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ISBN 書名 港幣定價 作者/編者/譯者 頁數

1 9789888284573 抗癌真經——我與癌症這九年 $85 傑人天相 192

2 9789888284368 大中華尋寶系列7湖北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鄔城琪   漫畫 歐昱榮   製

作 京鼎動漫
188

3 9789888284382 大中華尋寶系列8浙江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歐昱榮  漫畫 尚嘉鵬   製作

京鼎動漫
196

4 9789888284481 漫畫中國歷史15唐朝：璀璨大帝國（一）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尚嘉鵬 144

5 9789888284504 漫畫中國歷史16唐朝：璀璨大帝國（二）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尚嘉鵬 李宏日 144

6 9789888284566 鄧小平傳（1904-1974） $48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  1344

7 9789888284511 劉備心戰 $88 陳禹安 336

8 9789888284641 孫權心戰 $88 陳禹安 336

9 9789888284603 一本書完成藝術啟蒙 $150 [法]貝亞特麗斯˙豐塔內爾（Béatrice Fontanel）  著   李鈺  譯124

10 9789888284115 數據之巔：大數據革命，歷史、現實與未來 $118 涂子沛 352

11 9789888284665 在鄧小平身邊二十年—貼身警衛局長回憶鄧小平 $88 孫勇 272

12 9789888284580 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機要秘書詳談宋美齡 $138 張紫葛 376

13 9789888284337 唐宋家具尋微 $168 揚之水 232

14 9789888284597 一本書看懂世界格局 $88 王偉 288

15 9789888284771 新常態改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談大趨勢 $88 胡舒立　主編   吳敬璉 等著 256

16 9789888284658 蔣介石筆下的風花雪月 $108 竇應泰 352

17 9789888284429 大中華尋寶系列9甘肅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鄔城琪  漫畫 尚嘉鵬   製作 京鼎動漫196

18 9789888284528 大中華尋寶系列10陝西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鄔城琪  漫畫 尚嘉鵬   製作 京鼎動漫196

19 9789888284795 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 $118 陳平原  夏曉虹  編註 378

20 9789888284719 圖像晚清：《點石齋畫報》之外 $118 陳平原  392

21 9789888284672 妖怪學講義錄（總論） $78 ［日］井上圓了  著   蔡元培  譯 256

22 9789888284849 關羽心戰 $88 陳禹安 416

23 9789888284832 司馬懿心戰 $88 陳禹安 336

24 9789888284788 中國畫色彩的獨立語言 $200 申少君 272

25 9789888284634 漫畫中國歷史17五代十國：大分裂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孫軼彬 144

26 9789888284856 逝去的武林 $88 李仲軒  口述     徐皓峰  撰文 352

27 9789888284863 武人琴音 $78
徐皓峰  徐駿峰    撰文

韓瑜    口述
288

28 9789888284870 高術莫用 $98 李幗忠  徐駿峰  著 480

29 9789888284894 人性之根：互聯網思維的本質 $80 陳禹安 200

30 9789888284900 瘦身1：9——減肥一分靠運動，九分靠飲食 $78 [日]森拓郎(Mori Takurou)  著   沙亮  譯 224

31 9789888284887 周恩來最後600天 $168 顧保孜  著   杜修賢  攝 512

32 9789888284764 中國經濟的舊制度與新常態 $88 郎咸平 256

33 9789888284825 超譯論語 $98 安冨 步　編譯     沙亮　譯 312

34 9789888284689 讓孤獨成為你的個人時尚─給社會新鮮人的哲思錄$78 周國平 256

35 9789888284696 給都市人的150個哲思感悟──找回你內心的蘇格拉底$80 周國平 328

36 9789888284801 八年抗戰之經過 $148 何應欽 編著 496

37 9789888284740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1932－1936 $108

萬斯白（Amleto Vespa）　著

文緣社　康狄　譯   多國麗　校譯 320

38 9789888284924 宋慶齡與她的衛士長 $78 湯雄 224

39 9789888284542 大中華尋寶系列11江西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鄔城琪  漫畫 歐昱榮  製作 京鼎動漫180

40 9789888284702 太監談往錄 $98 信修明 等　著   周春暉、朱家溍 記 312

41 9789888284726 皇陵舊照裡的清史 $238 徐廣源　著 576

42 9789888284931 漫畫中國歷史18北宋風雲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潘廣維 144

43 9789888284948 漫畫中國歷史19南宋偏安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歐昱榮 144

44 9789888284610 大中華尋寶系列12江蘇尋寶記 $85 編創 孫家裕  編劇 鄔城琪  漫畫 尚嘉鵬  製作 京鼎動漫180

45 9789888200832 全球大變局：南環經濟帶將如何重塑我們的世界 $118 約翰˙奈斯比特、多麗絲˙奈斯比特（John & Doris Naisbitt）著張岩、梁濟豐、遲志娟 譯336

46 9789888284962 乖，摸摸頭 $98 大冰 288

47 9789888284955 漫畫中國歷史20元朝：遼闊的帝國 $78 編繪 孫家裕    主筆  歐昱榮 144

48 9789888284986 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 $98 陳平原  著 264

49 9789888284818 魯迅的朋友圈 $98 陶方宣、桂嚴  著 352

50 9789888284979 夜話港樂2──填詞人X天王巨星X勁歌金曲 $108 何言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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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9789888284917 庭院深深釣魚台：我給江青當秘書 $98 楊銀祿 336

52 9789888284238 圖解中醫（基礎篇） $78 羅大倫  于春華 編繪 192

53 9789888369027 華萊士：日本侵華史調查 $98 歐文˙華萊士(Irving Wallace) 著   王金鈴 譯 288

54 9789888284993 張國榮：不如我們從頭來過 $88 關熙潮 256

55 9789888369003 家國夢縈：母親廖夢醒和她的時代 $148 李湄 480

56 9789888369065 國學概論講話 $78 譚正璧 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