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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62-937-412-9 • March 2019
HK$120 • US$18
152 × 229 mm • 120 pp • paperback

香港與大灣區— 
粵港澳產業合作的挑戰
Hong Kong and the Greater Bay Area—
Challenges Facing Various Industry Sectors 
for Regional Collaboration 
(in Chinese)

封小雲 
暨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任何有興趣了解香港在大灣區角色的	
人士。

探討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擔當的角色，透
過檢視香港自身的優劣，指出粵港澳產業
合作的未來發展方向，並對香港在大灣區
發展的規劃作出建議。

從不同產業角度了解香港在大灣區發展中
的角色、深入分析粵港兩地在大灣區中優
劣之處，指出粵港澳產業合作的未來發展
方向。

HONG KONG STUDIES

978-962-937-381-8 • December 2018
HK$168 • US$25
150 × 215 mm • 284 pp • paperback

適合對香港社會及歷史感興趣的人士。

收錄了29個香港威海衞警察及其親屬同僚
的訪談故事，當中分享了他們在警隊生涯
的親身經歷及部分後人的回憶。

第一手歷史資料，彌足珍貴，可為香港
的歷史及社會發展呈現更豐富、立體的	
一面。

香港威海衞警察口述歷史
An Oral History of the Wei Hai Wei  
Police Force in Hong Kong
(in Chinese)

主編
劉智鵬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蜀永 
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高級研究員

香港歷史研究系列



HISTORY & POLITICS

978-962-937-402-0 • June 2019
HK$198 • US$29
150 × 215 mm • 860 pp • paperback

適合對中國近代史及中國政治史有興趣的
人士。

比較中共由1935年遵義會議到1945年	
「延安整風」運動的官方史料與作者個人
所見所聞所知的真相，以個人親身經歷，
加以例證，還原他認為被掩蓋的史實。

作者以過來人身份，就不同事件挑戰不實
的官方黨史。增訂版特別另冊收錄張聞天
太太劉英與何方詳談中共黨史的文章，並
附各界知識分子對黨史筆記的評議。

黨史筆記— 
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 (增訂版)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From Zunyi Conference to Yan’an 
Rectification Movement (Expanded Edition) 
(in Chinese)

何方
中共黨史專家

978-962-937-374-0 • January 2019
HK$168 • US$25
120 × 210 mm • 412 pp • paperback

對中國共產黨黨史及現當代政治史有興趣
的人士。

作者試圖從詳實的檔案資料出發，探論中
共第三任總書紀向忠發從發跡、崛起、任
高位、到被殺的過程，試圖還原他戲劇性
的一生。

作者遠赴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
以及深入地查找國民黨黨史館的館藏，更
真實、客觀及準確地記錄向忠發的一生。

向忠發與中國共產革命
Xiang Zhongfa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Chinese)

李戡 
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博士生



CULTURAL STUDIES 

Forthcoming

六位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作家─邵燕祥、王得后、趙園、
錢滿素、筱敏和林賢治─不約而同圍繞着社會、歷史與
時代，回顧中西方極端權力下的歷史歲月及社會現實，反
思黑暗的過去，關切人的生存境遇，警惕專制的重臨，揭
示自由的非必然。

叢書主編 林賢治 內地學者

•覺醒之後　 錢滿素
 978-962-937-399-3 • May 2019 • HK$108 • US$18

•灰燼與記憶 筱敏
 978-962-937-400-6 • May 2019 • HK$108 • US$18

•地下寫作和秘密閱讀 林賢治
 978-962-937-401-3 • May 2019 • HK$108 • US$18

隨筆六種

978-962-937-397-9 • January 2019
HK$108 • US$18
130 × 185 mm • 330 pp • paperback

歷史及散文愛好者。

作者於書中談社會，談市民，談師友，談
自己，圍繞的不約而同為新與舊的鬥爭。
在社會變革過程中，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及
道德價值？從觀念到制度，如何進行批
判、繼承和創新？本書極具啟發意義。

作者自言最後的一本文集，將舊時代與現
實生活融會，教人深思。

刀客有道 
Between Old and New 
(in Chinese)

王得后 
學者、作家



978-962-937-396-2 • January 2019
HK$108 • US$18
130 × 185 mm • 342 pp • paperback

歷史及散文愛好者。

邵燕祥以納粹希特拉的大肆焚書、奧斯維
辛集中營的恐怖血洗屠殺和斯大林治下的
極權蘇聯為切入，道出法西斯暴政的殘
酷，提醒讀者極權政治思想依舊以不同面
貌出現在今天，必須以史為鑑。

20年間的散文重編入書，沉重的歷史以淺
白易讀的隨筆形式紀錄下來。

奧斯維辛之後
Oswiecim—Then and Now 
(in Chinese)

邵燕祥 
著名詩人、作家

978-962-937-398-6 • January 2019
HK$108 • US$18
130 × 185 mm • 294 pp • paperback

歷史及散文愛好者。

作者從魏晉與明清這兩個最黑暗的時
期，以至當代的「文革」入手，並回溯
先秦諸子思想，關注士人、知識分子的
生活與命運。

書中博引先秦士人，當代知識分子的文
章、詩詞、書信、日記，乃至別人的論
述記錄，道盡人情世態，從歷史中尋回
真相。

讀人 
Reading History, Reading People — 
The Darkest Period Revealed
(in Chinese)

趙園 
學者、前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EDUCATED SCHOLAR SERIES

978-962-937-404-4 • January 2019
HK$108 • US$18
140 × 190 mm • 216 pp • paperback

978-962-937-393-1 • January 2019
HK$108 • US$18
140 × 190 mm • 252 pp • paperback

對現當代文學、作家、現代文學史有興趣
的人士。

收錄79篇作者有關現當代文學的文章，包
括作家軼事、作品評論，以及文學雜誌、
報章副刊、出版社的出版情況等，反映了
中國現代文學的面貌。

記述多位知名作家如張愛玲、徐志摩、魯
迅、巴金、郁達夫等鮮為人知的軼事，以
及發掘一些被忽略了的文學家及其作品，
把他們重新呈現於讀者眼前。

我的老師們
My Teachers 
(in Chinese)

陳思和
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及中文系教授

識小錄
Notes for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Chinese)

陳子善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員

對現當代文學及知識分子有興趣的人士。

記述作者在復旦大學求學和學術研究的道
路上，與多位師長、先進包括賈植芳、巴
金、陳子展、施蟄存、王瑤等多位著名作
家、學者的點滴軼事與情誼。

書中的每個故事，反映了中國現當代知識
分子的精神面貌，刻劃出他們嚴謹的治學
態度及堅毅不屈的高尚人格與精神。

叢書主編 鄭培凱 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知名院士學者

把傳統中國文化饒有趣味的題材，以淺白的文字呈現給讀者。

Also from this series



EAST ASIA FOCUS SERIES

978-962-937-410-5 • April 2019
HK$128 • US$19
135 × 225 mm • 140 pp • paperback

衝突與調和— 
大湄公河次區域地緣經濟角力
Confront or Compromise—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
(in Chinese)

宋興洲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對東亞地區發展有興趣的人士。

本書從地緣經濟的理論視角，有系統地
探討次區域經濟合作在大湄公河流域之
實踐，以及該合作機制所面臨之機遇與
發展之挑戰。

了解大湄公河次區域各流域國家的經
濟實力；深入分析各國間的經濟戰略
考慮。

本系列將中、日、韓加上東南亞諸國，以聚焦的主題及國際化和跨學科的
寫作團隊去建構東亞論述，致力培養香港以至華文世界讀者的東亞視野。

Also from this series

叢書主編 羅金義 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聯席總監



LAW

978-962-937-407-5 • May 2019
HK$198 • US$29
170 × 240 mm • 350 pp • paperback

法學學者，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民法發
展有興趣人士。

本書深入探討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其
獨特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面對的法律問題，
並論述民法典的制定，了解近現代內地在
立法方面如何面向世界，與國際接軌。

民法學泰斗級學者，精選文章讓讀者從市
場經濟發展了解中國民法發展經過。

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與民法典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and the Making of  
Chinese Civil Code
(in Chinese)

江平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國著名法學家

郭道暉、江平、李步雲在內地法學界乃人所皆知的泰
斗級人物，被譽為「法治三老」。本社精選三位學者
近數十年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各有擅長主題，完整地
覆蓋中國的各項法治議題，同時亦有對當代中國現行
法制的反思，是一套學術價值豐富，極具收藏價值的
法學經典文集。

中國法治三老



978-962-937-408-2 • May 2019
HK$198 • US$29
170 × 240 mm • 400 pp • paperback

978-962-937-409-9 • May 2019
HK$198 • US$29
170 × 240 mm • 420 pp • paperback

研究及加深瞭解中國法治發展的人士。

本書是了解中國建國後的民主法治發展最
權威的參考，從法理思維到憲法憲政，從
多元權力說到人權自由，作者犀利筆鋒，
處處流露着他把「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
律」奉為圭臬的決心。

作者曾被劃為「右派」，觀察敏銳、敢於
直言以挑戰權威，是法學界引領時代潮流
的代表，透過本書可以了解中國民主法治
與法學發展的艱苦過程。

對中國憲政發展情況有興趣的人士。

分析及闡述中國實行憲政的情況，重點探
討國家該該如何實踐「依法治國」、「保
障人權」及「發展民主」，並提出實際	
建議。

深入淺出地解釋憲政、民主、法治、人權
等概念，並為中國實行憲政提出中肯的	
建議。

中國法治社會之建構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n Chinese)

郭道暉 
中國法學會法理學研究會顧問、中國著名法學家

中國憲政之路  
Road to Constitutionaisml in China  
(in Chinese)

李步雲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中國著名法學家



LAW

978-962-937-269-9 • January 2019
HK$228 • US$38
150 × 220 mm • 632 pp • hardcover

有興趣研究中國政治及社會狀況的人士。

收錄了作者對於中國儒家政治哲學的主張
的文章，他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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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輯錄了作者有關中國儒家政治哲學最
完整的文章，內容不經刪減，展現出作者
的政治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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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BELL（貝淡寧）
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這系列書籍匯納了來自大中華乃至世界各地著名思想家和學者的新觀念、
新思維、新理論，希望啟迪讀者的思想路徑。

自由政治與共和政體

高全喜

政體與文明 —  
立國∙立憲∙立教∙立人

許章潤

國家理性與優良 
政體 — 
關於「中國問題」的 

「中國意識」

許章潤

轉型中的中國 
政治 — 
民意∙民粹∙民主

俞可平

叢書主編 朱國斌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Also from this series

978-962-937-310-8
HK$228 • US$38
June 2017

978-962-937-286-6
HK$228 • US$38
July 2016

978-962-937-309-2
HK$228 • US$38
June 2017

978-962-937-268-2
HK$228 • US$38
July 2016



LAW

978-962-937-414-3 • March 2019
HK$168 • US$25
162 × 228 mm • 300 pp • paperback

對內地法律及司法制度有興趣人士。

本書以行政壟斷合法性與合理性分離為視
角，全面探討如何協調行政壟斷合法性與
合理性之間的關係。

了解內地法制的發展最新情況；作者為內
地司法界中人，觀點務實具分析性。

中國行政壟斷的法理— 
如何達致合法合理
The Legal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in Chin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ity and Reasonableness 
(in Chinese)

張國鋒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管理辦公
室主任、國家三級高級法官

Also from this series

978-962-937-275-0 • March 2019
HK$198 • US$29
180 × 255 mm • 270 pp • paperback

對中國法律，特別是《侵權責任法》有興
趣的人士。

有系統地解讀中國《侵權責任法》的基本
理論框架，詳細介紹各項規定，結合典型
的案例以分析法規的實踐，並且在關鍵處
予以點評。

深入認識這部法律有助保護民事主體的合
法權益，明確侵權責任，預防並制裁侵權
行為。

侵權責任法
Tort Liability Law 
(in Chinese)

程嘯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叢書主編 王利明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叢書邀請了內地多名民事法代表撰寫，	
理論實踐並重，兼顧案例分析，可讀性強。

Also from this series

當代中國民商法叢書



LAW

978-962-937-413-6 • May 2019
HK$198 • US$29
152 × 229 mm • 300 pp • hardcover

對法律和政治感興趣的讀者，滿足對深讀
法律和政治的渴求。

本書收集了作者由1989年至2018年期間所
撰寫的有關一國兩制及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
的文章，見證香港由恢復行使主權前的時期
到回歸二十年來制度上的演變，對一國兩制
及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行有深刻的見解。

此書提供半官方見解，對「一國兩制」和
基本法的解讀具有代表性。

與時偕行—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發展
Adapting to Changing Time—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 Policy and the Basic Law  
in Hong Kong
(in Chinese)

饒戈平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

SOCIAL SCIENCES

978-962-937-371-9 • March 2019
HK$168 • US$25
170 × 220 mm • 250 pp • paperback

思覺失調患者、其家人、照顧者、業界人
士，以及有興趣了解思覺失調症的人士。

從多重角度釋述思覺失調的定義、成因及
病理，特別着重介紹治療思覺失調的不同
方法，如認知行為治療、家族治療、藝術
治療等，幫助病者邁向復康之路。

本書從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社工、註
冊職業治療師等多重角度釋述思覺失調，
分享真實個案及提供不同的治療方法，有
助患者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復原方法。

護航復元—思覺失調的療癒 
Voyage of Recovery—Healing of Psychosis
(in Chinese)

編著
周德慧 香港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盧德臨 葵涌醫院行政總監 
趙雨龍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學系副教授
盧慧芬 精神科專科醫生 



SOCIAL SCIENCES

978-962-937-351-1 • December 2018
HK$238 • US$38
178 × 252 mm • 308 pp • paperback

For global media professionals, students, 
and individuals interested in this dynamic 
field.

With a focus on Hong Kong, field experts 
come together to examine the complex 
factors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the increased role 
of the audience.

A timely text addressing the changing 
trends in the fields of journalism, public 
relations, and advertising.

The Evolving Landscape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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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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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962-937-379-5 • March 2019
HK$238 • US$38
152 × 229 mm • 200 pp • paperback

An essential reference text for Chinese medicine 
students and practitioners as well as biomedical 
health professionals and patients alike.

Written by professors/researchers with 
extensive knowledge of Chinese medicine, 
government regulations, and sociology.

Explores relevant social issues related to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including 
acupuncture and medicinal oil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Hong Kong

Edited by
Kara CH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ong DONG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Jockey Club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Primary Care,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th a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media, lifestyle,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 economy on health, the volumes in this series aim to inform medical 
decisions and enhance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



CHINA STUDIES

978-962-937-411-2 • April 2019
HK$168 • US$25
185 × 285 mm • 360 pp • paperback

對經濟、貨幣政策發展有認識的人士；研
究人民幣國際化的學者。

作者從專業角度，從金融基建、產品創
新、風險監管等層面闡釋實現人民幣作為
國際貨幣需要的具體及實際措施。

不流於學術層面研究，具體提出實現人民
幣成為國際貨幣的實際措施。

適合有興趣探論中國與各國的歷史的人士。

收錄多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分別從中國知識
分子的世界觀、中國對外關係、中外文化互
動等角度，分析及考證自古至今中國與世界
的關係。

打破了傳統國際史的研究主調，從各種專題
重新審視中國與各國的互動與歷史，深入描
述外國和中國的相遇和交融。

人民幣國際化— 
在岸、離岸市場建設的關鍵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Practical Measures towards Its Achievement
(in Chinese)

巴晴 
香港交易所首席經濟學家辦公室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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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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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vember 2018
HK$168 • US$25
152 × 229 mm • 464 pp • paperback



THE GUANGXI COLLECTION

978-962-937-406-8 • April 2019
HK$168 • US$25
140 × 216 mm • 500 pp • paperback

A sensational read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art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A first person account of time spent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when 
commissioned to paint her portrait for 
the St. Louis Exposition in 1903.

Written to refute misrepresentations of 
herself and the Empress in the press.

For literature fans hoping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raveling in 
historical China.

An entertaining and informative story 
detailing the events she faced as a 
woman traveling alone in China in the 
early 1900s.

The text is at once a memoir and a 
genuine account of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e region.

978-962-937-405-1 • April 2019
HK$168 • US$25
140 × 216 mm • 380 pp • paperback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Katharine CARL
American artist (1865–1938)

A Woman in China

Mary GAUNT
Australian writer (1861–1942)

Written by Westerners traveling in China, this series of historical texts was 
reprinted in collaboration with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Series I focuses 
on the works of women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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