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語文科閱讀書目──歷年書展中文科推介書目錄 

1992 

1. 張系國  《星雲組曲》    洪範 

2. 鍾曉陽  《停車暫借問》    天地 

3. 三毛    《夢裡花落知多少》    皇冠 

4. 鄭豐喜  《汪洋中的一條船》    主人翁文化事業 

 

1993 

1. 張曉風  《你還沒有愛過》    大地 

2. 何紫    《我這樣面對癌症》    山邊社   

3. 阿濃    《青果一集》 、《青果二集》    天地 

4. 蔡元雲  《醫生札記》    突破 

 

1994 

1. 金輝     《墨脫的誘惑》    天地 

2. 聖修伯里 《小王子》    雅文 

3. 潘金英   《魔女管管》    山邊社 

4. 張愛玲   《流言》    皇冠 

5. 鹿橋     《人子》    遠景 

6. 陳文威   《第十七種味道》   山邊社 

7. 西西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洪範 

8. 小思     《人間清月》       華漢 

9. 王良和   《柚燈》           詩風 

10. 張系國   《捕諜人》         洪範 

 

1995 

1. 也斯    《山水人物》        文學研究社 

2. 蔡志忠  《漫畫史記》        博益 

3. 金庸    《笑傲江湖》        明河社 

4. 張系國  《金縷衣》          知識系統 

5. 張熒    《死亡沙漠之旅》    明窗 

6. 古華    《芙蓉鎮》          天地 

7. 李白等  《彩圖古詩精選 1-3》 少年兒童 

8. 明川（小思）《豐子愷漫畫選繹》  三聯 

9. 殷靡詩  《律師手記》  天地 

 

1996 



1. 董啟章  《紀念冊》  突破 

2. 董啟章  《小冬校園》  突破 

3. 黃碧雲  《其後》  天地 

4. 張君默  《琉離草》  山邊社 

5. 東瑞編  《香港散文欣賞》  獲益 

6. 阿濃    《阿濃小小說》  大家出版社 

7. 杜國威  《人間有情》  博益 

8. 李英豪  《李英豪短篇》  華漢 

9. 陶傑    《泰晤士河畔》  皇冠  

 

1997 

1. 關麗珊   《燃燒在冰冷都市的愛》、《與天使同眠》  皇冠 

2. 陳華英等 《大自然的反擊》  山邊社 

3. 鍾曉陽   《遺恨傳奇》  天地 

4. 顏純鉤   《天譴》  天地 

5. 蘇童     《剌青時代》  天地 

6. 阿濃     《本班最後一個乖仔》  突破 

7. 張曼娟   《海水正藍》  希代 

8. 馮偉才編 《香港短篇小說選（1986-1989）》  三聯 

9. 劉墉     《人生的真相》  皇冠 

 

1998 

1. 王良和    《秋水》  突破 

2. 馮珍今    《不一樣的學生》、《我的學生二三事》  新城 

3. 關麗珊編  《我們不是天使》  普普工作坊 

4. 潘金英、潘明珠  《沒有文字的國度》  獲益 

5. 吳淡如    《命運的同學會》  皇冠 

6. 劉鳳鸞    《傻瓜黃 SIR》  獲益 

7. 阿濃      《老井新泉》  突破 

8. 蓬草      《婚禮》  三人出版 

9. 杜杜     《另類食的藝術》  皇冠 

 

1999 

1. 朱少璋   《告別下雨天》  獲益 

2. 解思忠   《國民素質憂思錄》  三聯 

3. 沈從文   《邊城》  商務 

4. 鍾偉民   《安地查東的羅密鷗與朱麗葉》  螢火蟲 

5. 綠騎士   《石夢》  素葉 



6. 西西     《故事裡的故事》  洪範 

7. 陳瑞端   《生活錯別字》  中華 

8. 陶傑     《不給一口釘》  皇冠 

9. 張曼娟   《夏天赤著腳走來》  皇冠 

10. 柯南道爾《巴斯克維爾的獵犬》  利文  

 

2000 

1. 陳慧    《拾香紀》 七字頭 

2. 胡燕青  《一米四八》  突破 

3. 宮澤賢治《風又三郎》 麥田 

4. 綠騎士  《壺底咖啡店》 素葉 

5. 王凌雲  《歲月蒼蒼》 明報 

6. 畢華流  《七層魔塔》 突破 

7. 須滕武雄《科學辦案的現場》志文 

8. 陳寶珍  《角色的反駁》素葉 

9. 鍾怡雯  《垂釣睡眠》九歌 

10. 陳雯芳  《寫出生命的彩虹》禹臨 

  

22000011  

11..  董啟章  《貝貝的文字冒險──植物咒語的奧秘》 董富記  

2. 陸幼青  《生命的留言──死亡日記》北京華藝 

3. 阿濃    《新愛的教育》 突破 

4. 乙武洋匡《五體不滿足》 圓神 

5. 陳葒    《青春出於籃》 獲益 

6. 徐志摩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格林 

7. 曹拔    《在左手的信札》 普普工作坊 

8. 秀實    《星夜》 紅高粱 

9. 區樂民  《開懷醫生》 皇冠 

10. 陳慧    《四季歌》 天地 

 

2002 

1. 梁科慶  《Q版特工之從陰間來的 Email》 突破 

2. 梁科慶  《俠盜破奇案──古墓聖物》 阿湯圖書 

3. 王璞    《知更鳥》 基督教文藝 

4. 高行健  《母親》 聯合文學 

5. 陳丹燕  《我的媽媽是精靈》 木棉樹 

6. 胡燕青等《陋窗──香港散文新選》 紅高粱 

7. 潘台成  《卡滋卡滋巫婆湯》 高富國際文化 



8. 陳慧    《物以情聚》 明窗 

9. 葉玉萍  《靈巧像蛇》 阿湯圖書 

10. 賴東進  《乞丐囝仔》 台灣皇冠 

11. 歐陽林  《醫院哈燒站》  麥田 

 

2003 

1. 陳璐茜  《星星人在敲我的門》 幼獅 

2.  綠騎士  《啞箏之醒》 文藝 

3.  宋詒瑞  《與丹丹同行》 螢火蟲 

4.  陳葒    《校園風雲》獲益 

5.  克莉絲蒂《底牌》 遠流 

6.  黃仁逵  《放風》 素葉 

7.  金正賢  《回家》 福地文化 

8.  余非    《慧眼看名家》 突破 

9.  楊秀慧  《吃一碗玉米飯，再上路》 洪葉 

10. 向達倫  《怪奇馬戲團》 皇冠 

 

2004 

1.  袁兆昌 《超凡學生》1及 2 阿湯 

2.  阿濃   《是我心上的溫柔》突破 

3.  石黑謙明《再見了，可魯》台灣角川 

4.  廿八畝 《你不知道的中國人的性格》華立 

5.  陳慧   《好味道》天地 

6.  陳光中 《風景——京城名人故居與軼事》和平圖書 

7.  楊絳   《我們仨》牛津 

8.  董橋   《從前》牛津 

9.  王心慈 《老子，你在說甚麼？》葉子 

10. 張曼娟 《愛情，詩流域》麥田 

 

  

2005  

1.  君比   《四個 10A 的少年》  山邊 

2.  君比   《叛逆歲月 3──與你走過的日子》  青桐 

3.  星新一 《最後一個地球人》  幼獅文化 

4.  沈石溪《愛情鳥》  和平 

5.  林順潮 《窮小子‧傑青醫生──我的實習剪影》 中華書局 

6.  莫里斯‧勒布朗 《813》  遠流 

7.  張曼娟《黃魚聽雷》  皇冠 



8.  曾小歌《人生沒有綵排》  中經社 

9.  黃秀蓮《歲月如煙》 匯智 

10. 奧亨利《最後一葉》 麥田 

11. 陳映真《陳映真自選集》 天地 

 

2006  

 

1. 鄒文律  《光纖裡的愛》突破 

2. 鄒文律  《尋找消失的花園》匯智 

3. 巴金  《憩園》三聯 

4. 阿濃  《好說好說》和平 

5. 黎翠華《山水遙遙》文藝 

6. 胡燕青《小板凳》牛津 

7. 張宏艷《再見女主播》天窗 

8. 葉玉萍《貓派對》阿湯 

9. 小野  《企鵝爸爸》麥田 

10. 子敏  《小方舟》麥田 

11. 朴美景《馬拉松小子－跑吧，亨鎮》大田 

12. 向達倫《喪王降臨》及《惡魔賊》（魔域大冒險第 1、2集）皇冠 

 

2007  

1.  關麗珊 《浩然的抉擇》、《親密關係》、《快樂的蜜糖圈餅》山邊社 

2.  葛紅兵 未來戰士系列之《克隆危機》、《天空使命》、《地下王國》青桐社 

3.  帕多文尼高‧巴卡拉里奧著李慧儀譯 

尤利西斯‧摩爾系列之《時間之門》、《神秘的地圖》、《旋轉的鏡屋》新雅 

4.  區智浩 《生死邊懸─攀山搶救隊的故事》天地 

5.  周淑屏 《我在街頭小吃中細味人生》突破 

6.  島天洋七 著陳寶蓮 譯《佐賀的超級阿嬤》先覺 

7.  吳藹儀 《賞心樂事》次文化堂 

8.  劉紹銘 《吃馬鈴薯的兒子》牛津大學 

9.  張愛玲 《傾城之戀》皇冠 

10. 卡夫卡著 李毓昭譯《卡夫卡變形記》晨星 

 

2008  

   

1. 馮志康《攝記追蹤》、《貧窮旅程的光影情書》突破 

2. 龍應台、安德烈《親愛的安德烈》天地 

3. 阿谷  《早熟》突破 



4. 董啟章《練習簿》突破 

5. 袁兆昌改編《欣月童話》天地 

6. 陳德錦《盛開的桃金孃》匯智 

7. 陳雲  《新不如舊》花千樹 

8. 詹宏志《人生一瞬》馬可孛羅 

9. 潘步釗《邯鄲記》匯智 

10. 傑克‧倫敦《野性的呼喚》晨星 

 

2009 

 

1 麥樹堅《用愛，煮一碗糖水》突破、《突圍長跑隊》突破、 

《愛在溫柔流動》突破、《對話無多》匯智、 

2 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皇冠 

3 龍應台《目送》天地出版 

4 東野圭吾《偵探伽利略》獨步文化出版 

5 鍾曉陽《停車暫借問》天地出版 

6 陳惜姿等《四川地震──香港記者反思錄》香港新聞教育基金會 

7 黃茂林《嘩！大頭神探桑蠶破奇案》點出版 

8 袁兆昌《Jumper 籃球王》天行者出版 

9 史蒂芬妮‧梅爾《暮光之城》尖端出版 

10 佐佐木由利《五體不滿足的太郎》大田出版 

11 王良和《魚話》 

 

2010 

 

1 可洛《女媧之門 1──時空的裂縫》日閱堂、 

《女媧之門 2──煙火少年》日閱堂、 

《女媧之門 3──神諭女孩》日閱堂、 

梁偉洛(可洛)《夢想 Seed》突破、《繪逃師》麥穗、《他和她的盛夏》匯智、 

《鯨魚之城》日閱堂 

2   胡燕青《野地果》突破、《心頁開敞》突破、《我走過書桌的曠野》、 

《彩店》匯智、《一米四八》突破、《小板凳》牛津、《更暖的地方》牛津 

3   小思《香港故事》牛津、《承教小記》三聯、《一生承教》三聯、 

《彤雲箋》華漢、《香港文學散步》三聯 

4   尤奚‧金柏格《迷走亞馬遜》遠流 

5   米澤穗信《算計》木馬文化 

6   莊紹賢《走過死蔭的樹下》快樂書房 

7   鍾曉陽《春在綠蕪中》天地圖書 



8   松崎洋《衝吧！籃球少年》東販 

9   余華《活著》麥田 

10  史賓賽‧強森《峰與谷》平安文化 

11  陳寧《風格練習》大田 

   

2011 

1 徐焯賢《封印之瞳》青桐社、《3Q──天馬行兇》青桐社、《看三國，談創作》   

         麥穗、《白鳥之羽》麥穗、《赤心之葉》麥穗、《青海之石》麥穗、 

        《封印之瞳》麥穗、《紅瞳之火》麥穗、《藍瞳之水》麥穗 

2關夢南《輕鬆寫作 10堂課──贏在作文起跑線》、《關夢南散文選》、 

      《香港散文選讀》 

3 鍾  玲《霧在登山》匯智、《大地春雨》天地、《鍾玲極短篇》爾雅（台）、 

        《大輪迴》九歌（台） 

4陳  慧《物以情聚》 

5司徒華《欄杆拍遍》次文化堂、《起看星斗》次文化堂 

6韓  寒《三重門》明窗、《飄移中國》明窗、《他的國》明窗 

7王心靈《穿人字拖的公主》突破 

8湊佳苗《告白》時報 

9 艾米《山楂樹之戀》 

10《一千零一夜》晨星 

11唐睿《FOOTNOTES》三聯 

12李志清《畸型的地球先生──60個人生小風景》匯智 

 

2012 

1 梁科慶《遺失了的兩分鐘》亮光文化、《偷畫賊中賊》亮光文化、《WIFI 之戀》

亮光文化、 《傷城殺人事件》亮光文化、《香港故事有情》亮光文化、 《文

學想多了》突破   

2 張宏艷《苦媽是這樣煉成的》青桐社、《一步一窩心》天行者 

3 王良和《山水之間》匯智、《魚話》匯智、《時間問題》匯智、《舊物》(Old Things) 

中文大學 

4 麥樹堅《雜魚又如何》突破、《未了》Kubrick 

5 蔡珠兒《紅燜廚娘》聯合文學(台) 

6 閻連科《我與父輩》印刻(台) 

7 詹宏志《綠光往事》馬可孛羅(台) 

8 鄭豐《神偷天下》奇幻基地(台) 

9 有川浩 Asma譯《阪急電車》時報(台) 

10東川篤哉 黃健育譯《推理要在晚餐後》尖端(台)、鄭舜瓏譯《請勿在此丟棄 

屍體》新雨(台) 



11約翰．波恩(John Boyne) 趙丕慧譯《穿條紋衣的男孩》皇冠(台) 

12 游欣妮《我搣時很煩》突破 

 

2013 

1 吳冠中《我負丹青──吳冠中自傳》人民文學、《畫眼》文匯 

2 小思《夜讀閃念》牛津大學、《翠拂行人首》三聯、《一生承教》三聯、明川《豐

子愷漫畫選繹》三聯   

3 豐子愷《緣緣堂隨筆》三聯 

4 陳葒《青春出於籃》(創新版)新少年、《靈感如泉作文祕笈》中華 

5 蔡珠兒《種地書》有鹿文化(台) 

6 莫言《傳奇莫言》聯合文學(台) 

7 蘇偉貞《離家出走》洪範(台)、《舊愛》洪範(台)、《我們之間》洪菴(台) 

8 也斯《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牛津、《山光水影》牛津、《街巷人物》牛津、《也 

斯的香港》三聯、《城市筆記》東大(台) 

9 琴涵《遇見‧幽夢影》木馬文化(台) 

10胡燕青《那一塊錢》山邊 

11喬靖夫《香港關機》天行者 

12田中馬可著，陳彥君譯《來自小狗天國的信》時報(台) 

13申京淑著薛舟譯《請照顧我媽媽》圓神(台) 

14伊坂幸太郎著，葉春美譯《死神的精確度》獨步(台) 

15 R.J帕拉秋著，吳宜潔譯《奇蹟男孩》天下雜誌(台) 

 

2014 

1洛楓《炭燒的城》文化工房出版社 

2張曉風《我知道你是誰》、《他？她？你的側影好美！》九歌出版社 

3黃秀蓮 《此生或不虛度》麥穗出版社 

4黃秀蓮《歲月如煙》匯智出版社 

5周淑屏 《那年老師教曉我的事》突破出版社 

6 毛姆《毛姆小說選集》台灣大地出版社 

7 三上延《古書堂事件手帖》1-4冊台灣角川 

8徐焯賢 《放學後的異世界生物室》麥穗出版社   

9 劉梓潔《父後七日》台灣寶瓶 

10辛夷塢《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11吳念真《這些人 那些事》台灣圓神出版社 

12朱業顯《文言語譯》(增訂版) 三聯出版社 

13琦君等《守候‧盼望》台灣正中出版社 

14沈祖堯《灌溉心靈的半杯水──沈祖堯最想分享的感恩故事》皇冠出版社 

15秦嗣林《29張當票》1、2麥田出版社 



16安迪‧穆里根《垃圾男孩》台灣大塊文化 

 

2015 

1朱少璋《梅花帳》匯智出版社 

2蕭紅《蕭紅小說散文精選》(增訂本)商務印書館 

3 小思《小意思》、《思香‧世代》、《我思故我在》啟思出版社 

4夜透紫《貓耳摩斯》有種文化 

5王溢嘉《青春第二課》野鵝出版社 

6 尚‧雷德《找死專賣店》皇冠出版文化有限公司 

7 湊佳苗《白雪公主殺人事件》 

8烏奴奴、夏佩爾《巷弄裡的那家書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胡晴舫《她》八旗文化 

10林超英《天地不說話》快樂書房 

11楊振中編《歷代文言小故事》第一至三冊 有為書店 

12黃碧雲《烈佬傳》天地 

13陳嘉薰《尋家‧歷險‧六萬里》突破 

14可洛《女媧之門(7)──最遠的未來》日閱堂 

15鍾曉陽《哀傷紀》天地出版社 

 

2016 

1 霍玉英編《水上人家──香港生活 故事選》聯經出版社 

2 霍玉英編 常新港著《呼吸的牛仔褲》中和出版社 

3 徐焯賢《詩探卡爾維》麥穗出版社 

4 馬歇爾‧埃梅《貓咪躲高高》貓頭鷹出版社 

5 黃永武《愛廬小品(勵志)》洪範出版社 

6 詹宏志《旅行與讀書》新經典文化出版社 

7 麥樹堅《目白》匯智 

8 麥樹堅《對話無多》匯智 

9 王良和《破地獄》匯智 

10王良和《女馬人與城堡》匯智 

11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允晨文化 

12余華《第七天》麥田出版社 

13東野圭吾《當祈禱落幕時》獨步文化 

14《文化廿講》經濟日報出版社  

 

2017 

1 游欣妮《我最「搣時」的故事》突破 

2 游欣妮《搣時的餐桌》突破 



3 殷培基《爆籃 CLUTCH TIME》突破 

4 黃秀蓮《風雨蕭瑟上學路》匯智 

5 余光中《余光中幽默文選》天下文化出版社 

6 陳嘉薰《最後的房子》突破出版社 

7 黎翠華《記憶裁片》匯智 

8 陳曦靜《爆炸糖殺人事件及其他》點文化 

9 張曼娟主編《晨讀 10分鐘──成長故事集》天下雜誌出版 

10鍾怡雯《鍾怡雯精選集》九歌出版社 

11 劉克襄《四分之三的香港》 香港中華書局 

12川村元氣著、王蘊潔譯《如果這世界貓消失了》 春天出版 

13李晛瑞《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一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愛米粒出版 

14東野圭吾 《冷酷的代課老師》春天出版社 

 

2018 

1馮珍今 《字裡風景》 有為書店 

2周淑屏 《書店結業了》突破 

3胡晴舫 《辦公室》八旗 

4胡晴舫 《她》 八旗 

5 徐焯賢《我摔倒了我的愛情》 麥穗 

6 克里斯蒂《東方快車謀殺案》 遠流 

7 潘銘基《孔子的生活智慧》 匯智 

8 陳苑珊《愚木》青森文化 

9 也斯《中學生文學精讀──也斯》 三聯 

10北杜夫《我的叔叔》 麥田 

11自然《死亡筆記──禮儀師的生死見聞》香港中和出版社 

12 劉以鬯《香港居》獲益 

13 名取佐和子《企鵝鐵道失物招領課》獨步文化 

 

2019 

1韓麗珠 《回家》 香港文學館 

2陳志堅 《紅豆糕的歲月》 突破 

3陳志堅 《無法預知的遠方》 突破 

4陳志堅、殷培基編 《情味‧香港》 匯智 

5李紹基 《惡童處》 匯智 

6川口俊和 《在咖啡冷掉之前》、《在謊言拆穿之前》、《在回憶消失之前》 悅知 

7宮部美幸 《無止境的殺人》 獨步文化(台) 

8袁兆昌 《超凡學生初中篇——老師別怪我 我是睡著了》 點出版 

9胡燕青 《過程》 突破 



10羅國洪、朱少璋編 《香港‧人》 匯智 

11啟思 《悅心文言讀本(2)》 啟思 

12鄭丰 《杏花渡傳說》城邦 

13不朽 《想把餘生的溫柔都給你》 悅知 

14趙曉彤 《步──記錄香港》 石磬 

15余非 《文學細心讀》 三聯 

16魯迅 《魯迅作品精選(5)──故事新編【經典新版】》 風雲時代 

 

2020 

受疫情影響，書展將會以跨學年形式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