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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指導
1.
2.
3.
4.
5.
6.
7.

廖迪生、張兆和（2008）《文物教育在大澳》，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
心。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編（2005）《考察香港：文化歷史個案研究》，香港：
三聯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陳潔華（2004）《批判思考、創意教學：香港社區教育》，香港：香港大學，亞
洲研究中心。
梁炳華（2002）
《香港風俗之旅 : 以區為本考風問俗專題硏究報告》
，香港：中國
歷史敎育學會。
廖迪生、張兆和、蔡志祥（2001）《香港歷史，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科技
大學華南硏究中心。
鄭德華（1999）《歷史追索與方法探求：香港歷史文化考察之二》，香港：三聯
書店 （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歷史文化考察出版小組（1993）
《香港歷史文化考察》
，
香港：三聯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入門書籍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徐振邦（2009）《行遊香港：28 個風俗慣例全說》，香港：經濟日報出版社。
丁新豹（2008）《香港歷史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
徐振邦（2008）《捐窿捐罅香港地》，香港：書名號。
徐振邦（2007）《集體回憶香港地》，香港：阿湯圖書。
何耀生（2007）《買餸煮飯：尋找街坊鄰里市集的故事》，香港：經濟日報出版
社。
劉智鵬、劉蜀永（2007）《新安縣志》，香港：和平圖書。
何耀生（2006）《香港風俗及節令文化》，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高添強（2005）《香港今昔》，香港：三聯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李光雄（2005）《歷史與文化：香港史研究公開講座文集》，香港：香港公共圖
書館。
徐振邦 （2004）《翻箱倒籠香港地－香港歷史文化考察指南》，香港：阿湯圖書。
潘毅、余麗文（2003）《書寫城市：香港的身份與文化》，香港：牛津出版社。
饒玖才（2001）《香港舊風物》，香港：天地圖書。
陳志華、黃家樑、羅國潤（1999）《香港古跡考察指南》，香港：現代教育研究
社。
蕭國健、劉蜀永（1998）《香港歷史圖說》，香港：麒麟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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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玉儀（1998）《香港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硏究中心。
黃南翔（1997）《香港古今》，香港：奔馬出版社。
蕭國健（1997）《香港的歷史與文物》，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梁炳華（1996）《香港歷史專題：往昔的追尋》，香港：出版者不詳。
蕭國健（1995）《香港古代史》，香港：中華書局。
高添強（1994）《圖片香港今昔》，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蕭國健（1994）《香港歷史與社會》，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黃南翔（1992）《香港風物趣談》，香港：奔馬出版社。
龍炳頤（1992）《香港古今建築》，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蕭國健（1992）《香港歷史點滴》，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魯金（1991）《港人生活望後鏡》，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鄧聰（1991）《香港考古之旅》，香港：區域市政局。
蕭國健（1990）《香港地方史硏究》，香港：顯朝書室。
蕭國健、林天蔚（1985）《香港前代史論集》，台北：臺灣商務印書館。
蕭國健、蕭國鈞（1982）《族譜與香港地方史研究》，香港：顯朝書室。
蕭國健（1977）《香港之三大古剎》，香港：顯朝書室。

葉林豐（1970）《香港方物志》，香港：香港上海書局。
39. 春華（不詳）《香港名勝古蹟與掌故》，香港：百靈。

香港、九龍
40.
41.
42.
43.
44.

爾東（2007）《追尋九龍古蹟》，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爾東（2007）《追尋香港古蹟》，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爾東（2004）《趣談九龍街道》，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爾東（2003）《趣談香港街道》，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蕭國健、沈思（2001）《香港市區文化之旅》，香港：萬里機構。

45. 鄭寶鴻（2000）《港島街道百年》，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46. 鄭寶鴻、佟寶銘（2000）《九龍街道百年》，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47. 蕭國健、沈思，文灼非（1992）《香港島訪古遊》，香港：中華書局。

新界
48. 蕭國健（2008）《香港新界之歷史與鄉情》，香港：中華文教交流服務中心。
49. 爾東（2008）《追尋新界古蹟》，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50. 葉子林編（2007）《新界・舊事：遺跡、建築與風俗》，香港：萬里書店。
51. 爾東（2006）《趣談新界街道》，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52. 蕭國健、李駘（2006）《香港新界鄉村之歷史風貌》，香港：香港：中華文教交流
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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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瑞源（2005）《新界宗族文化之旅》，香港：萬里書店。
鄭寶鴻（2002）《新界街道百年》，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邱東（1992）《新界風物與民情》，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蕭國健（1991）《香港新界家族發展》，香港：顯朝書室。
司馬龍（1990）《新界滄桑話鄉情》，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蕭國健（1990）《新界五大家族》，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59. 蕭國健（1990）《東涌．屯門》，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十八區
概覽
60. 陳志華、盧爾君（2008）《香港十八區考察之旅》，香港：中國歷史教育學會。
61. 梁炳華（2002）《香港古蹟之旅：十八區文物徑硏究》，香港：中國歷史教育學會。
中西區
62. 王鋼（2008）《圖說雲咸街滄桑，1840 年代－1960 年代》，香港：中華書局(香港)
有限公司。
63. 何耀生（2005）《集體回憶之穿梭古今中、上環：尋訪香港文化的故事》，香港：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64. 許焯權（2004）《中區歷史建築選粹》，香港：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古物古蹟辦事處。
65. 梁炳華編（2003）《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香港：中西區區議會。
66. 中西區區議會編（1996）《中山史蹟徑》，香港：中西區區議會。
67. 梁炳華（1999）《中西區風物志》（增訂版），香港：中西區臨時區議會。
68. 李進軒（1989）《孫中山先生革命與香港》，臺北：文史哲出版社。
69. 夏歷（1989）《香港中區街道故事》，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70. 羅香林（1971）《國父在香港之歷史遺蹟》，香港：珠海書院。
東區
71. 郭少棠著、沈思編（2003）《東區風物志：集體記憶社區情》，香港：東區區議會。
72. 夏歷（1995）《香港東區街道故事》，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73. 東區區議會編（1994）《港島東區文物掌故》，香港：東區區議會。
74. 東區區議會編（1985）《東區手冊》，香港：東區區議會。
南區
75. 梁炳華（2009）《南區風物志》（新修版），香港：南區區議會。
灣仔區
76. 鍾寶賢（2009）《商城故事：銅鑼灣百年變遷》，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3

與香港文化發展有關的書籍及網頁舉例

課程發展處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組

77. 唐樓創意（2007）《灣仔海岸線歷史徑》，香港：灣仔區議會。
78. 培榮編（1998）《銅鑼灣：百年成長，懷舊迎新》，香港：香港銅鑼灣街坊福利促
進會。
79. 灣仔區議局（1992）《灣仔區古蹟與掌故》，香港：灣仔區議局。
九龍城區
80. 線振球撰（2007）《九龍寨城滄桑錄》，香港：華僑公共關係服務旅運公司。
81. 劉潤和（2005）《九龍城區風物志》，香港：九龍城區議會。
82. 何瑞麟（2001）《九龍寨城話古今》，香港：當代文兿出版社。
83. 趙雨樂、鍾寶賢編（2001）《九龍城》，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84. 趙雨樂、鍾寶賢著（2000）《龍城樂善：早期九龍城與樂善堂硏究》，香港：衛奕
信勳爵文物信託。
85. 魯金（1988）《九龍城寨史話》，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86. 蕭國健（1987）《九龍城史論集》，香港：顯朝書室。
油尖旺區
87. 郭少棠（2002）《走進社區覓舊情：尋找油尖旺舊人舊事》，香港：油尖旺區議會；
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硏究所跨文化硏究中心。
88. 蕭國健（2000）《油尖旺區風物志》(第 2 版)，香港：油尖旺區議會。
深水埗區
89.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2008）《西九樓計色》，香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90. 葉碧青（2006）《從深水步到深水埗》（第 4 版修訂版），香港：深水埗區公民教
育委員會。
91. 董志發、張嘉懿編（2005）《「情繫公屋五十年」：深水埗的變遷：石硤尾歷史回
顧》，香港：鄰舍輔導會。
92. 何家祺編（2005）《深水埗現況與發展》（2005 版），香港：深水埗區公民教育委
員會。
黃大仙區
93. 張瑞威、卜永堅著，游子安編（2003）《黃大仙區風物志》，香港：黃大仙區議會。
94. 伍永根編（1991）《嗇色園》，香港：嗇色園。
95. 吳麗珍（1997）《黃大仙信仰》，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觀塘區
96. 救世軍耆才拓展計劃觀塘中心（2008）《官塘深度行》，香港：救世軍耆才拓展計
劃觀塘中心。
97. 梁炳華（2008）《觀塘風物志》，香港：觀塘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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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區
98. 廖迪生、黃永豪編（2008）《大埔傳統與文物》，香港：大埔區議會。
99. 蕭國健（2007）《大埔風物志》（2007 年再版增訂），香港：大埔區議會。
100. 古物古蹟辦事處（2002）《大埔碗窰窰址：樊仙宮》，香港：康樂文化事務署古物
古蹟辦事處。
101. 蔣順洪（1973）《香港大埔碗窯陶業淺探》，香港：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學會。
屯門區
102. 劉智鵬（2007）《屯門歷史與文化》，香港：屯門區議會。
103. 劉智鵬（2003）《屯門風物志》，香港：屯門區議會。
104. 蕭國健（1990）《追求玫瑰園之根：東涌、屯門》，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元朗區
105. 馮志明著，冼玉儀編（1996）《元朗文物古蹟概覽》，香港：元朗區議會。
北區
106. 陳國成編（2006）《粉嶺》，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07. 梁炳華（1994）《北區風物志》，香港：北區區議會。
西貢區
108. 馬木池（2003）《西貢歷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
109. 西貢區議會編（1995）《西貢風貌》，香港：西貢區議會。
110. 楊懷俸編（1993）《西貢天后關帝古廟誌》，香港：廟誌編印委員會。
111. 西貢區議會編（1983）《西貢》，香港：西貢區議會。
沙田區
112. 衞慶祥編（2007）《沙田文物誌》，香港：沙田民政事務處。
113. 區志堅編（2002）《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衰》，香港：沙田區議會。
114. 沙田古今風貌編輯委員會編（1997）《沙田古今風貌》，香港：沙田區議會。
115. 衛慶祥（1987）《沙田歷史展覽特刊》，香港：沙田歷史展覽及特刊出版工作小組。
荃灣區
116. 荃灣區議會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社區宣傳工作小組（2003）《今日荃灣》，
香港：荃灣區議會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社區宣傳工作小組。
117. 許舒（1999）《滄海桑田話荃灣》，香港：滄海桑田話荃灣出版委員會。
118. 荃灣區議會編（1991）《荃灣二百年：歷史文化今昔》，香港：荃灣區議會。
119. 荃灣區議會（1991）《荃灣二百年────歷史文化》，香港：荃灣區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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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青區
120. 香港敎育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硏習中心編（2004）《葵靑：舊貌新顔：傳承與突破
》，香港：葵靑區議會。
121. 皇仁舊生會中學（1998）《青衣傳奇》，香港：皇仁舊生會中學。
122. 葵青區文藝協進會（1994）《葵青今昔》，香港：葵青區文藝協進會。
離島區
123. 梁炳華（2007）《香港離島區風物志》，香港：離島區議會。
124. 廖迪生、張兆和（2006）《大澳》，香港：三聯書店。
125. 大澳鄉事委員會編（2003）《大澳風光好：大澳鄉事委員會第二十屆委員就職特刊
》，香港：大澳鄉事委員會。
126. 呂烈（2002）《大嶼山》，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27. 游運明編（2001）《大鵬明珠吉澳：滄海遺珠三百年》，香港：吉澳村公所值理會。
128. 黃惠琼（2000）《大澳水鄉的變遷：風，土，人，情二三事》，香港：進一步多媒
體有限公司。
129. 沈思、蕭國健、文灼非合編（1993）《離島訪古遊》，香港：中華書局。
130. 離島區議會編（1993）《離島區古物古蹟》，香港：離島區議會。
131. 蕭國健（1985）《香港離島史蹟志》，香港：顯朝書室。
132. 離島區長洲工作委員會編（1977）《認識長洲》，香港：離島區長洲工作委員會。

博物館、政府刊物
133. 林錦源（2008）《警隊博物館》，香港：香港警務處警隊博物館。
134. 丁新豹（2005）《李鄭屋漢墓》，香港：香港歷史博物館。
135. 香港博物館（1991）《香港博物館簡介》，香港：市政局。
136. 丁新豹、司徒嫣然（1990）《羅屋民俗館》，香港：市政局。
137. 丁新豹、黃迺錕、邱小金（1999）《四環九約：博物館藏歷史圖片精選》，香港：
香港歷史博物館。
138. 香港大會堂（1996）《六十年代粵語紅星展覽》，香港：香港市政局。
139. 司徒嫣然（1996）《市影匠心：香港傳統行業及工藝》，香港：香港市政局。
140. 嚴瑞源（1995）《細說鄉情：新界文物徵集大行動》，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
141. 嚴瑞源（1995）《細說鄉情》，香港：市政局。
142. 梁濤（1993）《九龍街道命名考源》，香港：市政局。
143. 梁濤（1992）《香港街道命名考源》，香港：市政局。
144. 司徒嫣然（1992）《羅衣百載：香港服飾演變》，香港：市政局。
145. 白德著、招紹瓚譯（1991）《香港文物志》，香港：市政局。
146. 科大衛、陸鴻基、吳倫霓霞（1986）《香港碑銘彙編》，香港：香港博物館。
147. 香港博物館編（1986）《本地華人傳統婚禮》，香港：香港市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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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香港政府新聞處（1979）《香港鄉村古建築》，香港：香港政府新聞處。

建築
149. 丁新豹（2008）《人物與歷史：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香港：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
150. 謝永昌（2008）《香港觀音廟堂巡禮》，香港：中華文教交流服務中心。
151. 蕭國健（2007）《港中西古炮香港》，香港：顯朝書室。
152. 廖迪生、盧惠玲、鄧聖時（2007）《風水與文物 : 香港新界屏山鄧氏稔灣祖墓搬遷
事件文獻彙編》，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硏究中心。
153. 蕭國健（2006）《香港之海防歷史與軍事遺蹟》，香港：中華文教交流服務中心。
154. 何耀生（2006）《叮叮！電車之旅》，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55. 何耀生（2005）《集體回憶之維多利亞港：百年海港的故事》，香港：明報出版社
有限公司。
156. 何耀生（2005）《集體回憶之中區警署：百年警署的故事》，香港：明報出版社有
限公司。
157. 蕭國健（2004）《寰宇炮台志》，香港：顯朝書室。
158. 梁炳華（1995）《城寨與中英外交》，香港：麒麟出版社。
159. 蕭國健、沈思（1995）《香港華文碑刻集．新界編．2》，香港：顯朝書室。
160. 蕭國健、沈思（1993）《香港華文碑刻集．新界編．1》，香港：顯朝書室。
161. 蕭國健（1992）《粵東名盜張保仔》，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162. 劉思源、彭大維（1990）《廟宇建築》，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63. 蕭國健（1982）《清代香港之海防與古壘》，香港：顯朝書室。
164. 蕭國健（1980）《香港之清代古壘》，香港：顯朝書室。
165. 簡又文（1960）《宋皇臺紀念集》，香港：趙族宗親總會。
166. 中區警署古蹟群計劃 (由何鴻毅父子策劃)

http://www.hku.hk/hkumag/cps/

宗教、信仰
167. 夏其龍（2009）《香港傳教歷史之旅. 艱辛的旅程》，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傳
年跟進小組。
168. 夏其龍（2008）《米高與惡龍 : 十九世紀天主教墳場與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
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169. 朱益宜（2007）《關愛華人──瑪利諾修女與香港（1921-1969）》，香港：中華書
局。
170. 梁寶珊〈傳統再造 ——「長洲太平清醮」與「中環廟會」〉，《文化研究＠嶺南》，
第 8 期（2007 年 11 月）（http://www.ln.edu.hk/mcsln/8th_issue/feature_03.shtml）
171. 黎志添、游子安、吳真（2007）《香港道堂科儀歷史與傳承》，香港：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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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夏其龍（2006）《香港傳教歷史之旅．旅途上的古人》，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福
傳年跟進小組。
173. 夏其龍（2006）《香港傳教歷史之旅．半山區、西營盤、跑馬地》，香港：天主教
香港教區福傳年專責小組。
174. 夏其龍（2005）《香港傳教歷史之旅．碗窰、汀角、鹽田仔》，香港：天主教香港
教區福傳年專責小組。
175. 夏其龍（2005）《香港傳教歷史之旅．尖沙咀、九龍塘、深水埗》，香港：天主教
香港教區福傳年專責小組。
176. 黎志添（2005）《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香港：中華書局。
177. 陳慎慶（2002）《諸神嘉年華: 香港宗教硏究》，香港：牛津出版社。
178. 李金強（2002）《自立與關懷：香港浸信敎會百年史，1901-2001》，香港：商務印
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179. 廖迪生（2000）《香港天后崇拜》，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80. 蔡志祥（2000）《打醮：香港的節日與地域社會》，香港：三聯出版社。
181. 黎志添（1999）《道教與民間宗教硏究論集》，香港：學峰文化事業公司。
182. 夏其龍（1999）《百載十年的蔭庇》，香港：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
183. 吳麗珍（1997）《香港黃大仙信仰》，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84. 永明法師（1993）《香港佛教與佛寺》，香港：香港大嶼山寶蓮寺。
185. 李志剛（1992）《九龍教會掌故》，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86. 李志剛（1992）《香港教會掌故》，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87. 張玲玲、王家珠（1990）《媽祖回娘家》，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88. 第二屆「此岸－彼岸」弘法活動編輯委員會編（1987）《今日的香港佛教》，香港：
香港菩提學會。
189. 田英傑（1983）《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

傳統文化
190. 劉義章（2005）《香港客家》，桂林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1. 陳守仁（1996）《神功戲在香港：粵劇、潮劇及福佬劇》，香港：三聯書店（香
港）有限公司。
192. 冼玉儀、劉靖之（1995）《粤劇硏討會論文集》，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硏究中心。
193. 黎鍵（1993）《香港粵劇口述史》，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4. 劉思源、王家珠（1990）《布袋戲》，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各行各業
195. 劉 詩 平（2007）《金 融 帝 國 ────匯 豐 》，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6. 劉潤和、王惠玲、高添強著，冼玉儀、劉潤和編（2006）《益善行道： 東華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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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周年紀念專題文集》，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7. 周佳榮、鍾寶賢、黃文江（2002）《香港中華總商會百年史》，香港：香港中華
總商會。
198. 郭少棠著，沈思編（2001）《光耀百年》，香港：中華電力有限公司。
199. 冼玉儀（1994）《與香港並肩邁進：東亞銀行，1919-1994》，香港：東亞銀行。
200. 簡而清（1992）《九龍賽馬話舊》，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 簡而淸（1992）《香港賽馬話舊》，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2. 吳昊（1992）《香港服裝史》，香港：香港服裝史籌備委員會。
203. 李家園（1989）《九龍報業雜談》，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4. 李家園（1989）《香港報業雜談》，香港：三聯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5. 東華二院發展史略編纂委員會編（1963）《東華三院發展史略》，香港：東華三
院壬寅年董事局。
206. 保良局百年史略編輯小組委員會（1978）《香港保良局百年史略 1878-1978》，
香港：香港保良局。

網上資源
207. 古物古蹟辦事處出版刊物(網上版本)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b5/education_publications.php#6
208. 古物古蹟辦事處網上展覽(網上版本)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b5/online_exhibition.php
209. 古物古蹟辦事處青少年文物之友計劃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yfoh/b5/index.php
210. 古物古蹟辦事處專題研究/報告
http://www.amo.gov.hk/b5/research.php
211. 香港歷史文物－保育‧活化
http://www.heritage.gov.hk/tc/index.htm
212. 香港中文大學活‧在建築計劃
http://www.arch.cuhk.edu.hk/server2/resch/livearch/main.html
213. 香港旅遊發展局 文化及古蹟網頁 (法定古蹟)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attractions/declared-monument.html
214. 香港旅遊發展局 香港建築網頁 殖民時代建築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attractions/architecture-colonial.html
215.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http://www.lordwilson-heritagetrust.org.hk/chi/project/index.php

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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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香港歷史博物館參考資料室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History/b5/rcentre.php
217. 孫中山紀念館閱覽室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sysm/b5/readingroom.php
218. 香港電影資料館資料中心
http://www.lcsd.gov.hk/CE/CulturalService/HKFA/b5/2-2.php
219. 香港文物探知館參考圖書館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b5/discovery_library.php
220. 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Collection
http://www.royalasiaticsociety.org.hk/library.htm
221. 香港文化博物館資源中心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chinese/main.asp
222. 香港政府檔案處 歷史檔案及圖書館藏品線上目錄
http://www.grs.gov.hk/ws/tc/ps_online_cata.htm#
223. 金融管理局資源中心
http://www.info.gov.hk/hkma/chi/info_centr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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