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出版資料

1 不抱怨的世界 鮑溫，威爾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08.

2 國力  : 練乙錚文集 III 練乙錚 香港  : 天窗, 2008.

3 告別犬儒  : 香港自由主義的危機 許寶強 香港  : 牛津大學, 2009.

4 香港人，不高興 吳志森 香港  : 次文化2009.

5 和天安門母親一起 許朗養;區美寶 香港  : 進一步多媒體, 2009.

6 破謬思維 林沛理 香港  : 天窗, 2009.

7 天羅地網: 科學與人文的探索 陳天機 香港  : 牛津大學, 2008.

8 大眼看倫敦 邱翔鐘 香港  : CUP Magazine, 2009.

9 盲點心理學: 看見看不見的智慧 陶兆輝 香港  : 匯智, 2009.

10 廚房裡的人類學家 莊祖宜 台北市  : 大塊文化, 2009.

11 香港歷史散步 丁新豹 香港 : 商務, 2008.

12 釋放香港: 讓我們活得更好 黎廣德 香港  : 快樂書房, 2009.

13 一起廣播的日子: 香港電台八十年 陳雲 香港  : 明報, 2009.

14 香港製造 . 製造香港  : 香港工業過去 . 現在 . 未來 何耀生 香港  : 明報, 2009.

15 想當年，我們在香港的打拼歲月 香港家庭福利會 香港  : WHY 出版, 2009.

16 勇闖宇宙首部曲: 卡斯摩的祕密 霍金，露西 台北市  : 時報文化, 2008.

17 野地果 胡燕青 香港  : 突破, 2009.

18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九把刀 香港  : 春天, 2006.

19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科爾賀 . 保羅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2004.

20 寂寞長大了 恩佐 臺北市  : 大田, 2009.

21 星空 幾米 臺北市  : 中塊文化, 2009.

22 青春的足印 君比 香港  : 青桐社, 2009.

23 人生要閃閃亮亮 王貽興 香港  : 明報, 2009.

24 自我勉勵同學會 黃擎天 香港  : 非凡, 2009.

25 也是香港人  : 七字頭的新移民誌 梁以文 香港  : 進一步, 2009.

26 活得輕鬆的心理法則 王春永 香港  : 三聯, 2008.

27 喂！我仲未死? 鄧小琳 香港 : 青春文化, 2008.

28 憂鬱病，就是這樣: 一個憂鬱病患者的自由 李子玉 香港  : 三聯, 2008.

29 總有一次失敗 斌仔 香港  : 三聯, 2009.

30 赤道上的金牌 蘇樺偉 香港  : 星島, 2009.

31 愛誰都可以，要先愛自己 朱衛茵 臺北市  : 平安文化, 2009.

32 聽筒傳愛 區樂民 香港  : 皇冠, 2009.

33 石破天驚  : 傑出華人指揮家石信之 屈穎妍 香港  : 新人才文化, 2009.

34 思與花開 陳之藩 香港  : 牛津大學, 2008.

35 艱苦的行程  (紀念版) 舒巷城 香港  : 花千樹, 2009.

36 縫熊志 西西 香港  : 三聯,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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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目送 龍應台 香港 : 天地圖書, 2008.

38 七十年代 北島 香港  : 牛津, 2008.

39 去中國人的幻想世界玩一趟 阿濃 香港  : 突破, 2009.

40 中國幽默機智故事精選集 陳曦 臺北市  : 采竹文化, 2008.

41 暮光之城 梅爾，史蒂芬妮 臺北市 : 尖端, 2008.

42 100個即將消失的地方 Co+Life A/S; 汪中和; 陳文茜; 李芳齡 台北市：時報文化

43 1 院，請進場 黎慧嫻 香港：三聯 

44 42195 邂逅在馬拉松的路上 吳崇欣 香港：宇宙長跑學院　教育基金 

45 80 後十位香港女詩人：詩性家園 崑南 編 香港本土文學大笪地

46 Facebook 帝國──朱克伯格的叛逆宣言 王一峰 編 香港：文化會社 

47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武伊契奇 台北市：方智 

48 人生潛規則，20 幾歲就該知道 黃擎天 香港：生活書房 

49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余華 台北：麥田 

50 凡事向好看 葛雋 經要文化

51 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 司徒華 香港：牛津大學 

52 小事情 陳慧 香港：天地 

53 小護士說故事 天藍 WHY出版

54 不再狗臉的日子 陳曦靜 香港：點出版

55 不思考的練習 小池龍之介 著 何啟宏 譯 究竟 

56 五湖四海家常菜——華北東南亞及東歐地區 麥圓本著 Stella So 插圖 香港：三聯 

57 心影遊記之一: 緋紅日本 金鈴 - 知出版

58 日本創意大發明 大發明調查團編 著 蕭雲菁 譯 臺灣東販

59 世界別為我擔心 幾米 台北市：大塊文化 

60 世界將我包圍 林夕 亮光文化

61 代價：20 人類銘記的重大教訓 洪星范、陳博政 編著 香港：萬里 

62 出租關係 陳守賢 突破

63 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著 樂為良 譯 雅言文化

64 甲級中文 潘國森 香港：次文化堂 

65 匠心手作 張浩賢 香港：上書局 

66 向終點敬禮 黃慧英 青春文化

67 吃掉社會：走山廚房看世界 馮一沖 香港：三聯 

68 如果我沒有紅斑狼瘡症 余小妍 香港：三聯 

69 你的心不是公廁 卓韻芝 香港：明窗

70 你的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蔣慧瑜 香港：青源

71 我的不完美 劉若英 亮光文化

72 《我的這一班》：青蘋果的滋味 秋小魚 香港：山邊

73 我們的日子為甚麼這麼難 郎咸平 香港：中華書局 

74 我搣時很煩 游欣妮 香港：突破 

75 步向彩虹的女孩 汪明欣 香港：嘉出版

76 貝貝的文字冒險 董啟章 香港：香港學生文藝



77 赤心之葉 徐焯賢 香港：青桐社

78 那年的天空很藍 李志清 香港：策馬文創

79 和你在一起 大泥 青春文化

80 黑猩猩的膝蓋與模特兒的腳掌：好奇心　引發的39個科學思考 李(Lee, Nick) 香港：花千樹 

81 看雜誌：1980s-1990s 紀事 黃夏柏 香港：麥穗

82 美哉少年 潘步釗 香港：匯智

83 時代新詞－－從流行到通識 阿濃 香港：突破 

84 送給孩子的字 張大春 台北市：新經典文化

85 剪髮 胡燕青 香港：突破 

86 情感啟示錄 楊旭 香港：三聯 

87 敗犬男 詹志文 香港：亮光文化 

88 晚福：Ducky婆婆 鄺穎萱 香港：小書局 

89 細味人生 100 篇 李怡 香港：天地圖書 

90 最後56天最想跟爸媽一起做的46件事 - 春光編輯室 - 春光出版社

91 最美的奉獻 迪克．賀特 著　陳信宏 譯 先覺

92 喚醒 69 億隻青蛙－－全球暖化內幕披露 李逆熵 香港：經濟日報 

93 猿猴志 西西 台北市：洪範書店

94 過客(2)－－中國遊記 劉細良 香港：上書局 

95 睡美人的街頭舞 江澄 香港：點出版 

96 寫作飛行中 林詠琛 青馬文化

97 幫香港算算賬 雷鼎鳴 天窗

98 羅輯課：24個媽媽教我的街頭智慧 羅志祥 台北：平裝本

99 鐵道員 淺田次郎 高寶

100 聽大樹唱歌 陳曉蕾 香港：萬里機構 

101 灌溉心靈的半杯水 沈祖堯 皇冠

102 一分鐘小幽默,人生大智慧 陳曦 采竹

103 用一枝筆消除壓力 今井真理 文經社

104 我和地球人相處的日子 游高晏 文經社

105 Q版特工31 梁科慶 突破

106 叛逆歲月24 君比 青桐社

107 中學生好享讀 世界文學大師短篇小說三冊 天下文化

108 心中陽光燦爛 區樂民 皇冠

109 再會吧,青春小烏 中田永一 時報

110 守候．盼望 林海音等 正中

111 漢字原來這麼恐怖 小山鐵郎 漫遊者

112 世界的中心現在是哪裡 維克多 大是

113 冷門知識我最在行  part1 或 part 2 蘇明石 品果

114 我八歲,我在可可田工作 岩附由香 科寶

115 希望之翼:倖存的奇蹟,以及雨林與我的故事 柯普科 橡樹林

116 足球旅行歐洲地圖：英格蘭．意大利．荷蘭 萬里



117 阿拉搜！韓國：從韓劇看韓國人生活大小事 康熙奉 商周

118 美蹤筆觸 聶聖哲 中華

119 異色.北韓 項明生 天地

120 透過錢眼看歷史 波音 遠流

121 讀圖識中國 萬必文 商務

122 歷史上不願曝光的真相 劉默 中華

123 親吻獅子的男人：我那無與倫比的馴獸人生 勒波提耶 平安文化

124 超譯英雄：這些你可能沒有聽過的人，他們都是英雄眼中的英雄 我的英雄計劃 大喜

125 日理萬機：航空交通全解碼 藍一樂 WHY

126 豚出沒注意 洪家耀 商務

127 遠征 盛文林 風雲時代

128 大香港人2－－那些年的屋邨仔生活 蚊張 一丁

129 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 Mathews 青森

130 生命現場:深切治療部救護實錄 劉俊穎 商務

131 美荷樓記 張帝莊 三聯

132 我是你的忠心GPS 曾健平 天行者

133 改變世界的萬物事典 平凡社 漫遊者

134 從零開始超簡單剪紙課 郭欣怡 美藝

135 你是我永遠的朋友－－47個不可思議的動物友情 霍蘭 大石

136 科學遊戲大發現 風間林平 東販

137 破案關鍵: 指紋、毛髮、血液、DNA、犯罪現場中不可不知的鑑識科學 陳用佛等 獨立作家

138 身邊常見的現代化生活科技 湧井良幸等 晨星

資料來源：選自第21-23屆中學生好書龍虎榜60本候選書及范建梅老師書介

&初中同學須完成至少三份閱讀簡報。同學須從本科建議書目內挑選至少

兩本書籍，完成閱讀簡報，剩下一份閱讀簡報則可自由選擇自己喜愛的圖

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