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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入場掃 書展人流彈
展商「自組書」可即場訂製 隨時問App反應熱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楊喆彤）書展日昨日踏入第二
天，有書商指首天人流及銷情均較往年遜色，相信是受文憑
試放榜影響，樂見次日的人流已恢復往日水平。為吸引市
民、書迷惠顧，各參展商均各出奇謀。有年輕作家首次出書
便取得到好成績，亦有補習機構推出即時答題應用程式吸引
一眾莘莘學子，更有出版社以網上平台形式推出「自組
書」，希望令更多人買到心頭好。
記者現場所見，書展次日的人
就流較首日更多，多間書商指今

年首日銷情及人流均較往年差。三
聯書店負責人指首日人流較去年減
少 30%至 40%，相信是受首日遇上
文憑試放榜，令不少學生家長無暇
參加書展，但整體銷情與往年相
若，人均消費約150元。商務印書館
負責人莫逸風則指銷情穩定，當中
教育書類最暢銷的為《趣味學古
文》，因以漫畫形式教授來年高中
生必考的 12 篇文言文範文而大受歡
迎；榆林書店的內地、港、台書籍
以低至7折吸客，負責人徐小姐指台
灣書最好賣，人均消費額約100元，
符合預期。

「只賣一書」好銷「路」
香港文藝出版社標明是只售「一
書」的出版社，特意為出版香港作
家聯會成員黃向明的歷史長篇小說
《路》成立，書中描述了中國自
1949 年至 1978 年的歷史里程，是次
書展屬首次公開發售，包括原著中
文版一套4本，及已翻譯的英文版第
一冊，截至昨日下午 3 時許，100 套
中文版已售出約 30 套，銷情比預期
理想。
知博士教育出版與多間大型出版
商合作，於全港首推「自組書」，
透過網絡平台推出自選組合的烹飪
食譜、教科書及教材。負責人夏羽
舉例說，若市民在買食譜時陷入兩

難狀態，可透過網絡平台自行組合
想要的章節，之後再到快圖美門市
領取印刷完成的自組書。以售價 70
多元的食譜為例，相同頁數的自組 ■DSE 放榜後，書展第二天的人流顯著回升，較第一天多了 ■市民大舉搜購心儀書籍，顯得
書售價約貴 30%至 40%；教師亦可 不少年輕人進場「掃書」。
劉國權 攝 「手忙腳亂」。
劉國權 攝
因應課程需要自編教材，靈活性更
大。夏羽續說，書展開幕首兩天，
攤位吸引部分客人在網上下單訂
書，市民若有需要亦可即場訂製
「自組書」。

開幕兩天吸逾 400 人下載程式
適逢文憑試放榜，高中生教材及
試題大受歡迎，其中補習機構
Snapask 推出讓高中生隨時問問題的
應用程式，並由700個本地大學生擔
任線上導師回答問題。負責人 Philip
透露，書展開幕兩天吸引逾400人下
載應用程式，反應頗為熱烈，期望
展覽結束後用戶數目可由 1.2 萬個增
至 1.4 萬個。將升讀中六的劉同學指
往年逛書展「有行無買」，今年則
為加強應試能力一口氣買了 4 本英
文、通識及經濟科的試題練習，期
望通識科可取得5級成績。
此外，不少市民趁着書展有特
價，伺機入貨。就讀中四的 Pinky 喜
愛讀偵探懸疑小說，與父親以不足
300 元買下 6 本小說，因書展買書有
7 折「幾抵」。自海外回港的 Avila
花了逾 800 元，一口氣買了 13 本林
詠琛的著作，為的就是買齊一套心
儀作者的書。

■中四的 Pinky 愛讀偵探懸疑小
■補習機構 Snapask 推出讓高中生隨時問問題的應用程式， 說，與父親以不足 300 元買下 6
以化學實驗吸引市民。
楊喆彤 攝 本小說。
楊喆彤 攝

■從英國回港的張小姐在舊雜誌《鬼世界》中發 ■升中二的吳同學及許同學，經過售賣舊書的
現未讀過的倪匡作品，非常驚喜。 楊喆彤 攝 攤檔時買了舊車票及舊戲票。
楊喆彤 攝

年輕作家創作賽 助 歲台生圓夢

■第五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得獎者合影。林嘉敏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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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嘉敏）不少
年輕人均有「作家夢」，但同樣面對苦無
出版商替他們出書的困境。有機構舉行年
輕作家創作比賽，幫助兩岸三地 8 位年輕
人圓夢。來自台北、年僅 13 歲已成為歷屆
比賽中最年輕得獎者的賴迎曦為準備小學
畢業的獨立專題，深入研究達悟族文化，
根據觀察所得轉化成小說，寫成《飛魚神
的信差》。三聯書店負責人表示，《飛》
一書在書展首天已售出逾 80 本，成績相當
不俗。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新閱會及香港
三聯書店共同舉辦的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每兩年舉行一次，今年已踏入第五屆，並
於昨日在書展內舉行得獎作品點評會，讓
年輕作家分享創作點滴。另一名得獎者、
任職老師的關嘉利透過自己移居來港的故
事，以 7 封書信的形式寫成《七年》一
書。關嘉利在 2006 年時被父母安排由家鄉
廣州開平來港生活，經歷「想回去」、
「回不去」及「想留下」3 個階段，當中
矛盾的情感變化讓她更明白自己的根已深
扎在香港，「是香港的一分子」。

老師《七年》細訴新來港者困境

對於日趨激烈的香港與內地的矛盾，關
嘉利認為問題緣於雙方都只聆聽自己一方
的聲音，不願再多踏出一步，「只要理性
溝通，誤會就能解開。」她期望透過此
書，以過來人身份，鼓勵有同樣經歷的新
來港人士勇敢面對自身處境，並要保持開
放態度看待每件事，同時希望社會能理解
新來港人士的困境。
香港三聯書店副總編輯李安指出，比起
自資出版，同類比賽能為年輕作家提供一
個團隊協助，相信能令「新手」有更明顯
的進步。主辦機構將為 8 本得獎作品發行
台灣版及內地版本，並邀請得獎者到兩岸
三地出席各類活動，讓不同領域的年輕作
者作文化文流。

「半百」舊書店 老少齊「尋寶」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林嘉敏、楊喆彤）書展
內幾乎人人都在搜購新書，但在芸芸的書攤之中，
一間舊書店卻吸引不少人駐足觀看，埋首「尋
寶」。神州舊書文玩有限公司負責人歐陽文利自
1966 年起就經營中文舊書專門店，至今已有逾半世
紀，其書店主要以回收及買賣舊書為主，但回收的
產品卻非常多元化，例如報紙、地圖、海報等，應
有盡有。
歐陽文利不時因尋找舊書而與「書友」結緣，著名作
家小思更為「常客」之一。他指小思喜愛本土情懷，每
月都有一、兩次到柴灣的門市買書，員工更指小思在書
展首天時已到攤位內購買逾 20 本書，以表支持。別以

為只有老一輩喜歡舊事舊物，其實不少年輕人皆是「捧
場客」之一。從英國回港的「倪匡迷」張小姐在書檔尋
得舊雜誌《鬼世界》，發現未讀過的倪匡作品，意外尋
到「寶」的她非常驚喜，加上一本二手書《三毛傳》只
需85元，她認為價錢很合理。
另有市民認為平日難得一見舊書舊報紙等物，更有不
少年輕一輩為圖個新鮮，特地買回家留念。霍小姐特地
按一家四口的生日挑了 4 份舊報紙回家收藏，還有一本
昔日學習用的舊書。吳同學及許同學今年升中二，經過
售賣二手書及舊書報的攤檔時覺得很特別，各自買了一
張舊車票及舊戲票回家收藏，吳同學更笑言或許車票過
幾年後會更值錢，紀念價值更高。

港長者生活質素 全球排廿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妍）辛勞大半生，不少
長者都希望有一個快樂的晚年。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
學研究所按照「全球長者生活關注指數」的計算方
法，評估本港長者的生活質素。結果發現，本港長者
的生活質素在全球 97 個國家及地區當中排行第二十
四位，首三位分別為挪威、瑞典及瑞士；中國內地則
排行第四十九，阿富汗則為榜末。
「全球長者生活關注指數」由 13 個指標組成，主
要分為長者的收入保障、健康狀況、能力及有利環境
4 個領域。該指數於 2013 年起每年評估逾 90 個國家
及地區老年人口於社會及經濟方面的福祉，佔全球
60 歲或以上人口的 91%。然而，該指數並無包含香
港的數字。中大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使用本港政府的
統計數據，以及透過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向 1,200 名
長者進行問卷調查，再採用同樣的方法計算本港的整
體及各領域的指數及排名。
中大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管理委員會成員黃洪昨
日在記者會上指出，經計算後，香港在全球 97 個國
家及地區中排第二十四，屬表現良好。在 4 個領域
中，香港的全球排名，分別為第四（有利環境）、第

九（健康狀況）、第三十三（能力）及第七十五（收
入保障）。

健康壽命入三甲 貧窮福利大落後
他續說，在公共交通使用、人身安全、60 歲人士
的預期健康壽命、 60 歲人士的預期壽命及人均本地
生產總值的指標中，本港更打入三甲。不過，本港在
老年人貧窮率排行第九十五，老年人相對福利排第九
十一、相對心理健康排第七十九及社會關係排第七十
三，表現頗為遜色。
他解釋，老年人貧窮率會受該地區的收入中位數
影響，而本港的收入中位數以 1 人、2 人及 3 人家庭
等作統計，而大部分長者的收入是與 1 人及 2 人家庭
作比較，他們的收入中位數一定是較低，因此增加老
年人貧窮率。
整體而言，黃洪認為本港老年人的身體大致良
好，也滿意社會的基本設施，惟他們的收入保障、心
理健康及社會關係方面仍有改善空間。他建議當局可
為長者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以及建設長者友善社區，
讓他們建立社交網絡，提升心理健康質素。

港零售象牙製品數量冠全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鄒詠詩）非洲每小時有
4 隻大象被獵殺以滿足亞洲地區對象牙的需求，有動
物團體昨日發表報告指，本港的象牙製品數量為全球
之冠。調查發現全港共有 72 間象牙店舖，30,856 件
象牙製品出售，主要買家為內地遊客，最常見的象牙
產品為首飾，其次是小型雕像。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高級主任（野生動物罪行）勞敏惠指出，該些象
牙產品體積細小，容易走私，因而最受歡迎。
英國關注大象生態組織「拯救大象」昨日在香港
發表《香港的象牙—零售量雄踞全球》報告，指香港
供零售的象牙製品數量為全球之冠，遠超曼谷、紐
約、廣州等城市。機構於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期間，
派員到 72 間位於九龍及港島主要遊客區的店舖視
察，發現共有30,856件象牙製品出售。

首飾雕像居多 體積小走私易

報告指，最常見的象牙產品為首飾，佔總數的
57%，其次是佔31%的小型雕像。勞敏惠指出，兩項
產品的共通點為體積細小、易於收藏及運輸。調查員
在與商人對談時發現，本港逾 90%象牙製品均由內
地遊客購買。她又指，若內地遊客遵循合法途徑攜帶
象牙製品出境，需分別向漁護署及內地海關申領許可
證，惟漁護署於 2014 年至 2015 年間僅得 59 宗有關申
請，反映走私情況嚴重。
另外，因內地買家需求上升，香港象牙製品的零
售價格較 4 年前同類調查上升逾倍，顯示本地象牙
買賣市場蓬勃。惟漁農署數字顯示，象牙儲備現存
大約 111.3 公噸，數量在過去 4 年均沒有顯著下跌。
勞敏惠憂慮商人在合法象牙中混入走私貨品出售，
促請政府嚴格控制象牙加工與貿易，直至買賣完全
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