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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香港政治與法律

1-2/ 

3-4/ 

5/ 

2/ 香港基本法案例彙編（1997–2010）

（第一條至第四十二條）

作者：李浩然

ISBN：9789620431586

定價：$250

本書著力以深入淺出的方法，把不同案例介紹給讀

者，希望加深大眾對《基本法》的認識。本書尤為

適合非法律從業者、任教和學習《基本法》的老師

和學生，以及所有對《基本法》感興趣的普羅大眾。

1/ 淺談香港仲裁法

作者：芮安牟

ISBN：9789620433818

定價：$128

「仲裁」是按爭議雙方意願所成立的一個獨立評核

機構，目的是進行審理並為案件提供一個經過理性

分析的裁決，機構的成員是仲裁員。任何人只要持

公平、耐性和開放的態度，經努力後也可成為出色

的仲裁員。作者曾擔任多年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

透過其豐富的經驗及專業的知識，輔以案例，將「仲

裁法」全面及簡要地闡釋出來。

　

4/ 淺談新民事司法訴訟

作者：芮安牟　譯者：陳星楠

ISBN：9789620432064

定價：$58

本書寫的是新民事司法制度。香港民事訴訟的低效

率及高昂成本問題長期為社會關注，故此，香港司

法機構已於 2009 年 4 月實施了民事司法制度改革

（Civil Justice Reform）。作者期望藉此書向公眾

解釋，以及向業界重申改革背後的意義。要實際地

減低訴訟時間和成本，公眾必須改變一貫對訴訟的

博奕性思維，並理解如何活用改革的新措施靈活地

解決糾紛。

3/ 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概覽（全三冊）

作者：李浩然

ISBN：9789620431463

定價：$998

《基本法》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文件，是構

成香港各方面制度的最根本，同時亦是具有最高效

力的法律。回歸以來，社會上出現過多項引來熱烈

討論的重要議題，無論是「二十三條」立法、普選

時間表，還是居港權問題等等，無一不牽涉到對《基

本法》的解讀，可見它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5/ 香港法概論（新版）

編者：陳弘毅 陳文敏 李雪菁 陸文慧 

ISBN：9789620428418

定價：$148

這部具權威性的中文法學典籍，特點是論據精闢、

分析詳盡、深入淺出、觀點清晰。各章所討論的課

題，諸如法律制度、訴訟法、證據法、憲法性法律、

行政法、刑法、合約法、民事侵權法、房地產法、

房地產轉讓及租務法、信託法、繼承法、家事法、

知識產權法、公司法、合夥法、僱傭法等，無不影

響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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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6/ 

7-9/ 

2.2 香港經濟

1/ 香港企業併購經典

作者：馮邦彥

ISBN：9789620431449

定價：$108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香港各種資本、財團不

斷通過收購兼併進行財勢和利益重組，掀起了一場

又一場併購大戰。本書在香港眾多併購事件中，選

取 30 個經典案例詳加演繹，力圖再現當年場景；

既可視為一部香港 40 年來企業收購兼併的歷史，

亦可作為收購兼併的個案分析教材。

3/ 百年利豐（增訂版）

作者：馮邦彥

ISBN：9789620431739

定價：$238

利豐集團不斷改革，積極致力構建一條在貿易採購、

品牌經銷、商品零售三大環節產品的供應鏈，其在

全球供應鏈管理的實踐，取得了一系列矚目的進展，

例如成功的登陸美國、歐洲的「本土策略」等，值

得各企業研究及借鏡。本書是向讀者介紹在新的國

際經濟環境下，利豐面對的新機遇，以及它所採取

的新策略及取得的新發展。

2/ 香港：打造全球性金融中心－兼論

構建大珠三角金融中心圈

作者：馮邦彥

ISBN：9789620432231

定價：$168

本書作者集合他多年的研究成果，陳述香港、廣東、

澳門等地在國際金融舞台上的定位，各自作為金融

中心的優缺點；在提升香港以至整個珠江三角洲的

金融地位為目標下，客觀地提出並解構各種合作方

案。對金融從業員或是商科學生而言，本書在這些

議題上都是不可多得的知識範本。

4/ 供應鏈管理：利豐集團的實踐經驗 

（增訂版）

編著：利豐研究中心

ISBN：9789620428517

定價：$188

成立超過 100 年的利豐集團是香港最大的出口貿易

公司，更在供應鏈管理上屢屢創新。本書是供應鏈

管理經典作的增訂版，新增內容包括利豐三家上市

公司業務最新發展、利豐成功壯大的秘訣與案例分

享、馮國經談多邊貿易與供應鏈的關係、馮國綸總

結利豐供應鏈管理經驗，以及如環保等最新話題，

讓讀者認識利豐從貿易、經銷到零售的最新發展。

港澳題材 ｜ 2.2 香港經濟 5/ 香港中資財團

作者：郭國燦

ISBN：9789620428869

定價：$148

本書是第一部系統全面、資料詳實、深入研究香港

中資企業發展歷史的著作。主要內容分為九章，先

以民族企業招商局抓起話題，追溯香港中資百年演

變，繼而探索香港中資於國家改革開放以來起伏跌

宕的發展軌跡。此書不僅有助讀者溫故知新，對研

究內地和香港經濟的人士，甚至是股市的理性投資

者也甚具參考價值。

7/ 洋行之王－怡和

作者：劉詩平

ISBN：9789620429002

定價：$168

怡和於 1832 年靠建立「鴉片帝國」起家，在劇烈

變化的歷史河流中，它逃過了無數次危機的打擊，

以驚人的彈性拓展了廣闊多元的業務領域。本書從

1830 年代直至當下，完整地敘述了怡和 170 多年

的發展歷程。展示了一家英資公司在東方的冒險及

其成敗得失的多彩故事；從這裡，讀者能感受到近

代以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以及中國人的奮鬥歷程。

6/ 厚生利群：香港保險史（1841-2008）

作者：馮邦彥 饒美蛟

ISBN：9789620428555

定價：$158

本書由香港保險叢聯會策畫，講述香港保險業近

170 年的發展歷程，涵蓋保險業的五個不同歷史時

期。從最初的航運業的水險到製造業的火險、汽車

險、勞工險到壽險；細述保險專業化的歷程，包括

香港各大保險公司以至國際保險公司的經營模式，

各類險種的費率及賠付機制，業界自律及政府監管

問題等，更收錄數十位業界精英的訪問片段。

8/ 金融帝國－滙豐（新增修訂版）

作者：劉詩平 

ISBN：9789620428500

定價：$138

本書以講故事的手法敘述了滙豐銀行長達 140 多年

的精彩歷史。滙豐成立之初，就經受了來勢兇猛的

1866 年環球金融危機；經歷過無數次危機的滙豐

在歷任大班的苦心經營之下，總能夠化險為夷，也

總是能準確把握歷史的脈搏，作出正確的戰略決定。

新版新增了「金融海嘯與匯豐」，講解世界金融海

嘯對滙豐的影響以及它如何重整戰略。

9/ 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

作者：郭國燦

ISBN：9789620426650

定價：$128

1997 年 7 月 1 日前夕，香港是亞洲中鶴立雞群的

經濟中心。豈料回歸中國翌日，亞洲金融風暴爆發，

及後蔓延香港，令泡沫經濟爆破，再加上往後的經

濟轉型、被邊緣化、科網風潮及「沙士」等浪接浪

的衝擊，回歸十年的香港經濟到底是風光不再，還

是會否極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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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7/ 

8-12/ 

2.3 香港歷史

1/ 藏在地圖裡的香港 

作者：陳瑞安

ISBN：9789620433757

定價：$88

本書以 42 張地圖、34 份圖表、110 個持份者的意

見，幫助讀者了解香港的經濟、社會、環境和城市

規劃的發展，擴闊視野。除了香港各方面的基本資

料外，本書還探討固體廢物處理、噪音污染、光污

染和水質污染等環保議題。既可以增加一般讀者對

「今日香港」的認識，也有助學生提升通識科的學

習能力。

3/ 香港本土旅行八十載

作者：郭志標

叢書：細味香江系列

ISBN：9789620428456

定價：$88

十九世紀時期香港華人在重陽節登太平山的活動，

是香港居民旅行郊遊的雛型。隨著地圖的繪製、交

通的改善、城市的建設，郊遊活動在華人社會之間

開始流行開來，並逐漸發展成為一種普及的大眾娛

樂。本書除了是一部旅行演變史，也從旅行中見證

數十年來香港經濟、社會、民生的興衰與發展。

2/ 九巴同行八十年（1933–2013）

作者：高添強

ISBN：9789620434303

定價：$118

人口流動與城市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九巴由上

世紀初至今服務香港 80 年，在香港市鎮發展中擔

任怎樣的角色？作者搜集 200 多幅歷史圖片，部分

更是首次曝光，由二十世紀初的九龍開發說起，簡

述 80 年來巴士服務如何配合香港的城市發展。本

書更包括巴士剛投入交通服務時期和政府的招標條

件等罕有的歷史資料。

4/ 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

作者：莫世祥

ISBN：9789620431234

定價：$118

香港為中國培育出一代革命偉人，並且成為中國革

命的主要策源地。把香港視為近代自由民主思想的

搖籃與辛亥革命的源頭之一，已成為多數學者的共

識。作者結合文獻鑽研與實地觀察為一體，深刻地

認知香港，以及孫中山與香港的歷史，並以辛亥革

命史研究資深學者身份撰寫此書。

港澳題材 ｜ 2.3 香港歷史 5/ 香港警察－歷史見證與執法生涯

作者：何家騏 朱耀光

ISBN：9789620430961

定價：$98

本書考證各種官方或非官方文獻，梳理出一條香港

警隊的發展脈絡，還訪問了 80 位來自不同年代、

種族和崗位的退休警察，透過他們的工作點滴，見

證香港警隊的演變。

7/ 反貪停不了－廉政公署啟示錄

作者：張俊峰

ISBN：9789620429972

定價：$78

廉政公署的成立及成功運作，被視為香港的傑出成

就，更難得的是，它對反貪永不放棄的信念每每能

夠在香港歷史關鍵時刻發揮重要作用，從而帶來整

個社會體制的變革。了解廉政公署，離不開那些充

滿戲劇性的重大案件，和那些成了港人集體回憶的

時代背景，但更應認識它在防止貪污和社區教育上

的默默耕耘和堅守使命。

6/ 警官手記－六十年代香港警隊的

日子

作者：黃奇仁

ISBN：9789620427664

定價：$95

於六十年代當差，並成為第一任警務處處長副官及

私人助理的黃 Sir，以輕鬆幽默的手法披露皇家香港

警隊及防暴隊的工作與生活。警察訓練學校的學生

如何戲弄同學？如何在公廁內捉拿「道友」？為何

沒有警例控告下屬也要被上司罵？「職業被告」可

以賺多少錢？為何貪官葛柏被稱為「禮皇」？誰是

「九紋龍」？都一一向你道來。

8/ 香港發展地圖集（第二版）

作者：薛鳳旋

ISBN：9789620429941

定價：$468

本書根據香港 160 多年來在自然、經濟、城市、社

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大量資料，製作出超過 400 幅

圖表，展示香港怎樣從一個小小的漁港蛻變為國際

大都市。這既是一個城市的空間全面記錄的典型，

也是通識教育的必備參考書。

　

9/ 香港走過的道路（增訂版）

作者：劉潤和

ISBN：9789620431265

定價：$158

作者就自己發表的「香港奇跡精神」這個觀點，重

新審視了香港百多年走過的道路，罕有地觸及「香

港奇跡精神」背後的思辯架構；而數百幅非常珍貴

的照片，更成了其中論說的最佳註腳。

10/ 簡明香港史（新版）

作者：劉蜀永

ISBN：9789620427305

定價：$128

本書由著名香港史專家劉蜀永教授主編，對初版進

行了較大幅度的補充和修訂。本書涵蓋史前至 1997

年的香港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領域，是迄今

為止，最全面的香港史中文著作，條理清晰，簡明

易懂，適合對香港史感興趣的人士以及學界閱讀，

並可作為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的有關單元和獨立

專題探究的參考用書。

11/ 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

作者：劉存寬 劉蜀永 余繩武

ISBN：9789620424540

定價：$120

本書的三位編著者都是內地著名的香港史權威學

者。他們以大量的外交檔案為基礎，採用「讓文件

說話」的寫作方法，講述香港地區在十九世紀中後

期被英國割佔、租借的過程。本書有助了解香港問

題形成的歷史真相，是香港本地史學術研究必不可

少的參考資料，亦可作為目前香港社會推行通識教

育的重要參考書籍。

12/ 香港戰前報業

作者：楊國雄

ISBN：9789620434495

定價： $88

這是一部關於清末民初至日佔時期的香港報業史料

著作。作者在「戰前」、「香港」（廣義上是「粵

港」）的大環境下，闡釋近代民主革命時期報業發

展和報人動向等主要情況，具體涉及辦報的目的、

資金來源、政治取向、銷量影響等；圖文並茂，展

示出傳奇的報人群像、精彩的報紙筆戰和珍貴的歷

史文檔。既是一部近代香港報業史，也是一段省港

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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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歷史

香港地區研究

港澳題材 ｜ 2.3 香港歷史  ｜ 香港地區研究 

香港 18 區各有特色，不

同地區、不同村落都有

獨特的歷史和傳統。三

聯藉著不同的地區研究

專題圖書，帶大家認識

香港不同地區，希望將

香港的歷史好好保留。

香
港
情香港

地

薄扶林村－太平山下

的歷史聚落

作者：明愛社區發展服務

ISBN：9789620432965

定價：$128

薄扶林村矗立於繁榮城市

中，坐擁整片山頭，是香港

島仍保留完整的歷史村落，

見證了香港新移民的發展、

變遷和經歷了香港島在滿

清及百多年的殖民地始末。

薄扶林村是香港活著的歷

史， 讓 新 一 代 去 探 索， 而

今一群來自明愛社區發展

服務團隊的年輕人自發地

為具歷史價值的薄扶林村

作多角度的研究，將活著

的歷史聚落延續傳承。

新界鄉議局史：由租借

地到一國兩制

作者：薛鳳旋 鄺智文

ISBN：9789620430657

定價：$148

本書旨在把鄉議局 80 多年

的發展放在香港、新界與

中英關係的歷史脈絡之中，

研究鄉議局的角色，剖析

它與殖民政府和新界居民

的關係，並探討鄉議局與

其他中國近代地方精英組

織的共通點、它在新界這

個自十九世紀末開始的租

借地僅餘案例及其所處的

特殊環境下的特點，及它

在 1997 年後一國兩制中的

位置。

拆村：消逝的九龍村落

作者：張瑞威

叢書：細味香江系列

ISBN：9789620433184

定價：$78

本書以九龍地區村落為描

述 對 象， 從 清 初 的《 遷 海

令》以至戰後因應香港政

府的城市規劃而村落逐漸

被清拆為止。九龍村落及

其氏族在經歷清廷遷界、

英 屬 殖 民 地、 日 治 時 代、

1949 年後內地居民湧入、

港 府 拆 村 後， 日 趨 式 微，

走向消逝。全書圖文並茂，

可視為近代以來九龍舊村

的故事，也是作者十多年

來對九龍歷史研究的總結。

香港地區史研究之四：

屯門

作者：劉智鵬

ISBN：9789620431470

定價：$88

本書將整個屯門從古至今

的發展縷述出來，以不同

主題分章各述，有屯門歷

史 考 證、 名 勝 遺 跡、 與 辛

亥革命的淵源、達德書院

的風波，以及現今屯門的

高速發展等，是以古通今

的屯門發展專著。

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

從沙頭角蓮蔴坑村說起

作者：阮志

ISBN：9789620432675

定價：$108

本書透過蓮蔴坑村的獨特

地 理 位 置、 氣 候、 礦 產 資

源、 土 地 發 展、 移 民、 信

仰及風俗等課題，闡述該

村經歷中國客族開村的輾

轉遷徙、辛亥革命的參與，

以至在中英不同治權下的

「圍城」禁區中，身份和

文化傳統的迭變。作者試

圖為一直以來備受忽視的

香港邊境地方史開拓新的

視點，對當下的邊境規劃、

文化保育及身份認同議題

提供個案分析。

A Sense of Place： 

Hong Kong West of 

Pottinger Street

編者：Veronica Pearson, Ko 

Tim Keung

ISBN：9789620428111

定價：$380

The book tells the 

stories of the area west 

of Pottinger Street on 

Hong Kong Island. We 

see how an immigrant 

society began to create 

its own organizations 

that provided ladders of 

opportunities to social 

recognition, power and 

respect.

《中港邊界的百年變遷：從沙頭角蓮蔴坑村說

起》透過蓮蔴坑村獨特的地理位置，闡述該村文

化傳統及區民身份的迭變；《拆村：消逝的九龍

村落》以九龍地區村落為描述對象，帶出近年來

港人十分關注的議題：文物保育與城市發展間的

平衡；《薄扶林村—太平山下的歷史聚落》

及 A Sense of Place：Hong Kong West of 

Pottinger Street 呈現港島的薄扶林村及上環區

的香港不同歷史層的生活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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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香港歷史

香港經典系列

港澳題材 ｜ 2.3 香港歷史  ｜ 香港經典系列 

三聯書店自成立以來，

出版了不少以香港本土

文化民生為主題的好

書，見證了香港的發展，

記錄著東方之珠多年來

的變遷，可惜只有一小

部分仍在市面有售；其

餘多已絕版，使讀者無

法與之結緣。為了讓這

些好書重見天日，三聯

特別從歷年出版的香港

主題書籍中精選 20 多本，經編排設計後重新推

出。「香港經典系列」的題材相當廣泛，基本涵

蓋香港發展多年的各個層面：有側面反映社會變

遷的《圖片集郵藏品》；有介紹服務市民多年的

公共交通工具《香港電車》和《香港巴士》；也

有以影像記錄老香港的《香港記錄》，務求讓讀

者能全面而精細的認識我們的家園。為了方便讀

者，所有書籍特意重新編排設計為精裝小開本，

讓讀者能隨時隨地享受閱讀的樂趣。

經
典
重
現

香港黃大仙

作者：吳麗珍

ISBN：9789620432705

定價：$78

黃大仙是香港為人熟知的

民間信仰，逢年過節均會

吸引數以萬計善信上香祈

福。到底為什麼人們對黃

大仙如此尊崇呢？黃大仙

是何許人？這一信仰又是

如何傳入香港的呢？ 本書

圖文並茂地全面介紹了黃

大仙信仰的起源，及其在

香港的發展。全書輔以不

少第一手資料，編排有序、

考據精實。

香港航空百年

作者：宋軒麟

ISBN：9789620434044

定價：$78

本書著力描述香港的航空

業及飛行活動如何成形，

如何因應不同時期的政治、

經濟、科技及社會等因素

而壯大發展。作者以本土

視角，力圖綜合各方資料

和前人未及的原始素材，

為讀者提供最準確及最具

吸 引 力 的 內 容。 此 外， 書

中超過 350 張圖片來自多

個機構、博物館及遍及世

界各地的收藏家，尋訪經

年，在目前中文出版物中，

實屬難得一見。

香港神功戲

作者：陳守仁

ISBN：9789620432699

定價：$78

本書把戲劇跟宗教儀式、

祭 祀 習 俗 結 合 起 來 做 研

究 的 方 法， 是 由 英 國 希

臘 學 家 珍． 夏 理 遜（J.E. 

Harrison） 於 1910 年 首

次提出的。她的看法對後代

學者起了很大的啟發。本

書作者秉承了上述觀點和

深受實地考查方法的影響，

長年累月地在香港各社群，

用圖像和文字記錄他們酬

神的活動－神功戲的演

出。

九龍街道百年

作者：鄭寶鴻

ISBN：9789620432385

定價：$55

本書系統、扼要地闡述九

龍街道百年的發展脈絡。

漆咸道、彌敦道、廣東道，

條條大道貫通九龍，但只

要略為偏離大路則別有洞

天，那就是充滿民俗風情

的後街文化了……

書中每張照片都很珍貴和

真實，而任何細節都在訴

說我們城市的過去，她的

故事，她的傳奇。

港島街道百年

作者：鄭寶鴻

ISBN：978920432378

定價：$55

本書根據第一手資料，簡

明扼要地闡述港島街道百

年的發展脈絡。全書收錄

大量珍貴黑白圖片，向讀

者展示了由 1841 年港島開

埠，開始發展道路至往後

百年間港島街道的變化。

物 換 星 移， 滄 海 桑 田， 今

天的香港人有多少個知道

中環德輔道原來是海濱？

本書對讀者了解整個地區

的發展，甚有裨益。

新界街道百年

作者：鄭寶鴻

ISBN：9789620432392

定價：$55

本書以珍貴的照片、扼要

的文字來說明新界近百年

來的嬗變，使讀者了解新界

如何由世代相傳的農村生

活，發展今天面貌的過程，

趣味盎然和富於參考價值。

全書圖片及文字展示出都

市化的驚人力量，不管是

親歷其境的人，或是與他

們生活毫無關係的旁觀者，

都將對於這些變化嘆為觀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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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照相冊

(1950’s – 1970’s)
作者：邱良

ISBN：9789620432774

定價：$78

本 照 片 冊 主 要 表 現 1950-

1970 年代初香港的都市面

貌，冊中一景一物概括地

反映香港經濟起飛期間的

生活變奏，藉著紀實攝影

的特有功能和攝影家的敏

銳觸角，帶領觀眾細意回

味生活光影之餘，同時可

以追尋那段曾經的歷程。

本 冊 收 錄 邱 良、 顏 震 東、

鍾 文 略、 劉 冠 騰、 茹 德、

劉淇六位資深攝影家的優

秀紀實作品 100 幅，具有

非常高的收藏價值。

昨日的家園

作者：方國榮

ISBN：9789620432415

定價：$78

本書以介紹香港自開埠至

上世紀九十年代居住形態

的變遷為線索，圖文並茂

的介紹香港自開埠以來的

變遷，讓讀者緬懷與香港

一起成長的童年歲月。當

中更囊括了香港攝影家陳

迹先生多年的重要作品，

並由城市規劃、環境管理

專家方國榮博士撰文敘述，

是一部非常有歷史價值的

佳作。

香港記錄

(1950’s–1980’s)

—陳迹攝影集

作者：陳迹

ISBN：9789620432828

定價：$78

「照片中制水時的水桶陣、

秀茂坪的火劫，都是上一

輩人艱困經歷的見證，憶

苦思甜，當知珍惜我們現

今 所 有。」 本 書 收 錄 陳 迹

先生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

代，於香港各處拍攝的精

彩 生 活 照 片。 現 在 看 來，

書中的各張照片，都是香

港歷史發展的記錄，雖然

並非震驚各界的大事件，

而只是尋常街頭巷陌的剎

那光景，但卻是最真實有

趣的生活記憶。

香港故事

(1960’s – 1970’s)

作者：邱良

ISBN：9789620432866

定價：$78

紀實攝影的歷史意義不容

置疑，邱良 30 多年來的親

身 體 驗， 是 最 好 的 見 證。

本冊精選了 100 幅邱良的

作 品， 捕 捉 了 香 港 1960-

1970 年代普羅大眾的生活

面 貌。 工 展 會、 租 書 檔、

屋村士多……一幅幅舊日

的生活寫照，勾起了昔日

情懷，引發出許多溫馨故

事。這些鏡頭下的社會變

遷、人生百態、浪漫情調，

都是你我成長的共同經驗。

香港明信片

(1890’s – 1940’s)

作者：唐卓敏

ISBN：9789620432644

定價：$88

本畫冊的幾位編者均為香

港歷史明信片的收藏家，

他們從大量的藏品中，精選

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四十

年代，共 150 多幀香港歷

史明信片成書出版。編者對

書的內容悉心安排，所述

文字經嚴謹的考證，簡要

而生動地紀錄了近半個世

紀香港外貌與社會的變遷，

是本具參考價值的畫冊。

香港電車 (1904–1998)

作者：張順光

ISBN：9789620432910

定價：$78

1904 年，電車首次在香港

的路面上出現，行駛至今

已超過一個世紀，當中雖

經歷了多次變革，但閒散

的情調依舊。

本書由張順光先生以簡明

的語言、配合大量有價值

的懷舊明信片和舊照片，

將香港電車的歷史、經營

之道及其他有關資料，以

圖像呈現眼前，資料豐富，

趣味盎然，不單能滿足專

業的電車迷，一般大眾讀

者也定必感興趣。

香港明信片

(1940’s – 1970’s)

作者：鄭寶鴻

ISBN：9789620432422

定價：$88

本畫冊的幾位編者均為香

港歷史明信片的收藏家。

他們從大量的藏品中，精選

二十世紀四十至七十年代，

共百多幀香港歷史明信片

成書出版。本書圖文相映，

簡要而生動地紀錄了近半

個世紀香港外貌與社會的

變遷，是不可多得的既具

欣賞價值，又具參考價值

的畫冊。

香港巴士 (1933 – 2012)

作者：陳自瑜

ISBN：9789620432927

定價：$78

以時序為軸，橫向整理香

港 巴 士 資 料。 此 外， 更 配

以珍貴歷史圖片，由巴士

雛型說起，呈現巴士型號

及服務的進化過程；更以

專題的方式深入淺出地剖

析巴士路線、車牌、型號、

退 役 巴 士、 司 機 培 訓、 維

修保養、結構與載客量的

變遷及運作。

圖片香港貨幣

作者：鄭寶鴻

ISBN：9789620432781

定價：$78

香港擁有屬於自己的貨幣

始自 1863 年，當時由倫敦

鑄 造。 在 此 之 前， 香 港 與

中國內地其他地方無異，流

通的貨幣種類包括中國歷

代的銅錢、銀錠及近代的

貿易銀元等。即使在 1842

年，內地採用的貨幣仍在

香港民間沿用，至上世紀

的 二、 三 十 年 代 為 止。 在

這漫長的貨幣演變歷程中，

不僅反映了香港的歷史位

置，也反映了香港社會的

變遷及民間喜惡。

圖片香港郵票

作者：鄭寶鴻

ISBN：9789620432576

定價：$78

香港郵票發行至今已有百

餘年歷史，在這悠長的歲

月中發行的種類及數目非

常多，這些郵票在另一側

面紀錄了香港的演變和發

展。本書以眾多代表性的

彩色照片，配上精簡的文

字，專題介紹各時期的不

同郵票。作者鄭寶鴻累積

多年經驗和資料，以無限

的精神心血，編寫了這本

香港記錄性及掌故式的郵

書，值得收藏參考之用。

圖片集郵藏品

作者：鄭寶鴻

ISBN：9789620432842

定價：$78

此書以專題的方式，配以

260 多 幅 照 片， 扼 要 介 紹

了 香 港 民 間、 官 方、 集 郵

組、 市 政 局， 以 至 各 大 機

構發行的首日封和紀念封

的 發 展 歷 程。 此 外， 也 兼

及各種郵戳的歷史和集郵

藏 品， 如 郵 政 明 信 片、 郵

資信封、包裹紙和航空郵

柬等，值得集郵人士參考。

本書作者鄭寶鴻累積了多

年的集郵經驗和資料，其

深入淺出和涵蓋面之廣，

歷來少見。

港澳題材 ｜ 2.3 香港歷史  ｜ 香港經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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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香港人物

1/ 吳康民口述歷史－香港政治與

愛國教育（1947–2011）

作者：吳康民

ISBN：9789620431326

定價：$98

身為香港左派元老及愛國教育的中流砥柱，作者吳

康民為什麼在新中國成立前即傾向革命？香港親中

學校曾經受到怎樣的排擠和歧視？走過怎樣的誤

區？他怎樣在全國人大的 30 多年裡繼續為港人發

聲？他為何如此堅定地相信中國必須政治改革？

3/ 香江有幸埋忠骨：長眠香港與辛亥革

命有關的人物（增訂版）

作者：丁新豹

ISBN：9789620431869

定價：$88

作者把長眠香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資料加以整

理，編纂成書，透過每位人物的故事及其長眠香江

的原因，分析香港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

本書除人物小傳外，還附有各人物的墓地位置表及

地圖，讀者不僅可多認識香港與辛亥革命，以至整

個中國近代史的關係，更可按圖索驥，到各志士墓

前憑弔一番。

2/ 香港二十八總督

作者：張連興

ISBN：9789620432491

定價：$128

本書把 28 位港督任內的香港政治、經濟、文化、

教育、宗教、生活、律例、風土人情以及歷史掌故

一一鋪陳，橫看是一系列生動有趣的人物傳記；豎

看則是一部包羅萬有的香港通俗史，讓讀者沉浸其

中，回憶那些年與港督一起走過的日子。

4/ 君子以經綸－沈鑒治回憶錄

作者：沈鑒治

ISBN：9789620430510

定價：$148

《信報》前總編輯沈鑒治出身小康家庭，生於戰亂

時代，從小就經歷上海與香港之間的往來顛沛。他

一生涉獵不同領域，有些屬興趣使然，有些可謂是

審時度勢的選擇，本書精彩之處正是作者如何應對

政治變遷和人事鬥爭卻不辱斯文。回憶錄所紀錄的

是那個時代人與事，也是一代人如何在紛亂時代中，

堅持君子之道安身立命的人生故事。

港澳題材 ｜ 2.4 香港人物 5/ 中西融和：羅何錦姿

作者：梁雄姬

ISBN：9789620433573

定價：$98

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晚期，歐亞混血兒在香

港的社會地位有很大的變化，從被人輕視到受到尊

重，道路既艱苦且漫長；本書的研究對象羅何錦姿

便正是成長於這個年代的歐亞混血兒，她如何力爭

上游，努力不懈，為社會作出貢獻。

7/ 一代煙王：利希慎

作者：鄭宏泰

ISBN：9789620430664

定價：$98

回顧利希慎傳奇非凡的人生，我們不但會給他謎一

樣的出生、成長、從商過程及突然去世所吸引，找

到更多技驚四座的投資秘訣，同時更可對華人家族

企業發展過程中的起替興落有具體的認識。

6/ 香港赤子：利銘澤

作者：鄭宏泰

ISBN：9789620430800

定價：$108

利銘澤生於上世紀初，伴隨他成長的是風雲變色的

大時代。由於個人地位顯赫超然，步入晚年的他大

力支持中國改革開放，並促成了粵港直通車開通，

在中英關係一度陷於低谷時仍能保持信息互通的紐

帶；其微妙之處與香港在波譎雲詭的中國近代歷史

上，一直作為溝通華洋、連結中外的橋樑地位可謂

異曲同工、步調一致。

8/ 香港將軍－何世禮

作者：鄭宏泰

ISBN：9789620428159

定價：$108

出生香港首富之家的何世禮，並非如一般人所料地

選擇繼承父業，而是立志北上保定從軍，在不得其

門而入後轉投英、法、美等西方軍校，因而打造成

精通中英雙語、人脈關係橫跨軍政外交並兼具深厚

軍事學識的一代將才，書寫了別樹一幟的「香港 

故事」。

　

9/ 香港大老－何東

作者：鄭宏泰

ISBN：9789620426957

定價：$128

本書的論述既配合了香港社會的發展和不同時期的

起落，將何東及其家族的發展，系統而完整地描繪

出來；另一方面，本書也剖析了華人家族企業在發

展過程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如管理上的優劣、經營

上的強弱，以及組織上的鬆緊等，對有志研究家族

企業的人士，亦會有一定啟發。

10/ 香港大老－周壽臣

作者：鄭宏泰

ISBN：9789620426384

定價：$98

本書總結了周壽臣幾經波折、歷盡風雨的百歲人生，

從中可看到近代中國起伏跌宕、波譎雲詭的歷史發

展軌跡，甚至可感受到香港這個彈丸之地貫通東西、

聚合華洋的樞紐位置，至於周壽臣生於香港、肆業

美國、任職滿清、服務港英的事跡，以及那種亦政

亦商、宜中宜西的背景，更可讓人深刻地感受典型

「香港故事」的特質和內涵。

11/ 何家女子－三代婦女傳奇

作者：鄭宏泰

ISBN：9789620430213

定價：$98

本書追溯了香港一代首富何東家族三代女性的故

事。何母施氏不靠婚姻而活，且安排兒子接受西式

教育，為家族崛起奠下了基石。五位千金以優異成

績上大學，成為香港首批女大學畢業生；可是歷史

以男為主導，女性身影總是模糊不清。今天，讓我

們從這群曾特立獨行的何家女子開始，回溯近百年

婦女一路的辛酸，肯定她們曾扮演的角色。

12/ 婦女遺囑藏著的秘密－人生、家

庭與社會

作者：鄭宏泰

ISBN：9789620430374

定價：$98

在今天社會，女性以自己雙手賺取財富，以本身名

義擁有財富，在一個多世紀前的封建社會，女人地

位低微。本書補充了香港由小漁村發展成國際大都

會故事背後的女性身影及芳蹤，又清晰立體地展示

了她們血淚交織的人生和際遇，並從其故事中說明

經濟獨立、財政自主對婦女擺脫遭奴役、被逼迫歷

程中的關鍵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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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1-2/ 

3-6/ 

15-16/ 

13/ 潮平岸闊－高錕自傳

作者：高錕

叢書：「大寫人生．細味香港」

ISBN：9789620434440

定價： $85

高錕是世界知名華人科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他的光纖研發，革命性地把互聯網應用帶領到翻天

覆地的新世代。本書是他的七十自述，讓讀者一覽

他科研之外的豐富人生。除一閱他周遊列國、闖

蕩世界科技文明的履歷及努力，更可一讀他與廝守

四十多年的夫人黃美芸如何相識相遇相守，見證了

一位科技學者對人文、人倫價值之肯定。

15/ 周南口述：身在疾風驟雨中

作者：宗道一

ISBN：9789620427039

定價：$108

本書為著名外交家、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港澳

回歸見證人周南的自傳體口述實錄，書內詳細記錄

了其長達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除了以局內人身份

披露中英兩國的曲折談判過程外，也講述了其上半

生的精彩往事，包括年青時於新婚翌日便到朝鮮參

軍、在巴基斯坦、印度、坦桑尼亞等地的外交生涯，

以及在聯合國工作十年的歷程等等。

14/ 魯平口述香港回歸

作者：魯平

ISBN：9789620428425

定價：$78

本書詳細地敘描述了香港回歸過程中的林林總總：

中央政府與英國政府的談判、「一國兩制」的提出、

國務院港澳辦在香港所做的工作、對歷屆港督及第

一屆特首的評價、回歸慶典的經過等等。口述者身

分權威，乃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前香港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副秘書長魯平，便於讀者了解當時一

些鮮為人知的內幕。

　

16/ 李雪廬回憶錄

作者：李雪廬

ISBN：9789620429231

定價：$98

本書是無線電視首任業務經理李雪廬的事業生涯回

憶。今日躋身國際品牌的本土產品，如幸福傷風素、

刀嘜花生油的首次廣告攻勢原來在無線。當年無線

的廣告生意慘淡，作者打破舊有思維，拉攏和民生

脫不了關係的廣告商，成功挽回劣勢。香港廣告業

由發展初階，至踏上國際廣告舞台，作者是幕後主

要推手；由他娓娓道來，鮮活多采。

2.5 香港社會生活

2/ 猜情尋－我們的二三事

作者：細 V

ISBN：9789620434075

定價：$88

由七位愛滋病病毒（HIV）帶菌者及四位非感染者

伴侶與家人親自講述的故事，當中有男有女，來自

不同國家及地區。通過他們勇敢的剖白，我們看到

恐懼與壓抑、來自社會的誤解與歧視，如何對人的

身體、心靈、人際關係及生活造成巨大的傷害，以

及他們最終如何尋回自我的價值。

　

 

1/ 動物權益誌

策劃、採訪、插圖：二犬十一咪

撰文：阿離、阿蕭

ISBN：9789620433696

定價：$98

貓狗被虐殺、新界牛經常被車撞死、雀鳥撞上玻璃

幕牆而死，連海灘裡的小生物也不能倖免。香港保

護動物的法例不足，引起社會關注。本書評論香港

社會對動物的處理方式及態度；引述外國學說，探

討動物倫理、道德、福利；分享人和動物共融的真

實個案。動物在人類社會應享有哪種程度的權利？

希望此書能引起社會討論。

3/ 兩地書：北漂十記

作者：盧燕珊

ISBN：9789620432798

定價：$88

「港慫」可能很窩囊，「北漂」其實不是那麼漂？

從四分一世紀前踏足荒蕪大陸新世界到九十後北大

「假香港人」，《北漂十記》是十多萬內地港人的

十個記錄個案，每個獨立腦袋只代表自己。此書就

像中山大學教授程美寶所說的中期報告或李照興暫

時的備忘錄，留待香港人 3.0/4.0 作註腳。

5/ 活在香港：在港內地專才與藝術文化

工作者的移民經驗

作者：陳惠雲 陳國賁 莊迪文

ISBN：9789620432958

定價：$138

本書以社會學為理論基礎，深入訪問了 57 位來自

內地的專才和藝術文化工作者，以第一手材料，呈

現他們苦樂摻雜的移民生態，分析了其生活處境和

靈活的應付策略；以獨特的洞察力，揭露了因果與

弔詭，並提出政策建言。本書不僅有助讀者加強對

內地來港人才的了解，更能反映香港人對外來者的

態度，以另一視角重新審視香港人的價值觀。

4/ 兩地書：港漂十味

主編：呂大樂

ISBN：9789620433153

定價：$88

這是本講香港的書，講述者是不是香港人？他們自

己也不知道答案。這是部紙上的紀錄片，記錄下十

個在香港生活的內地人的聲音。他們大多是從香港

的大學畢業，又以專才身份留下工作，然後展開生

活。漂在香港，他們有的紮下了根，有的還在逐波

而行，各有喜與愁。

6/ 我的遺書

作者：陳偉霖

ISBN：9789620432590

定價：$98

他一身黑色斑點癦痣背後，是罕有的皮膚癌「黑色

素腫瘤」在作怪。陳偉霖一出生便注定要和病魔競

賽，忍受不同人士的目光。但他有清晰的目標，積

極體驗人生，更在 30 歲生日當天舉辦「生前葬禮」。

書中有不少作者親友寫給作者的「告別信」，訴說

他們對作者真正的心意和感覺，內心真摯，令人 

感動。

港澳題材 ｜ 2.4 香港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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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10-12/ 

13-14/ 

11/ 街邊有檔報紙檔

作者：莊玉惜

ISBN：9789620429927

定價：$98

你知道香港報紙檔由《南華早報》創立，並肩負「反

清」重任嗎？你知道首個標準報紙檔是由一位英籍

警司設計的嗎？ 

從首個流動報紙檔的誕生，到其如何充斥市面，還

有報紙檔的設計顏色密碼與報販的生涯與身份確

立，本書作者一一道來。讀者將發現報紙檔背後呈

現的香港大歷史小歷史的進程，是不可小覷及必須

保育的街頭重要文物。

13/ 黑白情懷（第二輯）

作者：翟偉良

ISBN：9789620430770

定價：$98

第二輯包括「街頭巷尾」、「當年風貌」、「郊外

風光」、「昔日離島」四個主題。不論是晴是雨，

日或夜，在惡劣的環境下如風雨的日子，都會出現

意想不到的動人畫面，令各階層都能成為拍攝對象。

照片還有效地表達了城市經年累月的發展。

不知讀者們看到那些照片後會否懷味無窮呢？

12/ 黑白情懷（第一輯）

作者：翟偉良

ISBN：9789620430763

定價：$98

作者翟偉良是業餘攝影愛好者，此書精選了他 40

年來拍下的香港人物和場景黑白照，讓讀者尋回舊

時香港的影子。街頭人物、昔日行業、傳統節慶、

不同地區的面貌和城市發展都被他的相機記錄下

來，成為歷史的見證。此書分二冊，分別為昔日行

業、街頭風景、舊日香港和體育慶典。主題性的結

構方便讀者閱覽。

14/ 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

三院（1870-1997）

作者：丁新豹

ISBN：9789620429309

定價：$120

丁新豹以故事形式介紹自 1870 年以來東華成立的

歷史，將東華的成立背景、所參與的工作、與港英

政府的關係、從救濟角色轉化為社會服務機構等前

因後果娓娓道來，書內更有近百張珍貴的歷史相片。

正如呂大樂所說：「他寫出了歷史的味道，也寫出

了香港的味道。」

7/ 我們的同志孩子

作者：蘇美智

ISBN：9789620432361

定價：$108

九個同志家庭子女出櫃的故事，每一個都令人深受

感動。究竟是什麼力量驅使父母跨過那世俗的高牆，

與孩子攜手面對艱難險阻？每一個故事都明確告訴

你：是愛的力量，是父母對子女無私的愛。有著愛，

同志父母繃緊的心就會釋然，選擇重回孩子的身邊。

9/ 我要安樂死（修訂版）

作者：斌仔

ISBN：9789620427053

定價：$88

1991 年，22 歲的斌仔因一次後空翻失手的意外導

致全身癱瘓，從此臥床 16 年。2003 年他獲悉外國

有合法安樂死的先例時，也鼓起勇氣去信香港特區

政府公開要求安樂死的權利；此後，社會人士也開

始注視四肢癱瘓病人的處境和安樂死的議題。不管

你贊成還是反對安樂死，此書肯定能引起深思。到

底有什麼比生命更寶貴？

8/ 路向 DIRECTIONS

作者：伍成邦

ISBN：9789620431647

定價：$108

三位資深記者訪問了八位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的

會員，將他們曲折的人生旅途和心路歷程記錄下來，

寫成本書，希望加深大眾對四肢傷殘人士的了解，

亦透過他們的故事獲得啟發與鼓勵。他們跌倒過，

又再站起來。一路走來，靠的不是雙腳，是身下的

輪椅。他們比常人更多煩惱，但比你我更常展露笑

容。

10/ 街邊有檔大牌檔

作者：莊玉惜

ISBN：9789620431340

定價：$108

首個持牌大牌檔誕生至今約一個世紀，險渡多少趟

「殺檔」潮。看它差不多給消滅殆盡，卻又有幸獲

邀進駐警署，盡是離奇曲折，或許這根本就是歷史

的真諦。借助大牌檔的發展，作者帶你細味香港大

城小景，品嚐經過發酵及沉澱的歷史，代替一窩蜂

擠到大牌檔吃麵留念。

　

港澳題材 ｜ 2.5 香港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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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曉蕾作品

港澳題材 ｜ 2.5 香港社會生活  ｜ 陳曉蕾作品 

陳曉蕾是本地資深記者，1993

年入行報道政治新聞，1999 年

轉寫專題報道，2009 年開始

獨立採訪，長期關注城市可持

續發展議題，擅長撰寫人情故

事。曾獲人權新聞獎中文雜誌

冠軍、亞洲出版協會（SOPA）

亞洲最佳中文人權報道大獎、

亞洲最佳中文環保報道大獎等。 

她的文字活潑且親切，從個人

生活出發，以小見大，用平易

近人的方法探討嚴肅課題。

她的作品廣受歡迎，獲社會認同。《有

米》榮獲2013年「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獲最高票數）。《剩食》榮獲第五

屆「香港書獎」及2011年《中國時報》

「開卷好書（中文創作類）」等獎項，

並引起大眾對廚餘的關注。

城
市 死在香港　流眼淚

作者：陳曉蕾 蘇美智

ISBN：9789620434273

定價：$118

本書第一部分關懷喪親家屬。

香港每年超過四萬人死亡，

專家估計大約兩成的親友在

一年半後依然抑鬱，然而急

趕的社會容不下這份傷痛，

尤其喪父的中港兒童、喪偶

獨居長者，更需要支援。香

港每年也大約有一千人自殺，

當中主要是長者！第二部分

探討醫療和社福制度處理死

亡的不足，死在院舍、死在

家裡……如何能安樂地死？

香港正菜

作者：陳曉蕾

ISBN：9789620430435

定價：$118

耕田種地曾經是先輩最基本

生存之道，可惜在現今世代，

耕田種地者寥寥無幾，我們

對農作物的認識不但不深，

亦彷彿不再在乎。本書透過

本地有心農夫的專訪，重新

發現香港新界的土地，分享

有機種植的心得……田園生

活背後的困難與堅持、農作

物的知識、生產和供應背後

牽涉的議題，此書都給你娓

娓道來。

死在香港　見棺材

作者：陳曉蕾 周榕榕

ISBN：9789620434266

定價：$108

本書第一部分報道現代殯葬

業的改革：政府立法監理、學

者研究、民眾有更大自主權，

並且考慮到對環境影響。香

港一方面連基本殮葬設施都

不足，同時卻漸多新人入行，

不少行內第三、四代接手人，

亦銳意帶來新氣象。第二部

分是解構香港的殮葬殯，訪

問業內人士、學者、宗教領

袖，並附有大量實用資料。

剩食

作者：陳曉蕾

ISBN：9789620431333

定價：$108

全港三個堆填區即將飽和，

當中超過三分一都是廚餘。

我們可以做什麼？每一位香

港人，都不得不面對。本書

講解什麼是「廚餘」，包括

第一部分探討工商界產生廚

餘的成因，第二部分探討香

港以及鄰近地區目前如何處

理廚餘。第三部分關注的是

家居廚餘。

有米

作者：陳曉蕾

ISBN：9789620432170

定價：$108

這是陳曉蕾關心本港生活之

作品。這次從香港的氣候入

手，思考為何香港沒有了春

天，而沒有春天對我們的生

活有何影響。曉蕾也將視點

對焦選擇「另類生活」的人，

有搬到新界居住的年輕人，

有知足變通的獨居老伯，有

自耕自足的農耕人，有崇尚

環保生活的情侶，看看這些

在香港「核心價值」以外的

香港人如何在這裡生活。

好味

作者：陳曉蕾

ISBN：9789620433559

定價：$88

被定形為環保作者，對曉蕾

確實有一點不公平。除了調

查報道、環保報道等議題，

曉蕾還擅長寫人的故事。本

書的重點在於人、味。書中

56 篇文章，56 位主角，藉著

曉蕾的筆各自道出對味道的

情感。受訪者包括陸離、施

永 青、 陳 淑 莊、 葉 劉 淑 儀、

趙 式 之、 盧 凱 彤、 江 獻 珠、

歐 陽 應 霽、 蔡 珠 兒、 謝 寧、

甘 仔 神 父、 白 雙 全、 素 黑、

JOHN HO、江康泉等。

生命裡的家常便飯－

方任利莎的甜酸苦辣

作者：方任利莎 陳曉蕾

口述：方全利莎

撰文：陳曉蕾

ISBN：9789620428951

定價：$88

本書告訴你「香港烹飪女皇」

方太背後的故事，從中了解

這位生於三十年代的女性，

如何在七十年代末，在沒有

受限於自己女性的身份與背

景及堅毅不屈的個性下，打

拚出屬於自己的「方太」品

牌，建立其一代烹飪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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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香港文學

1/ 香港文學口述史（一）

記錄者：盧瑋鑾、熊志琴

ISBN：9789620430114

定價：N/A

兩位文學家投入逾十年時間，向 40 多位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著名的香港文壇、文化界前輩進行口述歷

史訪問，結集為一套五冊的巨著。訪問對象包括「友

聯」體系、《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相關

人物，請他們分享創作歷程、參與的文學活動、對

所在組織的了解、個人政治立場等。這是珍費的第

一手資料，反映香港的文化、政治和歷史間的互動。

3/ 阿德與史蒂夫

作者：葛亮

ISBN：9789620432941

定價：$88

本書是作者居港 10 年後的第一部香港題材短篇小

說集，以他一貫細膩溫潤、極具敘事魅力的筆觸，

講述了一個又一個在繁華背後，曲折黯淡的「香港

故事」；刻畫了一個又一個命運坎坷、個性鮮明的

主人公。從他的觀察中，可以領略到被一般人忽略

的城市風景，在城市夾縫中生活的你、我、他。

2/ 香港短篇小說選 2004-2005

編者：鄭政恆 

ISBN：9789620431654

定價：$88

本書收入的 22 篇小說，是從 2004 至 2005 年間刊

行的各種本地文學雜誌中精選而來，反映了當代本

土文學的一個側面，讓人看見多位香港作家，如何

從社會大事、人與人的相處等各方面取得養分，創

作出一篇一篇各具特色的文學作品。從作者對香港

社會的想像，可見人文關懷，亦表現了香港文學的

獨特個性與魅力。

4/ 浮城述夢人－香港作家訪談錄

作者：廖偉棠

ISBN：9789620432613

定價：$78

本地文學研究者廖偉棠先後訪問了 18 位香港舉足

輕重的文人作家，包括著名詩人蔡炎培、香港文學

研究專家小思和名作家西西等。訪問的內容主要圍

繞香港文學創作、作家的自身感觸和經歷等，可以

從中折射出香港近數十年的文學發展。

另外，作者在每篇訪問稿後，都附有該訪問者的作

品評賞，有助進一步了解作者的風格特色。

港澳題材 ｜ 2.6 香港文學 5/ 對照記 @1963

作者：楊照，馬家輝，胡洪俠

ISBN：9789620431845

定價：$88

這真是一場緣分。異地出生的三位同齡男人能夠遇

上，而又相知相得。台灣的楊照、香港的馬家輝、

中國內地的胡洪俠，在十數年的交往中有了一份默

契。他們就不同主題各寫一篇文章，在回憶和再呈

現自身經歷的同時，對照出海峽兩岸三地的社會文

化變遷差異。在三位糾結的回憶自述中，你會看到

三地之間親切的人文輪廓。

7/ 讀中文，看世界

作者：陳耀南

ISBN：9789620427909

定價：$68

陳耀南教授北念中邦、近說南溟、東瞰扶桑、泛覽

文藝、內省人性、仰望蒼穹，這些深刻的所思所感，

都化成筆底漂亮的文字。本書收的都是短文，一篇

文談一件事。作者有時筆鋒犀利地針砭時弊，有時

語言幽默地諷刺某些事某些人，有時宏觀地覽照人

間世界，有時微觀地探討內心感受。文章雖然短小，

但內容包羅萬象。

6/ 上帝的角度

作者：何福仁

ISBN：9789620428302

定價：$60

何福仁的散文寫得不多，卻以知識含量高和有思想

深度著稱。本書是作者十多年來散文寫作的精華。

場景從歐洲到中國－記遊歷，記人事，記閱讀，

沉浸在各種文學藝術之中，其中有對神話、繪畫、

雕塑、書法的追尋，有中西文化的思考，在抒情與

議論的巧妙結合中，充分顯示了知性的慧思。

8/ 縫熊志

作者：西西 

ISBN：9789620428586

定價：$88

本書是一本極具創意的奇書。作者多年來以寫作知

名，這次轉而做熊，親手縫製各種各樣的毛熊，包

括中國古代人物服飾熊、水滸英雄、花木蘭等。她

不單做熊，還為毛熊書寫，既為毛熊縫做中國各朝

的衣飾，又通過文學的語言，以優美散文描繪古典

人物，並細緻地闡述服飾的變化。本書可說提升了

毛熊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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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港澳題材 ｜ 2.6 香港文學  ｜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為了推動創作風氣以及培

育新一代的年輕作家，三

聯書店與新鴻基地產合辦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至 2013 年已是第四屆，

目的是協助熱愛文化創作

及具潛質、且沒有出版過

任何書籍的年輕人出版第

一部著作。入圍者更可接

受專業導師的個別指導。

比賽舉行至今已協助超過

20位年輕人一圓出書夢，

當中有些更已成功出版第

二，甚至第三部著作，包

括 Lucia（《盧押道 20 號》、《我和抑鬱談過變

愛》、《第一次當媽媽》）、李香蘭（《上．下

禾輋》、《尋人啟示》）、劉斯傑（「彈起系列」）

等。參賽作品題材和種類相當廣泛，有記錄日常

生活的散文、畫風獨特的繪本、實驗性重的詩集，

更有絕少見於本地出版界的立體書。如此千變萬

化的作品，正正反映本地仍有很多有才華的創作

人和獨特的題材等待著我們去發掘。

熱
愛
文
化

推
動
創
作

不存在的旅行

作者：柴路得

ISBN：9789620434389

定價：$98

作者取旅途中沉默的人為故

事主角，因為「沉默者」或

許就是最好的「觀察者」。

書中每一個章節由兩部分構

成：前部為作者的視角，關

於「旅行」的觀察，主要關

於「地」，作為引子帶出後

部的「人」；後部主要關於

「人」，為旅途中一個主要

沉默者的故事。前後兩部同

述一個主題。而作者自己的

游移故事則在最後一部分中

描述。

　

Unfriend Me

作者：歐陽晴

ISBN：9789620434297

定價：$88

方浩然的突然死亡，令父親方

志成一片茫然。父子間的隔

閡，從此變得永遠無法修補。

他嘗試通過年輕人的那個玩

意 兒－ facebook， 去 了

解自己的兒子。在尋找密碼

的過程中，他想起了很多，

但是無法回頭的片段。最後，

看著兒子在 facebook 中的私

人訊息，他終於明白兒子的

內心世界……

夫妻檔

作者：啡白

ISBN：9789620434419

定價：$108

作者訪問了七對在香港經營

生意超過 30 年的夫婦，與他

們暢談行業的趣聞、時代的

變遷，以及夫婦不同的愛情

觀和相處之道。書中的照片，

有店舖營業的實況，有漸漸

走進歷史的工具，也有店主

夫婦的結婚照和全家福，洋

溢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情味。

支持、諒解與關懷，讓幾對

夫妻在經營生意與漫步人生

路上互相扶持，一路相伴。

第四屆得獎年輕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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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豪華劏房生活

作者：林小龍

ISBN：9789620434150

定價：$78

有 廁 所， 有 冷 氣， 有 電 視，

有雪櫃，有千多本參考書，

有電腦，有打印機，有上網

……這一切，原來都容納在

一個不足 50 呎的劏房裡。

一個碩士生，因家庭問題而

搬出來劏房居住，靠私人補

習維持生計，而他總是自豪

地稱呼這個房間為「豪華劏

房」。本書將揭露他在劏房

生活時的點點滴滴，如何以

樂天自強的態度，在逆境中

掙扎求存。

夢旅人

作者：Tomi Underhill

ISBN：9789620434280

定價：$98

為了記錄對夢想與自由的追

尋、對自身與人生抗爭的反

思；為了紀念曾經相遇的人

和事、每個「存在」之間的

羈絆，作者結合文字和圖像，

以時空交錯的處事手法，追

溯從孩童時代到長大成人經

歷的點滴。作者打開溝通、

傳遞的窗戶，期盼通過創作

接觸另一個「存在」，為生

命帶來一點點的啟發和影響，

掀起一點點的觸動和共鳴。

日月星傳

作者：郭家騏

ISBN：9789620434358

定價：$148

日 街、 月 街、 星 街， 三 條 街

道，組成了灣仔的一個特殊

小區。

隨著城市不斷發展，小區環

境變了又變，居所和店舖不

斷重覆著建設與搬遷的循環，

舊時的痕跡日復一日被歲月

洗盡。為了保留這個瞬間的

日月星，作者用畫筆把所感

都畫在紙上，為一切已經或

即將消逝的美好事物，留下

一個曾經在這時代存在過的

證明。

知了

作者：Kori Song

ISBN： 9789620434129

定價：$98

作者以絢爛的圖畫、詩意的

文字，述說生活事；如蓮子

清甜，偶有苦澀。全書分為

三部分：第一部分「城市」，

記錄作者初到香港，對遇見

的人和事的第一印象。第二

部分「家」，媽媽煮的家常

菜、爸爸做的風箏，媽媽的

老相機、爸爸手上的黑白照

……家鄉與童年的記憶。第

三部分「伴旅」，愛情、人生、

旅遊都帶點冒險的成分……

港澳題材 ｜ 2.6 香港文學  ｜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去一個不用被吃的地方

作者：陳妮妮

ISBN：9789620434396

定價：$98

蘿蔔一心想讓小兔吃了自己；

小兔以進「天下一碗兔」為

最重要的事情。可是，為了

證明自己的價值，就只能選

擇被吃掉嗎？那會連自己都

沒了！一起走吧，去一個不

用被吃的地方！本書以繪本

的形式、小朋友的口吻，從

蘿蔔、兔子的角度看世界。

畫風質樸，文字淺顯，寓意

卻極深；既適合孩子閱讀，

成年人也可從中得到很深的

領悟。

往回跑

作者：戰丹

ISBN：9789620434402

定價：$88 

「時光一去不可追，我卻要

逆著往回跑。」

12 篇短篇小說，迷你到讀畢

竟未發覺；12 首古今詩歌，

耳熟能詳到一呼百應；12 幅

詩文插畫，奇異情景卻不曾

聽聞。他們相映成趣，打坐

對談，相視而笑。

如果你說詩歌晦澀，這裡便

是穿越它的另一方天地，只

要你肯進來。

這是致敬之作，是異想之作，

是遊戲之作……也許，也是

野心之作。

69°N  51°W

作者：黎偉傑

ISBN：9789620434341

定價：$148

故事將記錄作者由冰島到格

陵蘭的見聞及想法，包括首次

當 沙 發 客（Couch Surfing）

的感受、獨自在雪野露營及

夜行雪山的冒險故事，隨之

對生命價值看法的轉變等等。

作者細說個人觀感的同時，

也客觀地展示資訊，包括冰

島人及格陵蘭人的生活習慣、

哈士奇的特性、格陵蘭不為

人知的黑暗面、全球暖化帶

來的影響，還有他們的一些

想法等等。

聞香記

作者：維妙

ISBN：9789620431081

定價：$78

作者透過散文回憶她在香港

大學就讀的經歷，觀察香港

的風土人情，進而點評香港

的社會議題，每一部分其實

都在比較「中港」兩地的價

值觀。文字麻辣，觀點決不

拖泥帶水。對內地價值入侵

香港感到佛都有火的讀者，

會讚賞她罵得痛快；港大的

師兄師姐大概會感嘆：喂，

圖書館、跑火警也被寫成這

樣，真係「估你唔到」！

　

第四屆得獎年輕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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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請進場

作者：黎慧嫻

ISBN：9789620431104

定價：$78

我們去看戲都只留意戲，而

從不留意服務員，作者卻將

服務員自身的故事說出來。

「生活」是所有寫作人的養

料，作者在看似平凡單調的

工作中，找到了屬於她的素

材，以活潑生動的筆觸將身

邊的人事物刻畫出來，創作

了這部溫馨活潑的年輕都市

小品。

　

富中作樂

作者：高聲

ISBN：9789620431128

定價：$78

何時才能脫離母親的魔掌？

脫離做什麼都落得被打的下

場？童年時天天幻想。好不

容易某天雙親要離婚了，高

聲卻被迫留在媽媽身邊。後

來當他爸爸把他交到住在屋

邨的外祖母家裡寄住，他已

經覺得到了天堂。如此這般，

高聲展開了他在華富邨獨自

作樂的生活，在這滿載黑白

回憶碎片的漫畫裡，你會聽

見高聲淚中帶笑，笑中有淚

的心聲。

開枱喇！

作者：黃俊賢

ISBN：9789620431098

定價：$88

麻雀是「中國國粹」，作者

發現每逢大時大節、親友聚

會等場合，總少不了麻雀耍

樂的份兒。作者從中感受到，

麻雀不純粹是賭博玩兒，當

中更具深層意義，刻劃出人

與人的交流，藉著畫出麻雀

耍樂的場景，說出這項國粹

精妙之處。本書可說是盞鬼

圖文版「麻雀百科」！

逆風千里

作者：洛華

ISBN：9789620431111

定價：$88

公公在經歷戰爭與文革，曾

因編寫黑白抗戰電影《逆風

千里》而聞名，也因這部電

影在文革中遭批鬥。媽媽經

歷「上山下鄉」，卻不甘受

時局控制命運，遷移來港。

「我」在殖民年代成長，本

是最幸福的一代，卻遭遇家

變移居加國。三代人的移民

故事反映三代人之間價值矛

盾， 身 為 新 一 代 的「 我 」，

該如何在逆風中前行？

港澳題材 ｜ 2.6 香港文學  ｜ 年輕作家創作比賽 

如果我沒有紅斑狼瘡症

作者：余小妍

ISBN：9789620431142

定價：$88

這是一本有血有淚的自傳。

作 者 自 16 歲 患 上 紅 斑 狼 瘡

症，從此與「狼」為伍。

「余小妍的故事令人感動的

另一面，是她沒有怨天尤人，

而是以輕巧活潑的文字訴說

一段於生死邊緣徘徊的經歷，

字裡行間表現出純真樂觀的

個性、堅強的求生意志，和

親切善良而又忠於自我的待

人處世態度。」—許迪鏘

日照良好 ensoleille

作者：姚楓盈

ISBN：9789620431135

定價：$78

本詩集是一部碎片式的時間

記錄，細膩柔美的筆尖道出

作者細碎而美好的回憶，如

旅途中的遇見和感動、停留

於腦海的味道和記憶、狹路

相逢的眼眸和微笑，期望她

的文字能換來讀者一個會心

微笑。「我選擇用最緩慢的

筆尖，在急促的步伐下自在

慢舞，在狹窄的空間肆意飛

翔。」—姚楓盈

新填地貓

作者：許家慧

ISBN：9789620431074

定價：$118

喜愛在新填地街尋找老店舖

和貓的足跡，漸漸被這一區

的多樣化兼極端的特性深深

吸引。街上有售賣嫁娶用的

雙囍椰子，也有賣紙紮品的

香燭舖，有市區重建項目下

的巨大建築，也有街內唯一

存留的戰前唐樓等，不管這

些老店如何走向沒落，但貓

兒們仍一直守護著新填地街。

第三屆得獎年輕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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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澳門今昔

1/ 澳門五百年：一個特殊中國城市的興

起與發展

作者：薛鳳旋

ISBN：9789620432033

定價：$550

本書以澳門歷史作為城市歷史的討論個案，收集了

有關東亞及澳門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歷史地圖，並且

主要通過地圖、不同類型的城市畫像、數字座標等

方式，來展現葡萄牙人自十六世紀初，逐步在澳門

落地，及其後與華人及內地的互動，以及澳門演變

成如今滙合中葡文化的現代化城市這一歷時近 500

年的發展歷程。

3/ 澳門發展與澳珠合作

作者：許志樺 李燕怡

ISBN：9789620430985

定價：$68

澳門作為中國目前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和珠江三角

洲西岸的國際城市，其經濟與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對體現一國兩制制度的優越性及維護澳門的穩定，

具有重要的意義。澳門要在澳珠更緊密合作和加強

粵港澳互動這兩方面謀求新策略，也有必要在國家

和國際層面上找尋發展機會，亦要在更大的地域和

資源空間上解決一直以來存在的發展問題。

　

2/ 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縱向研究

作者：余振

ISBN：9789620431623

定價：$128

本書針對澳門的華人政治文化狀況進行調查研究，

從澳門歷史、民眾的參政意識、選舉文化、社團文

化和行政文化等多角度剖析，並與香港與內地的政

治文化相比較，對澳門未來的政治文化建設提出了

有益的建議，其中多項問卷調查結果具有很高的資

料價值。

4/ 澳門特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探索

作者：許志樺 姚華松 張進林

ISBN：9789620430701

定價：$78

本書在於回顧澳門回歸前後 20 年的經濟發展軌跡，

以及通過世界上兩個以博彩業為核心行業的著名賭

城－拉斯維加斯和蒙地卡羅與澳門的綜合比較，

為澳門未來 10 至 20 年經濟發展作出既充分考量

本地基礎，又有國際發展前瞻性的政策安排，並探

討如何在博彩業、旅遊為主軸的前提下，實現澳門

產業適度多元化及可持續地發展。

港澳題材 ｜ 2.7 澳門今昔 5/ 圖片澳門今昔（修訂版）

作者：王國強 陳樹榮 劉羨冰

ISBN：9789620429101

定價：$78

本書根據澳門歷史的發展脈絡，分為「澳門街」的

形式、「緩慢的城市發展」及「走向跨世紀的未來」

三篇，涵蓋了澳門史前、開埠至戰前及戰後至今三

段時期約五千年的歷史。以圖文並茂的形式介紹了

開埠前後澳門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

宗教、人口、土地面積等種種問題，是認識澳門史

的入門讀物。

7/ 澳門古今

作者：李鵬翥

ISBN：9789620425547

定價：$49

本書收錄文章 197 篇，書前附有一輯珍貴圖片，是

一本側重歷史、文化、勝跡的澳門掌故選輯。本書

初版推出後，各地讀者反應熱烈，不到一年即告售

罄再版。再版作者訂正若干錯漏，更徵得秦牧先生

撰寫對初版的讀後感，令本書質素再進一步提高，

內容更趨完備。

6/ 澳門概論

作者：馮邦彥

ISBN：9789620416422

定價：＄108

16 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東渡大洋租居澳門，在其

後約 300 年間，澳門一度成為遠東最繁榮的商埠之

一，隨著香港的崛起和五口通商，澳門轉而發展賭

博業，之後更以旅遊博彩業聞名於世。本書勾劃出

400 多年來澳門角色的演變以及今日的社會風貌。

除對澳門的經濟狀況著墨最多外，也重點剖析了葡

萄牙治下的澳門政制、文化、宗教和九九回歸等重

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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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知識叢書

港澳題材 ｜ 2.7 澳門今昔  ｜ 澳門知識叢書 

澳門開埠前是個小漁村，

至十六世紀中葉，第一批

葡萄牙人抵達澳門，締造

了往後四百多年時間裏，

澳門發展成為一個獨特城

市的契機。雖是彈丸之

地，卻在相當長的時期裡

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

橋樑；雖是方寸之土，卻

從明朝中葉起吸引了無數

飽學之士從中原及歐美遠

道而來，或傳揚宗教，或

推廣教育；雖是蕞爾之地，

卻一度是遠東最重要的貿

易港口；雖是偏遠小城，卻一直敞開胸懷，

接納了來自天南地北的各族移民。對於這樣

一個如斯重要的東方大都會，卻缺乏一些適

合大眾閱讀的介紹其歷史文化的讀物。有見

及此，澳門基金會在一批有志於推動鄉土歷

史文化教育的工作者大力協助下，「澳門知

識叢書」正式面世。

澳門與嶺南畫派

作者：陳繼春

ISBN：9789620430329

定價：$45

二十世紀上半葉，嶺南畫

派的成員大多流寓澳門，

並多次辦學辦展，積極踐

行「折衷中外，融匯古今」

的 理 念， 使 得「 嶺 南 」 一

支在澳門得以延續。本書

從中日畫學傳承溯源，又

得多位該派畫家及其家屬

提供作品手跡，兼之當時

對春睡畫院、再造社等畫

展的傳媒報導，以珍貴的

第一手材料為讀者呈現嶺

南畫派與澳門的特殊關係。

澳門世界遺產

作者：鄧思平

ISBN：9789620430312

定價：$60

本書作者精選澳門世遺中

12 座別具特色、底蘊深厚

的 建 築， 包 括 媽 祖 閣、 鄭

家 大 屋、 民 政 總 署 大 樓、

大三巴牌坊等等，以優美

的 文 字、 充 沛 的 感 情， 詳

敘其建築特點及背後引人

深思的歷史故事，帶領讀

者領略澳門東西文明交融

之美。

澳門古籍藏書

作者：鄧駿捷

ISBN：9789620430305

定價：$30

明清古籍善本、澳門地方

文獻以及西方宗教圖書，

構成了澳門中文古籍藏書

的三大特色。書內介紹的

澳門古籍珍本善本，包括

劉承幹《嘉業堂》舊藏 16

種，《 盛 世 危 言 》 刻 本，

汪兆鏞、汪宗衍父子舊藏

古籍，中文天主教古籍等。

澳門郵票

作者：陳震宇

ISBN：9789620430299

定價：$30

本書透過介紹澳門郵票中

的航海探險、葡萄牙殖民

帝 國、 文 化 交 流、 歷 史 回

眸，以及負責印製澳門郵

票的一些印刷廠和著名的

澳門郵票設計師，不僅帶

領讀者體會和領略澳門之

美，更藉此傳播一些甚易

為人忽略，但其實有助深

入了解澳門的知識。

　

澳門墳場

作者：梁錦英

ISBN：9789620430732

定價：$30

澳門的墳場是宗教、文化

和藝術凝匯的獨特風景地；

其中舊基督教墳場更獲得

世界文化遺產的美譽。在

澳門墳場中，最為神秘的

是哪個？下葬名人最多的

是 哪 個？ 這 些 問 題， 都 可

以在本書中找到答案。

本 書 講 述 澳 門 16 個 墳 場

的背景和特色，以及它們

在澳門的歷史、宗教文化

和建築藝術研究上的特殊 

價值。

小
城
面
紗

方
寸
之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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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早期博彩業

作者：胡根

ISBN：9789620430268

定價：$30

近代百年滄桑，造就了博

彩業在澳門經濟、文化乃

至政治上的核心地位，因

此欲了解澳門，就不得不

了解澳門博彩業發展的來

龍去脈。一段段可觀的歷

史事件，組成了澳門博彩

業幾經浮沉並最終步上現

代 化 軌 道 的「 必 然 」。 本

書告訴讀者澳門博彩業的

發展，如何令澳門確立了

「賭埠」的地位。

澳門火柴業

作者：蔡珮玲

ISBN：9789620430275

定價：$30

歲月悠悠，如今有誰還記

得那曾經暢銷香港和南洋

各地被喻為遠東最好火柴

的澳門火柴？又有誰還能

憶起澳門火柴業背後的盛

世榮光和風雨飄搖？但相

信只需一眼，一眼所見的

那極具中華民族特色的澳

門 火 花， 親 切 之 情、 好 奇

之心便油然而生。

澳門六七十年代印象

作者：何永康

ISBN：9789620430282

定價：$30

本書展示澳門六七十年代

的彩色照片，重現澳門的

昔日景象：城市面貌、地標

建 築、 街 道 變 遷， 經 典 景

物、 傳 統 手 工 業 等， 讓 讀

者可以回憶、懷念或認識

那個年代特有的風土人情。

這些珍貴的照片，部份是

外國遊人在遊覽澳門時攝

的，部分是由私人製作再

售賣與旅遊人士的紀念品，

都是首次公諸於世。

澳門的博物館

作者：呂志鵬

ISBN：9789620430251

定價：$30

澳門濃郁的歷史和文化，

如同曼妙的舞者翩然於廣

場 建 築、 風 土 人 情 之 間，

所 謂「 博 物 洽 聞、 通 達 古

今」，你若想真正地走近

她、 看 清 她、 欣 賞 她， 那

就一定不能錯過澳門各具

特色、底蘊深厚的博物館。

　

澳門飲食業今昔

作者：梁錫雄

ISBN：9789620428937

定價：$40

還記得峰景酒店的下午茶

嗎？ 還 記 得 海 上 皇 宮 嗎？

還記得寶記的腸粉、標記

的燒臘、勝記的粥嗎？

本書詳細介紹了澳門飲食

業的發展過程，引領讀者

穿越時空隧道，盡享澳門

美食。

澳門音樂

作者：李宏君

ISBN：9789620428753

定價：$40

揚琴和鋼琴通過澳門傳入

中國內地，笙通過澳門傳

入歐洲，成為歐洲吹簧樂

器的鼻祖。澳門國際音樂

節，是澳門本土樹立起來

的國際文化品牌，而冼星

海等一批與澳門有關的著

名音樂家，更為澳門樂壇

增添了無數的光彩。

澳門海島石景

作者：張卓夫

ISBN：9789620428791

定價：$40

大自然用鬼斧神工雕琢而

成 的 石 景， 千 姿 百 態、 惟

妙惟肖，其中更蘊含了澳

門 的 歷 史、 傳 說 和 風 俗，

這些古今名石不僅是澳門

景觀的一部分，更是澳門

文化的一部分。

　

澳門半島石景

作者：張卓夫

ISBN：9789620428210

定價：$55

本書記錄並整理澳門半島

地區的古今名石，與石景

有關的歷史、傳說和風俗，

揭示其鑒賞、保護的價值。

並以天然石景為主脈，追

溯、研究以石為載體的各

種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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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公園與花園

作者：呂志鵬 歐陽偉然

ISBN：9789620428784

定價：$40

澳門雖是彈丸之地，卻有

眾多公園及花園，其中有

葡式風韻的公园，也有古

色古香的中式庭院，它們

在這座小城交相輝映，成

為澳門中西文化合璧的一

道獨特風景。

澳門水彩畫

作者：徐新

ISBN：9789620428241

定價：$50

本書介紹 19 世紀以來的澳

門水彩畫家，包括其人生

經歷和藝術之路，評述其

水彩畫作的藝術地位與風

格，從而勾勒出澳門水彩

畫藝術的源起、發展歷程

以及獨特成就。

澳門步行徑

作者：歐陽偉然 呂志鵬

ISBN：9789620428227

定價：$50

本書介紹澳門的 15 條步行

徑， 它 們 分 布 廣 泛， 類 別

功能多樣，除了讓人們欣

賞其花草樹木、奇山異石和

鳥獸魚蟲等自然景觀之外，

還配以齊備的運動及休憩

設施。政府對步行徑的管

理維護也愈趨完善，使其

更好地迎合了人們的需要，

為人們提供了舒展身心、

舉家同樂的健康好去處。

澳門地理

作者：黃就順

ISBN：9789620428234

定價：$50

本書為讀者介紹了澳門地

理的一些基本知識，包括

澳門的地形特徵、氣候概

況、 水 土 資 源、 城 市 面 貌

和內外交通等。

澳門神香業

作者：蔡珮玲

ISBN：9789620428999

定價：$40

香，在華人社會中使用甚

廣， 神 香 業， 在 澳 門 佔 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澳門

四大傳統手工業之一。本

書對澳門神香業的發展過

程、著名品牌和製作工序

一一予以介紹，喚起了人們

埋藏在記憶深處的思「香」

之情。

澳門城牆與堡壘炮台

作者：譚學超

ISBN：9789620428777

定價：$40

澳門如何從一小塊租借地，

發展為城市，甚至軍事重

鎮？澳門的城牆與堡壘炮

台，對澳門城市的發展格

局產生了深遠影響，讓我

們一起回顧十六至十九世

紀末澳門城牆和堡壘炮台

的源起和發展，在認識其

軍事價值的同時，領略東

西文化於軍事上的跨地域

交流。

澳門天主教堂

作者：呂志鵬 黃健威

ISBN：9789620428760

定價：$45

當你穿梭於澳門的大街小

巷，你會被這裡的天主教

堂 所 吸 引。 在 它 們 當 中，

有作為澳門現今主教座堂

的「 大 堂 」， 有 華 南 地 區

唯一有壁畫的「聖母雪地

殿教堂」，有全澳歷史最

悠久的「聖安多尼堂」天

主教對澳門影響深遠，從

教堂歷史、建築特色等幾

個方面可見一斑。

澳門土生葡人

作者：鄧思平

ISBN：9789620428203 

定價：$50

本書介紹澳門特殊的族群

—土生葡人的歷史、發

展 歷 程、 宗 教 信 仰、 獨 特

語 言、 藝 術 文 化 等， 從 中

亦可看出中西文化在澳門

的交流與融合，以及這種

交流對雙方產生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