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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  
合辦：好書會  
日期：2012 年 2 月 15 日至 3 月 1 日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逸夫校園  

區樹洪紀念圖書館三樓大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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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教學與研究 / Historical  Studies 
 

 
 

周佳榮、劉詠聰主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聯書店，

1994 年。601.9338  9022  

本書是第一部香港史學研究評論集，分為「中國專題史研究」、

「中國斷代史研究」、「本地史及外國史研究」三編，收錄文章

二十篇，基本上涵蓋了史學研究的範疇。本系教授周佳榮、劉

詠聰、黃嫣梨、黃文江、李金強、林啟彥等，均有文章收錄於

書中。 

 

劉詠聰（與鄭德華）合編：《香港地區明清史研究期刊論文索引，

1980─1987》，香港：地平線出版社，1989 年。626 2034  1989

本索引收錄範圍以刊載於 1980 年代香港學刊、雜誌上有關明清

史之論文、書評、補白、側記等資料為限。全書分「總論」、「治

亂興衰」、「政治組織與宮廷生活」、「中外關係與海外華人」、「經

濟及社會」、「民族、地理、地區史」、「學術、思想、宗教」、「文

學」、「藝術」、「科學技術」、「佚事、瑣聞及其他」等十一項。

末附明清歷史人物索引、作者索引及所收學刊、雜誌名錄。 

 

 

周佳榮、李金強主編：《通古今之變：中國歷史教學綜論》，香

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年。524.34  3748  1999  

本書收錄有關歷史教學問題的文章二十多篇，分為以下三輯：

第一輯的主題為歷史教育的思考和改革，著者對二十一世紀的

中國歷史教育，提出了前瞻性的看法；第二輯的主題為中國歷

史科課程的檢討；第三輯是有關歷史教學的諸問題。整體來說，

此書總結了香港學者近年來對歷史教育的主要見解。 

 

 

周佳榮著：《歷史絮語──教與學的文化情懷》，香港：牛津大

學出版社，2004 年。078 7729  2004  

本書內容圍繞着近代東亞的變遷和演進，主要探討：中國近代

化的經驗，中國與鄰邦日本的關係，香港在東亞史上的地位，

亞太文化特色及其展望等等。所收錄的六十篇文章，是著者在

教學和研究之餘的隨筆，分成四輯：（一）歷史絮語；（二）名

人採英；（三）文化訊息；（四）香港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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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峰編著：《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九年）》，香港：

中華書局，2010 年。K296.58  Z77B 2010  

內介紹從遠古到 1949 年香港的歷史，囊括了政治、經濟、文化

等社會的方方面面。一、遵循歷史時序，梳理從遠古到英佔，

直至 1949 年香港史的主要軌跡；二、考古發現、政治變遷、經

濟發展、本土民俗……掃描香港歷史全景，幫助讀者快速掌握

本地歷史概貌；三、章末附重要人物簡介，以人帶事，呈現了

解正史的第三視角，並有香港大事年表、1949 年之前的歷屆港

督和延伸閱讀。 

 

區志堅、彭淑敏（與蔡思行）合著：《改變香港歷史的六十篇文

獻》，香港：中華書局，2011 年。K296.58 Q71A 2011  

這是一部新穎翔實的香港歷史文獻讀本。所選的歷史文獻，諸

如《南京條約》、《英皇制誥》、《省港罷工委員會命令》、《防止

賄賂條例》、《中英聯合聲明》、《國家安全條例草案》等，都是

對香港發展的進程曾產生過深遠影響的條約、政令和法例。然

而，本書又絕不僅限於收錄官方文件，像《獅子山下》、《釣魚

台戰歌》等歌曲，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的演講等民間文獻，也是

編者所關注的。 

 

 

陳敬堂（與邱小金、陳家亮）編輯：《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

九獨立大隊論文集》，香港：香港歷史博物館，2004 年。
628.5  2035  2004  

在 1941 年 1945 年間的日佔時期，由中國共產黨領導的抗日游

擊隊在港、九新界展開游擊活動，並組成東江縱隊港九獨立大

隊，營救滯港的中國文化界人士、國際友人，及打擊日本在香

港的統治。香港歷史博物館特邀香港及內地對此段歷史有研究

的學者及原港九大隊的老戰士揮筆撰文，並編製成論文集，以

表揚港九獨立大隊在香港抗戰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林啟彥、黃文江合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

書公司，2000 年。112.7  1047    

王韜一生思想與事業的發展，與香港有極深的關係。他生命中

重要的轉捩點可以說是從他寓居香港開始的。王韜有開闊的胸

襟，具世界的視野，勇於創新，坐言起行，發揮了知識分子應

有的品質，以學識提挈時代，為國家採求富強之方。本書收錄

論文二十三篇，反映近年王韜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全面的角度

檢討王韜思想與事業的近代性，為王韜的歷史定位提供有說服

力的論述，並對中國近代的研究提供了一些嶄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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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識：閱讀與考察 / Liberal  Studies 
 

周佳榮、侯勵英、陳月媚主編：《閱讀香港：新時代的文化穿梭》，

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7 年。733.8  7702 2007  

本書〈導論〉概述香港歷史發展，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編是「歷

史的座標」，介紹有關香港的重要而基本、經典而常見的中、英、

日文著作；第二編「新時代視野」和第三編「文化自由行」，點

評回歸十年來出版的新書，包括歷史、政治、經濟、宗教、醫療、

體育、語文、報業、教育、藝術、音樂、影視和品牌等多個類別，

顯示了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各界人士的經驗和觀感。本書著

者還包括彭淑敏、陳嘉儀、文兆堅、黃耀忠、區顯鋒、羅婉嫻、

范永聰、丁潔、黃曉恩。 

 

 

徐振邦（與陳志華）編著：《圖解香港手冊》，香港：中華書局，

2009 年。733.8  2855-1  2009    

回歸逾十年，在一國兩制下，香港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頜域，

都發展出新的面貌。《圖解香港手冊》有近 200 條主題資料，涵

蓋政治司法、經濟交通、社會文 化、民生福利等範疇；也有近

200 幀精美生動的圖表，圖解清晰。全書資料豐富，是了解香港

歷史與現況的必備手冊，通識教育、公民教育不可缺少的參考讀

物。 

 

 

周佳榮主編，黃曉恩、羅婉嫻、何仲詩、區顯鋒合著：《展覽之

都─香港博物館巡禮》（史學教研論著輯刊之二），香港：香港

浸會大學歷史學系亞太文獻中心，2008 年。 

內容探討香港近十年來文博事業發展概況，並介紹八間本地博物

館，包括：上窰民俗文物館、香港鐵路博物館、香港電影資料館、

香港浸會大學孔憲紹博士伉儷中醫藥博物館、香港懲教博物館、

香港文物探知館及屏山鄧族文物館，兼論澳門文物保護特色和深

圳下沙博物館。 

 
徐振邦編著：《香港古蹟圖冊（1─3）》，香港：文星圖書有限

公司、覲賢書舍，2001─2003 年。733.884  2855 2002  

本書收錄明信片多幀，並逐一加以說明，包括：地點、簡介、特

色、備註、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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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恩、盧淑櫻（吳韻怡等）著：《建人建智──香港歷史建築

解說》，香港：中華書局，2010 年。 

圖文並茂介紹 18 個香港法定古蹟，包括禮賓府、尖沙咀前水警

總部、荃灣三棟屋等，充分 利用圖像和照片配合文字敘述，使

每幢建築物的歷史、結構和建築特色，有條不紊地展現讀者眼

前，讓他們「用眼睛看歷史」。讀者如果按圖索驥，攜書親臨各

古 蹟，切實欣賞和細味其建築細節，體驗自當更深。 

 

徐振邦編著：《集體回憶香港地》，香港：阿湯圖書，2007 年。

本書有周佳榮的序〈成長的痕跡〉和徐振邦自序〈鏡頭下的記憶

珍藏〉，「集體回憶」的景點有十個：（1）雍雅山房；（2）石

硤尾村；（3）浴德池；（4）第三代中環舊天星碼頭與鐘樓；（5）

喜帖街；（6）曾灶財墨寶；（7）林村許願樹；（8）虎豹別墅；

（9）利舞臺；（10）舊啟德機場。作者還有余詠思、麥勁生、

姚國威、周樹佳、陳天權、陳音慧、范永聰、鄧鍾、盧葦、梁頌

佳、區志堅、彭智文、吳偉良、李浚龍、梁科慶、關卓峰，包括

中學、大學教師和文化工作者共十多人。 

 
徐振邦著：《翻箱倒籠香港地──香港歷史文化考察指南》，香

港：阿湯圖書，2004 年。733.884  2855-1  2004   

此書是香港歷史的參考圖冊，分為四部分：身一站「香港古建

築」，包括書室、古橋、古砲；第二站「香港宗教」，包括天后娘

娘、門神、文武廟、三大古剎；第三站「香港歷史人物事蹟」，

包括張保仔、孫中山先生、新界五大氏族、新界的抗英事蹟、中

區文化之旅；第四站「香港古石」，包括兩塊被人膜拜的石頭、

界址石、石刻、奠基石。總共介紹了十六個課題，附錄〈香港的

法定古蹟及認定古蹟〉。 

 
林錦源編輯：《警隊博物館》，香港：香港警務處警隊博物館出

版，2008 年。575.809338 4874  2008  

書首有〈序〉和〈前言〉，內容包括：香港警隊簡史、警隊博物

館、警隊歷史大事記、博物館位置圖及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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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娛：書店與影視 /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與香港文化博物館）合編：《眾樂與獨樂

──香港大眾娛樂的轉變》，香港：康樂及文化事務署，2006
年。 RHK 990 2627 2006   

前言題為〈從大眾娛樂看香港的城市個性〉，內容包括大眾娛樂

與社會變遷、傳統節慶、街頭娛樂、賽馬、足球、從遊樂場到主

題公園、從遠足到旅行、戲院、電台廣播、電視、玩具與玩意、

漫畫、眾樂與獨樂等。此刊物是配合「眾樂與獨樂──香港大眾

娛樂的轉變」展覽（2006 年 6 月 14 日至 2007 年 2 月 26 日）而

出版的。 

 

 

鍾寶賢著：《香港影視業百年》（增訂本），香港：三聯書店，2011
年。J909 .2  Z82A 2011 
 
本書原名《香港影視百年》，由香港三聯書店於 2004 年出版，2007
年出修訂版，內容分為八章，依次為〈導論：電影工業的結構〉、

〈電影工業的孕育〉、〈電影中心南移〉、〈星馬資金登陸〉、〈片廠

制與外判制的交替〉、〈院線為基礎的產銷秩序〉、〈兩岸三地的整

合〉、〈產銷新秩序──播映「窗戶」的轉變〉。書末有增補篇〈走

進「華語」時代？〉。 

 

鍾寶賢著：《香港百年光影》，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7 年。
987.9338  8237 2007a  

本書原名《香港影視百年》，由香港三聯書店於 2004 年出版。內

容分為八章，訴說了香港百年來的電影故事。黃愛玲在〈序言〉

中說：「鍾寶賢選擇了從行業史的角度出發，帶領我們從北到南，

從戰前到戰後，從國語到粵語，從大片廠到外判制，從大銀幕到

小熒幕，從鬧哄哄的戲院到冷冰冰的網絡世界，老老實實地沿著

歷史的足跡走過來，踏出屬於香港這個城市的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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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邦（與方禮年、翁文英）合著：《香港書店巡禮》，香港：

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8 年。487.609338 2855    

這是一本介紹香港書店的專集，重要的書店均有專文探討。〈書

店大檢閱〉及〈走訪香港區的書店〉兩篇，分述九龍、港島兩地

的書店概況；以下分為十部分，依次介紹綜合性、文史哲、宗教、

藝術、外文、科技、商業書店，以及另類書店、網上書店和值得

懷念的書店，附錄香港書店地址一覽表等。 

 

徐振邦著：《閱讀方向──測繪書店地圖》，香港：文星圖書有

限公司，2002 年。487.609338 2855-2  2002  

這是一本綜合整理香港書店資料的小冊子。書中分香港區、九龍

區、新界及離島區介紹香港的書店，列出每間書店的名稱、地址、

電話、傳真、網址、電郵、營業時間、經營種類等。還附有簡易

的地圖，標註出書店密集地區每間書店的位置，為尋書的讀者提

供方便。 

 

徐振邦著：《閱讀深情──私藏書店風景》，香港：文星圖書有

限公司，2002 年。487.609338 2855-1  2002  

本書收錄了 50 篇關於香港書店的散文式的介紹文章，介紹了香

港重要的、有特色的書店。作者以自身的經歷和觀感出發，歸納

出每間書店的特點與專精，使讀者可以感受到每間書店所擁有的

不同的文化氛圍。本書既為香港不同的書店勾劃出生動的形象，

也為讀者尋書買書提供了建設性的指引。 

 

■社會：民生與經濟 / Society  and  Economics 
 

 

黃文江（與劉義章）合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論集》，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聯合書院，2002 年。733.8  2033 .4  2002  

本書是一群曾肄業於香港中文大學歷史系的學者，為了感激吳倫

霓霞教授的教誨，在吳倫霓霞教授榮休之時，呈獻給老師的論文

結集。書首有香港中文大學聯合書院院長黃鈞堯教授的前言，和

劉廣京教授、王賡武教授兩位著名歷史學家所寫的序，內容大抵

指出吳倫霓霞教授的學術成就，以及此書的意義。收錄論文九

篇，分別從不同角度探討香港社會和文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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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仲詩著：《風雲背後──香港監獄私人檔案》，香港：藍天圖

書，2008 年。589.8909338 2120  2008  

本書以「口述歷史」的方式，並根據史料作比較、求證和判斷，

敘述了一些圍繞著香港監獄的事情，正如著者在〈自序〉中所說，

「透過不同年代、不同職級、不同種族同事的訪談，勾劃香港監

獄十年來的大概。」亦如馬少萍〈當時只道是尋常〉指出：「12
個人平實的交待半生事蹟，香港故事就這樣一點一滴的累積起

來，如此真實，如此久違。」全書分成以下幾部分：（一）〈引

言〉；（二）〈監獄的重建與發展〉；（三）〈幾個不同的時代〉；

（四）〈從監獄人員口述看社會的變遷〉；（五）〈退休懲教人

員訪談錄〉。附錄〈戰後初期的香港監獄管理──從軍政到民政〉。

 

周佳榮、鍾寶賢、黃文江合編（鍾文略攝影）：《戰後香港軌跡─

─民生苦樂》，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年。957.609338 8206-1

本書選錄了著名攝影家鍾文略在 1950 至 1970 年代所拍的沙龍作

品，輔以若干近期的照片作為對比，具體地反映了戰後香港發展

和轉變的一些面貌，而著重呈現香港市民的生活面貌的喜樂哀

愁。全書共分七個部分：〈匱乏年代〉及〈街頭巷尾〉記錄了香

港戰後的時態及地貌，〈同甘共苦〉、〈童年歲月〉、〈營生糊口〉

描繪了戰後香港家庭結構、童年生活及工作性質的轉變，〈偷閒

稍歇〉表白了香港人在辛勤工作之餘休憩片刻的情景，〈物轉星

移〉則展示了跨越漫漫長路、步入 1970 年代的香港新姿。書中

的文字說明和相關資料，有助讀者更清晰地了解這個時代香港的

軌跡。 

 
周佳榮、鍾寶賢、黃文江合編（鍾文略攝影）：《戰後香港軌跡─

─社會掠影》，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 年。957.609338 8206

本書是《民生苦樂》的姊妹篇，重點回顧戰後香港從 1950 年代

至 1970 年代的發展歷程，尤其是在香港步入繁榮前的關鍵時刻，

社會上所呈現的轉變。全書分為六個部分：〈大事剪影〉捕捉了

香港戰後一些較矚目的、別具意義的日子；〈五行八作〉記錄了

戰後香港經濟在艱難中起步的若干片段；〈安居樂業〉和〈交通

發展〉，分別反映香港的住屋和交通情況；〈都市尋蹤〉保留了一

些在歲月中漸漸隱沒的舊建築或古蹟，從側面說明香港近年變化

的迅速；〈繁榮璀璨〉則以 1960 至 1990 年代港島北岸的面貌為

主題，展示香港繁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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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潔著：《香港九七回歸以來保良局的發展》（香港研究叢刊 4），

香港：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2007 年。 

香港保良局創辦於 1878 年，其宗旨是保護和收容被拐騙販賣的

婦孺。本專刊的內容包括：（一）保良局創立至香港回歸前的歷

史；（二）香港九七回歸及近十年來的概況；（三）近十年來保

良局歷屆主席及屆內業績；（四）近十年來保良局各方面的主要

發展；（五）香港回歸以來保良局發展的特色。附錄〈香港回歸

以來保良局大事記〉等。  

 
 

 

周佳榮、鍾寶賢、黃文江合著：《香港中華總商會百年史》，香港：

香港中華總商會，2002 年。492.81  7729  2002  

商會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新興產物，在近代社會扮演了十分重要的

政治、經 濟和文化角色。香港中華總商會由本港的華資公司和

華商組成，1900 年以華商公局的名稱成立，兼備聯絡海內外華商

的特色，於 1913 年改名為香港華商總 會，奠定規模，連繫華南

地方政商要務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間，協助推廣國貨運動；日

冶時期，曾經遭受重大挫折；戰後重新加以整頓，於 1952 年正

名為香港中華總商會 。隨著中國施行開放改革政策，成了海內

外華商與國內機構的橋樑，與香港同步成長，反映了百年來香港

及華南社會的興衰變幻。 

 
Cindy Yik-yi Chu (ed.), Foreig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1840s-1950s,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305.8  F761  2005  

This edited volume studies ethnic minority groups in Hong Kong from the 
1840s through the 1950s. It aims to portray Hong Kong history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foreign communities - the British, Germans, Europeans, 
Americans, Indians, and Japanese - and to understand how they perceive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nd culture of the colony. 
In the chapters, Hong Kong history is seen from the viewpoints of foreign 
adventurers, businessmen, traders, missionaries, teachers, diplomats, 
servicemen, officials, artists, ramblers, and opportunity-seekers. By 
assembling the accounts of the foreign communities, the book assesses the 
changing circumstances of Hong Kong over a period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nd traces the rise and fall of various groups as well as the 
continued development of some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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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South China, 1900-1925, London : 
Macmillan, 1998 ; New York : St. Martin's, 1998.
320.95127 C472C 1998 

By the 1910s and 1920s, merchants were doing business in a politically 
fragmented China. With no central government to provide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investors had to set up their own institutions to enable them to 
conduct business. To cultivate networks with political partons in China, 
competing merchant groups in Hong Kong sought to finance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in Guangdong in return for financial concessions. Colonial 
Hong Kong made these attempts possible because it offered these 
merchants legislative and diplomatic protection and, therefore, a haven to 
which they could retreat. This development highlighted a fundamental shif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merchants in modern China. 
Chinese merchants, different from their counterparts in Europe, remained 
dependent on the political authorities, as commercial endeavours were in 
need of political patronage to survive and to prosper. This patronage system 
made commercial endeavours dependent on political authority and, 
significantly, it embedded business in politics-a phenomenon that still 
exists in China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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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校史與人物 / Education  and  Educators 
 

 

黃嫣梨編著：《香港浸會大學校史》，香港：香港浸會大學，1996
年。525.8338/2033 4442 1996  

本書以通史形式敍述香港浸會大學自 1956 年成立以來的發展，

共分七章敘述，凡四十萬字，圖片百幀，考核同異，取精用弘，

力求翔實中肯。內容包括浸會學院誕生之經過、大大小小之挑戰

與回應，以及百折不撓、愈挫愈堅之心路歷程，終於斬荊斫棘，

跨越層層關卡，由一所私立的專上學院，成為一間名正言順的大

學。書末附有浸會過去四十年發展的大事年表及重要統計資料。

 

 

黃嫣梨、黃文江編著：《篤信力行──香港浸會大學五十年》，香

港：香港浸會大學，2006 年。525.8338/2033  4442  2006  

為慶祝創校五十周年，香港浸會大學特別出版《篤信力行──香

港浸會大學五十年》。本校史以專題形式，分七章敘述，圖文並

茂，詳近略遠，凡十萬餘字，圖片二百多幀。內容包括香港浸會

大學的教學理念、學生生活、校園特色、課程模式、研究志業、

國際合作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發展歷程，取精用弘，記述力求翔

實中肯。 

 

 

周佳榮、丁潔主編：《陶行知與香港「中業」教育》，香港：書作

坊，2010 年。G729.286 .58  Z50A 2010  

本書收錄了二十多篇關於「中業」的憶述文章，包括一些詩作、

粵曲和隨筆，以及文獻材料的整理，從中可以反映出陶行知與香

港的因緣、中華業餘學校創辦的情形、復校經過及其後的變遷

等。這些文章按內容分為三輯：第一輯主要是關於陶行知在香港

創辦中華業餘學校的情形；第二輯主要是憶述「中業」復校的經

過和發展；第三輯兼有懷念與期盼、回顧與展望。 

 

 

周佳榮、文兆堅主編：《陶行知與近代中國教育》，香港：香港

教育圖書公司，2010 年。G40-092.6  T77A 2010  

陶行知是近代中國著名教育家，在平民教育、鄉村教育和生活教

育理論等方面都有貢獻；他曾三次到香港，成立中華業餘學校，

在本地播下了普及教育的種子，戰後復校並發展而為中業教育機

構。本書分為兩部分：第一輯「陶行知與近代中國」，收錄論文

十二篇；第二輯「陶行知研究論壇」包括研究札記和書評等十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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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榮著：《從翰林到教育家──蔡元培及其事業》，香港：中華

書局，2007 年。782.88/4414  7729-1  2007  

蔡元培是近代中國最著名教育家，其言行思想與中國教育的發展

息息相關。本書分為三部分：上篇是蔡元培前半生的傳記，記敘

他在晚清時期的活動和言論，由科舉出身到響應辛亥革命，展示

了這位「革命翰林公」成為民國教育總長的歷程；中篇探討蔡元

培的思想和事業，包括他的早年事跡考辨和教育思想述評，他對

五四運動的看法及晚年在香港的抗日言論，他與同時代人物的關

係等，從不同角度呈現這位「平民教育家」的風範；下篇介紹有

關蔡元培的文獻與著作，並綜述這方面的研究概要。附錄蔡元培

研究論文一覽，可以作延伸閱讀的參考。 

 

 

Wong Man Kong, For the Future: Sir Edward Youde and 
Educational Chang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Ming Pao 
Publications Limited, 2007. 370 .95125 Y838HF 2007  

The subtlety of the phrase, “for the future”, in the context of the making of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is obvious. As is well known, Sir Edward 
Youde committed his mind and heart to tackle the almost impossible task of 
assisting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ove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But not much has been written about another focus of Sir 
Edward's leadership in Hong Kong: the preparations directly targeting a 
better futur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major focus of the present book is to highlight the work which Sir 
Edward Youde, the 26th Governor of Hong Kong (1982-1986),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Hong Kong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This 
book gives an overall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while paying specific attention to three major issues, namely: 
access to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and English language standards, and 
the nature of curriculum changes. Moreover, it will discuss how and why 
technical education underwent significant growth. The heavier portion of 
the book is to take into account multi-dimensional expansion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including the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growth i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old and new. The book also records the 
outpouring of grief at his premature passing in Beijing in December 1986. 
It then discusses the lead given by Lady Youde and the Government in 
establishing an education fund in his memory, followed by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Fund and its achievements. Finally,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a general assessment of his involvement in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s educational history as a whole, using two key concepts, 
“education in politics” and “politics i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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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會與人物 / Religious  Studies 
 

李金強著：《自立與關懷：香港浸信教會百年史, 1901-2001》，香

港：商務印書館有限公司，2002 年。 246 .6  4081-1  2002  

香港浸信教會源自 1842 年美國浸信會傳教士叔未士所開設的「皇

后大道浸信會」，至 1901 年由華人信徒宣告自立，至今已有一個

世紀，是香港華人教會中有數的「百年老店」。本書以香港浸信

教會的教牧、會佐及會友為著眼點，並從背景、創立、自立、發

展、鞏固及展望六方面，縷述此一香港華人教會的佈教經歷及其

貢獻。內容不僅為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史研究提供一項嶄新的個

案，亦正如劉少康牧師在〈序言〉中指出：「盼望一間堂會的詳

盡發展史，同樣可激勵不同堂會，重視歷史的研究，並讓過去所

走過的路，成為前面發展的借鑑。」 

 

 

李金強（與陳潔光、楊昱昇）合著：《福源潮汕澤香江：基督教

潮人生命堂百年史述 1909─2009》，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

有限公司，2009 年。 AHC 247.1  4081  2009 

潮人生命堂，為一"潮汕長（老會）、浸（信會）財才總匯"而成的

華人獨立教會，乃 1909 年由潮汕長老會信徒中經營抽紗業者，

於香港所創設。原稱旅港潮人中華基督教會，至 1947 年始用現

稱，至今已歷百年。在潮汕血緣、地緣的社會背景下，生命堂在

香港憑藉家庭禮拜、興學傳教及社會服務，使福音得以廣傳。現

今形成具有分佈港、九、新界 14 個堂會，以及聯會、差會的教

會規模，為二十世紀至今香港著稱的方言教會。亦由於其推動三

自、合一及本色化，遂能流露自立教會的特質，得於近代中國教

會史上居有一席之地位。 

 
黃文江著：《跨文化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論集》，台北：宇

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 年。AHC 240.7  7133  2006  v.24  

本書共有十章，分別為：（一）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二）二元文

化視野下的香港基督教史；（三）十九世紀香港西人群體研究：

愉寧堂的演變；（四）英華書院（1843-1873）與中西文化交流的

歷史意義；（五）王韜致理雅各的五封未刊書札；（六）歐德理漢

學研究；（七）十九世紀來華的「師母」：一群被史家忽略的女性

故事；（八）李求恩會吏長：一位社會領袖的故事；（九）班佐時

牧師：一位教育傳教士的故事；及（十）魯珍晞教授：一位中國

基督教史學者的故事感謝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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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Man 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1996. 266.00924 L524WJ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examines the 
eventful life of this remarkable historical figure. The Rev. James Legge was 
a China missiona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who reached 
Malacca in 1840 and moved to Hong Kong in 1843 where he stayed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This book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Biographical 
remarks, the use of education, and the use of translation. Not only is it 
intended to place its emphasis on the place of Hong Kong in making 
possible his careers throughout these parts, but it also examines some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relating to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in history. 

 
湯泳詩著：《驀然回首──香港婦女基督徒教會幹事口述歷史》，

香港：香港婦女基督徒協會，2007 年。 

書首有黃慧貞、胡露茜、劉詠聰三篇序言，內容包括馮鈞鴻、吳

潔貞、楊美莉、李玉英、羅蕙萍、余蘭英、羅潔貞、黃杏萍、羅

淑鸞、陳桃鳳十位受訪者的回憶，見證了香港和中國內地的政

治、社會、經濟、教育、宗教各方面的發展歷程，反映出不同背

景的女性對生命的尊重與執着，以及她們關心社群、自我奉獻的

無私精神。著者藉著這批婦女基督徒教會幹事的生活和體驗，表

達了無數女信徒的聲言和感受。 

 
湯泳詩著：《「社會良心」抑「搞事份子」──香港基督教工業

委員會歷史之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7
年。 247 .609338 3630  2007  

自 1959 年起，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開始關注香港教會工業社會的

關係，遂成立工業委員會，以幫肋香港教會面對本港工業社會的

急速變化，至今已有四十多年的歷史。可是，香港基督教工業委

員會在香港教會中的身份與位置卻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與確

立，在香港教會的歷史中若隱若現。本書嘗試探討香港基督教工

業委員會的歷史與變化，從而分析它在香港教會中「搞事份子」

與「社會良心」的弔詭身份，藉此說明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是

香港教會史一個獨特的部分，擁有不可或缺的地位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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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泳詩著：《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

會 》 ， 香 港 ： 基 督 教 中 國 宗 教 文 化 研 究 社 ， 2002 年 。
247.09338 3630  2002  

本書分為六章：一、引言──崇真會研究的學術意義；二、巴色

會的成立及來華（1815─1923）；三、中華基督教崇真會（1924
─1951）；四、香港：從巴色會到崇真會（1923─1951）；五、

香港崇真會的新發展（1952─2000）；六、結論。附錄〈提倡某

地自立耶穌教會緣起附簡章〉、〈巴色會圖書館有關中國工場的

藏書情況〉、〈中華基督教崇真會百年來區支會分佈地圖〉、〈香

港崇真會所設立的教會、學校及社會服務單位名單〉及徵引書目。

 

 

湯泳詩著：《瑞澤香江──香港巴色會》，香港：香港大學美術

博物館，2005 年。AHC B977.265 .8  T36A 2005  

書首有〈獻辭〉、〈前言〉及〈引言〉，內容包括：華人教會自立

運動、瑞士巴色會的成立與發展、巴色會來華的歷史、建立香港

教會、興辦教育、醫療服務、出版翻譯、慈惠福利、傳教士對中

國文化的吸收及在港生活、瑞港友誼，書末有〈參考書目〉。 

 

朱益宜著：《關愛華人──瑪利諾修女與香港（1921─1969）》，

香港：中華書局，2007 年。AHC 246.2338  2583 2007  

本美國瑪利諾修女自 1921 年到香港傳揚天主教，並為香港基層

市民提供社會福利、教育、醫療等服務。她們的足跡是香港社會

的滄桑記錄，也是一篇無私奉獻的愛的故事。作者引用了瑪利諾

修會及天主教香港教區的文獻和瑪利諾修女的日記，並訪問了一

些修女；在美國瑪利諾傳教檔案處許可下，本書收錄了數十張珍

貴的歷史照片，反映香港社會發展史的一面。另外，此書又提及

日治時期的香港生活，柴灣、黃大仙、觀塘等社區在 1950、1960
年代的建立，香港早期的徙置大廈、醫療及社會服務等。 

 

 

黃彩蓮著：《香港閩南教會研究》，香港：建道神學院，2005
年。AHC 247.09338 4424 .2  2005  

本書作者是閩南人，本於一份濃厚鄉情，決意四出訪談、多方考

掘，追查香港閩南教會的歷史根源，挖掘教會的傳統及本土特

色，並探尋未來可發展的空間。本書原創性甚高，成果具參考價

值，對香港教會史是一處重要的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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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益 宜 著 ：《 玫 瑰 修 女 》， 香 港 ： 公 教 報 ， 2010 年 。
AHC 246.2338 2583-1  2010  

本書以一位外籍修女為主角，介紹修道獻身者的聖召及她們的工

作，當中談到中外文化交流及體驗，勾勒二次大戰後的香港，數

十年來的變化。作者輕鬆的筆觸，有助讀者了解本地歷史，同時

更懂得欣賞前人所作出的貢獻。 

Cindy Yik-yi Chu,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AHC 266.25125 C47M 2004  

This book describes the adaptation of American women to cross-cultural 
situations in Hong Kong from 1921 to 1969. The Maryknoll Sisters were 
the first American Catholic community of women founded for overseas 
missionary work, and were the first American Sisters in Hong Kong. 
Maryknollers were independent, outgoing, and joyful women who were 
highly educated, and acted in professional capacities as teachers, social 
workers, and medical personnel. The assertion of this book is that the 
mission provided Maryknollers what they had long desired –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 which were only later emphasized 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of the 1960s. 

 
Cindy Yik-yi Chu,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AHC 271.97  D542 2007 

Composed of previously unpublished material, The Diaries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6 is a documentary 
survey of Hong Kong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aryknoll 
Sisters, as recorded in their diaries written from the 1920s to the 
mid-1960s, it is a priceless collection of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on 
Hong Kong. The readers are tracking these women: every place they 
went, everyone they met, and so on. This book should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anyone interested in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adventures. It is of tremendous value to students,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who are look for primary sources for topics on Asian 
studies, mission history, and women'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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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眾：地區史研究 / Urban  Development 
 

鍾寶賢（與趙雨樂）合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龍城》，

香港：三聯書店，2001 年。733.8  4004 .1  2001  

本書雖是一本地區史研究，而涉及的範圍則不局限於地區之內。

事實上，九龍城的發展對香港（甚至中國）歷史都有著特殊的意

義。如何啟、陳伯陶等把「宋帝昺君臨九龍城」的傳說確立成香

港正史時，身處邊陲的香港才進一步與中原歷史連繫在一起。在

九龍城歷史不斷地被追認與重建的過程中，本地居民的歷史身份

才得以慢慢地建立起來。另一方面，綜觀九龍城的發展，從產鹽

到防禦、九龍寨城的設置，當地村落、市集、慈善團體樂善堂的

興起，以至九龍灣填海工程、啟德濱和啟德機場的相繼完成等，

均顯示了九龍城從村落而城市化的種種變遷。 

 
鍾寶賢（與趙雨樂）合著：《龍城樂善──早期九龍城與樂善堂

研究》，香港：日光公司，2001 年。  548.49338  4912  2000  

本書是「衛奕信勲爵文物信託研究計劃」之一，內容共分五章：

（一）導論：社區與政治；（二）九龍城的歷史發展；（三）市區

化的挑戰；（四）專題研究：樂善堂的源流與九龍城的發展；（五）

結論。 
鍾寶賢著：《商城故事──銅鑼灣百年變遷》（香港：中華書局（香

港）有限公司，2009 年。 733 .8  8237  2009  

銅鑼灣是全亞洲零售租金最昂貴的地區，它背後的歷史也飽經滄

海桑田。本書重訪百年來在這區誕生繁衍的商國故事，見證了英

商、華商和日本商人如何長袖善舞，在銅鑼灣耍出合縱連橫的戲

法，將這個常受水患和疫災威脅的濱海村落，變成行販坐商雲集

的倉棧區，又發展成為日資百貨結聚的「小銀座」，再引發「mall
化」時代的來臨。本書展現了銅鑼灣豐富的歷史變貌，整理出綿

延百年的商業興衰圖譜，也反映出香港經濟起飛的歷史軌跡。 

 

區志堅主編：《馬鞍山風物誌：礦業興衰》，香港：沙田區議會，

2002 年。RHK 733.8  7142 2002  

本書編研小組成員包括侯勵英、范永聰、彭淑敏、鄭濡蕙、張志

勤。書首有〈獻辭〉、〈序言〉、〈編者的話〉和〈引言〉，正文分

為五章，依次為〈馬鞍山古蹟風貌〉、〈馬鞍山開礦事業〉、〈馬鞍

山礦工生活〉、〈天主教聖方濟會對馬鞍山礦工的慈惠事業〉和〈基

督教信義會對馬鞍山礦工的慈惠事業〉，書末〈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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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孫中山研究 / Sun  Yat ‐sen  Studies 
 

 

林啟彥、李金強、鮑紹霖主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

命與近代中國》上、下冊，香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
年。628.1  4040 2005  

本書由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

會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聯合贊助出版。共選論文 46 篇，可反

映兩岸三地中國學者與包括美國、日本、澳洲及加拿大等地海

外學者近年新見的學術研究成果，亦可視為香港地區出版關於

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研究破紀錄第一套的學術論文集，尤其值得

學者加倍重視。 

 

區志堅、彭淑敏、徐振邦合著：《孫中山在港史蹟考察與旅遊》

修訂本（香港研究叢刊 2），香港：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

心，2007 年。 

本書內容包括：（一）辛亥革命與香港；（二）孫中山與香港；

（三）孫中山在港足跡；（四）專題研習；（五）參考書目；

（六）延伸閱讀。附錄孫中山史蹟徑主要景點及考察地圖。 

 
 

李金強著：《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求學與革命》，香港：

孫中山紀念館，2008 年。782.88/1252  4081  2008  

本書透過對孫中山同時期師友的記述，以及革命史料的探尋和

辨析，重構孫中山在港生活及其革命活動之歷程，進而探討香

港在清季革命運動中的角色，從而肯定香港與近代中國歷史的

密切關係。書中揭示孫中山的革命乃由於省港澳地域的中西文

化交流醞積，促成香港中英雙語精英群體的誕生，並於清季國

家危機中，起而倡導革命，改變近代中國歷史的進程。 

香 港 中 山 學 會 主 編 ：《 中 山 思 想 現 代 化 對 當 前 兩 岸 四

地 政 經 關 係 的 影 響 研 討 會 論 文 集 》， 香 港 ：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近 代 史 研 究 中 心、香 港 中 山 學 會、中 華 港 澳 之 友

協 會 ， 2010 年。 

書首有陳之望和江可伯、何志平致詞，收錄論文計有：曹俊漢

〈全球化下中山思想發展的新思維：對國家角色的詮釋〉、周

佳榮〈香港網絡與亞洲視角：孫中山思想的當代意義〉、李金

強〈兩岸關係發展及中山思想的啟迪〉、邵宗海〈中山先生與

民族主義思想〉、陳蘊茜〈孫中山符號在台灣的傳播與意義轉

化〉、龐建國〈中山思想與中國模式〉，書末有出席學者暨籌

委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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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歷史系歷屆哲學博士及碩士論文目錄 
PhD  and  MPhil  Theses,  Department  of  History,  HKBU 

 
■ 哲 學 博 士 論 文  / PhD  Theses  

姓名 畢業年份 論文題目 指導老師 

羅婉嫻 2007 西方醫學與殖民管治：以二次世界大戰前

香港和新加坡為比較個案 
黃文江博士 

侯勵英 2007 蔡元培學術思想研究 黃嫣梨教授 
何仲詩 2012 教導、勞役、更生：香港青少年懲教院所

的發展歷史 
黃文江博士 

丁潔 2012 《華僑日報》與香港華人社會（1925─
1995） 

周佳榮教授 

Wong Yiu 
Chung 

2012 Borderland and Nation: China-Hong 
Kong Border Control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s, 1949-1962 

Prof. Cindy 
Chu 

 
■ 哲 學 碩 士 論 文  / MPhil  Theses  

姓名 畢業年份 論文題目 指導老師 
Poon Suk 
Wah 

1995 Five Years of “Mischievous Activity”: An 
Analysis of Governor Hennessy’s 
Policies towards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 1877-1882 

Dr. Fung Pui 
Wing 

Leung 
Chun Yan 

2001 A Bilingual British “ Barbarian” – A Study 
of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 as 
the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for the 
British Plenipotentiaries in China 
between 1839-1843 

Prof. J. 
Barton Starr 

湯泳詩 2001 近代中國自立教會：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

會之個案研究（1847─2000） 
李金強教授 

羅婉嫻 2003 1842 年至 1937 年間政府醫療政策與西醫

體制在香港的發展 
黃文江博士 

吳黎純 2005 中藥業的現代化：余仁生個案研究 鍾寶賢教授 
丁潔 2007 戰後香港保良局的發展：以歷屆主席為對

象的探討 
周佳榮教授 

Wong Yiu 
Chung 

2008 The Policies o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wards the Chinese 
Refugee Problem, 1945-1962 

Prof. Cindy 
Chu 

Ng Yee 
Ching 

2012 Policing Strangers by Strangers: 
Changing Colonial Strategies and the 
Recruitment of Indians in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1841-1941 

Dr. Wong 
Man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