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傳媒銳思錄》
	作者：	Professor Chan Yuen-ying	陳婉瑩		

(BSocSc 1970) 
Qian Gang	錢鋼		
Director of the China Media 
Project, HKU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Centre

	出版：天地圖書

 本書為戴晴、盧躍剛、楊恆均等十三位傳媒工
作者和學者在香港大學演講文稿的結集。他們
關心中國大陸的傳媒生態，旁及政治、社會、
文化和歷史諸方面的深層次問題，讓我們看到
今日中國社會的複雜面貌，也深明有良知有職
業操守的傳媒工作者的艱難處境。

《何東花園》
	作者：	Dr Victor Zheng	鄭宏泰		

(BBA 1993; MPhil 1997; PhD 2003) 
Professor S L Wong	黃紹倫		
(BSocSc 1971)

	出版：香港中華書局

 本書的一段一句、一畫一圖，既描繪了歷史的
一鱗半爪，亦展示了時代的不斷變貌。由購地
畫則興建大宅，到物業易主後進行加建，又曾
遭逢劫難，被戰火摧殘破毀，然後是修葺，以
及不同年代的擴建，何東花園訴說了香港的非
凡故事。

《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

	作者：	Professor Lau Siu-kai	劉兆佳		
(BSocSc 1971)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以特區新政權的建設為研究方法來分析香
港回歸後的政治發展歷程，包括香港的政治體
制的設計、回歸後特區政府施政面對的困難、
反對派的挑戰以至中央的對港政策等。

《兵書上的戰車》
	作者：	Yau Yat	邱逸		

(BA 1997, PhD 2005, PGDE 2007)
	出版：中華書局

 本書從宋代孫子兵法的研究出發，旁及目錄、
軍事、政治、科舉及文化史等方方面面，在糎
清宋代兵書數目及其存廢、宋人對兵法研究的
貢獻等問題後，深入探究了宋代「崇文抑武」
而又「兵學興盛」這現象的歷史及社會因素。

《有情有理管與教— 正向生命成長》
	作者：	Dr Jane Nam	藍容	(PhD 1997)
	出版：正向生命教育

 作者整合過往十多年運用「正向生命取向」的
理念、輔導與治療兒童及青少年的經驗及心理
學上各理論的研究而寫成。為父母提供一個培
育子女正向生命的框架和實踐的方案。

《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作者：	Professor Lui Tai-lok	呂大樂		

(BA 1981; MPhil 1984)
	出版：香港中華書局

 對 不 同 背 景 的 香 港 市 民 來 說 ， 「 七 十 年 代 
香港」有一種特殊意義─那是香港社會的黃金 
歲月，那是大家的「好日子」。作者採取另 
一種態度，要求以更立體的、多角度的去認識 
七十年代的香港。對於時下流行的很多關於 
七 十 年 代 香 港 社 會 的 「 定 論 」 ， 作 者 不 以 
為然。他決定「重訪」那個年代，瞻前顧後， 
重新審視香港社會的發展。

《時代英語》
	作者：	Victor Fung	馮強	(MSocSc 1982)
	出版：紅出版

 聽、講、寫、讀四方面，你是否能與外國人對
答如流﹖不用被迫苦讀沉悶的英文textbook，你
上次讀英文是何時﹖作者深諳教授A級英文之
道，其女Michelle在香港讀書成長，一樣能在
IELTS考獲滿分，並成為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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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城系列：	
《地圖集》、《繁華錄》、《夢華錄》、
《博物誌》
	作者：	Dung Kai-cheung	董啟章		

(BA 1989; MPhil 1994)
	出版：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這個系列裡的四本書，寫於一九九七至	
二零零零年，在形式和內容上有其一致和	
相通的地方......	結果就是《地圖集》、	
《繁勝錄》、《夢華錄》和《博物誌》四部
以獨特的文體概念為統合原理，以眾多短小
的篇章為結構單元的『類小說』。」

摘自董啟章「V	城系列出版說明」

 V城系列1《地圖集》嘗試在歷史性時刻重繪香
港地圖，發掘或發明各種形容香港地理的名
詞，帶出閱讀城市的理論。

 V城系列2《夢華錄》近似寓言的寫法，帶點黑
色的瘋言誑語，收入99個1999年香港的流行事
物，說盡香港物事人情。

 V城系列3《繁勝錄》以未來完成式的寫法，透
視回歸五十年以後七個人的故事，以小說方式
構造出多層次的香港V城景觀。

 V城系列4《博物誌》以小說方式敘述了香港V
城內77個不可思議、離奇詭譎、但又極富人性
和人情的故事。

《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
	作者：	Chan Koon-chung	陳冠中		

(BSocSc 1974)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本書談到大家熟知的論述，包括發展主義、法
治自由、現代化、階級分析、管理主義、殖民
地遺產、民族主義、新自由主義等，以及較近
期的特區例外論、中國天朝主義及各種本土的
論述等。作者指出，較完整的香港論述既離不
開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論述和主權國家論述，也
缺不了本地人的本土論述。本文將以香港為
例，檢討中國部份國家主義者、右翼毛派正在
建構的中國天朝主義。

書目簡介摘自各出版社	Excerpt from books’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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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十大好書 

 （非小說）

2012年 

亞洲週刊十大好書 

 （非小說）

74



《無上頂上頂	朝坤夕坤觀觀悟觀經》
	作者：	Henry Wong	黃宇幃		

(BA(ArchStud) 1997)
	出版：藍出版

 作者希望透過此書點出宇宙間一些簡單而又被
人忽略的事情，讓讀者透析當中奧秘。作者另
著《奸計得破》一書，揭露社會上形形色色的
欺騙，讓讀者重新認識現實世界。

《夾縫中的孩子》
	作者：	Professor Wong Oi-ling	王愛玲		

(BSocSc 1983; MSocSc 1995;  
PhD 2008)

	出版：天窗出版

 書中八個真實個案，描述孩子行為、情緒背後
錯 綜 複 雜 的 家 庭 故 事 ： 從 普 通 家 庭 ， 以 至 
單親、領養、離異家庭。還有常見的現象：操勞 
過度的母親、袖手旁觀的父親、以及忠心的 
孩子。

  Dialysis: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Promise
		Authors:  Dr Todd Ing 吳兆濤	(MBBS 1957) 

Mohamed Rahman 
Carl M Kjellstrand

 Publisher: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This book describes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dialysis and dialysis-related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ies so that the reader 
can acquire a firm grasp of the medical 
management of acute and chronic renal 
failure.

  From Local to Global and Back  
A Memoir of a Hongkonger
		Authors:  Professor Yeung Yue-man  

楊汝萬	(BA 1962)
 Publisher:  The Commercial Press (HK) Ltd 
 This story of a Hongkonger is exceptional 
in that it is a reflection of a native-born 
individual with deep roots in Hong Kong. 
He returned to his native land to serve its 
people and institutions. He has seen and 
experienced so much of the world that  
his career is worth telling to readers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The essence  
of this story is encapsulated in the title  
of the book.

  Pacific Crossing –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Authors:  Dr Elizabeth Sinn 冼玉儀		

(BA 1974; MPhil 1980; PhD 1987)
 Publisher: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the 
migration was primarily a "coolie trade," 
the author uncovers leadership and 
agency among the Chinese who made 
the crossing. In presenting Hong Kong as 
an "in-between place", the book also 
offers a fresh view of the British colony 
and a new paradigm for migration studies.

  Producer Services in China: Economic 
and Urban Development
		Editors:   Professor Anthony Yeh 葉嘉安		

(BA 1974) and Fiona Yang (PhD 2006)
 Publisher:  Routledge 
 It addresses th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and urban changes in post-
industrial China to allow appropriat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to formulate and  
to facilitate fu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Decision-Making for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Author:  Dr Chan Hing-kai 陳慶佳	

(BEng(EEE) 1995; MSc(Eng)(IEIM) 
2000; PhD 2007)

 Publisher:  Springer 
 The book provides an insight into the 
tools and methodologies of this field  
with support from real-life case studies.

  Growing Your Own Food  
in Hong Kong
		Author: Dr  Arthur van Langenberg 

(MBBS 1962)
 Publisher: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eople nowadays are concerned over 
food ingredients and origins. It has 
 resulted in a burgeoning interest  
in growing one’s own food, both for the 
satisfaction in having done it oneself  
and for the assurance of food quality.

  A Thousand Drifts of Snow  
Ancient Chinese Poetry 
Bouncing Pearls  
Ancient Chinese Poetry 
Claw Prints  
Ancient Chinese Poetry 
The Purple Phoenix  
Poems of Li Shangyin
		Translator:  Dr Chan Kwan-hung 陳鈞洪	

(BSc 1965)
 Publisher: Infinity 
 This series presents over a thousand 
important ancient Chinese poem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Through  
a faithful translation with appropriate 
rhymes, the essence and identity of  
the originals are preserved.

《生存—贏出金融業競爭的	
	48.5個銷售秘密》
	作者：	Pang Chin-fung	彭展豐		

(BEcon&Fin 2008; MEcon 2011)
	出版：紅出版

 一句簡單而動人的說話，遠比你滔滔不絕的銷
售對白更能觸動對方的心。作者認為，如果你
希望生存，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有一個願意克
服困難，堅持不懈的身心準備。

《中國模式—神經經濟學初探》
	作者：	Alex Chan	陳慶釗	(BSW 1992)
	出版：藍天圖書

 本書從中國語言與文字入手，論證語言與思維
的關係，揭示漢語文字作為一種圖形文字對 
中國人「二元性思考模式」的重要影響。

Alumni & Books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