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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致 要聞版 /時事版 /生活版 /社會版 /文化版 /教育版 採訪主任、編輯及記者： 

 

 

「騰飛創意─香港館 2020」 

突破地域限制 聚焦全球讀者 

首度線上線下參與廣州「南國書香節」 

9 月 20 日前可在深圳和廣州指定書店 

選購約 600 本精選香港圖書 
 

【香港，2020 年 8 月 27 日】在疫情影響下，為協助本港出版社及印刷商持

續拓展境外業務，「騰飛創意─香港館」今年首次以「線上線下」形式參與廣州

「南國書香節」，以「悅讀香港（Reading Hong Kong）」為主題，通過線上「南國

書香節」內特設的「香港館」，以及在深圳和廣州指定幾家知名書店內舉行的線

下展銷活動，推廣香港精美圖書及印刷品。 

 

由香港出版總會與香港印刷業商會合辦、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

贊助的「騰飛創意─香港館」項目自 2011 年起，先後在多個國際性的大型書展，

包括廣州南國書香節、法蘭克福書展、台北國際書展、博洛尼亞兒童書展、北京

國際圖書博覽會，以及中國上海國際童書展與倫敦書展，設立「香港館」。今年

的「騰飛創意─香港館」項目是第四度參與「南國書香節」，但與歷年不同，「南

國書香節 2020」內的香港館破天荒地以線上線下結合形式舉辦，線上書展展期至

本月 31 日；在深圳和廣州指定書店舉行的線下展銷活動則延長至 9 月 20 日，讓

更多讀者可以選購精選的香港圖書。 

 

是次「南國書香節 2020」香港館繼續獲得香港出版及印刷業界的踴躍支持，

合共吸引接近 60 間出版社及印刷商參展，不但讓參觀者可以欣賞香港創意之餘，

也可透過線上平台及線下展銷選購喜愛的圖書，藉此推廣香港出版商和印刷商的

創新成就。 

 

讀 者 今 年 通 過 線 上 「 南 國 書 香 節 」 內 特 設 的 「 香 港 館 」 專 頁

（http://www.wwgoto.com/hkong.htm），可隨時進入欣賞接近 700 本精選的香港優秀

圖書和印刷作品，作品種類涵蓋兒童圖書、文學傳記、流行讀物、歷史文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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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活及得獎作品等，其中的「得獎作品」，展出榮獲香港及國際獎項的本地出

版物和印刷品，藉此向參觀者呈現香港產業的設計創意、豐富內容和精巧的印刷

技術。 

 

是次獲選在「南國書香節 2020」香港館展出的「得獎作品」出版物，包括由

香港出版學會主辦及「創意香港」贊助的「香港出版雙年獎」、香港電台及香港

出版總會合辦的「香港書獎」等項目的得獎作品。至於展出的印刷品，均曾獲「中

華印製大奬」、「美國印製大獎」(Premier Print Awards) 、美國「金墨獎」(Gold Ink 

Awards) 等國際性大獎。 

 

是次「香港館」以網上形式進行，突破傳統實體書展的時間、地域和空間限

制，不但吸引大灣區地區的讀者以及出版印刷同業，更期望可連繫內地以至全球

讀者認識和選購香港出版物，亦讓世界各地的出版同業認識到香港優質的印刷業

並採用香港印刷商的服務。 

 

與此同時舉行的「騰飛創意─香港館」線下展銷活動，由即日起至 9 月 20

日在深圳和廣州的至少 3 家指定書店內舉行，即場以八折銷售約 600 本專為是次

展銷而精心挑選的香港優秀圖書，讓當地讀者可一次過欣賞及購買到不同種類，

包括歷史、文學、兒童、藝術、生活、旅遊、科學等種類的香港圖書。參加線下

展銷活動的書店資料如下（書店名單持續更新中，詳情參閱「騰飛創意─香港館」

的 Facebook 專頁）： 

 

廣州聯合書店（北京路） 

地址：廣州市越秀區北京路 314 號 

 

廣州購書中心 

地址：廣州市天河區天河路 123 號 

 

本來書店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皇崗路 5001 號深業上城小鎮 T3030 號鋪 

 

查閱更多有關「騰飛創意──香港館」的資料， 

請瀏覽網頁：www.bookfairhkpavilion.com 

或緊貼「騰飛創意─香港館」Facebook 專頁 : 

www.facebook.com/SoaringCreativity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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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版總會 

香港出版總會成立於 1994 年，由香港八家出版同業商會及出版企業聯合倡議創

立，創會會員包括：香港圖書文具業商會、香港出版人發行人協會、教育圖書零

售業商會、中英文教出版事業協會、香港書刊業商會、香港出版學會、香港教育

出版商會和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等機構，是香港最具代表的行業組織。香

港出版總會一直致力提昇香港創意出版業的發展，凝聚業界力量，積極關注和維

護出版行業的合理權益，加強與兩岸四地以及世界各地出版業界的交流和合作。 

 

香港印刷業商會 

香港印刷業商會於 1939 年創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印刷業組織，

不單見證香港印刷業發展，也與業界同步成長。香港印刷業商會透過與各地政府

部門及協會的聯繫、出版刊物、建立入門網站、舉辦大型研討會和考察訪問活動、

成立培訓研究中心、提供優惠服務等，加強同業凝聚力，為業界謀求福祉，提升

競爭優勢。多年來，商會一直擔任業界的橋樑，已跟內地相關部門建立互信而密

切的關係，並帶領同業拓展對外聯繫。 

 

創 意 香 港  

「創意香港」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09 年 6 月成立的單位，隸屬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業科，專責推動香港創意產業的發展。現時的策略重點為

培育人才及促進初創企業的發展、開拓市場，以及推動香港成為亞洲創意之都，

並在社會營造創意氛圍。「創意香港」自 2011 年起贊助「騰飛創意—香港館」，

以及其他與出版有關的項目，以推動香港出版與印刷業的發展。 

 

 

傳媒查詢： 

 

項目執行機構﹕一墨市場策劃及公關有限公司 

周文慧小姐                         

電話：(852) 3568 6082  

手機：(852) 9309 6323                

傳真：(852) 3568 6085                

電郵：doris@onepoint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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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商名單： 

出版社 

Kubrick 

MCCM Creations 

一粒字文化有限公司 
人間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天馬文化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世紀文化出版社 
今日出版有限公司 
信報財經新聞有限公司 
偉文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宣道出版社 
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思展兒童文化社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 
水煮魚文化製作 
洛斯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皇冠出版社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突破有限公司 
簡亦樂有限公司 
紅出版 
純藝莊有限公司 
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貝路加有限公司 
青馬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中和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人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大學出版社 
慕圖諾思有限公司 

 

 

印刷商 

一華實業有限公司 

當納利亞洲印務有限公司 

駿宏企業有限公司 

安碧印刷有限公司 

偉民製本(中國)有限公司 

鴻興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石華堂印刷有限公司 

永經堂有限公司 

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利奧包裝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利奧紙品有限公司 

恒美印務投資有限公司 

特佳印刷有限公司 

 
免責聲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創意香港僅為本項目提供資助，除此之外並無參與項目。在本刊物／活動內（或由項目

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創意產

業科、創意香港、創意智優計劃秘書處或創意智優計劃審核委員會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