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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ways to tell a story: exercises in style / by Matt Madden, New York: 
Chamberlain Bros, 2005.

索書號：741.5 MAD

以99種圖像方式去講述同一個故事，激發多角度創意思維，內容亦有趣。 

 — 許承恩

The lunatic express: discovering the world - via its most dangerous 
buses, boats, trains, and planes / by Carl Hoffman,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10.

索書號：910.4 HOF

作者離開安逸的生活，決意選擇以各種最危險的交通方式環遊世界，為的是要

從當地人的日常交通工具去體會他們的生活，從而反省自己，思索生命。	

	 — 蔡偉泉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 by Nicholas Carr, 
New York: W.W. Norton, 2010.

索書號：612.8 CAR

當大家思考網絡如何無遠弗屆之時，也可留意網絡生態如何影響網民的活動，

此書扼要點出上網習慣與思考深度的關係。	 — 葉冠霖

Tony Wheeler's bad lands: a tourist on the axis of evil / by Tony Wheeler, 
Melbourne: Lonely Planet, 2010.

索書號：910.4 WHE

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利比亞、北韓……這些都是一般遊客想也不會想到的

目的地。但要認識世界，又怎能夠不認識這些美國口中的「邪惡軸心國」？跟

隨 Lonely Planet 的創辦人 Tony Wheeler，就有這樣的機會了。	 — 蔡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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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 by Michael J. Sandel,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索書號：174 SAN

現時香港和內地表面的矛盾，是關於資源如何更公平的分享，當然深層次還是

制度之爭。何不看看這本書，換個身份看待問題，設身處地從對方角度思考一

下呢？	 — 閭丘露薇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 余華 著，台北：麥田，2010。

索書號：543.2 8044

常識 / 梁文道 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索書號：893.3 3303

中國國情第一課：解構胡溫新思維 / 曾仲榮 著，香港：經濟日報，2006。

索書號：573.07 8029

從余華的《十個詞彙裡的中國》，可讀到內地知識分子如何透析中國的社會實

況；梁文道的《常識》，則展現了北上的香港知識分子，如何以國際視野及哲

思去拆解此實況；曾仲榮的《中國國情第一課》，則以歷史與數據，從另一角

度作歸結。 — 謝傲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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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 = The grand chessboard / Zbigniew Brzezinski

著  林添貴 譯，新店：立緒文化，1998。

索書號：578.52 1794

此書是從地緣政治角度探討中國崛起的力作。 — 郭一鳴

天水圍 12 師奶 / 陳惜姿 著，香港：藍藍的天，2007。

索書號：544.59391 7593

從《天水圍 12 師奶》的真實個案，可反映出香港居住問題造成的實況；而此

實況透過閱讀《地產霸權》，可得知怎樣與香港歷史、經濟結構、社會意識形

態等相關。 — 謝傲霜

目送 / 龍應台 著，香港：天地，2008。

索書號：848 0102

作者談及家人、朋友的生老病死，深沉、哀傷，卻觸動人心。個人認為是本世

紀最值得一讀的散文集。  — 君比

四種愛 = The four lovers / C.S.Lewis 著  梁永安 譯，新店：立緖文化，

1998。

索書號：244.23 7454

以不同角度分析、分享何謂「愛」，與通識科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單元有

關，亦能啟發人生。 — 許承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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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命的思考藝術 / 李天命 著，香港：明報，2009。

索書號：176.4 4018

此書教人思考方法，論述如何分辨是非，告訴你如何避免墜入空話廢話的語言

陷阱，教你洞悉各種論據的謬誤。此書已賣超過六十版，是香港出版界奇葩。

本書授人思維利器，但不宜亂舞，平日劍藏心中，出招時例不虛發，是為較高

境界。 — 區家麟

網絡世界，充斥似是而非的論調，惟有掌握思考利器，才能獨立思考和分析。	

— 葉冠霖

辛波絲卡詩集 = Poems new and collected / Wislawa Szymborska 著  陳

黎 張芬齡 譯，台北：寶瓶文化，2011。

索書號：880 9948

辛波絲卡〈一見鍾情〉裏說：「每個開始	/	畢竟都只是續篇，/	而充滿情節的

書本	/	總是從一半開始看起。」書本如是，生命如是。辛波絲卡用深入、細緻、

敏感的觀察，把生命、社會、世界的細節用詩呈現，叫我們用心體會、思考、

感受生活。 — 游欣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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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城市 = Le citta invisibili / Italo Calvino 著  王志弘 譯，台北：時報

文化，1993。

索書號：889 2075

敍述者馬可波羅以精悍短小的篇幅，分別描繪了五十五個城市。這些虛實交

錯、莫辨真假的城市，又被作者編配在十一個主題下。此書易讀又耐讀，且每

次重讀都可能有嶄新體會。讀者不單能體會小說結構的變化，又能思索人生的

方方面面。 — 麥樹堅

香港正菜 / 陳曉蕾 著，香港：三聯，2010。

索書號：431.09391 7564

「香港除了地產，還有農業」，以翔實深情的文筆，紀錄香港風土，上溯食物源

頭，重新連接人與食物的關係。 — 蔡珠兒

郁達夫選集 / 郁達夫 著，北京：人民文學，2001。

索書號：848 4735

郭沫若說，郁達夫通過文學創作完成「有光輝的特異的人格」。滲透在郁達夫

作品裏的彷徨、頹廢、軟弱、腐朽……看似灰暗深沉，卻蘊藏爆發力，促成文

學界域的挪移和內化，豐富中國現代文學的面貌。 — 麥樹堅

紅樓夢 / 曹雪芹 著，香港：中華，2012。

索書號：857 5510

會令人明白事情是這樣發生，便會這樣發生，對人生有更深入的體會。 

— 梁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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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翅與花椒：英國女孩的中國菜歷險記 = Shark's fin and Sichuan 
pepper : a sweet-sour memoir of eating in China / Fuchsia Dunlop 著  
鍾沛君 譯，台北：貓頭鷹， 2012。

索書號：427.092 3587

英國女孩跑到成都學川菜，除了麻辣，更深入觀察中國菜的變化，提出精采有

趣的文化視角。 — 蔡珠兒

這就是天堂 !：我的北韓童年 = Ici, c'est le paradis! : une enfance en 
coree du nord / Philippe Grangereau 著  陳怡華 譯，新北：衛城，2011。

索書號：783.2 8044

作者是 1986 年生於北韓的脫北者，他於 1998 年因不堪飢荒而逃至中國，後

輾轉至南韓定居。閱讀此書，可清晰讓人看見獨裁權力的可怕之處，亦使人明

白人民若不知道自己的權利所在，就會陷於被獨裁愚弄操控的苦況中。 

 — 謝傲霜

組裝香港 / 馬國明 編，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進一步多媒體，2010。

索書號：739.13 2223

深入淺出的文化研究讀物，讓讀者對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有進一步的掌握。 

 — 古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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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世代：財團化 . 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 林宗弘 等著，台北：台灣勞

工陣線協會，2011。

索書號：541.42 2420

本書榮獲 2012 年台灣金鼎獎殊榮。眾位作者全面剖析現代社會所面對的問題，

以及對我們生活所帶來的衝擊。從台灣經驗出發，當中亦反映著香港以至亞洲

捲入極端市場文化洪流之後，我們正共同面對崩世代的出現。 — 張翠容

湖濱散記 = Walden / Henry David Thoreau 著  沈漠 譯，台北：寂天文化，
2002。

索書號：874.46 3007

被評選為「十本構成美國人性格的書」，也是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仍為世界各地

喜愛的書。 — 李怡

當中國統治世界 =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 Martin Jacques 著  李隆

生 張逸安 譯，台北：聯經，2010。

索書號：552.2 4026

本書是西方學術界探討中國崛起對世界影響的代表作之一。 — 郭一鳴

落葉歸根 / 嚴君玲 著，台北：時報，1999。

索書號：829 6611

作者的自傳式小說。雖然自小被家人凌辱和歧視，長期在孤獨和忽視中成長，

但作者沒有自怨自艾，憑著一己的努力和樂觀的性格，最後在外地取得醫學博

士的學位。 — 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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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活 = In praise of slow /Carl Honore 著  顏湘如 譯，台北：大塊文化，

2005。

索書號：191 0080

慢活，不但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面對生命的態度，書中從飲食行為、人

際關係、身心健康等等角度，幫助讀者從傳統的「快活」過渡到新興的「慢

活」。  — 馮一冲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 Guns, germs, and steel : the 
fates of human / Jared  Diamond 著  王道還 廖月娟 譯，台北：時報文化，
1998。

索書號：541.3 3408

問題從一個新畿內亞人問作者開始：「為甚麼你們白人製造了那麼多貨物，而

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自己的貨物？」為甚麼不同大陸上的文化，以如此不同的

速度發展？為何某些民族進步這般慢？為何地球上的財富分配是現在這個樣

子？這本書，竟然都解答了。 — 區家麟

蔡康永的說話之道 / 蔡康永 著，台北：如何，2010。

索書號：195.1 4403

智能手機造就更多不愛說話的年輕人，欠缺溝通能力造成更多人際糾紛。著名

主持人蔡康永分享溝通之道：不單是語言技巧，更涉及待人接物技巧，幽默與

實用兼備。 — 黃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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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情珠峰 / 鍾建民 著，香港：秋山，2005。

索書號：993.819 8217

鍾先生是著名攀山家，是第二位成功登上喜馬拉雅山頂峰的香港人。他多次失

敗而回，不是因為天氣就是因為高山症，但是屢敗屢戰，最終達成宏願。他回

港之後寫了這本書，分享他的心路歷程和奮鬥經歷，閱之令人心態積極。 

 — 何永業

雜食者的兩難 = The omnivore's dilemma / Michael Pollan 著  鄧子衿 譯，
新北：大家，2012。

索書號：411.3 1077

從一條粟米，展示工業化的食物鏈；由小農到大菜場，再到超級市場；然後作

者用最原始的方法「生產」一頓飯 — 厚疊疊一本書，只是回答一條簡單問題：

「到底要吃甚麼？」 — 陳曉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