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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tudies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概覽2017
The Compendium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Greater Bay Area 
2017 (in Chinese)

全面反映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概況，附以官方統計數據的權威資料性 
文獻。

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九

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組成，簡稱「9+2」。本書從《粵港澳大灣區城市

群年鑑》編撰而成，分為「灣區綜述」、「灣區城市群發展」、「區域合作」及

「創新驅動」四部分，以宏觀及微觀角度，記述灣區的社會及經濟發展概況，除

了整體政策措施，同時收錄了「9+2」城市群的年度大小活動及事件，並附以官方

統計數據，值得讀者參考。

陳華康 主編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概覽編纂委員會主任
978-962-937-339-9  |  March 2018  |  HK$148/US$21  |  177 x 255 mm • 208 pp • paperback

創建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規劃發展藍圖
Greater Bay Area─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9+2 Cities (in Chinese)

全方位分析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具體實行方案及機遇。

世界有三大灣區，包括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和紐約灣區，它們的經濟發展成果

驕人。中國的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如何自處，躋身國際？而香港又應該

怎樣發揮所長，掌握這次經濟機遇？

自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於2017年年初首次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概念後，香

港、澳門與九個內地城市已經從多方面合作，期望發揮所在區域科技創新高地、金

融功能發達和交通樞紐等幾大要素的優勢，成為具有全球經濟領導作用的核心區。

本書邀請了多位熟悉內地與香港制度的專家和學者，仔細分析十一個城市的優

劣，並提出多個具體實行方案，探論大灣區應如何在經濟、金融、科技、制度、

基建設施等方面合作，互相借鑒，又展望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方向，推動其在

全球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核心區中的引領功能。

編著 

方舟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978-962-937-353-5  |  March 2018  |  HK$168/US$25  |  185 x 285 mm • 300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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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 Macau Studies

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澳門移工文化研究
This Life is Fleeting— 
Migrant Workers in Macau (in Chinese)

作者走訪一眾離鄉到澳門工作的移工，揭示社會地位及文化份被邊緣
化的弱勢群體的故事。

澳門，被稱為「中國的拉斯維加斯」，吸引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然而繁榮

的背後，其實有一班默默付出，卻被邊緣化的族群─「澳門移工」。

這些移工多達18萬的，他們有些是當家傭，有些是當荷官、保安、侍應、建築工

人等，可是他們沒有「澳門公民」的身份，更因在權力結構中的弱勢地位而被忽

視。本書通過對移工的邊緣性觀察，分析他們在澳門的階級地位，並試圖探討他

們對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從而呈現出澳門特殊的社會環境，以及思考全球化社

會運作所產生的矛盾與問題。

史唯　澳門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
978-962-937-342-9  |  March 2018  |  HK$168/US$25  |  140 x 241 mm • 204 pp • paperback

香港地鐵─建設與發展
Shaping Urban Hong Kong— 
Hong Kong Railway Development (in Chinese)

本書宏觀地回顧香港鐵路建設及發展，並以大量圖片紀錄當中具創舉
性工程。

本書為香港鐵路建設作一個宏觀的回顧。作者細緻描述了香港軌道交通從籌劃到

建設的過程全景，並略述建造過程中所應用的技術、施工安排及工程特點。本書

的文字記錄了當年主事者的考量、建設者的艱辛、挖掘推進的難度和以米和尺為

計量的詳細工程資料。書中的圖片更是精心動魄，大型鑽機在坑中橫陳，橋樑跨

海、或從公路網中穿過，不少更是本地工程學上的創舉。最後，作者亦會歸納這

些鐵路在完成後，對沿綫社區環境所創造的果效，分析鐵路工程為香港的持續發

展扮演了甚麼角色。

王煒文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講師
978-962-937-246-0  |  March 2018 |  HK$188/US$28  |  216 x 279 mm • 400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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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後佔中治港─法理與政治
The Governance of Hong Kong after Occupy Central─ 
Leg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s (in Chinese)

從法理學與政治學角度，理性分析佔中後香港的形勢與管治。

適逢香港回歸20周年的歷史關鍵時刻，作者從政治學的角度深入研究了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情況，主要分析2014年「佔領中環」（或稱「雨傘運動」）後到

2017年3月行政長官選舉這段時間，香港的政治、法律和社會發展，包括2015年

行政長官普選方案被立法會否決、「本土主義」社會運動的興起、立法會的「拉

布」問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及相關的法律爭議，以至2017年特首選舉的局

面。

本書深度關注對香港問題的研究，既建立宏觀理論和學術概念的框架，也包含對具

體制度和事件的微觀分析，有助一眾關心香港的讀者回顧一國兩制的實踐，總結經

驗，檢討其得失，分析當前形勢，從而為未來作出準備和計劃。

田飛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及法學院副教授
978-962-937-349-8  |  March 2018  |  HK$168/US$25  |  170 x 220 mm • 332 pp • paperback

第五次「人大釋法」及其憲法論爭
The Fifth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and  
Its Constitutional Implication (in Chinese)

多角度剖析第五次「人大釋法」的憲制論爭，及其對香港法治的影響。

第五次「人大釋法」因2017年立法會發生「宣誓風波」事件而產生。每一次「人

大釋法」都引發社會的強烈反響，第五次「人大釋法」尤甚，因為其不僅涉及中

央與香港之關係，也涉及高度敏感的「統獨議題」。

本書以第五次「人大釋法」及其憲法的論爭為主題，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

收錄10篇香港及內地學者撰寫的學術評論，闡述第五次「人大釋法」的背景及其

對本港法治的影響；第二部收錄香港各界的回應，以多角度觀點剖析第五次「人

大釋法」；第三部分為文獻及判決，收錄第五次「人大釋法」全文，以及高等法

院原訟法庭和上訴法庭的判決書等，冀能透過兩地學者的學術交流，全面涵蓋

「人大釋法」制度本身及事件的前因後果，有助「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

確實施。

編著 

朱國斌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978-962-937-350-4  |  April 2018  |  HK$168/US$25  |  162 x 228 mm • 300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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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Studies

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公民參與的挑戰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Macao—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ts Challenges (in Chinese)

本書綜合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所帶來的挑戰、發展及機遇。

澳門常以中西文化交融而自豪，更藉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然而，

自澳門博彩業開放，社會經濟環境的急變，使文化遺產保護倍受壓力，也引起多場保護運

動。本書綜合回顧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發展歷程後，解釋社會如何面對保護問題，指出澳

門如何把握文化遺產保護帶來的機遇，以符合澳門的發展定位。

譚志廣　澳門文遺研創協會會長
978-962-937-346-7  |  April 2018  |  HK$128/US$19  |  135 x 225 mm • 150 pp • paperback

馬來西亞民主轉型─族群與宗教之困
Towards Democracy— 
Do Malaysia’s Ethnic and Religious Tensions Dim Its Prospects? (in Chinese)

聚焦探討馬來西亞的族群與宗教力量如何左右大局。

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迄今，雖保留了英殖民者遺下的西敏寺民主政制運作，仍處於一

種介乎專制和民主之間的「半民主」狀態。自1990年代末以降，馬來西亞公民社會開始

躁動，在野政治力量更屢見選舉突破。本書探討聯盟 / 國陣政權如何長期穩定地維繫此

「半民主」政體，以及馬來西亞民主轉型的展望如何？困難何在。

王國璋　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前任副研究員
978-962-937-340-5  |  January 2018  |  HK$128/US$19  |  135 x 225 mm • 124 pp • paperback

南海之爭的多元視角
Perspective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Chinese)

兼具學術基礎與現實主義，多角度分析南海問題及發展。

本書針對南海問題進行重點分析，包括南海問題的根源、台海兩岸對南海問題的認知、

南海形勢的發展、東協對南海問題的立場、菲律賓訴中國南海仲裁案，冀能扼要且完整

的呈現南海問題的輪廓。本書兼具學術基礎與現實意義，盡力呈現包容華人以及非華人

在南海問題的觀點，以期在學術研究和實際促進南海成為和平之海做好知識準備。

孫國祥　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978-962-937-299-6  |  December 2017  |  HK$128/US$19  |  135 x 225 mm • 264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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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tudies

組織化皇權─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再造和轉型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Culture, Re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重點分析中國共產黨如何通過各種制度與方法來維繫「皇權」的統治。

中國共產黨作為「組織化皇權」，它繼承了中國傳統的皇權政治文化及特徵，同

時在當代有所再造，並且經歷變化、調整及自我轉型。

本書重點分析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內涵、歷史等，以釐清西方理論中「政黨」

的概念與中國共產黨的分別。同時深入探討中共如何在不斷變化的政治、社會、

經濟環境下，通過精英政治制度、權力繼承機制、放權、吸納民主要素、中央黨

校系統等，維持它對國家的主導和霸權地位。

鄭永年 著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邱道隆 譯　北京大學—康奈爾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生
978-962-937-335-1  |  January 2018  |  HK$188/US$28  |  152 x 229 mm • 344 pp • paperback

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探論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China and the World (in Chinese)

從探討中外交往的歷史，了解未來中國與國際關係的發展。

中國處於全球化的跨國空間，加上「一帶一路」納入中國的發展策略，「中外交

往」這個一直備受關注的課題更形重要。

本書是2011年底「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結集，收錄19篇世界各地

學者的論文，分為四部：「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觀的轉變」、「中國與世界 世界

與中國」、「20世紀全球局面中的中國」、「中外文化互動與社會變遷」從不同

角度探討中外交往的歷史，以展望未來中國與國際關係的發展。

編著

陳明銶　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鮑紹霖　前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麥勁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助理教授
978-962-937-334-4  |  March 2018  |  HK$168/US$25  |  152 x 229 mm • 456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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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中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兩級法院個案研究
Chinese Criminal Proceedings with Collateral Civil Action— 
A Study of Judicial Decisions of Two Levels of Courts (in Chinese)

以兩級法院案例分析限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範圍在實踐中遇到的 
具體問題。

針對中國刑法限制被害人可提出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範圍，而最高法院又可通過

司法解釋將訴訟範圍進一步收窄，導致部分被害人在提出附帶民事訴訟後，不僅

未能保障其物質損失求償權利，更甚是被限制或否定其訴權和訴訟的權利。

本書作者選取了四個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十年的兩級法院案件作為研究樣本，分

析案件受理、審判、執行等方面的實際狀況，探究限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範圍制

度在實踐中遇到的具體問題，考察和檢驗支持或反對限制的不同理論觀點，並就

有關限制範圍制度提出完善建議，冀能推進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範圍制度在保障被

害人權利等方面的功能。

王瑋　山東省淄博市中級法院院長和二級高級法官
978-962-937-341-2  |  March 2018  |  HK$168/US$25  |  162 x 228 mm • 360 pp • paperback

中國涉外合同─法律實務
Legal Guide to Foreign-related Contracts in China (in Chinese)

覆蓋企業在涉外合同中最常遇到的法律難題，以實務操作手冊的 
方式，幫助企業防範法律的風險。

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發展愈來愈蓬勃，涉外合同的種類也更多元化。然而，由於各

國的法律制度不同，在合作過程中，難免發生糾紛。法律工作者該如何處理涉外

合同的糾紛？企業管理人員在簽訂涉外合同時，該如何確保自己的合法權益，避

免糾紛和經濟損失？

本書詳細解釋了涉外合同的準備工作、合同的條款，同時整合了相關的法律條

文，分析講解涉外合同的風險管理、法律適用、管轄權選擇等問題。為了讓讀者

進一步掌握涉外合同實際操作情況，書中更輯錄了近期最具代表性的17個案例，

讓法律工作者及企業管理人員進一步了解其實際操作情況。

鄧智榮　法學博士、執業律師
978-962-937-355-9  |  March 2018  |  HK$188/US$28  |  140 x 190 mm • 450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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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tudies

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和日常生活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Citie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ese)

從西方儒家學者的角度，探論儒家政治在現代中國的可行性。

本書是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貝淡寧教授（Daniel A. Bell）的文

集，書中反映了作者從批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社群主義者，轉變為鼓吹將民

主和儒家的優點結合起來的左派儒家。作者認為，將儒家選賢任能的傳統與講究

政治參與、自由、透明和寬容的民主傳統結合起來，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和必

然結果。

本書從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視角─一個在清華大學、山東大學講授政治哲

學將近20年的加拿大人─提出獨特的觀點的勇氣，相信可讓中國讀者反思他們

習以為常的政治概念。

Daniel BELL（貝淡寧）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978-962-937-269-9  |  March 2018  |  HK$228/US$38  |  150 x 220 mm • 632 pp • hardback

中華民國（南京）憲法研究
A Study of the 1946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Nanjing) (in Chinese)

重新呈現《中華民國憲法》的歷史、變遷、政府組織與權力分立情況。

1946年，國民大會在南京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這也是近代中國最後一部憲法性

文件。不過，這部憲法在頒行不久即在中國大陸被全面廢除，後來在台灣亦經過

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與增修條文的反覆修正。 

本書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紹這部憲法的由來與背景，以及其在台灣的變

遷；第二部分析該憲法的政府組織與權力分立情況，如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

院、考試院、司法院等的設立、功能與意義；第三部分闡述中華民國憲法下的基

本權與社會權。 

本書嘗試梳理歷史的脈絡，比較各國的制度，檢討其中的重大問題。此外，又力

圖綜合憲法本文的制定時代、「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時代、1990年代以來的七

次增修的經過，以及近年來的最新理論發展與制度實踐，系統地分析這部憲法的

「變與不變」。

聶鑫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978-962-937-308-5  |  November 2017  |  HK$168/US$25  |  152 x 229 mm • 332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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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tudies

海上雜談
A Miscellany from a Shanghai Scholar (in Chinese)

分享翻譯界的人物、事物與讀物，領略翻譯旨趣。

本書作者為中國譯介學權威，從事翻譯研究多年，語言文字造詣深厚。本書收錄33篇

文章，分為「譯苑雜議」、「學界雜俎」、「師友雜憶」三個部分。「譯苑雜議」分

享翻譯研究應有之本分及堅持，譯著膽大也要心細；第二部「學界雜俎」涵中西學界

之雜聞，褒揚中外傑出學術之餘，也貶斥現今學界之流弊，為作者經年做學問之心得

總論；第三部「師友雜憶」記述作者對賢師益友的摯誠話語，憶當年，念舊人。

謝天振　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教授
978-962-937-337-5  |  January 2018  |  HK$108/US$18  |  140 x 190 mm • 230 pp • paperback

新史觀 • 新視野 • 新歷史
A New Conception and View of History (in Chinese)

以嶄新視角重讀中國歷史，發掘前人所忽略的歷史知識。

有別於一般史書記載帝王將相的江河歷史，本書以新穎有趣的角度敍述中原地區幾千

年來的變化發展。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新史觀下的中國歷史」，以新的視角探

尋中國的天文地理、氣候變化、女性地位、數學知識、農耕智慧等；下編「全球史視

野中的中國歷史」，從宏觀角度反思中國的宗教文化、商業貿易、外族侵略、外交關

係、西方歷史等，並比較世界各地同時期發展的歷史文明。

李伯重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講座教授
978-962-937-336-8  |  March 2018  |  HK$108/US$18  |  140 x 190 mm • 200 pp • paperback

舊籍新書經眼錄
Reading Notes for Classics and New Books (in Chinese)

精選64篇讀書札記，學習讀好書，也學習如何閱讀一本書。

讀書做學問是個人的修行，想要有所得着，須視乎是淺度閱讀還是深度閱讀。本書收

錄了作者精選的64篇讀書札記，記述這些書對他修學的影響，分享讀書做學問的心得

和感悟。除了著作內容外，作者同時考據著者的背景學養、著作的印刷版本、學術界

之論爭評議、古今中外相關作品等，精考細辨，展現出淵深博大而細膩的學養識見。

傅杰　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978-962-937-338-2  |  March 2018  |  HK$108/US$18  |  140 x 190 mm • 346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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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選集
Selected Works of WANG Fanxi (in Chinese)

首次結集王凡西最重要的著譯作品，呈現險被時代洪流淹沒的歷史片斷。

王凡西，中國托派—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領袖之一，也許是中國托派中不曾瘐死在蔣介石

與毛澤東監獄中的最後生存者。

本選集共三卷，由內地著名學者朱正選編，並補充珍貴史料及注釋，是王凡西作品首次結集出

版。作為托派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其作品也是中國現代史、托派史的重要史料。

朱正　內地學者
978-962-937-357-3  |  HK$458/US$60（一套3冊套裝）

卷一─托派與中國 
Volume 1—Trotskyism and China (in Chinese)

卷一共分兩部分，分別收錄了《雙山回憶錄》和《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兩本重要著作。王

凡西從中國托派的視角去了解風起雲湧的中國現代歷史，從多角度剖析了中蘇共兩黨的微妙關

係，展現了蘇共錯綜複雜的黨派鬥爭，和毛澤東的個人思想在這場外交角力中所發揮的作用。

978-962-937-343-6  |  January 2018  |  HK$168/US$25  |  150 x 215 mm • 548 pp • paperback

卷二─論毛澤東思想 
Volume 2—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ism (in Chinese)

卷二收入《毛澤東思想論稿》及《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作者多角度地析述毛澤

東思想的組成元素、異同，以及探討了毛澤東在軍事、文藝政策思想，有助了解「文化大革

命」這場文化活動的來龍去脈。

978-962-937-344-3  |  January 2018  |  HK$168/US$25  |  150 x 215 mm • 532 pp • paperback

卷三─晚年札記 
Volume 3—Final Thoughts (in Chinese)

首度發表作者在人生最後階段那十數年的生活實況和心境，向讀者展現了堅定的政治信念，

彌足珍貴。

978-962-937-345-0  |  January 2018  |  HK$168/US$25  |  150 x 215 mm • 624 pp • paperback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領袖之一，也許是中國托派中不曾瘐死在蔣介石

本選集共三卷，由內地著名學者朱正選編，並補充珍貴史料及注釋，是王凡西作品首次結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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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浮沉100年
Ba Jin—A Century of Changing Fortunes (in Chinese)

透過豐富的史料和重構關於巴金的材料，呈現其傳奇的一生。

本書展現巴金一生的掙扎和蛻變，讓讀者見證他如何在政治與學術思想之間穿

梭、抗爭，由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為愛國主義者，揭示他在精神方面的艱難歷程。

本書以巴金為軸心，以他的朋友為輔助，貫穿多個政治運動和社會事件，交織

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圖景。透過整合豐富的史料和重構關於巴金的

材料，本書作者冀能忠實地呈現巴金真實的面貌，拼湊出這位文壇泰斗傳奇的

一生。

林賢治　內地學者
978-962-937-348-1  |  March 2018  |  HK$168/US$25  |  150 x 215 mm • 568 pp • paperback

Essential Terms of Chinese Painting
A complete guide to all the terms and details of Chinese painting.

To many outside China, Chinese art has long been admired and appreciated but not 
fully understood. In purpose, format, technique and subject it is vastly different to 
many of the great works by Western artists, and it is these differences which make it 
truly unique. This volume offers explanation, insight and examples into every aspect of 
Chinese painting, thus making way for a fuller and more complete appreciation.

Throughout twelve chapters, the authors discuss every detail of Chinese painting from 
brushstrokes, types of brushes used, the materials used and the theories employed. 
With full-colour reproductions of many famous works, this is a truly masterful volume, 
offering more detail into not just the artwork, but the culture from which it arises. From 
the broad view of how the change of dynasties affected painting trends in both format 
and subject, to the smallest detail of the methods used to paint different styles of 
branches, this is a full compendium of the scope and depth of paintings from China.

Maria Po Suen 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omas Wai Hung TANG  Curator, Jao Tsung-I Petite Ecol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ric CHOY Marketing Professionals

978-962-937-188-3  |  March 2018  |  HK$1,200/US$180  |  210 x 285 mm • 410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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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in Hong Kong 
An edited volume about the changing trends in th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ies.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Hong Kong society has witnessed dramatic change, and 
nowhere is this better reflected than in the realm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fields of journalism,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we can see 
the changing trends in terms of audience consumption and interaction. From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o the shift in audience participation, the expecta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se professions have been greatly altered.

Through a selection of essays by field experts, this volume aims to explore not only 
the evolution in media itself, but also to examine the complex causes. It identifies 
not only the difficulti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edia professionals today, but also the 
evolving role of the audience.

Edited by 
Yu HUANG Dea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Yunya SO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978-962-937-351-1  |  March 2018  |  HK$238/US$38  |  175 x 252 mm • 300 pp • paperback

A Death in Hong Kong— 
The MacLennan Case of 1980 and the Suppression  
of a Scandal 
A history of the scandal which rocked Hong Kong in the 1980s.

In January 1980 a young police officer named John MacLennan committed suicide 
in his Ho Man Tin flat. His death came mere hours before he was to be arrested for 
committing homosexual acts still, at that point, illegal in Hong Kong. But this was 
more than the desperate act of a young man, ashamed and afraid; both his death 
and the subsequent investigation were a smokescreen for a scandal that went to the 
heart of the establishment.

MacLennan came to Hong Kong from Scotland during a time of social unrest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a time when the triads still took their cut, and when 
homosexuality and paedophilia were considered interchangeable and both offered 
easy targets for blackmail. The governorship of Sir Murray MacLehose was to be a 
time of reform and progress, but with that remit came the determination of many to 
suppress scandals and silence those who stirred up trouble. Both the life and death 
of John MacLennan seemed to many of those in power to threaten the stability of one 
of Britain’s last colonies. 

Nigel COLLETT Biographer

978-962-937-347-4  |  March 2018  |  HK$278/US$45  |  152 x 229 mm • 552 pp • paper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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