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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書目 

 

作者 / 編者  書名 出版社 

書目 

《校園中文》編 好書 經濟日報 

語文：寫作 

施翔程 用心智圖寫作文 晨星 

關夢南 
輕鬆寫作 10 堂課──贏在作

文起跑線 
香港學生文藝 

潘步釗編 描寫文選讀 三聯 

王 璞編 記敘文選讀 三聯 

何福仁編 議論文選讀 三聯 

董啟章 
貝貝的文字冒險 : 植物咒語

的奧秘 
香港學生文藝 

潘步釗  
脂粉與顏色──散文寫作技巧

談 
匯智 

語文：文言文學習 

楊振中編 

歷代文言小故事──先秦、两

漢 

歷代文言小故事──魏晋、隋

唐           

歷代文言小故事──宋元、明

清 

上海辭書 

語文：文化 

陳耀南 中國文化對談錄 三聯 

解思忠 國民素質憂思錄 三聯 

張中行 順生論 中華 

張中行 負暄絮語 江蘇文藝 

王其鈞、賈先鋒 中國民居 和平 



「中華風物」系列        和平 

語文：新聞 

張寶華 
生命中該有的：張寶華談人物

專訪 
香港教育圖書 

馮偉才、黃勁輝、 

黃淑嫻 
新聞寫作從心出發 香港教育圖書 

唐惠苓、黃詠欣 細談人訪前後 經濟日報 

張宏艷  

再見女主播──離開，是為了

回來的風景 

一步一窩心 

天窗  

 

天行者 

有線電視主播 有線主播點‧線‧面 明報 

有線電視中國組     穿梭背後：神州事‧神州情 明報 

邱立本 激情新聞筆記 天地圖書  

陳惜姿、翁愛明、 

陳貝琼編 
四川地震香港記者反思錄 香港新聞教育基金 

蘇鑰機編 
一人一故事──新聞人的心聲

細語 
天地圖書  

浸會大學新聞系  直擊現場 青森文化  

語文：文學 

張曼娟 時光詞場 麥田 

張曼娟 愛情，詩流域 麥田 

張曼娟 
人間好時節：古典詩詞的人生

啟示 
麥田 

以青少年為對象的作品   

梁科慶 搬出去住：梁科慶閱書簿 阿湯圖書 

麥樹堅 突圍長跑隊 突破 

麥樹堅 雜魚又如何 突破  

胡燕青 頭號人物 山邊 

胡燕青 全天候跑道 獲益 

胡燕青 一米四八 突破 

胡燕青 三線一族 突破 

胡燕青 野地果 突破 

朱少璋 告別下雨天 獲益 

朱少璋 結拜大贏家 獲益 

朱少璋 說不盡夜深如許 獲益 

袁兆昌 超凡學生 阿湯圖書 



袁兆昌 超凡學生 2  正字遊戲 阿湯圖書 

袁兆昌 超凡學生 3  班長消失 阿湯圖書    

袁兆昌 超凡學生 4  離校出走 阿湯圖書 

鄒文律 在世界盡頭尋找自己 突破  

鄒文律 

鄒文律 

天零鳥 

彩雪鳥 

突破  

突破  

鄒文律 光纖裏的愛 突破   

關麗珊 F.1A 突破   

關麗珊 F.2A 突破   

關麗珊 F.3A 突破   

關麗珊 F.4A 突破   

關麗珊 F.5A 突破   

阿谷 鴿子堡的瘟疫 突破   

阿谷 愛情童話 突破   

阿谷 幾乎背叛了愛情 突破   

陳守賢 記者阿男 1 神犬出洞 突破   

陳守賢 記者阿男 2 明星島 突破   

馮志康 攝記追蹤之真相 突破   

馮志康 攝記追蹤 突破   

董啟章 練習簿 突破 

董啟章 小冬校園 突破    

董啟章 家課冊 突破    

董啟章 紀念冊 突破    

秋小魚 青蘋果的滋味 山邊社    

王心靈  穿人字拖的公主 突破    

張宏艷 苦媽是這樣煉成的 青桐社    

梁科慶 「線上偵探」系列 亮光文化    

游欣妮  我搣時很煩 突破    

運動小說 

陳  葒  青春出於籃 新少年 

梁科慶     熱火青春：直奔 4 x 100 的距離 青桐社 

謝小寶 跳躍女排 ( 1 – 3)  突破 

梁天樂 旋轉女乒 突破 

袁兆昌 Jumper 籃球王 天行者  

譚志明 D 班天才 天行者  

李卓賢 那年放學，我們去射龜 天行者  

周子嘉 羽毛不落的秘密 天行者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092476&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75435&theme=WEB


想像、歷險小說 

徐焯賢     「地海空奇」幻系列 青桐社 

徐焯賢     「3Q」系列 青桐社 

梁偉洛 「女媧之門」系列     日閱堂 

主題選集 

 
「(中學生)晨讀 10 分鐘系列」

主題選集  
天下雜誌 

 「智慧文庫」主題選集 幼獅   

 
「愛藏本」系列國外經典故事

選 
晨星           

名家作品 

伍家偉編 
寫作好年華：香港新生代作家

訪談與導賞  
匯智 

應鳳凰、傅月庵 冊頁流轉：台灣文學書入門 108 印刻 

張大春 我妹妹 印刻 

張大春 最初 時報 

張大春 富貴窰 時報 

張大春 四喜憂國 時報 

張大春 公寓導遊 時報 

張大春 臺北隨手：張大春自選集 天地 

鍾怡雯 垂釣睡眠 九歌 

鍾怡雯 聽說 九歌 

鍾怡雯 野半島 聯合文學 

鍾怡雯 河宴 三民 

詹宏志 綠光往事 馬可孛羅  

詹宏志 人生一瞬 馬可孛羅   

鍾玲 鍾玲極短篇 爾雅  

閻連科 我與父輩 印刻   

韓寒 三重門 明報 

韓寒 他的國 明報 

韓寒 飄移中國 牛津大學 

余華 活著 麥田 

余華 許三觀賣血記 麥田 

楊絳 我們仨 牛津大學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13668&theme=WEB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5%9B%9B%E5%96%9C%E6%86%82%E5%9C%8B&area=mid&item=0010196667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2861586&theme=WEB


胡燕青 彩店 匯智  

胡燕青 
我走過書桌的曠野 : 胡燕青

序跋集 
匯智  

胡燕青 小板凳 牛津大學 

胡燕青 
捫石渡河：新詩的欣賞、創作

與教學 
匯智  

潘步釗 不老的叮嚀 匯智 

潘步釗 邯鄲記 匯智  

潘步釗 美哉少年 匯智 

也  斯 山水人物 香港文學研究社 

也  斯 人間滋味 天窗 

黃仁逵 放風 素葉   

何福仁編 浮城 1.2.3：西西小說新析 三聯   

關夢南 香港散文選讀 風雅 

關夢南 香港新詩選讀 風雅   

陳  寧 風格練習 大田 

陳  寧 八月寧靜 牛津大學 

黃秀蓮 灑淚暗牽袍 振然 

黃秀蓮 歲月如煙 匯智 

王良和 山水之間 匯智 

王良和 時間問題 匯智 

王良和 魚話 匯智 

王良和等 島上的懸念 突破 

吳靄儀 賞心樂事 次文化堂 

梁偉洛 小說面書 日閱堂 

陳子謙 怪物描寫 點出版 

麥樹堅 未了 Kubrick 

麥樹堅 目白 匯智 

麥樹堅 對話無多 匯智 

陳  慧 補充練習 七字頭 

陳  慧 拾香紀 七字頭 

陳  慧 愛情街道圖 明報周刊 

陳  慧 物以情聚 明窗 

黎翠華 山水遙遙 基督教文藝 

王  璞 知更鳥 基督教文藝 

偵探推理小說或與此有關的作品 

杜  漸 偵探推理小說談趣 三聯 



臉譜偵蒐小組編  偵探蒐藏誌  臉譜  

詹宏志 
詹宏志私房謀殺：謀殺專門店

導讀精選 
遠流   

詹宏志 偵探研究 馬可孛羅 

傅  博 謎詭‧偵探‧推理 獨步文化 

獨步文化編輯部 謎詭：日本推理情報誌 獨步文化  

柯南道爾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  臉譜 

克莉絲蒂 克莉絲蒂偵探小說全集  明遠 

莫里斯‧勒布朗 亞森羅蘋精選集  華威文化 

東野圭吾 名偵探的守則 獨步文化 

東野圭吾 新參者 獨步文化 

東野圭吾 預知夢 獨步文化 

東野圭吾 瀕死之眼 高寶 

東野圭吾 幻夜 獨步文化 

東野圭吾 變身 獨步文化 

東野圭吾 白夜行 獨步文化 

東野圭吾 流星之絆 獨步文化 

東川篤哉 推理要在晚餐後 1、 2 尖端 

東川篤哉 請勿在此丟棄屍體 新雨 

米澤穗信 算計 木馬文化  

湊佳苗 告白 哈爾濱  

赤川次郎 「三色貓」系列 博益 

Patricia Cornwell(美) 
首席女法醫： 

凱‧史卡佩塔系列  
南海 / 臉譜 

宮部美幸 RPG 獨步文化 

宮步美幸 模仿犯 獨步文化 

伊坂幸太郎   死神的精確度 獨步文化 

艾西     「犯罪心理師」系列 皇冠 

費迪南．馮．席拉赫 罪行 先覺 

須藤武雄 科學辦案的現場 志文 

上野正彥 聽聽屍體怎麼說 志文 

重案組 法證行動 文化會社 

科幻小說 

李逆熵 泰拉文明消失之謎 明窗 

李逆熵 無限春光在太空 獲益 

李逆熵 
挑戰時空──漫遊奇妙的科幻

世界 
商務 



李偉才編譯 最後的問題 山邊社 

李偉才 超人的孤寂 新雅 

星新一 反復無常機械人               正文社  

星新一 最後的地球人 幼獅文化 

葛紅兵 克隆危機 青桐社 

葛紅兵 地下王國 青桐社 

葛紅兵 太空使命 青桐社 

喬靖夫 香港關機 天行者 

鄒文律 N 地之旅 Kubrick 

武俠小說 

鄭  丰 (陳宇慧) 神偷天下卷 1-3 奇幻基地 

鄭  丰 多情浪子癡情俠 1-4 中原社 

喬靖夫 武道狂之詩卷 1-10 天行者 

翻譯作品 

有川浩 阪急電車 時報 

約翰．波恩  穿條紋衣的男孩 皇冠 

傳記類 /回憶成長 /奮鬥經歷 

林順潮    窮小子‧傑青醫生──我的成長剪影 青桐社    

乙武洋匡 五體不滿足 圓神 

傅光明 林海音 三聯 

李  輝 老舍 三聯 

鍾桂松 豐子愷 三聯 

手塚治蟲 我的漫畫人生 中信 

凌明玉 宮崎駿 : 動畫世界的愛與夢 突破 

梁志華 魯益師 : 魔幻王國的創造者 突破 

梁志華 潘霍華 : 逆流中作生死抉擇 突破 

飲食題材作品 

蔡  瀾 蔡瀾逛菜欄 皇冠 

杜杜(何國道) 飲食魔幻錄 明報周刊 

杜杜(何國道) 另類食的藝術 皇冠 

蔡珠兒 紅燜廚娘 聯合文學 

蔡珠兒 南方絳雪 聯合文學 

蔡珠兒 饕餮書 聯合文學 

蔡珠兒 雲吞城市 聯合文學 



蔡珠兒 種地書 有鹿文化 

陳慧  味道/聲音 七字頭 

張曼娟 黃魚聽雷 皇冠 

關琬潼 徘徊在幸福餐桌 經濟日報 

關琬潼 走進異鄉廚房：食譜分享‧遊學記事 博益 

旅遊文學 

張曼娟 天一亮，就出發 皇冠 

劉克襄 
十五顆小行星 : 探險、漂泊與自然的

相遇 
遠流 

劉克襄 11 元的鐵道旅行 遠流 

梁飛、黃道 放下‧行夢！：世界在我倆背包裡 天窗 

傅美璇、文少輝 畫家帶路，丹麥尋寶記 太雅生活館 

張佩瑜 中亞手繪旅行 : 烏茲別克‧吉爾吉斯 聯經  

張佩瑜 土耳其手繪旅行 聯經 

黑紙等 新七大奇蹟 日閱堂 

周榕榕 死在路上也不錯 萬里書店 

謝旺霖 轉山：邊境流浪者 遠流 

黃愛琳  再窮也要去旅行 國際運通地圖社 

黃愛琳  再苦也要去旅行 上海社會科學院 

瑪  格 獨自騎車環遊世界 海天出版社 

石田裕輔 
不去會死 : 世界九萬五千公尺的自

行車單騎之旅 
西遊記文化 

影視歌界別人士的作品 

林青霞 窗裏窗外 天地    

楊  凡 楊凡時間 牛津大學 

羅  卡 電影人物肖像 山邊社 

方文山 青花瓷 第一人稱傳播事業 

方文山 中國風：歌詞裏的文字遊戲 第一人稱傳播事業 

鄭秀文 值得 明報周刊 

劉若英 我的不完美 大田 

黎耀祥 戲劇浮生：黎耀祥論演技與人生 三聯 

影視網絡或熱門話題作品 

天下霸唱(張牧野) 鬼吹燈 1-4,  高寶 

南派三叔(徐磊)  盜墓筆記 1-10 冊 普天 

艾米 山楂樹之戀 新經典圖文傳播 

http://www.books.com.tw/exep/pub_book.php?pubid=morn7440


九把刀(柯景騰) 
再一次相遇：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

女孩：電影創作書 
春天出版 

九把刀(柯景騰) 後青春期的詩 蓋亞文化 

九把刀(柯景騰) 媽，親一下 春天出版國際文化 

史迪格．拉森 龍紋身的女孩 寂寞 

史迪格．拉森 玩火的女孩 寂寞 

史迪格．拉森 直搗蜂窩的女孩 寂寞 

蘇珊．柯林斯 飢餓遊戲 1-3 大塊文化 

以動物為題材的作品 

佐佐木由利、三島正 五體不滿足的太郎 大田 

石黑謙吾 再見了，可魯：導盲犬可魯的故事 角川書店 

石黑謙吾 給導盲犬小 Q 的一封信 萬里 

蓋瑞．伯森 冰狗任務 野人文化 

田中馬可 小狗天國的來信 二十一世紀 

科普作品 

泉麻人文 東京昆蟲物語 上海人民 

柳田理科雄 空想科學読本 1- 4 遠流 

手塚治蟲 手塚治虫的昆蟲世界 玉山社 

山田弘 圖解物理學 易博士 

生田哲 圖解生化學 易博士 

大山光晴 100 個 10 元科學大實驗 匯識教育  

村山貢司 健康氣象學入門 晨星 

中村寬治 飛機的構造與飛行原理 晨星 

佐倉統 達爾文演化論入門 晨星 

佐藤勝昭 
生活科學常識 110：做為大人應具備

的日常物理, 化學知識 

晨星 

高橋俊介 
摩天大樓建築之謎：從台北 101 發現

建築科技的奧妙 

晨星 

田中修 花為什麼會香？ 晨星 

森昭彥 為什麼野花的生命力那麼強？ 晨星 

森昭彥 
別鬧了！昆蟲：不可思議的昆蟲新常

識 100 

晨星 

畑中正一 流行病如何讓人致命 晨星 

森田由子 
生物超感覺的秘密：圖解生物賴以為

生的感覺機制 
晨星  

秋本俊二 飛機如何飛上天？：從機場發現 50 晨星  

http://www.tipi.com.tw/books.php?pid=144
http://ecshweb.pchome.com.tw/search/v1/%E7%94%9F%E7%94%B0%E5%93%B2?Scope=24b


個航空新常識 

大發明調查團 日本創意大發明 台灣東販 

田中達也 雲圖鑑 晨星 

Ken Storm 天啊！我們都看得懂的「天氣圖」 WHY 

歷史 

王文心等 史記 1-4 西北出版社 

許韋婷等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 : 政治‧經濟‧環

境資源‧國際社會‧人文 
易博士 

楊鳳春 圖解當代中國政治 中華書局 

趙春明 圖解當代中國經濟 中華書局 

耿向東 圖解當代中國外交 中華書局 

藝術經歷 

高木直子 一個人的每一天 大田 

高木直子 
一個人暖呼呼：高木直子的鐵道溫泉

秘境 
大田 

天使媛媛 傻妹拍拖囧爆事 青椒 

天使媛媛 傻妹老友囧爆事 青椒 

蔣勳 天地有大美 : 蔣勳和你談生活美學 廣西師範大學 

漢寶德 如何培養美感 聯經 

吳冠中 文心獨白 山東畫報 

吳冠中 畫眼 文匯 

體育經歷 

李德能 金牌背後 : 主持人說奧運 經濟日報 

香港足球評述員協會 
寫給足球的情書： 62 位「講波男女」

對足球說出心底話 
經濟日報 

馮嘉奇 馮奇的足球旅程 WHY  

與職業有關的經驗(包括小說) 

鄧翼群 大地飛鷹：飛行服務隊的故事 日閱堂 

e 少 三萬呎高空的奇人異事 亮光文化 

榕光社口述，林皚文著 一個人的喪禮 嘉出版 

陳志亮 
救護急先鋒：消防救護主任工作事件

簿 
經濟日報 

鄧翼群 烈火仁心 : 消防員的故事 日閱堂 

張詠詩、吳一之 「飛」一般工程：飛機維修員手記 新人才文化 



吳邦謀 說航空‧論飛機 經濟日報  

葉  慧 愛‧劇場 突破 

葉曉明 酒店人筆記簿 新人才文化 

賴百樂  漫遊未來 突破 

陳守賢 快樂夢工場 突破 

陳守賢 熱血 Figure 王 突破 

陳守賢 我想做 DJ 突破 

形象、面試、說話等實用讀物 

倉野路凡、宗像智子 型男筆記本：打造有型有禮優質男 萬里書店  

關琬潼 
日日是好日：料理、生活、衣飾雜貨、

工作隨筆 
甘葉堂 

內山辰美、福田健 說話的技巧 180 則 笛藤 

原田玲仁/ Pawpaw 

Poroduction 
戀愛心理學 世茂 

原田玲仁/ Pawpaw 

Poroduction 
圖解有趣的設計心理學 世茂 

Pawpaw Poroduction 漫畫有趣的色彩心理學 世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