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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目 

Recommended Book List 
 

書名、作者及出版資料 Title, Author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索書號 Call No. 

「亦書亦友」網上講座 “Buddy Read” Online Talk   

 
Comb 

 
848  
2081 雙城「疫」事 

香港：明文出版社，2021。 
 
大豆爸爸 429.1  

4188 新手爸爸心事50篇 

香港：天地圖書，2016。 
 
林俊彬、張溢明 528.2  

4424 親子相處的魔法：愉快教養100招 

香港：明窗出版社，2022。 
 
林耿宏 主編；康林之星暨萬霖福瑞麒傳奇菁英 合著 782  

1122 下一個傳奇就是你：210個逆轉人生的熱血故事 

台北市：匠心文創，2015。 
 
陳小燕 主編 415.407 

0909 疫情亦情：校園抗疫暖心故事 

香港：中華教育，2021。 
 
陳美齡、金子和平 著；陳怡萍 譯 528.2  

7582 家長不要做的35件事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 
 
陳錦鴻 528.2  

7583 兒子教曉我的事 

香港：世界出版社，2016。 
 
謝傲霜 783.91 

0421 運動員的雙行道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4022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3166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5220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2761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3705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0198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744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3987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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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作者及出版資料 Title, Author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索書號 Call No. 

「公書同好」短片分享 “Good Read Sharing” Video  

 
Rick Sidney 528.93 

9438 園始體動 

香港：萬里機構‧萬里書店，2016。 
 
李卓銘 編著 528.93 

4028 街頭極限健身 

香港：萬里機構‧得利書局，2015。 
 
林麗珊 542.3 

4411 給孩子一個綠色無毒家：我的創意無添加生活 

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2012。 
 
范永聰、范詠誼、楊映輝 739.189 

4431 我們都是這樣在屋邨長大的 

香港：非凡出版，2019。 
 
馬丁‧勃克哈特(Martin Burckhardt) 著；尤克‧胡斯曼(Jörg Hülsmann) 畫； 

麥德文 譯 

100 
1572 

街角遇見哲學：從ABC到DNA，生活中35個改變現實的偉大思想 = Eine 

kleine geschichte der grossen gedanken：wie die philosophie unsere 

welt erfand 

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 
 
陳燕遐、潘淑華 策劃 548.38 

2413 「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 
 
雷雄德 528.9 

1042 請問雷博士！運動科學是與非 

香港：一丁文化，2017。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編著 435.11 

4426 有機樂園：小家庭的種植攻略 

香港：萬里書店，2016。 
 
蕭欣浩 427.07 

4473 屋邨尋味記 

香港：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2021。 
 

「藝文手作坊」“Art and Cultural Workshop”  

 
Agostino Traini 著；張琳 譯 J 

336.6 
3704 

美妙色彩變變變：認識光和顏色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 
 
Swimming Sin 479.71 

9480 玩玩手作仔：一學就會的親子手作 

香港：一丁文化，2013。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5133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9319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6528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4833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351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351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3518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2825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86132&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04818&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4423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6930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27173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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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作者及出版資料 Title, Author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索書號 Call No. 

「藝文手作坊」“Art and Cultural Workshop”  

 
克莉斯汀‧范‧魯汶(Kristin van Leuven) 著；杜盈 譯 948.4 

5087 水彩畫的日常練習 ：從基礎畫法開始，輕鬆學會用筆、上色與暈染技

巧，隨筆畫出26個主題 

台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9。 
 
林世仁 詩；唐唐 圖 J 

851.48 
4442 

文字森林海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6。 
 
佩帕‧馬丁(Pepa Martin)、凱倫‧戴維斯(Karen Davis) 著；曾雅瑜 譯 465.2 

8073 紮染技法與風格全書：學會紮、染、浸，在自家廚房就能創造出迷人多

變的色彩與圖案 = Tie dip dye：fashion and lifestyle projects to hand 

dye in your own kitchen 

台北市：積木文化，2019。 
 
邱昭瑜 編著；郭壁如 繪圖 J 

802.2 
7761 

有故事的漢字‧走進生活篇 

香港：新雅文化事業，2015。 
 
帕蒂斯‧巴福(Patrice Baffou)…[等] 著；許淳涵 譯 947.1 

2274 我的風格畫畫全書：素描‧粉彩‧水彩‧壓克力‧油畫，5大必學媒材

x100個主題練習，零基礎也一畫上手 = Manuel complet de l'artiste 

debutant：dessin, pastel, aquarelle, acrylique, huile 

新北市：奇光出版，2020。 
 
梁敏菁 編著 539.409391 

3384 街頭書法 

香港：生命工場，2017。 
 
陳曉蕾 445.4 

7564 剩食 

香港：三聯，2011。 
 
麥錦生 口述；王俊生 筆錄 557.345 

4082 搭紅Van：從水牌說起：小巴的流金歲月 

香港：非凡出版，2018。 
 
鄭詠詩 文字編輯 J 

542.3 
2298 

做個惜食好孩子 

香港：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 
 
賴海暉 主編 J 

802.2 
5775 

輕鬆學中文‧漢字有故事 

香港：童藝少兒文化，2018。 
 
蘇珊娜‧麥克尼爾 著；王晨曦 譯 465.2 

8284 零基礎玩轉紮染的經典教程：衣物七十二變的魔法 = Totally awesome 

tie-dye 

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20。 
 
Suzanne McNeill 746.66 

MACN Totally awesome tie-dye : fun-to-make fabric dyeing projects for all 
ages 
Mount Joy, PA : Design Originals, an imprint of Fox Chapel Publishing, 
c2018.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6399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63999&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7625&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6321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6321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6321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377574&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2737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2737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2737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1720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16050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23220&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44622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16403&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4099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640991&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3110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https://webcat.hkpl.gov.hk/lib/item?id=chamo:3531106&fromLocationLink=false&theme=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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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作者及出版資料 Title, Author and Publishing Information  

金閱閣電子資源 JoyReadClub e-Resources  

 
方舒眉、馬星原  

名人奮進人生小故事 

香港：世紀文化有限公司，2021。 
 
好青年荼毒室  

小日常的哲學 

香港：天窗出版，2018。 
 
沈振雄  

我這樣教，兒子9歲入大學！ 

香港：天窗出版，2018。 
 
何基佑  

不打不罵 教出好孩子 

香港：天窗出版，2018。 
 
林偉欣 (Charlotte in White)  

素系風格——素食與簡約生活練習 

香港：天窗出版，2018。 
 
徐澤昌  

運動陷阱 

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2018。 
 
區樂民  

快樂無處不在 Happiness Is Everywhere 

香港：皇冠出版社(香港)，2018。 
 
葉偉麟、梁婉珊  

父母這樣做，成就正面自信孩子！ 

香港：天窗出版，2018。 

 

趙永佳、何美儀  

休學年優學路 

香港：天窗出版，2018。 

 

 

 

 

 

 

 

 

 

 

 

 

請於圖書館目錄查閱館藏狀況。本刊物由香港公共圖書館於2022 年8月編印。 

Please check library catalogue for library locations and status. Published by the Hong Kong Public Libraries August 2022.
 

https://library-connect.com/book/6103fe5f18271b1fc98e4f61
https://library-connect.com/book/6103fe5f18271b1fc98e4f8e
https://library-connect.com/book/6103fe5f18271b1fc98e4f8a
https://library-connect.com/book/6103fe5f18271b1fc98e4f8c
https://library-connect.com/book/6103fe5f18271b1fc98e4f8b
https://library-connect.com/book/6103fe5f18271b1fc98e4fbe
https://library-connect.com/book/6103fe5f18271b1fc98e4fb2
https://library-connect.com/book/6103fe5f18271b1fc98e4f8f
https://library-connect.com/book/6103fe5f18271b1fc98e4f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