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ISBN 書名 港幣定價 作者/編者/譯者 頁數

1 9789888200856 毛澤東晚年讀書紀實 $128 徐中遠 512

2 9789888200795 民國學人從政記 $98 李村 352

3 9789888200849 知日的風景：世相、人物與書情 $108 汪涌豪 288

4 9789888200900 漫畫中國歷史5戰國烽火(一)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孫軼彬 144

5 9789888200917 漫畫中國歷史6戰國烽火(二)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孫軼彬 尚嘉鵬 144

6 9789888200641 大中華尋寶系列1上海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180

8 9789888200603 宋代花瓶 $148 揚之水 224

7 9789888200580 香識 $128 揚之水 192

9 9789888200962 大中華尋寶系列2北京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鄔城琪   漫畫 尚嘉鵬     製作 京鼎動漫180

10 9789888200986 因是子靜坐養生法（第二版） $78 蔣維喬 240

11 9789888200009 大危機逼出大改革——解讀三中全會如何改變你的生活和商機$88 郎咸平 240

12 9789888200870 廖智：感謝生命的美意--無腿舞者激勵心靈的勇氣之書$108 廖智 240

13 9789888200993 孫逸仙傳記——美國人眼中的孫中山(第二版) $78 [美]林百克著    徐植仁譯 208

14 9789888284009 一個真實的宋慶齡（第二版） $138 何大章 400

15 9789888200948 漫畫中國歷史7秦朝興亡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尚嘉鵬 144

16 9789888200955 大道至拙——曾國藩的管理智慧（第二版） $88 宮玉振 400

17 9789888200979 魚之樂：哲思隨筆集 $88 王偉雄 256

18 9789888200559 現代思潮與新聞文化 $108 姜華 336

19 9789888200931 我是落花生的女兒 $128 許燕吉 448

20 9789888284016 漫畫中國歷史8開疆拓土的西漢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尚嘉鵬  潘廣維 144

21 9789888284054 漫畫中國歷史9豪強並立的東漢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李宏日 144

22 9789888284030 中國經濟還能再增長多久 $88 張軍 240

23 9789888200887 民國的憂傷：民國初年的憲政傳奇 $128 祝勇 352

24 9789888284078 貨幣戰爭5—山雨欲來 $118 宋鴻兵 416

25 9789888284061 從地圖看基督教傳播世界二千年(精裝) $198 游斌 416

26 9789888200894 我的人生故事（海外增訂本） $108 周有光 400

27 9789888200818 中國古建築二十講(插圖珍藏本) $148 樓慶西 352

28 9789888284085 大中華尋寶系列3天津尋寶記(港版)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鄔城琪   漫畫 歐昱榮     製作 京鼎動漫188

29 9789888284108 大中華尋寶系列4重慶尋寶記(港版)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鄔城琪   漫畫 尚嘉鵬     製作 京鼎動漫188

30 9789888200825 外國古建築二十講(插圖珍藏本) $158 陳志華 360

31 9789888284146 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 $108 周國平 464

32 9789888284023 我的父親豐子愷 $118 豐一吟 400

33 9789888284122 漫畫中國歷史10三國：英雄逐鹿（一）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歐昱榮 144

34 9789888284139 漫畫中國歷史11三國：英雄逐鹿（二）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歐昱榮 144

35 9789888284047 最簡明黃帝內經 $78 馬烈光   主編 224

36 9789888284092 釣魚島—歷史的真相與故事 $88 韓結根 288

37 9789888284160 中國與中國人影像：英國著名皇家攝影師記錄的晚清帝國（修訂版）$218 [英]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  著    徐家寧  譯612

38 9789888200863 走過萬里長城 $138 董耀會 336

39 9789888284184 大中華尋寶系列5山東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孫家裕   漫畫 歐昱榮   製作 京鼎動漫188

40 9789888284177 大中華尋寶系列6四川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孫家裕   漫畫 尚嘉鵬   製作 京鼎動漫196

41 9789888284290 漫畫中國歷史12兩晉：華麗的亂世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孫軼彬 144

42 9789888284306 漫畫中國歷史13南北朝：混戰時代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潘廣維 144

43 9789888284351 從亂局到變局，中國進入關鍵十年 $88 郎咸平 王牧笛 王今 等 272

44 9789888284221 對中國文化的鄉愁——日本著名學者看中國 $98
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 等 著 戴燕、賀聖遂 編

譯
304

45 9789888200924 蹉跎坡舊事：20世紀鄉土中國百科全書（上、下）（海外增訂本）$198 沈博愛 720

46 9789888284191 打不倒的自由戰士曼德拉 $78 詹文維 著 　 莊河源  繪圖 208

47 9789888284313 驚悚大導演希治閣 $78 陳佩萱  著     張佳家  繪圖 192

48 9789888284207 永不妥協的鐵娘子戴卓爾夫人 $78 李民安  著     韓子千  繪圖 192

49 9789888284283 用搖滾撼動世界：約翰‧連儂 $78 李寬宏  著     徐福騫  繪圖 192

50 9789888284412 漫畫中國歷史14隋朝：重歸統一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李宏日 144

51 9789888284405 習仲勳傳（上、下卷） $298 《習仲勳傳》編委會 編   1184

52 9789888284214 開鑼 $128 張敏慧 312

53 9789888284320 中醫消亡？除非人變成機器！ $88 艾寧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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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9789888284474 五朝皇帝與圓明園 $128 劉陽 260

55 9789888200597 蹇蹇錄——甲午戰爭外交秘錄 $118 [日]陸奧宗光  著 徐靜波  譯 368

56 9789888284498 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十一卷本） $4,980 中央檔案館整理編輯 7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