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圖書簡介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是香港大型出版機構之一。

天地圖書重視本地作家的作品，四十多年來出

公司成立於一九七六年，至今已有四十多年歷史。

版了眾多名作，也為培養青年作者作出不少努力。

除經營書店零售業務，出版部以出版文學、人文科

著名作家包括亦舒、李碧華、蔡瀾、梁羽生等。此

學及通俗文化等中文書籍為主，兼及實用、科學、

外，亦出版不少以當代中國文學思想、歷史、文化

經濟、環保等，每年出版新書、再版書約一百五十

等為題材的作品，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華文閱

種。

讀世界中贏得了聲譽。

附屬出版品牌簡介
天馬文化

天行健出版社

天馬以出版年輕及流行讀物為主，包括職場

天行健主要出版文史哲方面的圖書，題材着重

小品、流行小說、靈異作品及漫畫等。漫畫以「馬

人物傳記、回憶錄、中國歷史、文化及文學等等，

仔」及「牛仔」系列為主，馬仔深受OL及學生歡

此外還出版一些對當代社會問題的觀察、評述與探

迎，經典人物「牛仔」則令人重拾兒時回憶。著名

討。

靈異作者雲海系列，為喜歡尋幽探勝的讀者所熱
捧；圖文作家靛，能畫善寫，其作品繪圖精美，情
節動人。

人間社
「人間社」主力出版暢銷作家李敏的著作，李
敏除愛情小說外，近年來對校園小說、推理小說、

天苑文化
天苑以校園讀物為主，包括愛情小說、懸疑小

靈異小說及兒童圖文書等題材，均有新開拓，各自
擁有大量讀者。

說、校園小說和繪本。推理小說作家楊穎，擅寫懸
疑故事，引人入勝。另近年引進日本兒童文學小說
系列，包括Keroro軍曹系列、涼宮春日、小熊庫庫
等，讓學生耳目一新。

小天地
專門為兒童而設的閱讀新天地，閱讀從小培
養，開啟無窮智慧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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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新書
名家系列

《在邵逸夫身邊的那些年》

《Tales of a Hong Kong Dandy》

《與爾同銷萬古愁》

蔡瀾 HK$138
ISBN：9789888549962

蔡瀾 HK$198（精裝）
HK$168（平裝）
ISBN：9789888549818（精裝）
9789888549634（平裝）

蔡瀾 HK$90
ISBN：9789888549153

蔡瀾和「邵氏」有過三十年的賓主關
係，跟他口中的「六先生」識於微時。
書中所寫皆為親身經歷，絕非花邊新
聞。人物的描述更是照實，與一般吹捧
的傳記不同，令人讀來痛快淋漓。加上
作者生動的文字，每篇文章充滿形象，
若看了一部從來沒有看過的紀錄片，實
在難得。

During the lockdown in 2020 Chua
Lam decided to write down some
of his stories in English. His no
frills English style is as quirky and
accessible as his Chinese style and
the topics as varied as a rich tapestry.

瘟疫這段時間，悶在家裏，日子一天天
白白度過，雖然沒有染病，也被瘟疫玩
死。不行！不行！不行！總得找些事來
做，找些事來作樂，與其被瘟疫玩，不
如玩瘟疫。

《陰兵借道》

《尋找十二少》

《焰口餓鬼》

《黑齒》

李碧華 HK$98
ISBN：9789888549474

李碧華 HK$98
ISBN：9789888549481

李碧華 HK$98
ISBN：9789888549795

李碧華 HK$98

海面風好猛，魚群受驚，掙扎
躍動更劇烈。影影綽綽，雙方
都來了。說是「陰兵」，當然
指陰間厲鬼組成兵團。怨氣不
散，思維停頓在作戰氛圍，執
行冷任務，借人間水陸之道，
拘押亡魂帶回地府。但，他們
不肯走……

上世紀《胭脂扣》的故事已成夢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經歷過
繁華綺麗盛世風流的有情人、
得享過天馬行空百花齊放的創
作人，回首只有蒼涼……欷歔
之際，忽發奇想──如果不肯
忘情的如花，執意尋找當年的
十二少，在2020年的今天，她
來了，結果會是怎樣呢？

某日，和尚托缽化緣，迷路了，
進大宅解結界，走出一群饑渴痛
苦的餓鬼，腹脹如甕缸，咽喉細
如針孔，任何食物都在它們噴火
的「焰口」化為灰燼。他超度孽
鏡中現形的餓鬼，卻忘了情深緣
淺的17歲少主亡魂，只因相隔一
道忘川，和一碗湯……

日本江戶時代的女人，剃眉毛、
擦白粉、塗紅唇、染黑齒──以
鐵鏽黑漿水染在一口白牙上，否
則再漂亮的貴族女子也嫁不出
去。一張嘴像墓穴也像黑洞，幸
好有疫情相助，人人口罩蒙面，
沒被識破。但，身處香港，異鄉
飄零的四百多歲女妖，一不小
心，在火災意外中現出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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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888549801

《閒情拋卻》
亦舒 HK$78
ISBN：9789882013551
人生路上難免跌跌碰碰，您
能想像亦舒也有難以下筆的
時候嗎？你知道她初入文壇
時的故事嗎？生活也許未如
人意，與其花心思去苦惱，
不如跟亦舒一起看她喜歡的
劇集，談談家庭趣事。

《夏日最後敞篷紅色
小跑車》
亦舒 HK$78
ISBN：9789882013568
感情不外三個結果：一是完
美到老，二是和平分手，三
是你死我亡，人人當遭此
劫，人生必經歷程。方芳遇
上各色優秀漂亮男子，但終
究有緣無份，失意的原因是
否因她身上「寡婦」的標
籤？也許從受傷過後，她的
心便封閉起來，而誰又能與
其相伴一生？

《念初》

《誰家園》

亦舒 HK$78
ISBN：9789882013575

亦舒 HK$78
ISBN：9789882013582

初一、初二這對姐妹縱然不
是雙胞胎，卻有相同的相
貌。為着生計初一毅然踏上
演藝之路，但好景不常，一
場意外令姐妹倆陰陽相隔。
世人都以為在車禍中存活的
是初一，但活下來的其實是
初二，由那天起，初二背負
着姐姐的一切……

社會運動令到市面大亂，各
人的際遇因為蝴蝶效應而有
所轉變。王之之的妹妹與妹
夫分隔異地，而王之之這個
特立獨行的女子，也因妹夫
的關懷備至而產生異樣情
愫。天下無不是落腳之處，
但只有與自己珍愛之人在一
起才是家。

《大武山下》

《鏡前鏡後》

《羅孚友朋書札》（二冊）

龍應台 HK$178 （精裝）
HK$148 （平裝）
ISBN：9789888548866（精裝）
9789888548859（平裝）

林青霞 HK$188
ISBN：9789888549283

羅海雷，高林 HK$368
ISBN：9789888549832（上冊）
9789888549849（下冊）
本書依據羅孚先生珍藏的五十多年來
二百多位朋友和工作聯繫人的往來書札
整理編選而成。閱讀書信，往往能加深
對一個人乃至一個時代的理解。羅孚先
生本身經歷之奇、涉獵範圍之廣，雖然
歷經坎坷，但也豐富多彩，更令其信札
加上了不可多得的文化和史料價值。這
不僅是他個人的精神財富，也是一代文
人和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龍應台的首部長篇小說，可以多角度閱
讀。它刻劃了一場青春成長的哲學思辨
旅程，也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
小說」，人的歷史與冰火星空、地質、
動物、植物，在一個軸線上開展齊觀。
它更是一部以魔幻筆觸呈現人的存在狀
態的既微觀又宏大的故事。

本書是林青霞小姐第三部散文作品，繼
續娓娓道來她經歷的事、認識的人。歲
月使人成熟，多年閱讀滋養下，豐富了
她的創作靈感，身邊的人和事都成了她
筆下的主角，隨手拈來，輕鬆流暢。以
讀書為樂、寫作為趣的她對事物觀察入
微，寫來維肖維妙，所思所想，真情流
露。讀來，無不感受到她的真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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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新書

《賜官講怪獸》

《賜官講粵語》

《賜官講鬼神》

劉天賜 HK$88
ISBN：9789888548873
賜官在二十年前已對中外怪獸妖精興
趣濃厚，研讀範圍甚廣，延伸到歷
史、神話、民俗學等領域，從中思索
神話傳說創作者的思想和心態。賜官
在本書中精選古今中外著名怪獸，故
事可多了。還收錄了很多插圖，讓讀
者明白古人對怪獸的印象，更能比較
東西方的審美情趣。

劉天賜 HK$78
ISBN：9789888549320

劉天賜 HK$88
ISBN：9789888549740

本書蒐羅了各方資料，整理一些常用
字、詞語、地名、人名的正確粵音，若
非錯讀便盡量列入，以供讀者參考。賜
官還在書中講述了不少有趣的諺語、歇
後語、粵文化風俗及相關小故事，務求
讀者能在輕鬆活潑的氛圍中吸收知識，
多了解我們的語言的不同面貌。

孟婆和月老原來曾經相愛？財神有文有
武，有的前身竟是瘟神？黑白無常，何
以「一見發財」？東西方女神財神的傳
說文化到底有多奇妙有趣？此書帶你一
窺究竟。繼怪獸之後，賜官今次陪大家
「講女論財」。

《悲歡離合四十年：
白崇禧與蔣介石──北伐．抗戰》

《悲歡離合四十年：
白崇禧與蔣介石──國共內戰》

《悲歡離合四十年：
白崇禧與蔣介石──台灣歲月》

白先勇、廖彥博 HK$188（精裝）
HK$168（平裝）
ISBN：9789888549061（精裝）
9789888549054（平裝）

白先勇、廖彥博 HK$168（精裝）
HK$148（平裝）
ISBN：9789888549085（精裝）
9789888549078（平裝）

本書是白崇禧將軍之子——名作家白先
勇與歷史學者廖彥博，協力寫作而成，
共三冊。兩人網羅海內外龐大歷史文
件、人物傳記等，秉持公正客觀的「信
史」態度，讓歷史發聲，從白崇禧與蔣
介石兩人的戰略謀劃，剖析成敗關鍵，
使無可辯白者、諉過者，在史料中現真
身，大白於天下。

〈國共內戰〉從1946年白崇禧擔任國
防部長談起，蔣中正肯定白崇禧的才幹
卻不讓其參與作戰決策，二人關係發生
重大改變。繼而連串事件讓二人決裂，
西南保衛戰損失慘重，廣西桂軍覆滅，
白崇禧毅然赴台，與中華民國共患難。

白先勇、廖彥博 HK$148（精裝）
HK$128（平裝）
ISBN：9789888549108（精裝）
9789888549092（平裝）
〈台灣歲月〉從桂系李宗仁赴美，白崇
禧與蔣介石關係緊張說起。24小時的
特務跟監從未停過，白家全家對此戒慎
恐懼，壓力沉重。白崇禧一生功績卓
越，身受不平待遇，少有怨言，然而蔣
白二人始終未能和解，兩人念茲在茲的
復國大業始終未能完成，徒留千古遺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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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組合論
（劉再復文集 1）》

《罪與文學
（劉再復文集 2）》

《文學四十講
（劉再復文集 3）》

《文學主體論
（劉再復文集 4）》

劉再復 HK$168
ISBN：9789888549160

劉再復、林崗 HK$168
ISBN：9789888549177

劉再復 HK$158
ISBN：9789888549184

劉再復 HK$168
ISBN：9789888549191

人的真實性格，應是長處與
短處的融合，優點與缺點的
組合，這是一個人性原理。
文學必須達到抒寫人性的真
實和抒寫生存環境的真實，
有此真實，才可能感人。作
家最忌諱的就是把性格看得
太簡單了，簡單化必然導致
模式化、圖解化。

本書以懺悔意識為參照點，
談論文學的本性，文字的自
由與責任，文學的世俗視角
與超越視角，中國文學的宏
觀長處與短處，東、西文學
的根本差異，並以懺悔意識
為坐標，對人類文學進行了
分類。

本書由《文學常識二十二
講》和《文學慧悟十八點》
兩書組成。前者談論文學的
基本結構，即文學由心靈、
想像力、審美形式等三者構
成。後者力求抓住要點，擊
中要害。例如講解「文學的
起點」就講一個「感」字。
文學起源於有感而發，沒有
感覺不硬寫。

本卷由《文學主體性》、
《我的文學觀》及《李澤厚
美學概論》組成。書中認為
作家應當具有充份的精神能
動性。進一步闡述文學主體
性理念，也闡述文學與才能
等的關係。側重講李澤厚美
學的原創性特點，還比較了
李先生和朱光潛先生的美
學。

《告別革命──李澤厚 劉再復
對話錄（劉再復文集 5）》
李澤厚、劉再復 HK$168
ISBN：9789888549207
要改良，不要革命。這是本書的主題。
革命，是指暴力革命。本書具體地說，
是指大規模、群眾性的推翻現政權的暴
力活動。《告別革命》出版後引起知識
界及讀者的強烈反響。

《馮唐成事心法》

《有本事》

馮唐 HK$128
ISBN：9789888549368

馮唐 HK$108
ISBN：9789888549825

作者將曾國藩一生為師、為將、為相的
成事之道，與自己的西方先進管理經驗
及本土管理實踐融會貫通，總結出一套
跨界成事的獨門秘籍。不論讀者從事甚
麼職業，都可以運用其中簡單的方法論
來管理自己、管理工作、管理生活。

•人不要太擰，多數時候不要太由着自
己性子幹，不要總躍躍欲試鬥天鬥地鬥
空氣。•惜物。節制，節制，節制，哪
怕你有資源可以浪費。•不要被負面評
論鬧心，心裏反覆默念八字箴言：關我
屁事，關你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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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新書
博雅文叢

《魯迅作品細讀》

《閒談寫對聯》

《宋詞賞析》

《人間詞話新註》

錢理群 HK$98
ISBN：9789888549467

白化文 HK$98
ISBN：9789888549450

沈祖棻 HK$88
ISBN：9789888549436

王國維 HK$88
ISBN：9789888549443

本書細緻分析了魯迅的小
說、散文、散文詩和雜文等
作品，不僅關注魯迅的作品
寫了甚麼，更解讀了魯迅是
如何使一篇文章變得精彩萬
分的，這對普通讀者了解魯
迅的文學成就非常重要。

本書作者為中國楹聯學會顧
問，既講授基本知識，又指
導創作技法；並以專章介
紹各類對聯，還收錄不少徵
聯活動的參賽作品，古今兼
顧，涵蓋全面，內容翔實，
文字生動有趣。

沈祖棻講宋詞既能把文字訓
詁、典故解釋、史實考證和
古代文化知識的介紹，極其
自然地融匯在一起；又能站
在歷史高度看待宋詞在不同
階段的發展，並把詞人放在
一定的時代背景下進行評
價。

《人間詞話》原稿的內容順
序與通行本完全不同，這部
新註讓讀者看到原稿本的面
目，除列出王氏文中提到的
詩詞原文，更根據王氏的論
點，徵引叔本華的說法來說
明王氏論點的來歷，再引各
家說法來作參證，有利於進
一步探討王國維的詞論。

天地外國經典文庫

《羅生門》

《烏合之眾》

《一生》

作者：芥川龍之介
譯者：李少華 HK$88
ISBN：9789888549498

作者：古斯塔夫．勒龐
譯者：陸泉枝 HK$78
ISBN：9789888549504

作者：莫泊桑
譯者：盛澄華 HK$88
ISBN：9789888549511

〈羅生門〉直面人性善惡，為芥川龍之
介代表作之一。本書收錄作者的〈羅生
門〉〈鼻〉〈地獄變〉〈蛛絲〉等12題
著名短篇及涵蓋其人生、道德、藝術的
箴言集〈侏儒警語〉。從中不難一窺他
的精神世界和創作動機。

本書析述了群體以及群體心理的特徵，
認為當人以孤立個體存在時，有着清晰
鮮明的個性化特徵；但當人融入群體之
中，個體人性就會被群體人性所淹沒。
書中關於人類群體心態的闡述，有助理
解群體行為的作用，且對人們思考社會
心理學問題產生了深遠影響。

作者寫出了沒落貴族家少女約娜遭受生
活打擊而失落了天真與憧憬，身心逐漸
衰老的過程。全書筆觸質樸細膩，角色
心理描畫得生動深刻，故事後勁凌厲，
主題富有層次。莫泊桑在書中設置了不
少對比人物，清晰可見教養、經歷對人
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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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探知

《上帝的骰子：量子物
理趣畫》
作者：羅金海
審校：張軒中 HK$128
ISBN：9789888548880
量子力學是20世紀才發展
起來的一門新科學。它是現
代科學的前沿陣地，人類進
入資訊新時代，量子技術居
功至偉。沒有它，就沒有電
腦、互聯網、鐳射、導航、
量子通信和電腦……量子與
你我同在。

《人類的終極問題》

《生命是甚麼》

《下一站火星》

袁越 HK$128
ISBN：9789888548897

王立銘 HK$128
ISBN：9789888549023

毛新愿 HK$128
ISBN：9789888549313

人類來自哪裏？我們為甚麼
會變老？創造力究竟是怎麼
來的？這三個問題是人類的
終極問題。本書作者借助專
業的科學背景、大量的閱讀
梳理、實地的採訪調查，把
目前已知的最佳答案和推理
過程呈現出來。

本書不僅生動地解讀了生命
的定義及奧秘，而且詳細地
追溯了生命的起源和演化，
展現了人類探索生命奧秘的
偉大歷程，講述了科學家在
揭示生命奧秘過程中的重要
發現。

本書並非單純介紹火星知識
的科普書，而是從神話到現
實，從過去到未來，全方
位地介紹火星的一本科普著
作。用時空旅行的寫作線
索，引領讀者對航天與行星
科學進行探索，尤其適合對
天文和太空探索感興趣的青
少年讀者。

《趣談中國水果史》

《百味之首──食鹽．識鹽》

史軍 HK$118
ISBN：9789888549528

徐格林 HK$128
ISBN：9789888549535

本書講述了梨、桃、柑橘等中國本土水
果如何在廣闊的華夏大地上生根發芽，
葡萄、石榴、蘋果等外來水果又如何進
入中國的一系列故事；文字淺易風趣，
內容豐富多元，並收錄數十張精美插
圖，讓我們可以跨越時空去了解、熟悉
不為人知的水果文化歷史。

鹽貫穿了人類文明發展史，增加了食物
的美味感，拓闊了食物的來源。學會用
鹽為人類帶來了美妙的味覺享受，但也
使高血壓等慢性病盛行。本書寫作遵照
循證醫學原則，以研究為依據，全面呈
現鹽的歷史與科學。

《星空解碼──
從天文觀測到星野攝影》
薛俊朗 HK$128
ISBN：9789888549719
作者除了分享入門的觀星技巧和星野拍
攝技巧外，更扼要說明天文現象背後的
科學知識，還提出針對常見謬誤的真知
灼見，重塑讀者對天文學的認識和看
法，內容既有趣，又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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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

《倪匡妙語連珠》

《羅生門外竹籔中》

《石板街火車站》

王錚、董鳳衛 HK$128
ISBN：9789888549603

林琵琶 HK$98
ISBN：9789888549405

金鈴 HK$98
ISBN：9789888549641

凡名作家者，大多都有妙語集而成書，
前有金庸古龍，後有亦舒溫瑞安，風格
各有不同，或莊或諧，或深奧或玄妙，
無不發人深思。倪匡先生著作等身，怎
甘落於人後，且他本是名嘴，筆下金句
更是層出不窮，此番匯集成書，讓讀者
一次便能閱盡精華，想想也很過癮。

此書收錄作者不同年代的散文，六七十
年代的散文可側面反映當時文壇乃至社
會關注所在，九十年代的散文則更多有
關書畫藝術，知性與感性具備，趣味盎
然。另有三篇全新的短篇小說。

冰島女孩回到出生地，在這裏開展了另
一個故事。剛剛畢業的年輕人，與一位
生命停格在二十歲的少女靈魂相遇，在
大時代下那微不足道的滅門案，把遺
憾、思念、仇怨，層層打開。九段破裂
的時間碎片，拼湊出被世人遺忘的殖民
故事。

《新．人間革命
（三十下）》
池田大作 HK$98
ISBN：9789888549009
本卷是最終卷，伸一為了世
界和平，不斷與蘇聯戈爾
巴喬夫總統等世界領導人會
談。終於創價學會斬斷宗門
的枷鎖，取得了「精神獨
立」，向世界宗教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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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讀詩》
葉嘉瑩 HK$98
ISBN：9789888549610
本書分為春夏秋冬四部份，
在四季不同的風景裏，體會
不同的詩心，是閱讀此書最
獨特的體驗。另外，本書詩
詞選錄時特別注重作品的創
作水平，注重表現古人的學
問修養、性情襟抱。

《句敘——
詩選1982-2021》
陳鳴華 HK$138
ISBN：9789888549757
收入詩人陳鳴華40年詩歌創
作的主要作品，分為「年份
集」和「年代集」，作為對
過往創作的一次自我巡視和
檢閱。作品多能使人憶起少
年、青年的時光，或可給感
到糾結焦慮的人心以一劑安
慰。

《可能不懂愛情》
樂宜雅 HK$88
ISBN：9789888549382
樂宜雅出道之作，命中注定
的愛情測試。寫給交往 3 年
以上的情侶──原來，快樂
才是寂寞的元兇。你以為不
可能的矛盾，都成了決裂的
前奏。「明知不能永久，我
才如此愛你。」這樣的關
係，你想要嗎？

人物傳記

《清夜捫心——
金牙大狀憶往惜今》
清洪 HK$168
ISBN：9789888549924
資深大律師清洪在本書回顧了早年生
活：由童年到學生時代，從倫敦的法律
學科考試，再到在劍橋的大學生活。又
憶述了一些以資深大律師身份處理的案
件——大牌檔、答辯協商、簽保守行為
令、秘密租務協議、洗黑錢、破產程
序、同性戀及香港賽馬會。他更遵從客
戶指示，為其他大律師提供意見。本書
的行文風格別具特色，內容能豐富讀者
的見聞。

《REFLECTIONS: Childhood,
Student Days, Law and Other
Writings》
Cheng Huan

HK$268（精裝）
HK$228（平裝）
ISBN： 9789888549948（精裝）
9789888549931（平裝）
In this new book, Cheng Huan reviews
his early life: from childhood to student
life and from examinations of legal studies in London to university life at Cambridge. He recalls a few cases that he
dealt with as a Senior Counsel, such as
plea bargains, bind-over orders, etc.

《司徒玉蓮的紅塵誤．悟紅塵》
口述：司徒玉蓮
著者：苗延琼、文健 HK$138
ISBN：9789888549337
本書是司徒玉蓮的自傳。她有很多傳奇
經歷，出身草根階層，與不少黑幫頭領
識於微時；長年與幫會打交道，卻不屬
於任何幫會；近年還被邀擔任世界洪門
組織的創會會長。她長袖善舞，做賭業
而首創貴賓廳、沓泥碼，把賭廳營業額
一口氣推高五十倍至一億港元。做貿易
生意做到去西非；在大陸卻因做生意涉
事而一度成為階下囚……

藝術

《揮灑自如──
中樂指揮培訓與實踐》

《舞中生有──
錢秀蓮舞蹈1969-2019》

著者：香港中樂團
主編：周光蓁 HK$158
ISBN：9789888549306

錢秀蓮 HK$178
ISBN：9789888548804

本書是第一本全方位關於中樂指揮培訓
的論著，深入淺出介紹中樂合奏的基
本知識。全書配以圖片、譜例和視像
（QR碼），既為專業參考，亦作普及
通識，冀收雅俗共賞之效。

藝術，是一個從無到有、有中求變的創
作過程。舞蹈家錢秀蓮博士，從1960
年代活躍於舞壇至今，舞品的靈感如何
湧現？舞品的背後訴說？怎樣的故事？
如何面對各種衝擊？如何跨過創作的瓶
頸？透過這本著作，錢博士細細分享她
從無到有，從有到變的每一步。

《冶性──藝術鑒賞27例》
陳紹健 HK$98
ISBN：9789888549351
作者有長期觀賞、購藏藝術品的經驗，
書中用明晰曉暢、雅俗共賞的文字，對
一批古今珍貴字畫等的品相、傳承、價
值作描寫、抒情、評說，其中涉及相關
的歷史、文化、工藝等知識。讀後當能
產生情感互動，豐富想像意境，增加知
識情趣，提高生活格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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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視野．歷史文化

《樹梢上的中國》

《食中作樂》

梁衡 HK$128
ISBN：9789888549139

作者：江青
圖片：亞男 HK$118
ISBN：9789888549269

著名學者、新聞理論家梁衡先生翻山越
嶺，尋訪中國大地上的古樹，選取其中
具有代表性的二十多棵，以嶄新的角度
──「人文森林」的概念，來看環保、
看生態、看人與樹的關係，並細述歷史
與人文故事。正如作者所言：一棵古
樹，就是一部綠色的史書。

《歷史上的生活細節》
郗文倩 HK$138
ISBN：9789888549146
說飲食、說服飾、說行旅、說節令、說
草木、說百戲，這些話題，不離百姓日
用、飲食男女，也含着最尋常的人性與
最樸素的情感。慎終追遠，審視逝去的
生活圖景，欣賞仍在延續之傳統，跟着
古人過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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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名穴掌故鈎沉（增補修訂
版）》
周樹佳 HK$108
ISBN：9789888549030

因為新冠病毒在全世界施虐，困守瑞典
家中的作者寫下了在異國獨自面對疫情
時，如何在有限的中國食材中做出解鄉
愁的美味。但願讀者能從這本疫情之下
催生的畫傳中，體悟到在逆境中如何淡
定對待和珍惜自己的每一天，學會苦中
作樂也可以變成是食中作樂！

本書是一部說香港名穴掌故、記錄好些
鮮為人知風水秘聞的野史集子。資料來
源或聽自村老，或錄於文獻，或問道輿
師，或記述報章，合坊間眾說去其荒誕
而集於一身，其目的不在發明，旨在保
留，冀為香港多留一點民間知識，以添
補正史未達之處！

《在二次元世界呼喚愛──
日本ACG萌文化入門》

《少女歷史：日本ACG萌文化
哲學筆記》

兵法舞雪 HK$108
ISBN：9789888548774

兵法舞雪 HK$158
ISBN：9789888549276

作者兵法舞雪作為一位愛好動漫、萌文
化和二次元的大眾文化學者，將對學術
的嚴謹態度和興趣的強烈熱忱混合為
一，從最基本的知識點着手，並用最簡
單易懂的言詞，讀者絕不會感到枯燥難
明，更會「意猶未盡」。

作者從日本島歷史的起源、日本人的民
族文化底蘊開始，直接採用哲學、美
學、社會學、歷史學、人文科學術語，
論述少女在上世紀初誕生的因緣，繼續
談到少女如何領導了二十一世紀ACG
萌文化之全球化。

《香港舊百業風貌》

《深水埗畫當年》

《吉祥之灣．吉澳》

蘇慶彬、何淑珍 HK$138
ISBN：9789888549702

柴宇瀚、彭啤 HK$108
ISBN：9789888549733

《香港舊百業風貌》是以著名歷史系教
授蘇慶彬「香港戰前街檔、行販各業的
式微與發展」諸篇遺稿為主，由其妻何
淑珍作文字補充與詳細敍述說明、女兒
蘇美璐繪畫的圖文書，內容豐富翔實，
趣味盎然。

深水埗處於新舊交替之間，建築物結構
獨特，兩位作者考察經年，走訪深水埗
每個角落，運用圖文做城市速寫，展示
古老照片，結合有趣故事，成果豐碩。
兩位作者在瞬息萬變的香港城市中，捕
捉事物變化，與讀者領略風土人情，趣
味無窮。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HK$108
ISBN：9789882196148

《沿着季風的方向──
從印度到東南亞的旅程》
劉子超 HK$108
ISBN：9789888549047
著名旅行作家劉子超再度沿着季風的方向出發，前往東南
亞腹地。讀着書中細膩深刻、文學與哲思兼具的文字、
四十多幅帶着旅途回憶的照片，讀者能與作者一起細味那
些經過的人群、遺下的歷史給予的觸動與反思，並自我沉
澱、思索自己正置身於怎樣的世界。

聽說過她曾經繁榮，見證了她如今靜
謐，即使不似舊時生氣勃勃，吉澳也繼
續以其緩慢步伐留下歷史足跡。隨着香
港人認識到自然何等美麗、歷史何等重
要，我們冀盼吉澳的美麗和她的獨特故
事能夠世代承傳。

《十二生肖中國年》
李零 HK$138
ISBN：9789888549412
十二生肖的來歷，裏面的學問很大，與中國動物有關，與中
國方術有關，與古代文物有關。李零教授以簡短的文字，
配以精美的古代文物圖像，專門談十二生肖的來歷、具體含
義，它與古代漢族地區生產生活的關係，以及這十二種動物
的後面各自有甚麼故事。為讀者認識生肖提供了扎實可信的
知識背景，知識點完備，議論風發，趣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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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交響．夢》

《港島北岸百年變遷》

《別浪費疫情危機》

吳永順 HK$168
ISBN：9789888549726

馬冠堯、張順光 HK$128
ISBN：9789888549955

邱立本 HK$78
ISBN：9789888548910

建築既是藝術與科學的結合，也是一個
實踐夢想的旅程。每幢建築物的背後都
滿載建築師的心路歷程，這些故事，可
能比單看建築成果更能發人深省。作者
參與香港多個重要建築項目，也參與市
區重建、土地供應和海濱規劃等公共事
務多年，持續推動相關公共政策。本書
以豐富圖像和設計圖則，為香港在踏進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城市發展作一個記
錄。

自1840年代以來，香港海岸景貌隨着
城市發展而不斷變遷。本書以大量圖片
呈現香港島北岸約180年間的改變，藉
着舊明信片、歷史照片等珍貴收藏品，
以及舊地圖、圖則和檔案資料，訴說這
一個蕞爾小島蛻變為國際大都會的歷
程。內容涵蓋填海、碼頭、船塢、避風
塘、海旁建築、海堤風光、海底管道如
行車隧道、海底電纜、食水管等，豐富
多彩。

．對抗疫情帶來的反智、反科學的逆
流，反擊種族歧視的歪風。．抗疫不僅
是對抗外在的病毒，更要對抗政治病
毒。．疫情是改變歷史的怪手，也是全
球權力大洗牌的推手。

《香港黑社會活動真相》

《香港昔日監獄生活真相》

章盛 HK$128
ISBN：9789888549580

章盛 HK$98
ISBN：9789888549597

《舊歌新唱
──港日美生活拾趣》

有關香港黑社會的起源、演變、組織系
統、活動方式以及他們使用的暗語、詩
詞，港澳兩地每天發生的各種罪案與黑
社會的關係，黑社會、黑人物與警察的
恩恩怨怨，半個多世紀以來港澳黑社會
組織的一些「大動作」，本書都有細緻、
詳盡、真實、生動的記載和描述。

監獄給人的印象總是陰森恐怖的，隔着
高高的圍牆和重重的鐵欄，究竟裏面的
犯人過着甚麼樣的生活？一般人不得而
知。本書的作者，花了不少時間和精
力，從各方面搜集了許多第一手的資
料，經過整理寫成了這一本書，客觀
地、系統地報道了昔日香港監獄生活真
相。

12

堅仔 HK$108
ISBN：9789888549764
堅仔十九歲進MIT讀核子物理博士，是
位出色的科學家；後到投資銀行成位高
權重的銀行家；因在世界各地工作、生
活，又成旅行家和美食探尋者。他以廣
博的學識、獨到的見解、敏銳的觀察
力，將其所見所思寫成文章。本書共分
四輯：暢談吃喝的「茶濃飯香」，緬懷
往事的「香港情結」，中西文化碰撞中
火花熠熠的「倚欄回首」，分享不同喜
好玩樂的「樂在其中」，圖文並茂，精
彩紛陳。

《香港林業及自然護理
——回顧與展望》
饒玖才、王福義 HK$130
ISBN：97898882196155
郊野公園近數十年不斷發展，覆蓋全港
百分之四十的土地，綠意與城市的共
存，正是香港郊野的精彩之處。本書由
兩位在過去幾十年曾參與上述工作的
「老手」，講述香港林業及自然護理各
階段的工作、所遇到的困難和解決方
法，並探討未來發展的方向。

《跟葉太學英文5》

《走向光明》

葉劉淑儀 HK$90
ISBN：9789888549900

葉劉淑儀 HK$98
ISBN：9789888549894

本書第一部份〈時事短評〉，精選寫作
水平高內容又有趣的英文文章，分析原
文作者的寫法，介紹當中的句式、典
故、俚語、詞彙的用法，希望讀者多了
解英語之美，同時更了解文章的深層意
思。第二部份〈政論英語〉，則是收錄
葉劉淑儀於報刊發表的英文評論文章，
這些文章都經過媒體的專業編輯修訂
才能刊出，質素非常有保證。大家閱讀
時，既可提升英語水平，學到多點英語
知識，更可了解世界時局發展。

自2019年香港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動盪
之後，2020年實施「港區國安法」，
以及在2021年的「完善選舉制度」，
在新的選舉制度下，香港將邁向下一個
階段，進入新時代。本書輯錄葉劉淑儀
過去一年的文章，分為〈管治香港 抓
對制度〉、〈改革教育 推動創科〉及
〈圍堵中國 美國崩壞〉三章，重新思
考如何保持「兩制活力」，同時向國際
展示香港的真實面貌，與香港人攜手，
一起走向光明。

《讀歷史．學管理》

《佬文青：枉少年》

麥嘉隆 HK$98
ISBN：9789888549788

李偉民 HK$98
ISBN：9789888549863

麥嘉隆縱橫文化與商界多年，管理經驗豐富，今次從歷史
看管理，有話直說，緊貼現世，舉例繁多，讀來輕鬆易
明，是管理人員必讀之書。作者藉發掘一些發人深省的成
功和失敗故事，正反對照，加上一些個人經驗，希望讀者
可以有所啟迪，不被社會上的噪音影響，能夠客觀探討成
敗背後的因素和管理的規律，在面臨巨大變遷的時代多一
些觀點幫助估計事情發展的軌跡，尋找合適的出路。

「佬文青」，已成為李偉民談文說藝的外號，而佬文青的
文字風格，亦成為讀者的心頭好：感性和理性的混合、文
雅和通俗的共融、傳統和時代的和洽。這位既是律師，
又是作家的「斜槓族」，今次再為讀者「心談心，人見
人」，借助文化藝術有識之士，亦通過內心的陳述，娓娓
道出人生的角度，給讀者動人的反思。李偉民的文字，如
飽滿的麵條，又如清新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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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心靈

《圖說犍陀羅文明》
孫英剛、何平 HK$168
ISBN：9789888549016
本書收錄近400張精美圖片，包括考
古遺址及世界著名博物館珍藏的犍陀
羅藝術文物，結合嚴謹學術資料，深
入淺出地介紹犍陀羅文明，從中可管
窺佛教作為一種世界性宗教的屬性來
源，佛菩薩造像的濫觴和大乘佛教的
發展軌跡。

《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
音信仰探源》
駱慧瑛

HK$228（精裝）
HK$188（平裝）
ISBN：9789888549399（精裝）
9789888549344（平裝）
觀音誕為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本書從
民間信仰出發，探古溯源，帶出觀音信
仰的真義，讓讀者從中認識觀音菩薩所
展示的慈悲和智慧，悲智雙運，在生活
中解決問題。內容包括「觀音借庫」、
中秋節舞火龍、香港與望海觀音的關係
等有趣題目，令人會心微笑。

《生活禪．人間道》
源天擇 HK$88
ISBN：9789888549573
生活禪——淺談佛門諸聖、護法伽藍
的由來及分享作者對佛學的體會。人
間道——略說道教仙家和民間諸神的
典故。生活體驗正是禪那，舉手投足
無非修行。務望大眾於五濁惡世中能
守護善念，以慈悲、智慧體會如來妙
理，淨化塵勞。

《本自具足——佛教經濟觀與可持續發展》

《光目救母》

吳志軒 HK$108
ISBN：9789888549689

策劃：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 HK$58

物質生活旨在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無奈不少人用畢生精
力不斷謀求物質上的富足，無窮的追求徒增煩惱。市場
經濟既已成為現代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環，佛教的教義
能否引導我們作出可持續的決策？作者以深入淺出的方
式說明佛教的世界觀和價值觀，確信能為人類帶來灼見
和貢獻。

光目救母的故事源自佛教經典《地藏菩薩本願經》。在久遠的
過去，清淨蓮華目如來的時代，有一位名叫光目的女子，她以
至誠的心念和行動幫助墮落在地獄道的母親脫離苦海，以深廣
的悲心與願力創造了奇蹟……「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是地藏
菩薩的誓言。「大願地藏繪本系列」提醒我們要向地藏菩薩學
習，樹立救度眾生的無量悲心與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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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888549979

保健心理．實用知識

《觀雲識天賞光影 ——
有趣的雲和大氣光學現象》
香港氣象學會 HK$98
ISBN：9789888548965
本書是香港氣象學會出版的首本科普
讀物。全書彙集了過百張從世界各地
拍攝到最精彩的雲圖和大氣光學現
象的照片，加上簡易詮釋有關現象的
形成機制，更有連結相關氣象資訊網
頁，寓科普於興趣。

《心康理得──
與青少年溝通心法》
香港心理衞生會 HK$98
ISBN：9789888549542
本書輯錄不同專業人士撰寫促進青少年
精神健康及親子關係之文章，對青少年
及家長們尤具參考價值；不單從理論層
面分析疫情帶來的種種壓力，更提供不
少實用建議去保持良好親子關係及精神
健康，協助讀者調適個人情緒，與家人
共同跨過當前困難。

《防疫抗病保健方》

《實用居家養老照料指南》

崔紹漢 HK$108
ISBN：9789888549375

賈雲竹、喻聲援 HK$98
ISBN：9789888549429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崔博士從
中、西醫學角度探討防疫方法和養生之
道，並分享在疫情下的體驗和感受。希
望為社會注入正能量，亦祈盼人人經此
一疫能有所反思，明白人和自然界乃互
相依存，天人合一，才能達到最高的養
生境界。

本書將居家養老護理相關知識編製成便
於家庭照料者學習使用的手冊，有新手
照顧者必讀之技巧貼士、針對性圖例說
明，以此破解家庭照料者知識技能不足
的難題，提升居家養老照護的水平，改
善居家養老老人的生活品質。

《365天減壓秘笈》

《女生必讀：美容養生之秘本》

香港心理衞生會 HK$98
ISBN：9789888549887

黃願瑾 HK$78
ISBN：9789888549856

這本由香港心理衛生會經歷一年多而出
版的新書，正好在我們這個艱難的歲月
裏準備了一個應急錦囊。書裏面以淺白
的語言把有實證醫學支持的理論，精要
的道出。讓我們的社會大眾，以致患有
壓力相關的情緒問題的人士，都可以理
解壓力的來源、壓力的處理、與常見的
情緒問題的處理方法。

快速美容有秘訣，在家也可輕鬆變美！
分析皮膚與臟腑關係、四季美容養生法
寶、六大美容功能之中藥配對、DIY外
用中藥品、傳統古方美容、慎用的外用
中藥……根據症狀輕鬆找出屬於你的個
人體質，對症美容，事半功倍。從基礎
保養到常見問題調理，挑選適合自己的
保養品。崇尚天然保養，溫和不傷身，
輕鬆守護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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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

《五年、十年，拔萃依然》
張灼祥 HK$128
ISBN：9789888549870
拔萃主樓後門牆頂有Diocesan School
1924-1929，那些年，籌款建校舍，哪
有今天的容易。走後門，往前行，可見
Steps，一百多級的石級，走至盡頭，
是太子道。下得山來，不是放學回家，
而是入大學，到社會工作了。有舊生談
到「乘坐輪船留學去」，有回憶拔萃的
流金歲月、那些年的人和事，都由他們
書寫出來。年輕一代也有他們的故事，
他們來說好了。

《葛師的歲月（二）——
情長七十年》
葛量洪教育學院校友會 HK$138
ISBN：9789888549771
本書文章，詩文並舉，中英兼備。作者
多數是中小學校裏的教師或校長。寫的
是他們在讀或任教的一段美好而珍貴的
葛師時光。當中真摯真誠、善心善意的
句段，使文章的內容載滿了「師道」，
凡此種種，皆望能與讀者一同體會教學
生活的一點一滴，以及讀書人、教學人
之本心也。

《叮嚀與棒喝——校長的說話》
楊永漢 HK$108
ISBN：9789888549696
楊校長不止是校長。他是老師，學生
的人生導師；他是學生，在英國敞開
文化之旅，從不間斷求取知識；他
是社工，為學生的成長困惑解鎖，與
邊緣青少年為伍；他又是教授，在大
學教授文學、哲學及輔導學。作為校
長，他給學生由衷的叮嚀，也不時予
以當頭棒喝。學生則回饋他「生命雖
是無奈，但不能沒有夢想」，彼此猶
如濁世中一線和光。

天馬文化

《咪後鬼故》

《勇闖英國讀大學》

《愛．養生》

雲海 HK$85
ISBN：9789882197633

Jason HK$85
ISBN：9789882197619

咪 前 不 能 說 的 秘 密 …… 咪 後 盡 爆 真
相！本書搜羅古今中外靈異故事，有
親身經歷，有都市傳說，更有驚慄真
相，甚至鬼魂現身，令人毛骨悚然。
無處不在的鬼魂，如何招架？

讀完中學讀大學！承接上一本《勇闖英
國讀中學》，呢本書講作者Jason在英
國大一至碩士生的奇聞趣事同埋小貼
士。一個人留學點只淨係讀書咁簡單！

曾小卿 HK$88
ISBN：9789882197626
作者長年陪伴母親、照顧其手術後復
康和晚年起居飲食，他們畢生互動的
真實故事與經驗甚是寶貴。作者也樂
與大眾分享這些經過長時間親身應用、
實而見效的食療和藥膳，及對生老病
死的感悟和心得，以期喚醒大眾珍惜
傳統價值，重視健康，反思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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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地

《一本正經學古文》

《醫院小夥伴》

《醫院更多小夥伴》

馬仔、蒲葦 HK$88
ISBN：9789887522843

李揚立之 HK$88
ISBN：9789887522867

李揚立之 HK$88
ISBN：9789887522874

常見古文字句原來背後都有故事，每字
每句均有意義，從中了解古人生活大智
慧！資深中文老師蒲葦再次夥拍漫畫家
馬仔，以趣味方式演繹古文金句！

「在公園跌傷怎辦？」「肚臍怎麼凸出
來？」「膝頭越來越腫痛？」「媽媽肚
子變大了？」骨科醫生以小朋友角度出
發，親自繪畫醫院內的情景，用親切又
可愛的畫風，教導孩子醫院並不可怕，
還有很多新奇事物。

「走路時腳板很痛！」「咬字不清怎麼
辦？」「踏單車撞傷了頭？」醫院加入
了更多小夥伴，來自不同的專科。五篇
小故事，六位新同事，目標都一致：希
望令小朋友對醫護工作更了解！

《反斗群英 1：
小三戊班》

《反斗群英 2：
做個好朋友》

《飛越童話國 1：當灰姑
娘遇上賣火柴的女孩》

《兒童心理學──
你其實不懂孩子》

作者：梁望峯 HK$68
插圖：安多尼各
ISBN：9789887522928

作者：梁望峯 HK$68
插圖：安多尼各
ISBN：9789887522935

作者：梁望峯 HK$68
插圖：小婭、郁子
ISBN：9789887585800

速溶綜合研究所、施臻彥
HK$98
ISBN：9789887522850

神秘女同學胡凱兒走入班
房，被編排坐在男班長夏桑
菊隔籬，冷冰冰的她拒人於
千里，同學都滿頭問號，難
道她要在小三戊班上演「火
星撞地球」？還有其他有趣
同學：無「惱」之人姜C、
高材生蔣秋彥、精靈可愛的
黃予思……歡欣活潑的三年
級生要上課啦！

開學一個月，群英小學小三
戊班就發生大混戰！男班長
夏桑菊又遇上拗手瓜挑戰？
呂優原來是跳舞天才？斯文
的女班長卻愛上Hip Hop？
歡樂小子姜C 竟然要和自戀
的KOL合作拍廣告？一連
串意想不到的事要發生了！
一起迎接在班房的歡樂時光
吧！

灰姑娘「阿灰」與賣火柴的
小女孩「小柴」世紀偶遇，
究竟會發生甚麼奇趣事？兩
個女孩原本各自過着貧苦的
日子，每天跌跌撞撞的迎着
不同挑戰，同病相憐的她們
因為一次機緣遇上，成為知
己，為彼此打氣，她們的命
運因而改變……一枝火柴燃
點希望，「小柴」會幫「阿
灰」達成願望嗎？

父母對孩子的愛是毋庸置疑
的，但你還是有必要了解，
甚麼樣的愛才是孩子真正需
要的。本書探討嬰幼兒到兒
童的心理發展規律、心理需
求，幫助了解孩子的性格、
行為特點，帶你走進孩子的
內心世界，讓父母和孩子一
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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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小故事系列

《我的外婆》

《爺爺家的老黃》

作者：關嘉利
插圖：鄧斯慧 HK$48
ISBN：9789887522980

作者：關嘉利
插圖：鄧斯慧 HK$48
ISBN：9789887522997

本書榮獲「2020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兒童圖書故事組冠軍」
小女孩的外婆，陪伴着她成長，無微不至地照顧，可是，小
女孩慢慢長大，外婆卻漸漸老去，有一天放學，小女孩一直
在等外婆……

小男孩從小住在爺爺和奶奶離島的家裏，跟家裏的黃狗一起
長大，牠叫老黃。牠會陪着小男孩玩耍、一起看海、一起數
星星……有一天，男孩要去市區上學，老黃向着碼頭一直
跑……

漫畫名人故事系列

《漫畫名人故事1：
從老子到阿基米德》

《漫畫名人故事2：
從凱撒到成吉思汗》

《漫畫名人故事3：從
馬可孛羅到德川家康》

《漫畫名人故事4：從
康熙皇帝到華盛頓》

紅馬童書、張文 HK$78
ISBN：9789887522942

紅馬童書、張文 HK$78
ISBN：9789887522959

紅馬童書、張文 HK$78
ISBN：9789887522966

紅馬童書、張文 HK$78
ISBN：9789887522973

重回歷史現場！名人親自為
你講故事！爆笑漫畫，增長
知識，輕鬆閱讀！熱愛和平
的孫武為何寫出教人打仗的
《孫子兵法》？經常遭受家
暴的蘇格拉底為甚麼被稱為
「倫理學的鼻祖」？裸奔的
阿基米德為甚麼被稱為「第
一智者」？

性格軟弱的屋大維如何成為
羅馬帝國的「神」？門外漢
蔡倫如何變身為改進造紙術
的科技達人？宅男張衡如何
在一千多年前測出地震？算
術狂人祖沖之如何用小竹棍
算出比較精確的圓周率？

全能藝術家達芬奇和他稀奇
古怪的發明？藝術家米開朗
基羅如何畫出著名壁畫《創
世紀》？天文愛好者哥白尼
為何登上教會的黑名單？伊
利沙伯一世如何成為英國最
傳奇的女王？

用實驗說話的伽利略為何被
稱為騙子？印刷工富蘭克
林如何參與起草《獨立宣
言》？沒落貴族曹雪芹為甚
麼會寫出風靡世界的名著
《紅樓夢》？帶領美國走向
獨立的華盛頓為甚麼拒絕當
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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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小天地系列

《科學超有趣：物理》

《科學超有趣：數學》

《科學超有趣：化學》

《科學超有趣：動物》

編繪：洋洋兔 HK$68
ISBN：9789887522836

編繪：洋洋兔 HK$68
ISBN：9789887522812

編繪：洋洋兔 HK$68
ISBN：9789887522829

編繪：洋洋兔 HK$68
ISBN：9789887522805

專為兒童度身訂造的漫畫版
科普書。世界上甚麼速度最
快？船為甚麼能浮起來？靜
電是如何產生的？有趣漫
畫、科學知識，讓孩子愉快
閱讀，探索世界。

為甚麼「0」不可替代？阿
拉伯數字其實是印度人發明
的？古人如何發現圓周率計
算方法？

玻璃是怎麼製成的？鑽石和
鉛筆芯是「兄弟」？鋼和鐵
有甚麼分別？

為甚麼魚適合在水中生活？
兔子為甚麼善於奔跑？恐龍
滅絕之謎？

中國好故事系列

《冬春節日（Stories
of Winter and Spring）》

《夏秋節日（Stories of
Summer and Autumn）》

《造化弄人（Who’s
Fooling Whom?）》

《人生真諦
（Life Lessons）》

Melinda Lilly Thompson
HK$68

Melinda Lilly Thompson
HK$68
ISBN：9789887522911

Melinda Lilly Thompson
HK$68
ISBN：9789887522904

Melinda Lilly Thompson
HK$68
ISBN：9789887522881

本書介紹節日包括：端午
節、七夕節、中秋節、重陽
節等，以故事形式講述節日
來源，生動有趣。

本書介紹諺語故事包括：
「千里送鵝毛」、「孺子可
教」、「塞翁失馬，焉知非
福」、「世外桃源」，以及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等，以生動有趣的故事，講
述諺語成語的來源。

本書介紹成語故事包括：杯
弓蛇影、笨鳥先飛、此地無
銀三百兩、對牛彈琴及負荊
請罪等，生動有趣。

ISBN：9789887522898
「中國好故事」系列，以英
語重新演繹中國傳說故事、
成語、節日來源等，當中蘊
含豐富的人生哲理，趣味盎
然，既能學好英語，也能傳
承中國傳統文化。
全書由資深演藝人潘芳芳配
音，聲音導讀，讓孩子自學
自習，學好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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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年度得獎作家╱作品一覽
2020-2021年度新書

•亦舒獲頒「第十五屆

香港藝術發展獎——
傑出藝術貢獻獎」

《大武山下》
龍應台 HK$178（精裝）
HK$148（平裝）
ISBN：9789888548866
（精裝）
9789888548859
（平裝）

•2021「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出版獎」（文學及小說）
•入圍「第18屆十本好讀——
中學組候選書籍」

《此生無悔此生》
阮兆輝 HK$148
ISBN：9789888548996

•2021「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出版獎」（藝術及設計）

《觀心自在：香港觀音
誕與觀音信仰探源》

《馮唐成事心法》
馮唐 HK$128
ISBN：9789888549368

•2021「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出版獎」（商業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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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慧瑛 HK$228（精裝）
HK$188（平裝）
ISBN：9789888549399
（精裝）
9789888549344
（平裝）

•2021「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出版獎」（社會科學）
•入圍2021「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出版獎」（市場策劃獎）

《舞中生有──
錢秀蓮舞蹈1969-2019》
錢秀蓮 HK$178
ISBN：9789888548804

•2021「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出版獎」（藝術及設計）

《環球極光攻略》
黃莉娜 HK$118
ISBN：9789888258888

•「第三屆香港初創數碼廣告企業X出版
宣傳支援計劃」數碼廣告
（出版類別）銅獎

《觀雲識天賞
光影──有趣的雲和
大氣光學現象》
編著：香港氣象學會
HK$98
ISBN：9789888548965

•入圍「第18屆十本好讀——
中學組候選書籍」

《二次人生》
編者：梁以花
策劃：何力恒 HK$98
ISBN：9789888548828

•2021「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出版獎」（心理勵志）

《黃金之翼》
金鈴 HK$88
ISBN：9789888548637

•入圍「第18屆十本好讀——

中學組候選書籍」

《灣仔畫當年》
柴宇瀚、彭啤 HK$118
ISBN：9789888548088

•入圍「第18屆十本好讀——
中學組候選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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