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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打力結合科技做書
出版界迎戰「
出版界迎戰
「指尖時代
指尖時代」
」
日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聯合「香港金閱獎」共同發佈了「香港人『閱讀習
慣』」問卷調查的調查結果。據最新數據顯示，近六百位受訪者中，約半數將自己
大部分的閒暇時間用於瀏覽社交媒體中的各類轉帖和文章，同時有 77%的受訪者認
為，在網上看新聞或經由社交媒體獲取最新資訊，也算是閱讀的一種，可見「指尖
下的閱讀模式」不但已被港人所廣泛接受，甚至可以說是不少民眾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面對網絡世界所發出的挑戰，本地的作家、出版人也不甘示弱，他們紛紛
改變思路，轉戰「線上」，以期打通「虛實兩界」，開發全新閱讀體驗。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僖

據「香港人『閱讀習慣』」調查報告顯示，港人
閱讀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分別為生活過於忙碌無

暇閱讀(47%)；網絡上可快速獲得與實體書相同卻免
費的資訊(43%)；以及目前市面上，除書籍外仍有非
常多可供選擇的娛樂項目(37%)。萬里機構出版有限
公司董事梁嘉麒表示，今年可謂是出版界的轉捩點，
連一向不愁市場的旅遊書都節節敗退，而紙質書銷量
的下滑則確實與電腦、手機等智能科技產品的不斷發
展有關。本港電玩遊戲始祖兼旅行作家項明生更把文
字表達列為「e 世代」四大傳播媒介的初始版本，他
說：「如果你曾留心觀察社會媒體如『facebook』近
年來的發展，就會發現網絡上最能有效獲取關注的人
早已不再是『文字玩家』，先是圖片取代文字，然後
圖片又受到視頻的衝擊，現在最受追捧的則是現場直
播。而我們身為寫手和出版人又怎能仍固守 facebook1.0 和 2.0 的陣地——僅以輸出文字為主，輔以圖
片謀發展？」

讀者參與製作 穿梭不同媒介
為能在出版前吸引潛在讀者群的注意力，網絡達人
項明生果斷拋棄了傳統作家閉門造車的創作方式，他
不僅自己玩轉「facebook」，還以各種社交網站的個
人主頁為平台，發起書名、封面，甚至內容的粉絲投
票，令讀者也有機會參與新書製作。網站上動輒數百
的點讚、留言、意見發表則既能拓寬作家思路，又能

起到良好的低成本宣傳效果，進而逐步累
積買家。此外，每當有新書面市，項明生
還會緊貼時代潮流，舉行實時直播發佈
會，一次性聚合來自世界各地的讀者共同
交流。「老實說這個主意並不是我想出來
的，借鑒的是台灣作家九把刀在拍《那些
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時的籌資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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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改變，一樣樂意為優秀的作品花錢， http://www.bookawards.com.hk/
所以業界無須悲觀，反而應積極轉型。」
項明生開朗地說。
者是被忘記和淘汰，而實體書無論如何都真實地存在 作家一步步完善企劃，留住讀者的心。
人氣網絡作家薛可正三年前爆紅於高登討論區的小 着，它能給有需要的人留下更長久的影響。」
而老牌出版社萬里機構去年則攜手日本旅遊集團
說《男人唔可以窮》便正如有與會嘉賓所言，曾兩度
JTB，建立了跨國電子平台。讀者可透過購買旅遊
打通線上線下 市場決定市場
跨媒介成功轉型——從網絡出發邁向實體出版又被拍
書，進入手機應用程式掃描 QR Code，登記成為會
攝為電影。由於書中故事皆由薛可正依照個人經歷所
和那些銳意創新的作者一樣，近年來本港大大小小 員，兼讀實體書與電子書之餘，獲取更多旅遊資訊以
撰寫，用情至真，所以感動了大批網民，2013年獲出 的出版社也開始主動出擊，嘗試借力打力運用新科技 及在地飲食、交通優惠。這種線上線下兩位一體的旅
版後，僅四個月就加印了六版，銷量過萬，更一度登 補充傳統出版的短板。譬如，今年五月才成立的「出 行指南，好處在於能有效控制成本，同時豐富了書中
上了商務印書館及三聯書店暢銷書排行榜的第一位。 一點」文創有限公司嘗試通過網絡集資的方式來拓展 的內容。
當被問及為何堅持要出紙本書，薛可正這樣回答： 資金來源，希望能為新晉作家及小眾題材作品打開市
梁嘉麒認為，把 QR Code 添加到飲食、運動、語
「實體書作為一種真實的存在一直是我所努力的目 場。「出一點」創辦人謝文軒表示，所謂的眾籌，實 言學習等生活類書籍中將是大勢所趨，QR Code 是
標。雖然在討論區裡寫故事的人和受眾之間的距離非 則是讓市場決定市場，作者提交出版企劃內容並設定 文字與文字，文字與影像、音像等媒體間的橋樑，
常近，甚至有讀者寫逾萬字的來信，描述他自己和父 集資金額後，讀者可預覽書籍部分內容，再根據自己 他說：「像瑜伽動作和刀工示範這類細節，掃描
親之間的關係，現在這種真摯的交流儼然已成為我寫 的喜好程度選擇是否成為該書的贊助人。因為只有籌 QR Code 對照錄像學習，可為讀者提供更直觀的感
作的動力。但網絡小說之間競爭激烈，想要脫穎而出 集到足夠金額，該書才能出版，所以不存在賠本風 受，這項技術雖未必有多新穎，但突破了紙本的限
必須頻繁更新保持人氣，要不然就容易流失讀者，或 險。不過為了提高出版成功率，出版社必須全力協助 制。」

電子體驗空降實體書店

■「出一點」文創有限公
司創辦人謝文軒。 趙僖 攝

■萬里機構出版
有限公司董事梁
嘉麒分享出版界
運用網上科技和
平台的經驗。
趙僖 攝

■從左至右分別是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黃岳
永、「香港金閱獎」秘書處執行長潘麗瓊、人氣
網絡作家薛可正及旅遊達人項明生。

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會長黃岳永指出，網絡資訊雖然免費，但內
容紛雜，難辨真偽，所以實體書始終有難以取締的優勢，同時建
議未來的出版人以「策展」心態來規劃出版。他解釋說：「出版
商首先要利用網絡了解讀者喜好，借數據過濾氾濫的訊息，規劃
主題內容；然後再賦予意義和觀點加以深化，令讀者成為自己的
忠實追隨者，並引導作者在社交媒體上創作，方便借網絡推銷，
最後引導網民回歸實體書。而且未來網絡書店實體化亦將成為新
潮流。美國網絡書店亞馬遜去年 11 月在西雅圖大學區開設了首間
實體書店，佔地 5,500 呎，存書量達 6,000 冊。該書店根據網店的
數據篩選出最受讀者歡迎的書籍，列明讀者在網站上對每本書的
評級及評語，這也是策展人的角色體現。」

走入深水埗預演音樂劇
小演員做夥計練刻苦
「恒生青少年舞台」原創音樂劇《時光倒流香港地》的小演員，日前在
深水埗區舉行社區體驗活動，為街坊預演音樂劇《時光倒流香港地》的精
華歌舞片段，部分參與者更成為「深水埗明哥」餐廳「北河同行」的小夥
計，體驗服務社區及刻苦自勵的香港精神，為區內街坊發放正能量。
「恒生青少年舞台」由恒生銀行全力支持，香港青年協會與香港話劇
團合辦。恒生銀行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業務主管關穎嫺、香港青年協會
副總幹事魏遠強和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陳敢權亦出席活動為小演員打
氣。關穎嫺期望今次活動能讓青少年開拓視野、親身體會音樂劇中香港
人拚搏刻苦奮鬥的精神。魏遠強就表示：「青少年演員經過一系列的排
練，首次將音樂劇的情節帶入社區，這是一個新嘗試，他們與深水埗街
坊作出互動，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文化，從而得到啟發，期望在公演時可
以更加融入角色。」他預祝下個月舉行的公演順利成功。陳敢權指出：
「《時光倒流香港地》主角小琳獨力經營外婆留給她位於深水埗的香城
飯店，故今次特意將這音樂劇片段搬到深水埗區實地預演，並為今次的
活動設計快閃舞演出。很高興深水埗的街坊都被這班青少年的活力吸引
着，深信他們的熱烈掌聲也令小演員對戲劇的熱愛度直線上升。」明哥
及一眾嘉賓都非常滿意一群中學生的表現。
文：Kat

■「北河同行」飯店東主陳灼明（明哥）（前排左二）與一眾小演員及嘉
賓合照，為他們打氣。

《以斯帖記》音樂劇
用嶄新歌舞演繹聖經故事
由 Sky Theatre Creative、龍捲風創作合辦的
「JEZER 青少年暑期戲劇體驗計劃 2016」《以
斯帖記》音樂劇載譽重演，將分別於下月 2 至 4
日假葵青劇院演藝廳及下月9至11日假元朗劇院
演藝廳公演。《以斯帖記》是一項以聖經故事為
藍本的暑期青少年戲劇體驗計劃，招募全港約
130 名青少年參與，經過兩個月的排練，將暑期
獨特的體驗於舞台上展現出來。
《以斯帖記》的現場音樂演奏將近 20 首，加
上無伴奏歌唱演出，以及多元化的舞蹈類型，包

括波斯舞、現代舞、芭蕾舞等，配合不同類型
的歌曲風格，令演出更加精彩。為更配合年輕
觀眾及增加趣味性，《以斯帖記》加入了流行
曲元素，以熟悉的音樂推進劇情，務求令劇目
更加雅俗共賞，讓觀眾能更深切感受故事所傳
遞的訊息。為了增加觀眾及參演青少年的反思
空間，《以斯帖記》採用了當代「教育劇場」的
啟蒙人物、德國著名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疏離主義」，由劇中角色如猶太
人、宮女等同時飾演「說書人」，以旁觀者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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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劇情發展，將觀眾從戲劇氛圍中抽離，增加
揭示因果關係，暴露矛盾點，激發批判思考，藉
《以斯帖記》主角經歷，令青少年和大眾反思現
代社會問題。
文：Kat

■部分入選第三屆「香港金閱獎」的書籍。
趙僖 攝

尋覓嘉道理農場回憶
農民銘記飲水思源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下稱
嘉道理農場）早前於賽馬會創
意藝術中心舉行了「樹睦人和
─ 樹木生態及文化展覽」，展
出了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嘉道
理農場前身，簡稱 KAAA）古
蹟地圖、珍貴歷史圖片及受惠
農民的感人故事等， 展覽會舉
行期間又舉辦了 60周年紀念活 ■「珍貴回憶故事獎」得獎者與眾嘉
動頒獎禮，邀請了「珍貴回憶 賓合照。
故事獎」得獎者細說當年農民
照片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提供
的生活點滴和難忘經歷。
1956 年，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創辦 香港人，對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一
人賀理士嘉道理爵士和羅蘭士嘉道 點不陌生，一九四九年由內地來港
理勳爵兩兄弟，於白牛石（嘉道理 的人士，初到香港，在資源匱乏，
農場現址）修建試驗及推廣農場， 無特殊技術情況下，難以為生，得
幫助貧困難民自力更生。隨着歲月 到嘉道理農場教授種植、畜養豬隻
流轉，香港的農業日漸式微，嘉道 及禽畜的技術，為日後新界的農業
理農場亦將其焦點轉移到環境問題 提供莫大的貢獻，養活了不少難民
上。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執行董事 家庭。」林彩朗又指，嘉道理農場
薄安哲表示：「我們希望藉着嘉道 當年為崇正新村居民掘了一口水
理農場暨植物園六十周年紀念這個 井，提供食用水予四周的村民，
重要的日子，向曾為香港農業發展 「直至香港政府供應自來水，而土
及自然保育作出貢獻的人士表示謝 地受污染後，水井才不再為村民服
務，但井上刻有 KAAA 的字樣，當
意。」
於「珍貴回憶故事獎」中獲獎的 年為全村提供清潔的水資源，今天
林彩朗分享道：「對於新界長大的 井上的字刻雖已相當模糊，但總提
醒我這城市工作的人要飲水思源，
目前環境有變、公害頻仍的香港，
長期於城市工作已對大自然環境疏
離，而且不知不覺中對環境作出各
種傷害的行為。」
文：Kat
■賀理士爵士於大埔送贈糖果給
小孩。
照片由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