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 作者 出版 出版年份 分類

朱自清作品選 劉紹銘 主編 三聯書店 2007 文學 

許地山作品選 劉紹銘 主編 三聯書店 2007 文學 

中學生文學精讀．曹文軒 蒲葦 編 三聯書店 2016 文學 

經典書房－何紫散文精選集 何紫 山邊 2017 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尖沙咀海旁的聚會 何紫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一生承教 小思 三聯書店 2007 文學 

縴夫的腳步 小思 中華書局 2014 文學

一瓦之緣 小思 香港中和 2016 文學

上帝的角度 何福仁 三聯書店 2009 文學 

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 何福仁 中華書局 2015 文學

難忘的書與插圖 汪家明 三聯書店 2014 文學

在乎山水之間【我的旅遊文學精品庫】 鄭培凱 中華書局 2015 文學

古堡與黑塔 余光中 中華書局 2014 文學 

老井新泉 阿濃 突破 1997 文學

去中國人的幻想世界玩一趟 阿濃 突破 2007 文學

快樂紅簿仔 阿濃 突破 2008 文學

幸福窮日子 阿濃 突破 2012 文學

點心集 阿濃 新雅文化 2012 文學

不一樣的故事──阿濃愛的故事32篇 阿濃 突破 2013 文學

跟著愛情走 阿濃 突破 2013 文學

美言一百 阿濃 突破 2014 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漢堡包和叉燒包 阿濃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時代新詞──從流行到通識 阿濃 突破 2011 流行讀物 

童話家VS童畫家 阿濃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當好學生遇上好老師 阿濃 突破 2016 文學

細說心語 阿濃(文)、棗田(圖) 突破 2005 流行讀物 

彩圖唐詩三百首 商務編輯部 商務 2015 文學

元曲三百首 向鐵生、康震 編注 中華書局 2014 文學 

詩經【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陳致、黎漢傑 中華書局 2016 文學

飛魚神的信差 迎曦 三聯書店 2015 文學

貓城記：高榮生插圖本 老舍 人民文學 2012 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宿營萬歲 宋詒瑞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聰明狗和百變貓 黃慶雲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小強的四方形西瓜 東瑞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養一個小颱風 何巧嬋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動物園的秘密 劉惠瓊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誰是麻煩鬼 嚴吳嬋霞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生命水──格林童話故事 (中文好讀) 格林兄弟 商務 2016 少年文學

世界童話精選一百段 石幼珊、謝山 (編譯) 商務 1999 文學

沉思錄 馬可·奧勒留 中華書局 2009 文學 

小王子 [法]聖·埃克蘇佩里 中國圖書 2002 文學 

小婦人 [美]奧爾科特 中國圖書 2005 文學 

哈克貝利·芬歷險記 [美]馬克·吐溫 中國圖書 2009 文學 

野性的呼喚 [美]傑克·倫敦 中國圖書 2007 文學 

最後一課 [法]都德 中國圖書 2005 文學 

傲慢與偏見 [英]奧斯丁 中國圖書 1999 文學 

魯濱孫飄流記 [英]笛福 中國圖書 2013 文學 

雙城記 [英]狄更斯 中國圖書 2000 文學 



霧都孤兒 [英]狄更斯 中國圖書 2000 文學 

古希臘神話故事 [德]施瓦布 中國圖書 1999 文學 

孤星淚--中華通俗文庫 [法]雨果 中華書局 2015 文學 

頑童湯姆--中華通俗文庫 [美]馬克·吐溫, 桑岑 中華書局 2015 文學 

哪吒--中華通俗文庫 吳漁 中華書局 2015 文學 

麥田裡的守望者 [美]塞林格 大眾文藝 1999 文學

新雅‧名著館－茶花女 亞歷山大・小仲馬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著館－小婦人 露意莎・梅・奧柯特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著館－海蒂 約翰娜・斯佩麗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著館－雙城記 查理・狄更斯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著館－塊肉餘生 查理・狄更斯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著館－孤星淚 雨果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人館－美國之父・華盛頓 馮崢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人館－音樂神童・莫札特 黃修紀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人館－抗金英雄・岳飛 饒遠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人館－傳奇畫家・畢加索 吉文軍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人館－印度獨立之父・甘地 陳超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新雅‧名人館－宇宙巨人・霍金 宋詒瑞 新雅文化 2017 少年文學

鍾馗捉鬼傳--中華通俗文庫 徐素 中華書局 2015 文學 

趙氏孤兒記--中華通俗文庫 王鞍 中華書局 2015 文學 

中文數學交叉點 歐陽偉豪、陳偉康 香港教圖 2014 教參讀物

古代散文導讀．先秦至魏晉南北朝 甘玉貞 三聯書店 2014 教參讀物

香港初中生必讀古詩文（上冊） 鍾華、何雁妍 三聯書店 2015 教參讀物

香港初中生必讀古詩文（下冊） 鍾華、何雁妍 三聯書店 2015 教參讀物

香港高中生必讀古詩文（上冊） 鍾華、陳艷芳 三聯書店 2015 教參讀物

香港高中生必讀古詩文（下冊） 鍾華、陳艷芳 三聯書店 2015 教參讀物

文言文的8堂閱讀理解課 周淑屏 突破 2015 語言文字

文言淺說 瞿蛻園、周紫宜 香港中和 2017 語言文字

DSE中文必讀：醫好寫作不是夢 陳樂行 三聯書店 2015 教參讀物

教你寫好中文閱讀匯報 編輯出版部 香港教圖 2013 教參讀物

新編實用應用文(增訂版)　 劉北 三聯書店 2015 語言文字

邊吃邊寫——由味覺到創意寫作 周淑屏 突破 2014 文學

活用四字詞語的寫作課 周淑屏 突破 2015 語言文字

文學大師的25堂寫作課 梁科慶、阿谷、周淑屏 突破 2014 語言文字

摘星老師的範文18篇 殷培基 突破 2016 教育

新編學生諺語手冊 思言 萬里書店 2016 語言文字 

創意寫作系列：書寫香港@文學故事  梁秉鈞 策劃 香港教圖 2008 文學 

中文大作戰：錯別字篇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商務 2015 少年文學

箴言精選 何文匯 新雅文化 2011 語言文字

講開有段古：老餅潮語 蘇萬興 中華書局 2014 語言文字 

廣東話會話寶典 孔碧儀 萬里機構 2012 語言文字 

中港應用文傳意大全 何寅, 盧丹懷, 謝天振 商務 2002 語言文字

呢句話普通話該怎麼說 張勵妍 中華書局 2008 語言文字

普通話水平測試應試教程 馮海峒、李斐 等 萬里機構 2012 語言文字

講普通話急救手冊 商務編輯部 商務 2002 語言文字

普通話會話寶典 李忠海，劉秀 萬里機構 2009 語言文字

粵普快譯通 張勵妍、張美靈 中華書局 2014 語言文字

不一樣的天空  增訂版 沈祖堯 經濟日報 2015 流行讀物

破格思考：從古今大師如何突破說起 陳載澧 商務 2014 流行讀物



四十一雙眼睛—年輕人看世界 胡燕青 等 突破 2010 流行讀物 

四十二張手帖：年輕人寫世界 胡燕青, 麥樹堅 等 突破 2013 流行讀物 
那一塊錢：為新一代老師和同學創作的感情故事 胡燕青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時間麥皮 胡燕青 突破 2012 流行讀物 

剪髮 胡燕青 突破 2011 流行讀物 

水滸傳(改寫版) 施耐庵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紅樓夢(改寫版) 曹雪芹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西遊記(改寫版) 吳承恩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三國演義(改寫版) 羅貫中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特警部隊1 -走進人間道 孫慧玲 新雅文化 2007 少年文學

特警部隊3--搜爆三犬子 孫慧玲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特警部隊4－緝毒猛犬 孫慧玲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特警部隊5--少女的秘密 孫慧玲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特警部隊6- 男孩的第一滴淚 孫慧玲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成為傑出少年的十個方法（增訂版） 孫慧玲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愛是你的傳奇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1‧尋找他鄉的公主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07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2‧我不是公主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07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3‧藍月亮戒指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4‧不是公主不聚頭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5‧穿越時空的公主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6‧公主河的秘密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7‧守護寶藏的公主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8‧當公主遇上大俠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9‧拯救未來的公主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10‧第一公主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11‧第二次擁抱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12‧公主小福星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13－大秦公主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 14-捍衛國土的公主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 15-公主駕到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公主傳奇 16 超時空天使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淘氣的髒髒女巫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迷失歲月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星月童話#1‧遇上百分百王子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星月童話#2‧兩顆追月的星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星月童話#3  你喜歡哪顆星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星月童話 #4 -今夜星月璀璨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系列－迷失歲月(修訂版)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重複的十五號 馬翠蘿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實驗室奇案 桃默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超凡新同學──天水圍城事件 桃默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超凡同學破奇案 桃默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超凡同學漫遊魔幻王國 桃默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超凡同學決戰奇幻馬戲團 桃默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我要做影后 桃默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明星志願 桃默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人生是否有Take 2 桃默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模特兒FANS瘋狂事件 桃默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法中女子足球部 桃默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法中女子足球部 2 出線任務 桃默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法中女子足球部 3 全國大賽篇 桃默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超神戰紀卷一‧龍魂歸來 桃默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超神戰紀卷二‧敖玉、敖欣與敖符 桃默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超神戰記_卷三_因緣的對立 桃默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超時空守護人－Ver.7.0 桃默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幸福的天空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甜甜圈日記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甜甜圈日記 (2) 最終回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走在櫻花樹下的日子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我心中住一個他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給未來的約誓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星空下的未來傳說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走向彩虹彼岸的未來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向未來飛翔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愛可否延續到未來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超級巨Sing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我要創造未來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那些相依的歲月(最終回)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觸‧動心靈‧這一生最美的相遇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蝶舞傳說之再次牽着你的手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蝶舞傳說 4-陪你走過每一天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蝶舞傳說 6-只想留在你身邊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系列－愛伴我高飛 利倚恩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F. 3A 關麗珊 突破 2005 少年文學

F. 4A 關麗珊 突破 2007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睡公主和騎士 關麗珊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F.1A 關麗珊 突破 2008 少年文學

F.2A 關麗珊 突破 2008 少年文學

F.5A 關麗珊 突破 2010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雲上的舞蹈 關麗珊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再見A班 關麗珊 突破 2012 生活百科

夢想成真‧天空教室 關麗珊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東京的天空 關麗珊 突破 2013 流行讀物 

A班之粉筆字 關麗珊 突破 2015 少年文學

我哋涼茶係正嘢 胡秀英、關麗珊 等 突破 2014 社會科學

動物也傳奇 神龜快遞公司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動物也傳奇 斯坦利農莊保衞戰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動物也傳奇‧航向馬丁湖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動物也傳奇‧雙魚爭霸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1 -火車上的幽靈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2- 尼斯湖擒怪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07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3 --薩爾茨堡吸血案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07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4 --五號公路魔影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5 --「大西洋之星」號謎案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6 --魔法學院襲擊者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7--藍寶石失竊案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8--復活的木乃伊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9--山妖之謎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10--奪命森林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11--九霄驚魂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12--莊園鬼影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1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13--隱身飛行者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14--河裏伸出的怪手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15--幽靈騎士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16--遭遇半獸怪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17誰在塔中哭泣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 #21-智擒雙頭怪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 #22-幽靈船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 #23-紐約連環吸血案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 #24--激戰百魔山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魔幻偵探所#25--萬聖節謀殺案 關景峰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讓我再次站起來 卓瑩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那年我十四歲 卓瑩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網上情緣 卓瑩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系列-請你靠近我 卓瑩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系列 - 我不是草莓族 卓瑩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鬥嘴一班 #1-插班新同學 卓瑩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鬥嘴一班 #2-男女生大作戰 卓瑩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鬥嘴一班 #3-憤怒鳥老師 卓瑩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鬥嘴一班 #4- 玩轉訓練營 卓瑩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鬥嘴一班 #5- 最強爸爸 卓瑩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鬥嘴一班 #6- 給牠一個家 卓瑩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鬥嘴一班 #7- 綠色小天使 卓瑩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系列－回到冰雪上的日子 卓瑩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美麗有序 麥曉帆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拜金二世祖 麥膮帆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刑偵三人組 沒有謀殺的謀殺案 麥曉帆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俠盜唐兄妹#1-盜盒特工隊(上) 麥曉帆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俠盜唐兄妹#2-盜盒特工隊(下) 麥曉帆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俠盜唐兄妹#3-追擊紅衣少女 麥曉帆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青蔥歲月 車人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穿越百年的友誼 車人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遊戲迷之旅 車人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系列-茶餐廳裏的相遇2-米芝蓮的考驗 車人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夢想成真系列-茶餐廳裏的相遇3-相聚一刻館 車人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我搣時很煩 游欣妮 突破 2010 少年文學

我搣時心太軟 游欣妮 突破 2012 少年文學

搣時前傳──游樂園 游欣妮 突破 2013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醉倒他鄉的夢 黃虹堅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經典書房－十三歲的深秋 黃虹堅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月亮下的奔跑(上) [YA系列] 黃虹堅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系列─Miss,別煩我 君比 新雅文化 2014 少年文學

成長路上系列─我們都是資優生 君比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成長路上系列─真正的幸福 君比 山邊 2016 少年文學

成長路上系列─感謝爸媽沒有放棄我 君比 山邊 2016 少年文學

成長路上系列─衝破黑暗的「摘星」少年 君比 山邊 2017 少年文學



成長路上系列─豎琴女孩和她的「虎」爸 君比 山邊 2017 少年文學

成長路上系列─我們的演藝夢 君比 山邊 2017 少年文學

成長路上系列7─回到10A前 君比 山邊 2018 少年文學

成長路上系列8─誰明星兒心 君比 新雅文化 2018 少年文學

漫畫少女偵探(1)─漫畫裏隱藏的秘密 君比 山邊 2016 少年文學

漫畫少女偵探(2)─影像背後的真相 君比 山邊 2016 少年文學

漫畫少女偵探(3)─穿越時空的插班生 君比 山邊 2016 少年文學

漫畫少女偵探(4)─回到案發前的一刻 君比 山邊 2017 少年文學

漫畫少女偵探(5)─神秘的13B小巴 君比 山邊 2017 少年文學

漫畫少女偵探(6)─決戰蜥蜴人 君比 山邊 2018 少年文學

穿越時空 1－來自異度空間的女孩 君比 新雅文化 2018 少年文學

穿越時空 2－蔚藍色的心形鏈墜 君比 新雅文化 2018 少年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周Sir的鬍子 君比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來自星星的小王子1－神秘的約定 周蜜蜜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來自星星的小王子之二﹣真假王子之謎 周蜜蜜 新雅文化 2015 少年文學

來自星星的小王子3－小王子的星球 周蜜蜜 山邊 2015 少年文學

香港兒童文學名家精選‧兒童院的孩子 周蜜蜜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和好朋友說Yes 鄭國強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叛逆排球夢 鄭國強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擁抱夢想 梁天樂 新雅文化 2013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不能放棄的夢想 梁天樂 新雅文化 2012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青春火花 梁天樂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成長的煩惱 韋婭 新雅文化 2009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兩個Cute女孩 韋婭 新雅文化 2008 少年文學

飛躍青春‧生活中不能沒有愛 宋詒瑞 新雅文化 2010 少年文學

雜魚又如何 麥樹堅 突破 2011 少年文學

恐怖片最佳女主角 梁望峯 聯合電子 2015 流行讀物

純屬緣分 梁望峯 聯合電子 2015 流行讀物

我的小三和女友 梁望峯 聯合電子 2015 流行讀物

愛上六呎一吋的男孩 梁望峯 聯合電子 2015 流行讀物 

Q版特工 x 嘉薰醫生︰真生再見 梁科慶,陳嘉薰 突破 2013 文學

Q版特工 x 嘉薰醫生：隱市狂徒 梁科慶,陳嘉薰 突破 2010 文學

嘉薰醫生：尋家‧歷險‧六萬里 陳嘉薰 突破 2014 文學

Unfriend Me 歐陽晴 三聯書店 2013 流行讀物 

尋找自己的寶石 楊軒 萬里機構 2009 流行讀物

火柴人MK再發現 樂洋 突破 2010 流行讀物 

火柴人日記 I（迷你版） 黃毅之、樂洋 突破 2009 流行讀物 

火柴人日記 II（迷你版） 黃毅之、樂洋 突破 2009 流行讀物 

火柴人擦出奇蹟 樂洋 突破 2012 流行讀物 

火柴人日記之做人最緊要夠堅 亞活、百樂 突破 2015 流行讀物 

火柴人日記之做人最緊要有火 亞活 突破 2014 流行讀物 

貓貓不吃空心包　 草日 三聯書店 2015 流行讀物

貓貓圓圓正好眠 草日 三聯書店 2014 流行讀物

貓貓咪咪麼 草日 三聯書店 2013 流行讀物 

香港盂蘭夜話 超媒體編輯組 超媒體 2015 流行讀物 
讓孤獨成為你的個人時尚：給社會新鮮人的哲思錄 周國平 香港中和 2015 哲學
給都市人的150個哲思感悟：找回你內心的蘇格拉底 周國平 香港中和 2015 哲學

莊子今註今譯(重校本)(上下冊) 陳鼓應 中華書局 2012 哲學 

尼采：從酒神到超人 黃國钜 中華書局 2014 文學 



公共衞生與通識教育：跨單元議題剖析 陳英凝 香港教圖 2015 通識教育

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年版）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 三聯書店 2015 藝術 

當蘇格拉底遇上金寶湯 何卓敏 三聯書店 2015 藝術

購想 徐緣 天窗 2014 金融與商務

反轉腦袋投資學 王澤基 天窗 2011 金融與商務 

工，唔係咁打！ 伍詠光 突破 2015 金融與商務

調解——談判突破困局 鄭會圻 萬里書店 2009 金融與商務 

外傭——住在家中的陌生人 蘇美智 三聯書店 2015 社會

貧窮與變遷：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 陳國賁 中華書局 2011 社會

平等．分享．行動 Benson & Friends 突破 2013 社會

人間開眼 從小說與映像窺視下流日本 湯禎兆 天窗 2013 社會

東瀛百面相 李長聲 三聯書店 2015 社會

女皇武則天--中華通俗文庫 徐素 中華書局 2015 歷史

孔子--中華通俗文庫 公冶修 中華書局 2015 歷史

民族英雄岳飛--中華通俗文庫 陳惟殷 中華書局 2015 歷史

中國事無瑣不談－－109個有聊問題 陳毅樺 商務 2005 歷史地理

《水滸》裡不為人知的北宋往事 夜狼嘯西風 香港中和 2012 歷史

靖國神社與中日生死觀 張石 南粵 2015 歷史

另一種表達──西方圖像中的中國記憶 張逸良 三聯書店 2015 歷史

最經典的歷史故事 趙萬傑 讀品文化 2011 歷史 

香港二十八總督 張連興 三聯書店 2012 歷史

彩色香港 1940s-1960s 高添強 三聯書店 2013 歷史 

乜乜物物──老香港的庶民風情 吳文正 中華書局 2015 歷史

香港航空125年 吳邦謀 中華書局 2015 歷史 

香港照舊 許日彤 中華書局 2014 歷史

香港回歸大事記1979-1997（第二版） 袁求實 三聯書店 2015 歷史 

香港回歸以來大事記1997-2002（第二版） 袁求實 三聯書店 2015 歷史 

香港回歸以來大事記2002-2007 袁求實 三聯書店 2015 歷史 

幾許風雨 ── 香港早期社會影像1911-1950 鄭寶鴻 商務 2014 歷史

順流逆流 ── 香港近代社會影像1960-1985 鄭寶鴻 商務 2015 歷史

新界·舊事：遺跡、建築與風俗 葉子林 萬里機構 2007 歷史 
有圖有真相：大清朝的最後時光(1900～1910) 師永剛，何謙，東亞 中華書局 2015 歷史 

此時彼刻  港島東百年變遷 鄭寶鴻 中華書局 2015 歷史 

彩色香港（1970s-1980s） 高添強 三聯書店 2014 歷史 

藏在古跡裡的香港 黃家梁 三聯書店 2014 歷史 

香港明信片 唐卓敏[等] 三聯書店 2012 歷史 

香港巴士（1933-2012） 陳自瑜 三聯書店 2012 歷史 

鄉城流轉──蒙敏生攝影集 攝影 蒙敏生、撰文 劉智鵬中華書局 2012 歷史 

圖解香港史（一九四九至二〇一二年） 周子峰 中華書局 2012 歷史 

郭靖與成吉思汗 張倩儀 商務 2003 歷史

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 津田道夫、程兆奇 等 商務 2000 歷史

香港歷史散步 丁新豹 商務 2008 歷史

澳門世界遺產 鄧思平 三聯書店 2012 歷史 

澳門世界遺產（續篇） 鄧思平 三聯書店 2015 歷史

澳門街市 葉農 三聯書店 2016 歷史 

圖片澳門今昔 劉羨冰[等] 三聯書店 2009 歷史 

香港深度之旅 江颿、文申、習言 萬里機構 2004 地理旅遊

悅讀越美——剖析醫學美容新時代 陳立明 青森文化 2017 美容健美

折翼孩子能飛 師徒創路學堂師生 突破 2013 心理學



溝通演說26式 李錦洪 突破 2007 心理學

我做工?工造我!--工作與自我的雙向旅程 區祥江 突破 2009 心理學

無嫉而愛 沈淑文 突破 2009 心理學

失戀好痛 馬妙如 突破 2009 心理學

完美有病 沈淑文 突破 2009 心理學

戀愛出事的理由 伍詠光 突破 2014 心理學
世界上最流行的心理遊戲 愛薇兒 大拓文化 2013 心理學

快樂解碼 何玉燕 突破 2008 心理學 

同學@香港 文灼非 商務 2008 教育

考警天書 加強版 凌劍剛 萬里機構 2015 職業輔導

健身不去GYM 周錦浩 萬里機構 2015 體育

摺紙王 楊旭 萬里機構 2012 文娛

創意摺紙──恐龍 陳超穎(David Chan) 萬里書店 2006 文娛

象棋入門問答 盧洋 萬里機構 2004 文娛

香港觀鳥地圖 香港觀鳥會 萬里機構 2015 文娛

香港踩一圈──單車熱線地圖 周國榮 萬里機構 2013 文娛

貓步尋蹤 NEKOchen 三聯書店 2015 生活百科

新手學壽司 盧悅基 萬里機構 2010 生活百科

新手入廚：精選家常菜 鄭慧芳 萬里機構 2011 生活百科

西點36變 何肖琼 萬里機構 2011 生活百科

蛋糕30問 何肖琼 萬里機構 2011 生活百科

港麵包‧港味道 邱勇靈 萬里機構 2011 生活百科

圖解點心製作教程 蔡潔儀 萬里機構 2012 生活百科
誘人甜品360 飲食業務促進公司 萬里機構 2007 生活百科
美味小菜360 飲食業務促進公司 萬里機構 2007 生活百科

小烤箱美食 方智敏 萬里機構 2008 生活百科

維他命A-Z 中國烹飪協會美食營養專業委員會萬里機構 2007 生活百科

料理教室：蛋糕。撻批。芝味濃 Winnie姐 圓方 2011 生活百科

料理教室：原味．吃出鮮嫩 Feliz Chan 圓方 2011 生活百科

自家手作馬卡龍x慕斯 Alan Chow 飲食天地 2015 生活百科

世界廚房：法國菜 王漢明 萬里機構 2013 生活百科

世界廚房：泰國菜 Jimmy 萬里機構 2013 生活百科

世界廚房：越南菜 郭偉信 萬里機構 2013 生活百科

世界廚房：意大利菜 王漢明 萬里機構 2013 生活百科

世界廚房：韓國菜 黃政傑 萬里機構 2013 生活百科

好味家鄉菜: 中山菜 宋寶瑩 萬里機構 2014 生活百科

好味家鄉菜: 客家菜 王俊義 萬里機構 2014 生活百科

好味家鄉菜: 順德菜 宋寶瑩 萬里機構 2014 生活百科

好味家鄉菜: 福建菜 莊志誠 萬里機構 2014 生活百科

好味家鄉菜：四川菜 莊志誠 萬里機構 2014 生活百科

食樂有文化 吳瑞卿 商務 2006 生活百科

家居花卉輕鬆栽 依琳 萬里機構 2010 生活百科

觀葉植物輕鬆栽 依琳 萬里機構 2010 生活百科

艷麗花卉輕鬆種 依琳 萬里機構 2010 生活百科

香港盆栽 綠川晴 萬里機構 2008 生活百科

海洋--中華通俗文庫 王梧父 中華書局 2015 自然科學 

古代動物--中華通俗文庫 東明 中華書局 2015 自然科學 

星空獵人 楊光宇 商務 2012 自然科學

水的反思 李焯芬 商務 2008 工程學



App Inventor開發探底——俄罗斯方塊開發筆記 清華大學 2016 STEM

4D打印：從創意到現實 清華大學 2016 STEM

中文版SolidWorks 2016完全實戰技術手冊 清華大學 2016 STEM

SolidWorks 2015中文版從入門到精通 清華大學 2015 STEM

3D設計與3D打印 清華大學 2015 STEM

Arduino項目DIY 清華大學 2015 STEM

Solidworks 2013中文版機械設計案例實踐 清華大學 2015 STEM

孔子語錄一百則（中英對照） 丁往道 商務 1997 語言文字

英語一日一諺語 姚昆群,盧思源 商務 1999 語言文字

英語一日一題 (修訂版) 陳朴 商務 2006 語言文字

名人軼事 Anecdotes of eminent people 賀善鏞 、王堅 等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名人雋語 Quotations from eminent people 盧思源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名人演說 Speeches of eminent people 李美瑜、石幼珊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世界寓言 Great fables of the world 陳德運、周國珍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世界童話 Children's stories of the world 甄沛之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聖經故事 Stories from the Bible (Series 2) 余丹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幽默小品 Humorous stories (Series 1) 張信威,詹士維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天方夜譚 The Arabian nights (Series 1) 張信威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名人書信 Letters of eminent people  李美瑜、黃繼忠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愛情詩文 Poetry and prose on love  張曼儀、賀善鏞、賀方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莎劇精選 Excerpts from Shakespeare's great plays潘漢光、黃兆傑 商務 2001 語言文字

英語讀音心法 ─ 讀正英語 2 週間 甄沛之 葉立吾 商務 2006 語言文字

EQ-英文智商 林沛理 天窗 2013 語言文字

學英語，服務做足一百分 石俊傑 萬里機構 2002 語言文字

型人英語 陳瑞華 萬里書店 2013 語言文字 

英語點心 曾淑貞 萬里機構 2013 語言文字 

原來老師都會錯：英語用字篇 MISS P 萬里機構 2009 語言文字

Word糾正不了的英語 陳瑞華 萬里機構 2012 語言文字

英語短句好易記 John McCough 萬里機構 2009 語言文字

英語初級會話 Virginia Yannis 萬里機構 2008 語言文字

英語會話寶典 謝名一，王楚 萬里機構 2008 語言文字

中式英語好易改 黃雪蓉 萬里機構 2009 語言文字

英語改錯速遞 嚴維明 商務 2002 語言文字

英語辨析速遞 張信威 商務 2002 語言文字

英語學習心法 甄沛之 葉立吾 商務 2002 語言文字

交際英語好易學 任洪濤 萬里機構 2009 語言文字

職場英語特訓班 Miss P 萬里機構 2010 語言文字

真英文 梁愛玲Belinda Ginns 萬里機構 2012 語言文字 

從此不再錯 No error again 吳維俊 萬里機構 2002 語言文字

舉一反三學口語 Learn from examples 李裕荃 萬里機構 2002 語言文字

Collins Cobuild 英語用法大全 (全新版) Cobuild編輯部 商務 2015 語言文字

A Voyage in Everyday Words:Cooking Jeremy & Sara Walenn 商務 2010 語言文字

A Voyage in Everyday Words: Nature Jeremy & Sara Walenn 商務 2010 語言文字
A Voyage in Everyday Words: Sports and Games Jeremy & Sara Walenn 商務 2010 語言文字
A Voyage in Everyday Words: Home and Friends Jeremy & Sara Walenn 商務 2010 語言文字

A Voyage in Everyday Words: Festival Jeremy & Sara Walenn 商務 2010 語言文字
A Voyage in Everyday Words: Shopping & Entertainment Jeremy & Sara Walenn 商務 2010 語言文字
Little Women Louisa May Alcott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Emma Jane Austen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Pride and Prejudice Jane Austen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Sense and Sensibility Jane Austen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Peter Pan J. M. Barrie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Jane Eyre Charlotte Brontë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Wuthering Heights Emily Brontë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Lewis Carroll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he Awakening and Selected Short Stories Kate Chopin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Daniel Defoe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A Christmas Carol Charles Dickens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David Copperfield Charles Dickens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Oliver Twist Charles Dickens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A Tale of Two Cities Charles Dickens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Arthur Conan Doyle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Grimms' Fairy Tales The Brothers Grimm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Washington Irving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he Jungle Book Rudyard Kipling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he Call of the Wild Jack London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William Shakespeare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Frankenstein Mary Shelley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Dracula Bram Stoker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reasure Island Robert Louis Stevenson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Gulliver's Travels Jonathan Swift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Mark Twain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 Jules Verne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Jules Verne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 Oscar Wilde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Oscar Wilde 聯合電子 2014 文學 

日語入門 秦仲 萬里機構 2006 語言文字

日語初階 秦仲 萬里機構 2006 語言文字

日語基礎 秦仲 萬里機構 2006 語言文字

日語進階 秦仲 萬里機構 2006 語言文字

旅遊便利說──日語 陳美如 萬里機構 2004 語言文字

極速日語 陳嘉寶 萬里機構 2007 語言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