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展時間及票務
■日期：即日起至7月24日

■時間：

‧7月18日、19日——上午10時至
晚上10時

‧7月20日、21日——上午10時至
午夜12時（展覽廳3開放至晚上
11時）

‧7月22日、23日——上午10時至
晚上10時

‧7月24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票價：

‧成人票25元

‧小童票10元（適用於小學生/身高
1.22米或以下兒童）

‧3歲或以下小童及65歲或以上長者免費

■購票方法：

‧書展門票於全線快達票，以及指
定的7-11便利店和 Circle K便利
店公開發售。書展現場亦設有售
票處

‧電子入場券於Tap & Go「拍住
賞」的手機錢包及八達通App（八
達通卡或O! ePay）有售。詳情請
稍後瀏覽Tap & Go「拍住賞」及八
達通的網頁

■票務優惠：

‧上午進場票——港幣 10 元（成人
和小童同價，中午 12 時前進
場），只於會展現場發售

‧免費進場特別優惠——凡以正價
（成人港幣25元、小童港幣10
元）購買7月18日或19日香港書
展門票者，憑完整票尾可於7月
20日、21日或 22日（星期五、
六、日）其中一日下午5時後免費
進場一次

‧憑7月18日至24日香港書展門
票，可免費參與第二屆香港運動消
閒博覽

‧超級書迷證——港幣80元，持此
證者可於書展期間無限次入場參
觀，更可使用特別通道進入會
場，節省輪候時間

資料來源：香港貿易發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書展又遇風雨 書商憂心忡忡
最怕星期日打風 冀保生意維持去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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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廉政公署前副廉政專員兼
執行處首長郭文緯推出其個人文集《使命
延續——靜看香港十五年》，由新華萬屏
出版社出版，並於今天開幕的香港書展首
次面世。該書精選了郭文緯從就任廉署首
位華人副專員及執行處首長至榮休十五年
以來的傳媒訪問、政論評述、 國際演說及
廉署工作回顧等。
郭文緯表示，雖然他已離開廉署十餘

年，但仍筆耕不輟、為香港發聲，且依舊
記得首任廉政專員姬達先生對他的勉
勵——時刻本着使命感（Sense of Mis-
sion）的精神。
他認為，回歸後的香港依舊廉潔，但不

可忽視，這十幾年來香港浪費了許多精力
內耗、爭吵不斷，錯失很多發展的機會。
因此，本着在廉署使命感的精神，郭文

緯開始執筆仗義發聲，在中英報章及網站

發表時事評論文章。此次彙編成書，是希
望透過該書，讓香港人珍惜得來不易的成
功。
他又指，該書已獲兩任香港前特首董建

華和梁振英以及城中多位名人推薦，並撰
寫推薦序。而該書收益將悉數捐贈予香港
廉署人員退休協會作為退休員工福利之
用，並捐贈予郭文緯母校聖類斯中學用作
教育基金。

廉署首位華人副專員 出書冀助港止內耗

■張愛玲的手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不少書商準備以優惠吸引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展覽內展出依達著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今屆書展以「愛情文學」為主
題，金培企業有限公司營銷及

市場經理林明麗表示，公司會特別就
主題推出講述兩夫婦相處情況的圖文
新書，但明言對今年的銷情不太樂
觀，「天文台已發出三號強風信號，
擔心書展銷情受影響，去年的颱風令
我們失去星期日的黃金時間，生意因
而減少20%。」

買3本七五折 只求蝕少當贏
林明麗預料，實體書的銷情不會有
太大增長，如今年的生意額可維持去
年的水平已感到滿意，並透露今年會
在書展甫開始時即提供較過往大幅度
的折扣，例如購買3本流行讀物可獲
七五折，希望可吸引市民買書，並減
低之後可能因為惡劣天氣等因素而令
營業時間縮短的影響。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助理總

編輯黎耀強指出，智能手機的普及同
樣對他們的生意構成影響，「年輕讀
者用手機的時間多，我們現時會多出
版網絡不能取代的書，一些可以在網
上找到的資訊再出書便沒有太大意
義，因此要多出版有特色及具深度的
書籍。」
他透露公司今年會向學生提供購買
字典優惠，希望鼓勵年輕人重新拿起
字典，豐富自己的詞彙。
黎耀強續說，中華書局出版的書籍
以文、史、哲為主，因此公司未有特
別配合貿發局所訂主題「愛情文學」
作促銷，但認為書展是一年一度的嘉
年華，不少平日不行書局的市民也會
入場，他們購買的書籍亦不受大會主
題影響。
他料今年的書展期間的生意會有單
位數字增長，但最終成績仍要視乎今
年書展是否有新書特別受歡迎。
今日起一連7天在灣仔會展舉行的
書展共有39個國家及地區，合共逾
680家參展商參與，當中更首次有來
自奧地利、希臘、捷克及愛爾蘭的書
商參展，門票售價為25元，如果市
民在中午12時前進場則可以優惠價
10元購買門票，而今明兩日以正價
購票者在星期五至星期日的其中一日
下午5時後亦可免費再入場一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晉

傑）暑期盛事香港書展今日開

幕，來自39個國家及地區合共

破紀錄的逾680家參展商，一

連7天在灣仔會展中心為市民

帶來不同題材的書籍。然而，

天公未必作美，天文台昨日下

午發出三號強風信號，不少書

商均指去年書展遇上颱風來襲

令生意受影響，期望今年書展

期間天氣不會太差，但對今年

的銷情亦無抱有太大期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由香港旅
遊發展局舉辦的香港單車節將於今年10月
14日再度登場，活動焦點項目「Hammer
香港站」為歐洲「Hammer Series」賽事最
後一站，將有11支國際單車聯盟世界巡迴
賽車隊參與，並會首辦粵港澳大灣區青年
盃讓大灣區年輕人參與交流。旅發局預計
整項活動包括3項專業賽事及其他5個單車
活動，可吸引逾5,800位單車好手及愛好者
參加，或打破歷屆紀錄。
旅發局主席林建岳表示，今次賽事首度
登陸本港，相信有助提升香港的國際曝
光，鞏固香港「亞洲盛事之都」的定位。
旅發局會藉今次大型活動，積極於客源市
場進行推廣，並與業界合作推出旅遊產
品，吸引更多單車愛好者前來，感受香港
充滿動感一面及多元化的旅遊體驗。

贊助商新鴻基
地產執行董事郭
基煇表示，為加
强粵港澳大灣區
的青年交流，活
動首設粵港澳大
灣區青年盃，邀
請大灣區「9+2」
城市 34 支 5 人隊
伍、共170位來自
大灣區的年輕人
參 與 ， 互 相 交
流。
除緊張刺激的

焦點賽事，香港單車節今年繼續設50公里
組及30公里組。大會今年更增加名額，50
公里組會增加500個名額至3,100個，路線

跨越本港六區，挑戰三隧三橋；30公里組
名額也會上調至1,800個，較去年多300
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今
年的香港動漫電玩節將於下周五
起、一連5天於灣仔會展中心舉行，
PlayStation生產商SIEH昨日公佈，
今年PlayStation展區面積達420平方
米，場內將設預定9月7日發售的
《Marvel's Spider-Man》的專區，並
首度於香港公開展出供入場人士試
玩。
SIEH亦在場內增設有獎電子夾公

仔機，購買2,480元的PS VR攝影機
同綑裝即減300元兼獲贈支援PS VR
的 PS4™遊戲軟件《Gran Turis-
mo®SPORT》一隻及有機會贏取全
球限量4部的超級大獎PS4「香港動
漫電玩節2018」限定版(1TB)。
SIEH於動漫節現場設的 PS4 及

PS VR遊戲試玩區，將展出逾23款
最新PS4及PS VR遊戲，其中包括
11款遠道由美國E3遊戲展搶先帶到
香港的遊戲，讓一眾動漫電玩迷率
先試玩。多款PlayStation®Hits系列
大作包括《The Last of Us™》、
《UNCHARTED4：A Thief's End》
等將以148元於動漫節發售，另有多
款精選PS4遊戲以劃一超抵價99元
發售，售完即止。
在現場試玩最新PS4遊戲的玩家，

亦可參加今年的「PlayStation獎盃獵
人」活動，先從7月17日晚上7時起
於網上預先登記，再於進入展區後
於PlayStation App啟動賬號，即可
進行場內特別獵人任務，完成任務
集齊獎盃可換取限定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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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節增世界賽 11國際隊激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昂坪360舉辦
「360仲夏3Style」活動，推出VR多媒體遊
戲體驗館、昂坪墟市及昂坪市集免費的武
術、體操、舞蹈表演。凡12歲至25歲的全
日制本地學生，即日起至8月26日可享半價
乘坐昂坪纜車優惠。

昂坪360推出升級版「360VR體驗館」，
預計於本月28日正式開業，提供6項VR及
多媒體遊戲；昂坪市集亦會舉行「360DIY
手作坊」及「昂坪墟市」，遊客可參與花茶
及紙藝創作之工作坊，製作立體纜車紙箱相
架或紙造纜車吊飾。昂坪市集免費上演每日

亦會免費上演糅合武術、體操、舞蹈及空中
翻騰多款高難度動作的「極限武術」，表演
由即日起至下月26日。
昂坪360並肇行「影．夏360」攝影比賽，以
體驗館新推出遊戲「時空穿梭機」中的香港情
懷及屋邨元素為主題，鼓勵參賽者發揮創
意，利用鏡頭將這兩個主題和「纜車」的元素
結合。首300名參加者可以半價乘坐纜車。

昂坪360多節目 學生半價搭纜車

今年的書展以「愛情
文學」為年度主題，書
展三樓展覽廳外的「文

藝廊」更特別設「文間有情」展區，介紹
10名不同年代的愛情文學作家，並展出他
們的手稿等珍貴藏品，主辦活動的貿易發
展局在書展期間更會舉辦多場講座讓大眾
接觸及加深對有關作家的認識。
「文間有情」專區介紹共10位愛情小

說作家，當中包括亦舒、依達、徐速及已
故作家張愛玲和香江才女林燕妮，較近期
的作家亦包括深雪、林詠琛、鄭梓靈、天
航及Middle。

展覽展示各人絕版小說和手稿，包括張
愛玲1984年回顧《傾城之戀》的手稿短
文和林燕妮於2014年10月以《夫妻難
做》為題的散文等。場內亦設有迷你影

院，播放由各人著作所改編的電影和舞台
劇片段。
除愛書之人外，好動人士同樣可以入場，

貿發局今年繼續在書展期間舉辦「香港運動
消閒博覽」，博覽展期今年更延長至7天，

有約130家涵蓋各式運動、消閒產品和服務
的展商參與。博覽設有「桌上遊戲」、「攝影
世界」及「戶外體驗」等多個展區，市民可以
試玩室內攀石、高爾夫球模擬器及龍舟划
艇機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晉傑

絕版手稿留藝廊 文間有情跨世代

■「Hammer香港站」為「Hammer Series」賽事最後一站。旅發局供圖

■郭文緯推
出 個 人 文
集，冀港人
珍惜發展機
遇。

■SIEH將於動漫電玩節展出超過23款最新遊戲。其中11款遠道由美國E3
遊戲展帶來的最新遊戲讓公眾試玩。

▶天航作品插畫手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深雪作品插畫手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林明麗擔心惡劣天氣會令書
展人流減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黎耀強預料今年生意會有單
位數字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香港書展及香港運動消閒博覽傳媒預展，介紹展覽重點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