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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創意 成就香港
香港出版總會與香港印刷業商會攜手合辦的「 騰飛創意—香港館 2017-18」已踏入第七年，
歷年來「 香港館 」的成績斐然，為業界締造商機。今年，此項目再度獲得香港特區政府
「 創意香港 」贊助，並得到香港特區政府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和駐布魯塞爾經濟貿易辦
事處的支持，先後在 2017 年 10 月的法蘭克福書展、2018 年 2 月的台北國際書展和 3 月的
博洛尼亞兒童書展上設立「 香港館 」
。
「 創意成就香港 」(Creative Achievements of Hong
Kong) 是今年「 香港館 」的主題，展出過千件優秀及獲獎的圖書和印刷品，包括具香港本
土特色和個性化的展品，向各地參觀者呈獻香港出版印刷業的無限創意。

事前籌備工作及宣傳活動
「 騰飛創意 」項目在三大國際書展上大放異彩，獲得
各地參觀者的好評。如此佳績，全賴事前各項的籌備
工作及宣傳活動，得到業界和傳媒的大力支持。經過
徵集作品和評審甄選後，來自 60 多家香港出版社及
印刷商、逾千件出色的圖書、印刷品和電子書在「 香
港館 」上展示，題材種類多不勝數，當中更有不少是
在海內外屢獲殊榮的佳作。
▓（左一）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客座教授、
《城市
文藝》張志和主編（左二）
、香港印刷業商會何家鏗永遠
榮譽會長（右三）及馮文清副會長（右二）和 MCL 品
牌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兼執行總裁及創作總監吳秋全先
生（右一）應邀擔任作品評審，並與「 騰飛創意 」項目
籌委會陳儉雯主席（左三）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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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飛創意 」業界
簡報會介紹項目細節
安排，出席的出版印
刷同業踴躍發問。

▓ 香港特區政府「 創意香港 」
林惠冰助理總監（左四）﹑教
育專家兼作家陳美齡博士（右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騰飛創意 」項目籌委
四）與「
會在傳媒午餐聚會上，向媒體
公佈項目詳情。

2017 法蘭克福書展
個性化聯乘香港本土文化

▓ 2017 法蘭克福書展「 香港館 」任
澤明主席在揭幕酒會上，感謝「 創意
香港 」第七度贊助，讓業界在海外市
場推廣香港出版及印刷業。

▓ 香港特區政府駐柏林經濟貿易
辦事處盧巧慧副處長表示，生活
中不同範疇都可以展示創意，喜
見出版印刷界創意無盡。

▓ 香港特區政府駐柏林經貿辦盧巧慧副處
長（左四）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機關服
務管理局張朴寬局長（中）
、法蘭克福書展
主辦機構代表 Ms. Ruth Kumpmann
（右
四）與「 騰飛創意 」項目籌委會委員主持
「 香港館 」揭幕儀式。

▓ 出版印刷同業可在「 香
港館 」重點展示其作品外，
還可直接接觸外地目標買
家，尋找商機。

2018 台北國際書展
呈獻香港兒童圖書巡禮

▓ 2018 台北國際書展
「 香港館 」朱素貞主席
非常榮幸能夠再次與台
灣讀者交流閱讀文化，
推廣香港優秀的出版及
印刷作品。

▓ 陳美齡博士親臨「 香港館 」揭
幕儀式，更在書展的主題廣場舉行
「 我的教育觀 」座談會，分享多年
求學及育兒經驗，以及在「 陳美齡
帶你遊香港 」互動分享會上，帶領
讀者遊歷香港，反應熱烈。

▓ 教育專家兼作家
陳美齡博士 ( 左二 ) 、
台北國際書展基金會
趙政岷董事長 ( 中 )
聯同「 騰飛創意 」項
目籌委會委員一同祝
酒，祝願「 香港館 」
參展成功。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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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博洛尼亞兒童書展
三面式開放設計增進商機

▓ 香港特區政府駐布魯塞爾經貿辦周雪梅副代表
( 左三 )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新聞報刊司趙秀
玲副司長 ( 中 ) 、2018 博洛尼亞兒童書展 Marco
Momoli 總監 ( 右三 ) 及「 騰飛創意 」項目籌委
會委員共同主持「 香港館 」的揭幕儀式。
▓ 2018 博洛尼亞兒童書展「 香港館 」
任德聰主席致辭時指出，近年「 香港
館 」參加這書展，促進了香港與意大利
兩地的文化及創意交流，並為同業提供
有效的展示平台。
▓ 本年度「 香港館 」首次在博洛尼亞兒
童書展以三面式開放空間設計，並融合
中西文化元素，包括香港建築及傳統文
化等圖像，配合兒童圖書為主題的展館
佈置，吸引更多潛在買家或合作夥伴到
來參觀，為同業締造更多商機。

捐贈展品予各地機構
促進文化創意交流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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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延續香港與各地的文化及
創意交流，「 香港館 」的主辦機構
會於展會後，把展出的部分圖書贈
予當地的圖書館及學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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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創意成就香港」 Creative Corner 載譽歸來
展出本土特色及享譽國際得獎作品

▓ Creative Corner
展出富有香港本土特
色的個性化展品，讓
人耳目一新。

▓ 繽紛的兒童主
題圖書和印刷品
擺放在 Creative
Corner 上， 琳
琅 滿 目， 吸 引 不
少參觀者駐足欣
賞。

▓「 香港館 」特設得獎專櫃，展出
曾獲本地及國際獎項的香港出版及
印刷作品，向全球各地的參觀者展
示香港業界的創意實力。

地道美食文化交流：港式西多士

▓「 香港館 」今年帶來了地道香港
美食 —港式西多士，香氣撲鼻，
吸引了不同的參觀者前來試食，推
廣香港獨特的飲食文化。

▓ 主禮嘉賓正品嚐港式西多
士，吃得津津有味。

「 UPM 雅光 」9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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