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系 1988 年在香港三聯書店、香港中華書局
和香港商務印書館等多家知名出版機構基礎上組建而成，服務香港已逾
百年歷史，現已發展成為香港最具規模的綜合性出版集團。
集團總部設在中國香港，在中國內地和港澳台地區，以及美國、加拿大、
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設有子公司和分支機構。
•

集團身體力行「中華文化傳播者、世界文明融合者、香港社會建設
者」社會責任，堅持「以文化人、以書立社」，努力體現「全球視野、
世界格局、中國氣派、香港特色」。

•

集團大力踐行「精準、精細、精品、精湛」出版理念，深度推進「出
版主業提振工程」，旗下香港三聯、中華、商務等知名出版機構「深
耕香港、面向世界、注重原創、兼顧引進」，與讀者、學者、著者、
譯者結下深厚情緣，享有良好口碑。

•

集團深度推進「渠道變革、業態創新、科技驅動、管理升級」，加
快實施新零售品牌驅動和一體化運營，建成出版物發行連鎖經營平
台，上線運營「一本」文化閱讀電商平台，打通線下與線上，連接
實體與虛擬，打造粵港兩地特色書店和城市閱讀文化高地，進一步
傳承中華文化、服務香港社會。

•

集團大力支持中華商務加快落實「傳統核心主業、科技新興業態、
資本創新經營」三足鼎立產業格局，推進向涵蓋書刊、商業、安全、
包裝印刷以及多種印前印後服務的「全面印刷方案」現代企業轉型，
朝著具有全球競爭力和創造價值的印刷資訊傳播企業邁進。

•

集團加快推進轉型升級、業態創新，大力推進在線化、數字化與融
合發展，積極探索知識付費及互聯網運營新領域。旗下「橙新聞」
打造「橙立方」新媒體矩陣，現已發展成為卓有影響的互聯網平台；
旗下「知書」建成香港首個知識服務新平台；旗下中商貿易進一步
夯實原版圖書電商企業領軍地位，已成為傳承中華文化、融合世界
文明的重要平台。

面向未來，集團致力於戰略創新，努力構建「出版主業、現代印刷、零
售物流、新媒體新業態與新業務、資產經營與資本經營」五大業務板塊
和北京、廣州南沙兩大產業基地為一體的現代出版傳媒產業體系，致力
於加快實現以香港本土為產業中心，以粵港澳大灣區為發展半徑，以大
中華區為影響力領域，主業突出、品牌優秀、業態先進、產業鏈完整、
核心競爭力強勁的出版傳媒產業運營機構的宏偉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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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聯書店成立於 1948 年，以關注人生、弘揚文化為己任，出版圖書
3000 多種。從本土到世界，從歷史到當代，從各界名人到普羅大眾，從國
家大政到社會民生等等，香港三聯不斷發掘文化題材，積極推動閱讀風氣，
以期豐富多彩人生、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

多年來，香港三聯致力於以獨特視角和創意手法演繹中國文化、展示香港魅
力，追求內容、設計和印裝的高品質和獨特風格，深得社會和廣大讀者的肯
定。近年來，已先後有過百種圖書分別獲得香港和國際書籍印製或設計奬項。
主要出版板塊

聯合出版集團屬下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人文學術
港澳題材
時尚生活
漢語學習

以當代中國研究為主題的學術專著和以人文歷史為主要特色的研究文叢。
從歷史文化到法律社會，全方位研究香港與澳門的過去、現狀及未來。

呼應社會和生活的熱點話題與現象，關注香港與華人世界的新趨勢、新創意。
以漢語學習和語言研究為主的專業圖書與教學參考書。

版權聯絡

邵含笑女士（版權行政助理）

Website

Wechat

Facebook

電話：(852) 2523 0105

電郵：publish@jointpublishing.com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主要出版板塊

香港中華書局成立於 1927 年，是一家以經營圖書出版為主要業務的綜合性
及多元化的文化出版機構，始終秉承「弘揚中華文化，普及民智教育」的創
局宗旨，以建設、傳承和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己任，立足香港，服務社
會。副牌出版社包括：中華教育、開明書店和非凡出版等。
中國歷史文化

香港本土文化
學生讀物

大眾讀物

版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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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承中華文明精神為己任，尋找並出版富有創造性和思想性的作品，用深
入淺出的文字探索和發掘中華歷史的要義與價值，講述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中
的人物和故事，探討其未來發展之路。

重視對在地、本土文化的發掘，積極出版研究香港歷史、社會發展變遷的優
秀作品，為推動社會進步貢獻力量。

要「普及民智教育」，兒童與青少年是主要對象，采取活潑、多元的形式，

融匯傳統文化、當代知識的精粹，編寫出版青少年喜聞樂見的圖書，為其健
康成長提供精神養料。

順應大衆閱讀的趣味，打造大衆悅讀的產品。涵蓋心理勵志、職場提升、文
化娛樂各種題材。

熊玉霜女士（版權經理）

Website

Wechat

Facebook

電話：(86-755) 8343 2544

電郵：xiongys@chunghwabook.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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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出版集團屬下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商務印書館於 1914 年成立，是香港唯一一家跨越百年仍生機蓬勃的文
化企業。早於 1917 年，香港商務印書館開始出版教科書，其後持續出版中
文及其他語言的字典、文化及歷史圖冊，以及人文社科類書籍。過百年來，
始終秉承「昌明教育」的文化使命，與時俱進，透過三大業務板塊：綜合出版、
傳承文化和教育出版的發展，致力「開啟民智，弘揚文化」。
主要出版板塊

綜合出版
傳承文化
教育出版

致力耕耘文化，推動教育，涵蓋多個出版領域，同時亦發掘大量香港本土題材。
以圖錄畫冊的形式向世界呈現中國歷史文明，經典作品包括《紫禁城宮殿》《國
寶》《清代宮廷生活》等。
教科書一直是本館重要的出版書目，1979 年成立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秉承「昌
明教育」之理念，以推動教育為職志。

版權聯絡

劉心妤女士（編輯）

Website

Wechat

Facebook

電話：(852) 2976 6864

電郵：jasminelau@commercialpress.com.hk

萬里機構有限公司

主要出版板塊

萬里機構有限公司成立於 1959 年，一直以「推動優質生活．與香港共同成
長」為宗旨，出版各類型的生活實用圖書，包括飲食烹飪、醫藥養生、親子
教育、語言學習、心靈勵志及流行讀物等，歷年出版物備受好評，屢獲殊榮。
目前每年出版圖書接近 100 種，作者為各行業的權威、專業人士，出版物力
求突破，發揮創意，滿足讀者需要。
飲食烹飪
健康養生

心靈勵志

語言學習

流行讀物

蒐羅香港多位飲食界知名人士或廚師，親自撰寫及示範各式中西美食的烹調手
法，另會深入介紹飲食文化，知識與實用兼備，圖文並茂、裝幀精美。

邀請香港或內地知名中西醫生，就不同健康課題，提供專業健康資訊；以至力
邀本地養生界別的網紅，分享健康心得，從內到外，由入門到專精，滿足不同
人士對健康知識的需求。
疫情下生活環境已有很多改變，不少人因此產生不同的心理及情緒方面的需求。
如何安頓心靈？如何化解情緒？我們邀請不同心理學家或專科醫生，從不同角
度找出問題根源，以至疏解方法，讓大眾保持身心健康。

普通話、日語、英語以至廣東話，都是香港或內地民眾最熱衷學習的語言。一
方面是興趣，另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因此我們製作了很多針對不同對象及不同
程度的語言學習書，滿足大家需求。
消閒閱讀，能讓繁忙的都市人放鬆心情。多元化的流行讀物，包括漫畫繪本、
散文，以至探討不同香港流行文化的著作，帶領讀者走進另一片天地。

版權聯絡

陳芷欣女士（編務統籌）

Website

Wechat

Facebook

電話：(852) 25978629

電郵：kittychan@wanlib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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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版板塊

聯合出版集團屬下出版社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成立於 1961 年，今年踏入第 60 個年頭，是香港歷史
最悠久和最具規模的兒童圖書出版社。新雅自創辦以來，一直以教育和傳遞
文化資訊為使命，服務兒童、青少年、家長和教師。目前，新雅出版的圖書
不但有中文版、英文版，還被翻譯成簡體中文、泰文、越南文等，成為一家
跨地域和語言界限的國際出版社。新雅附屬公司山邊出版社則主要出版以中
學生為對象的青少年讀物，每一種出版物均力求圖文精美和益智有趣，逐漸
奠定了新雅的口碑和地位。
新雅寶寶館

主要針對 0 至 3 歲的學前兒童，這個階段是培養閱讀習慣的關鍵期，

新雅出版的「寶寶館」書籍不限於「真實圖片及詞彙」的認知類圖書，
更包括翻翻書、感官操作玩具書等各類圖書，增加寶寶的多元能力，
拓展生活體驗及認識自己。

蒙特梭利教育系列

以蒙氏的教育理念為基礎，為孩子悉心設計寓學習於娛樂的教材。各

教材充分把握不同年齡孩子的發展及敏感期，透過感官探索和動手操
作，提升孩子在語言學習、認知、觀察、自學等方面的能力。

新雅 ‧ 繪本館

繪本是插畫藝術和寫作藝術的巧妙結合，這種形式的兒童文學是展開
親子閱讀的最佳材料，新雅積極邀請本地及世界各地的知名作者及畫
家，創作不同主題的優質繪本，題材囊括品德學習、家庭關係、歷史
文化、食物教育，甚至是 DIY 立體繪本。

原創故事書

新雅出版的原創系列故事書屢登多個暢銷榜，帶領小讀者展開一個個
既溫馨又奇妙的歷險之旅，由橋樑書《鬥嘴一班》《魔法小怪》系列

等，到高小或以上年級的《魔幻偵探所》《公主傳奇》系列等，陪伴
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
兒童文學

由多位香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執筆，內容多以青少年學生為故事主
角，主要講述他們的校園及家庭生活，深入地描寫青少年成長過程中
的各種困惑，故事感人勵志，屢獲「冰心兒童圖書獎」等獎項肯定。

新雅 ‧ 知識館

知識類圖書的內容不單適合小學生程度，且表達形式富趣味，覆蓋不

同範疇，包括：歷史文化、建築、傳統習俗、神話故事等，為小讀者
提供均衡的精神食糧。其中，新雅出版的《香港百年變變變》更榮獲
第一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兒童及青少年組別）最佳出版獎。

語文學習

新雅著重推動中文語文學習，系列圖書如《看故事看語文》《名家寫

作教室》《新雅 ‧ 中文教室》等程度適合小學生，以生動和淺白的文
字，深入淺出地教授各種中文知識，讓孩子愉快閱讀，學以致用。

新雅教育系列

新雅致力出版家長及教師適讀的書籍，涵蓋語言學習、學習模式、家
庭關係、啟發閱讀、言語治療等各方面，幫助家長及教師解決幼兒學
習的各種困擾與難題，培育孩子身心智均衡發展。

版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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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衍瑜女士（版權主任）

Website

Wechat

Facebook

電話：(852) 2138 7952

電郵：tiffanyfung@suny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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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出版集團屬下出版社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主要出版板塊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0 年。以「中和」及「Open Page」為名，
秉持中正、平和、多元、創新的理念，為作者提供開放的出版平台，為讀者
提供優質的精品圖書。 10 年來，中和以人文社科圖書為基本路向，形成了
以文史中國、20 世紀中國、當代焦點問題、科普科幻、日本文化等為主體的
特色板塊，在華文讀者中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形成了良好的品牌形象。
文史中國
20 世紀中國
當代焦點
日本專題
綜合出版

重視文化傳承，用新時代的視野及嶄新角度，重新解讀中國經典作品。

關注 20 世紀大時代中的風雲人物及重要歷史事件，深度剖析現代中國的發
展之路。

挖掘熱門話題，探索世界趨勢，以出版回應時代。

引進日本歷史研究專著，挖掘及解讀日本文化，並以日漢對照形式出版日本
經典文學作品。

涵蓋時事焦點、健康醫療、勵志休閒、藝術文化、科普科幻等多種題材，為
嚴肅的人文社科類出版增添多元的出版面向。

版權聯絡

張瑞玉女士（版權主任）

Website

Wechat

Facebook

電話：(86) 189 3807 4541

電郵：ryzhang@hkopenpa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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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思想、歷史與文化

思 想 、 歷 史 與 文 化

中國哲學童年的故事
重新梳理先秦哲學思想，
領略諸子思想的童真與率直
作者以故事形式述說四家重點學說中的情節和發展，梳理大眾對
先秦哲學思想的一些誤讀，讓讀者領略諸子思想的童真、率直，
刺激反思，以古方今。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永明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66534

作者簡介
陳永明，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哲學系碩士，威思康
辛大學東亞研究系博士。曾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香港電台、電
視台《思前想後》《詩韻詞情》《文化 .com》《孔子》《中文一分鐘》等節目
主持人。

先秦歷史故事大全
如果人生是一場旅行，
歷史就是這個旅程中背負的行囊
歷史是什麼？中國歷史漫長、複雜，又該從何入手呢？其實，歷
史就是故事；講歷史就是講故事；學歷史，就是聽故事、讀故事。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李永田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5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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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選編了從三皇五帝到秦滅六國這一段歷史時期近兩百個故
事，從堯、舜、禹講到齊桓公、晉文公，再講到孔子、老子、莊
子……荊軻刺秦王，一個故事、一個故事，娓娓道來。
作者簡介
李永田，從事中國傳統文化普及、教育、創作及出版工作多年，出版多部中國傳
統文化類著作。主要作品有：《中國古文鑒賞》《中國歷代散文名篇鑒賞》《國
學經典》（詩、詞、曲、賦四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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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全傳（上、下）
左宗棠：從師爺到侯爺的傳奇一生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秦翰才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624590852

本書以左宗棠治軍理政為中心，講述他令人蕩氣回腸的一生事
蹟，並對其治軍、作戰風格、爲政、用人直至人格思想等方面進
行專題性的總結提練，令讀者更容易從左宗棠身上獲取寶貴的成
功經驗。
作者簡介
秦翰才 (1894-1968)，人稱「有左癖」，即搜集左宗棠史料成癖，數十年間研究
左氏，並著有《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軼事彙編》《左宗棠集外文》等，被
譽為研究左宗棠歷史的先驅。

《中國近代史》導讀版
名家導讀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開山之作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蔣廷黻 著，沈渭濱 導讀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624590869

全書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寫得深入淺出，
好讀耐看。從世界大勢講述中國現代化的發生、發展的歷史，分
析中國自古以來的制度，提出中國人能否近代化的探問。文風沉
潛思辨，導讀深入淺出，有助於不拘泥於事件程式和細節纏繞，
而從總體把握歷史趨勢。
作者簡介
蔣廷黻（1895-1965）字綬章，湖南邵陽人。先後任教於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歷
史系。著有《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蔣廷黻回憶錄》等。沈渭濱（19372015）上海市七寶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師承魏建猷、陳旭麓。著有《孫中
山與辛亥革命》《困厄中的近代化》等 10 餘種。

重訪革命：中共「新革命史」的轉向
以常情、常理、常識重現中共革命史的複雜和曲折。
本書率先提出新革命史學術概念，使用常識、常情、常理以及相
關理論對中共革命史進行重新審視和研究，呈現中共革命的運作
形態，分析中共革命的理論依據、革命動力、革命傳播以及革命
形象等問題。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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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錚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624590692

作者簡介
李金錚，河北獻縣人，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教育
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教育部歷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中國近
現代社會經濟史、經濟思想史、革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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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說裏的中國文學
品讀金庸作品和中國傳統文學不可多得的「小書」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潘步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446351

本書一方面從中國傳統的文學體裁出發，提取金庸小說中的詩
詞、散文、歌賦、對聯等內容，分析其與中國文學的內在關聯及
文藝價值，同時從金庸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和時代背景
切入，探究金庸的文學思想及其作品在中國文學發展脈絡中所處
的地位和作用。語言通俗易懂，是品讀金庸作品和中國傳統文學
不可多得的「小書」 。
作者簡介
潘步釗，廣東梅縣人，香港土生土長作家。香港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及碩士，中
山大學文學碩士，香港浸會大學文學士，現職中學校長。曾獲康文署中文文學獎
散文獎，多篇作品被收錄在香港文學作品選集及中學教科書。

金庸小說裏的中國歷史
非一般方式從金庸武俠小說中書寫歷史元素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葉德平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448232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由金庸先生十多部武俠小
說的書名串聯起來，呈現出一種磅礡的氣勢。金庸先生的武俠小
說可以稱之為「中國文化大觀園」，歷史、哲學、宗教、藝術、
飲食，應有盡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國歷史的內涵。本書揚棄
一般的書寫歷史的方式，而是從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中提取歷史
元素，以專題形式跟讀者分享中國歷史知識，絕對是一部別開生
面的中國歷史小書。
作者簡介
葉德平，大學高級講師，主要教授中國文學、中國文獻學和應用歷史，並為香港
道教文化學會會長、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閒時於新城電台擔任嘉賓主
持，普及歷史文化知識。文章散見於《香港商報》《文匯報》《良友之聲》等報
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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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動畫——中國美術電影發展史
一部讓讀者從中對中國動畫發展有更深的了解的作品
本書記述了從 1926 年中國第一部短篇動畫開始，至 1987 年上
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成立 30 周年的故事。在這段時期，中國動畫
從附屬於電影製作之下的分支到獨立成為一個專門，大膽創新，
氣象萬千，在國內外也廣受讚譽。
作者

小野耕世（著 ）、
盧子英（編）、馬宋芝（譯）
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裝幀
平裝
出版年份 2021
開放版權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ISBN
9789620448423

接原著之後，編者盧子英更在中文版增添新的篇章，補充了自
1980 年代末至近年，六個與中國動畫業界關係密切的活動，中
國動畫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都參與其中，反映中國內地與日本、
香港動畫圈的緊密扣連，讓讀者對中國動畫發展有更深的了解。
作者簡介
小野耕世，1939 年生於東京，兒時浸淫在外國漫畫世界中，國際基督教大學畢
業，在 NHK 電視台負責英語會話等。之後環遊世界，研究動畫、漫畫，活躍於
作家、電影及漫畫評論家的工作。

編者：盧子英
資深創作人，早於 1970 年代末開始進行獨立動畫及短片創作，獲獎無數，並已
被收藏於香港電影資料館及 M+。

譯者：馬宋芝
日本東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歷史系碩士，在香港曾任日本跨國企業翻譯、香港嶺
南大學日語課程兼任講師、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日語講師。

圓明園舊影
再現圓明園從「萬園之園」到遺址的滄桑歷程
1860 年，圓明園被英法聯軍焚毀。此後，這座皇家園林逐漸失
去了昔日的輝煌和森嚴，屢遭劫難，不斷被拆、毀、偷、佔，才
成了今日的廢墟模樣。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10

劉陽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精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58690

從 1870 年代起，不少攝影師來到遺址上拍照，包括第一位在皇
家園林遺址上拍攝的中國香港攝影師賴阿芳，最早拍攝西洋樓殘
跡的德國攝影師奧爾末等，這些早期影像也成為圓明園百年滄桑
的歷史見證。

作者簡介
劉陽，1981 年出生於北京。現就職於圓明園管理處，中國圓明園學會學術專業
委員會委員，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副會長。圓明園流散文物研究和圓明園影像學的
開創者之一。有《誰收藏了圓明園》《圓明園的故事》等著作。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人文社科・思想、歷史與文化

被誤認的老照片
你以為的歷史並不是真實的歷史
紛擾的晚清，多變的民國，天下大亂又處處傳奇。皇帝、貴族、
革命黨、軍閥、巨商、名士、才子、佳人，給今天留下虛虛實實
的故事和霧裡看花的老照片。時間相隔久遠，那些人物的舊影乃
至故事被今人張冠李戴。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煒舜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694594

錯配的本身，也是對歷史的誤會和想像。這本「找茬」的書，搜
查網上網下那些曾被誤認的歷史老照片，講述舊影像中的歷史佚
聞、人物故事。筆觸詼諧，功力扎實，是了解近代中國複雜人際
關係脈絡的一本好書。歷史的有趣，就藏在這裡。

作者簡介
陳煒舜，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學術興趣主要在於中國古典
文學、文獻學、神話學等。著有《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18601869）》《神話傳說筆記》《先民有作—古逸詩析註》《卿雲光華：列朝帝王詩
漫談》等。

敦煌故事
名家帶你走進燦爛敦煌文化
本書系李焯芬教授、李美賢女士撰寫的關於敦煌文化的普及性讀
物。上篇介紹敦煌佛教壁畫、佛經變相的來源、演變與傳承。下
篇以圖文相間的形式，以時間為序，回顧了敦煌文化遺產的保護
歷程，與歷代敦煌人所付出的努力與艱辛。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李焯芬、李美賢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759514

作者簡介
李焯芬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曾任香港大學副校長、
土木工程系講座教授，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現為香港珠海學院校長，同時兼任
敦煌研究院佛學研究中心主任等。

天人的絕構
遊絲路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郭漢揚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18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46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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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的 嬛——流淚說敦煌

嘆中華文化

絲路之行易，文化守護難。從事中文教育及文化工作逾四十年的
郭漢揚，遊天水，入蘭州，過酒泉，闖關嘉峪，觀窟敦煌，提筆
記錄遊蹤，並以此散文小輯書寫自有懷抱的文化遊記：下筆嚴謹，
務使文中有文化的重量，又有觀遊賞美的筆致。
此書既飽蘊作者對中華文化的濃厚情感，紮實的文字和豐富情感
的風格，亦堪為中文寫作的教學範文。

作者簡介
郭漢揚，廣東澄海人。1950 年 11 月 28 日生。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甲等
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自 2005 年，即任教職於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
業已榮休。曾為香港公開大學編寫現代文學課程，與鄭滋斌教授合編《中國文學
史精要》，及出版中學預科中國文學科教材。著有《天人的絕構 學術的嫏嬛——
流淚說敦煌》《郁達夫年譜》《元嶺傳奇：鑽石山寮屋區起居注》《車公寶籤細
解》《文言課堂的點翠飛花——新高中文言文指定課文注釋及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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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國小說觀念譯轉——
翻譯語「小說」的生成及實踐
剖析晚清到五四現代化歷程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關詩珮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45850

本書立足詳實的文史資料，探討中國從晚清到民國初年，中國古
代「小說」一詞，如何經翻譯而置換了中國古代小說概念，從道
聽途說、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的意涵，轉譯成現代西方的
“the novel”之意。
作者簡介
關詩珮，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研究興趣包括翻譯研究（文學翻譯、中國翻譯史）、近現代中國文學史及香港文
學，已出版學術論文約 70 餘篇。

先民有作——古逸詩析註
先秦詩歌遺珠
古逸詩，一般指的是產生於先秦時代、未見收於《詩經》《楚辭》
之類的總集，而散見於各種典籍的韻文。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煒舜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570058

古逸詩經過學者搜集整理，對於了解先秦的文化與審美、社會與
政治，有難得的價值。亦有作品在流傳過程中經過再創作，結合
其產生年代，對於今人也是良佳的文史材料。

陳煒舜教授在本地報章教育版開設專欄，講解古詩；專欄之外，
又在網絡媒體上連載論詩小品。選詩眼光精準大膽，徵引博古通
今，語言跳脫精緻，受讀者和研究者喜愛。
本書即是上述文章的結集，精心整理，以饗讀者。

作者簡介
陳煒舜（Nicholas L. CHAN），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士（意文、德文雙副修）、
研究院中文學部碩士、博士。先後執教於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香港中文大學中
文系，曾為中研院訪問學者。研究領域及興趣為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學、神話學
等。著有《林雲銘及其文學》（2000）《明代楚辭學研究》（2003）《楚辭練要》
（2006）《屈騷纂緒》（2009）《明代前期楚辭學史論》（2011）《從荷馬到但丁》
（2013）《世俗想像與歷史記憶：晚明話本帝王故事新考》（2018）等，並於
海內外期刊、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多篇。餘暇從事散文、新舊體詩歌之創作，及外
文詩歌與歌詞之翻譯，結集出版者有新詩集《話梅》（1999）、音樂隨筆《尋找
繆思的歌聲》（2006）、《神話傳說筆記》（2016）、《被誤認的老照片》（2017）、
《卿雲光華︰列朝帝王詩漫談》（2017）等。
榮獲獎項：香港出版雙年獎 2021——出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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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古體詩選析──體式與興寄
一部對漢唐古體詩具深入研究的專書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何文匯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
9789620745904

清乾隆年間，孫洙編的《唐詩三百首》家喻戶曉。今天沒有科舉
考試了，現代人未必有機會接觸和學習這些作品。古代詩人富有
學養和文才，其實他們的作品很值得學習和欣賞。學詩必先讀漢
〈古詩〉十九首，以會其不平之意，聽其鏗鏘之聲，明其興寄之
法，是很好的入門之選。之後，可以再選讀唐詩，不斷提升自己
的品味能力。
作者簡介
何文匯教授，香港大學文學士及哲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在美國威
斯康辛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並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務長
及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書院校長。

原韻譯唐詩新賞
原聲原韻，跟唐人一樣讀唐詩
本書為陳耀南教授幾十年來讀詩、教詩、賞詩、研詩的結晶，選
錄具代表性的唐代詩人七十四家，作品三百多首。書內簡介作家
生平、詩作題解、賞析評說，作者並以原韻新譯，以體會詩人創
作初心。全書內容豐富，是一部兼具實用賞析的唐詩選集。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耀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759484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作者簡介
陳耀南教授，曾任港大教授，及日本京大人文研、台灣中興、中正教授。著作有
《晨光清景》《鴻爪雪泥袋鼠邦》《平生道路九羊腸》《從自力到祂力》《信仰
的拔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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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讀懂明治日本 及 一本讀懂大正日本
從多元角度反映出明治及大正時期日本的社會面貌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周佳榮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一本讀懂明治日本》
：2020 年
《一本讀懂大正日本》
：2021 年
開放版權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ISBN
《一本讀懂明治日本》
9789620446467
《一本讀懂大正日本》
9789620447860

《一本讀懂明治日本》及《一本讀懂大正日本》兩書以人物傳論
形式展示出明治維新及大正時代的歷史，包括政治、外交、憲法、
思想、軍事、實業、學術、文化各個方面，總共二百多人，從多
元角度反映出明治時期日本的社會面貌及創造大正時代的獨特性
方面。他們在日本現代化進程中所擔當的角色和產生的影響，書
中都有具體而微的說明。
作者簡介
周佳榮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留學日本，先後在
大阪外國語大學（現大阪大學）及廣島大學進修。於香港中文大學日文系，香港
浸會大學歷史系擔任教職，講授「日本文化與社會」、「日本史」、「近代日本
與西方」等科目。現為新亞研究所教務長及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法國書香遊──民國作家在法蘭西（暫名）
跨越百年，重現民國作家中法交流歷史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綠騎士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 暫定 )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46222

二、三十年代首批中國學子赴法留學，當中不乏廣為人知的名作
家，巴金、戴望舒、朱光潛等，沿着他們留下的文化腳印展開一
場跨越百年之旅。作者親身到訪，尋找前人足跡，重現一段段中
法交流的文化歷史。本書是法國深度遊的一個特別的文學伴侶，
最適合愛好文學的旅人。
作者簡介
原名陳重馨，1947 年在香港出生。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及中國文學系，曾任
編輯、翻譯、教師等職。後赴巴黎國立美術學院，及於羅浮學院修讀美術史。
一九七七年起居於法國。曾於歐亞美加舉行畫展，屢次獲獎。

看見生命的火花：德國高齡社會紀行
社會如何應對高齡化的挑戰與機遇？
「 當 我 老 了， 想 過 怎 樣 的 生 活？」1990 年 代， 德 國 城 市
Arnsberg 每位 50+ 的居民都受邀請思考這個問題，當時 65 歲以
上的長者人口佔總人口約 15%。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伊敏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439926

今天德國每五人就有一位長者。社會如何應對高齡化的挑戰與機
遇？作者走訪 19 個城市，透過 200 個訪問呈現德國最閃耀的點
子，以全新視角探索高齡社會的潛力。
作者邀請每個人創意「思老」、社會自主「迎老」。

作者簡介
陳伊敏，香港中文大學全球傳播碩士，資深傳媒人，大學兼任講師。長期報道社
會議題，推廣老年新想像和長者新形象。所獲獎項包括「中大新聞獎」、「人權
新聞獎」、「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新聞獎」之卓越「環保報導」、「女性議題」、
「專題特寫」、「時尚生活報導」獎等。
榮獲獎項：「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圖文書類出版獎、優秀編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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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與一帶一路
從中東歐國家的一手資料去審視「一帶一路倡議」

作者
《一帶一路與青年機遇》編委會
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裝幀
平裝
出版年份 2021
開放版權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ISBN
9789620448454

全書涵蓋 16 個中東歐國家，共 33 位當地的青年學者闡述如何看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從中東歐自身國家出發的一手資料，
去審視「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亞洲及歐洲之間重要的連結區，
這 16 個國與國之間的發展差距非常大，有些國家本身仍存在貪
污、缺乏法治等問題，因此「16+1」如何有效進行，如何令中國
的形象獲得改善，如何令不同國家的年輕人增進了解等，終將是
落實「倡議」的關鍵所在。
作者簡介
主編王宸曦，英國牛津公共政策碩士（2021 班）《一帶一路與青年機遇》編委
會總編輯。

為甚麼又是中國
透視疫情時代

解讀中國模式

2020-2021 年，COVID-19 病毒如天外來客，將人類拉入「疫情
時代」，全球大考，中國再次立於風口浪尖。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文揚、蘇堤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763351

本書以新冠肺炎疫情為切入口，緊密結合當下全球熱點，藉詳盡
的數據、客觀的事實、理性的分析，透過歷史敘述和文明對比，
深入回答「為甚麼又是中國？」的時代之問，全面解讀強盛國力
背後文化自信的「密碼」。
作者簡介
文揚，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早年在中國海軍服役，艦載武器系統工程專業
研究生，曾任海軍司令部參謀。
蘇堤，資深媒體人，復旦大學歷史學學士、英國卡迪夫大學媒體管理碩士。

漫遊世界遺產
漫遊世界文化遺產，認識世界歷史進程
走進 10 個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
認識 10 個國家的文化進程及歷史輪廓，
一起來領略人類的智慧和成就！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鄧子健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精裝
2018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870811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本書精選全球 10 個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產，介紹它們的各種相關的知識，
包括歷史文化、建築特色、傳統習俗、神話故事、思想宗教等等，配以

插圖及照片向讀者展示這些文化遺產當時和現今的情況。翻開本書，一
同穿越大世界，探索人類偉大而燦爛的文明！

作者簡介
鄧子健，1980 年生於香港，香港創意藝術會會長、香港青年藝術創作協會主席、
韓國文化藝術研究會營運委員、韓中日文化協力委員會成員、Brothersystem
Studio 創作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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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專 題 ——

香港歷史

錢穆在香港：人文．教育．新史學
從人文、教育、新史學的發展介紹錢穆的生平、
付出與貢獻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周佳榮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446788

本書為紀念錢穆誕辰一百二十五周年而作，分上下兩篇，上篇闡
述錢穆在香港辦學的歷程，包括 1949 年來港創辦新亞書院的經
過、1953 年成立新亞研究所，以及 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學創立前
後，新亞書院與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加入的情形。下篇則介紹錢
穆執掌新亞書院時，早期新亞師生們的學術履歷與生平事跡。本
書主要從人文、教育、新史學的發展為切入角度，介紹錢穆及早
期新亞人的生平、付出與貢獻。
作者簡介
周佳榮，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士，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榮休
教授、近代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新亞研究所教務長及亞太研究中心主任。近
年致力於撰寫香港工商企業和文教學術兩界的人物傳記。

女仔館興衰：香港拔萃書室的史前史
(1860—1869)
香港雙語教育源流探溯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煒舜、方頴聰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694990

本書作者搜羅大量罕見資料，以著名書院校史入手，聚焦於女仔
館之興衰及其與社會之互動，具體而微地探析香港雙語教育史、
香港早期女性教育，以及名校背後的歷史淵源一隅。此外，香港
中西混血社群、宗教團體辦學歷史，乃至香港社會觀念的變化等
重要領域，皆能從本書中有所發現。
作者簡介
陳煒舜，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學術興趣主要在於中國古典
文學、文獻學、神話學等。結集出版者有《神話傳說筆記》《先民有作—古逸詩
析註》《卿雲光華：列朝帝王詩漫談》《薇紫欒紅稿︰臺北研修假期雜詠》等。
方頴聰，牛津大學數學系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數學系講師。編撰有三卷本《拔
萃山人誌：拔萃男書院校史文集》
（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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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香港專題

元嶺傳奇：鑽石山寮屋區起居注
經濟騰飛前的香港庶民記憶
作者郭漢揚 1953 年來港，在元嶺生活逾廿載，在衣食住行之間
親歷基層的打拚，在風火水旱四災中目睹世情的變遷。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郭漢揚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763337

華園路與聯誼路的鄰里鄉情，凝聚了元嶺的人情；大觀片場演盡
人間，繁華與落幕盡成記憶。

於是一齣關於全香港最大型寮屋區的傳奇故事，在日常一飲一
飯，在店舖一元斗零，在熒幕明星一出一入，最平凡的生存故事
裡，演出最濃厚的人間情。

作者簡介
郭漢揚，廣東澄海人，1950 年 11 月 28 日生。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甲等
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自 2005 年，即任教職於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
業已榮休。曾為香港公開大學編寫現代文學課程，與鄭滋斌教授合編《中國文學
史精要》，及出版中學預科中國文學科教材。
著有《車公寶籤細解》《文言課堂的點翠飛花—新高中文言文指定課文注釋及簡
說》《天人的絕構 學術的嫏嬛—流淚說敦煌》《郁達夫年譜》等。

錢路漫漫──香港近代財經市場見聞錄
近代香港財經界秘辛
全書收錄超過三百幅圖片，影像內容豐富，包括文獻、珍貴舊照、
罕有藏品，以香港日佔時期及戰後初期經濟情況為起點，重溫戰
後至今數十年歲月，緊隨作者腳步走過銀行區、遊歷金融圈。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鄭寶鴻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570010

作者以局內人角度，藉親身經歷的小故事作客觀的歷史陳述，重
構香港近代財經市場的發展軌跡，為讀者展示香港得以繁榮及晉
身國際金融中心的一大面向。
作者簡介
鄭寶鴻，1940 年代末出生，香港歷史愛好者，錢幣、郵票、歷史照片、明信片
等的收藏者，對香港殖民地時期、日治時期的歷史及文化、地方志等有專家級的
認識，常獲邀就香港歷史掌故題材演講。
榮獲獎項：香港出版雙年獎 2021——出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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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專 題 ——

香 港 文 學

盧瑋鑾文編年選輯
記錄小思與香港結下的大半生情緣

作者
編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盧瑋鑾
許迪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套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2221898600891

盧瑋鑾，學者、教師，以筆名明川、小思為人所熟悉。自 1957
年公開發表文章，迄今寫作不輟。小思筆下有魯迅的敏銳深刻，
冰心的親切平近，豐子愷的懷抱眾生。本選按年編錄，可見作者
風格的遞嬗和歷年關注所在，讀其文，彷彿與她一起走過六十多
年香江歲月，於個人則見其教、學、寫的志趣，於社會則見其優、
拙、變的崎嶇。這是一部半自傳式的紀錄，也是一部具歷史性的
實錄。
作者簡介
盧瑋鑾，以筆名明川、小思為人熟悉。曾任教中學，1979 年起任教香港中文大
學中文系，至 2002 年退休。課餘從事香港文學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退休前
後協助創立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文學研究中心，現任中心顧問。2015 年獲香港藝
術發展獎「終身成就獎」。
編者：許迪鏘，從事編輯工作，公餘參與《大拇指》雜誌、素葉出版社出版文學
書刊。文字結集有《南村集》《形勢比人強》等。
榮獲獎項：第十三屆香港書獎 / 「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文學及小說類出版獎

端木

良論（增訂版）

劉以鬯第一部文學評論集訂正增補版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18

劉以鬯 著、梅子 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759262

《端木蕻良論》1977 年首次在港出版，為劉以鬯第一部文學評
論集，收錄十四篇文章，分為五輯。此次重校再版，增補〈端木
蕻良與《時代文學》〉等兩篇文章，並加入劉以鬯與端木蕻良往
來書信六十四封，提供端木生平（包括與蕭紅的關係）和創作的
第一手資料，為未來的研究者掃除了一些史料和理論障礙。

作者簡介
劉以鬯是香港著名小說家及文學編輯，遊走於商業與藝術，既娛人、又娛己，對
文學有所堅持。他在寫作和編輯兩個領域孜孜耕耘；前者以與眾不同的筆觸創作，
結構獨特，人物心理細緻，描寫視角往往翻空出奇；後者為編輯則眼光獨到，引
介外國文學，多年為香港文學提拔出眾人才。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酒徒》和《對
倒》。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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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培新畫說金庸
畫家董培新按着對金庸十五部小說的理解及想像，
摘取說部情節化成水墨佳作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董培新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精裝
2020
紙本書
9789620758096

獨家授權，畫說金庸十五部傳奇小說；新增訂版本，收錄從未出
版新畫作。

作者簡介
董培新，出生於廣西梧州。15 歲移居香港，同年隨嶺南派高峰弟子蔡大可當學徒，
16 歲開始以畫插圖為職業，19 歲任仙鶴港聯電影公司美術主任，是香港早期的
電影美術指導，70 年代開始創作漫畫，是當時香港知名的漫畫家及插畫家。

何以金庸：金學入門六大派
圖錄重現金庸武俠小說十大經典場景與十大經典武器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邱健恩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759491

本書適合金學入門讀者，全書分為六章，涵蓋金庸小說總貌概
述、金庸小說的故事情節結構分析、金庸小說中應用的各種文學
技巧特點、金庸小說版本研究初探、十五部金庸小說概述 ，以及
淺析「金庸文化」。
作者簡介
邱健恩，文學博士， 金庸舊版小說、漫畫收藏愛好者，曾舉辦「金庸小說版本
展」，並獲香港文化博物館委任為特約研究員。近年專注探討文學的版本問題與
文字的跨媒界現象。

尋覓張愛玲
祖師奶奶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之作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吳邦謀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46017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香港收藏家吳邦謀為了紀念張愛玲百年誕辰及逝世廿五周年，特
意蒐集超過二百件有關張愛玲的珍貴藏品，包括早期著作初版、
報刊雜誌原刊小說、電影宣傳刊物、廣告及照片等，向讀者展示
張愛玲顛簸跌宕的一生，她矢志不移的文學創作路，及她與香港
交織的一點緣。著名畫家李志清更首度呈獻多幅畫風各異的手繪
作品，描繪他眼中形象多變的張愛玲。
作者簡介
吳邦謀，酷愛中國文學，欣賞一代才女張愛玲的著作、劇作及畫作。吳氏也是香
港收藏家協會高級副會長，推廣收藏及歷史文化研究，專門收藏有關張愛玲的著
作、文獻、舊照、報刊、雜誌及戲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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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專 題 ——

香 港 文 化

香港遺美——香港老店記錄
以相片拾遺，留住留不住
作者親訪二十五間香港傳統老店，當中有不少屬於香港非物質文
化遺產，涉及傳統手工藝、飲食文化，店舖例如：財記雀籠、何
忠記白鐵、新藝城傘皇、東莞佬涼茶等，都是極具香港情懷，而
又逐漸式微的店舖，值得一一細數店中的人情故事。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林曉敏
非凡出版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758159

作者簡介
林曉敏，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學士、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碩士，
現職博物館工作。於 2020 年設立「香港遺美 Hong Kong Reminiscence」專頁，
以相片拾遺，留住留不住。

守藝工匠——香港傳統工藝面貌
守護舊手藝的新世代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20

Rain Haze
非凡出版
平裝
2020
紙本書
9789888676040

今時，傳統工藝式微，有的還面臨失傳，年輕的作者醉心學習各
項工藝，以細膩手法，把工藝的工序逐步描繪。本書將五個傳統
香港工藝風光，以獨特的畫風一一呈現，讓我們窺探工藝製作的
巧妙。

作者簡介
Rain Haze，專職插畫與平面設計，2014 年畢業於香港知專設計學院。擅長插圖、
版畫及絲印製作，喜歡透過電繪創作具手繪質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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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城市──香港造字匠
以圖像、拍攝及航拍等，圖文並茂地記錄香港的字型
美學與功能。
本書從人文關懷和香港出發，了解本土造字匠的工藝美學和社會
轉變之間所產生的關係。透過走訪並聆聽每一個造字匠的成長背
景，從他們個人的經歷帶出造字工匠的工藝或技術與日常生活的
關係。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郭斯恆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44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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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分成三個範疇──字型與交通、字型與工藝、字型與信息。
透過七位造字匠的訪問，以大量資訊圖像、實地拍攝及航拍等，
圖文並茂地記錄製作過程，表現字型美學之間的功能。

作者簡介
郭斯恆：喜愛街道觀察，《我是街道觀察員──花園街的文化地景》與《霓虹黯
色──香港街道視覺文化記錄》作者。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傳意設計
學科主任及信息設計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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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創 與 藝 術

筆講建築 當城市、人文、自然遇上建築
建築的最終目的是為人而建，以人為本。
正是懷著創意和為人設想的構思，建築師設計出立體的住宅社
區、建在岸邊的浴室、懸浮半空的書架、展現生命循環不息的陵
園、桃花源裡的美術館、機場裡的森林、會呼吸的大樓……
編者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香港建築中心
陳翠兒、陳晧忠、李培基、
潘緻美、盧宜璋、Csir、張永雄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447501

香港建築中心帶領讀者領略世界各地的精彩建築，並分為三部
分，探討建築和城市規劃如何改善人類生活，建築與人文、藝術
的關係，以及建築如何回饋自然，達至環境友善。

作者簡介
香港建築中心於 2006 年在建築業界支持下成立，是一個以市民大眾為服務對象
的慈善機構，旨在建立一個能讓本地建築與大眾互動、接觸的平台，透過舉辦
「教•建築」、「遊•建築」、「講•建築」、「行•建築」、「友•建築」及「建
築平台」等活動，鼓勵公眾從不同層面欣賞建築，增加市民對建築文化藝術及環
境的認知和了解。

饒宗頤五體書法叢帖
篆、隸、楷、行、草，饒宗頤書法藝術之大觀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22

饒宗頤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620746178

本書為饒宗頤先生五件不同書體（篆、隸、楷、行、草）書法作
品的合集，大家既可透過本書全面了解及欣賞五類主要書體及其
臨摹特色，從中領略饒宗頤教授獨創一格的書法神髓，又可作為
練習書法時臨摹的字帖。
作者簡介
饒宗頤，廣東潮州人，後居香港，字伯濂，又字選堂，號固庵。自學成家，長期
致力學術研究。有著作近一百三十種，文章逾千篇。饒教授素有國學大師之稱，
在歷史、文學、語言文字、宗教、哲學、藝術等領域皆有卓越成就。在書法、繪
畫創作上， 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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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成功 7R 法：品牌大師吳秋全實案紀錄
7+ 成功品牌 X7R 設計思考
著名品牌大師將理論與實案結合，通過清晰的策略觀點、細明的
圖解、澎湃的創意及優質的設計，展示 7R 思考方法在品牌應用
中的可能性。
書中刊出香港及中國內地等不同地區客戶成功的真實個案。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吳秋全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1470768

作者簡介
吳秋全先生，MCL 品牌策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的創辦人、創意總監及首席品牌顧
問，為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碩士、香港品牌協會創會主席、香港工業總會設計委
員會副主席、香港品牌發展局顧問、香港計師協會主席（04-06）
榮獲獎項：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商業及管理」類「出版獎」

這夥毛孩有點萌
風靡港台的漫畫繪帳「桔梗與毛孩們」萌爆登場！
超愛啃東西的小胖兔上學去了！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桔梗
知出版社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509

幼稚園內，很快跟海豹、小熊貓和花貓等毛孩扭作一團；還有經
常放閃的長頸鹿學長和羊駝師妹；就連家長們也不放過霎嬌的機
會。一班毛孩們，不論男女老幼，統統都在落力賣萌，軟化所有
人心窩！

作者簡介
香港插畫家，年前開設「桔梗與毛孩們」(gg_animalism)IG page，大受歡迎，
可愛的毛孩寶寶引來香港及台灣大批粉絲傾慕，今累積超過 7 萬位追蹤者。

球魂不滅——美國籃球眾星誌
描繪眾星燃燒不滅的球魂，帶你進入熱血沸騰的戰場！
時光荏苒，當日的籃球小子已化身職業畫家，並且多以 NBA 球
星為題，其筆觸細緻、風格豪邁、情感奔放，將每位球員的光輝
歲月濃縮在一幅幅的油畫中；定格的畫面，動感的存在，彷彿記
下了一眾球星的「籃球魂」。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Roy Cheng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097

本書輯錄近七十幅精彩球員畫作，每篇更附上憶記文字，從
Isiah Thomas 至 Michael Jordan， 以 及 DeMar DeRozan、
Stephen Curry、Jimmy Butler……，當然，還有永遠離開我們
的 Kobe Bryant。

作者簡介
自 2015 年起全身投進畫畫事業，主力繪畫 NBA 題材，並開班授徒。其油畫作品
廣受本地和海外稱譽，曾獲 NBA 球隊邀請赴美參展，以至聯盟球星主動關注及
在其專頁留言，並因此而有不少親身接觸 NBA 球員的機會。
榮獲獎項：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圖文書」類「出版獎」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0023

生活實用與時潮・飲食文化

飲 食 文 化

作者
秋宓
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裝幀
平裝
出版年份 《英格蘭廚房日記——冬去春來
的生活與料理》
：2020 年
《英格蘭廚房日記——夏盡秋至
的生活與料理》
：2021 年
開放版權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課
程等
ISBN
《英格蘭廚房日記——冬去春來
的生活與料理》
9789620447273
《英格蘭廚房日記——夏盡秋至
的生活與料理》
9789620448133

《英格蘭廚房日記——冬去春來的生活與料理》
《英格蘭廚房日記——夏盡秋至的生活與料理》
不如親自到廚房動手，來一場舌尖上的旅行
廚房通向花園的門總是敞開的，烹飪、寫作之餘，作者把時間都
消磨在這方寸之地。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巡視花草蔬果，看
看哪棵開了花，哪棵結了果，或是採摘成熟的果實。一天這樣開
始，充滿了期待和小確幸。

從冬去春來、初夏到深秋，86 篇日記、80 篇食譜，記錄著烹飪、
園藝和英國生活的樂趣。如果你憧憬英倫生活，有烹飪的衝動，
不如親自到廚房動手，來一場舌尖上的旅行。
作者簡介
秋宓，在中英文間嬉戲玩味，在茶與美食之間品味人生。著有《蘋果樹下的下午
茶——英式下午茶事》《無問西東——岡倉天心與〈茶之書〉》《英格蘭廚房日
記——冬去春來的生活與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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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生活實用與時潮・飲食文化

改變世界的味道——
十八篇與當代廚界先行者的訪談錄
貼身訪問 19 位對於過去和未來最有代表性的廚藝名師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謝嫣薇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447754

本書作者在 10 年間貼身訪問過近百位廚藝名師、餐飲名人，從中
篩選了 19 位對於過去和未來最有代表性的廚藝名師：殿堂級法
菜教父 Alain Ducasse、甜點教主 Cedric Grolet、蔬食之神 Alain
Passard、亞洲最佳女主廚陳嵐舒等等，與他們共聚交流，了解其
成名經歷，以及各家的廚藝心得和哲學。帶給世人無數震撼、美
好啟發的味道如何煉成？且看一眾名家被謝嫣薇一一拆解。
作者簡介
謝嫣薇：美食評論家、飲食專欄作家、餐飲顧問、策劃人、美酒狂熱分子，於
飲食專欄中分享品酒筆記，並為波爾多右岸聖埃美隆騎士會（The Jurade of St.
Emilion）成員。曾出版《消失中的味道》。

在地 ‧ 餐桌 ‧ 小旅行 遇上香港飲食文化
在飲食中感受城市與人情之美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黃可衡 著 mujiworld 繪
非凡出版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675937

食物能帶給人最簡單、最直接的滿足感，而一道菜式要令人印象
深刻，除了食物要美味外，更可能因為當中盛載着的故事。在香
港，有很多特色食店在默默經營，它們或許沒有堂皇的裝潢、沒
有定期更新的菜單，但店主們的熱誠、真摯卻令食物別具意義。
作者簡介
黃可衡，在商業機構工作的上班族，日常工作中很多事情都以金錢衡量，反而更
想感受物質以外的東西。深信了解事物的本質，才能珍惜其價值。希望以食物作
引子，帶出店舖中的人物及地方故事。

營養師給孩子的 36 道有營料理──
讓孩子從此愛上吃！
36 道適合親子一起製作的有營健康食譜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陸蕙華 (Denise Luk)、
盧庭威 (Kurtus Lo)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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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有營的飲食習慣，從小開始培養！註冊營養師 Denise 及
Kurtus 為父母與子女建立親子營養廚室，全家一起投入煮食的
樂趣，動手洗切煮，親身感受食材的營養魔法，發揮想像力、創
作力，設計得意有趣的造型，製作孩子至營的早午晚餐，向理想
的健康人生出發！
作者簡介
陸蕙華（Denise Luk），註冊營養師及糖尿教育者專業資格（加拿大）
香港營養師協會培訓及發展主任、媒體發言人（2019-2021）及正式會員
盧庭威（Kurtus Lo），註冊營養師（澳洲）、運動營養師（澳洲）
香港營養師協會財政、媒體發言人（2019 – 2021）及正式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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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素 質

香港觀鳥全圖鑑（套裝）
介紹香港雀鳥的特徵及習性，是一本觀鳥百科全書
兩冊圖鑑包含超過 500 種本港拍攝的野外雀鳥美態，圖片精美。
書內描述香港鳥種的外形特徵、習性及生態環境等，並包含鳥鳴
聲及雀鳥片段，加上專題如辨認雀鳥技巧、保育瀕危鳥類等，是
觀鳥者必備之書。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香港觀鳥會
萬里機構
平裝
2020
紙本書
9789621472700

作者簡介
香港觀鳥會成立於 1957 年，致力教育、科研、生境管理與保育政策倡議，啟發
及鼓勵公眾一起欣賞與保護野生雀鳥及其生境。2002 年獲認可為公共性質慈善
機構。2013 年成為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的成員（Partner）。

榮獲獎項：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出版大獎」、「生活及科普」類「最佳出版獎」

詠春黐手——手法解構
一本學習詠春黐手手法的實用書
詠春拳理博大精深，本書透過介紹多個詠春手法，由淺入深，進
而解釋拳術背後深藏的拳理。持續練習基本功，理解手法變化萬
千，沒有固定的應用守則，才能靈活實踐，悟出詠春精髓。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26

梁家錩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18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34434

作者簡介
梁家錩，師承葉準師傅，葉準師傅入室弟子之一，習藝逾 26 年。2003 年，獲葉
準師傅頒發個人認可的教練證書，成為葉準師傅的環球代表之一；2009 年，獲
授「環球代表教授詠春拳證書」，認可其永久教練資格。2002 年創立梁家錩詠
春拳術會，推廣詠春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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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輕鬆飽住瘦——低醣飲食生活提案
適合有意開展體重管理人士的健康飲食攻略！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倩揚
萬里機構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448

陳倩揚（Skye）透過「低醣飲食法」成功減磅後，現將所經歷及
體驗，整合成方便大家參考的「低醣飲食落磅計劃」，當中包括
飲食建議、食物配搭圖表、買餸清單等等。本書不着重複雜的理
論及熱量計算，強調透過逐步調整日常的飲食模式，以注重豐富
食物選擇及吃得身心飽足為大前提，從而達到輕鬆健康落磅的效
果。
作者簡介
榮獲 2008 年香港小姐亞軍及 2009 年國際中華小姐亞軍，2010 年婚後育有三名
子女。除了幕前演出及擔任司儀工作之外，近年她用心於網上平台，與觀眾分享
如何從日常飲食改善健康。

淨好生活：80 後執嘢女生的極簡慢活風
60 個永續生活智慧，從日常起居活出生活品質
本書是 Ren 所見所聞所體會的結集，從反思生活開始，透過衣、
食、住、行等起居習慣，分享永續和自然智慧。在過盛的消費物
慾之下，與大家一同尋找淨好生活！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Ren Wan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363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作者簡介
香港理工大學翻譯及中文學士畢業後投身雜誌編輯行列，曾任時裝季刊《東西雜
誌》執行編輯及《明日風尚》特約編輯，熱愛傳媒工作但同時一直關注環保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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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公寶籤細解
詳讀車公籤

解籤不求人

「麟現河清出聖賢，君主有道樂堯天」麒麟係瑞獸，聖明賢君自
然會伴隨麒麟嘅出現；「多方魚獵未思回…自有麟兒現出來」但
係打獵嘅時候撞上麒麟嘅出現，就未必係吉祥之兆……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郭漢揚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694389

「得意春風攜滿袖，馬頭聲唱狀元高」入廟求升職加薪考第一嘅
善信，車公自會按天命恩賜；「大器何憂不晚成，如今且作少年
人」如果入廟誠心求神、出廟仍然未見效果，急咩呀後生仔、大
器晚成呀！

作者簡介
郭漢揚，廣東澄海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甲等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
自 2005 年，即任教職於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業已榮休。曾為香港公
開大學編寫現代文學課程，與鄭滋斌教授合編《中國文學史精要》，及出版中學
預科中國文學科教材。著有《天人的絕構 學術的嫏嬛──流淚說敦煌》《郁達
夫年譜》。

春牛圖密碼解讀
這是一本你要懂的春牛文化通識手冊！
本書以「春牛圖」名命，因為書中主軸為春牛圖（畫有一頭牛及
一個牽牛牧童），那是古代農業社會一種用來預測來年天氣、降
雨量、穀物收成，以至經濟好壞的方法。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28

蔣匡文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066

成書目的正是為大眾介紹這套傳統古老智慧的基本原理，以及春
牛背後蘊藏的文化，及對中國，周邊國家的影響，作為迎來辛丑
牛年的一種通識。

作者簡介
內地及香港註冊建築師，擁有個人建築師事務所，多年來在香港、內地及海外多
個地方擔任設計及顧問工作，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少年時為研究中國古建築的
精粹，拜術數大師王亭之，學習周易、風水及紫微斗數，為其首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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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靈 勵 志

作者
林婉雯
出版社
P.PLUS LIMITED 公司
裝幀
平裝
出版年份 《你有多久沒寫字？原來筆跡能
反映你的個性！》
：2019 年
《原來筆跡藏著心底話！21 堂成
長必修的筆跡課》
：2020 年
《你是誰？我是誰？解讀人心的
筆跡秘密》
：2021 年
開放版權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ISBN
《你有多久沒寫字？原來
筆跡能反映你的個性！》
9789620444920
《原來筆跡藏著心底話！
21 堂成長必修的筆跡課》
9789620446764
《你是誰？我是誰？解讀人心的
筆跡秘密》
9789620448409

《你有多久沒寫字？原來筆跡能反映你的個性！》
《原來筆跡藏著心底話！ 21 堂成長必修的筆跡課》
《你是誰？我是誰？解讀人心的筆跡秘密》
每個人的字跡都暗藏了獨一無二的「個性密碼」
原來，每個人的字跡都暗藏了獨一無二的「個性密碼」，每一筆、
每一劃，都揭露了你最深層的內在性格與人生態度。透過筆跡分
析，就算不見其人，見其字就可以知道你在想甚麼、是個怎樣的
人。其實，日常的筆跡和看似亂畫的圖畫，都藏着性格的秘密。

筆跡學家說：「見字如人」。一筆一畫，正揭露着你的內心世界。
在這本書中，林婉雯分享了許多筆跡心理分析的方法和個案，帶
領讀者透過筆跡，了解最真實的自己。
作者簡介
林婉雯：英國筆跡專家公會首位華人筆跡專家、美國筆跡分析基金會會員。先後
取得香港城市大學應用心理學社會科學碩士、澳洲麥覺理大學管理學碩士及香港
理工大學會計學（榮譽）學士；同時亦是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特許公認會計師
公會資深會員、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士、特許公司治理公會會士，以及香港調解
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之認可調解員。
榮獲獎項：《你有多久沒寫字？——原來筆跡能反映你的個性！》榮獲「第三屆
香港出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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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痛診療所──探索內心的自癒練習
擁抱心痛，突破心痛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梁重皿 馮曉青
非凡出版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759392

喪親、分手、失業、創傷……每一個際遇，都帶來不能自控的心
痛。「心痛」不只是文學修辭，而是真實的心理狀況。本書以心
理學角度詳細分析「心痛」的前因後果，以城市人經常面對的際
遇，剖析各種心痛的的緣由與反應，並提供小練習作引導，教讀
者擁抱心痛，以至突破心痛。
作者簡介
梁重皿，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註冊臨床心理學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衛
生署認可臨床心理學家名冊會員；澳大尼西亞遊戲治療學會註冊遊戲治療師。現
職於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為多個專欄作家並接受不同傳媒訪問。

夢境心理學——治療師帶你潛入一夢一世界
本書從心理學專業的角度出發，
分解夢與心理治療的關係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安靜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448461

本書從心理學專業的角度出發，分析人為什麼會做夢、夢的種
類、表達方法、象徵的意義、夢對我們傳達什麼訊息、初步的解
夢知識、解夢與心理治療的關係等等，願讀者透過了解夢和潛意
識，能夠擁有更清晰的人生方向、更幸福快樂的將來、更健康的
身心靈狀態，善用這一份真善美影響整個世界。

作者簡介
安靜──專業心理輔導及治療師，香港大學輔導學碩士，日本整理收納協會一級
顧問。擅長催眠治療、夢境分析、整理收納、寫作治療、正念靜心等，曾為不同
精神康復機構、醫院、社福及慈善機構的職員及患者提供服務。

心的痛，身體都知道
以真實個案為例，帶讀者認識身體和精神的密切關係
每個人都有過或多或少的創傷，這些種種所引致的情緒，其實一
直被埋藏在心的深處，在潛意識中無時無刻影響着我們的思想、
行為、習慣。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30

安靜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446740

而身體是潛意識用來溝通的重要渠道，身心靈，環環相扣，心中
有傷，心中不願承認、接受或面對，潛意識就可能會透過身體來
告訴當事人。

作者簡介
安靜，專業心理輔導及治療師，香港大學輔導學碩士，日本整理收納協會一級顧
問。擅長催眠治療、夢境分析、整理收納、寫作治療、正念靜心等，曾為不同精
神康復機構、醫院、社福及慈善機構的職員及患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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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分辨、自測、應對經常面對的負面情緒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2571

全書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章焦慮家族：焦慮、恐懼、強迫、羞怯、
緊張、沒有安全感，第二章抑鬱家族：抑鬱、沮喪、悲傷、孤寂
感、麻木，第三章憤怒家族：憤怒、 憎恨、矛盾、內疚，第四章
困惑家族：沒有希望感、失望、無助、悶 / 無聊、空虛， 介紹以
上的情緒特徵，並有「自測表」自我篩檢測驗是否有相關的困擾、
應對方法等等。
作者簡介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屬香港心理學會四個支部之一，於二零零六年正式成
立。輔導心理學強調預防主導、身心和諧、優勢為本及多元文化等介入模式，學
部宗旨在香港為「心理輔導 」定義和發展有關心理輔導的服務、研究和專業環境。
榮獲獎項：第 18 屆十本好讀—教師推薦好讀（中學組）第 7 位；第三屆香港出
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

心理學家的工具箱：疏導負面情緒的 10 大
溝通法則
輔導心理學家以「貼地」角度教你專業的輔導技巧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653

本書以輕鬆易明的方式，配以生活化的例子，引用專業的心理輔
導技巧，讓讀者掌握疏導負面情緒的 10 大溝通法則，協助自己
和親友有效覺察、表達、傳遞、宣洩和疏理內在的情緒，使其找
到希望與力量面對生活上的挑戰和挫折。

作者簡介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屬香港心理學會四個支部之一，於二零零六年正式成
立。輔導心理學強調預防主導、身心和諧、優勢為本及多元文化等介入模式，學
部宗旨在香港為「心理輔導 」定義和發展有關心理輔導的服務、研究和專業環境。

走出家庭壓力漩渦——跟情緒困局說再見
從家庭找出情緒問題的癥結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麥棨諾醫生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707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近年患上情緒病及精神病的現象愈見普遍。而許多的情緒及精神
問題其實都是源自家庭。本書收錄了資深精神科專科醫生麥棨諾
多年來接觸過的個案，希望大家能從不同患者的故事中，增加對
情緒病的了解，認識到情緒病與家庭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從而
解開癥結，走出陰霾。

作者簡介
麥棨諾醫生，精神科專科醫生，畢業於香港大學內外科全科醫學士課程， 翌年修
畢醫學研究碩士（MRes〔Med〕）課程，並考獲香港精神科醫學院（FHKCPsych）
及香港醫學專科學院（FHKAM Psych）的院士資格，其後任職於醫管局豁下的各
大醫院，現為私人執業之專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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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 個負面情緒管理法

生活實用與時潮・語言學習

語 言 學 習

中英對照中國經典名句引言大全
一本內容齊備的漢英對照引語及名句的中型工具書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善偉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05861

本書按照日常生活分為 442 個主題，收錄名句如成語、箴言、諺
語、俗語及歇後語等，也收錄選自諸子百家、四大名著及重要經
典文史哲著作如《史記》《左傳》《易經》《孫子兵法》及《儒
林外史》等的引言，全書名句及引言共收錄 6,441 句。

作者簡介
陳善偉為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院長及教授，歷任香港中文大學 ( 深圳 )
人文社科學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系主任、電腦輔助翻譯碩士課程
主任及翻譯科技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範圍為電腦輔助翻譯、雙語辭典學及漢
英翻譯。

中英對照五千年中華詩詞精選
以地道英文，採擷五千年詩詞英華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32

江紹倫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05816

詩之美在於從心而發，歷代詩人面對不同給予，憑詩寄意，情感
真摯，言有盡而意無窮。為引導讀者探索詩的世界，本書內容按
年代分類，精選 534 首詩，配上地道英語翻譯，讓讀者體會詩之
優美和意境，提升中英表達力以至個人文化修養。盼望讀者通過
閱讀本書，以詩為伴，心靈安康。

作者簡介
江紹倫，加拿大首都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敎育學院院長。論文盈千，
專書 78 部。獲頒加國勳章，和平服務獎，英女皇紀念章，俄羅斯社科院院士，
七項榮譽博士。現任多倫多大學終身榮休教授，多項世界組織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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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課堂的點翠飛花——新高中文言文指
定課文注釋及簡說
中文老師沒有教的課文內容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郭漢揚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講書、課程等
9789888694525

新高中文言文指定課文應該怎樣教？如何讀？香港城市大學及香
港公開大學榮休講師郭漢揚，在多年為中學中文老師提供教學培
訓後，重新整理自己的教學筆記，為指定課文詳細注解，縷析在
文字背後，不被察覺的隱藏含意。

作者簡介
郭漢揚，廣東澄海人。1950 年 11 月 28 日生。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甲等
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自 2005 年，即任教職於香港城市大學及香港公開大學，
業已榮休。曾為香港公開大學編寫現代文學課程，與鄭滋斌教授合編《中國文學
史精要》，及出版中學預科中國文學科教材。著有《元嶺傳奇：鑽石山寮屋區起
居注》《車公寶籤細解》《天人的絕構 學術的嫏嬛——流淚說敦煌》《郁達夫
年譜》。

香港中小學中華經典詩文多媒體課程——
音頻篇
名師教經典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賴慶芳、黃坤堯、招祥麒、曹順祥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763375

把課堂帶回家

由賴慶芳、黃坤堯、招祥麒、曹順祥四位中國文學名師撰文賞析
並主講，妙解 100 篇經典詩文，更涵蓋了 DSE 範文及必學之經
典詩文，深入解讀，感受詩詞散文之美。

作者簡介
賴慶芳，現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碩士課程講師、香港公開大學校外考試委員。
黃坤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資深書院導師。
招祥麒，現任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席、嶺南大學中文系顧
問委員、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客座教授。
曹順祥，擔任中學中文科主任二十年。

香港中小學中華經典詩文多媒體課程——
視頻篇
五分鐘學經典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蒲葦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76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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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課堂帶回家

由中學中文科名師蒲葦編著及主講，妙解 100 篇經典詩文，更涵
蓋了 DSE 範文及必學之經典，領略詩文之美之餘，更能靈活應
用於生活。

作者簡介
蒲葦，資深中文科老師，歷任中文、中史、文學科主任、教育專欄作者、教參書
編者、大學中文教學顧問、公共圖書館徵文比賽評委，多次應邀主講寫作及教學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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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人怎樣學普通話
讓廣東人學普通話不再艱難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王力
中華教育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759552

本書是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的經典之作。作者針對廣東人容易
讀錯的語音、用錯的語法以及不同方言的用詞作出分析、比較，
並分別挑選出大量例字例句予以糾正，對於操廣州、客家、潮州、
海南方言的人學習掌握普通話無疑大有裨益。
作者簡介
王力（1900-1986），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人之一。1926-1927 年在清華大學
國學研究院深造，1927-1931 年赴法留學，獲得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回國後歷任
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廣西大學、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北
京大學教授。1940 年代起，致力於推廣普通話、文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

求職英語一本通
職場新鮮人、重回職場的求職者必備天書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34

Zephyr Yeung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554

求職不只是「投寄求職信和履歷表、面試、等候通知」，想在求
職市場上突圍而出，箇中大有學問。本書作者特意編寫了一本協
助求職者順利踏入職場的書，依照求職到入職的先後順序進行編
排設計。本書分為三大部分，每部分附上必學技巧、實用句型及
詞彙、對答範例。
作者簡介
語言學博士生，香港大學語言學碩士（MA in Linguistics）畢業，擁有英語傳
意（ 榮 譽 ） 文 學 士、 高 等 教 育 教 學（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證 書、 基
本西班牙語（Basic Spanish）文憑、英語（General English）文憑。精通 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國際音標），深深了解母語為中文的學生
學習英語發音時會遇到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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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與親子・兒童繪本

兒 童 繪 本

陳美齡親子繪本系列（一套四冊）
不用撒謊，因為媽媽愛你
幫助朋友，是最快樂的事
各有不同，各有好處
珍惜所有，保護地球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美齡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精裝
2021
紙本書
9789620877803

由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學博士陳美齡首套親自著繪，
培養幼兒良好品格和素養的繪本故事！
由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學博士陳美齡首套親自著繪，培養幼兒良
好品格和素養的繪本故事！媽媽做了美味的曲奇餅。晚飯後，媽
媽把曲奇餅分給大家。可是她發現曲奇餅不夠，是不是有人多吃
了一塊？三兄弟都沒有說話，媽媽知道其中一個怕被責怪而撒謊
了。她感到很傷心，她流淚了。她想孩子們明白的是：不用撒謊，
因為媽媽愛你。
作者簡介
陳美齡（Agnes Chan），是著名歌星，也是過百本親子教養書作家。於美國史
丹福大學攻讀教育學博士課程，並獲得教育學博士（Ph.D）。陳博士除了參與各
類演藝活動，也兼任隨筆作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亞洲親善大使、日本抗癌協會
「微笑大使」、香港公開大學榮譽顧問等等，活躍於各個領域。2015 年繼大兒子、
二兒子之後，三兒子也成功被史丹福大學錄取，成為成功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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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與親子・兒童繪本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黃嘉莉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精裝
2018
紙本書
9789620705205/
9789620705182/
9789620705199

兒童品格修養繪本系列：阿濃和阿淡、
大腳趾國王、晴天娃娃．雨天寶寶
故事緊扣生活，兼顧語言閱讀與品德教育
作者多年從事教育工作，深入了解兒童的心理成長發展，特別創
作了《兒童品格修養繪本》一套三本。
通過大腳趾國王有趣的「害羞」故事，引導孩子學會「認識自
我」，明白「人人平等」，懂得「包容缺憾」，讓孩子在閱讀故
事中漸漸形成良好的品格修養。

作者簡介
黃嘉莉，現職教師。一次偶然機會，動了構思小故事的念頭—由說故事踏前一步
去寫故事，盼望這些小故事能贏得讀者的欣賞。
榮獲獎項：第十五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兒童文學組推薦獎

小青蛙愛靜坐語文學習套裝
繪本 + 活動 + 線上課堂，繪本學習新體驗！
孩子學會安靜能提升專注力，調節情緒和壓力，
學習做事更有效率！
由著名兒童文學名家嚴吳嬋霞帶你讀繪本，學語文！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嚴吳嬋霞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精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講書、課程等
9789620877742

「媽媽，我是不是一隻笨青蛙？」小青蛙哭着對媽媽說。原來，
小青蛙東撲撲，西撲撲，忙了一整天，蟲子捉不到，小魚也抓不
到。既生氣又肚餓的小青蛙只好找媽媽哭訴媽媽把小青蛙帶到一
塊蓮葉上，教了他一個變明的好方法……家長們你會因孩子常鬧
情緒，難以專注而備受困擾嗎？你有沒有想過原來孩子也有能力
撫平自己的情緒呢？孩子透過練習靜坐，可以有效提升專注力和
認知能力，調節情結，減少衝動，即使遇到困難，也能冷靜地面對。
作者簡介
嚴吳嬋霞，香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創作及翻譯作品百作種，多次獲得中國及香
港的重要文學獎項，並擔任評審委員。曾任職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及山邊出版
社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兼總編輯，任內出版優質青少年兒童讀物數千種，為小讀
者帶來閱讀的樂趣及養成閱讀習慣。從 1985 年第一屆親子閱讀運動開始至今推
動親子閱讀三十年，結合教育學、閱讀心理學、圖書館學及兒童文學等專業領域
演說及著述，深受家長歡迎。作者為資深蒙特梭利幼教專家，近年致力培訓家長
及老師，並把蒙氏教育理念融入作品中，使兒童在潛意識中受教。
榮獲獎項：《小青蛙愛靜坐》繪本榮獲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兒童及青少年組別
出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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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大哥哥、大姊姊，快和你的小弟弟和小妹妹一起閱
讀這本書吧！你也會像貝貝一樣，疼愛自己的弟妹嗎？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何巧嬋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精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講書、課程等
9789620873324

你也會像貝貝一樣，疼愛自己的弟妹嗎？小女孩貝貝的弟弟出生
了，爸爸準備帶她到醫院迎接媽媽和弟弟。可是，貝貝遲遲還未
出門，因為她忙着和小狗多多一起為弟弟準備禮物呢！究竟貝貝
送了哪些禮物給弟弟呢？對弟弟來說，哪一份禮物是最珍貴的？
作者簡介
何巧嬋，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教
育碩士。現職作家、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項目顧問、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及學校
總監。

她熱愛文學創作，致力推廣兒童閱讀，對兒童的成長和發展，有深刻的關注和認
識。已出版的作品約一百七十多本，如《誦詩識字》系列、《彩虹》系列、《圓
轆轆手記》系列、《遇上快樂的自己》《學好中文》《家外有家》系列、《三個
女生的秘密》《食物教育繪本》系列、《成長大踏步》系列、《爸爸，我是你的
小寶貝》《媽媽，有你真好！》《弟弟，我要送給你……》《爺爺總是不一樣！》等。

莫莉與索奇
AR 奇幻大冒險，打開世界文明初印象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可菲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精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
9789620705847

《莫莉與索奇》獲得第一屆「想創你未來—初創作家出版資助計
劃」資助。作者認為歷史並不沉悶，她通過充滿神秘感的畫面、
奇幻的童話故事，引發兒童讀者對世界文明和歷史的好奇心。本
書更通過 AR 科技將繪本畫面動態化，為兒童讀者打造第一本多
維閱讀的文化繪本，引導兒童讀者學習世界歷史及文化，打開世
界文明的初印象。
作者簡介
陳可菲，專業畫家、插畫師、國家畫廊等專業導賞員。畢業於英國倫敦藝術大學，
現居英國倫敦。擅長當代繪畫、奇幻創意插畫，作品受國際藝術界廣泛關注，近
年入選於北京、倫敦、洛杉磯等地舉辦的 30 多個頂級畫展，被 20 多家藝術機構
收藏、收錄。

衣櫃裏的雄獅
培養孩子好品格，親子共同成長的最佳啟蒙讀物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黃嘉莉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精裝
2021
紙本書
978962070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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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延續以童話王國為故事背景，講述玩具小獅子被小志帶回家
後經歷的一連串「冒險」歷程，讓家長與孩子共讀深入了解兒童
的心理成長發展，引導孩子學會理解同理心、懂得合理表達個人
意見與情緒、珍惜家人與朋友的陪伴，讓孩子在閱讀故事中漸漸
形成良好的品格修養。
作者簡介
黃嘉莉，現職教師。一次偶然機會，動了構思小故事的念頭—由說故事踏前一步
去寫故事，盼望這些小故事能贏得讀者的欣賞。
榮獲獎項：2020 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 兒童故事組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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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兒與親子・兒童繪本

弟弟，我要送給你……

少兒與親子・少兒學習

少 兒 學 習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葉惠儀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套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871498

蒙特梭利認知識字三段卡學習套裝
運用三段卡進行探索式學習，為幼兒認知識字和自主
學習打下良好基礎！
本學習套裝由資深蒙特梭利教育專家葉惠儀女士 設計，讓幼兒掌
握三段卡學習法 (Three Part Cards)：踏上認知識字第一步結合
蒙特梭利的幼教理念，透過視覺、聽覺、觀察和探究的方式，讓
幼兒進行圖與字、圖與圖、字與字的配對，有助增強幼兒語言、
認知和獨立學習的能力！
全套教材包含 10 個主題

動物、馬的部分、樹和花的部分、水果、食物、特色食物、生活
用品、玩具、天文和地理。
作者簡介
葉惠儀女士，資深蒙特梭利教育專家，她擁有蒙特梭利專業教師執照（美國
AMS），在港任職幼兒園園長、幼稚園校長多年。現擔任香港及國內多間幼稚園
蒙特梭利教育顧問及培訓導師及香港教育大學兒童及家庭教育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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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寶寶趣味階梯閱讀系列 (3 至 4 歲 )
針對小學生（初小至中小）在閱讀理解時面對的問題，
整理出 6 種常用的閱讀理解技巧，並用偵探故事來包
裝，讓學生在閱讀趣味故事的同時，掌握閱讀技巧。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譚麗霞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平裝
2017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868344

本系列分為 3 個級別：3 至 4 歲、4 至 5 歲、5 至 6 歲，依照各
個年齡階段的語文發展狀況及生活經驗而設計，讓孩子透過插圖
及父母的協助，逐步建立閱讀能力，從而獲得自行閱讀的成功感
和樂趣。
附廣東話和普通話朗讀的錄音 (QR Code 形式 )、漢語拼音及英
文翻譯，能照顧不同的學習需要，包括：本土家庭、操普通話的
家庭、學習漢語的外籍人士。
•	 以可愛小熊一家貫穿全套圖書，使小讀者感到親切。
•	 故事情節簡單，充滿童趣和孩子的率性，並帶點調皮，讓小
讀者會心微笑。
•	 用詞淺顯，句式重複，讓小讀者易於掌握。
•	 故事主題圍繞日常生活，能引起小讀者的興趣。
•	 每冊附最多 24 張字卡，可供家長與孩子溫習生字。
作者簡介

譚麗霞（Lisa Tam）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中央大學及東田納西州立大學先後取得
圖書管理及資訊科技碩士和教育碩士。
曾任職香港國際學校及弘立書院圖書館老師十八年，專門負責資訊素養教育及英
語兒童文學閱讀推廣。曾為多間學校與機構主講英語兒童文學閱讀推廣工作坊及
講座。現職作家及中英文語言老師。精通英文、粵語及普通話，擅長與學生分享
雙語閱讀及寫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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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閱讀大理解 - 初階篇 1( 修訂版 )
讓孩子真正愛上閱讀 ，學懂 理解文意專為幼稚園 至
初小學生 而設的閱讀理解小訓練！
精選故事，愉快閱讀
精選短篇故事，內容生動有趣，富教育意義，且篇幅及程度適中，
讓孩子 逐漸適應小學課程要求， 樂於閱讀，愉快學習。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馬翠蘿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874161

引導思考，掌握文意
故事旁設有「思考點」，以提問方式引導孩子思考，掌握故事內容。

趣味練習，幫助理解
每個故事後面設趣味遊戲，通過「故事排一排」、「對話寫一寫」
和「結局畫一畫」，訓練孩子的邏輯思維和創意思維。
簡單題型，輕鬆應對
每個故事最後都有閱讀理解練習，配合幼稚園至初小學生的能
力，設簡單的練習題，讓孩子認識並掌握小學中文閱讀理解的題
型及形 式，輕鬆應對。

作者簡介
故事創作：馬翠蘿
青少年及兒童文學作家、資深編輯。長期從事兒童圖書編輯及小學語文教科書編
寫工作，業餘時間為青少年及兒童辛勤寫作。作品緊貼時代脈搏，滲透積極向上
信息，通過引人入勝的故事反映世界光明面，述說美好人生，深受青少年讀者、
老師及家長歡迎。更兩度榮膺小學生書叢榜「小學生最喜愛作家」。所寫的少兒
小說系列獲二零一九年搜狐網「最受千萬網友喜愛兒童文學」票選第一名。作品
多次榮獲中國冰心兒童圖書獎，又多次入選香港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小學生書叢
榜「十大好書」、教育城「十本好讀」等。
榮獲獎項：第二十五屆冰心兒童圖書獎

0040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針對小學生（初小至中小）在閱讀理解時面對的問題，
整理出 6 種常用的閱讀理解技巧，並用偵探故事來包
裝，讓學生在閱讀趣味故事的同時，掌握閱讀技巧。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方淑莊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平裝
2018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870934

全套圖書分上下兩冊，每冊帶 3 種閱讀理解的技巧，分別是：
l #1：直接選取、詞義推敲、刪除
l #2：詞語推斷、故事重組、行為分析
最近，閱讀國的治安很差，警察日以繼夜地工作，仍無法處理好所
有案件。國王決定為警隊尋找一位有才幹的總警長，舉行了一場盛
大的招聘會，考核各應徵者的閱讀能力。一位出色的候選人脫穎而
出！他在上任後，會怎樣善用閱讀技巧來破解棘手的案件呢？

我們做閱讀理解時，也能運用這些技巧呢！快來一邊看故事，一
邊學閱讀技巧吧！
作者簡介
方淑莊，香港教育學院小學榮譽教育學士，香港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碩士，現為
小學中文科主任。從事教學十多年，深切了解到孩子學習必先建基於興趣，學習
語文如是。在課堂上，作者喜歡創作有趣的故事，通過生動的情節，以深入淺出
的方式，讓孩子領悟不同的語文知識，愉快地學習；在課堂外，作者希望透過不
同的著作，把輕鬆學習語文的方法公諸同好。
已出版的著作有《看故事學語文》系列，於《三步作文超簡單》擔任總顧問，並
在兒童雜誌撰寫專欄，分享語文學習的樂趣。

看故事學句子 (1) 像木頭一樣的包包王子
一邊閱讀故事，一邊學習句子知識！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方淑莊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平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講書、課程等
9789620873133

句式國國王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是包包王子。包包王子品性善
良，卻不善於表達，說話時總是目無表情、語氣平直，就像一塊
木頭。有一次，國王要到鄰國參加會議，而安排了包包王子暫代
他的工作，大臣們卻因為包包王子表達的句子語氣，而產生了誤
會……句子中藏了大學問！句式國還發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快
來一邊看故事，一邊學句子吧！
學習句式包括：

•	 直接句和轉述句
•	 把字句和被字句
•	 句子語氣
•	 遞進複句
作者簡介
方淑莊，香港教育學院小學榮譽教育學士，香港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碩士，現為
小學中文科主任。從事教學十多年，深切了解到孩子學習必先建基於興趣，學習
語文如是。在課堂上，作者喜歡創作有趣的故事，通過生動的情節，以深入淺出
的方式，讓孩子領悟不同的語文知識，愉快地學習；在課堂外，作者希望透過不
同的著作，把輕鬆學習語文的方法公諸同好。
已出版的著作有《看故事學語文》系列，於《三步作文超簡單》擔任總顧問，並
在兒童雜誌撰寫專欄，分享語文學習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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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故事學閱讀理解 #1 ──誰來當總警長？

少兒與親子・少兒學習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韋婭、周蜜蜜、黃虹堅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平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873287

﹝名家寫作教室﹞一套 5 冊
小學必學，詳細指導
涵蓋小學階段要認識和掌握的五種文體——記敍文、
描寫文、議論文、說明文和實用文，從寫作手法、文
章結構，以至實用文的格式、用字及語氣等，提供全
面的指導。
寫作教學要點參考自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小學中國語文建議學
習重點》、小學中文科教科書的寫作教學重點，涵蓋小學階段要
學習的寫作要點。·書內特設「好詞佳句摘錄」、「寫作小貼士」
等，點出值得學習的地方，鼓勵小讀者向名家學寫作。用有趣的
故事帶出各種寫作手法、文體知識等，也豐富了寫作的題材。
作者簡介
韋婭，香港知名校園文學作家。擅長小說、散文、新詩、兒童文學等不同文類創
作，出版著作逾 60 種。作品曾於中國內地及香港獲得文學獎項 18 項，並榮膺「小
學生最喜愛作家」稱號。主要作品有童詩集《會飛的葉子》，小說《天上的星星
樹》，散文集《人隨月色淨》等。作品獲選入中國內地及香港的小學語文教科書。
韋婭也是資深教師。曾任教中小學、國際學校以及香港演藝學院中國語文課程
30 載。她長年推動鼓勵青少年閱讀，為本港中、小學作過逾百場「閱讀與成長」
演講。現為 21 世紀人文出版社主編及兒童文學課程主講嘉賓，並擔任香港藝術
發展局評審員及多項文學活動評審。
周蜜蜜，又名周密密，作家、編劇、文學編輯，寫作導師。曾創作多部兒童廣播
劇和電視劇、小說、散文集，並為政府及不同的公共機構編寫語文教科書、普通
話教科書，以及公民教育、法律教育、音樂教育、性教育教材。作品獲得青年文
學獎、中華優秀小說獎、華語優秀詩篇獎、香港書獎、中文文學雙年獎、張天翼
童話奬、冰心兒童圖書獎，有部分作品翻譯成英文、日文、韓文在海外出版。現
為兒童文學藝術聯會會長、香港作家聯會副會長、香港作家出版社副總編輯、護
苗基金教育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香港電台節目顧問、香
港藝術發展局文學評審委員。
黃虹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和北京電影學院編導系。曾任教師、電
影編劇、教科書編輯等職。現於香港的大學任中文運用、普通話等課程的兼職導
師。作品有小說、散文、兒童文學作品、電影文學劇本、報紙專欄等多種。代表
作有少年成長小說《十三歲的深秋》《明天你就十五歲了》《月亮下的奔跑》；
兒童故事集《零點五分》《講不完的故事》；中篇小說《橘紅色的校徽》；中短
篇小說集《我媽的老套愛情》和長篇小說《和誰在陽台看日落》；電影文學劇本
《湖草萋萋》等。上述一些作品曾獲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多項文學獎。

0042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少兒與親子・青少年讀物

青 少 年 讀 物

中學生文言經典選讀．詩經
讀詩經，學風雅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陳煒舜 凌頌榮
中華教育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676651

本書精選《詩經》六十首經典詩篇，分為十個章節。通過原文文
白對照、專家解讀、文言知識詳解、思考強化訓練等內容，讓讀
者們接觸《詩經》這一古典名著的歷史文化內涵，體會中國古典
文學的精髓。
作者簡介
陳煒舜，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台灣中研院訪問學者。近年著
作有：《神話傳說筆記》《被誤認的老照片》《世俗想像與歷史記憶：晚明話本
帝王故事新考》《先民有作︰古逸詩析註》等。

中學生文言經典選讀．莊子
讀莊子，品逍遙
本書挑選《莊子》內篇、外篇、雜篇中的十三篇文章，精選其中
著名章節，是讀者了解《莊子》思想和文學藝術的入門參考。並
邀請資深文化人士導讀解析，能引領中學生讀者思考選取篇目內
的思想精華，領會文章主旨。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朱慧
中華教育
平裝
2020
紙本書
978988867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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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朱慧，北京大學歷史學學士，中華書局編審。多年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出版
和教育工作，對中國古代哲學與哲學家有深入的研究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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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西遊記
紙本 + 音頻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吳承恩 改編：李家樂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694884

親子共讀

本書精選《西遊記》原著 100 回故事中，最為膾炙人口的 30 個
故事，以粵語作改編。讀者可以直接以粵語作親子共讀，也可以
藉名著故事感受粵語特色。每篇故事配以原創插畫，以及由香港
本地中文老師錄製的講故事錄音。
作者簡介
李家樂，生於 1998 年，是土生土長的 90 後香港青年。2017 年起就讀於香港中
文大學工程學系。儘管是個不折不扣的理科人，仍然十分熱愛文字及粵語。深信
善用粵語「我手寫我口」的特質編寫文章或故事，是有效保留、傳承粵語文化的
方法之一。

粵語三國演義
紙本 + 音頻

親子共讀

本書依據《三國演義》120 回原著，選編出 30 個精彩故事，改
編為輕鬆的閱讀版和粵語有聲版。讀者可以親子共讀，可以將閱
讀版與有聲版對照聽讀，也可以單獨聆聽故事，藉名著故事感受
粵語特色。每篇故事配以原創插畫，以及獨立粵語故事播音。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羅買中 改編：張彩芬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763115

作者簡介
張彩芬，香港人。2017 年起就讀於香港浸會大學創意及專業寫作系。平素喜愛
寫作、料理，中學時曾修讀歷史，熱愛文學經典及名著。深信以粵語改編名著經
典，能夠讓更廣大讀者群以新角度一同享受經典作品，令閱讀更饒有趣味。相信
能在紙筆書寫間，找到所有。

STEM 嘉年華！——
發掘遊樂場中的趣味科學
STEM 無處不在！發掘遊樂場的 STEM 元素
走進遊樂園，過山車、旋轉木馬、夾公仔、擲彩虹環……大人小
孩一起狂呼盡興，是遊樂嘉年華最吸引之處！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鄧文瀚 STEM Sir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271

STEM 無處不在！跳出教室，跟 STEM Sir 來一趟遊樂場，由輕
鬆好玩入手，保證小朋友有意外收穫：
•	 掌握夾公仔的力度及角度，百夾百中，滿載而歸
•	 20 層樓的跳樓機，認識物體急速下墜的科學原理
•	 掌握擲彩虹環的姿勢及小秘訣，一擊即中贏大獎

作者簡介
資深教師，曾獲第二屆傑出 IT 教師獎，擔任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客席
講師。現擔任 iSTEM Ed Association 主席、亞洲兒童教育協會名譽會長、香港
小童群益會創意社區中心 STEM 教育顧問、電視節目嘉賓主持、漫畫總監修及小
學電腦科電子教科書作者。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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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嘉年華！——
拆解 12 款玩具的科學原理
玩具，提升孩子的科學潛能！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鄧文瀚 STEM Sir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2588

遊玩是小朋友的天賦，如何在玩樂中成長？ 鄧文瀚 STEM Sir 透
過 12 款小朋友喜愛的玩具，探索當中的科學知識，激發他們的
好奇心及求知慾，發展多元化思維模式，培育分析及解難能力。
作者簡介
資深教師，曾獲第二屆傑出 IT 教師獎，擔任香港教育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客席
講師。現擔任 iSTEM Ed Association 主席、亞洲兒童教育協會名譽會長、香港
小童群益會創意社區中心 STEM 教育顧問、電視節目嘉賓主持、漫畫總監修及小
學電腦科電子教科書作者。

榮獲獎項：第 18 屆十本好讀—小學生最愛書籍 第 8 位、教師推薦好讀（小學組）
第1位

時空調查科 (1) 法老王宮裏的秘密
分析天才 + 戰鬥高手 + 防禦強者
搜尋蛛絲馬跡，破解邪惡陰謀，誓將所有闊時空罪犯緝
捕歸案！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關景峰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平裝
2018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871580

犯罪組織「毒狼集團」被警方瓦解前，它的頭目辛克把一顆藍色
鑽石放到了將近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作為日後重新啟動的資金。
為了阻止毒狼集團死灰復燃，時空調查科派出實力最強大的阿爾
法小組穿越到古埃及，尋回鑽石。當他們好不容易進入到法老的
金字塔，找到收藏鑽石的盒子，卻發現鑽石失蹤了，盒裏只有一
張字條……他們在調查的過程中，更惹怒了法老，因而被一大隊
軍隊追擊，他們能否順利完成任務呢？
作者簡介
關景峰，生於北京，現居美國，多年來致力於青少年讀物的創作，將設置難解的
謎題及緊張驚險的故事情節作為創作的核心，創作重點為推理小說和冒險題材的
童話。有多部圖書出版，並在海內外數家報紙主持專欄。

二零零七年於香港出版的《魔幻偵探所》系列獲得廣泛好評。作品非常注重可讀
性，一直將設置撲朔迷離的故事情節做為挑戰而不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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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文化大歷險，出發！
用輕鬆的方法認識世界文化，以眼睛看世界！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Messy Desk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精裝
2017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867552

跟着小小探險家小美深入遊歷全球 8 大城市！飽覽 32 處名勝，
認識 32 位名人，還有各地的民風、文化、生活和飲食習慣等，
好好把世界仔細看一回，藉此建立孩子的世界觀，擴闊他們的
眼界！
作者簡介
李美欣 (Messy Desk)，香港插畫家及藝術漫畫家。現為日本插畫師協會會員。
因她畫風與歐式漫畫相近，而與法國結下不解緣。她曾獲法國出版社 Na Edition
邀請前往安古蘭，參與全球第二大漫畫節，並贏得漫畫新秀獎。

漫畫少女偵探 #5 神秘的 13B 小巴
張小柔化身少女偵探出動！所有謎底將會一一解開！
小柔遇上了一個聲稱認識自己的女生，詳談之下，發現原來她們
曾經有同樣的經歷――在上年的同一天，於奇怪的地方醒來，但
對於怎樣去到那個地方、為什麼會暈倒則完全沒有印象，就像記
憶「斷片」一樣。唯一的線索，就是她們都曾登上了一輛 13B
小巴。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君比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平裝
2017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9234485

究竟誰偷走了她們的記憶？那幾小時間發生了什麼事？小柔決定
冒險追查下去！
作者簡介
君比，原名馮忻忻，美國俄勒崗大學藝術系畢業，曾任職中學教師多年，著作超
過一百本，獲作家獎及書獎共四十多個。著作包括《Miss，別煩我》、《四個
10A 的少年》、《誰來愛我》、《夢醒之後》和《周 Sir 的鬍子》等。
君比七度在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讀」選舉中當選「我最喜愛的作家」，並多次在
「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和「書叢榜十本好書」選舉中獲選為「最受中學生歡迎作
家」和「小學生最喜愛的作家」。

君比經常在中、小學、教育學院及公共圖書館擔任閱讀、寫作及親子閱讀講座的
講者，主持過七百多場講座，並在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和多間中、小學教授小說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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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濃父子攜手打造《阿濃的有情世界》
阿濃的文字 X 兒子 Birdy 的插圖
為你帶來 21 個有意思的故事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阿濃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平裝
2020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9234881

本書收錄 21 個有意思的故事，由著名兒童文學作家 阿濃撰 寫，
兒子 Birdy 繪畫，父子聯手打造 阿濃的有情世界 。誠邀你進入
這個有情世界，感受濃情，細味深意。

故事吸引，需要奇思妙想的 情節，引大家發笑的幽默感，但不
可缺少的是故事後面藏有的「意思」 。 這些「意思」或隱或現，
或大或小，等於食物中的營養。我們把食物吃了，有一個健康的
身體。我們把故事看了，有一個健康的心靈。
作者簡介
阿濃，原名朱溥生，1934 年出生。1954 年畢業於香港葛量洪師範學院，任職中
小學教師 39 年。曾任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會長，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副會長，報
刊編輯等。1993 年退休後移居加拿大，至今寫作不輟。
2009 年，獲香港教育學院（即今香港教育大學）頒授第一屆榮譽院士名銜，以
表彰其對教育及文學的貢獻。

阿濃的作品有小說、散文、新詩、劇本、報章專欄等，已出版書籍過百種，並且
獲獎無數。

阿濃五度獲香港中學生選為「最喜愛作家」，當中入選香港「中學生好書龍虎榜」
十大好書作品超過 15 種，其他獎項包括冰心兒童圖書獎、陳伯吹園丁獎、香港
中文文學雙年獎，香港教育城「十本好讀」等。

擁抱世界正能量 (1) 闖進山洞的泰國少年
與各國少年一起面對人生難題，感受愛的力量，活出
正能量！
一個晴朗的下午，泰國一支少年足球隊在教練的帶領下，一行
十三人到山洞探險。怎料天氣突變，下起傾盆大雨，大水湧入山
洞，洞裏的人只得往山洞深處走。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關麗珊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平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620872334

本系列以外國青少年面對人生難題時如何解難為重點，改編自真
人真事，讓我們學會珍惜現有的一切得來不易，愛的力量可以超
出想像。 真摯的文字，巧妙的改編，寫出一個個動人的故事，每
一冊都有值得學習和反思的課題。

作者簡介
關麗珊，香港出生，中醫學士，曾任報刊編輯和顧問，現全職寫作。喜歡旅遊，
足跡遍及全球過百城市，從小愛做義工，多次到印度加爾各答服務最貧困的人，
並在喜馬拉雅山麓的瑜伽之都瑞詩凱詩修習瑜伽和各種治療課程約三個月。
曾到數十間小學和中學演講和教寫作班，尤其喜歡小學生的童真，樂意陪伴讀者
成長。個人著作數十種，包括多本兒童文學小說如《雲上的舞蹈》《天空教室》
《公主的內在美》《告別成長的煩惱》系列等。

曾獲青年文學獎、心愛的書、十本好讀、小學生書叢榜和冰心兒童文學獎等，兒童
文學創作歷程還可見於甄艷慈著作《想當作家不是夢— 22位兒童文學作家的故事》。
聯合出版集團精選版權書目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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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濃的有情世界

少兒與親子・親子關係

親 子 關 係

醫生爸爸在家怎樣做？
跟醫生家長學習照顧孩子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王欣浩醫生、吳嘉汶
中華教育
平裝
2021
紙本書
9789888676095

作爲醫生，他們照顧孩子的方法，與普通家長有什麽不同？本書
以「醫生怎樣培養自己的孩子」為切入點，以生理科學、心理健
康和神經科學三大範疇，結合作者個人經驗及專業知識，分享正
確的健康育兒方法，同時能讓家長一窺醫生平日在會診室內沒有
說明的育兒「祕技」。
作者簡介
王欣浩，畢業於荷蘭安的列斯薩巴大學醫學院，於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完成家庭醫
學科訓練，並在美國、英國和澳洲行醫，也曾於澳洲墨爾本大學醫學院擔任講師，
現為香港大學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有時是愛，有時是忍耐——全職媽媽的故事
母親作為志業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0048

梁小島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18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466801

不被看見的媽媽群體

資深記者梁小島在誕下孩子後，成為了全職媽媽。原本以為照料
嬰孩只是事業過渡期，沒想到產後的各種壓力和迷茫撲面而來，
更差點患上產後抑鬱症。因此開始思考「母親」這個角色到底代
表了甚麼，並尋訪同樣當上全職媽媽的女性，與她們一起聊個人
與事業、金錢、丈夫、孩子、自己母親，還有，自己與自己之間
的關係。
作者簡介
梁小島，生於湖北武漢，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英國倫敦大學科陶德藝術
學院佛教藝術保護碩士。媒體出身，後在大學擔任研究助理，及從事公關工作。
目前為全職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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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懂 2-7 歲孩子的情緒話——
父母必修的靜觀育兒課
臨床心理學家的育兒解難書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黃詠詩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21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
9789621473479

本書以「靜觀育兒」（mindful parenting）的角度了解不同的
常見育兒挑戰情況，讓父母嘗試以非批判性的方式感受自己和孩
子的感受、困難與需要，並在遇到育兒挑戰時應用「正面解難」
與「心態轉換」的技巧，把「反應」轉換成「回應」，讓父母掌
握更有效解決育兒難題的方法與態度，不再責罵、威嚇和教訓孩
子，在「危急」中也能正面化解孩子的負面行為和情緒。
作者簡介
黃詠詩，臨床心理學家，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臨床心理學社會科學碩士，為香港
心理學會註冊臨床心理學家。曾於香港醫管局轄下的醫院與社福機構任職臨床心
理學家，現於悅愉中心私人執業。

樸氏顱 療法——嬰幼兒指南
讓孩子得到治療，孩子們將記得生命之初的模樣

作者
出版社
裝幀
出版年份
開放版權
ISBN

樸善文 (Etienne Peirsman)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平裝
2019
紙本書、電子書、有聲書、講書、
課程等
978988857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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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母體來到這個世界，胎兒在經過產道時，身體備受擠壓，有時
頭顱骨很可能會錯位或者相互交曡，最後限制大腦的發展，或是
脊椎發生擠壓。樸善文利用顱骶療法，尋找並發現身體被擠壓的
地方，並釋放這些擠壓力，讓嬰幼兒的問題得到改善。
作者簡介
樸善文曾在比利時某中學擔任體育及生物老師，他學習過很多療法以深入了解自
己，如原始吶喊療法、呼吸重生療法、生物能療法等，並練習冥想以獲得最深刻
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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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閱讀 知識服務
有聲書
電子書

開課

與你一起
聆聽世界

知無紙境
智慧閱讀

知識課堂
終身學習

視頻
鏡頭傳送
人文關懷

講書
好書精華
與您分享

「 知 書 」 APP 是 一 個 立 足 香 港、 面 向 全 球 的 華 文 智 慧
閱讀 APP。內含海量電子書、有聲書、音視頻課程，
以及免費的閱讀分享內容，為用戶提供多場景下的閱
讀、聽書、學習、休閒新體驗。特色：港台電子書、
粵普雙語有聲書、多元化音視頻課程。

電子書

立即掃描下載

有聲書

《得閒去飲茶》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有聲版）
有關飲茶的香港故事，小小

細聽十位香港兒童文學名家代
表作，培養孩子語文力和價值觀。

點心，點點心意。

課程
《香港中小學中華經典詩文多媒體課程》
香港名師妙解百篇必學必考古
詩文，「紙電聲」立體呈現，
詩文精華入耳入心。

視頻篇

音頻篇

講書

普通話版

粵語版

《人間有知音：金耀基師友書信集》
十分鐘音頻，聽見著名學者
金耀基的半部「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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