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Second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中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1

錢穆講中國通史

葉龍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9789620745379

P

本書為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在新亞書院〈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
學成立，新亞書院成為成員書院之一〉初創時期講授中國通史的
課堂筆記整理紀錄，可讓學生在短時間內扼要地瞭解中國歷史的
發展。

2

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宋
朝

小島毅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9787549551538

P

本書針對宋代的政治制度、士大夫、庶民、宗教和文化，提出問
題和申述論據，讓讀者看到因軍事實力而被低估了宋代，在政
治、文化和工藝上非凡的地方。

P

這一系列的文學故事涵蓋先秦至中國近代，共十八冊，內容深入
，所談及的文學形式及文人十分多樣化，包括著名的文學家和詩
人，及其文學作品。內容富深度，但書寫形式輕鬆淺白，適合對
古典文學感興趣的青少年作為進階閱讀。本冊集中討論宋代情
況。

N/A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60897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42254

3

讀故事．學文學系列: 宋代
文學故事 (上)

4

讀故事．學文學系列: 宋代
文學故事 (下)

范中華(編著)

昌明文化

9789869187497

P

這一系列的文學故事涵蓋先秦至中國近代，共十八冊，內容深入
，所談及的文學形式及文人十分多樣化，包括著名的文學家和詩
人，及其文學作品。內容富深度，但書寫形式輕鬆淺白，適合對
古典文學感興趣的青少年作為進階閱讀。本冊集中討論宋代情
況。

5

文化的視野

傅佩榮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578453210

P

本書收錄了作者四篇演講稿,包括《文化的眼光與人生的視野》、
《聖人之愛與哲人之愛》、 《充實之美與虛靈之美》和《宗教的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187288
心靈與宗教的省思》，當中談及儒、道二家對人生、愛和美的觀
點，以及文化的意涵。

6

圖解資治通鑑

唐譯

華威文化

9789865611774

P

本書以圖解、表格等方式具體講述千餘年的中國歷史。其清晰有
序的描述，讓讀者更容易從這部中國古代的歷史名著，學習不同
的地方史觀與社會史觀，明白以史為鑑的重要道理。

P

從儒家傳統的「重義輕利」到毛澤東治國期間提倡「毫不利己，
專門利人」，再到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時代，
中國經歷了怎樣的經濟思潮激盪﹖這本文集可以作為學生認識近
現代中國社會變遷的入門讀物。

P

本書以透過歷史看文明的價值與透過文明看歷史的演進，這樣的
中心思想來貫串。內容包括：中國文明起源的科學探索；漢、
唐、清代盛世的透視；交通與文化傳播；政治、法律和選官制
度；軍事思想與軍事制度；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中國思想的演
變等。

P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浩如煙海。歷代史家不斷研究探討，至今仍
有許多不解之謎。本書將歷史上眾多的迷案予以梳理，知識性、
可讀性及趣味性兼具。書中分〈帝王百態〉、〈后妃秘聞〉、
〈將相功過〉及〈文人蹤影〉四篇，是一本學生學習歷史、老師
上課必備的參考書，也是一本會讓所有讀者愛不釋手的歷史故事
書。

7

8

9

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

中國歷史的十五堂課

中國歷史上人物之謎

范中華(編著)

劉小楓、林立偉編

王子今

李廣生

昌明文化

中文大學出版社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9187480

9789622018136

9789571144191

9789861370194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254793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33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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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10 一本就通：中國哲學史

Author
作者

江心力(編著)

Publisher
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570838022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P

本書介紹了遠古至晚清中國哲學史上的重要事件、人物、學說及
典籍，如孔子問禮、墨子止楚攻宋、人性善惡論、張衡論宇宙、
王通倡「三教合一」、宋元理學、明清心學與實學等，扼要地說
明了中國哲學的重要思想和學說。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81776

人人都要學的三分鐘
11
國文課 5：常用詞語篇

蘇建新等

如果出版社

9789866702761

P

本書收錄了一百零一個有趣的語文、文化問題。作者以輕鬆活潑
的語言，深入淺出地解說一般人習以為常，卻甚少考究出處的日
常用語。讀者只需花三數分鐘閱讀，就能明瞭某個詞彙的文化意
涵，或某種用語習慣的來龍去脈。

12 中國人的智慧

易中天

上海文藝出版社

9787532165063

P

本書以易懂的語言，闡釋周易的啟示、中庸的原則、兵家的思
考、老子的方法、魏晉的風度和禪宗的境界。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53157

13 中國文化對談錄（插圖本）

陳耀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789620424298

P

本書以兩人對話、互相啟發的方式，深入淺出地剖析了中國文化
的奧秘。當中除了展示幾千年來中國文化史的演變軌跡，也闡述
了中國文化史上各個流派的學說與思想。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60552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13134

N/A

14 中國文化傳統的六個面向

李歐梵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9789629966935

P

本書分為六個部分——作者心目中最能代表中國文化傳統的六個
面向，包括英雄本色、政教道統、江河歲月、飲食男女、魑魅魍
魎、魂兮歸來。作者在每一面向選取一、兩篇具代表性的經典文
本，從文學、音樂、電影、藝術等角度暢談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
與感受。

15 中國文脈

余秋雨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200368

P

本書作者帶領讀者探究神話、詩經、漢賦、史記、唐詩、宋詞，
以至明清小說，接觸中國文脈中的重要經絡，細味中國文化的滋
味。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72309

16 中國古代繪畫

范淑英、劉山花、
楊兵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789620420788

P

本書通過詳盡的敘述和精美的圖片，深入淺出地講述中國古代繪
畫藝術的特點及其歷史變遷。書中既有史據經典，又有趣聞軼事
，既有學術著作的嚴謹和條理，又有普及讀物的親切與輕鬆。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91550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47437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73167

方文山

第一人稱傳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8394025

P

本書收錄方文山三十四首中國風的歌詞，作者從修辭、文學典故
和國學常識三方面，帶領讀者進入其創作世界。他除了簡介特殊
的詞語用法與文法，還解釋每一詞、每一字背後的精心構想；又
詳細介紹歌詞裏的典故。

廖玉蕙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3204794
出版

P

本書以說故事的方式，引領讀者欣賞中國傳統的小說，從神話、
寓言、志怪、傳奇，到平話、章回小說。

19 孔子的生活智慧

潘銘基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1961969

P

本書細談孔子生活之道。作者引用《論語》、《孟子》、《禮
記》、《荀子》和 《史記》等典籍，具體地呈現孔子的形象；並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54535
引用現實生活故事，說明孔子之道在今天的意義。

20 去中國人的幻想世界玩一趟

阿濃

突破出版社

9789628913800

P

本書透過兄妹二人和父親的對話，引領讀者走進中國人的幻想世
界。作者以生動有趣的筆觸，講述《山海經》、《莊子》、《西
遊記》和《聊齋誌異》等文學經典故事，並深入淺出介紹中華文
化的精髓。

17 中國風：歌詞裡的文字遊戲

18

中國經典小說的25堂課—
古典其實並不遠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8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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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豐子愷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9789622152335

P

本書是香港藝術館為配合「有情世界 ── 豐子愷的藝術：人間
情味」專題展覽而編製，當中介紹了二百多幅豐子愷的代表畫作
，讀者可從中體味豐子愷藝術作品親切感人和趣味洋溢的特色。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13657

22 我的老師

胡燕青

基道出版社

9789624571134

P

本書收錄三十篇有關老師的文章，包括作者在小學及中學遇到的
老師，文字洋溢了師生難得的情誼及密切關係，也流露出敬師愛
生的綿綿情意。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25458

23 故事詩中尋．先唐

黃為之、楊廷治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9789622384675

P

本書以講故事的方式，講述漢高祖、曹操、曹植、諸葛亮、陶淵
明和司馬相如等先唐時期歷史人物的事蹟，並分析相關詩歌的內
涵和藝術價值。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89037

24 看古人扮戲—戲曲故事

張曉風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9789571327037

P

作者挑選了二十八個元代至清代的經典劇目，包括關漢卿《竇娥
冤》、馬致遠《漢宮秋》、湯顯祖《牡丹亭》和孔尚任《桃花
扇》等，將原來在舞台上搬演的劇本，用小說的形式來表現，每
個故事還附有原著的作者介紹，有助讀者認識中國戲曲。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433657

25 細味古人的優雅生活

邸永君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290048

P

本書分為「文娛活動」、「花草樹木」、「日常用品」、「書法
文字」和「飲食品味」五部分，深入淺出地介紹古人的日常生活
與喜愛賞玩的物品，並講述其典故及文化內涵。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13013

26 通識中國古典小說

陳寧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628930791

P

本書以輕鬆活潑的形式，深入淺出地介紹常見的小說題材，並提
供佳作賞析，同時剖析其中的文化意涵，帶領讀者初步窺探中國
古典小說，加深他們對中國文學、中華文化的認識。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81076

朱少璋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7771104

P

本書的主題雖與應用文有關，但卻不是應用文概說，不是實用文
精編，也不是書信指南。作者通過六十篇短文，以「例話」、
「趣談」的方式，為讀者細說中國的魚雁文化。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66808

28 給孩子的歷史地理

唐曉峰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9789882370777

P

本書以淺顯易懂的方式描述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涵蓋文明的發
展、環境和人文、山水藝術、習俗、王朝都市、地圖等不同領
域。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2586

29 漢字五千年

漢字五千年編委會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789620433535

P&E

本書通過文字及圖片，向讀者呈現了漢字的前世今生，帶領讀者
走進漢字世界，以漢字為中心，進而了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68559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24606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1681

21

27

有情世界—豐子愷的藝術：
人間情味

魚雁志—應用文措辭例話及
文化趣談

30 認得幾個字

31

歷史的際會—先秦史傳散文
新讀

張大春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9789866873379

P

作者在本書以輕鬆的手法說文解字，通過五十篇記述兒女二人認
字識字的散文，讓讀者重新認識中國文字與日常生活、思維、情
感與歷史的關係。他認為「雖然只是幾個字，卻含藏了豐富的文
化，我們的世界都在裡面」。

何福仁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789620433191

P

本書根據《左傳》、《國語》和《戰國策》寫作而成，包含三十
三篇講述春秋戰國歷史、文化的文章。作者細味先秦史傳生動活
潑的語言和當中不同人物的言行舉止，以及探討先秦各種習慣風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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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縫熊志

33 傳統習俗事典

Author
作者

西西

史慧玲

Publisher
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文化會社有限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620428586

9789881320650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本書圖文並茂，記載了西西多年來縫熊的志趣和成果，並充份展
現她的文學、文化素養，以及對中國古代人物服飾變遷的寬廣視
野。她親手縫製的每一隻毛熊都形神肖妙，飽含情意，並有專屬
於自己的故事。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00378

P

時代科技日新月異，新一代事事講求快捷、急速，正逐漸淡化中
華文化五千年來的傳統習俗。很多俗例連長輩也未必了解箇中意
義，所以令到後代一直將誤解流傳下去。
本書範圍包涵：嫁娶、節慶、祭典、生育、遷居及葬禮等生活上
必遇的禮節問題。作者為你搜羅各方資料，提供最精簡完備的意
見，組成這本實用性及趣味性兼具的指南。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47356

34 古詩詞中的中華美德

方笑一、戎默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66610

P

134首經典古詩詞，以「心懷天下」「仁者愛人」「自強不息」
「尊老齊家」「珍視友情」 「好學深思」「心繫故土」「淡泊明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16925
志」「自然和諧」九個單元分類、淺析，欣賞詩詞之美時，亦能
細細品味浸潤其中的德性之美。

35 中國飲食文化簡史

王學泰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1511522

P

本書介紹中華民族在不同時代飲食文化的面貌，及列舉了各種菜餚如中
國八大菜系形成的歷史，並講述了各種食具的發展等等。

36 看得見的中國服裝史

張競瓊、曹喆

中華書局（北京）

9787101087161

P

本書以550幅精美圖片以圖說形式展現了中國服裝和服飾妝容的發展過
程。

37 中醫不切西瓜

李宇銘

突破出版社

9789628996858

P

李宇銘醫師善用有趣的比喻、生活例子，或漫畫解說中醫形上、辨證論
治等思維，為「神祕、迷信」的中醫學平反，原來艱深玄奧的醫理，例
如：陰陽五行，可以在羽毛球場、麻將桌上學到。書內的病例生動易明
，吸引人追看。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60806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87788

38

當筷子遇上刀叉-看中西飲食文化比較

杜莉、孫俊秀、
高海薇、李云云

賽尚圖文

9789868426160

P

《當筷子遇上刀叉》從多方面分析中西飲食文化的異同，包括烹飪的含
義及形式，飲食歷史及科學，飲食品種，民俗及禮儀，製作技藝及流派
等。

39

百年衣裳：20世紀中國服裝
流變

袁仄、胡月

香港中和出版

9789881511782

P

《百年衣裳：20世紀中國服裝流變》讓讀者從不同年代的服飾中，了解
在過去百年期間文化及政治如何影響中國人的衣著及審美觀。

9789620435089

P

本書從傳統圖畫中讀者了解先民冶鐵、行運、印刷、火藥、蒸餾
器等等的初始概念，亦介紹北魏釉陶甲馬、鄭河的海圖脈絡、萬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60533
里長城，也介紹徐光啓的《農政全書》、酈道元的 《水經注》，
讓讀者認識傳統的中國科技。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60773

40 格致經世：中國科技

董光壁

人生自古誰不廢──或懷才
41 不遇，或落榜情傷，古代魯
蛇的人生堅強講義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1372563

P

本書從現代角度重看古人生命歷程，讓讀者重新認識古代文學
家、重讀經典古文，並且了解古人如何奮力掙扎、勇敢耍廢，從
而留下千古名篇。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48588

42 中國常識文化

任啟亮(編者)

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

9789628746712

P

本書包括中國歷史、地理和文化知識，記述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
和重要人物，描述中國地理的自然特點和人文特徵，以及介紹中
華文化和民俗風情的精華，內容以中、英文對照。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609643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Second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中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43 讀古詩學中國歷史

44

拆骨為刀──中國歷史上著
名俠義事件

Author
作者

王春永

蔣藍(編者)

45 中小學生必讀中國歷史轉捩點 曹若梅

46 風度華服: 中國服飾

臧迎春、徐倩

47 軍機處: 永遠的權力中心

熊劍平

Publisher
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628930296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P

本書精選70多首與人物、事件、時代風尚、社會狀況等緊密關聯
的古詩，從獨特的角度切入歷史的時空，用文學的靈動消解歷史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02044
的沉重。書中提供了近150幅相關精美插圖，展示社會各個側面，
又編有約500條索引，點擊中國歷史關鍵字，幫助讀者輕鬆閱讀。

重慶出版社

9787536697270

P

此書主要講述中國先秦時代至民國年間大約二、三十位俠客的六
類復仇故事。在中國歷史上，冷兵器時代幾乎囊括了漫長的封建
時代。俠是冷兵器時代的民間英雄。他們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一
類特殊人物。《拆骨為刀》對俠作出客觀準確的界定，以此為基
點，對俠客的復仇行為進行細致描述。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0846188

P

作者以靈活生動的故事，引導學生思考歷史發展 的來龍去脈，重
溫每個歷史時代的真實情景、再現歷史人物的風骨典範，讓學生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4998
在淵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學習前人的智慧與課題。

9789620435096

P

從本書可以看到不同階段的歷史文化狀態與精神面貌，也可以看
到中國服飾是怎麼演變，從而直接或間接反映中國社會的政治變
革、經濟發展和風俗變遷。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55554

9789570848786

P

知名學者熊劍平以極為通俗流暢的筆觸，系統性地描述圍繞「軍
機處」所展開的滿族與漢族、宗室與皇帝、皇權與內閣、文臣與
武將的權力鬥爭，更經由軍機處這個特殊視角，透視有清一代封
建皇權空前強大的原因。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88089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8 神與物遊：中國傳統工藝

朱怡芳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9789866330858

P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工藝傳統的國家。最初的造物開啟了中國工
藝文明的時間轉盤，從遠古純樸的打製、鑽磨、切削石器，到後
來的各種精湛的鬼斧神工，工藝儼然成為實現人們衣、食、住、
行、用的必需手段，滿足著人們物質與精神的雙重需求，創造著
人類的造物奇蹟。

49 一本書讀懂中國傳統文化

劉元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9789863920717

p

本書在編撰過程中，集納了大量的歷史文化細節，內容涵蓋中國
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共分為十四個部分，歸納總結了近千個趣
味問題，豐潤、真切、逼真地再現了中國傳統社會厚重、獨特、
百態紛呈的生活景觀。

P

本書是結合歷史與醫療的優質課外讀物，不但把中學歷史較少觸
及的醫療史範疇分類呈現，又從新穎的角度來觀察中國歷代不少
具爭議性的事件，既可提供中學歷史教師課堂史例之補充，亦能
讓對歷史有興趣的學生或普羅大眾能從醫療史角度更有趣地認識
中國歷史。

P

故宮院長李文儒將已經成為公眾眼中的紫禁城，置於圖像學領域
中觀看、欣賞、解讀，提供讀者領略歷史的全新種種可能。不僅
是紫禁城的春夏秋冬，更要從各個角度，透過牆、柱、河、柳、
飾、景等等細節，以介紹建築的方式描述歷史，以描述歷史的方
式道文化。兼具知識與感性的文字，搭上一百八十多張精美全彩
圖片，讓紫禁城的縱橫面貌歷歷在目。

50

歷史課聽不到的奇聞：那些
你不知道的醫療外史

51 故宮院長說故宮

譚健鍬

李文儒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時報出版

大旗出版社

9789571364575

9789869598361

N/A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86529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3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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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52 甲骨文的故事

董作賓、董敏

商周文化

9789862722794

P

收錄60個常見又有趣的甲骨文，以小故事形式讓讀者了解漢字的
核心，進而更認識文字裡蘊藏的豐富文化。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74655

53 讀圖識中國

萬必文、陳志輝

商務印書館

9789620756146

P

本書以多角度介紹不同中國的省份，包括地勢地貌、歷史文化、
風土人情和資源物產等。本書結構簡潔，以圖為主，地圖清晰，
有肋簡快地認識中國。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52843

餐桌上的中國史：歷史有
54 溫度，每天冷熱生猛的現身
在我們吃的料理

張競

大是文化

9789869531306

P

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日本明治大學教授張競告訴你，你吃了一
輩子的中華料理，當中的食材與菜式起源，跟你以為的可能完全
不一樣。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6946

55 超有料的100個中國文化常識

殷芩、許生一、蔣
昱

維他命文化

9789865786953

P

解答你100個中國文化常識的「為什麼」，以圖表、延伸知識、漫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17914
畫，讓你透過「為什麼」，瞭解更多富趣味的中國文化常識。

56 從前有個香港仔

黎志邦

香港人

9789881423146

P

本書是第一本對香港仔有深度探討的書籍，更由英國皇家測量師
學會會員及香港理工學院建築工藝及管理學院士黎志邦所撰。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25067

P

本書以不同的角度介紹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成就及特色，內容包括
古代的星圖、天文觀測儀器、觀象文物及計時工具等。其中不少
是現藏於北京天文館、北京古觀象臺及南京博物院的珍貴藏品。
透過這些文物，我們不但可以欣賞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精粹，也能
對其源遠流長的發展有更深入的認識。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52701

星‧移‧物‧換 ─ 中國古
57
代天文文物精華

葉賜權

香港科學館

9789627797036

技術轉移與技術創新
58 歷史從書︰中國航天科技創
新

李成智

山東教育出版社

9787532878352

P&E

本書全面地介紹和分析了中國航天技術創新的全過程，內容包括
中國發展導彈與航天技術的決策過程、彈道導彈的系列化發展、
運載火箭的研製與改進、人造衛星與探測器的研製與應用、載人
航天工程的決策與實施，同時對中國航天技術發展過程中的科技
創新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案例分析與理論探討。

59 中國載人航天

唐國東、華強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181612

P

本書介紹中國載人航天的歷史，內容包括決策及研發過程、中國
載人航太精神、與載人航太相關的科學技術及中國載人航太戰略
的前景等。

60 中國古代數學思想

孫宏安

大連理工大學出版社

9787561186244

P

本書介紹數學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及演變。

61 古算詩題探源

徐品方、徐偉

科學出版社

9787030435705

P

中國古代不少數學家利用詩歌抒發情懷，以詩詞或歌謠等形式表
達博大精深的數學思想和方法。本書精選了140多首古算詩，並配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19896
以詮釋、翻譯及古今解法。

62 九章算術 (全譯修訂版)

張蒼等

重慶大學出版社

9787229104238

P

《九章算術》是中國古代數學名著之一。全書總共收錄246個數學
問題並提供其解法，這些算法對世界數學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44762

N/A

N/A

63

數學的進化：東西方數學史
比較研究

李文林

科學出版社

9787030143112

P

本書作者從數學史上的算法傾向、數學學派與數學發展、數學社
會史與史學史和數學交流與傳播等方面論述東西數學史。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90609

64

從李約瑟出發—數學史、科
學史文集

洪萬生

九章出版社

9789576031892

P

科學史文集︰本書是由洪萬生教授執筆的文章編集而成。內容包
括中國數學史、科學史、數學史與數學教育間的聯繫、數學與人
文間的互動關係、科學與國界、科學革命的本質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0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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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65 中國數學史大系

吳文俊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9787303045556

P

本系列叢書(共有八卷)詳細地介紹了中國數學史的研究以及中國
傳統數學的特點等。

N/A

66 數之起源

洪萬生等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9789570520712

P

作者與讀者分享二千多年前中國漢代的數學文本，包括其當中的
數學內容，由此深入淺出地介紹算學與中國秦漢文明之間的關
聯。

N/A

華羅庚

九章出版社

9789576030772

P

本書詳談楊輝三角、祖沖之的圓周率、劉徽的割圓術及孫子的神
奇妙算。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05761

68 中國古代數學簡史

杜石然、李儼

九章出版社

9789576030208

P

本書記載中國古代數學的形成及發展，並西方數學傳入中國的概
況。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26180

69 數學誕生的故事

袁小明

九章出版社

9789576030130

P

本書介紹了數學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與及曾為數學發展作出重
要貢獻的一些數學家的故事。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70810

70 數學家傳奇

李信明

九章出版社

9789576030192

P

本書介紹舉世聞名的數學家及其著名的數學定理，包括中國剩餘
定理及商高定理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06197

71 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第1冊) 李學數

新華出版

7501140839

P

本系列叢書除了記載數學家的故事外，還將一些一般人認為枯燥
的數學問題，深入淺出地展然出來。第1冊介紹中國數學家對圓周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347924
率的計算。

72 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第2冊) 李學數

新華出版

7501140847

P

本系列叢書除了記載數學家的故事外，還將一些一般人認為枯燥
的數學問題，深入淺出地展然出來。第2冊介紹中國數學獨特的計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334964
算工具─算籌和算盤。

73 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第3冊) 李學數

新華出版

7501140855

P

本系列叢書除了記載數學家的故事外，還將一些一般人認為枯燥
的數學問題，深入淺出地展然出來。第3冊討論21世紀中國數學展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334966
望。

74 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第4冊) 李學數

新華出版

7501140863

P

本系列叢書除了記載數學家的故事外，還將一些一般人認為枯燥
的數學問題，深入淺出地展然出來。第4冊介紹中國數學家陳省
身、蘇步青、錢寶琮、華羅庚等。

75 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第5冊) 李學數

廣角鏡出版

962226395X

P

本系列叢書除了記載數學家的故事外，還將一些一般人認為枯燥
的數學問題，深入淺出地展然出來。第5冊討論21世紀中國數學展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915655
望。

76 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第6冊) 李學數

廣角鏡出版

9622264050

P

本系列叢書除了記載數學家的故事外，還將一些一般人認為枯燥
的數學問題，深入淺出地展然出來。第6冊介紹勾股定理的各種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045870
明方法。

P

本系列叢書除了記載數學家的故事外，還將一些一般人認為枯燥
的數學問題，深入淺出地展然出來。第7冊介紹了幻方、中國剩餘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862707
定理、算法等有趣內容，以及加德納、梁培基、哈伯林、秦九韶
的故事。

67

與中學生談中國數學史上的
幾大成就

77 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第7冊) 李學數

廣角鏡出版

9622264212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334969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Second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中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78 數學和數學家的故事(第8冊) 李學數

79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廣角鏡出版

9622264360

P

抗戰記憶系列

葉兆言、武建華等

中華教育

N/A

P

南京那一年

葉兆言...等文 ;
武建華...等圖

中華教育

9789888463909

P

虎子的軍團

陳暉文 ; 于嬌, 冷
中華教育
曜晶圖.

9789888463855

P

Description
簡介
本系列叢書除了記載數學家的故事外，還將一些一般人認為枯燥
的數學問題，深入淺出地展然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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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699170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7816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7830
此系列共有六冊，透過豐富的畫面、色彩變化和簡潔的文字，為
青少年講述1937年起日本侵華時期發生的事件包括南京大屠殺，
適合初中生閱讀。

家書

陳暉文 ; 于嬌, 冷
中華教育
曜晶圖.

9789888463879

P

天使

童妍文 ; 陳鵬圖.

中華教育

9789888463886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7802

不死鳥

梅格文 ; 陳鵬圖.

中華教育

9789888463893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7808

我們家的抗戰

陳暉文 ; 于嬌, 冷
中華教育
曜晶圖

9789888463862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7812

中國文化二十四品

張峰屹、陳洪、
徐興無等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N/A

P

九流十家 : 思想的爭鳴

張峰屹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480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0689

內聖外王 : 儒家的境界

李翔海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015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096

抱樸歸真 : 道教的修煉

趙益, 王楚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08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0696

仁義禮智 : 我們心中的道德
周德豐, 李承福著
法則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698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003

赤縣神州 : 人傑地靈的文化
白長虹, 華成鋼著
空間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312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03

花雅爭勝 : 南腔北調的戲曲 解玉峰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107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09

金聲玉振 : 黃鐘大呂的古樂 司冰琳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060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16

君子之學 : 養成聖賢的教育
閆廣芬著
傳統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70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23

風土人情 : 民俗與故鄉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68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2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667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30

楊英杰, 劉筏筏著

書史縱橫 : 中國文化中的典
程章燦, 許勇著
籍

80

Publisher
出版社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7799

N/A

此系列共有廿四冊，介紹包括九流十家思想、中華風土人情、中
華醫學等中華文化，適合高中生閱讀。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Second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中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龍鳳呈祥 : 中國文化的特
徵、結構與精神
80

81

Author
作者

徐興無著

Publisher
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9888488650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P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35
此系列共有廿四冊，介紹包括九流十家思想、中華風土人情、中
華醫學等中華文化，適合高中生閱讀。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299

P

採菊東籬 : 詩酒流連的生活
陶慕寧著
美學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282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52

蓮花淨土 : 佛教的彼岸

陳引馳, 蘇暢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40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57

藝舟雙楫 : 丹青與墨韻

曹小鷗, 陳彥青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09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59

今古傳奇 : 神魔與世俗的小
陳洪, 郭輝著
說世界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728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348

文苑英華 : 言志的詩和明道
孫立堯著
的文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711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460

王霸之道 : 禮法並重的政治
王子今著
制度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67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469

四海之內 : 民族的形成與變
高永久著
遷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926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484

天工開物 : 科技與方術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114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0693

紅粉閨秀 : 女性的生活和文
俞士玲著
學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077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0699

書同文字 : 漢字與中國文化 黃德寬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305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0708

懸壺濟世 : 醫學與養生

孫中堂, 鄭婷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503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3411

變法圖強 : 中國的現代化進
侯傑, 趙天鷺著
程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527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3415

抗戰歷史現場直擊

中華教育

N/A

P

抗戰歷史現場直擊. 1, 侵略
雪崗, 阮家新主編
與救亡

中華教育

9789888488971

P

抗戰歷史現場直擊. 2, 戰役
雪崗, 阮家新主編
與戰鬥

中華教育

9789888488988

P

抗戰歷史現場直擊. 3, 正義
雪崗, 阮家新主編
與勝利

中華教育

9789888488995

P

香港開明書店

9789624591026

P

風月同天 : 中國與東亞

82 烽火中的來信（青少年版）

張伯偉, 卞東波著

李建珊, 賈向桐著

阮家新、雪崗

鍾軒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145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728
此系列共有三冊，通過講述抗日戰爭中敵我友三方戰場的情況和
故事，展示這場戰爭的殘酷性，同時紀念那些為保家衞國而犧牲
的人。文字為主，輔以黑白照片，適合高中生閱讀。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733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4735
本書輯錄三十一封戰火期間的家書，例如親上戰場的丈夫寫給妻
子的信，輔以信件背景供讀者參考，讓讀者更能掌握時代背景和
作者心情。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83436

Suggested Theme-based Book List For Secondary Schools
主題閱讀 中學建議書目
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本書介紹輔助年幼登基的成王處理政事的周公，為西周的興盛立
下的功勞，包括制禮作樂和封建諸侯，成為兩千年歷史傳統文化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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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郭志坤、
黃愛梅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124

P

劉京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N/A

P

畫說中國史. 1, 站在文明的
劉京文/圖
起跑線 :黃帝-漢朝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476

P

畫說中國史. 2, 翻開那一頁
文明盛世 : 三國-唐朝(220 劉京文/圖
年-907年)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8933

P

畫說中國史. 3, 強敵環伺的
文明路口 : 五代十國-元朝 劉京文/圖
(907年-1368年)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039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5916

畫說中國史. 4, 文明的千年
變局 : 明朝-清朝(1368年- 劉京文/圖
1912年)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89572

P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2868

83 西周：禮樂之邦

畫說中國史

84

Author
作者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5941

N/A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5071

此系列共有四冊，以黑白畫、時間線等輔以簡潔文字，述說中國
歷史片段和發展脈絡，引人入勝的內容包括分析三國的土地面積
與人口資源如何影響制定國策、唐朝舉世矚目的世界紀錄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5914

85 一張圖表看懂絲綢之路

王力、高亞芳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420995

P

本書以地圖和圖片形式，展示中外交流的歷史脈絡和成果，包括
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和走向。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87742

86 圖解中國百科全書

華遠路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9789622388840

P

全書圖文並茂，重點介紹中國的政區、人口、地理環境、自然資
源、民族以及歷史遺產等各方面的情況，適合初中學生閱讀。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1399

87 中國功夫

王廣西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789620424410

P

本書透過武術先師的圖片、各種兵器、拳經、年畫等插圖，介紹
中國七大拳系、暗器，以及關於武術的有趣資料，例如少林擒拿
二十四穴位歌、十路彈腿歌訣、武林中人行走江湖時用的 「切
口」、少林寺門規等。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698490

P

本書由30篇小故事組成，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出發，透過作者在不
同的歷史專題上提出問題，讓學生透過思考，重新認識由遠古至
唐朝的中國歷史事件和人物。內容深入淺出，有助學生把歷史連
繫現今生活，提高學習歷史的興趣。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18278

當一回小古人－學好中國歷
88
史！

許承恩

明窗出版社

9789888525324

89 赫馬遜河談中國歷史

黃仁宇

時報文化出版

9571300462

P&E

這本書收錄了黃仁宇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過的33篇文章
，內容包括先秦至元末的歷史，各篇大致以人物傳記的體裁為
主。黃仁宇在書中指出中國歷史有它的發展特色，所紀事件的影
響遠逾當時人的經歷，與我們今日的處境仍然有關。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00028

90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

費正清‧戈德曼

正中書局

9789570913927

P&E

費正清是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巨擘，對中國歷史的發展有獨特的
見解和洞悉力，深受學界所重視。著名史學家戈德曼將費氏原作
增補，詳陳中國在二十世紀末二十年經歷，社會、經濟、文化、
政治各方面變遷的過程。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14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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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主題︰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
Book Title
書目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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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原來孔子

陳永明

中華書局

9789628930821

P&E

作者把自己認識的孔子和他的思想介紹給讀者；他在書中討論了
一般人對孔子或儒家思想有誤解的地方，希望藉此引起大家的興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85420
趣，重新研究、評價這位影響億萬中國人的歷史人物。

92 被誤認的老照片

陳煒舜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66030

P&E

隨著照相構的出現，照片成為重要的歷史資料，讓讀者發現史事
，建構歷史知識。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昔日的老照片或會被誤
認。本書作者嘗試從三百位曾被誤解的晚清民國時期人物照片中
，重新解讀，讓讀者釐清解近代中國的複雜人際關係。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79909

P&E

透過閱讀這本書，你可瞭解中華五千年文化當中關於哲學、文
學、藝術、語言、文字、歷史、考古、民族、天文、地埋、科
技、中外文化交流等領域的概況，絕對是探索中華文明的百科全
書。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1410665

P&E

秦自戰國以來不斷擴張，秦王政即位後更一統天下，取得輝煌成
就。秦朝過去了，但留下來的兵俑卻在很大度上反映了締造當時
日大帝國的秦軍面貌。這本書透過兵馬俑的介紹，讓我們認識當
時這支威武之師的武備、陣容，從而理解秦國軍事實力的超越及
其成功統一的重要原因。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572280

P&E

《史記》各篇列傳皆包涵太史公司馬遷對人物褒貶的態度。本書
選取了當中的43位人物，分別以「出類拔萃的智能之士」、「救
危扶傾的肱股之臣」、「縱橫沙場的百戰英雄」和「氣慨非凡的
王公貴族」四個主題，以簡單的筆法，挑選出列傳篇中的特色人
物，記載他們的重要事蹟，篇末皆附有一小篇「案頭小語」，帶
出這個故事期望讀者得到的啟示，值得細味。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9887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019664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33917

93 中華文明之光：歷代政治家

94 復活的軍團 : 秦軍秘史

95 史記英雄列傳

96 秦漢開拓帝國之路

97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三國鼎
立

袁行霈

金鐵木

任天豪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書局

好讀出版社

蒙曼說唐 : 唐玄宗 : 從開
元之治到安史之亂. 下部

9789628885565

9789574556090

劉煒

商務印書館

9789620753077

P&E

這本書介紹很多關於秦、漢的歷史。首先講述了很多秦始皇，由
他出生至五十歲所做的大事。當中包括：統一貨幣、修建長城、
焚書坑儒等。在每件事當中都有很多精美的彩色圖片。在漢朝方
面，講述了「一個平民帝國，怎樣建立這宏大的多民族國家，最
後更自稱漢人」，在文治武功、宗教等方面的成就。此書反映了
秦漢兩朝的統一大帝國，如何漸漸走上致富之路的歷程。

洋洋兔

螢火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865806422

P&E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備三顧草廬，諸葛亮拔刀相助；江東孫
權厲兵秣馬，謀劃戰局。大戰迫在眉睫，運籌帷幄，鬥智鬥力，
究竟鹿死誰手？
透過幽默有趣的漫畫，帶你投入三國爭雄的局面。

4717702071936

P&E

蒙曼說唐：唐玄宗
從開元之治到安史之亂(上、
下)
98 蒙曼說唐 : 唐玄宗 : 從開
元之治到安史之亂. 上部

9789620417221

蒙曼

麥田出版社

9789861736563

P&E

9789861736570

P&E

N/A
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掃平女主之禍，踏入開元盛世，引發安史
之亂。當中起伏，這兩本書展現國力盛衰與玄宗個人情感糾纏，
揭示唐代由開元走向天寶的不歸路。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26598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26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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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Title
書目

99 過一個歡樂的宋朝新年

100

歷史穿越報：一代天驕成吉
思汗

Author
作者

Publisher
出版社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李開周

時報出版社

9789571365213

P&E

宋朝是個魅力十足的朝代，商業發達、文化繁榮，平民生活舒
服、多采多姿。距離我們七、八百年，但現今的新年習俗幾乎都
能從宋朝找到源頭，如擺春飯、壓歲錢、貼春聯等，都能和宋朝
遙相呼應。
你知道皇帝過年仍然得上朝嗎？宋朝人的春節假期比現代人短？
宋朝人採買哪些年貨？春聯怎麼貼？壓歲錢怎麼發？怎樣祭祖、
拜年？年夜飯餐桌上有哪些菜色？閱讀本書，有如身歷其境般趣
味盎然，彷彿與宋朝人一起度過既熱鬧又舒心的新年。書末並附
宋朝新年小辭典和新年習俗。

彭凡

青桐社

9789887760504

P

一套十本的《歷史穿越報》有古人化身彩色卡通插圖，帶讀者們
透穿越時光，回到各朝代歷史事件的現場。
《歷史穿越報‧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結合了十二份報紙，以記者
訪問的形式，介紹成吉思汗如何成為蒙古族領袖的歷史故事。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7068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84174

N/A

101 一口氣讀完大明史

劉觀其

海鴿出版社

9789865951924

P&E

明朝是繼漢唐盛世後又一個興盛的中原王朝，極盛時的明朝，其
幅員之廣，不僅遠遠超過漢、唐，還被後來的清朝所繼承並發揚
光大！作者嘗試用全方位及不同的視野去重述和反思明朝的歷史
發展，對明朝衰亡提出不同的問題：大明朝真的不堪一擊嗎？為
什麼由仁人志士組成的東林黨會受到兩代帝王的打擊？為什麼屢
次打敗倭寇的明軍會屢屢敗在女真人手裏？

102 康乾盛世

周文玖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1511843

P&E

康熙、雍正、乾隆是清朝最重要的三位皇帝，更被視為清朝盛世
時代。本書試從統治機制、版圖擴展、民族融合、經學發展、文
化交流等不同角度，深入淺出地勾勒出這個黃金時期「康乾盛
世」的概貌，介紹了康熙、雍正、乾隆的功過是非及歷史地位。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51793

103 歷史偵探

黃宇和

中華書局

9789888340644

P&E

這本書集中探討兩次鴉片戰爭和中山的革命運動，作者透過破解
懸案的方式，介紹中西史學界對這段歷史的種種爭議，並以史料
作實證，探究中國近代史上形形色色的傳聞。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19444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8890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52242

104 一本書讀懂民國

105

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
近代史

朱漢國

中華書局

9789888236527

P

民國歷史錯綜複雜，糾纏不清。清皇朝死而不僵；袁世凱稱帝不
遂；國共明爭暗鬥，兵戎相見；日本對華虎視眈眈，交織成精彩
多維，扣人心弦的大時代。本書分為上下兩編，先綜述民國歷史
進程，再從不同方面細說當時的社會風貌。透過相關圖片、大事
年表、知識鏈接，使讀者一卷在手，而盡覽民國風雲。

金哲毅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9789578039919

P&E

推翻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個人功勞？沒有宋教仁、黃
興、汪精衛，民國能夠成立嗎？這本書就是要還原歷史真相，重
申探索這段改變中國命運的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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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106

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
的集體回憶

劉智鵬、周家健

中華書局

9789628930685

P&E

三年零八個月是香港一段苦難歲月，不少經歷過日治時期的香港
人都無法忘懷，但隨著時間的過去，這一代人亦相繼離世。《吞
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一書抓緊時機，為十七位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971326
幸存者進行採訪，不僅了解他們當年的親身經歷，填補這段時期
的重要口述歷史資料，補充了其他史料的不足。 再配合大量的插
圖與文字介紹，讓讀者更容易理解這段黑暗歲月的艱難。

107

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
求學與革命

李金強

孫中山紀念館出版

9789627039624

P&E

本書主要探討孫中山在香港的生活與革命活動，讀者透過不同的
史料，不僅認識香港在晚清革命運動中的角色，更能明白香港與
近代中國歷史的密切互動關係。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53747

108 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

歐陽哲生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789862218259

P&E

這本書以原始資料為依據，透過與新文化運動相關的人物、思想
主張及歷史事件，重建五四運動史的解釋。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11697

109 香江有幸埋忠骨

丁新豹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789620431869

P&E

這本書揀選了數十位長眠香港而與辛亥革命有關係的人物作介紹
，人物的身份、背景、角色各有不同，作者整理不同資料，介紹
每個人物的故事與及其長眠香江的原因。透過這本書，讀者可以
認識香港在辛亥革命中所扮演之獨特角色。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1043

110 中國的崛起

孔誥烽

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9789628326747

P

本書作者概括了當代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建立、改革開放的經濟措施及其社會影響。本書概述了一些重
要主題的相關知識和概念，並為讀者提供可延伸學習的參考書目
和網上連結。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750182

巨變：改革開放40年中國記
111
憶

《巨變：改革開放
40年中國記憶》編
寫組

新華出版社

9787516643075

P

本書匯集數百位記者所拍攝的800多張相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回
顧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全書包含城鎮和經濟、科技、社會、民
生、文化、生態等範疇，並選取一些生活細節改變的例子，全方
位展示改革開放40年來國家的巨變。

N/A

阮儀三、李紅豔

同濟大學出版社

9787560865096

P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不少珍貴古跡文物被迫搬遷或拆卸。本書從
文化遺產保護的原真性理論出發，指出城市遺產保護的應有概念
與做法，並強調在發展旅遊資源的同時，亦需把古跡開展成各種
文化活動和教育的場所，傳承中華文化。

N/A

P

本書細述中西醫學的發展歷程、彼此異同、兩者相遇後的處境。
作者指出，中西醫的智慧可以匯通整合，互補不足，盡展所長。
各界需放下一貫的思考模式，從而建立一個靈活開放的交流平
台。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375257

P

本書記錄本世紀香港粵劇的發展過程，全書分四部分，包括在各
種形式的戲曲活動中，根據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而寫的短
文；與戲曲相關人士的訪談；本世紀以來香港粵劇界發生的重要
事件記錄；本世紀初至今粵劇名人的生平事跡、作品，以及對社
會的貢獻。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54588

112

真偽之問：何謂真正的遺產
保護

當中醫遇上西醫：歷史與省
113
思

114 廿一世紀香港粵劇備忘

區結成

廖妙薇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懿津出版企劃公司

9789620423369

978962874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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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35203

9789620435157

P

本書從龍馬、仕女、山水、花鳥、風俗五類畫切入，解釋中國繪
畫不同圖象的隱喻，幫助學生欣賞中國畫。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43692

9789869478113

P

作者揭露了橫跨清中期到二十一世紀多件藝術作品背後的故事，
當中的藝術品紀錄了原本要被遺忘或刻意被抹除的過去。

P

This collection of Bruce Lee'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begins with his
high school days in Hong Kong and continues throughout the years
when he was working as a famous actor in America and Hong Kong,
until the time he died. During this period, Bruce was also developing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55851
new concepts about Asian martial arts and his own Jeet Kune Do martial
arts system. The letters offer views into Bruce Lee as an artist, husband,
father and friend behind the public image and a man of optimism,
tenacity and loyalty.

P

This book is the author's commentary on the cultural events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rough ten essays on the ten words in the Chinese
vernacular by using his personal stories and analysis to reveal different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98093
problems encountering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lives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how they adapt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environment. The
book provides the readers an in-depth and thoughful understanding on
modern China.

P&E

This book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including the 2014 Aesop Prize
for Children's and Young Adult Literature and 2014 Creative Child
Magazine Book of the Year Award. It includes 19 thought-provoking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88287
tales about the value of virtues like honesty, respect, courage and selfreliance. Each of these stories offers folk wisdom and shares aspect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ore. Although the lessons are universal, the wit and
flavour are uniquely Chinese.

牛津出版社

9780198002086

116 似與不似：中國繪畫

白巍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劉鋼

典藏

Bruce Lee Letters of the
118 Dragon: The Original 19581973 Correspondence

119 China in Ten Words

Bruce Lee (Author)
John Little (Editor)

Yu Hua (Author)
Allan H. Barr
(Translator)

Chinese Fables: The Dragon
120 Slayer and Other Timeless Tales Shiho S. Nunes
of Wisdom

Tuttle Publishing

Pantheon Books

Tuttle Publishing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容世誠

時光收藏者：品味中國藝術
三百年

Description
簡介
本書道出從十九世紀末至1960年代粵劇文化史和香港電影的發展
，內容圍繞「粵劇藝術」和「粵劇電影」兩大主題。前者以「紅
船」為象徵標記，後者則是「水銀燈」(電影製作)下的文化產
品。

尋覓粵劇聲影：從紅船到水
115
銀燈

117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9780804847094

9780307379351

9780804841528

N/A

121 Chinese Food

Junru Liu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80521186742

P

This book takes readers through a tour of the unique food and drink
culture found in China. An abundance of food symbolises good fortune,
and knowledge of what and how to eat is crucial to health and longevity.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98570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traditions and developments related to culinary
and dining practices in China, showing readers the unique varia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

Chinese Knotting : An
122 Illustrated Guide of 100+
Projects

Cao Haimei

Better Link

9781602200197

P

The art of Chinese knotting has a rich history. Over the centuries,
Chinese knotting has continued to evolve and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87502
fashion, jewellery, accessories, home decoration, etc. Using step-by-step
illustrations, the book introduces more than 100 types of Chinese kn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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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

123 Chinese Music

Chinese vs. Western
124 Perspectives: 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China.

125

Eastern Horizons: Hitchhiking
the Silk Road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n
126 Asia: History, Culture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127

128

My First Book of Chinese
Calligraphy

Number One Chinese
Restaurant

Author
作者

Jie Jin

Jinghao Zhou

Levison Wood

Yen Ching-Hwang

Guillaume Olive,
Zihong He

Lillian Li

Publisher
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xington Books

Hodder & Stoughton

ISBN
國際標準書號

9780521186919

9780739180457

9781473676268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9789814317528
Ltd

Tuttle Publishing

Henry Holt & Company

9780804841047

9781250141293

Print / Electronic
印刷/電子版

Description
簡介

HK Public Library Catalogue
香港公共圖書館目錄

P

This book takes the reader through the 8000-year history of China's
musical instruments, the diversity of Chinese folk music,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amous operas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usic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09873
industry. From classical to contemporary style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influence that Chinese music has had around the world.

P

The book cover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related to the multi-facete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socio-economic, cultural,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diplomatic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s. The
book is authored by scholars who originated from China and pursued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22600
their career in the US, which provided readers with a balanced
discussion of various issues related to China. This may assist readers
who are unfamiliar with China to understand how Chinese society,
culture, economy and politic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deconstruct
several myths about China.

P&E

Levison Wood, an explorer and photographer, decided to hitch-hike
from England to India through Russia, Iran and Pakistan at the age of
22. With a dream to find out deeds of the early explorers and a meagre
budget of 750 pounds, he made his way through the countries of th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90700
Caucasus and beyond. Along the way, he ran into people who lived and
worked there, some hospitable, others hostile. The traveller's tale offers
an exciting adventure along the Silk Road.

P

This book provides a broad introduction to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n Asia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rising interest of the importance of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conomies. The
main theme of the book is to examine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36335
the ethnic Chinese business, such as business networks, family business
and conglomerates, concepts of xinyong and guanxi,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etc so as to facilitate readers in
understanding the topic.

P&E

Calligraphy, the art of producing decorative handwriting or lettering
with a pen or brush, has been aroun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is
book, the reader will follow along Mimi, an eight-year-old girl, who
takes her very first steps towards learning about this magical art and its
evolution.

P&E

This novel is set in Beijing Duck House in Maryland. The owner,
Jimmy Han, hopes to leave his late father's family restaurant business
for a fancier one while his older brother insists that it should remain as
what their father would have liked. While offering a behind-the-scene
look at various aspects of a Chinese restaurant including the food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16537
details, this book touches upon the barrier between the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 parents who have toiled endlessly to provide for their
offspring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who takes a different orientation
towards life.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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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

This book shows the reader how the Chinese opera had its roots in early
Chinese civilisation and developed along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The
book also delves into details such as costumes, movements and the stag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19064
craft. Comics focusing on the more important plays and interesting
personalities are also included for easy understanding.

P&E

This book is a se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ing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calligraphy and library work in China. Chinese paper making,
woodblock printing and calligraphy have a very long history and
tradition, yet rarely known to the Western world. This book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essence and
beauty of such important Chinese heritage.

P&E

This novel is set in Nanjing in the early 1900s. Four-year-old Ailin of a
wealthy family refuses to have her feet bound and her father concedes.
The decision breaks off an engagement and leaves Ailin without a clear
future.When her father dies, her uncle stops her education and offers her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45356
three choices for a woman with unbound feet: becoming a nun, a
concubine or a farmer's wife. The invincible young lady creates her
destiny through events that are dramatic and unpredictable.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66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