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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庫參考表書庫參考表書庫參考表書庫參考表 
[ 書庫表以中文(漢語)書藉居多，故此表只提供中文(漢語)版 ] 

最後更新: 二零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此表將不斷更新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生態生態生態生態 / 地理地理地理地理 / 環境環境環境環境 / 科學科學科學科學 / 旅遊旅遊旅遊旅遊類書類書類書類書 
1000001 新界北深度遊 漁農自然護理署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000002 新界東深度遊 漁農自然護理署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000003 尋找蝴蝶 五大蝴蝶路線指南 
 [綠色力量贈] 

莊詩玲 綠色力量 

1000004 香港海岸及海洋生態相片及影片展

覽[漁護署海岸公園科教育組贈]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05 香港野花[曾肇彬先生贈 2008] 漁農自然護理署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000006 香港海洋情報[漁護署海岸公園科教

育組贈] 
漁農自然護理署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000007 香港及華南鳥類[聖文德書院贈] 尹璉 費嘉倫 林超 香港政府印務局印 



英 

1000008 香港奇景探勝遊[王智豪先生贈

2003] 
梁榮亨 萬里出版社 

1000009 泥巴上的春天[李靜儀老師贈 2003] 香港電燈公司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觀鳥會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長 

明報報業有限公司 

1000010 認識拉姆薩爾濕地 漁農自然護理署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000011 中華白海豚 – 香港的一顆明珠 
[漁護署海岸公園科教育組贈] 

洪家耀 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1000012 再探東平洲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13 香港大自然 李寶文 商務印書館 

1000014 地理景觀 劉南威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00015 香港郊野公園 (一) 李日陽 萬里出版社 

1000016 香港郊野公園 (二) 李日陽 萬里出版社 

1000017 活學地理 (一) 葉劍威 林智中 
施明輝 黃錦輝 

楊錦泉 

牛津大學出版社 

1000018 活學地理 (二) 葉劍威 林智中 
施明輝 黃錦輝 

楊錦泉 

牛津大學出版社 

1000019 活學地理 (三) 葉劍威 林智中 
施明輝 黃錦輝 

楊錦泉 

牛津大學出版社 

1000020 野外動向 (第二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21 野外動向 (第五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22 野外動向 (第三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23 野外動向 (第七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24 野外動向 (第十三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25 野外動向 (第十九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26 野外動向 (第十八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27 野外動向 (第十四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28 野外動向 (第十五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29 稻草人 (第 43期) [綠田園基金贈] ------ 綠田園基金 

1000030 稻草人 (第 45期) [綠田園基金贈] ------ 綠田園基金 



1000031 稻草人 (第 44期) [綠田園基金贈] ------ 綠田園基金 

1000031B 稻草人 (第 46期) [綠田園基金贈] ------ 綠田園基金 

1000031C 香港有機地圖 ------ 綠田園基金 

1000032 校園堆肥減廢及有機種植指引 環境保護署 環境保護署 

1000033 體驗米埔 世界自然(香港)基
金會 

扶輪百周年紀念濕地研究

院 

1000034 生生不息 [2003年 06 月]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35 愛護校園樹木 – 教育工作手冊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36 自然足印 (創刊號) 2003.02 ------ 自然足印 

1000037 綠田野 (第 63期) [綠色力量贈] 鄭睦奇博士 綠色力量 

1000038 有機耕種理論與實踐 綠田園基金教育組 綠田園基金 

1000039 蝴蝶真美麗 秋雨文化/大地地理

雜誌 
廣達電腦教育基金會 

1000040 生命之延 (2006年冬季號)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贈 2006]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

港分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1000041 生命之延 (1999年春季號) 
[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贈 2006]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

港分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1000042 野外動向 (第二十一期) ------ 野外動向有限公司 

1000043 郊野探索(第 18期) 香港郊野活動聯會/ 
香港自然探索學會 

香港郊野活動聯會/ 
香港自然探索學會 

1000044 郊野探索(第 19期) 香港郊野活動聯會/ 
香港自然探索學會 

香港郊野活動聯會/ 
香港自然探索學會 

1000045 香港濕地公園簡介 香港濕地公園 香港濕地公園 

1000046 香港石珊瑚資料夾 ------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47 香港危險海洋生物圖鑑 ------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48 妙剪生機 – 濕地與中國民間剪紙藝

術 
------ 漁農自然護理署香港濕地

公園/中國藝術剪紙協會 

1000049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2003年5月號 國家地理雜誌 國家地理雜誌 

1000050 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 2003年2月號 國家地理雜誌 國家地理雜誌 

1000051 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簡介 沈商嶽 中華民國臺灣省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

場 

1000052 自然環境資訊 –  
第 11 期 2005年 7-9月 

澳門自然保護研究

處/環境衛生處 
澳門民政總署 

1000053 綠田野 (第 60期) 2006年 6 月 鄭睦奇/單家驊 綠色力量 

1000054 綠田野 (第 59期) 2006年 4 月 鄭睦奇/單家驊 綠色力量 



1000055 旅遊易  2006年 04月 郭琳/容慧心 旅遊易 

1000056 綠田野 (第 43期) 2003年 8 月 鄭睦奇/單家驊 綠色力量 

1000057 認識藥物濫用問題 保安局禁毒處/ 
禁毒常務委員會 

保安局禁毒處/ 
禁毒常務委員會 

1000058 雙鹿石澗 梁榮亨 著 友晟出版社 

1000059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英文版) 政府可持續發展單

位 
香港政府印務局印 

1000060 香港海岸公園的紅樹林(硬咭單張)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61 地理議題探索 潘建成/曹永昌/馬
承涵 編 

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1000062 綜合人文科 – 個人、社會與世界 陳漢森/何志宏/ 
梁嘉倫/馮潤儀/ 
黃志文/翁港成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1000063 (中學會考)基礎生物學 
(第二版) 第一冊 

彭敬慈 編 啟思出版社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有限公司 

1000064 (中學會考)基礎生物學 
(第二版) 第二冊 

彭敬慈 編 啟思出版社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有限公司 

1000064B (中學會考)基礎生物學 
(第二版) 第三冊 

彭敬慈 編 啟思出版社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 

有限公司 

1000065 活學地理 – 教師資料夾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000066 New Geography Practice Skills 
Handbook 1 

-------- Manhattan Press (H.K) Ltd 

1000067 New Geography Practice Skills 
Handbook 3 

-------- Manhattan Press (H.K) Ltd 

1000068 NATIONAL GEOGRAPHIC 
August 2005 

National Geographic National Geographic 

1000069 科學小百科 王原賢 譯 貓頭鷹出版社 

1000070 登山常識與山難急救措施 谷映佳 益群書店 

1000071 法國南部 賴任辰 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00072 麥理浩徑百公里長征指南 Mountain Hard Wear Mountain Hard Wear 

1000073 中小企製造業環保資源指南 香港工業總會 香港工業總會 

1000074 水族箱設計與佈置入門須知 JBL GmbH D-67141 
Neuhofen / Pfalz, 

JBL GmbH D-67141 
Neuhofen / Pfalz,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1000075 香港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漁農自然護理署郊

野公園及海岸公園

管理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

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1000076 海岸風光指南叢書 - 南丫島 香港地球之友 香港地球之友 

1000077  屋邨無膠袋實踐手冊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1000078 十萬個為甚麼 – 物理篇 將門文物出版社 將門文物出版社 

1000079 生態遊戲初體驗 香港生態旅遊專業

培訓中心生態遊戲

書藉出版委員會 

匯美傳意有限公司 

1000080 遠足手冊 山川 皇冠出版社 

1000081 迢迢千里 (香港的綠海龜) 陳堅峰 漁農自然護理署/ 
郊野公園之友會/天地圖

書 

1000082 自然三步曲 – 實踐 
(配照片教材套) 

賀貞意/歐麗梅 郊野公園之友會/ 
天地圖書 

1000083 賞石訪村 – 印洲塘深度之旅 
國際書號: 9789882016507 

香港野外學會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84 香港草藥 10 徑遊 李甯漢 鄭金順 商務印書館(香港) 

1000085 耐寒草花 栽培實用指南 

[尹浩賢先生贈2009] 

雷．愛德伍茲 著 

葉德銘 審定 

貓頭鷹出版社 

1000086 熱帶雨林 

[尹浩賢先生贈2009] 

葛琳納威著 

周雅淳譯 

貓頭鷹出版社 

1000087 香港地質公園預覽 祁麟峰 / 陳燕明 香港自然探索學會 

1000088 賞石部落 
 

吳振揚 / 陳羽嵐郊

野公園之友會 /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89 香港石珊瑚圖鑑 

[馮啟恩先生贈2009] 

 

陳乃觀 / 蔡莉斯 / 
麥海莉 / 陳璚 / 
李美華 / 伍澤賡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090 無公害蔬菜生產研習筆記  ------- 漁農自然護理署暨 

香港大學嘉道理農業研究 

所 

1000091 澎湖地質公園系列 - 小門嶼的故事 蔡麗秋 / 林長興 澎湖縣政府/澎湖縣政府 

農漁局/中華民國永續發 

展學會 

1000092 澎湖地質公園系列 – 桶盤的故事 林俊全 中華民國臺灣省澎湖縣政 



府/澎湖縣政府農漁局 

1000093 繽紛湎瀾 – 花蓮攝影作品集  -------- 中華民國臺灣省花蓮縣政 

府 

1000094 PENGHU in the middle of everywhere 
(英語版) 

-------- 中華民國臺灣省澎湖縣政 

府 

1000095 雲仙夜間觀察手冊(一) 蛙類  -------- 烏來雲仙渡假樂園 

1000096 再發現動感日月潭 

 
曾國基/洪維新/莊 

右孟/黃瑞奇/許延 

發/洪菊珠/李秀霞/ 
曾麗紋/涂掁昇/陳 

逸全/施宗泓/李守 

銘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 

1000097 雲林愛吃旅 – 文化美食導覽手冊 張益贍 中華民國臺灣省雲林縣政 

府 

1000098 海洋生態學 李冠國/范掁剛 藝軒圖書出版社 

1000099 永續發展的旅遊 – 生態旅遊的理論 

與實務 

宋瑞/薛怡珍 新文京出版社 

1000100 齊來造堆肥  -------- 綠色力量 

1000101 香港房屋委員會 1999-2000 年度環

保報告(略本)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1000101A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07-2008 年度環

保報告(略本)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1000101B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08-2009 年度環

保報告(略本)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1000101C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09-2010 年度環

保報告(略本)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1000102 稻草人 (第 54 期) [綠田園基金贈] -------- 綠田園基金 

1000102A 稻草人 (第 57 期) [綠田園基金贈] -------- 綠田園基金 

1000103 香港房屋委員會2008-2009 年度可

持續發展報告(略本) – 均衡與和諧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1000104 健康與保健植物叢書(一) 
藥草,香草,功效植物與保健植物 

王少可 新生精神康復會 

1000105 健康與保健植物叢書(二) 
保健植物與日常飲食起居 

王少可 新生精神康復會 

1000106 可持續發展生態導賞教材套–海下灣 (中國)香港綠色自 (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然聯盟 

1000107 中藥醫緣(第14期) 
 

【中藥醫緣】編輯 

委員會 
香港中醫藥保健協會 

1000107B 中藥醫緣(第15期) 
 

【中藥醫緣】編輯 

委員會 
香港中醫藥保健協會 

1000107C 中藥醫緣(第17期) 
 

【中藥醫緣】編輯 

委員會 
香港中醫藥保健協會 

1000108 追踪香港的中華白海豚及江豚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109 香港濕地公園第 15 期通訊 

( 2010 年 05 月 ) 
香港濕地公園 香港濕地公園 

1000110 行山安全18 式 

 
郊野公園及海岸 

公園管理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 

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1000111 郊野公園郊野安全指引 

 
郊野公園及海岸公 

園管理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郊野公園 

及海岸公園管理局 

1000112 自然環境資訊(第31期) 
 

自然保護研究處/ 
環境衛生處 

澳門民政總署 

1000112A 蛇之歷奇 – 自然教育中心 石排灣自然教育中

心 

澳門民政總署 

1000113 水岸臺北 河諧再生 - 活化淡水河

系 
孫碧卿 中華民國臺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 

1000114 污水下水道探險記 中華民國內政部營

建署 
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署 

1000115 臺灣 2010動物之聲 李玫 / 釋傳法 臺灣關懷生命協會 

1000116 臺北畫刊 第 512期 陳譽馨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1000117 夢樓蘭 楊文德博士 喜馬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 

1000118 創造沙漠的第三個奇蹟 – 羅布麻 楊文德博士 喜馬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 

1000119 MTR Sustainable Report 2009 
(港鐵可持續發展報告 2009)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1000120 Taiwan Review (Oct 2010) Johnny Chi-chen 
Chiang 

China Color Printing Co. 
Inc. 

1000121 水族生活(簡體中文) ---------- -------------- 

1000122 環境保護知識 365問 曲格平主編 香港新青年出版社 

1000123 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 
 – 港島與九龍 

饒玖才 著 天地圖書 

1000124 國家地理雜誌 2011年 05 月號 ---------- -------------- 

1000125 良好農業規範 – 作物生產小冊子 ----------  作物科 – 漁農自然護理



(一) – 農場環境 署 

1000126 良好農業規範 – 作物生產小冊子

(二) – 農場運作 
----------  作物科 – 漁農自然護理

署 

1000127 良好農業規範 – 作物生產小冊子

(三) – 農場管理 
----------  作物科 – 漁農自然護理

署 

1000128 神奇檸檬按摩療法  Grace LAM 著 豐宜年出版 

1000129 有機耕作知多點 漁農自然護理署及

蔬菜統營處 
漁農自然護理署 
及蔬菜統營處 

1000130 香港登山遠足指南 香港旅遊發展局 香港旅遊發展局 

1000131 The Inside Guide to Hikes and Walk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1000132 郊野新體驗 – 大嶼山 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0133 探索糧船灣六角柱岩 香港地質公園 香港地質公園 

1000134 地質公園考察指南 – 西貢 香港地質公園 天地圖書 

1000135 瘦田有人耕 Breakazine 創作小

組 
突破出版社 

1000136 自然多樂趣 – 大自然導師教材手冊 
(連教學光碟)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協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協

會 

1000137 國家地理雜誌 2011年 06 月號 ---------- -------------- 

1000138 國家地理雜誌 2011年 07 月號 ---------- -------------- 

1000139 國家地理雜誌 2011年 08 月號 ---------- -------------- 

1000140 國家地理雜誌 2011年 09 月號 ---------- -------------- 

1000141 國家地理雜誌 2011年 10 月號 ---------- -------------- 

1000142 國家地理雜誌 2011年 11 月號 ---------- -------------- 

1000143 國家地理雜誌 2011年 12 月號

(No.132) 
---------- -------------- 

1000144 探索可持續發展教育之路 
[ 澳門綠色環境保護協會倫永燊先

生贈 – 2011年 10月 ] 

焦志延 主編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1000145 中學生實踐廢物分類及回收意見調

查報告書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

年會協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協

會 

1000146 鹽田梓生態教育之旅 鹽田梓大聖若瑟小

堂發展聯席會議教

育小組 

鹽田梓大聖若瑟小堂發展

聯席會議 

1000147 香港休閒農場指南 2011 蔬菜統營處及漁農

自然護理署 
蔬菜統營處及漁農自然護

理署 



1000148 電學精簡圖解 小暮裕明 三悅文化圖書事業有限公

司 

1000149 RF 射頻技術實務 IAN HICKMAN 
徐瑞明 譯 

旗標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000150 Sports + Travel Hong Kong 
Issue 20 – Eco Issue 

Aaron K. Stewart Sports and Travel Ltd 

1000151 臺北畫刊 – 都市更新大躍進 --------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1000152 保護地設施類型與建造 吳國興 編 金盾出版社 

1000153 細說榕樹 詹志勇 著 郊野公園之友會 /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1000154 臺灣自助旅遊手冊 臺灣觀光局 臺灣觀光局 

1000155 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高孔廉 編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000156 屋邨樹木管理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1000157 香港有機地圖 綠田園基金 綠田園基金 

1000158    

1000159    

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 文學文學文學文學 /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 政治政治政治政治類書類書類書類書 
1001000 中國香港紅十字會急救手冊 2004版 

[附光碟乙張 – 急救教學(基本生命

支援術/昏迷傷者處理/外出血急救處

理/骨折急救處理/基本包紮技巧)] 

中國香港紅十字會

醫護服務部 
新風印務有限公司 

1001001 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 
[附光碟乙張 – 基本生命支援術及

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 

鍾展鴻/林建群醫生 中國香港紅十字會 

1001002 自動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器型號

資料 
中國香港紅十字會 中國香港紅十字會 

1001002A 急救指南 HINTS ON FIRST AID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

健康部 
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Occupational Safety & 
Health Branch – Labour 

Department 

1001002B 成年糖尿病及高血壓患者之基層醫

療護理 
衛生署 政府物流服務署 

1001003 東西譚[2009年 3-4月] 
Paroles Mars / Avril 2009 

------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Hong Kong 



1001004 東西譚[2008年 5-6月] 
Paroles Mai / Juin 2008 

------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Hong Kong 

1001005 東西譚[2007年 3-4月] 
Paroles Mars / Avril 2007 

------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Hong Kong 

1001006 東西譚[2007年 5-6月] 
Paroles Mai / Juin 2007 

------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Hong Kong 

1001007 東西譚[2007年 9-10月] 
Paroles Septembre / Octobre 2007 

------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Hong Kong 

1001008 東西譚[2007年 11-12月] 
Paroles Novembre / Décembre 2007 

------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Hong Kong 

1001009 東西譚[2008年 3-4月] 
Paroles Mars / Avril 2008 

------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Hong Kong 

1001010 Label France N 64 4e trimestre 2006 ------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001011 Label France N 65 1er trimestre 2007 ------ Le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001012 Le Point N. 1710 
Hebdomadaire d’information du jeudi 

23 juin 2005 

------ Le Point 

1001013 Deutschland Masthead 
E No.2/2007 April/May  

------ Frankfurter 
Societäts-Druckerei GmbH 

1001014 Deutschland Impressum 
D Nr. 5/2007 Oktober / November  

------ Frankfurter 
Societäts-Druckerei GmbH 

1001015 國父孫中山紀念館展覽導讀 

 
梁潔玲 / 翁怡 / 

陳成漢 
國父孫中山紀念館(中環) 

1001016 國父孫中山 – 紀念集 孫穗芳博士 華人國際新聞出版集團 

1001017 香港歷史名勝 朱維德 明報出版社 

1001018 兒童小說新集 何紫 著 山邊社 

1001019 童年的我 何紫 著 山邊社 

1001020 少年的我 何紫 著 山邊社 

1001021 40兒童小說集 何紫 著 山邊社 



1001022 水滸傳(少年版) 譚福祉 改寫 山邊社 

1001023  香港之秋  思果 著 大地出版社 

1001024 百喻經(漫畫版) 陳彥之 繪 聚賢館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1001025 火鳥 張淑暉 著 上智出版社 

1001026 西潮 蔣夢麟 著 文華出版事業公司 

1001027 語文常談 呂叔湘 三聯書店 

1001028 臺北人 白先勇 爾雅叢書 

1001029 Annuaire des Formations 2002 à 2003 ------ Université Panthéon Assas 
( Paris II ) 

1001030 東西譚[2008年 1-2月] 
Paroles Janvier / Février 2008 

------ 香港法國文化協會 
L’Alliance française de 

Hong Kong 

1001031 La Côte d’Or, j’adore 
Le magazine touristique 2007-2008 

Numéro 3 

------ Service publicité du Bien 
Public Les Dépêches 

1001032 Le Figaro Magazine 
CAEN La cité conquérante 

------ Le Figaro Magazine 

1001033 Facts About Germany 
[ 探究德國 ] 

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Societäts-Verlag 

1001034 Jour J et la bataille de Normandie 
(法: 登陸日與諾曼第戰役) 

OREP édition OREP édition 

1001035 踏京粵 記吾情 聖文德書院地理及

中文學會 
聖文德書院地理及中文學

會 

1001036 春秋五霸 鄭會欣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001037A <讀書好>月刊 第 24 期 -------------- 小書局 

1001037B <讀書好>月刊 第 25 期 -------------- 小書局 

1001037C <讀書好>月刊 第 26 期 -------------- 小書局 

1001037D <讀書好>月刊 第 27 期 -------------- 小書局 

1001037E <讀書好>月刊 第 28 期 -------------- 小書局 

1001037F <讀書好>月刊 第 29 期 -------------- 小書局 

1001037G <讀書好>月刊 第 35 期 -------------- 小書局 

1001037H <讀書好>月刊 第 36 期 -------------- 小書局 

1001037I <讀書好>月刊 第 37 期 -------------- 小書局 

1001037J <讀書好>月刊 第 46 期 -------------- 小書局 

1001038 戰國時代 司馬光 原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柏楊 譯者 司 

1001039 吞併六國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0 楚漢相爭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1 八王之亂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2 大分裂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3 五胡亂華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4 石虎肆暴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5 符堅大帝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6 淝水之戰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7 統萬碑文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8 南北朝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49 讀者文摘(2010年第 11 月號) 
[第 92卷-第 3 期] 

總編輯:石美琦 讀者文摘遠東有限公司 

1001050 范陽兵變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51 睢陽之圍 司馬光 原著 
柏楊 譯者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 

1001052 圖錄三國的時代-人物,戰爭,都城遺

址 
劉煒 商務印書館 

1001053 漢高祖 劉邦 張占國 正展出版社 

1001054 隋文帝 楊堅 梁滿倉 正展出版社 

1001055 孫子兵法 王照 著 星輝圖書有限公司 

1001056 能言善辯 教師園編輯委員會 教師園 

1001057 唐山大地震 錢鋼 著 中華書局 

1001058 飛向太空 – 火箭,人造衛星及太空船

發展史 
謝世輝 編著 大光出版社 



1001059 成語故事 清平 編著 鴻光書店 

1001060 中國史學名著 錢穆 著 三民書局 

1001061 過渡期香港政治 劉兆佳 編著 廣角鏡出版社 

1001062 羅屋民俗館 丁新豹/司徒嫣然/ 
鄭敏儀 

香港市政局 

1001063 明史 黎傑 編著 學津出版社 

1001064 LE BICENTENAIRE DU CODE 
CIVIL [ 法國民法典兩百週年] 

Service des affaires 
européennes et 
internationales -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 France 

Imprimerie Moderne de 
l’Est, 3 rue de l’industrie, 
25110 Baume les Dames 

1001065 西洋近代史 王曾才 正中書局 

1001066 五四運動歷史故事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

會 
新城文化服務有限公司 

1001067 劉邦立國 鄭會欣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001068 楚漢相爭 鄭會欣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001069 秦始皇帝 鄭會欣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1001070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錢穆 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001071 明史 朱元寅/湯綱 撰 中華書局出版社 

1001072 中國歷代制度沿革 陳佳榮 著 學津書店出版 

1001073 晉書故事選 于翠玲 大立出版社 

1001074 明史故事選 郭英德 大立出版社 

1001075 偷襲珍珠港 尤金勇/巴東擎/姜
軍山/漠然 著 

臺灣廣廈國際出版集團 

1001076 希特勒-納粹帝國的獨裁者 艾倫 懷克斯 原著 
薜金印 譯 

星光出版社 

1001077 日本侵華事件及暴行 黃廷燕 繁榮出版社 

1001078 大唐霸業 崔曉勇 著 螢火蟲文化事業出版社 

1001079 史記 汪受寬 撰 中華書局出版社 

1001080 三國演義 柯綉雪 發行 鐘文出版社 

1001081 項羽 趙強 著 文津出版社 

1001082 成都殘夢 田聞一 著 漢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01083 三國演義(上) 羅貫中 著 中華書局出版社 

1001084 三國演義(下) 羅貫中 著 中華書局出版社 

1001085 屈原 田莉 著 三聯書店出版社 



1001086 蔣家王朝 鴻鳴 著  中原出版社 

1001087 蔣介石之謎 老久 鋒濤 著 風雲時代出版公司 

1001088 李後主 徐楓 著 知書房出版社 

1001089 國史大綱(上冊) 錢穆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001090 國史大綱(下冊) 錢穆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001091 中國通史(現代史) 傅樂成/段昌國編著 眾文圖書有限公司 

1001092 中國通史(上冊) 傅樂成著 大中國圖書公司 

1001093 中國通史(下冊) 傅樂成著 大中國圖書公司 

1001094 中國古代文化知識趣談 馬重奇/周麗英編 導師出版社 

1001095 中國語文趣話 唐家瓏 雲龍出版社 

1001096 中國近代史(上冊) 徐中約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版) 

1001097 中國近代史(下冊) 徐中約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版) 

1001098 中國文化專題(修訂二版) 林啟彥 / 黃嫣梨 / 
林潔明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01099 中國文化專題探討 黃治心/曾達輝/ 
李國維/陳正翔 

朗文香港教育 

1001100 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1911-2010)  呂芳上 商務印書館 

1001101 日軍侵華戰爭[1931-1945] (第一冊) 王輔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1001102 日軍侵華戰爭[1931-1945] (第二冊) 王輔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1001103 日軍侵華戰爭[1931-1945] (第三冊) 王輔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1001104 日軍侵華戰爭[1931-1945] (第四冊) 王輔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1001105 成語典  趙鍚如 六統貿易有限公司 

1001106 簡明中國史(第一冊) 陳佳榮 齡記出版社 

1001107 簡明中國史(第二冊) 陳佳榮 齡記出版社 

1001108 簡明中國史(第三冊) 陳佳榮 齡記出版社 

1001109 香港中學適用 - 中國歷史(四上) 余炎光/歐陽可彰/
陳偉明 

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1001110 香港中學適用 - 中國歷史(四下) 余炎光/歐陽可彰/
陳偉明 

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1001111 香港中學適用 - 中國歷史(五) 余炎光/歐陽可彰/
陳偉明 

文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1001112 中學會考 – 世界歷史(上冊) 王淑琴編著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01113 中學會考 – 世界歷史(下冊) 王淑琴編著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01114 東周列國誌(白話版) 馮夢龍 原著 
徐州仁 改編 

雁南圖書出版公司 



1001115 HONG KONG 1997 
HELLO GOODBYE 

[香港 1997 您好 再見] 

Michael Chugani 
南華早報出版社 

1001116 兵法三十六計 何善行 編 快澤有限公司 

1001117 西施 南宮搏 著 徵信新聞報印行 

1001118 唐詩三百首 ------ 臺灣大眾書局 

1001119 語言學概論 謝國平 著 三民書局 

1001120 理工大學理大學生報(第38.2 期)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 

員會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員會 

1001120B 理工大學理大學生報(第39.1 期)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 

員會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員會 

1001120C 理工大學理大學生報(第39.2 期)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 

員會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員會 

1001120D 理工大學理大學生報(第39.3 期)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 

員會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員會 

1001120E 理工大學理大學生報(第40.1 期)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 

員會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員會 

1001120F 理工大學理大學生報(第40.2 期)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 

員會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員會 

1001120G 理工大學理大學生報(第40.3 期)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 

員會 
理大學生報編輯委員會 

1001121 城大文學 – 第六期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1001122 城大文學 – 第七期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 

1001123 高中中國語文新編學習及應試手冊 ------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001124 嬴先生的遺跡 – 新明器 ------ 香港城市大學 

1001125 普通話(國語)水平測試實施綱要 ------ 商務印書館 

1001126 中學普通話(國語)課本 許耀賜/陳香花/ 
朱唯真 編著 

普通話教育出版社 

1001127 普通話(國語) ------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1001128 Le français est très facile [法語真簡單] 
馮啟恩 編著 

(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出版社 

1001129 法語精彩誦讀 183篇 (簡) 
Maîtriser le français 

余春紅 編著 
Hélène LEMERLE 

審校 

中國宇航出版社 

1001130 法語語音入門 
Introduction à la phonétique française 

林樹榮 編著 香港商務印書館 



1001131 法文文法快易通 
Grammaire du français 

Delatour, Jennepin, 
Dufour, Mattlé, 
Teyssier 合著 
左兒 譯 

如何出版社 

1001132 開始遊法國說法語 張一喬 著 晨星出版 

1001133 Bescherelle –  
La conjugaison pour tous 

Dictionnaire de 12 000 verbes  

Édition entièrement 
revue sous la 
responsibilité 
scientifique 
de Michel ARRIVÉ 

HATIER 

1001134 商貿法語脫口說 
Le français commercial à votre portée 

李書紅/余春紅  
編著 
[法] Samuel 
BOUAK / 
Christine 
LAUSEIRO 審校 

中國宇航出版社 

1001135 使用頻率最高的法語生活口語 王明利/蓋蓮香  
編著 
[法] Xavier 
CERTAIN / 
Khiet-Nghi FUJITA 
審校 

中國宇航出版社 

1001136 掌握法語發音 李春明 編著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1001137 法文修辭詩律及文學作品選讀 
Les fugures de style, la poétique et 

l’analyse des textes choisis 

楊啟嵐 編著 天肯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1001138 Titeuf 7 – le miracle de la vie  Zep Glénat 

1001139 Campus 1 - Méthode de français  Jacky Girardet 
Jacques Pécheur 

CLE International 

1001140 TAXI 2 - Méthode de français Robert Menand 
( Avec la 
participation 
d’Annie Berthet et 
de Véronique 
Kizirian 

HACHETTE 
ÉDUCATION 

 

1001141 TAXI 2 - Méthode de français 
Cahier d’exercices 

Laure Hutchings 
( Avec la 

HACHETTE 
ÉDUCATION 



participation de 
Véronique Kizirian 

 

1001142 REFLETS - Méthode de français Guy Capelle  
Noëlle Gidon 

HACHETTE 
ÉDUCATION 

1001143 REFLETS - Méthode de français 
Cahier d’exercices 

Guy Capelle  
Noëlle Gidon 

HACHETTE 
ÉDUCATION 

1001143B French Grammar ( Second Edition ) Christopher Kendris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Inc. 

1001144 Gilles Deleuze  David Lapoujade ADPF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001145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comparé La société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 

L’imprimerie France 
Quercy 

1001146 La maison du splendide isolement Edna O’Brien Brodard et Taupin 

1001147 Le Fantôme de l’Opéra Gaston Leroux Brodard et Taupin 

1001148 La maison de Lialia et autre nouvelles Ludmila Oulitskaïa Gallimard 

1001149 Catalogue poche 2005 ------ É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1001150 La recherche 2003 L’université de 
Provence-Aix 
Marseille I 

L’université de 
Provence-Aix Marseille I 

1001151 Les vins français ( Anglais ) 
The Wines of France 

Cyril Ray Cyril Ray 
 

1001151B Château de Marsannay ( Côte d’or ) Château de 
Marsannay 

Château de Marsannay 

1001152 新標準德語強化教程[學生用書 1] Hartmut 
Aufderstraße / Heiko 
Bock / Mechthild 
Gerdes / Jutta 
Müller / Helmut 
Müller 編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001153 新標準德語強化教程[練習手冊 1] Heiko Bock / 
Karl-Heinz Eisfeld / 
Hanni Holthaus / 
Uthild 
Schutze-Nohmke / 
Ingrid Sherrington  
/ Ursula Wingate 編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001154 新標準德語強化教程[學生用書 2] Hartmut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Aufderstraße / Heiko 
Bock / Mechthild 
Gerdes / Jutta 
Müller / Helmut 
Müller 編 

1001155 德語一日一題 
Deutsch 365 

張佳珏/梁定祥  
編著 

商務印書館 

1001156 WEGE ZUM ZEICHNEN, MALEN 
UND BILDERLESEN 

Andrée Lappé, 
Zürich, Suisse 
( Schweiz ) 

Werd Verlag, Zürich 

1001157 Tatsachen über Deutschland 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Societäts-Verlag 

1001158 Leben und Studieren in Deutschland ------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1001159 Trait d’union – le magazine de la 
communauté francophone à Hong 

Kong et Macao  
( juin 2010 - numéro 17 ) 

------ Teams Printing Co., Ltd 

1001160 Letter Writing for Schools R.G. Bayliss, B.A. Wheaton - Exeter 

1001161 新編托福文法大全 董浩倫 編著 臺灣天下週刊社出版 

1001162 English Expression from A to Z 靈格風 靈格風 

1001163 實用電話英語 何杏嬋 著 世界出版社 

1001164 小學英文重點手冊 ------ 學友出版社 

1001165 托福 600分對策 ------ 學習出版公司 

1001166 社交日語 楊詘人 編著 萬里書店 

1001167 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龍應台 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1001168 半生緣 張愛玲 皇冠出版社 

1001169 男人不耐吵 女人都愛鬧 兩性研究工作室 柏雅出版社 

1001170 愛情中一定要做對的 50 件事 劉思涵 著 啟思出版社 

1001171 L’amant (情人) Marguerite Dura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001172 厚黑學大全 李宗吾 華威國際 

1001173 懂得說話  華銘瑋 著 中經社 

1001174 我倆不是朋友 亦舒 天地圖書 

1001175 戀愛心理學 Pawpaw 
Poroduction著 

世茂出版集團 



石學昌 譯 

1001176 財色戰場 李民傑 江健勇著 平凡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1001177 人性的弱點 戴爾.卡耐基 非凡出版 

1001178 圖解日常心理學 趙建勇 著 非凡出版 

1001179 對不起，還想再遇妳 鄭梓靈 皇冠叢書 

1001180 愛情陰謀論 江健勇 著 平凡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1001181 香港歷史系列 陳天權 撰寫 明報出版社 

1001182 男人都該知道的女人秘密 芭芭拉.安吉麗思 天下文化 

1001183 愛經 奧維特 原著 
李旻 譯 

黃金屋文化事業公司 

1001184 輕鬆背好德語單字 魏巍 著 三思堂 

1001185 輕鬆浪漫學日語 伊藤幹彥 著 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 

1001186 六四特刊 ---------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 

1001187 中西區文物徑地圖指南 古物古蹟辦事處 古物古蹟辦事處 

1001188 屏山文物徑 古物古蹟辦事處 古物古蹟辦事處 

1001189 讀者文摘 August 2005 ---------- ---------- 

1001189A 讀者文摘 November 2010.11 ---------- ---------- 

1001190 中大學生報 (2011年 02 月號)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會出版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出版

委員會 

1001190A 中大學生報 (2011年 04 月號)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會出版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出版

委員會 

1001190B 中大學生報 (2011年 09 月號)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會出版委員會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出版

委員會 

1001191 記得我愛你 林慶昭 好的文化出版社 

1001192 張愛玲 – 半生緣 張愛玲 皇冠叢書 

1001193 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 (港島與九

龍) 
饒玖才 天地圖書 

1001194 香港歷史系列 陳天權 明報出版社 

1001195 戰勝心理學 – 逆轉勝的 46大讀心術 陳博南 漢宇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1001196 知識 ISSUE 11 知識雜誌編輯部 串智有限公司 

1001197 青年 – 雙月刊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青年協會 

1001198 拾問 – 08憲章 香港專業教育人員

協會 
香港專業教育人員協會 

1001199 最緊要正字 – 容易用錯的字 何新波 王與群 編 香港瀚林苑出版社有限公

司 



1001200 最緊要正字 – 容易讀錯的字 何新波 王與群 編 香港瀚林苑出版社有限公

司 

1001201 愛情時光機 言心翎 著 海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其他書藉其他書藉其他書藉其他書藉 

1002000 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 煮雲法師 著 佛教青年協會敬印 

1002001 電腦硬件用法和維修 黃松明 著 科德技術服務公司 

1002002 我的經歷與航運五十載 曹文錦 著 萬邦集團 

1002003 藍天空 公民教育委員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 

1002004 兒童及青少年 SARS面面觀 趙孟準醫生 明窗出版社 

1002005 大器晚成 – 別具匠心的中國登月工

程 
郭炳良 新疆民族出版社 

1002006 人管管人 張志剛 博益出版社 

1002007 再談大學生活的要事 高彥鳴 著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處 

1002008 肯定自己 賴志松 譯 希代書版集團 

1002009 可愛摺紙遊戲 ------ 智慧出版社 

1002010 悠長假期(上) 莫海君 譯 東販出版 

1002011 悠長假期(下) 莫海君 譯 東販出版 

1002012 Building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

科技學部 
Division of Buil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1002013 大學之道 – 第二集 關笑芳 著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處 

1002014 道德經 / 清靜經  ------ 大華(永記)印刷廠 

1002015 中無通訊 ------ 中華業餘無線電研究會 

1002016 網頁無國界 貳工數位設計  著 上奇科技出版 

1002017 重慶建築大學學報 第 23 卷(2001) 黃宗明 編 重慶建築大學學報編輯部 

1002018 中國內地與香港特區建設項目招投

標與合同管理 
申立銀/徐崇祿/陳

漢雲 編 
天津大學出版社 

1002019 佛學常識課本 李炳南老居士 中華民國臺灣省花蓮縣淨

宗學會 

1002020 新編世界奇事集 慈心居士 慈心文化中心 

1002021 愛情的模樣  ---------- 萬里機構出版社 

1002022 如何與異性溝通 盧雨霑 豐盛圖書出版公司 

1002023 2010第九屆華人精英論壇 華人精英俱樂部 華人精英俱樂部 



 – 臺北年會 

1002024 ECFA 不能說的秘密 陳博志 臺灣智庫 

1002025 30分鐘看懂 ECFA 中華民國經濟部 中華民國經濟部 

1002026 國際環保博覽 – 香港館 – 共創綠

色商機 
香港環保產業協會 香港環保產業協會 

1002027 Applications of value manage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HK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 

1002028 德能空氣能熱水系統 -------- 德能熱泵技術(廣州)研發

中心 

1002029 世界飛機圖像大百科 -------- AIR CRAFT 週刊 

1002030 專業麵包自家製 Charles HO 壹出版 

參考類書藉參考類書藉參考類書藉參考類書藉 
1003001 中華新字典(新修訂版) ------ 中華書局 

1003002 八用中文成語辭典 豐瑞 編著 滙通書店 

1003003 全圖傳意 倉頡碼字典 蔡劍南 萬里機構 

1003004 香港小學生字典 -------- 海鷗出版公司 

1003005 有關香港法例 “獸醫註冊條例” (第

529章) 附表 2 的條訂建議 
食物及衛生局 /  
漁農自然護理署 

政府物流服務署 
 

1003005A Proposals to Amend Schedule 2 of the 
Veterinary Surgeon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 Cap.529 ) of the Laws of 
Hong Kong 

Food and Health 
Bureau /  

Agricultural,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Government Logistics 
Department 

1003006 Maxipoche dictionnaire 2008 

( 法蘭西大字典 ) 

Yves Garnier, 
Line Karoubi, 

Jacques Florent, 
Patricia Maire, 
Michel Giraud, 

Nathalie Lanckriet 

La Rousse 

1003007 Dictionnaire Français Anglais 
Anglais Français 

------ Merriam Webster 

1003008 Dictionnaire français 
Oxford French Mini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1003009 Dictionnaire allemand  
Oxford German Mini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1003010 Dictionnaire français-italien / italien- 
français 

Le Robert et Collins Le Robert et Collins 

1003011 Dictionnaire français-espagnol / 
espagnol - français 

Le Robert et Collins Le Robert et Collins 

1003012 Petit dictionnaire français-allemand / 
allemand-français 

La Rousse La Rousse 

1003013 English learner Dictionary Collins Collins 

1003014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1003015 世界簡明英漢小字典 世界書局 世界書局 

1003016 Longman Pocket Activator 朗文出版社 朗文出版社 

1003017 朗文初階英漢雙解詞典 朗文出版社 朗文出版社 

1003018 袖珍德漢字典 

Deutsch-chinesisches 
Taschenwörterbuch 

余匡復 潘再平 編 商務印書館 

1003019    
1003020 道路大用者守則(香港) --------- 運輸署 – 香港政府 

1003021 香港街道地方指南 1996 (第五版) ---------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003022 香港街道地方指南 1999 (第五版) ---------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003023 香港街道地方指南 2001 (第六版) ---------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003024 香港街道地方指南 2008 ---------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003024A 香港街道地方指南 2011 ---------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003024B 香港通用乘車地圖 2011 ---------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003025 地圖王 1998 -------- 壹本便利有限公司地圖製

作部 

1003026 地圖王 2000 -------- 壹本便利有限公司地圖製

作部 

1003027 九巴版圖 --------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 

1003028 世界分國地圖集 周法平 大輿出版社 

1003029 MODERN SCHOOL ATLAS FOR 
HONG KONG 1981 

-------- George Philip & Son 
Limited, London 

1003030 齡記新學校用地圖集(香港) 
LING KEE NEW SCHOOL ATLAS 

FOR HONG KONG 1996 

-------- 齡記出版社 

1003031 香港適用世界地圖 (舊版) -------- 聯合顧問委員會編繪 

1003032 簡便乘車手冊 2000 -------- 通用圖書有限公司 



1003033 袖珍世界地圖集 2002 -------- 齡記出版社 

1003034 臺灣省縣市鄉鎮地圖集 1998 周法平/周宇廷 大輿出版社 

1003035 臺灣省縣市鄉鎮地圖集 2009 周法平/周宇廷 大輿出版社 

1003036 中國分省交通圖集 -------- 星球地圖出版社 

1003037 西藏自治區地圖冊 尹嘉珉 編 中國地圖出版社 

1003038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圖冊 尹嘉珉/喬俊軍 編 中國地圖出版社 

1003039 DEALER’S CATALOGUE 2008 
( FOR GARDENA ) 

GARDENA GARDENA 

1003040 Les livres de poche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The Pocketbook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 -------- 

1003041 FRANCE – Atlas Routier 
法國地圖 (Édition 2005) 

-------- Michelin 

1003042 香港海圖一號 (第二版) 香港海事處海道測

量部 
香港海事處海道測量部 

1003043 香港本地船隻海圖冊 2011 香港海事處海道測

量部 
香港海事處海道測量部 

1003044 香港潮汐表 2012 香港天文臺 香港天文臺 

1003045 櫃面職位船藝手冊 香港海事處海員招

募處 
香港海事處海員招募處 

1003046 Seamanship Handbook for Deck 
Ratings 

Seaman’s Recruiting 
Office, Marine 

Department 

Seaman’s Recruiting 
Office, Marine Department 

1003047 香港海港設施佈局圖 香港海事處海道測

量部 
香港海事處海道測量部 

1003048 全港郊遊圖系列 地政總署 地政總署 

1003049 道路使用者守則 香港運輸署 香港運輸署 

1003050 基本法 ABC 公民教育委員會 公民教育委員會 

1003051 方舟發現的末世警示 – 中國人登陸

方舟 
影音使團 影音使團有限公司 

1003052 屋邨防火安全手冊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1003053 Gallery Guide – Issue 20 -------- De Sarthe Fine Art 

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檔案夾 
1004001 檔案夾(一) 香港海岸公園資料夾   



1004002 檔案夾(二) 可持續發展保育資料夾   

1004003 檔案夾(三) 有機耕作資料夾   

1004004 檔案夾(四) (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季刊資料夾 
  

1004005 檔案夾(五) 教學資源資料夾   

1004006 檔案(六) 地理資源資料夾   

1004007 檔案(七) 環境生物資料夾   

1004008 檔案(八) 香港歷史資料夾   

1004009 檔案(九) 戶外活動資料夾   

1004010 檔案(十) 語文及翻譯資料夾(中文, 
法文, 德文, 西班牙文, 英文) 

  

1004011 檔案(十一) 香港法律資料夾   

1004012 檔案(十二) 環境氣候及天文資料夾   

1004013 檔案(十三) 中國香港綠色自然聯盟

歷史檔案夾 
 

  

光碟光碟光碟光碟 
1005001 香港潛攝大賽  -------- 漁農自然護理署 

香港潛水總會 

1005002 香港海岸公園  --------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5003 香港海洋情報  -------- 漁農自然護理署 

1005004 沙灘上的活化石 (鱟光碟歌曲)  -------- 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水 

產試驗所 

1005004B 與活化石邂鱟 (兒歌版)  -------- 中華民國福建省金門縣水 

產試驗所 

1005005 知法守法新人類視像光碟 -------- -------- 

1005006 南亞海嘯  -------- 明報出版社 

1005007 飛過燦爛的日子 

啟德機場告別篇(1924-1998) 
-------- 明報出版社 

1005008 特首選舉風雲錄  -------- 明報出版社 

1005009 西九龍爭奪戰  -------- 明報出版社 

1005010 六四民運  --------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1005011 運輸署 – 駕駛知多少 -------- 運輸署 

1005012 活學地理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005013 袖珍世界地圖集  -------- 齡記出版有限公司 



1005014 香港紅十字會急救證書課程實習示 

範光碟 

-------- 香港紅十字會 

1005015 急救教學 (基本生命支援術及自動 

體外心臟去纖維性顫動法) 
-------- 香港紅十字會 

1005016 喜馬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影片 ------- 喜馬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 

1005017 宋家皇朝  -------- -------- 

1005018 雷霆救兵  -------- -------- 

1005019 希特拉的最後十二夜 

( Der Untergang ) 
-------- -------- 

1005020 西線無戰事 

(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 
-------- -------- 

1005021 火線有情天 

(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 
-------- -------- 

1005022 敵對邊緣 

( Enemy at the Gates ) 
-------- -------- 

1005023 偷襲珍珠港 

( Tora Tora Tora ) 
-------- -------- 

1005024 碧血長天 

( The longest day ) 
-------- -------- 

1005025 西楚霸王 -------- -------- 

1005026 西楚霸王之楚漢爭霸 -------- -------- 

1005027 荊軻刺秦王  -------- -------- 

1005028 黑鷹十五小時 -------- -------- 

1005029 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錄  -------- -------- 

1005030 歌聲魅影 

( Le fantôme de l’opéra ) 
-------- -------- 

1005031 國語(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  -------- 商務印書館 

1005032 自然多樂趣 – 大自然導師教材手冊 --------  YMCA 

1005033 經典法文名曲 14 首   中國宇航出版社 

1005034 商貿法語脫口說  -------- 中國宇航出版社 

1005035 愛在異鄉的故事 [法語片] 
( Augustin, roi de kungfu ) 

-------- -------- 

1005036 心動的感覺 [法語片] 
( L’étudiante ) 

-------- -------- 

1005037 忠貞 [法語片] 
( La fidélité ) 

-------- -------- 



1005038 的士速逮 [法語片] 
( Le taxi ) 

-------- -------- 

1005039 極速的士2 [法語片] 
( Le taxi deux ) 

-------- -------- 

1005040 情留半天 

( Avant le lever du soleil / Before 
Sunrise ) 

-------- -------- 

1005041 日落巴黎 [法語及英語] 
( Avant le coucher du soleil / Before 

sunset ) 

-------- -------- 

1005042 La Boum [初吻] [法語片]  -------- -------- 

1005043 Le Fabuleux Destin d' Amélie Poulain 
[天使愛美麗] [法語片] 

-------- -------- 

1005044 實用電話英語 何杏嬋 世界出版社 

1005045 沒有牆的世界 香港電臺電視部 香港電臺電視部 

1005046 跟著音樂去旅行 (Melody Safari) -------- 喜馬拉雅自然文明保護協會 

1005047 國軍歷史文物館多媒體簡介 -------- 中華民國國防部 

1005048    

1005049    

1005050    

1005051    

地圖地圖地圖地圖 [待編輯待編輯待編輯待編輯] 
1006001    

1006002    

1006003    

1006004    

1006005    

1006006    

- 完完完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