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組

廣泛閱讀組

初級組

輕鬆點吧！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再會．遊樂場（增訂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梁廣福

著名攝影師梁廣福自八十年代起，走遍香港每個角落，四處拍下一幅幅的珍貴
遊樂場照片；「增訂版」除保留原書的珍貴遊樂場相片，並增添現時仍然保留
下來的傳統遊樂設施圖片。童年時，你曾否試過︰站著來盪鞦韆、從下而上爬上
滑梯、在攀爬架上捉迷藏……尋找舊式遊樂場的零星足印；再度緬懷童年的歡
樂時光；追憶已然消逝的童真樂園。

飛躍青春系列 —— 迷失歲月 (修訂版)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馬翠蘿

十八歲的吳兢好高騖遠，自命不凡，投身社會後份份工作做不長，忽一日又發
現自己並非父母的親生子，徬徨間，吳兢不慎落水跌入海中，不料卻來到了六
十年代的香港……舉目無親的吳兢在六十年代開始了他不同於以往的全新的生
活，他該如何面對陌生的社會，他又遭遇到了怎樣的人與事，這些人和他又有
什麼關聯，他又將如何回到六十年後的社會，他的身世究竟會是怎樣？

超時空天使 (16) [公主傳奇]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馬翠蘿

小嵐、曉晴和曉星來到海亞加市，目睹一件件令他們疑惑又震驚的事情─全城
市民為什麼在同一天去祭祀親人；馬路上為什麼會出現由數百殘障者組成的輪
椅隊伍；草地上為什麼有一堵令人觸目驚心，刻著幾十萬遇難者名字的悼念
牆……二十年前的這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孤獨及自卑說再見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君比

狹小的課室，瞬間只剩下小宇一人。他垂下頭，蠟亮的書桌面，隱約可見的是
他自己無奈的面容。上英文課，彷彿是去了外星留學。當他在猜度老師話裏的
意思時，同學已能準確地回應，並用流利的英語提問。膽戰心驚地上畢一節英
文課，滿以為中文課絕對難不到他。怎知，一翻開書，映入眼簾的滿是繁體
字，一個個似曾相識又陌生的中文字在向他招手。還有老師滿口的廣東話，無
論他如何用心去聽，還是理不出個所以然。
小宇的心「轟」的一聲直往下墜……

香港水生植物圖鑑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水生植物圖鑑》介紹約200種香港的水生和濕地植物，以池塘及沼澤植物
為主，每種都有全株及花、果、葉等部分的圖片，輔以簡單文字介紹。本書可
作園林綠化、自然護理及教育工作者的參考書，也適合一般自然愛好者使用。

Q版特工(34) —— 暴風危情
突破出版社

梁科慶

是藤田五級龍捲風的破壞力驚人？還是黑夜中森林潛伏的猛獸足以致命？
是黑幫與 FBI 的對決、廝殺帶來震撼？抑或R與真生來一次面對面對談，更讓阿
Wing頭痛欲裂、苦惱不堪？要來的始終要來，躲避終究不是辦法，這些耐人尋
味的答案盡在《暴風危情》。

箇中玄機 —— 航空新聞大解碼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藍一樂

雷雨雲、晴空亂流、霧霾污染到底有多可怕？
馬航慘劇震撼人心，航空事件也與政治和經濟扯上關係？
新機場、跑道落成、客艙改革，航空從業員如何周詳考慮航空資源分配？
航空業的一舉一動與我們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近至日常生活及外出旅遊、遠
至國際大事及空難意外，我們又對它了解多少呢？

砌出香港
非凡出版

香港樂高迷用戶組

多位本地積木達人，施展渾身解數，將荔園、九龍城寨、尖沙嘴鐘樓、和昌大
押等多個香港新舊「地標」，一一化身成為大型 3D 積木作品！全書共分四大
章節︰香港建築與地標、交通工具、節慶娛樂、香港之星。讓你全方位地，以
積木砌出香港！

與香港樹木有密切關係的昆蟲
香港昆蟲學會

160多種與香港樹木有密切關係的昆蟲詳細介紹。
900張圖片展示昆蟲生命史各個階段及樹木被侵害特徵。

喵店長

天行者出版

寫給年輕人的話
青桐社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林琪香

鑽進香港大街小巷，尋訪在唱片店、髮型屋、中藥行……身居要職的喵店長~
工作中，請隨便打擾！經常焗油、毛髮光澤順滑的髮型屋生招牌大頭妹；充當
中醫把脈手枕的診所少東蟲草哥；幫酷酷老闆與客人打開話匣子的唱片店孖寶
Mei及Ger……100%地道，27隻香港貓咪的工作日誌！悠閒但盡責的喵店長
們， 今日也當值中喔！

林溢欣

非凡出版

爾東

梁佩玲

本書作者總結了多年教授時間管理課程的經驗和心得，針對一般人不善於分配
和安排時間的弱點，對症下藥，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時間管理模式，讓讀者迅
速地、切實地掌握時間管理的竅門，從而成為時間的主人。普通人只想到如何
度過時間，有才能者設法利用時間！「時間管理」就是「自我管理」，以講求
效率和效果的工作方式及生活習慣，持之以恆地督促自己。

唐朝定居指南
楓樹林

森林鹿

《唐朝定居指南》以淺顯風趣的筆調，介紹唐人衣、食、住、行、語言、娛
樂、宗教、節慶、社會制度等多個方面，從細節出發，展現唐代（主要是初唐
時期的長安）社會圖景。這並不是一本穿越小說，書名中的“穿越”是因為作
者寫作此書的初衷，是難以忍受時下流行的古代穿越劇中錯漏百出的歷史細
節，以“穿越指南”作反諷調侃之意。作者假定一種情境，即作為現代人的讀
者，如果穿越到了唐朝，他們親眼所見的真實唐人生活會是什麼樣子的。

給孩子的散文
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陀

「讀散文就像穿越田野，無邊無際，遍地花開。合上書打開書，我們眼前會展
開更廣闊的世界。」「散文的語言空間，海闊天空，山高水長，手裏有一支
筆，就如同抓住了一匹飛馬的韁繩，寫作可以升天入地，任意馳騁。」
李陀、北島挑選46篇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散文，期望這個集子作為一個很小很小
的窗口，讓孩子看到窗口外面，是一個美妙瑰麗的世界。

無花果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胡燕青

《無花果》是胡燕青最新的詩集。胡燕青的詩越來越容易明白，郤包含了更多
經歷。家人、好友、基層生活、家庭和社會的破碎與分裂，信仰和世道的角
力、香港和中國的異同……她無一不談。很明顯，作者想和讀者做好朋友，她
不要他們因看不懂她的詩而與她疏離。

尋找幸福的初心
格子盒作室

瑋呈媽媽

那一年，瑋呈三歲，醫生診斷他有自閉傾向，後來再被診斷有專注力不足與過度
活躍的徵狀。瑋呈媽媽內心悲傷，滿腹疑問：「我的兒子可能永遠不能明白我的
愛……」、「我們之間可能永遠不能愉快地交談……」，後來，她慢慢經驗到，
一個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庭，只要調校自己生活的步調及重新審視對孩子的期
望，仍能重建幸福的生活。幸福不在於擁有多少，乃在於持有怎樣的生活態度。
外在暴雨，心中驕陽，凡事隨遇而安，學懂知足，便是最大的幸福了。

我哋當舖好有情

徐振邦

當舖行業很神秘，又有點偏門。神秘，是因為他是最早講求私隱的行業，更沒有
將客戶轉售圖利。偏門，他沒有像銀行一樣找收數公司去收數！
當舖行業的出現，最早是為窮人打開方便之門。在歐洲，開始時是由修院經營，
在中國，由寺院打理，都是出於宗教理由。後來當舖轉為私營，可想而知，商機
處處。在舊社會，就像米舖一樣，開在大街小巷上，與普羅大眾互相依附。

如果這樣，會怎樣？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途上 —— 賞閱年輕人的文章風景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徘徊生死血肉文字間 —— 病理科醫生手記

蘭德爾．門羅

由蘭德爾 ． 門羅來當你的嚮導，科學很快就會變得無厘頭且逗趣。例如，你會知
道，以接近光速投出的棒球，可能會夷平整個城區；一莫耳的鼴鼠，可能會使行
星窒息於一層肉當中；電影「星際大戰」裡的尤達大師，可以用原力來幫電動
Smart車充電。從「遇見你的靈魂伴侶」到「以真正元素來建立週期表的種種死
法」，蘭德爾 ． 門羅都以令人捧腹大笑、佩服不已的答案，為我們解釋一切。

許嫣

作為病理科醫生，作者在工作上經常面對屍體、內臟和細胞，鮮有親身接觸病
者。然而，多年來處理過的個案，在她眼中其實都是一個個完整的人—有思
想、有感受，也有血汗和淚水。他們患病的心情、面對生離死別的反應、種種
喜怒哀樂，作者都嘗試以同理心感受，用筆墨記錄這些令人感動慨歎的故事。

外傭 —— 住在家中的陌生人

在各式超市林立的今天，「濕漉漉，污糟邋遢」的街市仍然是香港人生活的一
部分。或許是街市有各式各樣的食材，又或許是街市滿載了很多人的回憶，就
如香港島的街市既有傳統的，亦有新穎的。大家遊走不同的街市，或會發現各
有不同的特色，如嘉咸街是傳統市集，既有中式食材，也有西式食材；又如春
秧街市集和電車共存，這些特色的街市在其他地區已很難找到。但在城市發展
之下，無論是傳統抑或新穎的街市，均面對着不同的挑戰。

圖解時間管理學

高級組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這個社會終將是由現在的年輕人肩負，然而面對世界一切，年輕人要如何在迷
惘中，解答所有看似沒有準確答案的問題？本書共分五章，作者林溢欣會告訴
你，如何從當年那個為溫不及書而哭的學生，變成一個如今會為自己學生的起
伏而哭的老師，透過回憶，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鼓勵年輕人一起追夢。

樂遊香港街市

廣泛閱讀組

區樂民

考試成績欠佳，朋友借了你的錢無意歸還，上司亂發脾氣，情人提出分手，跟
家人吵架……人生，總有不如意。快樂是可以學回來的。每當感到不開心，便
問自己：「三年後，再評核此刻狀況，我會否依然不快樂？」真正重要的事情
原來很少。做人，大可輕鬆一點。

突破出版社
陳濤

中文組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蘇美智

外傭離鄉別井來港工作，她們每一位背後都有一個故事。這書就是要讓讀者認
識這個住在家中的陌生人，以及了解歷史及家庭結構下，菲傭的生命 生活軌
跡。

香港騎樓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林蔓莉

香港騎樓，在迅速改變的城市發展中逐漸消失，倖存至今的僅約一百座。幾年
來兩位作者走訪港九各街道，以照片記錄這近百座港式騎樓，分享他們對騎樓
建築特色的解讀，並附上地圖標明每座騎樓位置，供讀者按圖索驥前往實地欣
賞，感受港人昔日的生活環境。

近田得米 —— 香港永續生活新煮意
印象文字

蘇文英

作者走訪本地12個農場，帶我們親睹綠油油田野間的永續生活實踐，耳聞農夫
道出香港農業的現況，再配以20個取材自農場食材及公平貿易食品的私房菜食
譜，構成了一趟刺激味蕾並充滿自然氣息的旅程，讓我們重新認識自然生態與
本地農業，展開對這種生活模式的新想像。

動物農莊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喬治．歐威爾

嚴格地說，《動物農莊》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個諷刺性的政治寓言。它的特
點是：在內容上豐富、深刻，在文字上卻十分淺顯、明晰。因此，它被公認為
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寓言，並在現代英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地位。

生死場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蕭紅

本書通過描寫一個東北村莊裏人們的生產、生殖和人倫關係，寫出了生命的卑
賤、貧困、疾病和死亡；人性的柔弱、蒙昧和反抗。對人性、人的生存這一古
老的問題進行了透徹而深邃的詮釋。在文學表現方面，小說類似電影文學劇
本，重場景，重細節，全篇佈滿意象、象徵和互喻，是一部詩性的悲劇作品。

生命邊緣的守護者 —— 急症醫護最前線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急症醫學會

為何病人等六小時，急症醫生才看五分鐘？休克、服毒、心臟病、哮喘、腳
痛，醫生先處理哪種病？救護車和救護員原來不屬於醫院管理？年中無休、人
氣旺盛的急症室，看似是醫院裏普通人最容易接觸的一處，卻是爭分奪秒、危
症繁多、最容易令病患誤解埋怨的場所。第一本全面的香港急症專科知識專
書，讓你了解急症界最完整的面貌！

文學大師的理與情
突破出版社

梁科慶

本書收錄魯迅、朱自清、胡適、徐志摩、梁啟超、夏丐尊、郁達夫、鄭振鐸、
廬隱、朱湘、王統照十一位文學大師的精選名篇，篇後更有梁科慶、阿谷、周
淑屏三人的導讀，與及配合公開試寫作試題要求、學習吸收名篇養分的寫作指
引。 這20篇文章成了文學大師給讀者上的20堂閱讀課、寫作課，值得向老師、
家長、學生及熱愛閱讀、寫作的讀者推介。

快樂自在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李焯芬

都市人的心，總不易靜下來；外在的凡事，無時牽動著內心的妄念透過小故事
分享生活智慧，揭開活得快樂自在的秘密！凡心猶如層層的紗幕，遮蓋眼前的
真相，前塵往事、自我膨脹，都是令人們看不清實相的阻礙。自在不難，當下
即是。本集子所收錄的六十一則心靈小故事，幫助我們去感悟和累積多一點的
生活智慧。原來，「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都不是天大的難事。

談古論今話香江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江啟明

本書收錄了香港著名畫家江啟明先生多年來走訪香港大街小巷寫生描繪的畫
作，並以簡煉的文字把舊時香江、現在香港的一面，按題細說對照一番。細讀
本書，讓我們知道香港的那些年、那些事，然後更了解我城。

鄧擎宇

這些「年輕人的作品」，會令讀者眼前一亮。書中有著名作家和學者的評語，
以及由編委會撰寫的作品導讀，彰顯作品的特色。

永恒的瞬間 —— 西方古典音樂小史及隨筆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麥華嵩

本書作者寫作西方古典音樂賞析與評論經年，書中文字是作者的對古典音樂的
心得彙編。本書語調一如音樂愛好者分享感思，文字風格自然，不故作艱澀的
學術討論。對古典音樂有興趣的讀者，無論剛入門還是已有相當體驗，本書皆
可給予開卷之樂。

音樂大歷史 —— 從巴比倫到披頭四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霍華．古鐸

顛覆以音樂家生平拼湊的斷簡殘編，用最宏觀的視野，探索音樂革新帶來的人
類歷史改變。由當代作曲家古鐸撥開音樂起源的層層迷霧，帶你一同聆聽隨著
時代變遷而進化的聲響！

設計的力量：如何讓百年老牌煥然一新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衛．巴特勒

擁有規模的老牌大企業，它們的危機在於無法快速因應變局；至於那些最靈活
的新創公司，則有九成因為無法擴大規模而宣告失敗。凡是想要與時俱進、不
斷成長的企業，「規模」與「靈活」都是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有什麼東西，
能夠幫助我們同時創造規模與靈活？答案是設計。

令人著迷的生與死 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雪萊．卡根

卡根教授挑戰一般人對於死亡本質的普遍觀點，他認為：靈魂並不存在、永生
不是件好事、死亡是生命中最確定的事情，所以不應該害怕死亡，且在特定情
況下，自殺可能在理性與道德上都具有正當性。卡根教授援引古今哲學，並以
日常生活事件為例，透過反覆辯證，以清晰的脈絡探討死亡的意義，進而帶領
我們思考生命的價值，該以何種態度面對人生這趟旅程：因為死亡，生命顯得
美好，當我們越能夠正視死亡，越可以擁有好好活著的決心與勇氣。

向人生提問的藝術
商周出版

魯爾夫．杜伯里

在《向人生提問的藝術》中，作者杜伯里提出種種與人生有關的疑問，從成
功、事業、愛情、婚姻、性，一直追問到年齡、死亡與上帝，問題幽默諷刺、
一針見血，讓人在開懷大笑或會心微笑之餘獲得深刻的啟發。每天，從真誠地
回答一個問題開始，透過不斷地反問，看見日漸清晰的生命輪廓。

歡樂哲學課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明明

《歡樂哲學課》讓你一次掌握影響人類文明的多位哲學大師，他們親切得像隔
壁鄰居。本書的歡樂風格正是一道開胃菜，誘發你對哲學的求知欲，獨特、戲
謔、解構、顛覆的寫法，又充滿了情懷，令讀者和哲學愛好者們大呼過癮，酣
暢淋漓；或莞爾一笑，點頭稱是。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八旗文化

半藤一利

日本現代史上，從未有一天像8月15日那樣充滿了無奈、艱困的選擇以及戲劇
性的張力。這一天因此成為日本歷史上最漫長難捱的一日，也決定了戰後日本
的政治體制，而今日東亞國家政府、媒體和民間所充斥的各種爭議—祭拜靖國
神社、慰安婦、教科書、憲法修改等議題，也都由此而生。

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 ─ 一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
愛米粒

李晛瑞

出生時，我叫做金智惠；母親改嫁時，改名為朴敏英；為了隱藏身分，我又變
成蔡美蘭、張順香、蔡尹希、朴順子。李晛瑞是我擁有的第七個，希望也是最
後一個的名字……1997年，即將18歲的我決定偷渡去中國見識一下，但作夢也
沒想到從此沒了回頭路，我竟變成了背叛祖國的脫北者……靠著勇氣、毅力與
貴人們的愛，終於撐過來了。現在，請聽我大聲告訴每一個你，關於北韓的真
面目，一路走來的心酸與煎熬，希望大家都能更關注此議題，並讓脫北者知
道：世界上還有許多人的信念跟他們同在！

食人有錯? 法律大案如何影響世界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阿倫．C．哈欽森

偉大案件（Great Cases）是那些在普通法發展過程中，與其密切相關的司法判
決。這本書由加拿大約克大學的法律學者哈欽森教授撰寫，他以引人入勝的故
事手法，討論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八宗偉大案件對普通法發展的
深遠影響，以及展現出普通法的特性。
主辦機構：

支持機構：

鳴謝：

優質圖書館網絡

比賽細則

中文組
V. 交稿方法

I. 參賽規則
1. 參賽作品必須交由學校推薦。每所學校推薦中、英文各組別（初級組及高級組）之作品，
每組不能多於十份。
2. 同學可參與同級之比賽多於一次，但所寫之書籍不能重複。
3. 中英文組廣泛閱讀組不限主題，同學可自由選擇書籍撰寫報告，或從主辦機構提供推薦書
目中選取合適書籍作報告。
4. 中文組文言文組鼓勵文言閱讀，同學可自由選擇文言篇章撰寫報告，報告可以文言文或
白話文書寫。

II. 參賽組別：
中文組
廣泛閱讀組
•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600至1,000字）
•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 （字數：1,500至2,000字）
文言文組
•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600至1,000字）
* 若以文言文寫作︰字數不超過100字
•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1,500至2,000字）
* 若以文言文寫作︰字數不超過250字

VI. 總選評判 (排名按筆劃序)

英文組
陳善偉教授
趙榮德先生
練美兒教授
Dr. Nicholas SAMPSON
John MILLEN

英文組

VII. 獎項及獎品

廣泛閱讀組
•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600至1,000字）
•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1,500至2,000字）

1.

III. 參賽作品格式要求
1.
2.
3.
4.
5.
6.

參賽作品務求整潔，字體端正並需列明字數。凡字數超越規定，將作廢論。學校挑選後的
作品必須謄寫清楚。
中文組：稿件可用原稿紙撰寫，或採用電腦打字形式（必須選用A4 size紙張）。
英文組：稿件可手寫或採用電腦打字形式（必須選用A4 size紙張）。
切勿在參賽稿件上直接填寫學生的姓名及學校名稱，以示公正。
稿件上必須列明所閱讀之書籍、作者及出版社名稱。
切勿一稿兩投，一經發現，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
3.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暨中文系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資深講師
孔聖堂中學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文化及傳意部講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及系主任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Former UK Head of Languages Department,
Author of Athens Anthology

各中英文組得獎者各得獎盃、獎狀及商務印書館送出
• 冠軍︰三千元現金書券
• 亞軍︰一千五百元現金書券
• 季軍：一千元現金書券
• 優異獎兩名：三百元現金書券
各組冠軍同學所就讀之學校可獲賽會頒授錦旗一面。
所有經學校推薦參賽之同學均可獲賽會頒發參賽證明書及折扣優惠券。

賽會保留修改上述細則之權利而毋須預先知會學校及參賽者。
獲獎作品的版權為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所擁有。
比賽結果以評審團之最後決定為準。
頒獎典禮預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上旬舉行。

查詢
何小姐（2976 6786）或 黃小姐（電話︰2976 6623）

經典成語故事大全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哲理寓言大全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顧隨

本書是根據葉嘉瑩聽顧隨講中國古典詩詞的課堂筆記，經過顧隨的女兒、河北
大學教授顧之京整理而成。是保存了60年後第一次全部問世出版。作者對詩歌
具有敏銳的感受力與深刻的洞見，對中國古典詩詞的教學講授，更多是感悟中
國古典詩詞的大境界，闡發中國文化的智慧，把學術研究與學術普及結合在一
起，把作詩與做人、詩詞與人生相提並論，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中，領會人
生的妙義，感悟現實生活的哲理。

唐詩必讀一百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金文明

本書以講故事的形式介紹最常用的三百多個經典成語，篇幅短但具概括性，包
含成語的基本內容、來龍去脈以及相關背景。每條成語均標註釋義，說明字面
義及引申義，出處，難字標有普通話發音及粵音。書中並附筆畫索引供快速查
閱。

本書用最簡的文字來解釋字詞、介紹寫作背景、賞析詩文，把可能遇到的不確
定讀音明確標註出來，把可能不好理解的地方簡明地加以解說，把可能影響理
解的歷史差異儘量說明。邀請資深教育專家康一橋先生用粵語朗讀，字正腔
圓，聲情並茂，好聽好記。

宋詞必讀一百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嚴北溟

本書由中國哲學史家嚴北溟將哲理寓言熔哲學、文學和藝術於一爐，蘊含著深雋
的哲理和寶貴的生活經驗。新書從中國歷代典籍中精選出富有哲理的寓言故事三
百三十則，上囊先秦政治哲理片段，下括明清生活寓言故事。書中把這些寓言用
白話翻譯並擴充為完整故事，附加解說闡釋，從而化古樸簡奧為現代平易。

張企榮

王愛娣

本書依宋詞的流派、表達的內容，參照誦讀的難易、知名的程度，精選100首
進行賞讀，基本涵蓋大眾須熟知的宋詞名篇。並配有插圖和廣東話朗誦光碟。

詩經必讀一百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姚小鷗

用最直接的方法和最簡明的文字來解釋字詞、介紹背景、賞析詩文，每首詩都附
有白話對譯，方便易學。書中千古佳句，世代相傳。每篇原文之後都註明經典名
句，便於讀者記憶背誦。

本書深入淺出，除了重視典故的來龍去脈，也重視展現典故的形式的變化，學
習和教學相宜。

唐宋詩鑒賞

中國經典名言大全

一個詩人就是一個傳奇，一首詩歌就是一個世界。唐代詩人，璀璨如滿天星斗，
詩代詩聖光耀千古。唐詩的數量，浩瀚如汪洋大海，傳世佳作俯拾即是。宋詩的
美，是一種平淡的美。與唐詩相比，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宋詩以意勝，富
於理趣，在詩中蘊含人生哲理，其說理更為透徹。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李永田

本書選取了西漢以前的諸子精闢的名言，加以注釋和鑒賞，文中句子廣為引
用、耳熟能詳，富含人生及社會哲理。短短數句，體現原文主要思想內容。

古典三分鐘系列 —— 世說新語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古典三分鐘系列 —— 古文觀止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范子燁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吳洋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張慶利

繆文遠

《戰國策》是中國古代文史名著，是從戰國到秦、漢間縱橫家遊說之辭和權變
故事的彙編。《戰國策》全書共有460章，本書選取十分之一文字加以註譯和
評析，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好者擴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
面，有所裨益。

中國古文鑒賞

李永田

李永田

全書樸實平易，解讀詳盡，語言由表及裏，深入淺出，是學習和品鑒中國古代
散文的實用手邊書。所選皆是流傳廣，影響大，膾炙人口的精品，較完整地體
現了各代的散文風貌，比《古文觀止》覆蓋面更廣，可讀性更強。每篇古文之
前，皆有簡明介紹，說明典籍的出處、作者生平以及創作等。原文之後附有詳
盡的注釋及鑒賞。

程中山

本書依據《中國新文學大系》體例，將1919-1949年間香港文學的代表作品按類
別整理為11卷，另加一卷〈史料及索引卷〉，合共12卷，供讀者及研究人員了解
這段期間的香港文學面貌，是了解上世紀上半葉香港文學發展的必備用書。本卷
選錄1843至1949年間的香港舊體文學作品，其中各體俱備，唐宋風格，中西思
想，兼采並重；題材豐富，或述人生際遇，或寫江山風月，或反映香港時局、家
國災禍，如鼠疫、馬棚大火、省港大罷工、烽火國難等，時代色彩極為鮮明。

彩圖唐詩三百首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讀唐詩是學習語文，傳承文化的大眾化的途徑。清代蘅塘退士輯錄的《唐詩三
百首》是最流行的選本，薈萃了唐詩的精華，是中小學生接觸中國古典詩歌最
好的入門書籍。本書依唐詩表達的內容、詩歌的長短，參照唐詩誦讀的難易、
知名的程度進行選擇，選取300首精彩的唐詩。用彩圖配合唐詩詩意，一詩一
畫，幫助理解。

後漢書 ——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左傳》是中國古代最早一部敘事詳盡的編年史，共35卷。《左傳》全稱《春
秋左氏傳》，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漢朝以後才多稱《左傳》，是為《春
秋》做注解的一部史書，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
傳”。《左傳》既是一部戰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學名著。相傳是春秋末期魯國
史官左丘明所著。本書選擇了《左傳》中膾炙人口、流傳深廣，又有許多現實
意義和多種啟發意義的文段28篇，加以釋解。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好者擴
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面，有所裨益。

古典三分鐘系列 —— 戰國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古文觀止》是清人吳楚材、吳調侯所編選的一本膾炙人口的古文選本。所選
均為傳世佳作，這些文章不僅文辭優美，文法謹嚴，而且能夠展現當時的傑出
思想，取一編在手，納千載於心，不僅適合學童啟蒙，亦有利於一般人翻檢欣
賞。本書選取了歷代文章三十篇，加以註譯和評析，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
好者擴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面，有所裨益。

古典三分鐘系列 —— 左傳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文學系1919-1949：舊體文學卷

《世說新語》是一部記述魏晉士大夫言談軼事的筆記小說。是由南北朝劉宋宗
室臨川王劉義慶（403-444年）組織一批文人編寫的，梁代劉峻作注。全書原
八卷，劉峻注本分為十卷，今傳本皆作三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門，全書共一千多則，記述自漢末到劉宋時名士貴族的軼
聞軼事，主要為有關人物評論、清談玄言和機智應對的故事。本書選取80條故
事加以注譯和評析，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好者擴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
道德情操等方面，有所裨益。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同時，歡迎登入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網站 www.hkep.com，瀏覽「第三十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之得獎作品。

王國安、金文明

中國歷代詩歌，源遠流長，其中不少詩歌創作包含著動人的故事。本書精選一
百五十多首詩歌，按照朝代順序先後排列，以故事的形式，生動形象地展示著
名詩篇的出典和背景，閱讀故事不僅是一個輕鬆愉快拓展知識的過程，也可以
幫助理解詩歌的含義，可以加深對古代社會的了解。提升閱讀的興趣和閱讀能
力的同時，使詩詞名句順其自然熟記於心。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V. 截稿日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以郵戳為準，逾期稿件恕不受理）

中國詩歌故事大全

中國經典典故大全

備註
1.
2.
3.
4.

中國古典詩詞感發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來稿請連同已填妥之參賽表格，並於截稿日期前郵寄或親遞主辦單位（地址：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號東匯廣場9樓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市場部），信封面請註明「第三十一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中文組
陳潔儀博士
單周堯教授
程中山博士
楊永漢博士
鄧思穎博士
劉衞林博士
謝錫金教授

文言文組

馬彪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分120卷，包括紀十
卷、列傳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記載了從王莽末年起至漢獻帝之間約200年的歷
史，其價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陳
寅恪也說：「蔚宗（范曄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

史記 ——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馬彪

《史記》又稱《太史公書》，西漢司馬遷所撰，是中國第一本紀傳體通史。
《史記》以人物為主，憑藉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對不同人物的描
述，記述了自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共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又以八書記錄歷代
制度的沿革；再以十表疏通史事脈絡。《史記》在體例上的安排對後世影響深
遠，為各史所沿用。《史記》語言形象生動，對人物的塑造也很成功，在文學
上也佔據著極高的地位。魯迅評《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漢書 ——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馬彪

《漢書》從來被認為是史書難讀的一部，作者喜歡用古字、難字的風格為閱讀
者平增了很多不便。但是，由於其結構模仿《史記》，即對司馬遷所創「紀傳
體」忠實地予以了繼承，所以從全書構架上《漢書》也有容易理解的一面。讀
者只要抓住《帝紀》十二卷之「經」，《表》八卷、《志》十卷、《傳》七十
卷為「緯」的特點，稍稍參考注解和翻譯閱讀的話，其實並不很難，甚至多有
引人入勝之處。

比賽細則

中文組
V. 交稿方法

I. 參賽規則
1. 參賽作品必須交由學校推薦。每所學校推薦中、英文各組別（初級組及高級組）之作品，
每組不能多於十份。
2. 同學可參與同級之比賽多於一次，但所寫之書籍不能重複。
3. 中英文組廣泛閱讀組不限主題，同學可自由選擇書籍撰寫報告，或從主辦機構提供推薦書
目中選取合適書籍作報告。
4. 中文組文言文組鼓勵文言閱讀，同學可自由選擇文言篇章撰寫報告，報告可以文言文或
白話文書寫。

II. 參賽組別：
中文組
廣泛閱讀組
•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600至1,000字）
•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 （字數：1,500至2,000字）
文言文組
•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600至1,000字）
* 若以文言文寫作︰字數不超過100字
•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1,500至2,000字）
* 若以文言文寫作︰字數不超過250字

VI. 總選評判 (排名按筆劃序)

英文組
陳善偉教授
趙榮德先生
練美兒教授
Dr. Nicholas SAMPSON
John MILLEN

英文組

VII. 獎項及獎品

廣泛閱讀組
•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600至1,000字）
•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1,500至2,000字）

1.

III. 參賽作品格式要求
1.
2.
3.
4.
5.
6.

參賽作品務求整潔，字體端正並需列明字數。凡字數超越規定，將作廢論。學校挑選後的
作品必須謄寫清楚。
中文組：稿件可用原稿紙撰寫，或採用電腦打字形式（必須選用A4 size紙張）。
英文組：稿件可手寫或採用電腦打字形式（必須選用A4 size紙張）。
切勿在參賽稿件上直接填寫學生的姓名及學校名稱，以示公正。
稿件上必須列明所閱讀之書籍、作者及出版社名稱。
切勿一稿兩投，一經發現，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
3.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暨中文系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資深講師
孔聖堂中學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文化及傳意部講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及系主任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Former UK Head of Languages Department,
Author of Athens Anthology

各中英文組得獎者各得獎盃、獎狀及商務印書館送出
• 冠軍︰三千元現金書券
• 亞軍︰一千五百元現金書券
• 季軍：一千元現金書券
• 優異獎兩名：三百元現金書券
各組冠軍同學所就讀之學校可獲賽會頒授錦旗一面。
所有經學校推薦參賽之同學均可獲賽會頒發參賽證明書及折扣優惠券。

賽會保留修改上述細則之權利而毋須預先知會學校及參賽者。
獲獎作品的版權為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所擁有。
比賽結果以評審團之最後決定為準。
頒獎典禮預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上旬舉行。

查詢
何小姐（2976 6786）或 黃小姐（電話︰2976 6623）

經典成語故事大全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哲理寓言大全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顧隨

本書是根據葉嘉瑩聽顧隨講中國古典詩詞的課堂筆記，經過顧隨的女兒、河北
大學教授顧之京整理而成。是保存了60年後第一次全部問世出版。作者對詩歌
具有敏銳的感受力與深刻的洞見，對中國古典詩詞的教學講授，更多是感悟中
國古典詩詞的大境界，闡發中國文化的智慧，把學術研究與學術普及結合在一
起，把作詩與做人、詩詞與人生相提並論，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中，領會人
生的妙義，感悟現實生活的哲理。

唐詩必讀一百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金文明

本書以講故事的形式介紹最常用的三百多個經典成語，篇幅短但具概括性，包
含成語的基本內容、來龍去脈以及相關背景。每條成語均標註釋義，說明字面
義及引申義，出處，難字標有普通話發音及粵音。書中並附筆畫索引供快速查
閱。

本書用最簡的文字來解釋字詞、介紹寫作背景、賞析詩文，把可能遇到的不確
定讀音明確標註出來，把可能不好理解的地方簡明地加以解說，把可能影響理
解的歷史差異儘量說明。邀請資深教育專家康一橋先生用粵語朗讀，字正腔
圓，聲情並茂，好聽好記。

宋詞必讀一百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嚴北溟

本書由中國哲學史家嚴北溟將哲理寓言熔哲學、文學和藝術於一爐，蘊含著深雋
的哲理和寶貴的生活經驗。新書從中國歷代典籍中精選出富有哲理的寓言故事三
百三十則，上囊先秦政治哲理片段，下括明清生活寓言故事。書中把這些寓言用
白話翻譯並擴充為完整故事，附加解說闡釋，從而化古樸簡奧為現代平易。

張企榮

王愛娣

本書依宋詞的流派、表達的內容，參照誦讀的難易、知名的程度，精選100首
進行賞讀，基本涵蓋大眾須熟知的宋詞名篇。並配有插圖和廣東話朗誦光碟。

詩經必讀一百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姚小鷗

用最直接的方法和最簡明的文字來解釋字詞、介紹背景、賞析詩文，每首詩都附
有白話對譯，方便易學。書中千古佳句，世代相傳。每篇原文之後都註明經典名
句，便於讀者記憶背誦。

本書深入淺出，除了重視典故的來龍去脈，也重視展現典故的形式的變化，學
習和教學相宜。

唐宋詩鑒賞

中國經典名言大全

一個詩人就是一個傳奇，一首詩歌就是一個世界。唐代詩人，璀璨如滿天星斗，
詩代詩聖光耀千古。唐詩的數量，浩瀚如汪洋大海，傳世佳作俯拾即是。宋詩的
美，是一種平淡的美。與唐詩相比，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宋詩以意勝，富
於理趣，在詩中蘊含人生哲理，其說理更為透徹。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李永田

本書選取了西漢以前的諸子精闢的名言，加以注釋和鑒賞，文中句子廣為引
用、耳熟能詳，富含人生及社會哲理。短短數句，體現原文主要思想內容。

古典三分鐘系列 —— 世說新語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古典三分鐘系列 —— 古文觀止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范子燁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吳洋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張慶利

繆文遠

《戰國策》是中國古代文史名著，是從戰國到秦、漢間縱橫家遊說之辭和權變
故事的彙編。《戰國策》全書共有460章，本書選取十分之一文字加以註譯和
評析，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好者擴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
面，有所裨益。

中國古文鑒賞

李永田

李永田

全書樸實平易，解讀詳盡，語言由表及裏，深入淺出，是學習和品鑒中國古代
散文的實用手邊書。所選皆是流傳廣，影響大，膾炙人口的精品，較完整地體
現了各代的散文風貌，比《古文觀止》覆蓋面更廣，可讀性更強。每篇古文之
前，皆有簡明介紹，說明典籍的出處、作者生平以及創作等。原文之後附有詳
盡的注釋及鑒賞。

程中山

本書依據《中國新文學大系》體例，將1919-1949年間香港文學的代表作品按類
別整理為11卷，另加一卷〈史料及索引卷〉，合共12卷，供讀者及研究人員了解
這段期間的香港文學面貌，是了解上世紀上半葉香港文學發展的必備用書。本卷
選錄1843至1949年間的香港舊體文學作品，其中各體俱備，唐宋風格，中西思
想，兼采並重；題材豐富，或述人生際遇，或寫江山風月，或反映香港時局、家
國災禍，如鼠疫、馬棚大火、省港大罷工、烽火國難等，時代色彩極為鮮明。

彩圖唐詩三百首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讀唐詩是學習語文，傳承文化的大眾化的途徑。清代蘅塘退士輯錄的《唐詩三
百首》是最流行的選本，薈萃了唐詩的精華，是中小學生接觸中國古典詩歌最
好的入門書籍。本書依唐詩表達的內容、詩歌的長短，參照唐詩誦讀的難易、
知名的程度進行選擇，選取300首精彩的唐詩。用彩圖配合唐詩詩意，一詩一
畫，幫助理解。

後漢書 ——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左傳》是中國古代最早一部敘事詳盡的編年史，共35卷。《左傳》全稱《春
秋左氏傳》，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漢朝以後才多稱《左傳》，是為《春
秋》做注解的一部史書，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
傳”。《左傳》既是一部戰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學名著。相傳是春秋末期魯國
史官左丘明所著。本書選擇了《左傳》中膾炙人口、流傳深廣，又有許多現實
意義和多種啟發意義的文段28篇，加以釋解。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好者擴
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面，有所裨益。

古典三分鐘系列 —— 戰國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古文觀止》是清人吳楚材、吳調侯所編選的一本膾炙人口的古文選本。所選
均為傳世佳作，這些文章不僅文辭優美，文法謹嚴，而且能夠展現當時的傑出
思想，取一編在手，納千載於心，不僅適合學童啟蒙，亦有利於一般人翻檢欣
賞。本書選取了歷代文章三十篇，加以註譯和評析，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
好者擴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面，有所裨益。

古典三分鐘系列 —— 左傳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文學系1919-1949：舊體文學卷

《世說新語》是一部記述魏晉士大夫言談軼事的筆記小說。是由南北朝劉宋宗
室臨川王劉義慶（403-444年）組織一批文人編寫的，梁代劉峻作注。全書原
八卷，劉峻注本分為十卷，今傳本皆作三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門，全書共一千多則，記述自漢末到劉宋時名士貴族的軼
聞軼事，主要為有關人物評論、清談玄言和機智應對的故事。本書選取80條故
事加以注譯和評析，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好者擴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
道德情操等方面，有所裨益。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同時，歡迎登入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網站 www.hkep.com，瀏覽「第三十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之得獎作品。

王國安、金文明

中國歷代詩歌，源遠流長，其中不少詩歌創作包含著動人的故事。本書精選一
百五十多首詩歌，按照朝代順序先後排列，以故事的形式，生動形象地展示著
名詩篇的出典和背景，閱讀故事不僅是一個輕鬆愉快拓展知識的過程，也可以
幫助理解詩歌的含義，可以加深對古代社會的了解。提升閱讀的興趣和閱讀能
力的同時，使詩詞名句順其自然熟記於心。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V. 截稿日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以郵戳為準，逾期稿件恕不受理）

中國詩歌故事大全

中國經典典故大全

備註
1.
2.
3.
4.

中國古典詩詞感發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來稿請連同已填妥之參賽表格，並於截稿日期前郵寄或親遞主辦單位（地址：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號東匯廣場9樓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市場部），信封面請註明「第三十一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中文組
陳潔儀博士
單周堯教授
程中山博士
楊永漢博士
鄧思穎博士
劉衞林博士
謝錫金教授

文言文組

馬彪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分120卷，包括紀十
卷、列傳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記載了從王莽末年起至漢獻帝之間約200年的歷
史，其價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陳
寅恪也說：「蔚宗（范曄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

史記 ——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馬彪

《史記》又稱《太史公書》，西漢司馬遷所撰，是中國第一本紀傳體通史。
《史記》以人物為主，憑藉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對不同人物的描
述，記述了自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共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又以八書記錄歷代
制度的沿革；再以十表疏通史事脈絡。《史記》在體例上的安排對後世影響深
遠，為各史所沿用。《史記》語言形象生動，對人物的塑造也很成功，在文學
上也佔據著極高的地位。魯迅評《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漢書 ——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馬彪

《漢書》從來被認為是史書難讀的一部，作者喜歡用古字、難字的風格為閱讀
者平增了很多不便。但是，由於其結構模仿《史記》，即對司馬遷所創「紀傳
體」忠實地予以了繼承，所以從全書構架上《漢書》也有容易理解的一面。讀
者只要抓住《帝紀》十二卷之「經」，《表》八卷、《志》十卷、《傳》七十
卷為「緯」的特點，稍稍參考注解和翻譯閱讀的話，其實並不很難，甚至多有
引人入勝之處。

比賽細則

中文組
V. 交稿方法

I. 參賽規則
1. 參賽作品必須交由學校推薦。每所學校推薦中、英文各組別（初級組及高級組）之作品，
每組不能多於十份。
2. 同學可參與同級之比賽多於一次，但所寫之書籍不能重複。
3. 中英文組廣泛閱讀組不限主題，同學可自由選擇書籍撰寫報告，或從主辦機構提供推薦書
目中選取合適書籍作報告。
4. 中文組文言文組鼓勵文言閱讀，同學可自由選擇文言篇章撰寫報告，報告可以文言文或
白話文書寫。

II. 參賽組別：
中文組
廣泛閱讀組
•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600至1,000字）
•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 （字數：1,500至2,000字）
文言文組
•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600至1,000字）
* 若以文言文寫作︰字數不超過100字
•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1,500至2,000字）
* 若以文言文寫作︰字數不超過250字

VI. 總選評判 (排名按筆劃序)

英文組
陳善偉教授
趙榮德先生
練美兒教授
Dr. Nicholas SAMPSON
John MILLEN

英文組

VII. 獎項及獎品

廣泛閱讀組
• 初級組：中一至中三（字數：600至1,000字）
• 高級組：中四至中六（字數：1,500至2,000字）

1.

III. 參賽作品格式要求
1.
2.
3.
4.
5.
6.

參賽作品務求整潔，字體端正並需列明字數。凡字數超越規定，將作廢論。學校挑選後的
作品必須謄寫清楚。
中文組：稿件可用原稿紙撰寫，或採用電腦打字形式（必須選用A4 size紙張）。
英文組：稿件可手寫或採用電腦打字形式（必須選用A4 size紙張）。
切勿在參賽稿件上直接填寫學生的姓名及學校名稱，以示公正。
稿件上必須列明所閱讀之書籍、作者及出版社名稱。
切勿一稿兩投，一經發現，將被取消參賽資格。

2.
3.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暨中文系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資深講師
孔聖堂中學校長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文化及傳意部講師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總監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及系主任
香港輔導教師協會榮譽顧問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Former UK Head of Languages Department,
Author of Athens Anthology

各中英文組得獎者各得獎盃、獎狀及商務印書館送出
• 冠軍︰三千元現金書券
• 亞軍︰一千五百元現金書券
• 季軍：一千元現金書券
• 優異獎兩名：三百元現金書券
各組冠軍同學所就讀之學校可獲賽會頒授錦旗一面。
所有經學校推薦參賽之同學均可獲賽會頒發參賽證明書及折扣優惠券。

賽會保留修改上述細則之權利而毋須預先知會學校及參賽者。
獲獎作品的版權為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所擁有。
比賽結果以評審團之最後決定為準。
頒獎典禮預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上旬舉行。

查詢
何小姐（2976 6786）或 黃小姐（電話︰2976 6623）

經典成語故事大全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哲理寓言大全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顧隨

本書是根據葉嘉瑩聽顧隨講中國古典詩詞的課堂筆記，經過顧隨的女兒、河北
大學教授顧之京整理而成。是保存了60年後第一次全部問世出版。作者對詩歌
具有敏銳的感受力與深刻的洞見，對中國古典詩詞的教學講授，更多是感悟中
國古典詩詞的大境界，闡發中國文化的智慧，把學術研究與學術普及結合在一
起，把作詩與做人、詩詞與人生相提並論，在中國古典詩詞的意境中，領會人
生的妙義，感悟現實生活的哲理。

唐詩必讀一百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金文明

本書以講故事的形式介紹最常用的三百多個經典成語，篇幅短但具概括性，包
含成語的基本內容、來龍去脈以及相關背景。每條成語均標註釋義，說明字面
義及引申義，出處，難字標有普通話發音及粵音。書中並附筆畫索引供快速查
閱。

本書用最簡的文字來解釋字詞、介紹寫作背景、賞析詩文，把可能遇到的不確
定讀音明確標註出來，把可能不好理解的地方簡明地加以解說，把可能影響理
解的歷史差異儘量說明。邀請資深教育專家康一橋先生用粵語朗讀，字正腔
圓，聲情並茂，好聽好記。

宋詞必讀一百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嚴北溟

本書由中國哲學史家嚴北溟將哲理寓言熔哲學、文學和藝術於一爐，蘊含著深雋
的哲理和寶貴的生活經驗。新書從中國歷代典籍中精選出富有哲理的寓言故事三
百三十則，上囊先秦政治哲理片段，下括明清生活寓言故事。書中把這些寓言用
白話翻譯並擴充為完整故事，附加解說闡釋，從而化古樸簡奧為現代平易。

張企榮

王愛娣

本書依宋詞的流派、表達的內容，參照誦讀的難易、知名的程度，精選100首
進行賞讀，基本涵蓋大眾須熟知的宋詞名篇。並配有插圖和廣東話朗誦光碟。

詩經必讀一百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姚小鷗

用最直接的方法和最簡明的文字來解釋字詞、介紹背景、賞析詩文，每首詩都附
有白話對譯，方便易學。書中千古佳句，世代相傳。每篇原文之後都註明經典名
句，便於讀者記憶背誦。

本書深入淺出，除了重視典故的來龍去脈，也重視展現典故的形式的變化，學
習和教學相宜。

唐宋詩鑒賞

中國經典名言大全

一個詩人就是一個傳奇，一首詩歌就是一個世界。唐代詩人，璀璨如滿天星斗，
詩代詩聖光耀千古。唐詩的數量，浩瀚如汪洋大海，傳世佳作俯拾即是。宋詩的
美，是一種平淡的美。與唐詩相比，宋詩之美在氣骨，故瘦勁。宋詩以意勝，富
於理趣，在詩中蘊含人生哲理，其說理更為透徹。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李永田

本書選取了西漢以前的諸子精闢的名言，加以注釋和鑒賞，文中句子廣為引
用、耳熟能詳，富含人生及社會哲理。短短數句，體現原文主要思想內容。

古典三分鐘系列 —— 世說新語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古典三分鐘系列 —— 古文觀止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范子燁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吳洋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張慶利

繆文遠

《戰國策》是中國古代文史名著，是從戰國到秦、漢間縱橫家遊說之辭和權變
故事的彙編。《戰國策》全書共有460章，本書選取十分之一文字加以註譯和
評析，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好者擴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
面，有所裨益。

中國古文鑒賞

李永田

李永田

全書樸實平易，解讀詳盡，語言由表及裏，深入淺出，是學習和品鑒中國古代
散文的實用手邊書。所選皆是流傳廣，影響大，膾炙人口的精品，較完整地體
現了各代的散文風貌，比《古文觀止》覆蓋面更廣，可讀性更強。每篇古文之
前，皆有簡明介紹，說明典籍的出處、作者生平以及創作等。原文之後附有詳
盡的注釋及鑒賞。

程中山

本書依據《中國新文學大系》體例，將1919-1949年間香港文學的代表作品按類
別整理為11卷，另加一卷〈史料及索引卷〉，合共12卷，供讀者及研究人員了解
這段期間的香港文學面貌，是了解上世紀上半葉香港文學發展的必備用書。本卷
選錄1843至1949年間的香港舊體文學作品，其中各體俱備，唐宋風格，中西思
想，兼采並重；題材豐富，或述人生際遇，或寫江山風月，或反映香港時局、家
國災禍，如鼠疫、馬棚大火、省港大罷工、烽火國難等，時代色彩極為鮮明。

彩圖唐詩三百首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讀唐詩是學習語文，傳承文化的大眾化的途徑。清代蘅塘退士輯錄的《唐詩三
百首》是最流行的選本，薈萃了唐詩的精華，是中小學生接觸中國古典詩歌最
好的入門書籍。本書依唐詩表達的內容、詩歌的長短，參照唐詩誦讀的難易、
知名的程度進行選擇，選取300首精彩的唐詩。用彩圖配合唐詩詩意，一詩一
畫，幫助理解。

後漢書 ——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左傳》是中國古代最早一部敘事詳盡的編年史，共35卷。《左傳》全稱《春
秋左氏傳》，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漢朝以後才多稱《左傳》，是為《春
秋》做注解的一部史書，與《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
傳”。《左傳》既是一部戰略名著，又是一部史學名著。相傳是春秋末期魯國
史官左丘明所著。本書選擇了《左傳》中膾炙人口、流傳深廣，又有許多現實
意義和多種啟發意義的文段28篇，加以釋解。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好者擴
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面，有所裨益。

古典三分鐘系列 —— 戰國策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古文觀止》是清人吳楚材、吳調侯所編選的一本膾炙人口的古文選本。所選
均為傳世佳作，這些文章不僅文辭優美，文法謹嚴，而且能夠展現當時的傑出
思想，取一編在手，納千載於心，不僅適合學童啟蒙，亦有利於一般人翻檢欣
賞。本書選取了歷代文章三十篇，加以註譯和評析，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
好者擴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道德情操等方面，有所裨益。

古典三分鐘系列 —— 左傳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文學系1919-1949：舊體文學卷

《世說新語》是一部記述魏晉士大夫言談軼事的筆記小說。是由南北朝劉宋宗
室臨川王劉義慶（403-444年）組織一批文人編寫的，梁代劉峻作注。全書原
八卷，劉峻注本分為十卷，今傳本皆作三卷，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
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門，全書共一千多則，記述自漢末到劉宋時名士貴族的軼
聞軼事，主要為有關人物評論、清談玄言和機智應對的故事。本書選取80條故
事加以注譯和評析，希望能對廣大傳統文化愛好者擴大知識領域、養成高尚的
道德情操等方面，有所裨益。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同時，歡迎登入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網站 www.hkep.com，瀏覽「第三十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之得獎作品。

王國安、金文明

中國歷代詩歌，源遠流長，其中不少詩歌創作包含著動人的故事。本書精選一
百五十多首詩歌，按照朝代順序先後排列，以故事的形式，生動形象地展示著
名詩篇的出典和背景，閱讀故事不僅是一個輕鬆愉快拓展知識的過程，也可以
幫助理解詩歌的含義，可以加深對古代社會的了解。提升閱讀的興趣和閱讀能
力的同時，使詩詞名句順其自然熟記於心。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V. 截稿日期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以郵戳為準，逾期稿件恕不受理）

中國詩歌故事大全

中國經典典故大全

備註
1.
2.
3.
4.

中國古典詩詞感發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來稿請連同已填妥之參賽表格，並於截稿日期前郵寄或親遞主辦單位（地址：香港筲箕灣耀興道
3號東匯廣場9樓香港教育圖書公司市場部），信封面請註明「第三十一屆中學生閱讀報告比賽」。

中文組
陳潔儀博士
單周堯教授
程中山博士
楊永漢博士
鄧思穎博士
劉衞林博士
謝錫金教授

文言文組

馬彪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分120卷，包括紀十
卷、列傳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記載了從王莽末年起至漢獻帝之間約200年的歷
史，其價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陳
寅恪也說：「蔚宗（范曄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

史記 ——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馬彪

《史記》又稱《太史公書》，西漢司馬遷所撰，是中國第一本紀傳體通史。
《史記》以人物為主，憑藉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對不同人物的描
述，記述了自傳說中的黃帝到漢武帝共三千年左右的歷史；又以八書記錄歷代
制度的沿革；再以十表疏通史事脈絡。《史記》在體例上的安排對後世影響深
遠，為各史所沿用。《史記》語言形象生動，對人物的塑造也很成功，在文學
上也佔據著極高的地位。魯迅評《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漢書 —— 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馬彪

《漢書》從來被認為是史書難讀的一部，作者喜歡用古字、難字的風格為閱讀
者平增了很多不便。但是，由於其結構模仿《史記》，即對司馬遷所創「紀傳
體」忠實地予以了繼承，所以從全書構架上《漢書》也有容易理解的一面。讀
者只要抓住《帝紀》十二卷之「經」，《表》八卷、《志》十卷、《傳》七十
卷為「緯」的特點，稍稍參考注解和翻譯閱讀的話，其實並不很難，甚至多有
引人入勝之處。

中文組

廣泛閱讀組

初級組

輕鬆點吧！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再會．遊樂場（增訂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梁廣福

著名攝影師梁廣福自八十年代起，走遍香港每個角落，四處拍下一幅幅的珍貴
遊樂場照片；「增訂版」除保留原書的珍貴遊樂場相片，並增添現時仍然保留
下來的傳統遊樂設施圖片。童年時，你曾否試過︰站著來盪鞦韆、從下而上爬上
滑梯、在攀爬架上捉迷藏……尋找舊式遊樂場的零星足印；再度緬懷童年的歡
樂時光；追憶已然消逝的童真樂園。

飛躍青春系列 —— 迷失歲月 (修訂版)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馬翠蘿

十八歲的吳兢好高騖遠，自命不凡，投身社會後份份工作做不長，忽一日又發
現自己並非父母的親生子，徬徨間，吳兢不慎落水跌入海中，不料卻來到了六
十年代的香港……舉目無親的吳兢在六十年代開始了他不同於以往的全新的生
活，他該如何面對陌生的社會，他又遭遇到了怎樣的人與事，這些人和他又有
什麼關聯，他又將如何回到六十年後的社會，他的身世究竟會是怎樣？

超時空天使 (16) [公主傳奇]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馬翠蘿

小嵐、曉晴和曉星來到海亞加市，目睹一件件令他們疑惑又震驚的事情─全城
市民為什麼在同一天去祭祀親人；馬路上為什麼會出現由數百殘障者組成的輪
椅隊伍；草地上為什麼有一堵令人觸目驚心，刻著幾十萬遇難者名字的悼念
牆……二十年前的這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孤獨及自卑說再見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君比

狹小的課室，瞬間只剩下小宇一人。他垂下頭，蠟亮的書桌面，隱約可見的是
他自己無奈的面容。上英文課，彷彿是去了外星留學。當他在猜度老師話裏的
意思時，同學已能準確地回應，並用流利的英語提問。膽戰心驚地上畢一節英
文課，滿以為中文課絕對難不到他。怎知，一翻開書，映入眼簾的滿是繁體
字，一個個似曾相識又陌生的中文字在向他招手。還有老師滿口的廣東話，無
論他如何用心去聽，還是理不出個所以然。
小宇的心「轟」的一聲直往下墜……

香港水生植物圖鑑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水生植物圖鑑》介紹約200種香港的水生和濕地植物，以池塘及沼澤植物
為主，每種都有全株及花、果、葉等部分的圖片，輔以簡單文字介紹。本書可
作園林綠化、自然護理及教育工作者的參考書，也適合一般自然愛好者使用。

Q版特工(34) —— 暴風危情
突破出版社

梁科慶

是藤田五級龍捲風的破壞力驚人？還是黑夜中森林潛伏的猛獸足以致命？
是黑幫與 FBI 的對決、廝殺帶來震撼？抑或R與真生來一次面對面對談，更讓阿
Wing頭痛欲裂、苦惱不堪？要來的始終要來，躲避終究不是辦法，這些耐人尋
味的答案盡在《暴風危情》。

箇中玄機 —— 航空新聞大解碼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藍一樂

雷雨雲、晴空亂流、霧霾污染到底有多可怕？
馬航慘劇震撼人心，航空事件也與政治和經濟扯上關係？
新機場、跑道落成、客艙改革，航空從業員如何周詳考慮航空資源分配？
航空業的一舉一動與我們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近至日常生活及外出旅遊、遠
至國際大事及空難意外，我們又對它了解多少呢？

砌出香港
非凡出版

香港樂高迷用戶組

多位本地積木達人，施展渾身解數，將荔園、九龍城寨、尖沙嘴鐘樓、和昌大
押等多個香港新舊「地標」，一一化身成為大型 3D 積木作品！全書共分四大
章節︰香港建築與地標、交通工具、節慶娛樂、香港之星。讓你全方位地，以
積木砌出香港！

與香港樹木有密切關係的昆蟲
香港昆蟲學會

160多種與香港樹木有密切關係的昆蟲詳細介紹。
900張圖片展示昆蟲生命史各個階段及樹木被侵害特徵。

喵店長

天行者出版

寫給年輕人的話
青桐社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林琪香

鑽進香港大街小巷，尋訪在唱片店、髮型屋、中藥行……身居要職的喵店長~
工作中，請隨便打擾！經常焗油、毛髮光澤順滑的髮型屋生招牌大頭妹；充當
中醫把脈手枕的診所少東蟲草哥；幫酷酷老闆與客人打開話匣子的唱片店孖寶
Mei及Ger……100%地道，27隻香港貓咪的工作日誌！悠閒但盡責的喵店長
們， 今日也當值中喔！

林溢欣

非凡出版

爾東

梁佩玲

本書作者總結了多年教授時間管理課程的經驗和心得，針對一般人不善於分配
和安排時間的弱點，對症下藥，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時間管理模式，讓讀者迅
速地、切實地掌握時間管理的竅門，從而成為時間的主人。普通人只想到如何
度過時間，有才能者設法利用時間！「時間管理」就是「自我管理」，以講求
效率和效果的工作方式及生活習慣，持之以恆地督促自己。

唐朝定居指南
楓樹林

森林鹿

《唐朝定居指南》以淺顯風趣的筆調，介紹唐人衣、食、住、行、語言、娛
樂、宗教、節慶、社會制度等多個方面，從細節出發，展現唐代（主要是初唐
時期的長安）社會圖景。這並不是一本穿越小說，書名中的“穿越”是因為作
者寫作此書的初衷，是難以忍受時下流行的古代穿越劇中錯漏百出的歷史細
節，以“穿越指南”作反諷調侃之意。作者假定一種情境，即作為現代人的讀
者，如果穿越到了唐朝，他們親眼所見的真實唐人生活會是什麼樣子的。

給孩子的散文
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陀

「讀散文就像穿越田野，無邊無際，遍地花開。合上書打開書，我們眼前會展
開更廣闊的世界。」「散文的語言空間，海闊天空，山高水長，手裏有一支
筆，就如同抓住了一匹飛馬的韁繩，寫作可以升天入地，任意馳騁。」
李陀、北島挑選46篇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散文，期望這個集子作為一個很小很小
的窗口，讓孩子看到窗口外面，是一個美妙瑰麗的世界。

無花果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胡燕青

《無花果》是胡燕青最新的詩集。胡燕青的詩越來越容易明白，郤包含了更多
經歷。家人、好友、基層生活、家庭和社會的破碎與分裂，信仰和世道的角
力、香港和中國的異同……她無一不談。很明顯，作者想和讀者做好朋友，她
不要他們因看不懂她的詩而與她疏離。

尋找幸福的初心
格子盒作室

瑋呈媽媽

那一年，瑋呈三歲，醫生診斷他有自閉傾向，後來再被診斷有專注力不足與過度
活躍的徵狀。瑋呈媽媽內心悲傷，滿腹疑問：「我的兒子可能永遠不能明白我的
愛……」、「我們之間可能永遠不能愉快地交談……」，後來，她慢慢經驗到，
一個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庭，只要調校自己生活的步調及重新審視對孩子的期
望，仍能重建幸福的生活。幸福不在於擁有多少，乃在於持有怎樣的生活態度。
外在暴雨，心中驕陽，凡事隨遇而安，學懂知足，便是最大的幸福了。

我哋當舖好有情

徐振邦

當舖行業很神秘，又有點偏門。神秘，是因為他是最早講求私隱的行業，更沒有
將客戶轉售圖利。偏門，他沒有像銀行一樣找收數公司去收數！
當舖行業的出現，最早是為窮人打開方便之門。在歐洲，開始時是由修院經營，
在中國，由寺院打理，都是出於宗教理由。後來當舖轉為私營，可想而知，商機
處處。在舊社會，就像米舖一樣，開在大街小巷上，與普羅大眾互相依附。

如果這樣，會怎樣？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途上 —— 賞閱年輕人的文章風景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徘徊生死血肉文字間 —— 病理科醫生手記

蘭德爾．門羅

由蘭德爾 ． 門羅來當你的嚮導，科學很快就會變得無厘頭且逗趣。例如，你會知
道，以接近光速投出的棒球，可能會夷平整個城區；一莫耳的鼴鼠，可能會使行
星窒息於一層肉當中；電影「星際大戰」裡的尤達大師，可以用原力來幫電動
Smart車充電。從「遇見你的靈魂伴侶」到「以真正元素來建立週期表的種種死
法」，蘭德爾 ． 門羅都以令人捧腹大笑、佩服不已的答案，為我們解釋一切。

許嫣

作為病理科醫生，作者在工作上經常面對屍體、內臟和細胞，鮮有親身接觸病
者。然而，多年來處理過的個案，在她眼中其實都是一個個完整的人—有思
想、有感受，也有血汗和淚水。他們患病的心情、面對生離死別的反應、種種
喜怒哀樂，作者都嘗試以同理心感受，用筆墨記錄這些令人感動慨歎的故事。

外傭 —— 住在家中的陌生人

在各式超市林立的今天，「濕漉漉，污糟邋遢」的街市仍然是香港人生活的一
部分。或許是街市有各式各樣的食材，又或許是街市滿載了很多人的回憶，就
如香港島的街市既有傳統的，亦有新穎的。大家遊走不同的街市，或會發現各
有不同的特色，如嘉咸街是傳統市集，既有中式食材，也有西式食材；又如春
秧街市集和電車共存，這些特色的街市在其他地區已很難找到。但在城市發展
之下，無論是傳統抑或新穎的街市，均面對着不同的挑戰。

圖解時間管理學

高級組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這個社會終將是由現在的年輕人肩負，然而面對世界一切，年輕人要如何在迷
惘中，解答所有看似沒有準確答案的問題？本書共分五章，作者林溢欣會告訴
你，如何從當年那個為溫不及書而哭的學生，變成一個如今會為自己學生的起
伏而哭的老師，透過回憶，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鼓勵年輕人一起追夢。

樂遊香港街市

廣泛閱讀組

區樂民

考試成績欠佳，朋友借了你的錢無意歸還，上司亂發脾氣，情人提出分手，跟
家人吵架……人生，總有不如意。快樂是可以學回來的。每當感到不開心，便
問自己：「三年後，再評核此刻狀況，我會否依然不快樂？」真正重要的事情
原來很少。做人，大可輕鬆一點。

突破出版社
陳濤

中文組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蘇美智

外傭離鄉別井來港工作，她們每一位背後都有一個故事。這書就是要讓讀者認
識這個住在家中的陌生人，以及了解歷史及家庭結構下，菲傭的生命 生活軌
跡。

香港騎樓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林蔓莉

香港騎樓，在迅速改變的城市發展中逐漸消失，倖存至今的僅約一百座。幾年
來兩位作者走訪港九各街道，以照片記錄這近百座港式騎樓，分享他們對騎樓
建築特色的解讀，並附上地圖標明每座騎樓位置，供讀者按圖索驥前往實地欣
賞，感受港人昔日的生活環境。

近田得米 —— 香港永續生活新煮意
印象文字

蘇文英

作者走訪本地12個農場，帶我們親睹綠油油田野間的永續生活實踐，耳聞農夫
道出香港農業的現況，再配以20個取材自農場食材及公平貿易食品的私房菜食
譜，構成了一趟刺激味蕾並充滿自然氣息的旅程，讓我們重新認識自然生態與
本地農業，展開對這種生活模式的新想像。

動物農莊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喬治．歐威爾

嚴格地說，《動物農莊》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個諷刺性的政治寓言。它的特
點是：在內容上豐富、深刻，在文字上卻十分淺顯、明晰。因此，它被公認為
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寓言，並在現代英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地位。

生死場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蕭紅

本書通過描寫一個東北村莊裏人們的生產、生殖和人倫關係，寫出了生命的卑
賤、貧困、疾病和死亡；人性的柔弱、蒙昧和反抗。對人性、人的生存這一古
老的問題進行了透徹而深邃的詮釋。在文學表現方面，小說類似電影文學劇
本，重場景，重細節，全篇佈滿意象、象徵和互喻，是一部詩性的悲劇作品。

生命邊緣的守護者 —— 急症醫護最前線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急症醫學會

為何病人等六小時，急症醫生才看五分鐘？休克、服毒、心臟病、哮喘、腳
痛，醫生先處理哪種病？救護車和救護員原來不屬於醫院管理？年中無休、人
氣旺盛的急症室，看似是醫院裏普通人最容易接觸的一處，卻是爭分奪秒、危
症繁多、最容易令病患誤解埋怨的場所。第一本全面的香港急症專科知識專
書，讓你了解急症界最完整的面貌！

文學大師的理與情
突破出版社

梁科慶

本書收錄魯迅、朱自清、胡適、徐志摩、梁啟超、夏丐尊、郁達夫、鄭振鐸、
廬隱、朱湘、王統照十一位文學大師的精選名篇，篇後更有梁科慶、阿谷、周
淑屏三人的導讀，與及配合公開試寫作試題要求、學習吸收名篇養分的寫作指
引。 這20篇文章成了文學大師給讀者上的20堂閱讀課、寫作課，值得向老師、
家長、學生及熱愛閱讀、寫作的讀者推介。

快樂自在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李焯芬

都市人的心，總不易靜下來；外在的凡事，無時牽動著內心的妄念透過小故事
分享生活智慧，揭開活得快樂自在的秘密！凡心猶如層層的紗幕，遮蓋眼前的
真相，前塵往事、自我膨脹，都是令人們看不清實相的阻礙。自在不難，當下
即是。本集子所收錄的六十一則心靈小故事，幫助我們去感悟和累積多一點的
生活智慧。原來，「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都不是天大的難事。

談古論今話香江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江啟明

本書收錄了香港著名畫家江啟明先生多年來走訪香港大街小巷寫生描繪的畫
作，並以簡煉的文字把舊時香江、現在香港的一面，按題細說對照一番。細讀
本書，讓我們知道香港的那些年、那些事，然後更了解我城。

鄧擎宇

這些「年輕人的作品」，會令讀者眼前一亮。書中有著名作家和學者的評語，
以及由編委會撰寫的作品導讀，彰顯作品的特色。

永恒的瞬間 —— 西方古典音樂小史及隨筆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麥華嵩

本書作者寫作西方古典音樂賞析與評論經年，書中文字是作者的對古典音樂的
心得彙編。本書語調一如音樂愛好者分享感思，文字風格自然，不故作艱澀的
學術討論。對古典音樂有興趣的讀者，無論剛入門還是已有相當體驗，本書皆
可給予開卷之樂。

音樂大歷史 —— 從巴比倫到披頭四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霍華．古鐸

顛覆以音樂家生平拼湊的斷簡殘編，用最宏觀的視野，探索音樂革新帶來的人
類歷史改變。由當代作曲家古鐸撥開音樂起源的層層迷霧，帶你一同聆聽隨著
時代變遷而進化的聲響！

設計的力量：如何讓百年老牌煥然一新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衛．巴特勒

擁有規模的老牌大企業，它們的危機在於無法快速因應變局；至於那些最靈活
的新創公司，則有九成因為無法擴大規模而宣告失敗。凡是想要與時俱進、不
斷成長的企業，「規模」與「靈活」都是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有什麼東西，
能夠幫助我們同時創造規模與靈活？答案是設計。

令人著迷的生與死 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雪萊．卡根

卡根教授挑戰一般人對於死亡本質的普遍觀點，他認為：靈魂並不存在、永生
不是件好事、死亡是生命中最確定的事情，所以不應該害怕死亡，且在特定情
況下，自殺可能在理性與道德上都具有正當性。卡根教授援引古今哲學，並以
日常生活事件為例，透過反覆辯證，以清晰的脈絡探討死亡的意義，進而帶領
我們思考生命的價值，該以何種態度面對人生這趟旅程：因為死亡，生命顯得
美好，當我們越能夠正視死亡，越可以擁有好好活著的決心與勇氣。

向人生提問的藝術
商周出版

魯爾夫．杜伯里

在《向人生提問的藝術》中，作者杜伯里提出種種與人生有關的疑問，從成
功、事業、愛情、婚姻、性，一直追問到年齡、死亡與上帝，問題幽默諷刺、
一針見血，讓人在開懷大笑或會心微笑之餘獲得深刻的啟發。每天，從真誠地
回答一個問題開始，透過不斷地反問，看見日漸清晰的生命輪廓。

歡樂哲學課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明明

《歡樂哲學課》讓你一次掌握影響人類文明的多位哲學大師，他們親切得像隔
壁鄰居。本書的歡樂風格正是一道開胃菜，誘發你對哲學的求知欲，獨特、戲
謔、解構、顛覆的寫法，又充滿了情懷，令讀者和哲學愛好者們大呼過癮，酣
暢淋漓；或莞爾一笑，點頭稱是。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八旗文化

半藤一利

日本現代史上，從未有一天像8月15日那樣充滿了無奈、艱困的選擇以及戲劇
性的張力。這一天因此成為日本歷史上最漫長難捱的一日，也決定了戰後日本
的政治體制，而今日東亞國家政府、媒體和民間所充斥的各種爭議—祭拜靖國
神社、慰安婦、教科書、憲法修改等議題，也都由此而生。

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 ─ 一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
愛米粒

李晛瑞

出生時，我叫做金智惠；母親改嫁時，改名為朴敏英；為了隱藏身分，我又變
成蔡美蘭、張順香、蔡尹希、朴順子。李晛瑞是我擁有的第七個，希望也是最
後一個的名字……1997年，即將18歲的我決定偷渡去中國見識一下，但作夢也
沒想到從此沒了回頭路，我竟變成了背叛祖國的脫北者……靠著勇氣、毅力與
貴人們的愛，終於撐過來了。現在，請聽我大聲告訴每一個你，關於北韓的真
面目，一路走來的心酸與煎熬，希望大家都能更關注此議題，並讓脫北者知
道：世界上還有許多人的信念跟他們同在！

食人有錯? 法律大案如何影響世界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阿倫．C．哈欽森

偉大案件（Great Cases）是那些在普通法發展過程中，與其密切相關的司法判
決。這本書由加拿大約克大學的法律學者哈欽森教授撰寫，他以引人入勝的故
事手法，討論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八宗偉大案件對普通法發展的
深遠影響，以及展現出普通法的特性。
主辦機構：

支持機構：

鳴謝：

優質圖書館網絡

中文組

廣泛閱讀組

初級組

輕鬆點吧！

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

再會．遊樂場（增訂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梁廣福

著名攝影師梁廣福自八十年代起，走遍香港每個角落，四處拍下一幅幅的珍貴
遊樂場照片；「增訂版」除保留原書的珍貴遊樂場相片，並增添現時仍然保留
下來的傳統遊樂設施圖片。童年時，你曾否試過︰站著來盪鞦韆、從下而上爬上
滑梯、在攀爬架上捉迷藏……尋找舊式遊樂場的零星足印；再度緬懷童年的歡
樂時光；追憶已然消逝的童真樂園。

飛躍青春系列 —— 迷失歲月 (修訂版)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馬翠蘿

十八歲的吳兢好高騖遠，自命不凡，投身社會後份份工作做不長，忽一日又發
現自己並非父母的親生子，徬徨間，吳兢不慎落水跌入海中，不料卻來到了六
十年代的香港……舉目無親的吳兢在六十年代開始了他不同於以往的全新的生
活，他該如何面對陌生的社會，他又遭遇到了怎樣的人與事，這些人和他又有
什麼關聯，他又將如何回到六十年後的社會，他的身世究竟會是怎樣？

超時空天使 (16) [公主傳奇]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馬翠蘿

小嵐、曉晴和曉星來到海亞加市，目睹一件件令他們疑惑又震驚的事情─全城
市民為什麼在同一天去祭祀親人；馬路上為什麼會出現由數百殘障者組成的輪
椅隊伍；草地上為什麼有一堵令人觸目驚心，刻著幾十萬遇難者名字的悼念
牆……二十年前的這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跟孤獨及自卑說再見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君比

狹小的課室，瞬間只剩下小宇一人。他垂下頭，蠟亮的書桌面，隱約可見的是
他自己無奈的面容。上英文課，彷彿是去了外星留學。當他在猜度老師話裏的
意思時，同學已能準確地回應，並用流利的英語提問。膽戰心驚地上畢一節英
文課，滿以為中文課絕對難不到他。怎知，一翻開書，映入眼簾的滿是繁體
字，一個個似曾相識又陌生的中文字在向他招手。還有老師滿口的廣東話，無
論他如何用心去聽，還是理不出個所以然。
小宇的心「轟」的一聲直往下墜……

香港水生植物圖鑑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水生植物圖鑑》介紹約200種香港的水生和濕地植物，以池塘及沼澤植物
為主，每種都有全株及花、果、葉等部分的圖片，輔以簡單文字介紹。本書可
作園林綠化、自然護理及教育工作者的參考書，也適合一般自然愛好者使用。

Q版特工(34) —— 暴風危情
突破出版社

梁科慶

是藤田五級龍捲風的破壞力驚人？還是黑夜中森林潛伏的猛獸足以致命？
是黑幫與 FBI 的對決、廝殺帶來震撼？抑或R與真生來一次面對面對談，更讓阿
Wing頭痛欲裂、苦惱不堪？要來的始終要來，躲避終究不是辦法，這些耐人尋
味的答案盡在《暴風危情》。

箇中玄機 —— 航空新聞大解碼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藍一樂

雷雨雲、晴空亂流、霧霾污染到底有多可怕？
馬航慘劇震撼人心，航空事件也與政治和經濟扯上關係？
新機場、跑道落成、客艙改革，航空從業員如何周詳考慮航空資源分配？
航空業的一舉一動與我們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近至日常生活及外出旅遊、遠
至國際大事及空難意外，我們又對它了解多少呢？

砌出香港
非凡出版

香港樂高迷用戶組

多位本地積木達人，施展渾身解數，將荔園、九龍城寨、尖沙嘴鐘樓、和昌大
押等多個香港新舊「地標」，一一化身成為大型 3D 積木作品！全書共分四大
章節︰香港建築與地標、交通工具、節慶娛樂、香港之星。讓你全方位地，以
積木砌出香港！

與香港樹木有密切關係的昆蟲
香港昆蟲學會

160多種與香港樹木有密切關係的昆蟲詳細介紹。
900張圖片展示昆蟲生命史各個階段及樹木被侵害特徵。

喵店長

天行者出版

寫給年輕人的話
青桐社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林琪香

鑽進香港大街小巷，尋訪在唱片店、髮型屋、中藥行……身居要職的喵店長~
工作中，請隨便打擾！經常焗油、毛髮光澤順滑的髮型屋生招牌大頭妹；充當
中醫把脈手枕的診所少東蟲草哥；幫酷酷老闆與客人打開話匣子的唱片店孖寶
Mei及Ger……100%地道，27隻香港貓咪的工作日誌！悠閒但盡責的喵店長
們， 今日也當值中喔！

林溢欣

非凡出版

爾東

梁佩玲

本書作者總結了多年教授時間管理課程的經驗和心得，針對一般人不善於分配
和安排時間的弱點，對症下藥，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時間管理模式，讓讀者迅
速地、切實地掌握時間管理的竅門，從而成為時間的主人。普通人只想到如何
度過時間，有才能者設法利用時間！「時間管理」就是「自我管理」，以講求
效率和效果的工作方式及生活習慣，持之以恆地督促自己。

唐朝定居指南
楓樹林

森林鹿

《唐朝定居指南》以淺顯風趣的筆調，介紹唐人衣、食、住、行、語言、娛
樂、宗教、節慶、社會制度等多個方面，從細節出發，展現唐代（主要是初唐
時期的長安）社會圖景。這並不是一本穿越小說，書名中的“穿越”是因為作
者寫作此書的初衷，是難以忍受時下流行的古代穿越劇中錯漏百出的歷史細
節，以“穿越指南”作反諷調侃之意。作者假定一種情境，即作為現代人的讀
者，如果穿越到了唐朝，他們親眼所見的真實唐人生活會是什麼樣子的。

給孩子的散文
中文大學出版社

李陀

「讀散文就像穿越田野，無邊無際，遍地花開。合上書打開書，我們眼前會展
開更廣闊的世界。」「散文的語言空間，海闊天空，山高水長，手裏有一支
筆，就如同抓住了一匹飛馬的韁繩，寫作可以升天入地，任意馳騁。」
李陀、北島挑選46篇中國現當代作家的散文，期望這個集子作為一個很小很小
的窗口，讓孩子看到窗口外面，是一個美妙瑰麗的世界。

無花果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胡燕青

《無花果》是胡燕青最新的詩集。胡燕青的詩越來越容易明白，郤包含了更多
經歷。家人、好友、基層生活、家庭和社會的破碎與分裂，信仰和世道的角
力、香港和中國的異同……她無一不談。很明顯，作者想和讀者做好朋友，她
不要他們因看不懂她的詩而與她疏離。

尋找幸福的初心
格子盒作室

瑋呈媽媽

那一年，瑋呈三歲，醫生診斷他有自閉傾向，後來再被診斷有專注力不足與過度
活躍的徵狀。瑋呈媽媽內心悲傷，滿腹疑問：「我的兒子可能永遠不能明白我的
愛……」、「我們之間可能永遠不能愉快地交談……」，後來，她慢慢經驗到，
一個有特殊需要孩子的家庭，只要調校自己生活的步調及重新審視對孩子的期
望，仍能重建幸福的生活。幸福不在於擁有多少，乃在於持有怎樣的生活態度。
外在暴雨，心中驕陽，凡事隨遇而安，學懂知足，便是最大的幸福了。

我哋當舖好有情

徐振邦

當舖行業很神秘，又有點偏門。神秘，是因為他是最早講求私隱的行業，更沒有
將客戶轉售圖利。偏門，他沒有像銀行一樣找收數公司去收數！
當舖行業的出現，最早是為窮人打開方便之門。在歐洲，開始時是由修院經營，
在中國，由寺院打理，都是出於宗教理由。後來當舖轉為私營，可想而知，商機
處處。在舊社會，就像米舖一樣，開在大街小巷上，與普羅大眾互相依附。

如果這樣，會怎樣？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途上 —— 賞閱年輕人的文章風景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徘徊生死血肉文字間 —— 病理科醫生手記

蘭德爾．門羅

由蘭德爾 ． 門羅來當你的嚮導，科學很快就會變得無厘頭且逗趣。例如，你會知
道，以接近光速投出的棒球，可能會夷平整個城區；一莫耳的鼴鼠，可能會使行
星窒息於一層肉當中；電影「星際大戰」裡的尤達大師，可以用原力來幫電動
Smart車充電。從「遇見你的靈魂伴侶」到「以真正元素來建立週期表的種種死
法」，蘭德爾 ． 門羅都以令人捧腹大笑、佩服不已的答案，為我們解釋一切。

許嫣

作為病理科醫生，作者在工作上經常面對屍體、內臟和細胞，鮮有親身接觸病
者。然而，多年來處理過的個案，在她眼中其實都是一個個完整的人—有思
想、有感受，也有血汗和淚水。他們患病的心情、面對生離死別的反應、種種
喜怒哀樂，作者都嘗試以同理心感受，用筆墨記錄這些令人感動慨歎的故事。

外傭 —— 住在家中的陌生人

在各式超市林立的今天，「濕漉漉，污糟邋遢」的街市仍然是香港人生活的一
部分。或許是街市有各式各樣的食材，又或許是街市滿載了很多人的回憶，就
如香港島的街市既有傳統的，亦有新穎的。大家遊走不同的街市，或會發現各
有不同的特色，如嘉咸街是傳統市集，既有中式食材，也有西式食材；又如春
秧街市集和電車共存，這些特色的街市在其他地區已很難找到。但在城市發展
之下，無論是傳統抑或新穎的街市，均面對着不同的挑戰。

圖解時間管理學

高級組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這個社會終將是由現在的年輕人肩負，然而面對世界一切，年輕人要如何在迷
惘中，解答所有看似沒有準確答案的問題？本書共分五章，作者林溢欣會告訴
你，如何從當年那個為溫不及書而哭的學生，變成一個如今會為自己學生的起
伏而哭的老師，透過回憶，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鼓勵年輕人一起追夢。

樂遊香港街市

廣泛閱讀組

區樂民

考試成績欠佳，朋友借了你的錢無意歸還，上司亂發脾氣，情人提出分手，跟
家人吵架……人生，總有不如意。快樂是可以學回來的。每當感到不開心，便
問自己：「三年後，再評核此刻狀況，我會否依然不快樂？」真正重要的事情
原來很少。做人，大可輕鬆一點。

突破出版社
陳濤

中文組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蘇美智

外傭離鄉別井來港工作，她們每一位背後都有一個故事。這書就是要讓讀者認
識這個住在家中的陌生人，以及了解歷史及家庭結構下，菲傭的生命 生活軌
跡。

香港騎樓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林蔓莉

香港騎樓，在迅速改變的城市發展中逐漸消失，倖存至今的僅約一百座。幾年
來兩位作者走訪港九各街道，以照片記錄這近百座港式騎樓，分享他們對騎樓
建築特色的解讀，並附上地圖標明每座騎樓位置，供讀者按圖索驥前往實地欣
賞，感受港人昔日的生活環境。

近田得米 —— 香港永續生活新煮意
印象文字

蘇文英

作者走訪本地12個農場，帶我們親睹綠油油田野間的永續生活實踐，耳聞農夫
道出香港農業的現況，再配以20個取材自農場食材及公平貿易食品的私房菜食
譜，構成了一趟刺激味蕾並充滿自然氣息的旅程，讓我們重新認識自然生態與
本地農業，展開對這種生活模式的新想像。

動物農莊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喬治．歐威爾

嚴格地說，《動物農莊》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個諷刺性的政治寓言。它的特
點是：在內容上豐富、深刻，在文字上卻十分淺顯、明晰。因此，它被公認為
二十世紀最傑出的政治寓言，並在現代英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地位。

生死場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蕭紅

本書通過描寫一個東北村莊裏人們的生產、生殖和人倫關係，寫出了生命的卑
賤、貧困、疾病和死亡；人性的柔弱、蒙昧和反抗。對人性、人的生存這一古
老的問題進行了透徹而深邃的詮釋。在文學表現方面，小說類似電影文學劇
本，重場景，重細節，全篇佈滿意象、象徵和互喻，是一部詩性的悲劇作品。

生命邊緣的守護者 —— 急症醫護最前線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急症醫學會

為何病人等六小時，急症醫生才看五分鐘？休克、服毒、心臟病、哮喘、腳
痛，醫生先處理哪種病？救護車和救護員原來不屬於醫院管理？年中無休、人
氣旺盛的急症室，看似是醫院裏普通人最容易接觸的一處，卻是爭分奪秒、危
症繁多、最容易令病患誤解埋怨的場所。第一本全面的香港急症專科知識專
書，讓你了解急症界最完整的面貌！

文學大師的理與情
突破出版社

梁科慶

本書收錄魯迅、朱自清、胡適、徐志摩、梁啟超、夏丐尊、郁達夫、鄭振鐸、
廬隱、朱湘、王統照十一位文學大師的精選名篇，篇後更有梁科慶、阿谷、周
淑屏三人的導讀，與及配合公開試寫作試題要求、學習吸收名篇養分的寫作指
引。 這20篇文章成了文學大師給讀者上的20堂閱讀課、寫作課，值得向老師、
家長、學生及熱愛閱讀、寫作的讀者推介。

快樂自在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李焯芬

都市人的心，總不易靜下來；外在的凡事，無時牽動著內心的妄念透過小故事
分享生活智慧，揭開活得快樂自在的秘密！凡心猶如層層的紗幕，遮蓋眼前的
真相，前塵往事、自我膨脹，都是令人們看不清實相的阻礙。自在不難，當下
即是。本集子所收錄的六十一則心靈小故事，幫助我們去感悟和累積多一點的
生活智慧。原來，「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都不是天大的難事。

談古論今話香江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江啟明

本書收錄了香港著名畫家江啟明先生多年來走訪香港大街小巷寫生描繪的畫
作，並以簡煉的文字把舊時香江、現在香港的一面，按題細說對照一番。細讀
本書，讓我們知道香港的那些年、那些事，然後更了解我城。

鄧擎宇

這些「年輕人的作品」，會令讀者眼前一亮。書中有著名作家和學者的評語，
以及由編委會撰寫的作品導讀，彰顯作品的特色。

永恒的瞬間 —— 西方古典音樂小史及隨筆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麥華嵩

本書作者寫作西方古典音樂賞析與評論經年，書中文字是作者的對古典音樂的
心得彙編。本書語調一如音樂愛好者分享感思，文字風格自然，不故作艱澀的
學術討論。對古典音樂有興趣的讀者，無論剛入門還是已有相當體驗，本書皆
可給予開卷之樂。

音樂大歷史 —— 從巴比倫到披頭四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霍華．古鐸

顛覆以音樂家生平拼湊的斷簡殘編，用最宏觀的視野，探索音樂革新帶來的人
類歷史改變。由當代作曲家古鐸撥開音樂起源的層層迷霧，帶你一同聆聽隨著
時代變遷而進化的聲響！

設計的力量：如何讓百年老牌煥然一新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衛．巴特勒

擁有規模的老牌大企業，它們的危機在於無法快速因應變局；至於那些最靈活
的新創公司，則有九成因為無法擴大規模而宣告失敗。凡是想要與時俱進、不
斷成長的企業，「規模」與「靈活」都是不可或缺的必備條件。有什麼東西，
能夠幫助我們同時創造規模與靈活？答案是設計。

令人著迷的生與死 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
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雪萊．卡根

卡根教授挑戰一般人對於死亡本質的普遍觀點，他認為：靈魂並不存在、永生
不是件好事、死亡是生命中最確定的事情，所以不應該害怕死亡，且在特定情
況下，自殺可能在理性與道德上都具有正當性。卡根教授援引古今哲學，並以
日常生活事件為例，透過反覆辯證，以清晰的脈絡探討死亡的意義，進而帶領
我們思考生命的價值，該以何種態度面對人生這趟旅程：因為死亡，生命顯得
美好，當我們越能夠正視死亡，越可以擁有好好活著的決心與勇氣。

向人生提問的藝術
商周出版

魯爾夫．杜伯里

在《向人生提問的藝術》中，作者杜伯里提出種種與人生有關的疑問，從成
功、事業、愛情、婚姻、性，一直追問到年齡、死亡與上帝，問題幽默諷刺、
一針見血，讓人在開懷大笑或會心微笑之餘獲得深刻的啟發。每天，從真誠地
回答一個問題開始，透過不斷地反問，看見日漸清晰的生命輪廓。

歡樂哲學課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張明明

《歡樂哲學課》讓你一次掌握影響人類文明的多位哲學大師，他們親切得像隔
壁鄰居。本書的歡樂風格正是一道開胃菜，誘發你對哲學的求知欲，獨特、戲
謔、解構、顛覆的寫法，又充滿了情懷，令讀者和哲學愛好者們大呼過癮，酣
暢淋漓；或莞爾一笑，點頭稱是。

日本最漫長的一天
八旗文化

半藤一利

日本現代史上，從未有一天像8月15日那樣充滿了無奈、艱困的選擇以及戲劇
性的張力。這一天因此成為日本歷史上最漫長難捱的一日，也決定了戰後日本
的政治體制，而今日東亞國家政府、媒體和民間所充斥的各種爭議—祭拜靖國
神社、慰安婦、教科書、憲法修改等議題，也都由此而生。

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 ─ 一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
愛米粒

李晛瑞

出生時，我叫做金智惠；母親改嫁時，改名為朴敏英；為了隱藏身分，我又變
成蔡美蘭、張順香、蔡尹希、朴順子。李晛瑞是我擁有的第七個，希望也是最
後一個的名字……1997年，即將18歲的我決定偷渡去中國見識一下，但作夢也
沒想到從此沒了回頭路，我竟變成了背叛祖國的脫北者……靠著勇氣、毅力與
貴人們的愛，終於撐過來了。現在，請聽我大聲告訴每一個你，關於北韓的真
面目，一路走來的心酸與煎熬，希望大家都能更關注此議題，並讓脫北者知
道：世界上還有許多人的信念跟他們同在！

食人有錯? 法律大案如何影響世界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阿倫．C．哈欽森

偉大案件（Great Cases）是那些在普通法發展過程中，與其密切相關的司法判
決。這本書由加拿大約克大學的法律學者哈欽森教授撰寫，他以引人入勝的故
事手法，討論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八宗偉大案件對普通法發展的
深遠影響，以及展現出普通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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