事陳超英女士及香港書刊業商會成員楊思朗先生，向各界介紹是次書展的
內容和各項優惠。他們更一同預祝《灣仔書展 ─ 閱讀在修頓》成功舉行，將閱
讀文化推廣至不同階層的巿民。 
 

是次《閱讀在修頓》新聞發佈會由新城知訊台節目主持陳美思小姐擔任司儀，
司儀邀請灣仔區議會主席 - 吳錦津議員 BBS,MH,JP 為大家致辭及分享今年《灣
仔書展 ─ 閱讀在修頓》的活動概念。吳錦津主席表示，免費入場的「灣仔書展」，
在出版社及書商協力提供眾多優惠之下，有利於推動閱讀風氣，不但受到區內居
民歡迎，更吸引到其他地區的市民到訪，去年入場人次達到 15 萬。今年新增「社
區書展 x CRECRA 文化藝墟」，提供手作設計相關的商品，讓巿民選購心水好書
之餘還可以逛逛市集，支持本地手作。相信人流可有 5-10%之升幅，預計今年入



 
場人次超過 16 萬。蘇惠良先生指出展銷的 10 萬冊特價書，分佈在三個特價區，
約有 70%屬$1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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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趣和需求。使在場來賓對活動
有基本的認識。 
 

除此之外，更有很受讀者歡迎的「文化導賞團」活動，包括「寫生繪景遊」、
「街道趣賞遊」及「文學地景遊」3 個行程，並邀請作者擔任導師，讓參加者跟
著他們的書籍作品，在 90 至 120 分鐘的行程裡，認識灣仔社區內具保育價值的
建築物，從中了解香港的歷史發展及人情味故事。其中「寫生繪景遊」的互動行
程，插畫師慧惠（Wai Wai）將與參加者速寫這區在城市發展下的今昔面貌，例
如陪伴不少灣仔人成長的北帝古廟與藍屋。 
 

為配合「本地藝術」主題—「認識香港，遊走灣仔」，今年灣仔書展特別設置
主題區，精選十多本作品，內容包括﹕工藝、本地文化、歷史及視覺藝術多種類
別，希望讓讀者選購及閱讀這些作品，從而發現和重新認識香港人文藝術的各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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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書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香港風情畫——

八十年代的那人．

那事．那景 》 

釋本有 

香港僧侶釋本有透過四十多幅獨特的彩色繪圖和幾十幀黑

白短篇漫畫，回顧香港人八十年代的生活點滴，包括上茶

樓、到街邊遊樂場、去戲棚、住舊唐樓……新一代人看上去

覺得不可思議，對那一代人卻是一去不返的美好回憶。  

（原價︰HK$138，特價︰HK$110.4）  

《香港視覺藝術家

（1970-1980）──

新水墨運動後的實

驗與挪移 》 

文潔華  

透過訪問六位香港視覺藝術家，包括靳埭強、畢子融、呂振

光、江啟明、梁巨廷及蔡仞姿，探討七十年代以後，「新水

墨運動」對香港視覺藝術語言發展的影響，從側面閱讀香港

七、八十年代的視覺藝術史。 

（原價︰HK$118，特價︰HK$94.4） 



 

《小店見學》傳統

技藝承傳系列》 

梁敏菁 

 

「見學」沿自日語，意謂實地探訪工匠參觀學習。「小店見

學」旨在紀錄區內小店傳統技藝，將之進一步深化應用於社

區，包括︰手雕蔴雀、繡花拖鞋、街頭書法、小巴膠牌、膠

片招牌、活版印刷、馮滿記、老實公司朱義盛及文具舖。 

（原價︰HK$390，特價︰HK$312） 

《霓虹黯色-香港

街道視覺文化記

錄》 

郭斯恆 

 

「霓虹黯色」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之信息設計研究室的霓虹

招牌研究專案之一，由 2015 年 8 月開始，研究團隊透過

攝影記錄了超過 500 多個還未拆卸的霓虹招牌，好讓讀者從

照片中窺探各行各業的視覺文化和本土美學特色。書中將集

中分析現存霓虹招牌的視覺美學，及從中所催生的香港消費

文化，也帶出每區的消費模式轉變，並探討霓虹招牌如何豐

富我城的街道空間，延伸我們的集體回憶。 

（原價︰HK$268，特價︰HK$214.4） 

《香港非物質文化

遺產──風俗傳承 

延續工藝》 

何耀生 

 

本書深入介紹了各種香港傳統習俗及工藝，包括一些市民難

得一睹、媒體亦甚少介紹的風俗及工藝，例如上水鄉六十年

一度的清醮、春秋二祭食山頭儀式、製香工場、傳統紙紮等，

所有篇章均輔以圖片，使人對儀式及工藝製作過程一目了

然，更為歷史留下見證。 

（原價︰HK$78，特價︰HK$62.4） 

《香港地區報

──18 區文藝地圖》 

鄧家宙、Carmen 

Ng 

本書以漫遊香港 18 區為主題，結合本地年輕插畫家 Carmen 

Ng 的插畫，以及香港史學會鄧家宙博士闡釋掌故的精練文

字，細味四百多個歷史文化古蹟、地標建築、文青藝術潮流

據點及郊遊玩樂點，輕鬆地來個深度的風俗歷史文化遊。 

（原價︰HK$198，特價︰HK$158.4） 

 
 
 



 
 
2) 8 折新書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邨越時光——一

種屋邨情懷》 

梁瑋鑫 William 

Leung 

屋邨就是社會的縮影，建築風景與人文生活相輔相成，每每

可從細微之處找到有趣的地方。一個平平無奇的窗口，也記

錄著歲月痕跡，新照片經過時間發酵、發黃，成為歷史的最

佳見證。 

（原價︰HK$198，特價︰HK$158.4） 

《環球極光攻略》 

黃莉娜 

作者綜合其歷年來暢遊全球多國追蹤極光經驗，結合實地考

察和科學資料，從多角度引證而推翻坊間各種謬論，為讀者

介紹正確的極光知識，以及最全面、最實用的極光追蹤和攝

影攻略。全書收錄近 160 多張令人激賞的相片，包括奪得國

際攝影大獎的極光作品，作者更分享了拍攝技巧和心得。書

中以顏色標籤區分不同內容，包括：「基本知識」、「研究心

得、「觀賞須知」、「攝影解說」、「旅程活動」和「日間景點」。 

（原價︰HK$118，特價︰HK$94.4） 

《蝦米隊長辦公

室》 

吳天慧 

有人愛的貓，總會可愛。患上「世界上有千千萬萬隻貓 覺

得自己隻貓最可愛病」的貓奴 2 號，與老公貓奴 1 號，在某

年平安夜將唐貓「蝦米」帶進倆口子的家、帶進自己的生命，

為分享「支持領養 愛護唐貓」訊息，以及人貓相處故事（糗

事）而成立 Facebook 粉絲專頁《蝦米隊長辦公室》，短短

兩年半就吸引了超過 8000 名「米粉」！不久，這個家庭還

添了新成員「茄 B 副隊長」，蝦米自此貓 B 共融！願你看完

這本書，在「世界上千千萬萬隻貓」中領養到「最可愛」的

貓！ 

（原價︰HK$88，特價︰HK$70.4） 



 

《孩子愛發問》 – 

動物大集合 

 

以海洋公園全新吉祥物 whiskers and friends 帶動學習，增

加趣味性。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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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出發了》 

曹慧思、董光磊 

第一本高鐵 STEM 學習讀物，以小讀者的第一視線，從香

港出發到北京，「路途」上邊欣賞風景，邊了解科學知識。 

模擬一段從香港出發至北京的高鐵旅程，縱橫中國南北，一

路欣賞沿途風光，一路探索與學習高鐵的科學知識。 

（原價︰HK$78，特價︰HK$62.4） 

 
3) $10 或$20 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藏在地球裡的秘

密》 

詹姆斯．布魯吉斯 

譯者 楊曉霞 

本書主要申述與全球化現象有關的議題，涵蓋環境、政治、

經濟等範疇。各篇內容短小、精要，觸及問題關鍵。本書並

可作為高中學生學習通識教育科「全球化」及「今日香港」

單元之參考。 

（原價︰HK$88） 

《閒暇、海濱與海

浴：香江游泳史》 

潘淑華、 黃永豪 

香港的歷史與海是分不開的。從開發海濱開始，到華人熱衷

於游泳，游泳團體相繼成立、香港人參與游泳競賽，見證的

除了香江的游泳發展外，亦見出香港社會和對民族的觀念慢

慢改變。游泳這項運動的效應亦如水花四濺，不但改變了大

眾對展示身體的看法，從淺水灣的發展中，更可看到香港社

會與歷史的種種變遷。 本書談的是游泳，也不止是游泳。

從海浴場的建設開始，說到每個參與游泳活動的倡導者、泳



 

手，這既是一個有趣的研究課題，也是活生生的，由每個人

在水面上劃過的痕跡。 

（原價︰HK$88） 

《歐洲芝味--米芝

蓮星級餐廳巡禮》 

陳家康、肖瑩瑩 

本書兩位作者走遍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奧地利、

瑞士，親身旁問了十五間米芝蓮星級餐廳，除品嚐美食外，

更跟大廚直接對話，到底他們的心路歷程是如何走來、他們

對米芝蓮和烹飪有甚麼理念、美食背後到底包含着那個國家

的甚麼文化價值，帶領讀者走出餐桌，深入廚房內部，尋找

星級榮譽背後的故事。 

（原價︰HK$128） 

《敢活 120 歲》 

趙鳳琴 

本書作者憑多年行醫和做醫學研究的經驗告訴你，只要願

意，每個人都可以掌握長壽健康之道，以活到 120 歲為目

標﹗本書提供具醫學證據支持的健康保養訊息，教你簡單秘

訣，從日常飲食、生活作息、情緒管理、頭腦訓練等入手，

達致全面的健康，就是身體機能、腦部和心理都要健康﹗ 

（原價︰HK$75） 

《純真年代》 

Edith Wharton 

本書描繪了 19 世紀 70 年代紐約上流社會的生活秩序和一段

刻骨銘心的戀情，這份戀情受制於社會成規而混合了渴望、

煎熬、絕望，以及無私的期許，它在現實中走投無路卻在愛

人的心裏燦爛終老。另外附有專章介紹歷史背景和相關社會

風貌；並指導讀者通過互聯網延伸閱讀，增進知識。  

（原價︰HK$52） 

 

4) $30 特價區精選： 
書名／作者 書目內容／價錢 



 

《工廈裡的人》 

蔡曉彤、林茵、黃

熙麗 

訪者嘗試深入工廈，於工廈人的工作室中遊走，透過訪問工

廈內的不同創意單位（包括音樂演出場地、手作/設計工作

室、室內滑雪場……等不同範疇），在不一樣的城市天空下，

細味工廈人的故事…… 

（原價︰HK$118） 

《坐困愁城：日佔

香港的大眾生活》 

周家建 

本書透過一百多件珍貴的日佔香港的民間藏品，包括租單、

電費單、水費單、土地稅單、房產稅單、保險庫收據、股息

單、馬票、馬牌、電車票、巴士票、輪船票、明信片、通用

郵票、報刊廣告等，並輔以適量的文字解說，希望能讓讀者

對「三年零八個月」的市民生活有深入的認識和瞭解，從而

銘記這段老一輩香港人難以遺忘的艱苦歲月。 

（原價︰HK$168） 

《Quality English 

Learning for Kids 

- Step II （3 本套

裝）》 

《Quality English Learning For Kids II》節日三冊套裝系

列，適合七至十歲的小朋友閱讀。全套含 3 本彩色兒童英語

讀物，全部離不開世界各地的節日。本套裝包括 A Halloween 

Party, Christmas Fun and Festivals。整套讀本從節慶的歡

愉氣氛出發，全部圖文並茂，深化小朋友對生詞的記憶。每

本書附一張 CD，由外藉人士朗讀故事及練習，供小朋友邊

讀邊聽，亦可供家長作親子閱讀。結合聲文的閱讀，更有效

培養聽說能力。 

（原價︰HK$117） 

《Quality English 

Learning for Kids 

- Step I（6 本套

裝）》 

含全彩色兒童英語讀物 6 本，有故事讀本、圖畫讀本、戲劇

讀本及互動讀物四大類，適合七至十歲兒童閱讀，故事包括

Freddy Finds the Thief、The Jungle Book、The Canterville 

Ghost、Space Monsters、Two Monsters、Zed the Magician。

每本圖文並茂，形式多樣化。 

（原價︰HK$204） 



 

《讀名著學英文套

裝》 

本輯包括《名人傳記》《名家哲學》、《飲食趣談》、《名人遊

蹤》、《歷史文學》、《名劇獨白》六本書籍，介紹六個不同方

面的一些英語名著精選，讓讀者在輕鬆有趣的閱讀中，接觸

世界名人名著，欣賞英語經典作品。 

（原價︰HK$192） 
 
文化導賞團活動一覽表 

導師及作品 活動內容 

慧惠 Wai Wai 
《給油麻地的情
書》 

灣仔寫生繪景遊（2018 年 10 月 14 日） 

在商廈林立的灣仔中，隱藏著多座陪伴香港成長及演變的歷
史建築物，包括北帝廟及藍屋。 

導賞團將引領參與者穿梭灣仔街巷，通過寫生細緻探索及發
掘記載其中的歷史痕跡。最後，參與者將分享成品，重塑心
中的灣仔。 

余震宇 
《壹街一個故事》 

灣仔街道趣賞遊（2018 年 11 月 3 日） 

「點解灣仔咁多故事？－－帶你遊覽灣仔街道」 

開埠之初，灣仔原是商貿重鎮。經歷百多年發展之後，今日
已成商住混合的區域。是次講座，先於室內講述灣仔街道的
故事，然後進行實地考察，務求知識與實踐結合，親身接觸
香港歷史，適合對灣仔歷史認知較淺的市民參加。 

阿三 
《疊印──漫步香
港文學地景》 

灣仔文學地景遊（2018 年 11 月 11 日） 
灣仔是不少人的生活場所，亦遍佈今昔文學的縱影。本文學
漫步以書寫灣仔的文學讀本為軸，遍談灣仔生活的各個面
貌；從作家視角的再現與想像，讓參與者細閱城市發展下文
字細膩的質感。 

 
第十四屆「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6 場文化活動一覽表 

10 月 13 日（星期六）活動          

14:00-15:00 手雕蔴雀．小店見學 大眾耍樂「打蔴雀」曾是香港人不可缺少的
消遣，每隻蔴雀上的圖案看似平凡，昔日卻



 

是師傅逐一雕琢而成的工藝品。隨著機雕蔴
雀的出現，香港現今僅存的手雕蔴雀師傅寥
寥可數。快富蔴雀的蘇國雄師傅學師將向大
家示範手雕蔴雀技藝，參加者可一起體驗於
蔴雀牌上色及剷油，「見學」箇中的精工細
藝。 

15:30-16:30 自製一本故事書 一張紙折出一本書，通過自己親手做一本迷
你書，明白書籍的簡易做法，更可藉此增加
小朋友對閱讀及寫作的興趣，完成後更可鼓
勵小朋友自己創作一個小故事，寫在自製的
書中，變成一本獨一無二的故事書。 

17:00-18:00 小恐龍去野餐 - 桌上
學習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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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輩溝通和合
作精神 。 

10 月 14 日（星期日）活動          

14:00-15:00 科學小博士親子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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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16:30 聯想記憶溫習法 三位作者透過講座分享《圖解聯想記憶法—
歷史．中英文生字．英語文法．日語五十音》
書中不同的「聯想」方法(如:把熟悉資訊與
新資訊結合、把抽象的事物化成具體影像、
把冗長的資訊簡化等)，運用日常生活的具
體例子，教授讀者掌握在有限的時間內記下
大量資料的方法。 

17:00-18:00 「畫出貓星人」創作 由《肉球的呼召 - 100 個你不敢問貓義工的



 

分享＋齊齊畫 問題》及《內有肉球 小心抱緊》繪本的作
者貓奴 2 號 Fifi，與小朋友分享流浪貓「蝦
米隊長」獲救故事、繪本創作經歷、與及即
場與小朋友畫貓貓，創作屬於小朋友的「10
貓圖」。 

 
 
 
「2018-2019 灣仔書展──閱讀在修頓」詳情 
日期：2018 年 10 月 12 – 14 日（星期五 至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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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書區 - www.communitybookfair.com/2018-19themebook 
文化活動 - www.communitybookfair.com/2018-19southornprogramme 
文化導賞團 - www.communitybookfair.com/2018-19southorntou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