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出版資料

1 大江大海 天地圖書 龍應台

2 精彩的偏見 快樂書房 林沛理 

3 人文－練乙錚文集 天窗 練乙錚

4 歲月蒼茫──我與兒子王丹 明報 王凌雲

5 欄干拍遍 次文化堂 司徒華 

6 中國影帝溫家寶 新世紀 余杰 

7 鍍金中國──大國雄起的虛與實 天窗 許知遠 

8 唐山大地震 和平 關仁山、王家惠 

9 盛世 牛津 陳冠中 

10 拉丁美洲真相之路 馬可孛羅 張翠容 

11 路邊政治經濟學新編 進一步 馬國明

12 文化研究與文化教育 進一步 羅永生 主編

13 站錯邊──抗爭的抉擇政治學 花千樹 馬家輝

14 地產霸權 天窗 潘慧嫻 

15 不喜勿插－四代香港人解毒 生活書房 古永信 

16 主修娛樂 上書局 陶囍 

17 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讀書人 上書局 梁文道 

18 餐桌現象學 上書局 蔡子強 

19 折翼牢籠 次文化堂 吳志森 

20 香港集體回憶 嘉出版 葉一知 

21 上‧下禾輋 三聯 李香蘭 圖‧文 

22 大近視──袁兆昌的文化蒙太奇 點出版 袁兆昌

23 歐風歐雨 三聯 關愚謙 

24 第三個紐約  天窗 潘國靈

25 和媽媽一起度過的 900 天旅行 漢宇
王一民、俞賢民著

沈勝哲 譯

26 天地變何處安心 快樂書房 林超英

27 泰拉文明消失之謎 明窗 李逆熵

28 雪舞者 圓神
盧基揚年科 著

陳翠娥 譯

29 城市獵人 洪範 張系國

30 失落的符號 時報
丹．布朗 著

李建興 譯

31 媽，親一下（新版） 春天 九把刀

32 伽俐略的苦惱 獨步文化
東野圭吾 著

葉韋利 譯

33 甘榜 獲益 劉以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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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看房子 洪範 西西

35 好心人 匯智 胡燕青

36 畸形的地球先生──60 個人生小風景 匯智 李志清 圖‧文

37 陸行鳥森林 日閱堂 梁偉洛

38 白鳥之羽 青桐社 徐焯賢

39 武道狂之詩 卷六──任俠天下 天行者 喬靖夫

40 傷城殺人事件 亮光文化 梁科慶

41 不瘦人 天苑文化 莊柔玉

42 小鞋子小辮子 天苑文化 韋婭

43 迷失歲月 山邊 馬翠蘿

44 埃及猜．情．尋 天地圖書 金鈴

45 愛是這樣解毒 突破 基督教正生書院同學

46 給孤獨 麥穗 非雨

47 夜青 teen 使 1──我才不要回家 青桐社 君比

48 讓我在愛上你之前離開 亮光文化 Wasabi

49 四十一雙眼睛－年輕人看世界 突破 胡燕青 編

50 我不是完美小孩（平裝） 大塊 幾米

51 一切皆有可能 天地圖書 葛雋

52 穿人字拖的公主 突破 王心靈

53 香港極短篇 獲益 東瑞、瑞芬 編

54 濃貓──阿濃與愛貓共處的深情紀錄 青桐社 阿濃 

55 當下的禮物 皇冠 區樂民

56 小屋 (The Shack) 寂寞
威廉．保羅．楊

著 陳敬旻 譯

57 用心說好話 啟示 陳少民

58 秘密青少年版 (The Secret to Teen Power) 方智
保羅‧哈林頓 著

謝明憲 譯

59 島嶼之北 文化工房 洛謀

60 淡水月亮 文化工房 陸穎魚

61 29 張當票──典當不到的人生啟發 麥田 秦嗣林

62 九塊厝診療所 突破 陳俊賢

63 千紙鶴的眼淚──核事故受難者 83 天搶救全記錄 天下文化

日本放送協會(NHK)

「東海村核臨界事

故」 紀錄片劇組

胡琦君 譯

64 女兒的六個爸爸 晨星 劉克襄

65 山黃麻家書（增修版） 大塊
布魯斯‧法勒 著

呂玉嬋 譯

66
不要核能，那我們用什麼？全球能源發展現狀與台

灣的潛在商機
大是文化

克里斯‧古德 著

蘇雅薇,楊幼蘭 譯

67 今日阿婆金句 明報 卓韻芝

68 心謀 突破 陳嘉薰



69 心臟的故事──比小說還精彩的心臟外科發展簡史 香港中和 李清晨

70 心靈成長 3──搣時，我哋撐你！ 青桐社 君比

71
世界，沒你想的那麼糟──達爾文也喊 Yes 的樂觀

演化
聯經

麥特‧瑞德里 著

李隆生,張逸安 譯

72 本土舊時味 海濱圖書 張浩賢

73 正生初體驗──梁老師在正生書院的第一年 文藝 梁寶儀 

74 交換 未來
馬丁‧貝德弗 著

鄒嘉容 譯

75 地球末日拯救隊 天地 關品方

76 多 1 分鐘樂觀，少 60 秒煩惱 青源 蔣慧瑜

77 成功，就這一句話 商周 戴晨志

78 有米 三聯 陳曉蕾

79 何必愁眉苦臉 皇冠 區樂民

80 何東花園 中華書局 鄭宏泰,黃紹倫 著

81
你的人生，只是缺少心理學──解決生活煩惱的 70

個心理學技巧傑
如果

夫‧畢帝 著

高子梅 譯

82 快樂可以很簡單──音樂全才陳奐仁 三聯
陳奐仁 口述

蘇美智 著

83 我的遺書 三聯 陳偉霖

84 我要的香港 文化工房 嚴飛

85 我要跑起來 青森文化 馮錦雄

86 我們的同志孩子 三聯
香港小童群益會

策劃 蘇美智 著

87 我搬走了你的乳酪 高寶
狄帕克‧馬哈特拉

著 陳芳誼 譯

88 幸福號列車 明報 張曼娟

89 幸福窮日子 突破 阿濃

90 空想科學讀本(5) 遠流
柳田理科雄 著

談璞 譯

91 洛克菲勒給子女的一生忠告 笛藤

約翰‧D. 洛克菲

勒 馬劍濤,肖文鍵 /

譯

92 炭燒的城 文化工房 洛楓

93 飛躍青春系列──醉倒他鄉的夢 山邊 黃虹堅

94 香港百人(上/下冊) 中華書局 亞洲電視 編著

95 格物致知 經濟日報 李逆熵 

96 特首選戰‧傳媒‧民意 天地 蘇鑰機 主編

97 高等中文大典 皇冠 陶傑

98 寂寞非我所願 Between Concept 蒲葦 

99 殺寇 點出版 葉曉文

100 陳老師的四節編劇課 匯智 陳玉音

101 單車環球夢 藍色空間 江心靜、林存青



102 最貧窮的哈佛女孩──那一段飢餓、無眠與被世界遺忘的倖存歲月 商周 莉姿‧茉芮

103 愛的盲點‧80後篇 中華書局 陶國璋

104 愛貓說──我和流浪貓的情緣 天地 希子因

105 感悟人生 100 篇 天地 李怡

106 萬古雲霄─陳之藩集 中華書局 陳之藩

107 遇上快樂的自己 亮光文化 何巧嬋

108 對照記@1963 三聯 楊照,馬家輝,胡洪俠 

109 瘋子的世界 亮光文化 高銘 

110 種地書 有鹿文化 蔡珠兒 

111 劏房小孩 青森文化 樂仔 

112 潮語看中國 天地 葉冠霖 

113 蝸居經紀活命紀 突破 古永信 

114 請照顧我女兒 大田
特列寧‧晃子 著

王蘊潔 譯

115 擁抱（平） 大塊 幾米 

116 歷史上的富二代 知本家 李恆昌 

117 遺忘．刑警 皇冠 陳浩基

118 只挑簡單的做，你的人生當然只能這樣！ 知出版 童格拉‧奈娜

119 雜魚又如何 突破 麥樹堅

120 29 張當票 2：當舖裡特有的人生風景 麥田 秦嗣林 

121 一人又一故事──新聞人再訴心聲 天地圖書 蘇鑰機、張宏艷、李玉茹

122 小妹 花千樹 林美枝、馬家輝 

123 中國恐怖嗎? 文化工房 許驥 

124 中環人 文化工房 黃淑嫻

125 公主小福星(12)[公主傳奇] 新雅 馬翠蘿

126 心如鐵 天地圖書 陳慧 

127 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 青森文化
Gordon Mathews 著

Yang Yang 譯

128 左岸的雨天（黎翠華散文集） 匯智 黎翠華

129 平等．分享．行動 突破 Benson & Friends

130 打開心窗 中華書局 王家春

131 羊吃草──西西集(平裝) 中華書局 西西

132 你是我永遠的朋友：47 個不可思議的動物友情故事 大石國際
珍妮佛‧S.‧霍蘭

著 周沛郁 譯

133 別為了小事而放棄幸福 青源 蔣慧瑜

134 我的豪華劏房生活 三聯 林小龍

135 我的聾人朋友 圓桌精英

陳意軒(作者/訪談

員) / 路駿怡、沈栢

基(訪談員)

136 我是你的忠心 GPS 天行者 曾建平、Deanna



137 我搣時心太軟 突破 游欣妮

138 改變世界的萬物事典：看得見的人類文明演化型錄 漫遊者文化
平凡社編輯部 著

黃郁婷 譯

139 足動生命──在無家者的球場上找到愛 經濟日報

江澄、何秀蘭、李

德能、林超榮、馬

啟仁、 梁國雄、

梁款、莫逸風、葉

韻怡、雷民

140 那年老師教曉我的事 突破 周淑屏

141 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中華書局 呂大樂

142 垃圾男孩 大塊
安迪．穆里根 著

周沛郁 譯

143 奇蹟男孩 天下雜誌
R.J.帕拉秋 著

吳宜潔 譯

144 怪獸家長(3)──零感世代 天行者 屈穎妍

145 放學後的異世界生物室 青桐社 徐焯賢

146 昆蟲博士與宅男的亞馬遜探險 天下文化 劉藍玉、林志全

147 爸爸回家上班去 突破 賴百樂

148 爸爸教我的人生功課 大塊
傑拉德．溫諾克

著 呂玉嬋 譯

149 青筋 白卷 林日曦

150 急症室的福爾摩斯 商務 鍾浩然

151 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 突破
羅乃萱 策劃/主筆

王心靈 訪問撰錄

152 活好當下 經濟日報 李焯芬

153
看得到的世界史：99 樣物品的故事 你對未來會有 1

個答案 （上冊及下冊）
大是文化

尼爾．麥葛瑞格

著 劉道捷、拾已

安 譯

154 飛躍青春系列──青蔥歲月 山邊 車人

155 香港玩具誌 香港中和 彭順、張施源

156 浮城述夢人──香港作家訪談錄 三聯 廖偉棠

157 疼痛，才叫青春：迎接美好未來的 36 個人生指南 圓神 金蘭都 著 徐若英 譯

158 翅膀的鈍角 匯智 劉偉成

159 常夜燈 匯智 吳淑鈿

160 悠然見南山 次文化堂 張文光

161 異色．北韓 天地圖書 項明生

162 剩食 三聯 陳曉蕾

163 郵票中的香港史 中華書局 蔡思行

164 愛的故事 讀品文化 許慧倫

165 粵劇習記──大中小學生學習粵劇的經驗與體會 匯智 蔡啟光

166 隔岸留痕 匯智 鄺龑子



167 翠拂行人首──小思集 中華書局 小思

168 蒲公英女孩 2──天鵝湖的咒語 花千樹 江澄

169 認識全球化 匯智 翟敏娟

170 蝦子香 匯智 胡燕青

171 親吻獅子的男人：我那無與倫比的馴獸人生 平安文化 堤利．勒波堤耶

172 謝謝你，愛過我 文明魚 楊樂常

173 鍾玲極短篇 匯智 鍾玲

174 藏在地圖裡的香港 三聯 陳瑞安

175 醫得喜，活得樂 天行者 莫樹錦

176 贏輸不在起跑線 青源 李臻

177 歡迎翻印 以廣流傳 麥穗 曾憲冠

178 變形的俄羅斯娃娃 文化工房 黃勁輝

179 觀城記──做個有情有義的香港人 格子盒 天航

&高中同學必須從本科建議書目中挑選書籍完成閱讀簡報。

資料來源：選自第22-25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60本候選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