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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圖書館館藏  

「社會變遷與城市規劃」書目推介  

A Selective Booklist on “Changing Society and Urban Planning” 

in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書籍 Books 
 

 

土木工程拓展署、規劃署。《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 : 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摘

要》。香港 : 土木工程拓展署 : 規劃署，2013。 

索書號：445.109391 0651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力工程處。《善用香港地下空間可行性研究》。香港 : 土本工程拓展

署土本工程處，2011。 

索書號：445.109391 8723 

 

《「中西區城規研究、社會影響評估及推廣居民參與城規工作」工作報告》。香港 : 中

西區區議會食物環境衛生及工務委員會 :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2008。 

索書號：445.109391 5174 

 

方舟、張楠迪揚、陳振寧。《香港邊界禁區發展策略研究 : 研究報告》。香港 : 一國兩

制研究中心，2010。 

索書號：445.109391 0027 

 

王于漸。《香港長遠房屋策略和港人港地》。香港 : 中華書局(香港)，2013。 

索書號：542.609391 1013 

 

《以人為先，地區為本，與民共議推進市區更新 : 市區重建策略》。香港 : 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發展局，2011。 

索書號：542.609391 2832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羅致光。《亞洲其他城市市區更新政策研究 : 倫敦

南岸個案研究附加報告》。香港 :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2009。 

索書號：542.609391 1342 

 

《可持續的中西區 : 以「生活質素」為本的發展規劃》。香港 : 中西區區議會 : 香港大

學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2006。 

索書號：445.109391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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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邦魏理仕。《亞洲其他城市市區更新政策研究 : 台北及東京發展權補充研究報告》。

香港 : 世邦魏理仕，2009。 

索書號：542.609391 1342  

 

世聯顧問。《共建優質居住環境 :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公眾參與顧問服務 : 最後報

告》。香港 : 世聯顧問，2010。 

索書號：542.609391 4127 

 

伍世良研究策劃，報告撰寫 ; 蔡恩恆資料收集，問卷調查。《沙田單車城市的進一步發

展研究報告》。香港 : 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交通及運輸研究工作小組， 

2009。 

索書號：445.109391 3665 

 

伍美琴。《香港及中西區可持續發展匯報 : 「訂指標、顯優劣、謀對策」》。香港 : 香

港大學城市規劃及環境管理研究中心，2007。 

索書號：445.109391 2181 

 

《安達臣道石礦場未來土地用途規劃研究 : 可行性研究 : 第 2 階段社區參與報告

=Planning study on future land use at Anderson Road Quarry : feasibility 

study : stage 2 community engagement report》。香港 : 規劃署，2013。 

索書號：445.109391 3373 

 

何佩然。《地換山移 : 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 : 商務，2004。 

索書號：445.109391 2122 

 

李鉞。《迷失的維港》。香港 : 思網絡，2009。 

索書號：574.39107 4083 

 

李鉞。《公公，您們還沒弄壞維港嗎？》。香港 : 明文，2007。 

索書號：445.109391 4083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長遠房屋策略 : 公眾諮詢報告．二零一四年二月》。香港 : 

該會，2014。 

索書號：542.609391 7337 

 

《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第一階段公眾參與報告》。香港 : 規劃署 : 土木工程拓展署， 

2013。 

索書號：445.109391 5300 

 

周綺薇、杜立基、李維怡 編輯。《黃幡翻飛處 : 看我們的利東街》。香港 : 影行者，2007。 

索書號：445.1 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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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綺薇。《推土機前種花》。香港 : MCCM Creations，2011。 

索書號：445.1 7724 

 

《城西海濱重塑工作報告》。香港 :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2009。 

索書號：445.109391 4133 

 

《香港 2030 : 規劃遠景與策略 : 最後報告》。香港 : 發展局及規劃署，2007。 

索書號：445.1 2311 

 

《香港城市設計指引 : 摘要》。香港 : 羅麥莊馬香港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規劃署，

2002。 

索書號：445.1 2340 

 

香港設計中心 編著。《香港城區設計散步》。香港 : 商務印書館(香港)，2012。 

索書號：445.109391 2347 

 

陳宏民。《2006 中外都市圈發展報告》。上海 : 上海三聯，2007。 

索書號：552.1 1110 

 

陳和順。《劏房圍城 : 被遺忘的香港故事》。香港 : 印象文字，2013。 

索書號：542.609391 7522 

 

陳達材。《城市規劃師 : 地產發展之道》。香港 : 星島出版，2009。 

索書號：445.109391 7534 

 

陳達材。《沙田新市鎮規劃故事》。香港 : 星島出版，2008。 

索書號：445.109391 7534 

 

陳翠兒 等著。《The 逼 city》。香港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民政事務局，2006。 

索書號：923.391 3243 

 

高汝熹、羅守貴。《2006 中國都市圈評價報告》。上海 : 上海三聯，2007。 

索書號：552.2 0034 

 

唐豪、馬光紅、龐俊秀。《大都市流動人口居住問題研究》。上海 : 上海大學，2012。 

索書號：542.6092 0000 

 

馬國明。《全面都市化的社會》。香港 : 進一步多媒體，2007。 

索書號：545.09391 7166 

 

 

 



4 
 

張為平。《隱形邏輯 : 香港，亞洲式擁擠文化的典型=Invisible logic : Hong Kong, as 

Asian culture of congestion》。南京 : 東南大學，2009。 

索書號：923.391 1131 

 

張基義。《歐洲魅力新建築 : 看城市如何閃亮變身》。台北 : 遠流，2006。 

索書號：923.4 1148 

 

鄒崇銘、韓江雪。《僭建都市 : 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香港 : 印象文字，2013。 

索書號：445.109391 2728 

 

葉辛、蒯大申。《城市文化研究新視點 : 文化大都市的內涵及其發展戰略》。上海 : 上

海社會科學院，2008。 

索書號：541.2 4002 

 

《葵青區發展潛力規劃研究 : 終期規劃研究報告書》。香港 : 葵青區議會葵青規劃研究

工作小組，2006。 

索書號：445.109391 4571 

 

費希爾(Manfred, Fischer)。《大都市創新體系 : 來自歐洲三個都市地區的理論和案例

=Metropolitan innovation systems》。上海 : 上海人民，2006。 

索書號：552.4 5492 

 

鄭敏華 等著。《生活深水埗 : 深水埗舊區更新何去何從計劃小冊子》。香港 : 深水埗區

議會市區重建問題工作小組，2007。 

索書號：445.109391 2331 

 

鄧永成。《天水圍 : 怎一個「虧」字了得？》。香港 :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城市與區域研

究中心，2008。 

索書號：445.109391 1735 

 

環保觸覺。《圍港 : 從屏風樓看香港的城市規劃》。香港 : Warrior Books，2009。 

索書號：445.109391 6300 

 

羅慶鴻。《政經建築觀 : 香港都市發展實例反思》。香港 : 商務印書館(香港)，2010。 

索書號：445.109391 6003 

 

羅國振、文軍。《現代意識與都市發展 : 社會學的視角》。上海 : 華東師範大學，2006。 

索書號：541 1200 

 

關注舊區住屋權益社工聯席。《書寫重建 : 市區重建服務彙編》。香港 : 立法會議員張

超雄辦事處，2007。 

索書號：542.609391 5321 

https://webcat.hkpl.gov.hk/search/query?match_1=PHRASE&field_1=a&term_1=%E8%B2%BB%E5%B8%8C%E7%88%BE+%28Fischer,+Manfred.%29&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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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區議會屬下觀塘區發展及重建專責小組。《觀塘工業區的活化和發展研究=The 

renewal and development of Kwun Tong industrial district study》。香港 : 觀

塘區議會，2010。 

索書號：445.109391 4413 

 

A-World Consulting Ltd. Co-creating a better living environment : consultancy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engagement for the urban renewal strategy review : final report. Hong Kong : 

A-World Consulting Ltd., 2010. 

Call Number: 711.4095125 CON 

 

Berard, Brian. Designing Victoria Harbour : integrating, improving, and facilitating marine 

activities. Hong Kong : Designing Hong Kong : Harbour Business Forum, 2010. 

Call Number: 711.4095125 DES 

 

Chung, Thomas. Urban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District : as a place of living=家在中上

環 : 城市組織的轉化, 1843-2008. Hong Kong : Conservancy Association Centre for 

Heritage, 2009. 

Call Number: 711.4095125 URB 

      

Frampton, Adam, Solomon, Jonathan D. and Wong, Clara. Cities without ground : a Hong 

Kong guidebook. Novato, CA : ORO editions, c2012. 

Call Number: 912.5125 FRA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Committee. Harbour of life= 活力維港 . Hong Kong : 

Harbour-front Enhancement Committee, 2010. 

Call Number: 711.4095125 HAR 

 

Hong Kong Island east harbour-front study : feasibility study : executive summary=港島東海

旁研究：可行性研究：行政摘要. Hong Kong : Planning Dept., 2012. 

Call Number: 711.4095125 HON 

 

Lai, Lawrence Wai-chung, Ho, Daniel Chi-wing, Leung, Hing-fung. Change in use of land : a 

practical guide to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2004. 

Call Number: 711.4095125 LAI 

 

Lai , Carine. Treating the symptoms : a critical review of urban renewal in Hong Kong. Hong 

Kong : Civic Exchange, 2010. 

Call Number: 307.3416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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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 Party. Kai Tak soars to new heights : South East Kowloon development plan. Hong 

Kong : Liberal Party, 2012. 

Call Number: 711.4095125 KAI 

 

Research and Library Services Division,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Planning history of 

the Kai Tak development=啟德發展計劃過去的規劃. Hong Kong : Research and 

Library Services Division,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0. 

Call Number: 711.4095125 PLA 

 

SEEDS+ : society, environment,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sustainable city development : starting from the community=十種記 : 公眾參與可

持續城市發展 : 從社區出發. Hong Kong : Centre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 for 

Education, Elderly, Environment and Excellence, 2011. 

Call Number: 307.1216 SEE 

 

Tieben, Hendrik, Ho, Steven Chun Wang and Mi, You ed. Reclaiming Hong Kong's public 

space. Hong Kong :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0. 

Call Number: 711.55095125 REC 

 

The Why Factory ed. ; Maas, Winy and Salij, Tihamer, writers. Hong Kong fantasies : 

challenging world-class city standards. Rotterdam : NAi Publishers, c2011. 

Call Number: 711.4095125 HON 

 

Wang, Weijen, Chung, Thomas and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Refabricating city : a 

reflection : Hong Kong-Shenzhen Bi-City Biennale of Urbanism/Architecture=思考, 再

織城市 : 香港深圳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 Hong Ko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2010. 

Call Number: 711.4 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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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源 Electronic Resources 
 

 

電子書 e-Books 

 

中共中山市委、中山市人民政府。〈建設“兩個適宜”城市研究探索〉。《中共中央黨校

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王振海、劉增祿、趙鐳。〈城市化與市民公共利益保護〉。《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方正

中文電子書。 

 

史芳。〈中國城市發展觀察〉。《中國經濟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朱鐵臻。〈城市發展學〉。《河北教育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何奇松、劉子奎。〈城市規劃管理〉。《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宗承言。〈城市可持續發展與城市領導者素質〉。《江西人民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金勇。〈城市設計實效論〉。《東南大學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林增杰、張鋒。〈城市土地可持續利用調控研究〉。《地質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郝之穎 等著。〈城市規劃實務〉。《天津大學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張季。〈多視角的城市土地利用〉。《復旦大學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鄭國。〈城市發展與規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龍瀛,、張冰。〈城市規劃相關知識〉。《化學工業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羅歸國。〈香港的城市管理〉。《海天出版社》。方正中文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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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資料庫  e-Databases 

 

田昀。〈基于中小城市規劃設計的探索研究〉。《門窗》，2013 第 11 期。中國期刊全文數

據庫。 

 

田松啟。〈城市規劃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及影響〉。《產業與科技論壇》，2013 第 19 期。中

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石崧。〈香港的城市規劃與發展〉。《上海城市規劃》，2012 年第 4 期。中國期刊全文數

據庫。 

 

肖艷陽。〈城市規劃·城市社會·城市時代〉。《湖南理工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03 第

02 期。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東北發展不遷不拆不可行〉。《太陽報》，2014 年 6 月 26 日，頁 A04。慧科電子剪報

資料庫。 

 

〈東北大嶼與中環相關連接 港珠澳橋通車促成多形態商圈〉。《香港商報》，2014 年 4

月 11 日，頁 N03。慧科電子剪報資料庫。 

 

吳星海、孫麗云。〈淺談城市規劃的影響因素及規劃思想〉。《創新科技》，2013 第 11 期。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高邰、吳瓊。〈新型城市化與城市規劃的思考分析〉。《中國建筑金屬結構》，2013 第 22

期。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高娟。〈中西方城市規劃思想的相互影響〉。《旅游縱覽(下半月)》，2013 第 12 期。中國期

刊全文數據庫。 

 

馬道明。〈從危機到可持續:城市社會的生態型塑〉。《社會科學家》，2008 第 08 期。中國

期刊全文數據庫。 

 

陳文鴻。〈坦言集：大嶼山發展〉。《東方日報》，2014 年 6 月 15 日，頁 A40。慧科電子

剪報資料庫。 

 

陳孟東。〈香港填海造地對城市發展的影響〉。《世界建筑》，2007 年第 12 期。中國期刊

全文數據庫。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au&skey=%e7%9f%b3%e5%b4%a7&code=10819454;
javascript://
javascript://
http://big5.oversea.cnki.net/kns55/loginid.aspx?uid=WDVaOC9DbVR5cmd3YlNqag%3D%3D&p=Navi%2FBridge.aspx%3FLinkType%3DBaseLink%26DBCode%3Dcjfd%26TableName%3DCJFDbaseinfo%26Field%3DBaseID%26Value%3DSJ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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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耀杰、陳玲芝。〈淺談城市規劃的可持續發展〉。《門窗》，2014 第 02 期。中國期刊全

文數據庫。 

 

陽毅。〈淺析城市民生規劃的意義〉。《華章》，2013 第 27 期。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新界東北發展難前 突顯香港去從迷茫〉。《信報財經新聞》，2014 年 6 月 16 日，頁

A02。慧科電子剪報資料庫。 

 

雷賢達。〈香港土地發展 需要填海收地〉。《明報》，2014 年 6 月 12 日，頁 B06。慧科

電子剪報資料庫。 

 

謝林平。〈關于我國城市社會和諧穩定的思考〉。《嶺南學刊》，2006 第 06 期。中國期刊

全文數據庫。 

 

蘇偉文博士。〈發展地底空間〉。《宜家家居》，2014 年 2 月 22 日，頁 028。慧科電子剪

報資料庫。 

 

Douay, Nicolas. “The Emergence of a Collaborative Approach Challenges 

Hong Kong's Urban Planning Model.” China Perspectives. ProQuest 5000 

Database. 

 

Francis K.W. Wong. “The impact of urban renewal to the labour force in Hong 

Kong.”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ProQuest 5000 Database. 

 

Grace K.L., Lee; Edwin H.W., Chan.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the Hong Kong urban renewal projects.” Facilities. ProQuest 

5000 Database. 

 

Mee Kam, Ng. “The state of planning rights in Hong Kong: a case study of 

'wall-like buildings.” The Town Planning Review. ProQuest 5000 Database. 

 

Qiping, Shen; Hao, Wang; Bo-sin, Tang. “A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Hong Kong's urban renewal projects.” Smart and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 ProQuest 5000 Database. 

 

 

 

javascript://
http://search.proquest.com/indexinglinkhandler/sng/au/Francis+K.W.+Wong/$N?accountid=1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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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資源  Web Resources 
 

土木工程拓展署  

專題事項 

http://www.cedd.gov.hk/tc/topics/index.html  

區域發展服務 

http://www.cedd.gov.hk/tc/achievements/regional/index.html  

資料庫 

http://www.cedd.gov.hk/tc/media/archives/index.html  

 

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項目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aspx  

社區聯繫 

http://www.ura.org.hk/tc/community.aspx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香港的市區更新 

http://www.ursreview.gov.hk/tch/about.html  

新的市區重建策略 

http://www.ursreview.gov.hk/tch/new_urs.html  

相關研究及報告 

http://www.ursreview.gov.hk/tch/related_studies_reports.html  

 

香港房屋委員會 

社區參與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community-engageme

nt/index.html  

刊物與統計數字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publications-and-statisti

cs/index.html 

 

香港房屋協會 

訊息中心 

http://www.hkhs.com/chi/wnew/index.asp  

資料庫 

http://www.hkhs.com/chi/info/index.asp  

 

http://www.cedd.gov.hk/tc/topics/index.html
http://www.cedd.gov.hk/tc/achievements/regional/index.html
http://www.cedd.gov.hk/tc/media/archives/index.html
http://www.ura.org.hk/tc/projects.aspx
http://www.ura.org.hk/tc/community.aspx
http://www.ursreview.gov.hk/tch/about.html
http://www.ursreview.gov.hk/tch/new_urs.html
http://www.ursreview.gov.hk/tch/related_studies_reports.html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community-engagement/index.html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community-engagement/index.html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index.html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index.html
http://www.hkhs.com/chi/wnew/index.asp
http://www.hkhs.com/chi/info/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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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委員會 

現正供公眾查閱的申請及意見 

http://www.info.gov.hk/tpb/tc/plan_application/application_insp.html  

會議 

http://www.info.gov.hk/tpb/tc/meetings/meetings.html  

 

規劃署 

刊物及新聞公報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press/index.html  

規劃統計資料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info_serv/statistic/index.html  

規劃研究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p_study/index.html  

 

發展局 

專題檔案 

http://www.devb.gov.hk/tc/issues_in_focus/index.html  

研究及報告 

http://www.devb.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studies_and

_reports/index.html  

統計數字及其他數字資料 

http://www.devb.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figures_and

_statistics/index.html  

 

展城館 

http://www.citygallery.gov.hk 

 

飛躍啟德──城市規劃設計概念國際比賽 

http://kaitakfantasy.hk  

 

 

香港大學 

建築學系 

http://fac.arch.hku.hk 

城市規劃及設計系 

http://fac.arch.hku.hk 

園境建築學系 

http://fac.arch.hku.hk 

http://www.info.gov.hk/tpb/tc/plan_application/application_insp.html
http://www.info.gov.hk/tpb/tc/meetings/meetings.html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press/index.html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info_serv/statistic/index.html
http://www.pland.gov.hk/pland_tc/p_study/index.html
http://www.devb.gov.hk/tc/issues_in_focus/index.html
http://www.devb.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studies_and_reports/index.html
http://www.devb.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studies_and_reports/index.html
http://www.devb.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figures_and_statistics/index.html
http://www.devb.gov.hk/tc/publications_and_press_releases/figures_and_statistics/index.html
http://www.citygallery.gov.hk/
http://kaitakfantasy.hk/
http://fac.arch.hku.hk/
http://fac.arch.hku.hk/
http://fac.arch.hk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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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建築學院 

http://www.arch.cuhk.edu.hk 

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 

http://www.chi1993.cuhk.edu.hk 

  

香港城市大學        

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 

http://bccw.cityu.edu.hk 

  

香港科技大學 

土木環境及工程學系 

http://www.ce.ust.hk 

  

香港理工大學 

土木環境及工程學系 

http://www.cee.polyu.edu.hk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 

http://www.hkiud.org 

 

香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http://www.uepdi.com 

 

香港建築師學會 

http://www.hkia.net 

 

香港測量師學會 

http://www.hkis.org.hk 

 

香港規劃師學會 

http://www.hkip.org.hk/HK 

 

香港園境師學會 

http://www.hkila.com 

 

http://www.arch.cuhk.edu.hk/
http://www.chi1993.cuhk.edu.hk/
http://bccw.cityu.edu.hk/
http://www.ce.ust.hk/
http://www.cee.polyu.edu.hk/
http://www.hkiud.org/
http://www.uepdi.com/
http://www.hkia.net/
http://www.hkis.org.hk/
http://www.hkip.org.hk/HK
http://www.hki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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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學會 

http://uli.org 

 

美國建築師學會香港分會 

http://www.aiahk.org 

 

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http://www.ice.org.uk/hongkong 

 

英國特許土木工程測量師學會香港分會 

http://www.cices.org.hk 

 

 

地球之友 

http://www.foe.org.hk 

 

保護海港協會 

http://www.harbourprotection.org 

 

綠色力量 

http://www.greenpower.org.hk 

 

環保觸覺 

http://greensense.org.hk 

 

http://uli.org/
http://www.aiahk.org/
http://www.ice.org.uk/hongkong
http://www.cices.org.hk/
http://www.foe.org.hk/
http://www.harbourprotection.org/
http://www.greenpower.org.hk/
http://greensense.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