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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會動態

香港出版印刷業成功參與大型國際書展

導賞香港　推廣本土文化

「騰飛創意 香港館2018」載譽歸來

香港出版總會與香港印刷業商會合辦的「 騰飛創意─香港館2018」項目一直備受業

界肯定，碩果纍纍。此項目再度獲得香港特區政府「 創意香港 」贊助，以及香港特

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駐柏林和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的支持，先後在2018年下半

年參與8月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10月的法蘭克福書展和11月的中國上海國際童

書展。今屆「 香港館 」以「 導賞香港 」（Exploring Hong Kong）為主題，展出逾千

項香港優秀圖書及印刷品；館內的 "Creative Corner" 以多媒體為主題，展現業界應

用虛擬實境（VR）及擴增實境（AR）等創意技術的成功個案，並向世界各地的參觀

者呈現香港本土文化和特色。

事前籌劃工作及宣傳活動

「 騰飛創意 」項目多年來在不同大型國際書展

上綻放異彩，得到眾多各地同業的肯定和支

持。成功的背後，少不了充足的事前籌劃工

作及宣傳活動。主辦單位透過舉辦業界簡報

會，向同業介紹項目詳情；又舉辦傳媒午宴，

向各界人士分享項目的籌備情況。經過徵集

作品和專業評審甄選後，共有70多家香港出

版社及印刷商參展，「 香港館 」展出逾千項香

港優秀及獲獎的圖書、印刷品及電子書籍。

■ 「 騰飛創
意 」業界簡
報會讓出版
印刷同業深
入了解項目
的細節安排，
與會者積極
發問。

■ 多位知名文化人士及行業專家應邀擔任項目參
展作品的評審委員，包括香港教育大學呂大樂副
校長（研究與發展）、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
榮譽退休教授、李家明先生、香港印刷業商會何
家鏗永遠榮譽會長和劉海東名譽會長、MCL 品牌
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兼執行總裁及創作總監吳秋
全先生和《城市文藝》張志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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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區政府「 創意香
港 」林惠冰助理總監（左
五）與「 騰飛創意 」項目
籌委會委員、香港攝影組
合「 流浪攝 」和參展業界
代表在傳媒午宴上，向媒
體分享項目詳情、「 導賞
香港 」主題和參展作品的
特色。

第廿五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

「香港館」探索「一帶一路」合作空間

■ 今屆「香港館 」以「導
賞香港 」為主題，展示過
百本有關香港本地文化的
精選讀物，吸引不少讀者
駐足觀看。

■ 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事處林景富首席貿易主任（左二）、
國家版權局進口管理司港澳台處肖展處長（左三）、香港特
區政府「 創意香港 」林惠冰助理總監（右三）與「 騰飛創意 」
項目籌委會委員主持「 香港館 」揭幕及祝酒儀式。

■ 第廿五屆北京國
際圖書博覽會「 香
港館 」葉佩珠主席
期望「 香港館 」能
夠為香港出版及印
刷界尋找客戶，加
強與內地同業的版
權貿易，同時探索
與「 一帶一路 」沿
線國家出版機構的
合作空間。

■ 「 香港館 」獲書展頒予
「 創新獎 」，以表揚其獨
特的展台設計，以及多元
化而創新的展品。

■ 「 香港館 」
吸引不少媒體
前來採訪。 



■ 法蘭克福書展中國團李靜波團長（左五）、香
港特區政府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盧巧慧副處長

（左四）、法蘭克福書展 Claudia Kaiser 副主
席（右四）及「 騰飛創意 」項目籌委會委員一
同主持「 香港館 」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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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館 」為香港的出
版商和印刷商提供理想平
台，與世界各地的買家建
立聯繫，開拓商機。

2018年法蘭克福書展

「香港館」首設「商務配對會」　開拓商機

■ 2018法蘭克福書展「香港館 」
任澤明主席表示，法蘭克福書展
是世界最大圖書版權洽談展覽，

「 香港館 」能透過這書展向全球
展示香港出版印刷業的成就。

■ 香港特區政府駐柏林辦盧巧
慧副處長表示，特區政府很高
興再度支持「 騰飛創意 」項目，
未來也會在文化藝術方面推動
創新技術的發展。

■ 今年「 香港館 」首次在
法蘭克福書展舉辦「 商務
配對會 」，促進香港出版
及印刷同業與各地業界的
合作，尋找新機遇。



香港印刷業商會

028

商會動態

█

香
港
印
刷
第 

期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80 gsm

133

2018年中國上海國際童書展

「香港館」首度亮相　推動兩地交流

■ 「 騰飛創意 」項目首度在中國上海
國際童書展設立「 香港館 」，展出眾
多香港優秀的圖書及印刷品；同時特
設銷售區，深受讀者歡迎。

2018年中國上海國際童書展

「香港館」首度亮相　推動兩地交流

■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彭衛國副局長
（左五）、「 創意香港 」林惠冰助理總監
（左四）、香港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
易辦事處鄧仲敏主任（右五）、香港著
名兒童文學作家嚴吳嬋霞女士（右四）
應邀出席「 香港館 」揭幕禮，與項目
籌委會委員一同揭開序幕。

■ 2018中國上海國際童
書展「 香港館 」尹惠玲主
席表示，此童書展是目前
亞太地區唯一專注於0至
16歲兒童及青少年圖書出
版及內容的展覽，為童書
版權貿易提供了理想的交
流平台。

■ 嚴吳嬋霞女士
於書展期間舉行
了 兩 場 座 談 會，
與上海讀者分享
教育子女的心得
和方法，反應熱
烈。

■ 各地傳媒到「 香港館 」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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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賞香港」雙重角度認識香港

「多媒體創意角」展現 VR 與 AR

延續創意文化交流

捐贈展品予各地機構

■ 為加強香港與各地的文化
創意交流，「 香港館 」主辦機
構於展會後把展品贈予當地的
圖書館、學院等機構。

■ Creative Corner 首次以「 多媒體 」為主題，
展出結合多媒體技術的圖書及印刷品，場內的
LED 屏幕上展示 VR 及 AR 效果。上海市新聞
出版局彭衛國副局長 ( 左圖 ) 、香港特區政府「創
意香港 」曾昭學總監 ( 中圖 ) 及駐柏林辦盧巧慧
副處長 ( 右圖 ) 皆曾參觀指導。

■ 為宣揚香港地道文化，「 騰飛創
意 」項目將富有香港特色的街頭小
食「 港式雞蛋仔 」帶到各地，與一
眾參觀者分享美食。

香港傳統街頭美食：港式雞蛋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