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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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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nica, S. W. Mak 
(2021).  
Milk Craze: Body, 
Science, and Hope in 
Chin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Why do the Chinese, who are mostly lactase non-persistent, suddenly 
thirst for milk today? Whether it is formula milk, fresh cow milk, or tea 
with condensed milk, the rocketing milk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China are of increasing global food safety,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concerns. This talk will discuss the developments in China's dairy 
industry and dietary dairy consumption, cross-nationally and globally, 
and more specifically in two localities: Shunde and Hong Kong. This talk 
will illustrate the Westernization or dramatic change of diet in China too 
often obscures structural, educational, occupational, and social stresses 
and constraints, while naturalizing the dubious redefinition of health, 
cognitive performance, and ideal body shape as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and imperative. 
 

李家文 (2021)。 

武藝傳承：香港葉問
詠春口述歷史。 
香港：三聯出版社。 

 香港詠春一代宗師葉問逝世半世紀，期間葉問詠春在多年來一直傳

承下去，至今已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加上近年葉問系列的電

影、相關紀錄片，繼而使葉問詠春得以發揚光大。學武之人聯同傳

播學者致力向大眾剖析自己追求的武藝與堅持。葉問詠春面對種種

挑戰，如何自強、傳承保育發展，找出自己的發展路向？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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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y Z. Peng, Chia-
Huei Wu. (Eds.). 
(2020).  
Emotion and Proactivity 
at Work: Prospects and 
Dialogues.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Individuals’ behaviours at work are known to be shaped by cold, or 
cognitive-motivational, processes as well as hot, or affect-motivational, 
processes. To date, research on employee proactivity -- or their self-
initiated, future-focused, and change-oriented work behaviour -- h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cold’ side. But emotion has been proposed to 
‘energize’ employees’ proactivity, especially in interdependent and 
uncertain work environments. In this pioneering work, expert scholars 
offer new thinking on the process by examining how emotion can drive 
employees’ proactivity in the workplace and how, in turn, that proactivity 
can shape one’s emotional experiences. 
 
Sharon K. Parker,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s in the field, from 
Curtin University commented that “The discussion of emotion and 
proactivity will be enriched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volume. It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for anyone wanting to get up to speed 
on this topic, and is a terrific source of new ideas for budding PhD students 
or other scholars looking for new inspiration.” Thomas Rhys Evans from 
Coventry University also said, "This text represents a bounty of expertise, 
perspectives, and cutting-edge developments surrounding proactivity and 
emotion. It establishes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which will lead the field 
for years to come."  
 

Yu, Fu Lai Tony 
(2020).  
Subjectivism and 
Interpretative 
Methodolo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them 
Press.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in general and economics in particular 
are dominated by the method of logical positivism in the British tradition. 
In contrast to the British philosophy, ‘Subjectivism and Interpretative 
Methodolog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dopts subjectivism and 
interpretation methodology to understand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action. 

 
Unlike positivism, this subjectivist approach, with its root in German 
idealism, takes human experience as the sole foundation of factual 
knowledge. All objective facts have to be interpreted and evaluated by 
human minds. In this approach, experience, knowledge, expectation, 
plans, errors and revision of plans are key elements. 

 
Specifically, this volume uses the subjectivist approach originated in Max 
Weber’s interpretation method, Alfred Schutz’s phenomenology, and 
Peter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s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economic and social phenomena. The method brings human 
agency back into the forefront of analysis, adding new insights not only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ut also in sociology, politics,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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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峯 (2020)。 

葬之以禮：香港殯儀
文化初探。 
香港：中華書局。 

 從社會史的角度， 探索近代香港的殯儀文化及其演變。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階段，在世的人與去世的人因死亡而分

別，喪禮正是在世的人對去世的人的正式道別，也具有安撫死者家

屬情緒的作用。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喪禮有人倫社會網絡的建構功能。通過喪禮程

序的安排，展示出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尊卑、親疏、男女有別、長幼

有序等社會關係。在今日的香港社會中，傳統華人信仰的式微與西

方文化的傳入，使香港居民的殯儀文化產生了極大的改變，從歷史

的角度來分析這個轉變的起因與過程，也是一種相當有意義的學術

工作。 

 

殯儀業對大眾來說，是一門較為令人好奇的行業。本書另有兩個附

錄，分別為兩位殯儀從業員的口述訪談，藉此讓讀者理解他們的日

常工作與感受。 

 

梁操雅、梁超然、區

志堅 (主編) 

(2020)。 

多元視角：二十一世
紀中華歷史文化教育
（上下冊）。 
台灣：秀威資訊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全球多個地區均推行改革歷史教育的政策，尤以中國內地、香

港、澳門及臺灣，不只是改革中小學及高等院校歷史教育課程，中

小學在進行新的歷史教育課程下，出版新的一套有關中國歷史及世

界歷史科教科書。至於歷史教育的施教方面，也強調師生的學與

教，也進行優化已有教育科目。同時，海峽兩岸四地從事歷史教育

的教、研人士，在討論歷史教育之餘，也致力引用電子科技、數據

資料庫、圖像教學，多注意從實踐中提升中華文化、歷史教育與二

十一世紀學術環境的接軌工作。而收錄在本書中的各篇論文，多強

調走在二十一世紀，為吸引年青人注意歷史教育，必先提升同學們

對歷史文化的興趣，希望教育界先從他們的生活環境，提取材料，

引發同學們對歷史文化的好奇心，再在此基礎上培育對歷史文化的

興趣，更可以多邀請學生參與教學活動，「動手動腳找材料」，互

動及活動教學尤為重要，教員也由知識傳授者，變成知識的引導

者。因要注意提升學生對四周生活環境的關注，故也注意進行情景

教育，注意學生對問題的感受，從多元感覺、日常生活學習及運用

知識。現時歷史教育也應多注意配合運用現代電子科技、電子圖

像、虛擬實景等施教工具設計課程，培育學生多元視角，配合課堂

教材及授課內容，使走出課室與課室內教學、校本教學，互相配

合。本書主要分為上下冊。上冊為教育行為卷，主要為學者及教員

研究區域歷史教學和合作、清末民初歷史教科書、當代臺灣中學歷

史敎育、性别口述歷史教學、香港中國歷史科電子教學、初中非華

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的課堂研究等，多為研究歷史教育的理念、構

想及課程設計。下冊為教育現場卷，課題為：生命教育、以蓮花寶

塔、盂蘭文化節、擬孫中山史蹟徑VR教學、研學旅遊等為研究歷史

教育的個案，教員在實踐學與教時遇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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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志堅 (2020)。 

杜葉錫恩的教育思想
及實踐。 
香港：中華書局。 

 杜葉錫恩女士，為香港著名的社運家及教育工作者，多年來服務香

港和為社會基層爭取權益。杜太雖生於英國，能以流利的粵語及普

通話交流。杜葉錫恩著名的事蹟為在1960年代，時有小巴商會及司

機向她投訴小巴職工與香港警察勾結收取保護費，其後杜葉錫恩明

查暗訪後，直接到英國說服部份英國國會議員批准成立廉政公署，

打擊香港貪污行為。同時，1966年發生蘇守忠反對天星小輪加價事

件，杜太一方面協助蘇守忠先生，與港英政府抗爭，日後，積極為

香港普羅大眾向港英政府爭取權益，她又特別為工人及婦女爭取權

益，日後成為港事顧問。1951年遇見了杜學魁校長，兩人創立慕光

英文書院，為50年代香港清貧子弟提供知識改變命運的教育機會。

她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為基層爭取權益，自創辦慕光英文書院，任

校監及校長之要職，對學校發展及建立學校教育甚有貢獻，因為杜

校監對社會、對貧苦大眾及教育事業具有極大的貢獻，故受到其時

教育界、工人、低下層人士及貧苦大眾的稱譽，她作育英才的貢

獻，尤為政府及校友的稱許。此外，杜太與香港樹仁大學校監胡鴻

烈博士、校長鍾期榮博士甚有交往，於八、九十年代，杜太與胡校

監、鍾校長不少論辦學及香港法律施行問題的書信，故是次撰寫

《杜葉鍚恩教育思想及實踐》一書，主要運用有關杜太檔案、書信

及口述歷史等資料，研究杜太實踐了慕光英文書院「明理愛光」的

辦學理念，其辦學時與港英政府、教會辦學思想的衝突，及從香港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至回歸後的社會、教育、經濟及文化發展的角

度，把杜太生平放回時代背景，研究杜太思想、言論與當代香港社

會發展的互動關係。 

 

潘志賢、葉映均、區

志堅 (主編) 

(2020)。 

節慶與傳播：七夕文
化。 

香港：中華書局。 

 農曆七月初六或初七，為中國傳統的七夕節慶活動，早於先秦典籍

《詩經》，已有記載天上牛郎星及織女星，二星屬天上的星宿，未

具有人間愛情故事的意思。日後，隨時代演變，文人及民間為此二

星宿加上不少美好的神話傳說，使七月初六或初七成為情人相會的

節日，故也名為七夕節，更相傳未婚女子在當天晚上求織女賜予精

美手巧工藝，求覓得如意郎君，不少男子也在當天求上天賜予功

名，故七夕也具有「男主功名」及「女求乞巧」的意義，不同的性

別在七夕夜向上天求福，故仕女而言，七夕節又名「乞巧節」，可

見七夕又是一個男耕女織，中國農業社會的節慶活動。其後，此節

慶更流播於亞洲列國，中國的七夕文化得以結合當地社會習俗，在

別國流傳。中國國務院也於2006年把七夕節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本書編者為了進一步使群眾多了解七夕文化的緣起、歷

代演變、在亞洲地區發展，七夕文化怎樣結合當代非物質文化、電

子文化及今天節慶形式，得以具體呈現，故邀請海內外道長、學

者，撰寫研究七夕文化的論文，藉此探討七夕的過去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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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皓媛、區志堅 (合

著) (2020)。余達之
路：糖薑大王與戰後
香港。香港：香港城

市大學出版社。 

 

 相信不少香港人已多了解九龍城又一村的情況，它是一個寧靜的社

區，也是今天香港城市大學所在地，而貫穿整個社區的「達之路」

（Tat Chee Avenue），是殖民地年代香港極少數以華人姓名來命名

的街道之一，以表揚余達之先生對香港工業及教育事業的貢獻。然

而，至今尚未多學者研究余先生與香港歷史發展的關係，故本書的

兩位作者，從二次大戰至上世紀五十年代，結合商會檔案、口述歷

史等資料，研究余先生香港開拓糖薑事業，戰後更多次率領香港的

商會代表，參加英國工展會等國際商業活動，在展覽期間更獲皇室

成員接見，重新開拓香港糖薑事業的英國市場。旋於五十年代初，

余先生又多次率領商會成員往美國，與美國商貿專員會面，成功開

拓香港工業產品在美國發展。還有，余先生早於五十年代，已向政

府建議發展觀塘區官辦的工業大廈，並建議港府應為觀塘市民興築

廉租房屋，此均為日後觀塘工業區及公共房屋發展建立規劃。同

時，余先生有感社會上中層人士，未能享受較寬敞的生活空間，故

建議在九龍塘區建設較便宜的私人住宅平房，並推動又一村建屋計

劃，余先生也推動兒童教育，既是出任香港小童群益會的華人副會

長，也是又一村小學的創辦人，以上的重要課題，均是本書作者探

究的地方。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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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裕，魏楚雄 
(2019)。 
《政事論》國際政治
思想研究。 
北京：時事出版社。 

 《政事論》是古印度一部論述治國安邦策略的名著，一般認爲它是
孔雀王朝開國君主旃陀羅笈多的宰相憍底利耶所作，書中包含豐富
的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等思想。本書集中研究了《政事論》所
蘊含的國際政治思想，探析其與當代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現實主
義理論的異同，力圖在傳統的古代經濟史與社會史之外，進一步發
展其在政治思想史與戰略文化上的價值，實現“已有材料的創新應
用” 

 

周佳榮，黎志剛，區志
堅 (2019)。 
五四百周年︰啟蒙、
記憶與開新。 
香港：中華書局。 

 「五四」是近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一個歷史時期，大師輩出，言論百
花齊放，北大和清華等院校，保守與革新，均能就國家的復興與現
代化提出各自的見解，他們的所思所論對近百年的中國發展影響甚
遠，有的議題即使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繼續討
論與反思。作為啟蒙的「五四」，百年來已是中國人的記憶，成為
近代中國的文化符號。在深入探討和客觀反思的同時，更應注意
「五四」開創的新思維、新事業和新方向。這個基礎是中國邁向新
的百年的起步。 

 

為了籌備和紀念五四一百周年，主編廣邀海內外學者撰文，就不同
的角度表達對「五四」的見解。本書所收的四十多篇文章，分別來
自不同地區和機構的專家學者，正好呈現了「五四」多元的樣相。
按照文章的內容，粗略分為四輯︰一、五四新文化的反思；二、五
四在各地的迴響；三、五四新文學和教育；四、五四人物與學派。
既回顧了百年來的五四運動史研究，又論述了新文化運動如何開 
展，尤其是新文學及教育、學術方面的人物、學派和作品等；五四
運動在各地的迴響，近如天津，遠至南洋，還有幾篇文章探討五四
與香港的關係，反映了大家對這領域的重視，可以視為本書特色之
一。 

 
香港「五四」百周年的紀念出版物中唯一一本具原創元素的論文集。內
容豐瞻，角度多元，作者涵蓋海內外，內容涉及宏觀的反思，也有
微觀的人物、地方、學派、教育文學等方面的研究。作為啟蒙的
「五四」，百年來已是中國人的記憶，成為近代中國的文化符號。
在深入探討和客觀反思的同時，更應注意「五四」開創的新思維、
新事業和新方向。這個基礎是中國邁向新的百年的起步。給每一個 

關心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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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峰 (2019)。 
圖解中華人民共和國
史。 
香港：中華書局。 

 簡明國史教材，實用國情讀本： 
1、從共和國成立到三大改造完成，從整風反右到文革浩劫，從十一
屆三中全會到中共十七大，六十年曲折歷程，脈絡清晰可見； 

2、既寫輝煌成就，又講沉痛教訓，引人深入思考； 
3、附錄《重要人物簡介》、《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簡表》，以及延
伸閱讀書目，為讀者提供更多相關信息。 

區志堅 (主編) 

(2019)。 
博愛百年 恩澤萬
家。 
香港:商務印書館。 

 第一冊：《博愛百年——懸壺助眾生》 博愛醫院自 1919 年成立
以來，經歷百年耕耘，從當日元朗區的單一醫療機構，躍升為今天香
港其中一個甚具規模的慈善團體。百年來博愛醫院上下同心協力，本著
「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宗旨服務社群，為社會大眾提供多元化服
務。時至今日，博愛的服務單位遍佈全港九新界，竭誠為社會不同階
層市民提供優質的中西醫療、牙科服務、長者服務、家庭及青少年服務
和教育服務。 本書是一本博愛百年發展史，當中除詳細記錄博愛近
年在多項服務上積極創新的成果，更以大事年表方式回顧機構百年
歷史，肯定歷代前賢艱苦奮進的努力。書中也記錄博愛百周年慶祝活
動，並由博愛醫院己亥年董事局百周年主席展望博愛未來的發展期
許。 第二冊：《恩澤萬家——博愛滿香江》 博愛醫院創立一世紀以
來，一直與香港結伴成長，成為了不少市民的集體回憶。為見證博愛醫
院「博愛百年．恩澤萬家」的宗旨，本書採用口述歷史形式訪問了一百
位「博愛醫院百周年大使」，當中包括博愛醫院董事局成員、政府官
員、藝人、善長、員工、服務受惠者等，記錄他們與博愛相交的點滴，
呈現博愛堅守基業、力求創新的珍貴畫面。 書中一百個被訪者雖各具
不同背景，卻發揮自己的角色，體現「博施濟眾．慈善仁愛」的精神，
娓娓道出他們被博愛感動的故事。博愛醫院感謝政府、前賢、市民歷
年來的支持，使機構能以愛與各人共同編寫博愛故事。 

 
周德慧，盧德臨，趙雨
龍，盧慧芬 (2019)。
護航復元—思覺失調
的療癒。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
版社。 

 

 

思覺失調如同「不速之客」，不請自來，不但帶給個人痛苦，對家
人而言，更是一種不能言喻的傷痛。然而，思覺失調並不可怕，只
要得到適當的治療，患者可以一步一步康復過來。本書由多位精神
科醫生、心理學家、社工、註冊職業治療師撰寫，從多角度釋述思
覺失調的定義、成因及病理，當中特別著重介紹治療思覺失調的方
法，除了藥物治療外，還有一些成效顯著的心理治療或支持方法， 
包括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家庭治療
(Family Therapy)、藝術治療(Art Therapy)、聽聲小組(Hearing 
Voices Group）等，幫助患者邁向復康之路，並讓患者的家人、朋
友及照顧者懂得如何與患者同行。 

 

除了解釋病理外，本書分享了多個真實個案，讓大眾進一步了解復

元人士的心路歷程，從而破除誤解，協助他們融入社會。最後提供

本港各類型復康資源的資料，協助復元人士及其家人找到最合適的

社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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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寶齡，區志堅，陳財
喜，伍婉婷，司徒毅敏 
(2019)。 
發現香港──非物質
文化遺產在香港。 
香港：中華書局。 

 2017 年，香港特區政府公佈首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共 20 項。本書就此 20 項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方面細述每個項目

的發展演變，同時亦訪問了各項項目的代表人物，提升公眾對文化保育

和承傳的意識。 
 

◇ 首本介紹 20 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專著。 

◇ 可配合中學通識及歷史課程的相關內容。 

◇ 書內包含各項代表作的人物口述訪問，具保存價值。 
 

每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背後均有一個故事，並蘊含著中華文化

的精粹和特色。讓我們齊來保育，傳承本地文化，深入認識 20 項「香

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齊來保育，20 項「香港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作名錄」多面睇。 

 
畢宛嬰，黄虹堅，張勵
妍，余京輝 (2019)。
新編說好普通話。 
香港：培生香港。 

 本書根據《小學普通話科課程綱要》編寫，通過聽說讀寫的有效訓
練，提升學生的普通話口語溝通能力，並增進有關的語言知識。配套完
善，配合初小學習漢語拼音。 

Li, Y. M. R. (2019). 
Construction safety 
informatics. 
Singapore: Springer. 

 This book examines construction saf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cs and econometrics. It demonstrates the potential of employing 
variou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roaches to share construction safety 
knowledge. In addition, it 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etrics in 
construction safety studies, such as a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used to 
create a construction safety index. It also discusses structure equation and 
dynamic panel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safety claims. 
Lastly, it describes the use of mathematical and econometric models to 
investigate construction practitioners’ safety. 

Yu, Fu Lai Tony & 
Kwan, Diana S. (Eds.) 
(2019).  
Contemporar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ingapore: Palgrave 
111Macmillan. 

 This book is the product of a team-teaching course entitled,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fered to the final-year students of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at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In this 
volume, the authors comprehensively survey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affairs. Topics in this volume cover 
Christianity-Islam confrontation; ISIS and anti-terrorism; North Korea 
and Taiwan-Strait Crises; China’s rise as a global power; Brexi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tcoin; same sex marriage; global warming;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This book can be used as a reader or textbook in courses such 
a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r as a reference for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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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銶，鮑紹霖，麥勁
生，區志堅 (2018)。 
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
探論。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
版社。 

 在過去英治時期，香港本地歷史教育不受重視，而「中國因素」對於
香港歷史的發展亦往往被淡化。今天，中國處於全球化的跨國空間， 
加上「一帶一路」納入中國的發展策略，「中外交往」這個一直備受
關注的課題更形重要，我們必須具備一個立體多維、溯源歷史、著眼
互動的國際視野，才能掌握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形勢。 

 
本書立足於這種大視野的格局，重新審視及探論中國與各國的歷史。
全書收錄了「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多位來自內地、香港、澳
門、台灣、美國、日本等地學者的研究成果，分別從中國知識分子的世
界觀、中國對外關係、中外文化互動等角度，分析及考證自古至今中國
與世界的關係。這些研究作品打破了傳統國際史的研究主調， 不局限
於以外交為框架，嘗試從各種專題，例如政治活動、經濟貿易、憲制制
定、傳媒刊物等研究，深入描述外國和中國的相遇和交融。 

 
近年中國政府大力推動「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香港
的歷史教育及研究方面也應該把握其獨有的文化與特色，從中國幅射
到亞洲及至世界，藉著探尋歷史，反思現在，從以展望未來中國與國
際關係的發展。 

 

陳鏸勛，莫世祥(編) 
(2018)。 
香港雜記（外一種）。 
香港：三聯書店。 

 本書輯錄了《香港雜記》、《勘建九龍寨城全案》兩種珍貴的香港研
究史料，堪稱一部了解十九世紀香港社會的百科全書。其中成書於一
八九四年的《香港雜記》，陳鏸勳以精練的文字，全面展現了十九世
紀香港與南九龍地區的社會概貌，是香港本地華人學者撰寫的第一本
香港史中文著作，開拓了研究香港史之先河，一直影響至今。《勘建九
龍寨城全案》則揭示出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之後修建九龍寨城、炮臺等
防務設施的內情，反映了當時九龍地區社會發展的狀況，是幫助後人
了解與研究英佔九龍之前該地區社會面貌的重要資料。 

周子峰 (2018)。 
圖解香港史（合訂
本）。 
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學者寫給香港人的歷史普及讀物《圖解香港史（遠古至一九四
九）》、《圖解香港史（一九四九至二零一二）》二書自出版以來， 
一直深受社會大眾及學界歡迎，為便利閱讀及使用，特將兩書合併， 
並更新部分內容。 

本書特色： 
*按歷史時序，梳理從遠古到回歸後香港的發展軌跡，以 2012 年為下
限。 

*左文右圖，輕鬆解構香港歷史的發展脈絡，一目了然，易讀易記。 

*章末附重要人物簡介，以人帶事，呈現了解正史的第三視角。 

書末附香港大事年表、歷屆香港總督、歷屆特別行政長官和延伸閱讀， 提

供更多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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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承洲 (2018)。 
戊戌集：宋元明清文
學論稿。 
南京：鳳凰出版社。 

 

該書是作者的一本自選集，從三十年來撰寫發表的論文中精選三十
篇，按研究文體分為“詩論編”、“文論編”、“曲論編”、“稗論
編”（上， 論短篇小說）、“稗論編”（下，論長篇小說）等五編。
作者長期在高校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工作，主要講授宋元明清文
學，研究興趣集中在古代小說領域，雖然也寫過幾篇詩文、詞曲方面
的文章，多數還是研究古代小說的論文。故本集以稗論居多。因作者於 
2013年出版過一本專題論文集《古代小說與小說家》（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 故凡已入選《古代小說與小說家》的論文不再重收。 
 

高崇，劉志軍 (主
編)(2018)。 
中國轉型與創新:經濟
社會學視角。 
香港:香港樹仁大學。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14篇提交給中國社會學會南京年會（南京大學） 
“經濟社會學：理論評析與中國經驗（第八屆）”分論壇的論文。這
些論文從不同方面透視出經濟社會轉型和創新的複雜性，不但包括了
探討社會轉型與各種不平等的多篇論文，還收錄了研究分析各種創新
的論文，劃分為四個部分。關於經濟社會轉型帶來的各種不平等問
題，有四篇論文做了深入探討。對於經濟和社會創新方面的研究，有
三篇論文選取不同新現象新個案開展討論。對於社會轉型對於職業選
擇、職業教育和職場文化的影響，也有三篇論文進行深入分析。在市
場化轉向過程中，市場經濟理念與人情、志願行動、價值多元和族群
特性等非經濟因素互動方面，也有四篇論文運用實證材料做出分析。  

 

何祥榮 (主編) 
(2018)。 
駢花儷葉。 
香港:香港樹仁大學。 
 

 本集為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師生的辭賦駢文創作集。收錄自二零一六
年至二零一八年中文系師生之作品。文中分為「駢文篇」、「賦篇」
兩部份。文章之題材多為遊記、書信、謝啟、贈序等。作品大多對偶
工穩、聲律諧叶、辭采精美，言情體物，窮極工巧，率多佳作，亦頗
能體現以古代文體抒寫新時代之特色。諸如《七月尋晦翁遊學故地追
記》、《謝父母啟》、《謝何恩師啟》、《贈友人之江之島序》、
《哀垓下之圍賦》、《登樹仁賦》…允稱傑構。  
 

李樹甘，羅玉芬
(2018)。 
宗教與香港－從融合
到融洽。 
香港:香港樹仁大學。 
 

 本書旨在介紹植根香港的中外宗教、綜合它們在本地的情況，包括對
社會發展的角色，以及探討香港作為多元宗教共融的獨特性和前景。
本書是以前作《香港宗教與社區發展》的基礎下增潤而成，架構及部
分內容亦作出修改，務求讓讀者更清晰理解本書所載的內容、更有效
運用本書於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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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偉，黃仲鳴
(2018)。 
數風流人物 ── 香
港報人口述歷史。 
香港：天地圖書。 
 

 在史學上，口述歷史是極重要的一環。當事人的親身經歷，可補歷史
的不足，可證歷史的真偽。本書訪問了二十八人，包括報業經營者、
管理階層、編輯、記者等，都是當代香港報業的風雲人物，他們傾其
一生，或大半生在報界打滾，所經歷和處理過的新聞，斑斑可考，還
披露了很多內幕、不為人知的第一手資料。透過他們的闡述，當可得
知，香港自一九五○年代至九○年代的報業發展狀況。方今紙媒式
微，他們的時代過去了。有六位被訪者，在訪談後已先後過世，他們
所說彌足珍貴。新聞不會死，今朝或今後將如何？又有多少英雄冒
起、在數碼時代競折腰？  
 

莫世祥 (2018)。 
近代澳門與香港經貿關
係研究——以澳門經濟轉
型為中心。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澳門：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文化局。 

 港英政府和澳葡政府相繼將香港和澳門開放成為自由港，並且按照各
自的管治理念，分別對所轄自由港的頂層設計及其內部機製做出不同的
製度安排，致使港澳自由港各自的運行製度存在明顯的差異。苦力貿易
和鴉片貿易曾經引領港澳兩地進入畸形繁榮，卻因踐踏自由貿易的道
德邊界而相繼受到限制和*終被取締。在非常規貿易被限制和被取締的
過程中，常規貿易自然取而代之。博彩業在近代澳門是一枝獨秀，它
將澳門從先前擁有數百年悠久通商歷史的轉口貿易城市，變成以博彩
為主業的休閒旅遊消費城市。至此，澳門完成終由博彩業主導的近代
經濟轉型。 

彭淑敏 (2018)。 
逝者善終、生者善別：
圖解香港華人喪葬禮
俗。 
香港：衞奕信勳爵文物
信託。 

 本書期望打破禁忌，以現時香港普遍採用的華人喪葬禮俗為對象，從
殮、殯、葬入手，分別以儀式和用品作初步理解，內容以照片、繪畫
及文字解說互相配合，讓年青人瞭解背後的文化意義，掌握本港華人
喪葬禮俗的基本知識。 

王家琪，甘玉貞，何福
仁，陳燕遐，趙曉彤， 
樊善標 (2018)。 
西西研究資料。 
香港：中華書局。 

 西西是華文界十分重要的作家，其成就早受肯定，自上世紀六十年代
以來，各地研究、述介其作品的文章甚多，為免這些研究資料流失， 
於是有此匯編的計劃。我們相信，這麼一本書，對香港文學有深遠的
意義，既為保存資料，對研究、討論西西的寫作，一定大有助益；可
以減免研究者、讀者搜集之勞，同時也可以作為其他研究的參照。 

 

本書分門別類，包括：評論（綜論、專論）、訪談、報道、學位論文 
（提要）等等。綜論、專論為篇幅較長的論文，多為理性的閱讀分析； 至
於簡評、述介，以至訪問、報道之類，篇幅雖短，既有說理之作， 也不
乏感性的筆觸，同樣具有參考的價值，幫助我們從各種角度立體地認識
一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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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dotti, R., Wong, K. 
Y., & Chan, K. S. A. 
(Eds.) (2018).  
Deleuze and the 
humanities: East and West.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Ltd. 

 The volume is inspired by Gilles Deleuze’s philosophical project, which 
builds on the critique of European Humanism and opens up inspir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renewal of the field. The book gathers leadi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Deleuze, while also bringing together scholars from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e West), as well from Asia (the East), in order to 
create a lively academic debate, and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and 
expansion of the field. 

 
It provides both critical and creative insights into some key issue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More specifically, the volume 
hopes to start a critical evaluation of the reception and creative adaptation 
of Deleuze and of other Continental philosophers in the Austral-Asian 
region, with special focus on China. 
 

Cheung, Yuet Wah & 
Cheung, Nicole Wai 
Ting (2018).  
Psychoactive Drug Abuse 
in Hong Kong: Life 
Satisfaction and  Drug 
Use.  
Singapore: Springer. 

 This book studies young people’s use of psychoactive drugs and it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in Hong Kong. Specifically, it focuses on how 
life satisfaction may affect drug use among a sample of psychoactive drug 
users in Hong Kong. The book addresses the dearth of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young people’s life satisfaction in their drug abuse and engagement in 
other risk behaviors in Hong Kong. It also examines how changes in the 
drug scene from heroin addiction to psychoactive party drug use since the 
late 1990s has necessitated a deeper exploration of the subculture of young 
people, which shapes thei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regarding how they 
structure their lives and how they perceive the risks of drug use,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trend of normalization of recreational drug use. 

 
Readers will benefit from the results of a rigorous analysis of a unique set of 
longitudinal data that reveal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drug use among young 
psychoactive drug users, academic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social 
science theory and research on young people’s drug use,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for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ervices for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other Asian societies.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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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志堅，彭淑敏，譚嘉
明 (2017)。 
南丫島人說故事。 
香港:衞奕信勳爵文
物信託。 

 香港從古至今，南來族群絡繹不絕，過去已有不少學者注意離島族
群發展為香港發展史不可或缺的元素，離島居民為香港發展的努力， 
前人如秦維廉編《南丫島深灣：考古遺址調查報告》已證明古代已有先
民在南丫島居住及發展，除了地球之友編《南丫島》，金子晴彥著〔陳
慧聰譯〕《南丫島》，鄭敏華、周穎欣的《南丫島故事》及一些節日慶
典文獻，如南丫島鄉事委員會編《南丫島鹿洲天后廟重修開光慶典
特刊》外，較少把於離島區的原居族群和移民族群的故事，納入香港社
群及社會發展研究視域內。是次項目的定點範圍是南丫島北段居民
口述歷史故事，透過今次口述歷史訪談，我們初步了解南丫島的發
展和變遷，可以足證香港社會的變化，正如南丫島鄉事委員會主席
陳連偉先生談及：「南丫島是香港島的唯一未完全開發的後花
園！」 

 
今天這座後花園正面臨香港發展洪流的考驗，從上世紀五、六十年
代，主要從事蔬菜農業、捕魚業等產品供應香港島居民外；至八十年
代，中國內地改革開放，農產品大量輸港，由於價廉物美，南丫島的蔬
菜和豬肉供應鏈，才漸漸受到影響。也因為發展需要，南丫島的地理位
置關係，上世紀七十年代興建發電廠，大量工程技術人員進駐， 令這個
小島突然熱鬧起來，外籍工程師和家屬的進駐，為南丫島帶來了新
的發展機與大量村屋租賃、改善了供水供電工程和輪船服務班次，
為離島居民帶來了不少便利及改善。時至今天，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南
丫島可愛的民風和習俗，島上原居民和部份外籍人士移居入南丫島，更
成為當地的外籍人士之租客，他們共同構建的一個和諧特色社區：無大
型超巿、無美式快餐連鎖店、無連鎖便利店，為甚麼外國人獨愛這個居在
島上呢？重新理解和探索南丫島的環境及歷史，相信可以回應我們今天遇
見都市化背後的種種思考和觀照；同時，也可見外來文化的輸入，怎樣
與當地文化日漸調和，而本計劃為區內進行口述歷史訪問，深信可以
提供這方面的答案。 

 
陳自強，盧芷晴，龔文
尉 (2017)。  
建立孩子未來的鑰
匙：培育孩子的執行
功能技巧 。  
香港：香港樹仁大學
輔導及心理學系。  

 近年腦神經科學及成長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從幼童的大腦成長，為
人們提供了一個寶藏，了解支持人類正面成長、處理日常生活及適
應不同環境的主要能力，與由大腦前額葉所管理的一系列執行功能
有密切關係。這本「建立孩子未來的鑰匙: 培育幼童的執行功能技巧」
實用手冊， 盼能幫助家長及老師，更加認識和了解幼童大腦前額葉
的成長及執行功能技巧的良好發展，不僅有助孩子早期認知、身心及
社交的發展，更是支持孩子終身學習及幫助他們建立良好未來的寶
庫。 

張少強，梁啟智，陳嘉
銘 (主編) (2017)。 
香港．社會．角力 。
香港:匯智出版。 

 香港曾經自命「繁榮安定」，有著各式各樣超卓發展，但如今自怨「社會
撕裂」，存在變本加厲的多重角力。現實的落差何以如此巨大？局勢的
變化又何以如此急遽？這是研究當前香港必須思考的重大議題。
就此，本論文集分有上下兩編，合共十一篇論文，嘗試找出當中的關
鍵、梳理有關的要點。上編名為「想法之爭」，旨在尋找香港一直帶著
甚麼錯綜複雜的思想意識，當中探究的題目包括有混雜身分、地緣想
像、世代分歧、排斥移民、語言之爭，以及主體扣連。下編名為「肢體
之爭」，旨在揭示權力如何控制人的身體，而人又如何以血肉之軀來作
出抗爭，探究的題目則有生命政治、社區打造、民眾衝突、公民抗命、
集體暴動。希望通過這些探討，能令大家對當前的香港局勢有更深入的
理解，並引來更多切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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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崇，劉志軍 (主

編)(2017)。 

中國新時代的經濟社會
學研究。 
香港:香港樹仁大學。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 11 篇提交給中國社會學會上海年會（上海大

學） 
“經濟社會學：理論評析與中國經驗（第七屆）”分論壇，並參與發
言研討的論文，另外加上因故無法參與研討，但議題與論壇主旨非常
相關的四篇論文。總共 15 篇論文劃分為四個主題。在共享經濟、社
區與環境方面，有三篇論文分別進行深入研究。在一帶一路和中國
倡議的貿易全球化方面，有四篇論文從宏觀和微觀方面進行實證研
究和理論分析。在企業轉型與創新方面，有五篇論文分別從私營企
業、國有企業方面、老字號企業和企業生態系統做了分析。在經濟多元
性方面，有三篇論文分別研究了禮物經濟、文化旅遊經濟和價格形成的
多重社會文化因素。 

洪雪蓮，麥麗娥，周德
慧，謝杰雄，陳健權，
施少鳳，鍾威文，郭艷
梅 (2017)。 
敘事實踐旅圖:當我
們繪出敘事實踐之
圖。 
香港:博學出版社。 

 當你去旅行時，會否參考一些旅遊書籍或地圖呢？不同背景的旅遊
書作者所勾畫的地方，也許會協助你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及體會那個
地方，也為那個地方帶來不同的「身份」。例如台灣究竟是一個吃喝玩
樂的地方？或是一個充滿文化氣息 的地方？ 還是一個休閒靈修的地
方？ 進行「敘事實踐」時，我們也會參考不同的「對話地圖」作為
方向的指引，  從不同角度發掘個人的多元身份  (multiple 
identities) 、豐厚個人選取的故事、建構不同的生命意義。 社會上
有不同的組群，他們的身份正正受著單薄的故事所影 響，被主流社會
論述定義為「有問題的人」，例如「抑鬱」 的長者、「精神病」人、
「有學習障礙子女」的家長、「性 暴力」受害者、「戒毒」青年人
等，重點是他們並不喜歡 (prefer)這個身份。敘事實踐者運用「對
話地圖」，陪伴當 事人一起探索生命的路向，發掘一直被遺忘的生命
故事。 

 

李帆，韓子奇，區志堅 
(2017)。 
知識與認同：現代學者
論教育及教科書。 
香港：中華書局。 

 「歷史」教科書，是史學知識還是集體回憶？是教育工具還是政治
手段？中國自 1905 年「廢科舉、興學堂」後，在教育發展上可以說
正式進入「教科書年代」。曾經，歷史教科書成為宣傳民族主義、塑造
國民集體回憶的主要渠道，不同的歷史「事實」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下各
自表述。後來這種政治宣傳色彩鮮明的教材編寫方式漸被淘汰。在今日
社會，該如何編寫歷史教科書？這是教育界與文化界不斷探索的問
題。 

 
2013 年夏，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主辦了「近現代歷史科及其相關課
題教科書國際學術研討會」，集結中國大陸、香港、澳門及台灣學者研
討上述課題，從歷史教科書的功能性質切入討論，繼而回顧分析清末、
民國以至 1949 年後海峽兩岸的教科書及教材，並論及歷史教學在現
今社會的重整與責任。此乃兩岸四地學者跨越地域對歷史教育的一
種重視，而本書正是是次研討會的成果結集。 

 
孫凱昕 (2017)。 
先秦有神論文藝思想
研究。 
德國:金琅學術出版
社。 

 本著作是在先民承認有超自然的有神力量前提下，對先秦的文藝思
想進行研究，並非探討神是否存在於世上的問題。“有神論”指先民
相信天、帝、神是世界的主宰，人們相信對祂們膜拜、祝禱、奉獻，就
會得到保佑。先秦是中國民族的起步，在文學、文藝、思想上已具雛型。
由於缺乏前人經驗的參照，所以他們的思想較落後。從先秦為溯源的起
點，使我們能夠了解先民的早期思維。全書分三章節。第一章分析先秦
的著作，以闡釋先民對“神”的觀念，並進一步論述和、禮、樂三者
的關係和發展情況。第二章通過《詩經》和《楚辭》對祭祀儀式的記
載，以見詩、樂、舞在祭神活動中的具體表現。並指出先民在信奉
“神”的同時，已覺察到“神”並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所以對
“神” 亦產生怨恨。第三章從觀察先秦時的有神文藝活動，以見人
們傳統觀念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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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小琳，畢宛嬰  
(2017)。 
紀律部隊普通話。 
香港：三聯書店。 

 本書是專門為香港紀律部隊人員編寫的普通話速成教程。上編講解
普通話的基本語言知識，學習拼音和發音技巧，以及粵普對照等。下編
模擬紀律部隊的日常工作情景，設計課文對話，進行實操練習。本書教
學和自學兩用，一方面理論簡明扼要，一方面有實境模擬訓練。特點如
下： 

- 權威著者：由資深語言導師編寫 

- 職業性強：針對紀律部隊的工作 

- 新手速成：幫助零基礎讀者入門 
- 講練結合：溝通會話技能輕鬆 get！  

一書在手，輕鬆跨越工作語言障礙！ 

- 12 組場景會話 

- 12 組課文詞語及拓展詞彙 

- 12 輯粵普對照 
- 12 場實戰練習 
 

謝佩芝 (2017)。 
咔噠! 我用故事開啟
了孩子的世界。 
台北：集夢坊。 

 你會說故事嗎? 你還在翻書說故事嗎?  

不說教，只讓故事融入的教養魔力 

故事金鑰＋衝浪要訣啟動孩子無限創意與思考力

化身故事主角，創意教養絕招神奇又有趣！ 

故事叫人著迷的地方，是因為它可以為聽者帶來鮮明的情緒經驗與
深遠的影響。故事給予的「流動」空間，將藏在心裡難以抒發的感受， 藉
由說與聽顯露出來，將問題化解。配合孩子澎湃的聯想力和創意，故事
就能發出更強大的影響力和推動力！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Hui, Yew- 
Foong & Peycam, 
Philippe (2017).  
Citizens, Civil Society 
and Heritage- Making in 
Asia. 
Singapore: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This volume is based on papers from the second in a series of three 
conferences that deal with the multi-scalar processes of heritage- making, 
ranging from the local to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involving 
different players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agency and interests. These 
players include citizens and civil society,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actors. The current volume focuses on the role of 
citizens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making, looking at 
how these player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make sense of the past in the 
present. Who are these local players that seek to define the meaning of 
heritage in their everyday lives? How do they negotiate with the state, or 
contest the influence of the state, in determining what their heritage is? 
These and other questions will be taken up in various Asian contexts in 
this volume to foreground the local dynamics of heritage 

  politics. 
  
Li, Rita Yi Man 
(2017).  
An Economic Analysis 
on Automated 
Construction Safety: 
Internet of Thin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3D Printing. 
Singapore: Springer. 

 This book addresse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recentl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construction safety. Combining case studies, literature reviews and 
interviews to study the issue, it presents cutting-edge applications of 
variou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Ts) in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ogether with a wealth of figures, tables and examples. 
Though primarily intended for researchers and experts in the field, the 
book will also benefit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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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Will Wai Kit, 
Chan, Alex Chi 
Keung, Tong, Kar-wai, 
Fung, Heidi & Fong, 
Cheuk Wai Rose. 
(2017).  
New Ecology for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X 
Learning.  
Singapore: Springer. 

 This book gathers the best papers from the HKAECT-AECT 2017 
Summ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ymposium. Revealing the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learning,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the symbol “X” in the title, it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knowledge exchange on the new ecology for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It also equips readers to handle complex issues in both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and clarifi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 in communication and in education. 

Yeung, David Wing 
Kay, Petrosyan, Leon 
A., Zhang, Yingxuan 
& Cheung, Francis 
(2017). 
Best Scores Solution to 
the Catastrophe-Bound 
Environment.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After several decades of rapi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larming levels of pollution and catastrophe-bou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s are emerging all over the world. Even sizable 
reduction in industrial pollutant emissions would only slow down the 
accumulation of pollution.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the problem and the 
over-simplicity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like the Kyoto 
Protocol, Montreal Protocol and Paris Agreement, which focused mainly 
on emissions’ reduction and regulations), limited success has been 
observed. The design of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for solving this globally 
devastating problem is very much in order. 

 
Research in developing environmentally clean technology into efficient 
and affordable means of production plays a key role to effectively solving 
the continual worsening global industrial pollution problem and meeting 
the industrial growth needs. An essential element for success is that the 
participating nations’ well-being must not be worse than their non- 
cooperative well-being throughout the cooperation duration. In addition, 
for the cooperative scheme to be sustainable, the agreed-upon optimality 
principle in sharing the cooperative benefits must be upheld at every stage 
of the cooperation plan – this condition is known as subgame consistency. 

 
This book provide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resolving the catastrophe- 
bound environmental problem through a Building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Technology with Subgame Consistent, Optimal, Rational 
and Economically-viable Scheme (BEST SCORES).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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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志堅，李逸安

(2016)。 

三字經百家姓千字
文。 
香港:中華書局。 

 「中國自古以來重視童蒙教育，先賢編教材寓識字教育於道德教育
之中。眾多中國傳統童蒙教材中，《三字經》、《千字文》、《百家
姓》尤為重要，後人更把三書合稱為「三、百、千」。本書把「三、
百、千」三書合為一冊，除了注意文獻校對及注釋外，更多從今天兒童
心智教育的角度，闡述三書在二十一世紀教育上的價值。」 

張少強 (2016)。 
管治新界：地權、父權
和主權。 
香港：中華書局。 

 新界一直都在決定著香港的命運。作為一塊租借地，它曾令英國最
終要把香港交還給中國；作為面積最大的一片土地，它屬於香港大
量發展工程的主要場地。要充分捕捉香港本土的來龍去脈，就要一
改過往以市區為焦點的研究方式，嘗試以新界村落作為參照，走出
殖民主義的迷陣，超越發展主義的偏執，拆解今日香港的雜亂局 
勢。 

 
本書是作者對新界一條村落進行多年的深入調查研究，揭開了英國
殖民主義所謂「間接管治」的虛實，分析殖民權力如何影響並改造
新界居民的生活世界，進而探討殖民權力與父系宗族體制如何合謀
來達成共治，但這種共治卻經常因土地利益及金權相爭導致大量內
鬨。女性在這種殖民／父系的權力格局宰制下，也經常作出不同反 

抗。 
 

趙文宗 (2016)。 
易變法律。 
香港：紅出版。 

 跨性、雙性、易性、易服……等等等等都不是文字紙張上的抽象理
念， 而是活生生的日常人物。她∕他們不單挑戰傳統僵化的性別
女男二元，更質疑約定俗成的正常病態定義。在這機器秩序中，法律究
竟該鞏固強化既有消滅清除他者，還是應公義對待一直存在的視
而不見？2013 年，香港 W 訴婚姻註冊處一案的判決，當然揭開了這
前殖民地反歧視的新一章，卻也揭露了特區是大中華唯一壓抑跨性別
地區的一面。 

 
本書羅列中國內地、台灣、英格蘭和香港研究這題目的學者文章，抽絲
剝繭此議題牽扯的視點角力，並試圖回應處理一直纏繞反歧視立法
的宗教權利魍魎。我們不為由W 一案打開的潘朵拉匣子提供一個簡
單直接的解決方案，卻希望為打造盒子之固執不願聆聽者建造一個
反省的線索靈感。 

 
「是她／他也是妳和我」：作者趙文宗先分析分別處理 W 一案的三
級法庭——原訟法庭、上訴法庭及終審法院——所頒佈之判詞裁決再
從後現代法哲學的角度強力批判基進女性主義對跨性別政治的觀點
看法。 

 
合理政策、卓越措施：作者 Whittle 教授對英國及歐洲有關的法律
爭議論據如數家珍鉅細無遺，當中尤以不停法律改革演變挫敗後產
生的一連串改變大眾觀感策略最值得大家參考學習。 

 
重估信仰與性的社會財產權：當下歐美及香港性／別宰制霸權與基
督教信仰基要右派有著不可切割的千絲萬縷。作者 Cooper 與 Herman 

兩位教授針對此議題特別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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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立法禁止性別認同歧視之發展與現狀簡介：作者張宏誠要求台
灣法律更詳細列明跨性別人士可享的保護及權力。他又認為台灣並
不能享受傳統文化的模糊性別空間。 

 
隱「性」？顯「性」？：作者黃盈盈從歷史文化角度展示傳統文化
的模糊性別空間的形成與運作，並細緻描述建構傳統戲曲男旦坤生
習俗、文學中的非英美性別形式女男操演及中醫對陰陽女男的理
解。 

 
周子峰，洪卜仁 
(主編) (2016)。 
閩商發展史．廈門卷。 
廈門市:廈門大學出
版社。 

 《閩商發展史·廈門卷》內容包括緒論、明清時代活躍在海上絲路
的廈門商人與海上貿易；民國時期廈門的商人與商業網路；新中國
時期的廈門工商業等三個不同時代，廈門商人在國內外經濟大舞台
上的活動及其成就。展現廈門從一個濱海小島成長為中國經濟特區
的現代化國際性商業城市的艱辛歷程，還原廈門商人面對競爭激烈
的商海，敢於拼搏的堅強性格。 

高崇，劉志軍 
(2016)。 
經濟社會學在中國的
應用。 
香港:香港樹仁大
學。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 8 篇提交給中國社會學會蘭州年會（蘭州大學） 
“經濟社會學：理論評析與中國經驗（第六屆）”分論壇，並參與發
言研討的論文，另外加上因故無法參與研討，但論文與議題非常相關
的浙江工商大學李敢博士和中央財經大學章東明的論文。全部論文
可以分為四個主題。第一組有三篇論文，圍繞“經濟社會學的企業
研究” 展開討論。第二組有三篇論文，探討“經濟社會學的市場研
究”。第三組有兩篇論文，分析“企業的績效與技術研發”。第四組有
兩篇論文，從“文化傳統與市場經濟”角度，去理解幸福的文化意
義和作為交易第三方的鄉村掮客。 

劉劍雯(2016)。 
性別與話語權——女
性主義小說的翻譯。 
香港：中華書局。 

 《翻譯與話語權：論女性主義小說的翻譯》是一本跨文化跨學科的
著作。作者從性別視角討論女性主義作品的翻譯，並結合哲學、文
學、性別研究、翻譯研究、文化研究等學科的相關論述，分析性別
因素對翻譯的影響，也探討女性主義作品在中英對譯中的話語權問
題和性別問題。本書將性別研究與翻譯研究結合起來，可說是這兩
個領域的一次聯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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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天偉 (2016)。 
歲月流芳:香港樹仁
大學師生口述歷史。 
香港:香港樹仁大學。 

 香港樹仁大學創辦於 1971 年，原名樹仁書院。在 1976 年成為專
上院校，正名為樹仁學院；2006 年，升格為大學。歷經多年奮
鬥，終至開花結果，其中甜酸苦辣實不足為外人道，隱藏背後的故
事可以「神話」這兩字來形容。樹仁大學屹立香港高等教育界已達 
43 年，由當初在跑馬地一座小洋房創校，學生只有 200 多人，備
受政府打壓刁難，但仍能茁壯。寶馬山上的校舍魏然聳立，研究院大樓
有望在 2016 年落成，成為香港首間有規模的私立大學，這難道不
是神話? 

 
最大的神話莫過是一對創校學仁的夫婦：校監胡鴻烈博士、校長鍾
期榮博士。回想在 1971 年，鍾校長於 7 月離開任教多年的浸會學
院。兩個月後，開辦了樹仁書院，以敦仁博物為校訓，以栽培未得入大
學的莘莘學子為己任。 

 
所謂敦仁博物，簡單來說：「敦仁」，指做人的態度，要積極，要學於
助人；「博物」，指做學問不能馬虎，永不能停下來，求學求知的步伐
亦要與時並進。兩老辦學的箇中辛酸，從當年協助他們辦學的「義
勇軍」，和其他師生口中，可見兩老的崢崢風骨、堅持恆心、不拔之
志，將一所不受當局看好的小小書院，營造成一所巍峨大學，快速成
長，這豈不是一個神話？ 

 
胡校監和鍾校長創辦大學教育，他們的使命同目的不只是灌輸知識
和技能，更希望啟發年輕人的思想，幫助他們發展潛能，培植一個健
全、完善人格的全面教育。此志向已形成了樹仁的文化。在這文化薰陶
下，樹仁人才輩出，展望將來成果纍纍，希望這文化一直傳承下
去。 
 

李鏗，趙永佳，葉仲茵 
(2016)。 
躁動青春: 香港新
世代處境觀察。 
香港:中華書局(香
港)有限公司。 

 年青人，尤其是他們的社會行動，一次比一次激烈，近年來成為了香港
社會各界和傳媒的焦點。一時間，所有「不再年青」的人都在問， 為
什麼年青人對現有的政治制度與施政，有這麼大的反抗情緒？是不
是反映了他們背後的社會經濟訴求得不到回應而產生怨氣？向上流
動、就業、升學、置業等因素，是不是他們「激進化」的誘因？除了
「本土」和「行動」，社會對年青人，又有多少認識？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亞太研究所近年來持續對香港青少年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本文
集的大部分文章皆為這些研究項目的成果，試圖把本港青年的處境更立
體、更全面的呈現在讀者眼前。這些文章大多是建基於實證研究，而非
單純政論或立場的演示。希望通過這些研究，讓大家認識到青年面貌的
多樣性，並對他們的心境和現實狀況有更多理解。 
 

酈 道 元 ， 張 偉 國

(2016)。 

水經注——新視野中
華經典文庫。 

香港：中華書局。 

 《水經注》因注《水經》而得名，《水經》一書約一萬餘字，《唐六
典•注》說其「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水經注》看似為《水經》
之注，實則以《水經》為綱，詳細記載了一千多條大小河流及有關的歷
史遺跡、人物掌故、神話傳說等，是中國古代最全面、最系統的綜合性
地理著作。該書還記錄了不少碑刻墨跡和漁歌民謠，文筆絢爛， 語言
清麗，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由於書中所引用的大量文獻中很多在後世
散失了，所以保存了許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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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志豪，龍卓華

(2016)。 

香港企業管治。 
香港：中華書局(香

港)有限公司。 

 企業管治一直是企業管理的重要議題。優秀的企業管治並沒有單一
的制度。不同國家地區的公司在規模、擁有權架構、業務複雜性和管理
文化上差異甚大，故有效管治原則亦應有所不同。在亞洲各國中， 香港
的企業管治水平一向名列前茅。香港是採用了什麼模式的管治架構？如
何能成功實踐企業管治？有什麼成功經驗可以借鑑？ 

 
本書先從介紹企業管治的基本概念開始。接著勾劃香港的企業管治
框架，包括介紹香港企業管治的主要法規和守則、監管機構和企業
管治的主要參與者。然後介紹香港企業管治實踐，包括有效董事會
的架構和領導方式、如何規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福利、如
何保障股東權益、企業透明度的重要性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實踐等不
同議題。最後會從比較不同國家企業管治制度入手，勾劃出企業管
治的挑戰。希望透過本書能讓讀者對香港企業管治的實際運作有基
本的了解，有助讀者掌握企業管治的發展方向和思考如何加強企業
管治。 

 
孫天倫 (2016)。 
中國心理學。 
北京：中國文史出版
社。 

 中國心理學《中國心理學》首次面世是 2008 年以英語發表, 出版
人是新加坡的聖吉出版社。在 2013 年, 此書的第二版也是用同樣
的方法出版。現時的中文版是根據第二版翻譯的。我最初編寫《中國心
理學》的目的很簡單, 因為當時在香港、亞洲、歐美很多大學都在研
究中國人的心理及提供這方面的課程, 但卻沒有一本教科書綜合對
西方心理學的認識和中華文化的瞭解的教科書。許多研究中國心理
學的優秀學者來自歐美國家, 也有更多對中國文化有湛深理解的人
缺乏傳統心理學的教育。由於我生於上海, 長於香港, 留學美國主修
心理學, 占了些小優勢, 因此大膽地編寫了這本綜合西方心理學
和中華文化的教科書。我衷心地期望將來會有更多與我背景類似的
學者, 編寫更多闡述中國人心理的書籍, 不僅讓中國人更瞭解自
己, 也讓外國人能與我們建立更深層、正向、有意義的溝通。 
 

Grace, Helen, Chan, 
Amy Kit Sze & Wong, 
Kin Yuen (2016). 
Technovisuality: 
Cultural Re-
enchantment and the 
Experience of 
Technology.     
London: I.B. Tauris. 

 How should we regard the contemporary proliferation of images? Today, 
visual information is available as projected, printed and on-screen 
imagery, in the forms of video games, scientific data, virtual environments 
and architectural renderings. Fearful and anti-visualist responses to this 
phenomenon abound. Sprea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images are thought 
to threaten the word and privilege surface value over content. Yet as they 
multiply, images face unprecedented competition for attention. This 
book explores the opportunities that can arise from the ubiquity of visual 
stimuli. It reveals that 'technovisuality' - the fus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the visual - can work 'wonders'; not so much dazzling audiences with 
special effects as reviving our enchantment with popular culture. 
Introducing a new term for an entirely new field of academic study, this 
book reveals the centrality of 'technovisuality' in  21st century life.  
 

Li, Rita Yi Man & 
Chau, Kwong Wing 
(2016).  
Econometric Analyses of 
International Housing 
Markets.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This book explores how econometric modelling can be used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 into international housing markets. Initially describing 
the role of econometrics modelling in real estate market research and how 
it has 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the book goes on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impact of various macroeconomic factors o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housing markets. Explain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es on housing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the 
author's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housing markets across the world 
provides a broad and nuanced perspective on the impact of bot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local macro economy on housing 
markets. With discussion of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Germany, UK, US 
and South Africa, the lessons learned will be of interest to scholars of  
Real Estate economic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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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Catherine Tien 
Lun (2016).  
Psychology in Asia: An 
Introduction. 
Singapore: Cengage 
Learning Asia. 

 An Introduction is an introductory level textbook on psychology and 
human behavior with an Asian focus. The main aim of the book is to 
provid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entral tenets of psychology. Although its 
coverage is similar to other books on the market, examples and chapters 
will be culturally relevant to students in Asia, connected to the region s 
culture and history. 
 
The book covers essential topics of psychology such as personality, human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gender and sexuality, emotion, and 
positive psychology. It does not attempt to redefine the nature of studying 
and teaching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However, each chapter will be 
accompanied by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Asian cultural context: new 
topics include the Tenets of Asian Psychology and Asian Philosophies 
and Behavior . Students will learn core topics and classical studies that 
originate in the West, but do so alongside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hat Asian psychology makes to the field. 

  
Yeung, D. W. & 
Petrosjan, L. A. 
(2016).   
Subgame Consistent 
Cooperation: A 
Comprehensive Treatise. 
Singapore: Springer. 

 Strategic behavior in the human and social world has been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 is well known that non-cooperative 
behavior could lead to suboptimal or even highly undesirable outcomes. 
Cooperation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obtaining socially optimal 
solutions and the calls for cooperation are prevalent in real-life problems. 
Dynamic cooperation cannot be sustainable if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 agreed upon optimality principle at the beginning is maintained 
throughout the cooperation duration. It is due to the lack of this kind of 
guarantees that cooperative schemes fail to last till its end or even fail to 
get started. The property of subgame consistency in cooperative dynamic 
gam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 mechanism resolve this “classic” 
problem in game theory. 
 
This book is a comprehensive treatise on subgame consistent dynamic 
cooperation covering the up-to-date state of the art analyses in this 
important topic. It sets out to provide the theory, solution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of subgame consistent cooperation in a wide spectrum of 
paradigms for analysis which includes cooperative dynamic game models 
with stochastic state dynamics, with uncertain future payoffs, with 
asynchronous players’ horizons, with random cooperation duration, with 
control spaces switching and with transferable and nontransferable 
payoffs. The book would be a significant research reference text for 
researchers in game theory, economists, applied mathematicians, policy- 
makers, corporate decision-make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game theory, decision science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Back to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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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志堅，鮑紹霖，黃兆
強 (2015)。 
北學南移：港台文史
哲溯源。 
台北：秀威資訊。 

 1949 年前後，許多學者相繼自內地遷往香港，自清末、民初，中國
出現的新文化、新學術、新史學和新思潮，也隨學人南下，與傳統文化
一起流播香港、澳門、臺灣及東南亞等地。這些學人執教港、台等地高
等院校，「北學南移」遂為一時代精神的重要特色。其中，羅香林雖為
南移學者，卻成為香港前代史（開埠前）的研究權威？文學賞論名家
葉嘉瑩輾轉各地的同時也將古典詩詞之美流播華人圈？西洋政治學
名師鄒文海因國共內戰南來台灣，透過學術推廣民主思想？──本
卷收錄學者宋敘五、李學銘、梁耀強、官德祥、黃兆強、楊自平、容啟
聰、吳明、許剛、區永超、蕭國健、李宜學、胡春惠、張文偉、侯杰
的深刻析論。 

區志堅，馬震寧

(2015)。 

通識教育:理論與教
案研究。 
香港:通識教育研究

中心。 

 現時不少高等院校開辦通識教育中心推動校內通識教育，中國內地
及香港的中學也開辦通識教育課程，各地從事通識教育的教員也希
望加強溝通及觀摩各地施教情況，尤以深圳及香港關係密切，更應
加強二地師生互動，更應多舉辦工作坊及研討會，本論文集是收錄
深、港二地高等院校及中學教員在通識教育研討會宣讀論文，內容
主要從電子科技與人文精神，故事、時事、宗教文化、公民道德與通識
教育的關係。 

陳蒨(2015)。 
潮籍盂蘭勝會：集體回
憶、非物質文化與身
份認同。 
香港：中華書局。 

 盂蘭勝會，作為國家級及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一個既神秘卻又
融入大眾社區的中國傳統節日活動。它所代表的不只是宗教及風俗
符號，更蘊含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及社會意義，承載了香港人的集體回
憶及身份認同，成為了香港本土文化的獨特風景。 

 
本書作者花了三年時間在五十多個公共空間的盂蘭勝會進行田野考
察，並與數百位盂蘭勝會的負責人、善信等進行深入訪談，以翔實資料
闡述潮籍盂蘭勝會在香港的概況，又對場地佈置、宗教儀式等有詳
細的考察及說明，從而展示出其宗教性、族群獨特性、歷史傳承性和變
異性。另一方面，本書又深入探討盂蘭勝會的非宗教性多重涵意，
通過挖掘各區盂蘭勝會的源起，展示出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並且分析盂
蘭勝會如何彰顯潮人身份的符號，成為本土文化的表徵及香港人懷
舊的符號。 

 
本書分析全面，可說是第一本有關當代華人社會的盂蘭勝會的中文
學術研究專書，也是第一本結集人類學、社會學、口述歷史、宗教及文
化研究的觀點來對香港的潮籍盂蘭勝會的宗教、文化及政治意義作
全面分析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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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少強，崔志暉

(2015)。 

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
活故事。 

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告別了工業年代已有數十載，許多本土研究順理成章地採用「後工
業社會」一說以概括香港社會現況，甚或以相關理論來想像香港社會未
來，但往往沒有深入反省香港自身的後工業轉向及獨有狀況。此書之目
的就是要在這個層面來闡述今日香港的社會特性，跟進香港人如何
走入這個由文職主導工作生涯的年代，展示香港人正在普遍面對甚
麼的生活命運，細味香港人對於切身的生活變遷有何反應和感受。 

趙文宗(2015)。 
色法。 
香港:紅出版 (圓桌
文化)。 

 本書收錄筆者 1996 年至 2007 年間有關大中華地區法律及性別情
慾公義政治互動的中文文章。內容觸及婚姻法/婚外情、女性權益/平
等機會、原居民傳統、性罪行、家庭暴力、色情、性工作及性傾向歧視。
筆者在分析論述時，既著重法學理論分析，亦重視實際法律運作﹔ 一方面
運用當代歐美社會法律哲學，另一方面也強調本土在地化的需要。筆者在
書中企圖藉探究拆解「法律崇拜」、「法律中立」等神話的同時，可以
再現法律機制如何與其他專業系統(如宗教醫療社工作)協力建構性別
情慾大話/敘事，製造他者複製壓迫。然而，法律又可否轉身成為反
抗力量﹖外地法律改革理論經驗又能否/如何在華人地區落實﹖ 

趙文宗 (2015)。 
慾望公義。 
香港:紅出版(圓桌文
化)。 

 作者大量引用德勒茲 (Deleuze) 及齊澤克 (Zizek) 的理論框架，
分析香港這幾年的熱門法律社會議題，當中包括﹕內地孕婦湧港、強
制少年驗毒、少年性侵犯、性侵法改革及家暴法修訂。筆者著力建造反
省思考機器，希望為建立公義出一分力。 

高崇，劉志軍
(2015)。 
經濟社會學與中國社
會轉型。 
香港:香港樹仁大學
社會學系。 

 這本論文集收錄了 17 篇提交給中國社會學會長沙年會（中南大學）

“經濟社會學：理論評析與中國經驗”分論壇，並參與研討的論文。全

部論文可以劃分為四個主題。第一組論文有三篇，探討“社會轉型

與經濟發展”方面的議題。第二組論文有七篇，分析“老字號與家

族企業”領域的問題。第三組論文有四篇，集中討論“產業集群與

中國社會結構”。第四組論文有四篇，分析“個人、經濟與社會”的相

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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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祥榮 ( 2015)。 
詩經邶鄘衛風考論。 
北京：中國文聯。 

 本書以詩經邶鄘衛風為切入點，重點考察三國的歷史流變、從三風
詩中所透現的衛國政治與社會、並從名物視角剖析衛國的民間風俗， 
最後就歷代邶鄘衛風的不同主旨，提出辨疑並以「尋文按義」之方
法，加以修正。 

 
本書的研究價值在於：第一，以史證詩，從衛國的歷史特徵出發，印證
邶鄘衛詩所反映的政治、社會特徵。第二，結合殷墟的考古成果， 把邶
鄘衛的名物與殷墟遺物作了對比。第三，歷代就邶鄘衛風詩旨的探
討，尚欠全面。本著就三風詩三十九篇逐一疏解，並找出歷代詩說中，
令人存疑的地方，務求還原詩歌真實的藝術價值… 

羅永生(2015)。 
貞觀政要。 
香港:中華書局。 

 "貞觀政要"一書輯錄了唐太宗李世民與其大臣們，如魏徵，房玄齡， 
杜如晦等數十人的對答,議論和奏疏，以及治國安邦的理論觀點和政
策舉措，是一部政論性歷史文獻，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典範以至
相關思想的重要典籍。 

呂哲盈，李宗鍔，何冠
驥，潘慧儀 ( 主
編) (2015)。 
英漢法律大詞典。 
香港:商務印書館。 

 本書廣泛收錄各類法律專業用語，英漢對照，並配以精確流暢的解
釋，包括︰ 

(1) 每個英文詞語皆附一至數個最貼切的中譯對應詞； 

(2) 所列詞語皆列明所屬的詞類，及其適用的詞態變化； 
(3) 每組詞語皆一併列出其適用法律範疇，以及與其相近和類同的詞
語，方便讀者翻查比對。 

 
除廣收日常法律用語外，另精心編有法律諺語部分，條目清晰，翻查容
易；詞典後並詳列中文筆畫索引。新編版本更對原書增補超過 400 個
詞語，務求更貼近現實法律方面的發展。 
 

唐淑莊(2015)。 
市場營銷及公關中
文寫作。 
香港:中華書局。 

 本書作者既有在大學教授市場營銷、公關及廣告、傳播學的理論基
礎，又有任職於跨國私人銀行及地產企業的市場營銷及公關實戰經
驗。 本書介紹市場營銷及公共關係常用的應用文，包括﹕營銷口號、
印刷媒體廣告、直銷廣告、商品介紹書、採訪邀請函、新聞發佈會文件
夾、新聞稿、演講稿、公關刊物及危機公關稿件等。這些內容與行業接
軌，使用的示例、格式和慣用語等都貼近行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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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Selina Ching & 
Lang, Graeme (2015). 
Building Temples in 
China: Memories, 
tourism, and identities. 
London: Routledge. 

 Much has been written on how temples are constructed or reconstructed 
for reviving local religious and communal life or for recycling tradition 
after the market reforms in China.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that lie behind the revival of temples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initiated by the locals have been well-analysed. However, there is a gap 
in the literature when it comes to understanding religious revivals that 
were instead led by local governments. 
 
This book examines the revival of worship of the Chinese Deity Huang 
Daxian and the building of many new temples to the god in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last 20 years. It analyses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initiating templ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China, and how development- 
oriented temple-building activities in Mainland China reveal the forces of 
transnational ties, capital, markets and identities, as temples were built 
with the hope of developing tourism, boosting the local economy, and 
enhancing Chinese identities for Hong Kong worshippers and Taiwanese 
in response to the reunification of Hong Kong to China. 
 
Including chapters on local religious memory awakening, pilgrimage as a 
form of tourism, women temple managers, entrepreneurialism and the 
religious economy, and based on extensive fieldwork, Chan and Lang 
have produced a truly interdisciplinary follow up to The Rise of a Refugee 
God  which  will  appeal  to  students  and  scholars  of  Chinese religion, 
Chinese culture, Asian anthropology, cultural heritage and Daoism alike.  
 

 
Lee, Bernard, Kwong, 
Raymond & Chan, 
Wendy (2015). An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Studies: Volume 1: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tudies.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This book introduces some basic business concepts about management 
and financial studies i.e. Hong Kong business environment, ownerships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Li, Rita Yi Man 
(2015).  
Construction Safety and 
Waste Management: An 
Economic Analysis. 
Switzerland: Springer. 

 This monograph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safety problems and 
on-site safety measures from an economist’s point of view. The book 
includes examples from both emerging countries, e.g. China and Indi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e.g. Australia and Hong Kong. Moreover, the 
author covers an 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safety knowledge sharing by 
means of updatable mobile technology such as apps in Androids and iOS 
platform mobile devices. The target audience comprises primarily 
researchers and experts in the field but the book may also be beneficial 
for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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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Will W. K., Yuen, 
Allan H. K., Park, Jae, 
Lau, Wilfred W. F. & 
Deng, Liping (2015). 
New Media, Knowledge 
Practices and 
Multiliteracies. 
Singapore: Springer. 

 This volume highlights key aspects of new media, knowledge practices 
and multiliterac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 providing readers 
with a range of empirical findings, novel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The 
reports also include best practices, case studies, innovative solutions and 
lessons learned with regard to three core fields: (1) New media: 
discussions on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and new media, legal risks 
concerning social media, the effects of media intervention on help- 
seeking attitudes, obstacles of using tablets for learning, qual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media reporting,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enhancing 
design practices, and news-reading habits; (2) Knowledge practices: 
exploration of online viewing and lifestyles, reform of school 
management model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experiences, perceived accounting ethics and online knowledge sharing, 
creating knowledge repositories, digital technologies outside school, 
smartphone usag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somerism; and (3) Multiliteracies: studies on learning style inventories, 
the impact of ICT i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ePortfolios for learning, 
video production and generic skills enhancement, mobile-assis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and the effects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on 
student achievements. The reports presented are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Yeung, W. K. (2015). 
Dynamic consumer 
theory: A premier 
treatise with stochastic 
dynamic Slutsky 
equation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This book is the first treatise on consumer theory in a dynamic 
framework. It expands the conventional static consumer theory into a 
stochastic dynamic framework accommodating various combinations of 
uncertainties in future income, life-span and future preferences. These 
extensions incorporate realistic and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umer decision into the analysis of consumer theory. Novel 
innovations to the field of consumer theory presented in the book include 
wealth-dependent ordinary demand, inter-temporal indirect utility 
function, wealth compensated demand, wealth expenditure function and 
inter-temporal Roy’s identity under uncertainty. One highlight of this 
book is the derivation of a series of stochastic dynamic Slutsky equations. 
New optimal consumption paradigms presented include: 
– utility maximization in a dynamic framework, duality and wealth 
compensated demand, and dynamic Slutsky equations, 
– dynamic consumption under random horizon and income, 
– consumption amid uncertainties in income, life span and preferences, 
and 
– stochastic future prices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 

 
The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of the book provides a fertile ground for 
the analysis of dynamic consumption under stochastic dynamic 
environments. The book paves the way for a new phase in optimal 
consumption analysis and will be of interest to economics and 
mathematics students, economists, mathematicians and researchers in 

  consumer behavi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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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 Tony Fu Lai & 
Yan, Ho Don (2015). 
Handbook of East Asian 
Entrepreneurship. 
London: Routledge. 

 With the shif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gravity toward 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e roaring economic growth of the past three decades in China, East 
Asian catching-up growth strategies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s for 
latecomer economies. While there are many handbooks on 
entrepreneurship in general, there is no reference on East Asian 
entrepreneurship. This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s in the market. 

 
The volume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ose who want to know East 
Asian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systems. It also provides many 
excellent cases and illustrations on the growth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and the rise of branded products in East Asia. Policy makers or scholars 
who are interested in entrepreneurship,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Asian business system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East Asian studies would benefit from this volume. 

 
The volume contains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key concepts 
associate with entrepreneurship and East Asian firm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The second part presents cases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and their founders in East Asia, including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With the handbook, scholars, students and policy 
makers can grab some basic ideas how entrepreneurs and firms in East 
Asia compete and survive in the world market and understand why and 
how East Asia economies can emerge as one of the most dynamic regions 
in the world. 

 
Written by experts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Handbook of East Asia 
entrepreneurship is an excellent review of theories, policies and empirical 
evidences on important topics in Entrepreneurship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ook is both a superb teaching tool and a 
valuable handbook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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