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香港出版雙年獎 

總得獎名單 
  

 

 

  

「出版大獎」 

香港觀鳥全圖鑑 [套裝] 

出版社 ：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香港觀鳥會 

「優秀編輯獎」 

看見生命的火花：德國高齡社會紀行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 陳伊敏 

責任編輯: 莊櫻妮 

「市場策劃獎」 

香港志‧總述  大事記 

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香港地方志中心有限公司編篡 

「書籍設計獎」 

囉囉唆唆──又一山人 六十年 想過 寫過 聽過 說過的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又一山人、Liza Luk 

書籍設計：麥綮桁 



 

「最佳出版獎」得獎名單 
1 文學及小說類「最佳出版獎」 

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 

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作者：彭小蓮、汪劍 

2 藝術及設計類「最佳出版獎」 

劉小康決定設計 

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劉小康 

3 社會科學類「最佳出版獎」 

字型城市──香港造字匠  

出版社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作者：郭斯恆 

4 商業及管理類「最佳出版獎」 

經濟學說藝術投資 

出版社 ：信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徐家健 

5 生活及科普類「最佳出版獎」  

香港觀鳥全圖鑑 [套裝] 

出版社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香港觀鳥會 

6 心理勵志類「最佳出版獎」 

知己莫若我：成為此刻的自己，走過高山低谷後的 25 個內心對話 

出版社： 印象文字 

作者：羅乃萱 



 

7 語文學習類「最佳出版獎」 

中英成語有文化 IDIOMS AND PHRASES 

出版社：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Elaine Tin 

8 兒童及青少年類「最佳出版獎」 

新年怎會不快樂 

出版社： 樂施會 

作者：阿塗 

9 圖文書類「最佳出版獎」 

在鐵盒上抹一把塵－廿四個寶物的故事 

出版社： 藝鵠有限公司 

作者：胡敏儀、張煒森、連安洋  

 

「出版獎」得獎名單 

類別 

 

作品名稱 出版社 作者 

1. 文學及小說 1 人生悟語：劉再復新文體沉思錄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劉再復 

1. 文學及小說 2 盧瑋鑾文編年選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盧瑋鑾／許迪鏘 

1. 文學及小說 3 葉靈鳳日記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葉靈鳳／盧瑋鑾、張詠

梅 

1. 文學及小說 4 從書影看香港文學 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許定銘 

1. 文學及小說 5 編輯鍾叔河：紙上的紀錄片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彭小蓮、汪劍 著 

1. 文學及小說 6 《懷念金庸專集》（精裝版） 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 嚴家炎主編 

1. 文學及小說 7 小時代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胡燕青 

1. 文學及小說 8 偵探冰室──香港推理小說合集 星夜出版有限公司 
陳浩基、譚劍、文善、黑

貓 C、望日、冒業 



 

1. 文學及小說 9 大武山下（精裝）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龍應台 

1. 文學及小說 10 給孩子的港臺散文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劉紹銘、梁淑雯選編 

 

類別  作品名稱 出版社 作者 

2. 藝術及設計 1 董培新畫說金庸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

司 
董培新、金庸 

2. 藝術及設計 2 
囉囉唆唆──又一山人 六十年 想過 寫過 

聽過 說過的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又一山人、Liza Luk 

2. 藝術及設計 3 動漫摘星錄 非凡出版 盧子英 編、黃夏柏 撰文 

2. 藝術及設計 4 劉小康決定設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劉小康 

2. 藝術及設計 5 此生無悔此生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阮兆輝 

2. 藝術及設計 6 香港戲棚文化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蔡啟光(編撰者) 

2. 藝術及設計 7 井邊重會──唐滌生《白兔會》賞析 匯智出版有限公司 朱少璋 

2. 藝術及設計 8 一型徙廈的設計基因——香港公屋原型 簡亦樂 衛翠芷博士 

2. 藝術及設計 9 舞中生有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錢秀蓮 

2. 藝術及設計 10 
香港戲劇史個案研探——拓印時光：《中

國學生周報》戲劇活動初探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

分會）有限公司 
張秉權 

 

類別  作品名稱 出版社 作者 

3. 社會科學 1 字型城市──香港造字匠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郭斯恆 

3. 社會科學 2 香港志‧總述 大事記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地方志中心有限公司

編篡 

3. 社會科學 3 
觀心自在：香港觀音誕與觀音信仰探源（精

裝）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駱慧瑛 



 

3. 社會科學 4 
落葉歸根──東華三院華僑原籍安葬檔案選

編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

辦公室 編 

3. 社會科學 5 呢喃 - 婦女口述歷史 kubrick 羅婉儀 

3. 社會科學 6 
十個小孩的老師 ── 與非華語學生的共融

校園生活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杜穎琴 

3. 社會科學 7 逆權佔地——法理及爭議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梁守肫 

3. 社會科學 8 家國之間：五四在香港百年回望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陳學然 

3. 社會科學 9 人類的前途——未來 50 與 500 年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李偉才 

3. 社會科學 10 
海浪裏的鹽 —— 香港九十後世代訪談故

事 
藝鵠有限公司 蔡寶賢 

類別  作品名稱 出版社 作者 

4. 商業及管理 1 永安家族：百年百貨基業的承傳與創新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鄭宏泰 

4. 商業及管理 2 
Super Marketing──2020+ Marketing 

101 新視界 
格子盒作室 吳博林、Siu Hung 合著 

4. 商業及管理 3 鄭裕彤傳──勤、誠、義的人生實踐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王惠玲、莫健偉 

4. 商業及管理 4 
創辦人價值觀與公司文化構建──何善衡與

恒生銀行早期文化 
信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葉保強、何順文 

4. 商業及管理 5 品牌成功 7R 法：品牌大師吳秋全實案紀錄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吳秋全 

4. 商業及管理 6 經濟學說藝術投資 信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徐家健 

4. 商業及管理 7 馮唐成事心法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馮唐 

4. 商業及管理 8 錢路漫漫——香港近代財經市場見聞錄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鄭寶鴻 

4. 商業及管理 9 全球大宗商品市場 : 從現貨到期貨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

司 
巴曙松 



 

類別  作品名稱 出版社 作者 

6. 心理勵志 1 
你有多久沒寫字？──原來筆跡能反映你的

個性！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Publishing Plus 
林婉雯 

6. 心理勵志 2 二次人生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梁以花 

6. 心理勵志 3 走過風雨的孩子 突破出版社 陳凌軒、鄭美姿 

6. 心理勵志 4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 個負面情緒管理

法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

學部 

6. 心理勵志 5 
改變人生的正向心理學——尋找快樂，追

求夢想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Lo’s Psychology 

6. 心理勵志 6 呃 Like 心理學— 擺脫認同成癮的勒索 非凡出版 方婷 

類別  作品名稱 出版社 作者 

5. 生活及科普 1 無言老師給我們的 21 堂解剖課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陳新安教授、伍桂麟 

5. 生活及科普 2 衣路歷情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鄧達智 

5. 生活及科普 3 我們兩代人的食經故事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

司 
方曉嵐、陳紀臨 

5. 生活及科普 4 知埞——在他方想望這城 蜂鳥出版有限公司 陳傑 

5. 生活及科普 5 香港觀鳥全圖鑑 [套裝]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觀鳥會 

5. 生活及科普 6 宙——天文物理時空之旅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余海峯 

5. 生活及科普 7 珍珠解碼 - 進入科普世界 Everyone Press Ltd. 王俊傑 

5. 生活及科普 8 校服歲月：圖說香港校服史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陳美怡、香港教育大學香

港教育博物館 

5. 生活及科普 9 你看港街招牌 非凡出版 李健明 

5. 生活及科普 10 親子化學 GoGoGo 小樹苗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K. Kwong 鄺士山博士 , 

YY Lam 林婉瑩 

     



 

6. 心理勵志 7 
當子女機不離手——教養青少年的技法和

心法 
突破出版社 伍詠光、葉玉珮 

6. 心理勵志 8 
知己莫若我：成為此刻的自己，走過高山低

谷後的 25 個內心對話 
印象文字 羅乃萱 

6. 心理勵志 9 快樂養心 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李廣冀博士 

6. 心理勵志 10 成為彼此的聆聽者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說書人 StoryTaler 

 

類別  作品名稱 出版社 作者 

7. 語文學習 1 中英成語有文化 IDIOMS AND PHRASES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Elaine Tin 

7. 語文學習 2 從學前至初小，聽說讀寫怎樣教？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廖佩莉 

7. 語文學習 3 

中學生文言經典選讀：古文觀止 中華教育 黃坤堯 

中學生文言經典選讀：詩經 中華教育 陳煒舜、凌頌榮 

中學生文言經典選讀：論語 中華教育 施仲謀、李敬邦 

7. 語文學習 4 先民有作——古逸詩析註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陳煒舜賞析 魏紅岩、唐

甜甜簡註 

7. 語文學習 5 學好廣東話天書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孔碧儀 

7. 語文學習 6 大同小異：辨識漢字不同處 
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有限

公司 
林浩昌博士 

7. 語文學習 7 粵語（香港話）入門：從零基礎到粵語通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張勵妍 

7. 語文學習 8 典範：從十二篇範文說起的故事 溢智發展有限公司 蔣旻正 

 

類別  作品名稱 出版社 作者 

8. 兒童及青少年 1 兩個花旦 樂施會 
陳渝英（文）、吳浚匡

（圖） 



 

8. 兒童及青少年 2 巴士的故事 格子盒作室 
吳博林、譚小晴（文）・ 

Clayton、Wing（圖） 

8. 兒童及青少年 3 新年怎會不快樂 樂施會 阿塗 

8. 兒童及青少年 4 大偵探福爾摩斯健康探秘 正文社出版有限公司 
《兒童的科學》、《兒童

的學習》編輯部 

8. 兒童及青少年 5 小青蛙愛靜坐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嚴吳嬋霞 

8. 兒童及青少年 6 阿濃的有情世界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阿濃 

8. 兒童及青少年 7 擁抱世界正能量系列套裝（一套 6 冊）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關麗珊 

8. 兒童及青少年 8 且聽下回分解──阿濃談中國古典小說  突破出版社 阿濃 

8. 兒童及青少年 9 兒童地方誌 系列 香港地方故事社有限公司 STEM Sir / 梁思韻 

8. 兒童及青少年 10 白貓黑貓系列：趣味學世界文學 中華教育 方舒眉 

 

類別  作品名稱 出版社 作者 

9. 圖文書 1 千面樂園──我們的兒童樂園（特別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邱健恩 

9. 圖文書 2 守藝工匠—香港傳統工藝面貌 非凡出版 Rain Haze 

9. 圖文書 3 球魂不滅——美國籃球眾星誌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ROY CHENG 

9. 圖文書 4 我的童年 初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廖少英 

9. 圖文書 5 你所不知道的港式中菜 非凡出版 小 Y 

9. 圖文書 6 在鐵盒上抹一把塵－廿四個寶物的故事 藝鵠有限公司 胡敏儀、張煒森、連安洋  



 

9. 圖文書 7 阿貓阿狗 蜂鳥出版有限公司 李香蘭 

9. 圖文書 8 爾國臨格：港澳及內地聖公宗圖片史 香港大學出版社 

Philip L. Wickeri and 

Ruiwen Chen 魏克利、

陳睿文 

9. 圖文書 9 小小怪異集 格子有限公司 草日 

9. 圖文書 10 看見生命的火花：德國高齡社會紀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陳伊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