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20 社科週》 

 

(復課後可於圖書館借閱) 

經濟科 1 

書名 《經濟學，最強思考工具》 

作者 保羅．海恩, 彼得．勃特克, 大衛．普雷契特科 

出版 商業周刊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很多人會問經濟學學什麼? 是否只談股票基金等投資工具，一切以錢掛帥? 
的確，身處商業社會，認識這個世界，我們必須看清錢哪裡來、交易怎麼達

成、企業如何運作；能讀懂財經新聞、經濟政策怎樣分析；經濟學就是思考

種種問題的一套整全邏輯學說。然而，人人都知道經濟學重要，但很難不為

公式、函數、運算而害怕或焦慮。 
《經濟學，最強思考工具》活用經濟學，從思考入手，避開繁複的公式，透

過深入淺出和饒有趣味的圖文，將日常生活中紛亂繁雜、看似毫無關聯的社

會現象，和一套完整的經濟學思維架構結合，展示出「經濟學想像力」。正

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所說：「經濟學的力量就在於它是一

種思考方式」 

最特別是，本書是為非經濟學專業學生撰寫的一部「一學期經濟學」教材，

涉及會成本、比較利益、價格彈性、供給與需求等多個重要入門概念。 

試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agJXVMfQE6dHUaZAnBDeOjJejnmcrf_/view?usp=s

haring 

購書網店 https://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9867778338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04802512&keywords=%E4%BF%9D%E7%BE%85%EF%BC%8E%E6%B5%B7%E6%81%A9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04802513&keywords=%E5%BD%BC%E5%BE%97%EF%BC%8E%E5%8B%83%E7%89%B9%E5%85%8B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04802514&keywords=%E5%A4%A7%E8%A1%9B%EF%BC%8E%E6%99%AE%E9%9B%B7%E5%A5%91%E7%89%B9%E7%A7%91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publishers.php?publishers_code=P005918&keywords=%E5%95%86%E6%A5%AD%E5%91%A8%E5%88%8A%E5%87%BA%E7%89%88%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s://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9867778338


經濟科 2 

書名 《51 個影響世界經濟的關鍵大事》 

作者 宮崎正勝 

出版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內容簡介 在人類歷史上很多大事件都跟「金錢」有關係。可能同學聽過從貨幣發明、

工業革命、東印度公司、金融海嘯、一帶一路等經濟字詞，看似與我們的日

常生活很遙遠，但卻息息相關！謁我們了解歷史上的經濟大事，便能預測世

界動向！ 
 
由於很多人對於艱深難懂、長篇大論的經濟史實及流變感到棘手，即便了解

卻無法建構一個清楚簡明的經濟發展史軸，或是找不出一個又有效又迅速通

徹經濟史的方法。 
 
本書的作者是一位歷史學者，從貨幣的誕生開始，到近年亞洲經濟的崛起，

他找出精選出影響經濟最重要的 51 個關鍵點，並透過圖表統整出最容易理

解的世界經濟發展脈絡，幫助同學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以經濟為中心的歷

史觀點。只要搞懂世界經濟的演變，即便身處在全球「錢」途堪慮的時代

裡，同學也能掌握大趨勢！為你推界此書《51 個影響世界經濟的關鍵大

事》 

試讀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01PzmcDZc869QutVHuEKldfjRNvAWb1/view?usp=

sharing 

購書網店 https://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9571376752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authors.php?authors_code=04417326&keywords=%E5%AE%AE%E5%B4%8E%E6%AD%A3%E5%8B%9D
https://www.cp1897.com.hk/books_publishers.php?publishers_code=P005671&keywords=%E6%99%82%E5%A0%B1%E6%96%87%E5%8C%96%E5%87%BA%E7%89%88%E4%BC%81%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https://www.cp1897.com.hk/product_info.php?BookId=9789571376752


倫宗科 1 

1 白碧香：《帶著聖經去旅行-向應許之地前進（以色列）》(帶路國際商貿,2019) 

 
書籍簡介： 

這是一本以「聖經為經、聖地為緯」的旅遊書，從看見聖地風貌開始，認識以

色列各區地理環境與氣候類型。透過聽見土地故事，探討聖地與聖經間的關

係，理解聖經信息。最後發現心靈感動，明白神對今日基督徒的獨特心意。本

書從創世記開始，直到啟示錄，依據以色列地理分區，走遍聖地、縱覽聖經。 
「發現聖地原貌、回到聖經場景」，這是一場與眾不同的聖地之旅！走過以色列

的我們，深深被聖地風貌、聖經話語感動不已。這是一本關乎聖地的旅遊書，

如果您曾到過以色列，相信本書能喚起您旅行的回憶、信仰的熱情。如果您正

準備前往以色列，這本書恰恰可以成為您旅行前的規畫指南。倘若您尚無機會

來到以色列，那麼這本書的文字與照片將能幫助您神遊聖地，悅讀聖經。 
 

 
 
 
 
  



倫宗科 2 

2  
陳天權:《神聖與禮儀空間：香港基督宗教建築》(中華書局,2018) 
 

 
 
書籍簡介： 

香港開埠後很快便成為國際港口，除了英國人外，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人紛

至杳來，令香港成為一個中西交匯、華洋雜處的地方。華人地區本來只盛行傳

統信仰，但外來的宗教文化傳入，令香港出現帶有西方色彩的教會建築物。經

過百多年的發展，現已在香港落地生根，成為社會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研究香港宗教文化多年，有見於市面上少有專門講述教堂建築特色與風格

演變等題材的書，因而親身到訪各宗教建築，並匯聚成文，集中介紹香港的基

督宗教建築。 
 

 

 

 

 

 



 

 

  

書名 《讀史論知人》 

作者 張建雄 

出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9620766114 

內容簡介 

 

本書特色： 

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其中應運而生、應劫而起的人物很多，挑選當中具思

考性的人物，藉助錢穆的「歷史精神」及呂思勉的「中國大歷史」中觀點的

啟發，對歷史人物作出比較和分析。 

 

作者簡介： 

張建雄，資深銀行家、著名專欄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士、加拿大

約克大學 Schullck 學院工商管理碩士（MBA）。 

曾任職美國大通銀行及法國里昂銀行達二十八年，長期於歐美加各地工作，

近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及 EMBA 課程講師，亦是香港城市大學協席教

授（專業銀行管理課程）和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經管人才發展中心客席導師。 

專攻跨國企業研究，興趣包括紅酒和美食。並為《信報》專欄作家，以「張

總」筆名，撰寫專欄「毋枉管」。 

筆耕不止，著作豐富。 

中國歷史科 1 



 

書名 《讀史觀勢》 

作者 張建雄 

出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9620765902 

內容簡介 

 

本書特色： 

本書從「中國夢」、「一帶一路」、「中美日關係」、「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等時

政熱點入手，展開對「世界大勢與中國發展」問題的深入探討，縱論近 5 個

世紀以來的世界發展趨勢，對中國以及「大中華區」的未來發展提出了自己

獨到的分析和見解。取「觀勢」二字，是希望讀者能以史為鋻，開眼看世

界，了解天下大勢。 

全書秉承以史為鑒，今古結合的著述原則和研究方式，論證嚴謹充分但文辭

通俗淺顯，且不乏精辟論斷。充分體現了作者出自新亞書院的史學功底和多

年從事金融業的專業水平。 

全書行文條理清晰、篇幅適中，共九個章節，皆短小精悍，沒有冗長的文

字，非常符合當代讀者的閱讀需求和習慣，適合普通讀者作為休閒讀物。 

 

作者簡介： 

張建雄，資深銀行家、著名專欄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士、加拿大

約克大學 Schullck 學院工商管理碩士（MBA）。 

曾任職美國大通銀行及法國里昂銀行達二十八年，長期於歐美加各地工作。

近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及 EMBA 課程講師，亦是香港城市大學協席教

授（專業銀行管理課程）和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經管人才發展中心客席導師。 

專攻跨國企業研究，興趣包括紅酒和美食。並為《信報》專欄作家，以「張

總」筆名，撰寫專欄「毋枉管」。 

筆耕不止，著作豐富。 

中國歷史科 2 



 

  

書名 《讀水滸‧論領袖》 

作者 張建雄 

出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789620763540 

內容簡介 

 
本書特色： 

《水滸傳》梁山泊 108 好漢的故事，雖純屬虛構，但箇中人物不少真有其

人，虛虛實實，用來研究中小企業的興亡，研究企業人才的選拔和調配，看

企業組織中的領袖質素，以古視今，仍然有可以借鏡之處。  

全書約 90 篇短文，分 7 部分，把《水滸傳》108 條梁山好漢落草為寇的故

事，透過現代企業管理的思維，反映企業管理種種成敗因素，特別對領袖的

角色、企業合併的命運有獨到的分析。  

 

作者簡介：  

張建雄，資深銀行家、著名專欄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士、加拿大

約克大學 Schullck 學院工商管理碩士（MBA）。 

曾任職美國大通銀行及法國里昂銀行達二十八年，長期於歐美加各地工作。

近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及 EMBA 課程講師，亦是香港城市大學協席教

授（專業銀行管理課程）和香港理工大學企業經管人才發展中心客席導師。 

專攻跨國企業研究，興趣包括紅酒和美食。並為《信報》專欄作家，以「張

總」筆名，撰寫專欄「毋枉管」。 

筆耕不止，著作豐富。 

中國歷史科 3 



 

 

 

書名 希特勒：20 世紀的狂人 

作者 水木茂 

出版 遠足文化 

ISBN 9789578630840 

內容簡介 

 

本書特色： 

以漫畫形式講述希特勒的生平，了解希特勒如何一步步地在德國取得權力，

在其治下，德國加速軍事化，並開始對外擴張，最後走向衰亡。透過作者的

視角，了解希特勒具爭議性的一生 

 

歷史科 1 



  

書名 珍珠港：日本帝國殞落的序幕 

作者 半藤一利 

出版 燎原出版 

ISBN 9789869838207 

內容簡介 

 
本書特色： 

講述在 1941 年時，日本在展開太平洋戰爭前的考慮，以及如何與美國一邊

進行談判，一邊加緊部署發動對美戰爭，最終導致珍珠港事件發展，也成為

二戰時期太平洋戰局最關鍵的一役。 

 

歷史科 2 



 

 

  

書名 《國情新一課──習近平改革．危機與契機》 

作者 曾仲榮 

出版  經濟日報出版社(香港) 

ISBN 9789626788486 

內容簡介 

 
本書特色：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正高速發展，有直逼經濟第一大國美國之

勢，但如今已碰上「中等收入陷阱」的種種困局：廉價勞工不再、生產效率

停滯、資源及能源不足、環境破壞、債務危機、地產泡沫、貧富懸殊、社會

躁動、貪污腐敗、西方遏制等。 

絕大部分碰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結果都是經濟發展停滯、國家社會折

騰。中國能否成為少數的幸運兒，跨過此陷阱？ 

本書以時代對新一代領導人習近平的挑戰為經，以習近平如何推動各種改革

回應時代挑戰為緯，解構習近平改革新政的背後思維，助讀者釐清中國面對

的危與機。  

 

作者簡介：  

曾仲榮，從事新聞工作三十多年，現為《經濟日報》副總編輯兼總主筆。在

教學方面，現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碩士課程兼職講師，教授

「從新聞了解世界」課程，並為中文大學新聞學院講授「時事與思考方法」

等課程；近年並獲香港城市大學學生發展處、浸會大學全人教育教與學中心

邀請，舉辦環球金融、中國國情等系列講座。 

 

生社 / 通識科 1 



書名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作者 邁可．桑德爾 | 樂為良 (譯) 

出版 雅言出版 

ISBN 9789868271265 

內容簡介 

 

本書特色： 

在高等教育，桑德爾教授的「正義」課堂是一則傳奇。1980 年第一次開課，

學生只有 15 人，近年則每每破千，總是比第二熱門課還多出四五百人，累

計學生人數已超過一萬五，桃李遍及各界菁英。 

2009 年，哈佛決定把這門課向全球公開。作者不只把教學內容寫成本書，上

課實況還被剪輯成 12 個鐘頭，在美國公共電視播出。 

書名雖然標榜正義，重點卻是思考力的訓練。作者有教學天才，新聞事件信

手拈來都是正義思考的案例。要解釋康德，他使用柯林頓偷腥案。要解釋羅

爾斯，他搬出伍迪艾倫。 

要把理性帶進公領域，公民必須把自己的正義觀說出道理，不能只是「我說

我對就是我對」。本書目的正是邀請讀者做個自我檢視，搞清楚自己抱持哪

些信念，何以抱持這些信念。有了理性思辨，民主對話才能向上提升，不會

一直停留在互嗆叫陣的層次。 

作者簡介：  

當代知名哲學家。成名甚早，28 歲在牛津寫成的博士論文《自由主義與正義

的局限》於 1982 年由劍橋大學出版，即被公認為批判羅爾斯與自由主義的

代表作，被譯成八種語言。33 歲獲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Harvard- Radcliffe Phi 
Beta Kappa Teaching Prize)。2008 年獲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特別成就獎。 

作者尊重人人的思考力。不灌輸，只引導。他帶領讀者，在直覺反應與正義

原則之間，來回思考。身為知名的公共知識份子，他很早即對公共事務有濃

厚興趣。他在加州讀高中，17 歲擔任學生會主席，即曾邀請雷根總統(當時

還是加州州長)來校與他同台對談。 

生社 / 通識科 2 



書名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 

作者 Charles Duhigg 

出版 大塊文化 

ISBN / 

內容簡介 

 

本書特色： 

原來，人每天的活動中，逾 40%是習慣，而不是自己主動的決定。 

習慣的定義為：刻意或深思後而做了選擇，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不再思考卻

仍繼續、往往每天都在做的行為。一開始，我們會動腦決定自己該吃多少，

在辦公室該專心做什麼，該多久去小酌一次，或什麼時候該去慢跑。不過一

陣子之後，我們不再深思，也不再選擇，一切變成自動自發。這是我們神經

系統的自然反應。習慣成形後，人腦便停止全心全意參與決策過程，所以除

非你刻意對抗某個習慣，或是意識到其他新習慣存在，否則該行為模式會自

然而然啟動上路。 

幸好，習慣強而有力，卻也脆弱易摧；習慣會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出現，卻也

能刻意培養；習慣常未經同意便自行探出頭來，卻也能被拆卸重新組裝。 

本書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的重點在於每個人的習慣到底從何而來，深入探

索習慣養成的神經學原理，新習慣如何養成，舊習慣又該如何戒掉。 

第二部分深入分析成功企業與組織的好習慣，譬如一家面臨瓶頸的公司如何

靠著一個核心習慣而成功轉型，變成道瓊工業平均指數裡的第一優等生；也

說明當組織慣例亂了調，會犯下怎樣要命的失誤。 

第三部分檢視社會的習慣，看一位精神領袖如何替人們建立新的習慣而成功

改良社會觀念與風氣。最後還深入探究棘手的道德問題：英國一位殺人犯若

能頭頭是道說服他人自己是因習慣而殺人，能否因此重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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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紐約時報》得獎記者，二○○六年加入《紐約時報》，曾主筆或協助進行

系列報導，包括檢視企業如何試圖占高齡美國人便宜的《黃金商機》

（Golden Opportunities，2007）、研究金融危機前因後果的《罪惡的代價》

（The Reckoning，2008），並以《毒水》（Toxic Waters，2009）探討美國水質

污染惡化問題與執法者的回應。他近期特別追蹤研究蘋果公司。 

杜希格得過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全國新聞

（National Journalism）、喬治．波爾卡（George Polk）、傑洛德．羅布

（Gerald Loeb）等單位頒發的新聞獎項，並曾入圍普立茲獎二○○九年決

選。他上過《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PR）、《吉姆．萊勒新聞時間》（The NewsHour with Jim Lehrer)與《前線》

（Frontline）等節目。 

杜希格為耶魯大學歷史系學士、哈佛大學企管碩士。成為記者前在私募股權

業工作，並在舊金山當過一天驚險的腳踏車快遞員。杜希格先生會在幾分鐘

內沾染上壞習慣，尤其是油炸食品。他和擔任海洋生物學家的妻子以及兩個

兒子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兒子的習慣包括清晨五點醒來、晚餐時間亂扔食

物，以及露出迷人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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