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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2017/18） 

學生推薦書目 

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1.  石國基 中國文化知識 360 上冊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2.  宋明明 中華五千年 — 三國卷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  丁振宇 漢朝其實很邪門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4.  李飛躍、李艷麗、

段志強、傅湘龍、

劉珺珺、蘇安國 

老師來不及教的 101 個元

朝趣史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 

5.  李泉 一本就通中國史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6.  William Rowe 中國最後的帝國 文化出版社 

7.  麥勁生 中國史人的著名戰役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8.  劉淑英 古代政治家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  宋詒瑞 滿清皇朝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  王恆 中國歷史講堂卷一 文化出版社 

11.  羅貫中 三國演義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2.  司馬遷 白話史記(上)、(下) 星光出版社 

13.  施耐庵 水滸傳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4.  方洲 中國歷史大事記(上)、(下)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 

15.  戴逸 中國通史 智能教育出版社 

16.  原遙平 圖解三國時代 易博士文化出版社 

17.  羅蒼詩 穆桂英掛帥 湖南美術出版社 

18.  高源清 中國歷史人物事典 牛頓出版社 

19.  侯文詠 歡樂三國志 台灣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0.  劉煒 清‧中華民族新生的陣痛 商務印書館 

21.  王恆偉、王薇、 

田野 

中國歷史講堂 — 清 中華書局 

22.  范捷 皇帝也是人(清代卷)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3.  王曉龍、柴勇、 

高楠、賈文龍、 

張春生、鄭勝明 

老師來不及教的 101 個宋

朝趣史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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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24.  王一樵 紫禁城裡很有事﹕明清宮

廷人物的日常生活 

時報出版社 

25.  任天豪 史記英雄列傳 好讀出版社 

26.  趙廣超等 我在這裡這裡看故宮 設計及文化研究工作室 

27.  張倩儀 郭靖與成吉思汗 商務印書館 

28.  范捷 皇帝也是人(隋唐卷)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9.  何耀生 叮叮﹗電車之旅 明報出版社 

30.  丁新豹 香江有幸埋忠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1.  香港家庭福利會

編 

想當年 — 我們在香港的

打拚歲月 

WHY 出版社 

32.  呂世浩 霸王之夢﹕一場歷史的思

辨之旅 4 

時報出版社 

33.  李開周 過一個歡樂的宋朝新年 時報出版社 

34.  童超 強權‧酷法‧始皇帝﹕大秦

帝國 

台灣草原文創有限公司 

35.  馮夢龍 東漢列國志 人民文學出版社 

36.  龔書鐸、劉德麟 秦漢 智能教育出版社 

37.  陳壽 三國志 北方聯合出版傳媒（集團）有限

公司 

38.  高明士 武則天 光復書局 

39.  錢笠 吳越春秋 江蘇人民出版社 

40.  陳志海 古今中外 紅出版文化平臺 

41.  吳晗 明朝大歷史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42.  徐峰 決戰三國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43.  易中天 品三國（上） 上海文藝出版社 

44.  喻大華 末代皇帝溥儀 中國民主法制 

45.  張戎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

后 

麥田出版社 

46.  洪世祿 秦始皇 上海人民出版社 

47.  錢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48.  袁行霈 中華文明之光：歷代政治家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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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49.  關河五十州 晚清帝國風雲 I﹕鴉片戰爭 現代出版社 

50.  吳兢 唐太宗 MATCH 魏徵 晨曦出版社 

51.  錢彩 岳飛傳 幼福文化出版社 

52.  高舒 中華歷史 300 故事 龍少年 

53.  彭凡 歷史穿越報：一統天下秦始

皇 

青桐社 

54.  尚嘉鵬 漫畫中國歷史 ○2   探索夏

商周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55.  吳羊壁 五千年大故事之秦漢統一

山河 

明報出版社 

56.  呂世浩 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 

秦始皇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57.  劉元 一本書讀懂中國傳統文化 海鷗文化出版社 

58.  司馬遷 漫畫史記‧雄才偉略漢武帝 中國和平出版社 

59.  吳羊壁 五千年大故事之堯眸春秋 明報出版社 

60.  王方 西晉原來不風流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61.  周文玖 康乾盛世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62.  曾根一夫 南京大屠殺親歷記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63.  虞雲國 細說宋朝 上海人民出版社 

64.  李亞平 大宋王朝的官場舊事 中華書局 

65.  王艷 歷史不能忘記系列 — 兒

童抗戰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66.  陳曦 輕鬆讀懂五千年中國歷史 上品文化 

67.  袁梅芳 中國遠征軍 II﹕老戰士訪

談錄 

紅出版 (青森文化) 

68.  宋詒瑞 大唐盛世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69.  彭凡 穿越時報 10﹕清朝卷 龍少年 

70.  江城 歷史深處的民國 華文出版社 

71.  宗詒瑞  中國歷史之旅大唐盛世 新雅文化專業有限公司 

72.  張同新 國民黨新軍閥混戰 人民出版社 

73.  李默 老師沒教的中國史 好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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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74.  廖大偉、馬軍 五四運動 上海書店出版社 

75.  鄭天挺 清史 中國圖書行社 

76.  于德才 晚清戴罪功臣 上海大學出版社 

77.  程步 真秦始皇 昆侖出版社 

78.  楊國楨 林則徐傳 人民出版社 

79.  墨人 中華上下五千年 中國戲劇出版社 

80.  李嵐 光緒王朝 中國青年出版社 

81.  林漢達 中華上下五千年 少年兒童出版社 

82.  劉殿爵 中國的品格 香港商務印書館 

83.  雪珥 絕版甲午 大地出版社 

84.  葉永烈 錢學森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85.  施仲謀 香港傳統文化 中華書局 

86.  趙善軒 中西大不同 匯智出版 

87.  壁華、羅韻布 暢談中國文化 書林出版 

88.  辜鴻銘 中國人的精神 五南出版 

89.  金哲毅 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

史 

平安叢書 

90.  李開元 楚亡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1.  金哲毅 野心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

代史 2 

平安叢書出版社 

92.  雪崗、阮家新 抗戰歷史現場直擊 2 

侵略與救亡 

中華教育 

93.  雪崗、阮家新 抗戰歷史現場直擊 3 

正義與勝利 

中華教育出版社 

94.  李志綏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時報文化出版社 

95.  于賡哲 隋唐人的日常生活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96.  呂世浩 呂世浩細說史記：入門篇 時報文化出版社 

97.  葉靈鳳 香島滄桑錄 中華書局 

98.  何漢權主編 靖國神社告訴我們 中華書局 

99.  加籐加一 中國我誤解你了嗎？ 中華書局 

100.  張帝莊、吳浚匡 一本讀通世界歷史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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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101.  彭凡 穿越時報(5):隋唐卷 時報文化出版社 

102.  周海燕 歷史學原來這麼有趣﹕顛

覆傳統教學的 18 堂歷史課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103.  馬星原 趣味學古文 商務印書館 

104.  唐浩明 曾國藩日記 岳麓書社 

105.  林漢達 林漢達中國歷史故事集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06.  羅貫中 三國演義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07.  金庸  射鵰英雄傳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 

108.  吳洋 古文觀止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09.  裴溥言 詩經 時報文化出版社 

110.  金庸 笑傲江湖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 

111.  馮國超 中華上下五千年 大地出版社 

112.  余華 活著 麥田出版社 

113.  金庸 神鵰俠侶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 

114.  張燕嬰譯注 論語 中華書局 

115.  王壽南 武則天傳 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116.  李灝麟 再痛，媽媽也捱得過 突破出版社 

117.  金庸 天龍八部 明河出版社有限公司 

118.  金鐵木 復活的軍國秦軍袐史 中華書局 

119.  金庸 鹿鼎記 中華書局 

120.  馬彪 史記 中華書局 

121.  費正清 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22.  郭成康 康乾盛世界史報告 中國言實出版社 

123.  彭凡 歷史穿越報：一代天驕成吉

思汗 

青桐社 

124.  方舒眉 歷史大冒險中國篇卷六：大

漢皇朝 

世紀文化有限公司 

125.  吳學剛 一本書讀懂大秦史 種籽文化 

126.  孫家裕 漫畫中國歷史 4 爭霸春秋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127.  林漢達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三國(上) 

螢火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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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128.  王存立 漫畫中國歷史 3：少年項羽

之初露鋒芒 

龍少年 

129.  郭競雄 漫畫武則天 中原社 

130.  黃榮郎 大清時報三部曲‧帝國哀歌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31.  廖彥博 決勝看八年: 抗戰史新視

界 

遠見天下文化 

132.  郭守信 秦始皇本傳 遼寧古籍出版社 

133.  林漢達  中華五千年文化---成語 

 溯源 

山邊出版社 

134.  陳耀南 中華文化五千年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35.  張德勝 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136.  王爾齡 中國文化常識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37.  徐素 女皇武則天 中華書局 

138.  趙超 華夏衣冠五千年 中華書局 

139.  蕭乾 人物春秋 商務印書館 

140.  黃仁宗 萬曆十五年 中華書局 

141.  宋詒瑞 七雄爭霸 新雅文化事業 

142.  蔡志浩編輯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秦

漢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143.  蔡志浩編輯 藏在文物裏的中國史—明

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144.  魯迅 魯迅經典作品精選 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 

145.  常和 歷史追問 知書房出版社 

146.  石國基 傅全成繪歷代百傑畫傳 漢榮書局有限公司 

147.  孫見坤 山海經全本 清華大學出版社 

148.  吳承恩 西遊記 商務印書館 

149.  呂思勉 隋唐五代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50.  袁堂欣、謝志強 中華上下五千年 華藝出版社 

151.  劉觀其 教科書沒教的晚清史 海鴿出版社 

152.  劉觀其 一口氣讀完大明史 海雁出版社 

153.  鍾漢民 謀聖張良傳 文經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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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154.  戴永壽、宋光中 歷代宗師的智慧 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55.  黃仁宇 中國大歷史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56.  易沖天 王安石變法 浙江文學 

157.  管家琪 戲曲的故事 幼師文化 

158.  香港婦聯 愛我中華—戲曲選粹 香港婦聯 

159.  邵勇、王海鵬 一本書讀懂中國近代史 中華書局 

160.  徐志耕 南京大屠殺 江蘇文藝出版社 

161.  丁振宇 清朝其實很奇幻 風雲時代 

162.  陳籽伶 影響中國的 100 個戰爭 好讀出版社 

163.  鄧榮棟 挑燈看清朝肆乾隆卷 大地出版社 

164.  劉智鵬、周家健 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

人的集體回憶 

中華書局 

165.  魯迅 阿 Q 正傳 商務印書館 

166.  郭伯南 紙筆春秋 商務印書館 

167.  布裕民 有趣的漢字 商務印書館 

168.  古人很潮 古代冷知識 長江出版社 

169.  老舍 駱駝祥子 商務印書館 

170.  劉義慶 世說新語 商務印書館 

171.  詹施雅 圖解大清時代 易博士出版社 

172.  鄒紀萬 秦漢史 長橋出版社 

173.  李金強 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 康文署 

174.  趙克堯 唐太宗傳 人民出版社 

175.  崔德瑞 劍橋中國隋唐史 中國社科出版社 

176.  林淑珺 笑談中國歷史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77.  吳晗 朱元璋傳 商務印書館 

178.  許顯良 中國歷史上的傳奇女子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179.  葉龍 先秦大師的小故事 商務印書館 

180.  錢其琛 外交十記 中華書局 

181.  黃仁宇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商務印書館 

182.  歐陽哲生 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 秀感資訊 

183.  朱漢國 一本書讀懂民國 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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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184.  聞少華 汪精衛傳 中華書局 

185.  霧滿攔江 民國就是這麼生猛 (2) 普天出版社 

186.  錢鍾書 圍城 大地出版社 

187.  楊克林 中國抗日戰爭時期  1937-

1945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88.  黃繼持 魯迅作品選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89.  張嘉驊 少年讀史記 未來出版社 

190.  陳大威 戰略‧戰術‧兵器事典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1.  光亭等 中國抗日戰爭 知兵堂出版社 

192.  林瑞翰 中國通史 大中國圖書公司 

193.  張研 原來袁世凱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94.  黃太子 歷史上最不靠譜的十大皇

帝 

智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5.  戴逸、龔書鐸 中國通史(第六冊)—五代、

北宋、南宋 

智能教育出版社 

196.  朱良志 開始讀中國文化的第一本

書 

中華書局 

197.  原遙平 三國演義 一冊通曉出版社 

198.  謝永光 日軍慰安婦內幕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  方舒眉 學中國歷史 中華書局（香港） 

200.  香港歷史研究社 爐峰史研．壹 香港自然探索學會 

201.  吳羊璧 千年大故事之三國六朝 明報出版社 

202.  隋麗娟 說恭禧 麥田出版社 

203.  是非 走進歷史看中國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4.  任啟亮 中國常識文化 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 

205.  李長之 孔子的故事 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206.  成仿吾 長征回憶錄 中國人民出版社 

207.  鄺士元 國史論衡 上海三聯書店 

208.  宋兆麟 古代器物溯源 山西出版社 

209.  宋如峰 鋒芒乍現：隋唐與五代十國 閣林國際 

210.  張偉國  巾幗列傳 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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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211.  / 李時珍 / 

212.  肖黎 影響中國歷史的一百個女

人 

洪波出版社 

213.  袁梅芳 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拼圖

與老戰士的口述歷史 

紅出版 (青森文化) 

214.  司馬遷 史記 風車圖書 

215.  管家琪 玄武門之變 幼獅文化 

216.  芮傳明 中國歷史一千個基本事實 智能教育出版社 

217.  李傳軍 你所不知道的 101 個三國

問題 

如果出版社 

218.  韓單 教科書沒講的戰國祕辛 人類智庫 

219.  童超 士為知己者死﹕刺客列傳 草原文創 

220.  霧滿攔江 清朝其實好有趣 普天出版社 

221.  詹德隆 中通外直‧文化篇 牛津大學出版社 

222.  王開璽 太后垂簾﹕慈禧奕訢政變

記 

蒼璧出版 

223.  于濤 說曹操‧曹操到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24.  陳文德 諸葛亮大傳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25.  吳宗國 唐恨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26.  徐小斌 德齡公主 經要文化出版社 

227.  張戎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

太后 

麥田出版社 

228.  喬納森‧克萊門

茨 

朕乃女人﹕武則天．中國史

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 

八旗文化 

229.  賈英華 傀儡皇帝溥儀 中華書局 

230.  楊珍 大清第一家庭—康熙皇帝

一家 

廣場出版社 

231.  劉陽 五朝皇帝與圓明園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32.  陳衛平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5 天衛文化圖書 

233.  陳衛平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 6 天衛文化圖書 

234.  楊碧川 國共談判 一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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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235.  劉煒 秦漢開拓帝國之路 商務印書館 

236.  郭力民 機智詼諧紀曉嵐 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37.  公孫策 《公孫策說歷史故事(五)‧

大唐風》 

商周 

238.  郭彧、鍾芒 周易 中華書局 

239.  張岱年、程宜山 中國文化精神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40.  陳永明 原來孔子 中華書局 

241.  陳壽 三國志 中華書局 

242.  陳文德 大話三國［下冊］：諸葛孔

明  

台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243.  蒙曼 蒙曼說唐：唐玄宗 從開元

之治到安史之亂 

麥田出版社 

244.  費考通 鄉土中國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45.  阿濃 老井新泉──中國人的智慧 突破出版社 

246.  胡平生、曾美蘭 禮記‧孝經 中華書局 

247.  田莉 屈原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48.  陳飛 唐太宗 知書房出版社 

249.  牟琳琳 笑傲秦漢 浙江少年兒童 

250.  史瓊文 中國歷代女名人 世一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51.  閻崇年 康熙大帝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52.  李傲 睜眼看慈禧 廣達文化出版社 

253.  劉鴻亮 中英炮火與鴉片戰爭 科學出版社 

254.  宋佩華 禁煙先驅林則徐 雲龍出版社 

255.  黃志華、西嶽 圖説中國歷史 5000 年 日月出版社 

256.  龔書鐸 三國兩晉南北朝 智慧教育出版社 

257.  林漢達 中華上下五千年 中國戲劇出版社 

258.  段昌國 近代史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59.  張鳴 北洋裂變：軍閥與五四 逐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60.  錢鋼 大清海軍與李鴻章 中華書局 

261.  傅樂成 中國通史（上） 大中國圖書公司 

262.  余耀華 戰國殺 知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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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263.  蘭泊寜 唐隱－解開被誤讀的大唐

歷史（卷一）李淵冤不冤 

大喜文化有限公司 

264.  范紫江 中國古代十大美女 業強出版社 

265.  孫家裕、歐昱榮 漫畫中國歷史 11 三國：英

雄逐鹿（二）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66.  趙健莉 圖說八國聯軍侵華始末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67.  龔書鐸 一次輕鬆讀懂二十四史故

事（彩圖版） 

新文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68.  馮國超 

 

圖解史記—帝王事 

 

好讀出版社 

 

269.  李開元 

 

秦謎——秦始皇的祕密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70.  洋洋兔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 

三國鼎立 

螢火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71.  張家昀 功過難斷李鴻章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 

272.  張玉法 中國現代史略 東華書局 

273.  東史朗 戰地日記 商務印書館 

274.  常建華 乾隆事典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75.  傅霾澈 袁世凱逝世百年  香港 01 

276.  陳禹安 曹操心戰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77.  饒遠 千古一帝秦始皇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78.  梁啟超 曹操小生平事跡 木棉樹 

279.  陳文德 三國曹操爭霸經營史 九州出版社 

280.  饒遠 世界名人之旅—秦始皇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81.  羅宏曾 知人善任的唐太宗 紅樹林出版社 

282.  王道咸 科舉史話 中華書局 

283.  莊勝雄 鄧小平傳 希代出版社 

284.  邱久榮 漢武帝 新蕾出版社 

285.  張美娜 亂世尊丐—朱元璋 內蒙古文化出版社 

286.  張敏 名人名傳 10 (魯迅傳) 時代文藝出版社 

287.  秦漢唐 聖神皇帝武媚娘 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C%83%E7%B4%AB%E6%B1%9F&f=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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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288.  孔丘 論語全集 海潮出版社 

289.  東史郎  戰地日記 商務印書館 

290.  傅樂成 中國通史 弘揚圖書出版社 

291.  張宏杰 低薪的盛世－－從俸祿窺

看中國二千年官場經濟與

腐敗人性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92.  北京國際文史推

廣協會 

圖說資治通鑑 人類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93.  劉繼興 你一定不知道的 56 個歷史

真相 

代表作國際文化 

294.  龍應台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95.  費正清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

史 

正中書局 

296.  董佳 教科書裏沒有的近代史 大旗出版社 

297.  賈文龍等 老師來不及教的 101 個宋

朝趣史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 

298.  余華 活著 南海出版社 

299.  司馬烈人 杜月笙全傳 品冠出版社 

300.  當年明月 明朝那些事兒—洪武大帝 北京聯經出版社 

301.  易中天 品三國 上海文藝出版社 

302.  陸運高 中國歷史版圖紀年新編 中華書局 

303.  呂世浩 秦始皇﹕一場歷史思辨之

旅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304.  呂世浩 帝國崛起﹕一場歷史思辨

之旅 

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305.  呂世浩 細說史記—入門篇 時報文化出版社 

306.  王小方 秦始皇 知書房出版社 

307.  陳煒舜 被誤認的老照片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308.  岳南 南渡北歸 時報文化出版社 

309.  柏楊 玄武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10.  桂台樺 圖說中國皇帝大傳 人類智庫股份有限公司 

311.  宮協淳子 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史 讀書共和國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publishers.php?publishers_code=P006176&keywords=%E9%BA%A5%E7%94%B0%E5%87%BA%E7%89%88%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8c%97%e4%ba%ac%e5%9c%8b%e9%9a%9b%e6%96%87%e5%8f%b2%e6%8e%a8%e5%bb%a3%e5%8d%94%e6%9c%83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5%8c%97%e4%ba%ac%e5%9c%8b%e9%9a%9b%e6%96%87%e5%8f%b2%e6%8e%a8%e5%bb%a3%e5%8d%94%e6%9c%83
http://www.eslite.com/Search_BW.aspx?query=%e4%ba%ba%e9%a1%9e%e6%96%87%e5%8c%96%e4%ba%8b%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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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312.  吳豐隆 易經大智慧 天蠍座出版社 

313.  鄺志雄 一統天下秦始皇 商務印書館 

314.  鄭會欣 劉邦立國 商務印書館 

315.  李唐 武則天 廣西師範大學 

316.  吳羊壁 中國古代名女人 獨立作家 

317.  盛文林 世界上最成功的帝王 台海出版社 

318.  丁燕石 溥儀和滿清遺老 世界文物出版社 

319.  冷成金 讀史有學問 未來書城 

320.  柏楊 中國人史綱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321.  丘進 中國文化常識普及標準 世界傑出華人基金會有限公司 

322.  龔書鐸、劉德麟 圖說中國 09﹕明 智能教育出版社 

323.  翁靜晶 殖民地時期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324.  莊漢淳 微觀中國大歷史 博顥出版社 

325.  陳帥 帝王氣度卷 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 

326.  鹿荷 康熙與其霸業 采竹文化出版社 

327.  解愛芹 中國歷史穿越指南 如果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328.  龔書鐸、劉德麟 春秋‧戰國 智能教育出版社 

329.  朱仲玉 中國歷史故事(5)﹕東漢三

國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330.  彭凡 穿寡越報‧秦漢卷 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 

331.  王恆偉 中國歷史講堂 2﹕戰國‧

秦‧漢 

中華書局 

332.  薛化元 中國近代史 三民書局 

333.  黃宇和 歷史偵探 中華書局 

334.  條田耕一 中國兵器大全 萬里書店 

335.  余新忠 道光事典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36.  雅瑟凡禹 古代帝王祕事知多少 新朝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37.  煮酒君 唐朝女人折騰史 麥田出版社 

338.  余英時 史學與傳統 時報文化出版社 

339.  廖代茂 中華百年祭 重慶出版社 

340.  楊東晨 王朝興亡﹕東漢興亡史 陝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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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341.  姜若木 漢朝那些新鮮事兒 中國文史出版社 

342.  陳楠 大漢帝國 海鴿文化 

343.  鍾岱、肖丹 漢書故事選 吉根出版社 

344.  王子今 秦漢魏晉南北朝史 五南出版社 

345.  樊波、朱耀 
畫中歷史 - 中國歷史畫

解讀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46.  王安憶 給孩子的小說 中文大學出版社 

347.  北島、李陀 給孩子的散文 中文大學出版社 

348.  耿祖新 解讀忽必烈評 震撼出版社 

349.  溥儀 我的前半生 北京東方出版社 

350.  陳廷一 第一夫人﹕宋美齡 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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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校本閱讀獎勵計劃」 

學生推薦書目 

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1.  
（略） 

中華里歷史系列——女皇

帝武則天 
優質教育基金及香港教育城 

2.  （略） 中華里歷史系列——孔子 優質教育基金及香港教育城 

3.  
（略） 

千禧名人傳記系列—孫中

山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4.  《老照片》編輯

部 

《老照片》二十年精選：重

回現場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5.  丁子予 皇帝的那些私事 中原社 

6.  
丁振宇 

Q 版 FB 歷史：民國其實很

折騰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7.  
丁振宇 

Q 版 FB 歷史：秦朝其實很

有趣 
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8.  
丁新豹 

香江有幸埋忠骨：長眠香港

與辛亥革命有關的人物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  于賡哲 隋唐人的日常生活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10.  
于震 

你必須知道的 500 個中國

歷史常識 
培育文化 

11.  
小蒔 

中小學生領先讀歷史 5：解

讀隋唐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12.  川浦治明 三國志圖解 商周出版 

13.  干春松 中華文化簡明讀本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

究室編 
毛澤東傳 中央文獻出版社 

15.  中國史學會 中國通史（共十冊） 智能教育出版社 

16.  尹夏清 隋唐——帝國新秩序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7.  
方舒眉 

歷史大冒險——中國篇·卷

五·楚漢相爭 
世紀文化有限公司 

18.  方舒眉 中國歷史大冒險（共四冊）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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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19.  毛澤東 毛澤東詩詞選讀 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 

20.  牛貫傑 原來李鴻章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1.  牛新哲 周處 企鵝圖書有限公司 

22.  王力 中國古代文化常識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3.  王子今  秦漢史：帝國的成立 三民書局 

24.  
王立群 

秦始皇：從戰國到統一天下

（上下冊套書） 
麥田出版社 

25.  王安石 王安石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6.  王安石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天津人民出版社 

27.  王明賢、嚴善錞 新中國美術圖史 中國青年出版社 

28.  王林 武媚娘（上）——女皇之路 亞洲圖書有限公司 

29.  王建興 項羽．劉邦 牛頓出版月份有限公司 

30.  王恆偉、田野、王

薇 
中國歷史講堂（共六卷）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1.  王春永 讀古詩學中國歷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2.  王迦南、蔡小麗  洋人眼中的清末中國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3.  
王崇煥 中國古代交通 

商務印書館（台灣）股份有限公

司 

34.  王曾瑜 盡忠報國──岳飛新傳 河北人民出版社 

35.  王猶升 歷代宦官傳奇 學林出版社 

36.  王愷 中國常識（歷史） 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 

37.  王壽南 武則天傳 商務印書館（臺灣）有限公司 

38.  

王賡武 

十九世紀以來的中英相遇

—— 戰爭 貿易 科學與管

治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39.  
王曉梅 

二十四節氣——春夏秋冬

的生活智慧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40.  
王曉磊  

武則天——從三歲到八十

二歲  
江蘇文藝出版社 

41.  
王穎芝  

穿梭古今——重新認識中

國歷史人物第二冊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42.  丘一琴 一個童養媳的重生經歷 明文出版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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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43.  北京國際文史推

廣協會 
圖說中國通史 人類智庫出版集團 

44.  史杰鵬 活在古代不容易 漫遊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45.  司馬遷 史記 長沙岳麓書社 

46.  司馬遷 秦始皇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7.  司馬遷（著）孫元

偉（繪） 
漫畫史記——荊軻刺秦 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48.  白先勇 臺北人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49.  石守謙 中國古代繪畫名品 雄獅美術出版社 

50.  
石國基 

中國文化知識 360（上下兩

冊）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51.  
向斯 

慈禧私家花園——末代女

皇的一生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52.  安國樓 宋朝周邊民族政策研究 文津出版社 

53.  
朱志成 

中國五千年帝王之謎（上下

兩冊） 
德威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4.  朱景暉 清朝那些事兒 花山文藝出版社 

55.  朱誠如  故宮皇家建築風格  燦爛的中國文明 

56.  朱維錚 重讀近代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57.  百家論壇編輯部 歷史不忍細讀（全集） 大旗出版社 

58.  

羽人  

中華文化五千年︰宋元時

期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59.  老舍 駱駝祥子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60.  老鐵手 秦朝的那些事兒（共三卷） 普天出版家族有限公司 

61.  何洪（作）劉煒

（編） 
春秋戰國爭霸圖強的時代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62.  何國松 楊貴妃傳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63.  余華 活著 作家出版社 

64.  佚名 詩經 三秦出版社 

65.  克勞斯（Richard 

Curt Kraus） 
文化大革命 牛津大學出版社 

66.  冷成金 讀史有學問 未來書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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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67.  
吳羊壁 

五千年大故事系列（全六

冊）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68.  吳羊壁 中國古代名女人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69.  吳承恩 西遊記（全三冊）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70.  吳涵碧 吳姐姐講歷史故事 廣東教育出版社 

71.  吳童 中日百年間諜戰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72.  
吳鉤 一個宋粉的宋朝觀察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73.  吳鉤 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74.  
呂世浩 

呂世浩細說史記——入門

篇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75.  呂振基、蘇榮 析論中國歷史 永栢出版有限公司 

76.  
宋詒瑞 

西周興亡——周武王治天

下 
山邊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77.  宋詒瑞 中國歷史之旅（共八冊）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8.  
宋詒瑞 

新雅‧名人館－—國父‧孫

中山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79.  宋應星、許汝紘 圖解天工開物 華滋出版 

80.  李文儒 故宮院長說皇宮 大旗出版社  

81.  李白英（楊火才、

雙林） 
統一六國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82.  李耳 道德經全集 海潮出版社 

83.  李長之 孔子的故事 浙江文藝出版社 

84.  李建民 從中醫看中國文化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85.  李泉 一本就通：中國史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6.  李泰華（煮酒君） 唐朝女人折騰史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87.  李清照 李清照詞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88.  李喜所、李來容 中國近代史：告別帝制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89.  李菁 天下為公︰孫中山傳 華文出版社 

90.  
李開周 逛一回鮮活的宋朝民俗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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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91.  李雲漢 中國近代史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92.  李傲 睜眼看慈禧 文經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93.  李翠連 百年家族︰張學良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4.  李遜 文化大革命圖典 日月出版公司 

95.  李慶新 海上絲綢之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6.  李踐 主編 中國共產黨歷史 人民出版社 

97.  
李樹芬 , 譚海芳 

中國歷史報（共八冊）——

兩漢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98.  
李樹芬 , 譚海芳 

中國歷史報（共八冊）——

清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99.  
李樹芬 , 譚海芳 

中國歷史報（共八冊）——

明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00.  
李樹芬 , 譚海芳 

中國歷史報（共八冊）——

先秦 
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 

101.  李豐楙 山海經圖鑑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2.  杜遲存、呂金錄 足智多謀——諸葛亮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3.  沈石溪 狼王夢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104.  

沈利華  

文化知識叢書——趣說中

外傳統節日 洪波出版公司 

105.  沈渭濱 晚清女主——細說慈禧 上海人民出版社 

106.  
沙蓮香（主編） 

 中國民族性 (2) ─—中國

人性格的文化研究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07.  肖黎、馬寶珠、 

呂延濤 

影響中國歷史的 100 個男

人 
洪波出版公司、廣東人民出版社 

108.  谷清平 湯小團系列：夢裡乾坤 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 

109.  
周功鑫 

戰國成語與秦文化——作

法自斃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10.  周君怡 清心泡壺中國茶 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111.  周佳榮 人物中國歷史(1)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12.  周明偉、李振國 中國歷史速查手冊 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113.  
周時奮 

中國歷史十一講（圖文典藏

版） 
山東畫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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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114.  
周清源 

國寶級大師的中式麵食聖

經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15.  孟森 清朝簡史 台海出版社 

116.  孟瑤 蘇東坡與王安石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117.  宗澤亞 清日戰爭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18.  尚明軒 孫中山傳（上下冊） 思行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119.  帕特南．威爾 亂世袁世凱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20.  易中天 品三國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21.  易中天 中華史第六卷百家爭鳴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22.  林百克著、徐植

仁譯 

孫逸仙傳記——美國人眼

中的孫中山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123.  林志宏 圖解中國史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24.  林海音 城南舊事 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 

125.  林桶法 1949 大撤退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26.  林猷召 中國通史連環畫第六冊 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 

127.  林漢達 西漢故事 小天下出版社 

128.  林漢達 趣味漫畫中國歷史故事集 小螢火蟲 

129.  林漢達  中華上下五千年  外文出版社  

130.  林語堂 武則天傳 長江文藝出版社 

131.  林懷青 活在民國也不錯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32.  波音 透過錢眼看歷史·中國篇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33.  知兵堂編輯部 寸血山河——抗日戰爭 知兵堂出版社 

134.  
肥志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1)——

夏商周（萌貓漫畫學歷史）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35.  

肥志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2)——

春秋戰國篇（萌貓漫畫學歷

史）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36.  邵勇、王海鵬 一本書讀懂中國近代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37.  邵鈞林、孫麗華、

張燕燕 
決戰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38.  邸永君 細味古人的優雅生活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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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金石  少年周恩來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140.  金庸 俠客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41.  金庸 神鵰俠侶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 

142.  金庸 射雕英雄傳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 

143.  金庸 倚天屠龍記 明河社出版有限公司 

144.  金庸 笑傲江湖 廣州出版社 

145.  金庸 雪山飛狐 廣州出版社 

146.  金庸 書劍恩仇錄 廣州市朗聲圖書有限公司 

147.  金鐵木 復活的軍團——秦軍秘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48.  阿史@史檔工作

室 

區區有故講 2 ——大灣區

篇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149.  阿爾伯特．克雷

格 
哈佛極簡中國史 中信出版社 

150.  阿龍 春秋那些事兒 華夏出版社 

151.  

侯杰  

舊中國三教九流．藝人妓女

嫖客篇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52.  信 修 明 、 周 春 

暉、朱家溍 
太監談往錄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153.  南門太守 曹操秘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54.  姚勝祥 魏晉原來是這麼瘋狂 文經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155.  姜狼 千古一戰神——韓信 大地出版社 

156.  施仲謀 中華文化承傳 北京大學出版社 

157.  施仲謀 中國文化擷英 北京大學出版社 

158.  施耐庵 水滸傳導讀版 洪波出版公司 

159.  施耐庵 精選原著水滸傳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60.  施展 樞紐——3000 年的中國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61.  柏楊 中國人史綱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62.  
洋洋兔 

中國歷史趣味漫畫——秦

漢帝國 
小螢火蟲 

163.  洋洋兔 手繪中國歷史地圖 世界出版社 

164.  洋洋兔 中國歷史地圖 螢火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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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胡楊 消失的古國 大是文化 

166.  范文瀾 中國通史簡編（上、下） 河北教育出版社 

167.  范方鎮、韓建國 孫中山傳奇 鳳凰出版社 

168.  韋基舜 掌故筆記（2）：當年淺談 次文化有限公司 

169.  凌柏雨 苦海南京 博文出版有限公司 

170.  
唐德剛 

晚清七十年（伍）袁世凱、

孫文與辛亥革命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71.  
唐德剛 

毛澤東專政始末︰ 1944-

1976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72.  唐德剛 張學良口述歷史（附 CD）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73.  孫文 建國方略建國大綱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74.  孫武 孫子兵法 漢宇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75.  孫喜亮 一本書讀懂中國歷史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176.  孫琴安 毛澤東與文人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77.  宮崎市定 宮崎市定中國史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78.  徐中約 中國近代史（上下兩冊）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79.  

徐玉嬌  

青少年應該知道的傳統節

日 泰山出版社  

180.  徐剛 沉淪的國土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81.  
徐楓 

秦始皇——旭日東昇的大

秦帝國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82.  

徐瑾 

白銀帝國——從唐帝國到

明清盛世，貨幣如何影響中

國的興衰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83.  秦國經 溥儀小朝廷軼事 南粵出版社 

184.  耿劉同 中國古代園林 商務印書館（臺灣）有限公司 

185.  袁妙霞 小故事大智慧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 

186.  袁珂 中國神話傳說（上下兩冊） 人民文學出版社 

187.  
袁梅芳、呂牧昀 

中國遠征軍——滇緬戰爭

拼圖與老戰士口述歷史 
青森文化 

188.  袁勝飛 塞北三朝．西夏 大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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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東遊記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90.  馬重奇、周麗英 中國古代文化知識趣談 導師出版社有限公司 

191.  馬驊 回到宋朝 LONG STAY！ 麥田出版社 

192.  
高天流雲 

變臉．變法．變錢——王安

石（上下兩冊） 
知本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3.  高良佐 孫中山先生傳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4.  
高明士等 

新編畫說中國歷史(11)：三

國的分合 
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95.  高錕 潮平岸闊——高錕自述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6.  鬼谷子著，駱賓

譯 
鬼谷子 中國文聯出版社 

197.  崔曉勇 大唐霸業 螢火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  康震 康震評說詩聖杜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99.  張分田 秦始皇傳 人民出版社 

200.  張玉法 中國近代現代史 東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  張戎、喬．哈利戴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開放出版社 

202.  

張宏杰 

低薪的盛世——從俸祿窺

看中國二千年官場經濟與

腐敗人性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3.  張侃 鄭和 VS 哥倫布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4.  
張帝莊 

美荷樓記——屋邨歲月．鄰

里之情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5.  
張哲郎 

畫說中國歷史（25）︰鄭和

七次下西洋 
光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6.  張國剛 勝者為王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7.  張博泉 東北歷史疆域史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208.  張博鈞 鑿空 On Line：張騫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9.  
張程 

曇花王朝：隋帝國的短暫與

輝煌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0.  張愛玲 紅玫瑰與白玫瑰 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211.  張鳴 重說中國近代史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12.  探索發現系列． 中國十大傳奇帝王（全新修 大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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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委員會 訂版） 

213.  敏鎬的黑特事務

所 
人生自古誰不廢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14.  曹文軒 草房子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15.  曹雪芹 紅樓夢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16.  梁啓超 王安石傳 百花文藝出版社 

217.  
梅毅 

你不知道的楊家將——史

上最剽悍的英雄家族傳奇 
麥田出版社 

218.  
莊周 

莊子（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叢書系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19.  莊練 清代史事與人物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220.  莫言 冰雪美人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21.  莫言 蛙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22.  許顯良 中國歷史上的傳奇女子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223.  
連浩鋈 

崢嶸歲月——當代中國歷

史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24.  
郭伯南 

華夏黎明——史前、夏、商、

西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25.  郭伯南、劉福元 中華五千年史話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26.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上下冊全

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27.  陳子華、柏玉虹、

邵學海、陳聯光 
畫說中華五千年：生活智慧 

全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小樹苗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228.  陳永明 原來孔子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29.  
陳成漢 

迎難而上：辛亥革命期間的

孫中山 
香港歷史博物館 

230.  陳佩華 毛澤東與紅衛兵 新潮社文化 

231.  
陳治平 

中華民國這回事——一位

江南事件親歷者的觀察 
獨立作家（秀威資訊） 

232.  陳思婷 中國歷史 365 小百科 小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33.  陳禹安 曹操心戰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34.  陳禹安 司馬懿心戰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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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陳時龍、許文繼 正說明朝十六帝 聯京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6.  
陳書凱 

跟著司馬遷去旅行——一

本網羅 700 道歷史輕知識 
典藏閣 

237.  陳舜臣 小說甲午戰爭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8.  
陳雲 

劫後餘生——香港風俗錄

存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239.  
陳楚明 

那些史上不能曝光的幕後

真相事件簿 
永續圖書有限公司 

240.  陳楠 圖解－－大清帝國（康熙）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241.  
陳萬雄、張倩儀 

清——中華民族新生的陣

痛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42.  陳壽  三國誌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43.  陳磊（二混子） 半小時漫畫中國史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44.  陳磊（二混子） 半小時畫中國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45.  
陳衛平 

寫給兒童的中國歷史套書

（共 15 冊） 
天衛文化 

246.  陳豐祥 中國通史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47.  
陳曦 

影響中國歷史的 100 件大

事 
采竹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48.  陸運高 看版圖學中國歷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49.  
鹿鼎公子 

大清風雲 第捌冊：曲終人

散 
紅橘子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50.  傅樂成 漢唐史論集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51.  博希 女帝武則天 四方媒體有限公司 

252.  

博志杉 

洗腦的歷史——禍害世界

三千年的極端思想控制術

解釋 

達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53.  喬納森．克萊門

茨 

朕乃女人︰武則天．中國史

上唯一女帝的傳奇一生 
八旗文化 

254.  彭凡 歷史穿越報．斬蛇起義劉邦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55.  
彭凡 

歷史穿越報．天之驕子漢武

帝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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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彭凡 

歷史穿越報．一統天下秦始

皇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57.  
彭凡 

歷史穿越報．隋唐英雄李世

民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58.  
彭凡 

歷史穿越報．一代天驕成吉

思汗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59.  
彭凡 

歷史穿越報．隋唐英雄李世

民 
青桐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60.  彭凡 穿越報．秦漢卷 龍少年 

261.  彭凡 穿越報．隋唐卷 龍少年 

262.  彭凡 穿越報．春秋戰國 龍少年 

263.  彭凡 穿越時報（共十卷） 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264.  彭浩翔 碎碎念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265.  森林鹿 唐朝穿越指南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66.  森林鹿 唐朝定居指南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67.  湯芸畦 中國歷史故事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68.  
湯偉康 

上海抗戰——一二八.八一

三戰役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69.  
程兆奇 

南京大屠殺研究——日本

虛構派批判 
上海辭書出版社 

270.  
童超 

寫給所有人的圖說中國史

（上下兩冊） 
月之海 

271.  
童超 

康乾盛世：天朝上國的黃

金時代 
知書房出版社 

272.  隋麗娟 說慈禧 麥田出版社 

273.  馮元魁 清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74.  馮客(Frank 

Dikotter) 

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

史 1945-1957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75.  
馮珍今 

中國人的故事——詩人和

小說家的才華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76.  馮爾康 雍正繼位之謎 知書房出版社 

277.  
馮學榮 

從共和到內戰︰見證北洋

十七年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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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馮學榮 

從甲午到七七——日本為

甚麼侵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79.  黃仁宇 萬曆十五年 中華書局（北京）有限公司 

280.  黃仁宇 中國大歷史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81.  
黃太子 

歷史上最不靠譜的十大皇

帝 
智學堂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82.  
黃東、唐長城 

拆錦囊——歷史上的智謀

妙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83.  黃效文 古國春秋 天下文化 

284.  黃晨淳 中國傳奇人物 100 好讀出版社 

285.  
黃瑋玲 

中國上下五千年：戰爭與

社會 
棉花田出版社 

286.  黃榮郎 大明新聞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87.  黃榮郎 大清時報（共三冊）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88.  黃榮郎 三國時報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89.  楊凡 圖解山海經大全 新文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90.  楊奇 香港淪陷大營救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91.  楊居讓、任越美 百美圖 世潮出版社 

292.  楊泓、李力 圖解中國古代兵器 風格司藝術創作坊 

293.  楊雪真 幽默大師：紀曉嵐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94.  楊琳 中國傳統節日文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95.  楊絳 我們仨 牛津大學出版社 

296.  溫功義 明代宦官與三案 重慶出版社 

297.  當年明月（石

悅） 

明朝那些事兒——朱元璋

卷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298.  萬紅 圖解歷代帝王全傳 華威國際事業有限公司 

299.  
葉健民 

靜默革命——香港廉政百

年共業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00.  
葛王丹、鄭旭穎 

中小學生領先讀歷史 10：

探秘清朝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301.  葛玉丹、周婧景

等 

中小學生領先讀歷史（共

十冊） 
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 

302.  董千里 唐太宗與武則天 華漢文化事業公司 

303.  董海敏 中國歷史速查手冊 和平圖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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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詹施雅 圖解大清時代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

司 

305.  
賈文能 

老師來不及教的 101個宋

朝趣史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306.  賈英華 傀儡皇帝溥儀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07.  夢華 中國通史 中國華僑出版社 

308.  廖帆 華夏文明展覽館 洪波出版公司 

309.  廖彥博 被誤解的三國 好讀出版社 

310.  
廖惠玲（編） 圖說中華文化史 

人類智庫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311.  廖惠玲（編） 圖說中國皇帝大傳 通鑑文化 

312.  旗卡通創作聯盟

（創作） 郭競

雄（編繪） 

漫畫朱元璋 中原社 

313.  榎本秋 徹底圖解孫子兵法 楓樹林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314.  

漫友文化 

像蘇東坡這樣吃、像唐明

皇那樣玩——沒電腦、沒

手機、沒線上遊戲，古人

怎麼活？圖解吃喝玩樂的

中國史。 

任性出版有限公司 

315.  
熊劍平 

軍機處——永遠的權力中

心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16.  管家琪 少年朱元璋 文經社出版社有限公司 

317.  管家琪 中國妖怪故事——動物篇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18.  翟之悅 鐵血柔情：武則天傳奇 當代世界出版社 

319.  蒙曼 蒙曼說唐——武則天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320.  
蒙曼 

蒙曼說唐——唐玄宗（上下

部）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321.  蒲松齡 聊齋志異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22.  趙克堯, 許道勛 唐太宗傳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323.  趙紫陽 改革歷程 新世紀出版社 

324.  趙雲田、史明迅 中國十大開國皇帝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325.  趙廣超 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 : 在 香港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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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 

326.  劉士忠 古蹟探真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27.  劉小沙 中國歷代名相 團結出版社 

328.  劉文連、賈文龍

等 

老師來不及教的 101 個唐

宋趣史（二冊套書） 
自由之丘文創事業有限公司 

329.  
劉仲敬 

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

人卷 
八旗文化 

330.  劉敏 冠軍侯霍去病 大眾出版社 

331.  劉斯傑 香港節日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32.  

劉智鵬、丁新豹 

日軍在港戰爭罪行：戰犯審

判紀錄及其研究（上下兩

冊）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33.  劉楚華 中國文學風景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334.  劉煒 秦漢——開拓帝國之路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335.  劉煒、張倩儀 傳統與轉化︰宋朝至清朝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336.  
劉銳紹 

人性解碼 678914 （上下兩

冊） 
次文化有限公司 

337.  劉默 歷史上不願曝光的真相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38.  劉觀其 教科書沒教的晚清史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339.  樊建川 一個人的抗戰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40.  樊樹志 歷史長河：中國歷史十六講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41.  樓慶西 中國古代建築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342.  
歐文魯特 

1921 穿越福爾摩沙：一位

英國作家的臺灣旅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43.  歐陽哲生 古代北京與西方文明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44.  
歐陽泰 火藥時代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345.  
潘志輝 

漫畫中國歷史 7——漢代

的文化與科技 
上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346.  蔡志忠 孔子紀行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347.  蔡志忠 孫子兵法 蔡志忠工作室 

348.  蔡志忠 三國志 蔡志忠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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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蔡志忠 六朝怪談 蔡志忠工作室 

350.  蔡志忠 白蛇傳 蔡志忠工作室 

351.  蔡狄秋 中國歷代名女人 文國書局 

352.  蔣今 少年天子──康熙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53.  蔣廷黻 中國近代史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354.  鄭會欣 民國權貴的私密檔案 大旗出版社 

355.  鄭會欣 檔案中的民國政要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56.  魯迅 阿 Q 正傳 中文大學出版社 

357.  魯迅 吶喊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358.  魯迅  魯迅雜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359.  黎重 一本書讀懂大清史 種籽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60.  橘玄雅 清朝穿越指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361.  蕭若元 蕭若元說明朝——朱元璋 Hong Kong New Media 

362.  諶亮 誰血染了王位 人類智庫出版集團 

363.  錢綱、胡勁草 大清留美幼童記（增訂本）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64.  錢穆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65.  錢穆 中國經濟史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366.  錢鋼 大清海軍與李鴻章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67.  閻崇年  正說清朝十二帝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68.  戴逸 中國通史（共 10 冊） 智能教育出版社 

369.  戴逸 圖解中國通史大全 新文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70.  薛化元 中國近代史 三民書局 

371.  
鍾建龍 

文革十大慘烈冤案︰極權

下的荒謬真相  
香港青馬文化事業出版社 

372.  韓偉濱、姚未希 中國歷史報——宋元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73.  聶作平 中國歷史的恥部 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74.  藍弋丰 橡皮推翻了滿清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5.  豐子愷 小故事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376.  顏振宇 圖解簡明中國歷史 名人出版社 

377.  魏紅野 中國皇帝大觀（全十一集） 南粵出版社 

378.  羅小惠 孫中山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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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  
羅小惠編 

千禧名人傳記系列 ：孫中

山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380.  
羅友平 

中國歷史大冒險——君王

的故事 
世界出版社 

381.  羅文興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 海鴿文化出版圖書有限公司 

382.  羅宏曾 知人善任的唐太宗 紅樹林出版社 

383.  
羅宗真 

魏晉南北朝——分裂動盪

的年代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384.  羅貫中 三國演義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385.  
關志鋼、曠昕 

20 世紀中國十大歷史時間

評說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86.  
關卓峯、姚世外 

穿梭古今——重新認識中

國歷史人物第三冊 
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387.  關禮雄 日佔時期的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388.  嚴家琪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潮流出版社 

389.  饒宗頤、劉桂標、

方世豪 
大學中庸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90.  顧承甫、盛巽昌 真假三國 明天國際圖書有限公司 

391.  鶴間和幸 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392.  
龔書鐸、劉德麟 

圖說天下．說話中國歷史系

列（共十冊）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393.  龔書鐸、劉德麟 圖說中國（共十冊） 智能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