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hkreadingcity.net/10books     第 19 屆「十本好讀」中學組候選書籍名單 P.1 

第 19屆「十本好讀」中學組候選書籍名單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ISBN 國際書號 

01 下一秒，來不及道別 小咩  蜂鳥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7992394 

02 小毛病 吳妮民 有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9789860607505 

03 小情書 小書 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887514985 

04 不白之冤 文善  格子盒作室 9789887967064 

05 不在場證人 II：法醫精神科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 

何美怡醫生 明窗出版社 9789888687886 

06 中國古代生活大百科 米萊童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

司 

9789620758768 

07 心靈的綠洲：遇見翻轉人生的一

句話 

王壽來 遠流出版公司 9789573289029 

08 文武之道【上冊】：從城市森林中

尋訪對閱讀有想法的武者與文化

人 

盧敬之博士、卓文傑、伍智

恒、林雪杰、趙格華博士 

超媒體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700790 

09 文茜說世紀典範人物 陳文茜 遠流出版公司 9789573290094 

10 文學時空與士人信仰 陳引馳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9789629376000 

11 巨人皇后的祕密——通往自由的

明日之地 

潘．慕諾茲．里安（文）、蘇瑩

文（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3384090 

12 白先勇、劉再復《紅樓夢》對話

錄 

劉再復、白先勇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676309 

13 字旅人間 馮珍今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7544210 

14 守藝工匠 II 香港手藝匠人精神 Rain Haze 非凡出版 9789888759385 

15 你不奇怪，只是比較敏感 學會與

自己相處，解決 90%人際×職場×

生活的煩惱 

武田友紀（文）、池迎瑄

（譯）、高詹燦（譯）  

非凡出版 9789888758395 

16 我在非洲忘了時間——盧旺達鄉

村生活日誌 

朱芷均 Lafelle 非凡出版 9789888759361 

17 我的性格，我決定：更有自信、

更高 EQ、打造理想人生的性格養

成計畫 

班傑明．哈迪（文）、林俊宏

（譯） 

天下文化 9789865250485 

18 我的童年——上水妹仔手繪本粵

語版 

廖少英 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887458494 

19 沒有名字的男孩 凱瑟琳．吉爾博特．莫道克

（文）、張梓鈞（圖）、 曾馨儀

（譯） 

聯經出版  9789570856057 

20 走過風雨的孩子 陳凌軒（文）、鄭美姿（文）、

芝麻羔（圖） 

突破出版社 9789888562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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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妳離開之後：一個女兒失去母親

後的生存旅程 

泰勒．費德爾（文）、尤采菲

（譯） 

三采 9789576584534 

22 承．傳 周紫柔（文）、翁菡馨（文）、

黃瀅（文）、潘海遙（文）、麥

凱晴（圖） 

紅出版 (青森文化) 9789888743261 

23 承教．城傳：九龍學校的故事 陳智德、李子建、劉瑩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759231 

24 沿着季風的方向——從印度到東

南亞的旅程 

劉子超 天地圖書 9789888549047 

25 金魚男孩 麗莎．湯普森（文）、陳柔含

（譯） 

小樹文化 9789570487435 

26 保舊創新——香港建築保育與城

市發展 

李浩然、黎志邦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84478 

27 城市回眸：香港文學探論 張燕珠 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887458463 

28 屋邨尋味記 蕭欣浩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9789621473523 

29 建築．交響．夢 吳永順 天地圖書 9789888549726 

30 星空解碼——從天文觀測到星野

攝影 

薛俊朗 天地圖書 9789888549719 

31 昨天喝了河豚湯：50 位作家，50

種面對殘酷世界的回應 

米哈 P.PLUS LIMITED 9789620447945 

32 活得真累——正向心理學給你的

三把人生鑰匙 

Lo’s Psychology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8484829 

33 相送 陳嘉薰 突破出版社 9789888562411 

34 致我們的中學時光 范永聰、范詠誼、楊映輝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9789621473585 

35 香港老美——老香港的美學印記  黃慶雄 經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7537496 

36 香港釣太郎：香港釣太郎釣魚手

冊 

Calvin Cheung 紅出版 (青森文化) 9789888743285 

37 香港遺美——香港老店記錄 林曉敏 非凡出版 9789888758159 

38 香港舊百業風貌 蘇慶彬（文）、何淑珍（文）、

蘇美璐 （圖）  

天地圖書 9789888549702 

39 原來貨櫃是這樣子啊！ 小魯文化編輯部（文）、葉亞璇

（圖）、財團法人陽明海運文化

基金會（圖） 

小魯文化 9789865566784 

40 哲食之道 劉彥方  牛津大學出版社 9789888747948 

41 書籤珍藏手記——記一頁生活、

香港與世界 

黃慧雯 非凡出版 9789888758050 

42 消失的文學部 2 漫遊奇境的阿麗

思 

智慧老人（文）、NOVELLAND

（原案）、娜歌妮（圖） 

Plug Media Services 

Limited 

9789887904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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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唯一的玫瑰 妙莉葉．芭貝里（文）、周桂音

（譯） 

商周出版 9789864779833 

44 專家之路：從學徒到大師 羅傑．倪朋（文）、許恬寧

（譯）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9789860777147 

45 悠悠我心——念人憶舊 王璞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7443797 

46 清夜捫心——金牙大狀憶往惜今 清洪  天地圖書 9789888549924 

47 現代希臘史：希臘專家寫給所有

人的國家傳記 

羅德里克．比頓（文）、嚴麗娟

（譯） 

商周出版 9789860734621 

48 球魂不滅——美國籃球眾星誌 Roy Cheng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9789621473097 

49 第五泳道 銀昭曶（文）、盧仁慶（圖）、 

林佩君（譯） 

小魯文化 9789865566494 

50 許願地球儀 克莉絲汀娜．奧森（文）、 張

玉亮（譯）、 張梓鈞（圖） 

聯經出版 9789570856750 

51 最高學習法：激發最大學習效率

的輸入大全 

樺澤紫苑 春天出版社 9789577413109 

52 隅見集——我如是觀 思泯（文）、Erica Yu（編） 信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887527787 

53 搜神故事集：穿越時空的送信人 李明足（文）、林鴻堯（圖） 聯經出版 9789570857146 

54 當我們同在一起 髙森美由紀（文）、

mirocomachiko（圖）、 米雅

（譯） 

台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

限公司 

9789863383451 

55 蜂鳥與謊言 林滿秋（文）、蔡豫寧（圖） 未來出版 9789865250980 

56 熊貓記者調查：香港歷史上的四

大病魔怪 

麥明心 小皇冠童書館 9789882166929 

57 綠皮火車 葉秋弦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9789887544173 

58 認識中國系列 1 地理山河一 陸人龍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9789620447518 

59 課本物語：穿梭百年時空的課堂 鍾燕齊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9789888759194 

60 養心 1 消失的生死玦 陳郁如 親子天下 9789575039660 

61 歷史裏的斷章 張惠 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9789887458371 

62 聯合國實習手記 和平發展基金會 明窗出版社 9789888687688 

63 謝絕探訪——觸不到的護事 小毒  亮光文化 9789888716630 

64 關於大腦的七又二分之一堂課 麗莎．費德曼．巴瑞特博士

（文）、蕭秀姍（譯） 

商周出版 9789865482053 

65 聽君一夕話——阿濃談文學論人

生 

阿濃  突破出版社 9789888562510 

66 體壇鍾橫——悟樂塵網中的鍾志

光 

鍾志光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978962147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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