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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學」看天下小百科1：中外歡樂遊 9789888420902EP 27/2/2017 《中國兒童百科全書上學就看》編委會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學」看天下小百科2：動植物王國 9789888463398EP 1/4/2017 《中國兒童百科全書上學就看》編委會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學」看天下小百科3：科學文體館 9789888463527EP 21/4/2017 《中國兒童百科全書上學就看》編委會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學」看天下小百科4：宇宙與世界 9789888463787EP 11/5/2017 《中國兒童百科全書上學就看》編委會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華繪本小故事之經典傳說1：奇奇怪怪國x獵人海力布 9789888488797EP 2/10/2017 李映新、蕭袤；張衞東、話小屋 兒童讀物

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華繪本小故事之經典傳說2：神秘的泉水x射月亮 9789888488803EP 2/10/2017 沈冰、徐瀟珍；董肖嫻、未小西 兒童讀物

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華繪本小故事之經典傳說3：十兄弟x九斤姑娘 9789888488810EP 2/10/2017 伍輝、蕭袤；王祖民、王鶯、王梓、未小西兒童讀物

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華繪本小故事之經典傳說4：寶鏡x小龍女 9789888488827EP 2/10/2017 劉婷、未小西；黃捷、許瑩 兒童讀物

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華繪本小故事之經典傳說5：人參娃娃x棗孩兒 9789888488834EP 2/10/2017 草草、話小屋；滄藍天宇、徐瀟珍 兒童讀物

1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好奇寶寶科學繪本1：了不起的風 9789888513093EP 18/7/2018 廖其 主編,王維詩 繪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1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好奇寶寶科學繪本2：頭髮的祕密 9789888513055EP 18/7/2018 廖其 主編,王維詩 繪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1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好奇寶寶科學繪本3：有趣的洞洞 9789888513062EP 18/7/2018 廖其 主編,王維詩 繪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1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好奇寶寶科學繪本4：哪裏來的聲音 9789888513079EP 18/7/2018 廖其 主編,王維詩 繪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1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好奇寶寶科學繪本5：植物的超級武器 9789888513086EP 18/7/2018 廖其 主編,王維詩 繪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1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幻科學大探險1：太空探險 9789888512676EP 14/5/2018 宋海東工作室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1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幻科學大探險2：火星計劃 9789888512683EP 14/5/2018 宋海東工作室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1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幻科學大探險3：分子原子的奧祕 9789888512690EP 14/5/2018 宋海東工作室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1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幻科學大探險4：空氣王國歷險記 9789888512706EP 14/5/2018 宋海東工作室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1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幻科學大探險5：能源保衞戰 9789888512713EP 14/5/2018 宋海東工作室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1：動物世界 9789888512874EP 21/6/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10：生活百科 9789888512966EP 17/7/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2：植物天地 9789888512881EP 21/6/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3：水族樂園 9789888512898EP 21/6/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4：鳥類王國 9789888512904EP 21/6/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5：昆蟲角落 9789888512911EP 21/6/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6：花草物語 9789888512928EP 21/6/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7：地球家園 9789888512935EP 17/7/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8：人體探秘 9789888512942EP 17/7/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2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奇趣百科館9：科學技術 9789888512959EP 17/7/2018 九色麓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從小讀經典1：三國演義 9789888512003EP 13/2/2018 羅貫中,董宏猷,董俊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4-8歲) > 故事書

3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從小讀經典2：水滸傳 9789888512010EP 13/2/2018 施耐庵,高洪波,王全威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4-8歲) > 故事書

3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從小讀經典3：西遊記 9789888512027EP 13/2/2018 吳承恩,白冰,碧悠動漫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4-8歲) > 故事書

3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從小讀經典4：封神演義 9789888512034EP 13/2/2018 許仲琳,葛冰,王祖民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4-8歲) > 故事書

3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從小讀經典5：聊齋故事 9789888512041EP 13/2/2018 蒲松齡,湯素蘭,朱世芳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4-8歲) > 故事書

3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從小讀經典6：鏡花緣 9789888512058EP 13/2/2018 李汝珍,屈明月,徐魯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4-8歲) > 故事書

3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民族篇 1 關於中國服飾，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205EP 16/4/2019 檀傳寶 主編、班建武 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3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民族篇 2 關於中國飲食，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212EP 16/4/2019 檀傳寶 主編、班建武 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3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民族篇 3 關於中國建築，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229EP 16/4/2019 檀傳寶 主編、班建武 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3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民族篇 4 關於中國音樂，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236EP 16/4/2019 檀傳寶 主編、班建武 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4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通識基本法：小水豚的搞怪日常 (上學期) 9789888488384EP 27/9/2017 中華教育編輯部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其他

4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通識基本法：小水豚的搞怪日常 （下學期） 9789888488490EP 7/12/2017 中華教育編輯部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其他

4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陳校長帶你去行街 9789888394630EP 22/4/2016 陳葒 流行讀物 > 小說散文

4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陳校長教你見球星 9789888394647EP 22/4/2016 陳葒 流行讀物 > 小說散文

4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陳校長教你選偶像 9789888394678EP 19/5/2016 陳葒 兒童讀物

4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陳校長幫你找好書 9789888394685EP 19/5/2016 陳葒 兒童讀物

4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黃鼠狼毛毛之尋找四大仙 9789888572106EP 22/2/2019 楊織 兒童圖書

4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黃鼠狼毛毛的二十四個節氣‧春夏篇 9789888340927EP 8/6/2015 楊熾 兒童讀物

4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黃鼠狼毛毛的二十四個節氣‧秋冬篇 9789888340934EP 8/6/2015 楊熾 兒童讀物

4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黃鼠狼毛毛的中國節奇遇（上） 9789888463800EP 24/5/2017 楊熾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5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黃鼠狼毛毛的中國節奇遇（下） 9789888463817EP 24/5/2017 楊熾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5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黃鼠狼毛毛與消失的河（上） 9789888512430EP 1/5/2018 楊熾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其他

5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黃鼠狼毛毛與消失的河（下） 9789888512447EP 1/5/2018 楊熾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其他

5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奧秘大發現－世界之最 9789620856891EP 1/7/2012 ／ 兒童讀物

5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奧秘大發現－自然大觀 9789620856884EP 1/7/2012 ／ 兒童讀物

5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奧秘大發現－星際太空 9789620856853EP 1/7/2012 ／ 兒童讀物

5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奧秘大發現－恐龍霸主 9789620856877EP 1/7/2012 ／ 兒童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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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奧秘大發現－動物奇觀 9789620856860EP 1/7/2012 ／ 兒童讀物

5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傳統習俗故事 # 1 9789620862182EP 2/1/2015 鄧子健 兒童讀物

5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香港傳統習俗故事 # 2 9789620862199EP 2/1/2015 鄧子健 兒童讀物

60 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少兒社 十萬個為什麼（校園版）：人體酷探險 9789888368051EE 1/12/2018 韓啟德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61 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少兒社 十萬個為什麼（校園版）：生物全聯盟 9789888368136EE 1/12/2018 韓啟德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62 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少兒社 十萬個為什麼（校園版）：生活大爆炸 9789888368099EE 1/12/2018 韓啟德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63 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少兒社 十萬個為什麼（校園版）：科技也瘋狂 9789888368013EE 1/12/2018 韓啟德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64 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動腦筋爺爺精選版：生命的世界 9789888618446EE 1/12/2018 嵇鴻,盛如梅,于宙 科普讀物

65 聯合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動腦筋爺爺精選版：有趣的科學 9789888618408EE 1/12/2018 嵇鴻,盛如梅,于宙 科普讀物

66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親愛的孔子老師1．上學啦：活學秘笈 9789620440984EP 5/6/2017 吳甘霖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67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親愛的孔子老師2．遊學吧：爭氣秘笈 9789620440991EP 5/6/2017 吳甘霖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68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親愛的孔子老師3．放學嗎：處世秘笈 9789620441004EP 5/6/2017 吳甘霖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6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千古一帝・秦始皇 9789620865909EP 29/6/2016 饒遠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7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抗金英雄・岳飛 9789620868030EP 15/5/2017 饒遠 兒童讀物
7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美國之父・華盛頓 9789620868016EP 15/5/2017 馮崢 兒童讀物
7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軍事天才・拿破崙 9789620869082EP 17/10/2017 曉帆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7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童話巨匠・安徒生 9789620869105EP 17/10/2017 江燕媚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7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勤奮的天才科學家・牛頓 9789620869129EP 17/10/2017 馬翠蘿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7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愛國詩人・屈原 9789620869112EP 17/10/2017 黃修紀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7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八十日環遊世界 9789620866173EP 11/7/2016 儒勒・凡爾納 兒童讀物
7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小王子 9789620865060EP 20/4/2016 安東尼．聖修伯里 兒童讀物
7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小婦人 9789620867644EP 29/3/2017 露意莎・梅・奧柯特 兒童讀物
7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孤星淚 9789620868238EP 11/5/2017 雨果 兒童讀物
8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綠野仙蹤 9789620866470EP 8/9/2016 萊曼・弗蘭克・鮑姆 兒童讀物
8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口水王子的魔法咒語 9789620861598EP 2/7/2014 孫慧玲 兒童讀物
8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這個聖誕真特別 9789620861628EP 2/7/2014 周蜜蜜 兒童讀物
8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單車王子怎麽啦？ 9789620862724EP 24/3/2015 孫慧玲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8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誰是我的守護神 9789620861611EP 2/7/2014 韋姬 兒童讀物
8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兒童成長故事-講不完的故事 9789620861604EP 2/7/2014 黃虹堅 兒童讀物
8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漢語拼音故事書1：鴨子警察查案 9789620859397EP 12/7/2013 宋詒瑞 兒童讀物
8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漢語拼音故事書2：兔媽媽種蘋果 9789620859403EP 12/7/2013 宋詒瑞 兒童讀物
8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漢語拼音故事書3：猴子娶親 9789620859410EP 12/7/2013 宋詒瑞 兒童讀物
8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漢語拼音故事書4：小熊過生日 9789620859427EP 12/7/2013 宋詒瑞 兒童讀物
9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漫話國寶11︰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9789888759019EP 2/7/2021 
杜瑩 
兒童圖書
9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漫話國寶12︰羅浮宮舊藏．吉美博物館 9789888759026EP 2/7/2021 
杜瑩 
兒童圖書
9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聽！聽！說不完的風中傳奇 9789620867965EP 18/4/2017 周蜜蜜 兒童讀物
9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力求上進的發明家・諾貝爾 9789620869075EP 17/10/2017 宋詒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9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本草名醫・李時珍 9789620869099EP 17/10/2017 黃修紀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9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印度獨立之父・甘地 9789620868054EP 11/5/2017 陳超 兒童讀物
9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宇宙巨人・霍金 9789620868696EP 3/7/2017 宋詒瑞 兒童讀物
9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相對論之父・愛因斯坦 9789620863875EP 21/8/2015 饒遠 兒童讀物
9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音樂巨人・貝多芬 9789620865893EP 29/6/2016 馬翠蘿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9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音樂神童・莫札特 9789620868023EP 15/5/2017 黃修紀 兒童讀物
10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偉大的平民總統・林肯 9789620865862EP 29/6/2016 黃修紀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10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國父・孫中山 9789620863868EP 21/8/2015 宋詒瑞 兒童讀物
10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發明大王・愛迪生 9789620863882EP 21/8/2015 甄艷慈 兒童讀物
10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傳奇畫家・畢加索 9789620868047EP 11/5/2017 吉文軍 兒童讀物
10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愛心天使・德蘭修女 9789620865886EP 29/6/2016 饒遠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10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萬世師表・孔子 9789620863899EP 21/8/2015 饒遠,劉斯佳 兒童讀物
10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詩仙・李白 9789620863905EP 21/8/2015 吉彤 兒童讀物
10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詩聖・杜甫 9789620865916EP 29/6/2016 麥曉帆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10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蘋果之父・喬布斯 9789620863912EP 21/8/2015 饒遠 兒童讀物
10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人館－鐳元素之母・居里夫人 9789620865879EP 29/6/2016 馬翠蘿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人物傳記
11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一千零一夜 9789620865053EP 20/4/2016 阿拉伯民間傳說 兒童讀物
11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乞丐王子 9789620866500EP 3/10/2016 馬克・吐溫 兒童讀物
11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大人國與小人國 9789620866524EP 3/10/2016 喬納森・斯威夫特 兒童讀物
11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安妮的日記 9789620866135EP 11/7/2016 安妮・弗蘭克 兒童讀物
11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希臘神話 9789620866517EP 3/10/2016 / 兒童讀物
11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金銀島 9789620866494EP 3/10/2016 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生 兒童讀物
11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長腿叔叔 9789620865046EP 20/4/2016 珍．維伯斯特 兒童讀物



供應商 出版社/子出版社 書名 ISBN 實體書出版日期 作者 分類

11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封神榜 9789620866142EP 11/7/2016 許仲琳 兒童讀物
11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動物也傳奇 神龜快遞公司 9789620855283EP 1/4/2013 關景峰 兒童讀物
11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動物也傳奇‧航向馬丁湖 9789620857379EP 1/4/2013 關景峰 兒童讀物
12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動物也傳奇‧雙魚爭霸 9789620855405EP 1/4/2013 關景峰 兒童讀物
12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茶花女 9789620867637EP 29/3/2017 亞歷山大・小仲馬 兒童讀物
12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聊齋 9789620865039EP 20/4/2016 蒲松齡 兒童讀物
12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莎士比亞故事 9789620865022EP 20/4/2016 莎士比亞 兒童讀物
12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湯姆歷險記 9789620865077EP 20/4/2016 馬克．吐溫 兒童讀物
12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塊肉餘生 9789620868221EP 15/5/2017 查理・狄更斯 兒童讀物
12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愛的教育 9789620866166EP 11/7/2016 艾德蒙多・狄・阿米契斯 兒童讀物
12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愛麗絲夢遊仙境 9789620866487EP 8/9/2016 路易斯・卡洛爾 兒童讀物
12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名著館－雙城記 9789620867668EP 29/3/2017 查理・狄更斯 兒童讀物
12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動物也傳奇 斯坦利農莊保衞戰 9789620857386EP 1/4/2013 關景峰 兒童讀物

13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我的家在中國：山河之旅（1-8冊） 9789888758517EP 15/04/2021 檀傳寶   主編 兒童讀物

13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我的家在中國：民族之旅（1-8冊） 9789888758500EP 15/04/2021 檀傳寶   主編 兒童讀物

13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我的家在中國：城市之旅（1-8冊） 9789888758470EP 15/04/2021 檀傳寶   主編 兒童讀物

13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我的家在中國：湖海之旅（1-8冊） 9789888758494EP 15/04/2021 檀傳寶   主編 兒童讀物

13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我的家在中國：節日之旅（1-8冊） 9789888758487EP 15/04/2021 檀傳寶   主編 兒童讀物

13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我的家在中國：道路之旅（1-8冊） 9789888758524EP 15/04/2021 檀傳寶   主編 兒童讀物

13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兒童健康生活繪本系列-我不挑食，營養均衡身體好！ 9789620877988EP 1/7/2021 麥曉帆 兒童圖書(4-8歲)

13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兒童健康生活繪本系列-我作息健康，天天精神好！ 9789620878008EP 1/7/2021 麥曉帆 兒童圖書(4-8歲)

13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兒童健康生活繪本系列-我姿勢正確，身子常挺直！ 9789620877995EP 1/7/2021 麥曉帆 兒童圖書(4-8歲)

13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兒童健康生活繪本系列-我眼睛明亮，護眼不可少！ 9789620877971EP 1/7/2021 麥曉帆 兒童圖書(4-8歲)

14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插班新同學 9789620860409EP 11/3/2014 卓瑩 兒童讀物

14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2- 男女生大作戰 9789620861147EP 20/5/2014 卓瑩 兒童讀物

14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0- 最温暖的聖誕 9789620866951EP 1/11/2016 卓瑩 兒童讀物

14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1- 最佳女主角 9789620867613EP 14/3/2017 卓瑩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14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2－鄰里大聯盟 9789620868481EP 3/7/2017 卓瑩 兒童讀物

14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3－驚險網上遊 9789620869020EP 16/10/2017 卓瑩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14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4－特別的家人 9789620869952EP 22/3/2018 卓瑩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14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5－理財實習生 9789620871030EP 1/7/2018 卓瑩 兒童文學

14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6：小弟弟來了 9789620871504EP 1/10/2018 卓瑩 兒童文學

14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7：追夢小廚神 9789620872327EP 1/3/2019 卓瑩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9-12歲) > 兒童文學

15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8：糊塗遊學團（特別版） 9789620873331EP 1/7/2019 卓瑩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9-12歲) > 兒童文學

15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19：我家有一寶 9789620873775EP 1/10/2019 卓瑩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15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20：我們都一樣 9789620874604EP 1/3/2020 卓瑩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15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23 ：時間魔法師 9789620877186EP 1/3/2021 卓瑩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15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24：潮流狂迷 9789620878244EP 01/07/2021 卓瑩 兒童文學

15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25：防疫驚魂記 9789620878831EP 01/11/2021 卓瑩 兒童文學

15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3-憤怒鳥老師 9789620861758EP 2/7/2014 卓瑩 兒童讀物

15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4- 玩轉訓練營 9789620861994EP 10/11/2014 卓瑩 兒童讀物

15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5- 最強爸爸 9789620862625EP 9/3/2015 卓瑩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15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6- 給牠一個家 9789620863639EP 30/6/2015 卓瑩 兒童讀物

16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7- 綠色小天使 9789620864308EP 19/10/2015 卓瑩 兒童讀物

16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8- 虎媽？苦媽 9789620864810EP 7/3/2016 卓瑩 兒童讀物

16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鬥嘴一班9- 誰是冠軍？ 9789620865589EP 8/6/2016 卓瑩 兒童讀物

16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基本法小小通識讀本1 9789888676750EP 19/03/2021 鍾煜華 編著 兒童常識

16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基本法小小通識讀本2 9789888676767EP 19/03/2021 鍾煜華 編著 兒童常識

16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基本法小小通識讀本3 9789888676774EP 19/03/2021 鍾煜華 編著 兒童常識

16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山河篇 1 關於黃河，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168EP 16/4/2019 檀傳寶 主編、馮婉楨 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6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山河篇 2 關於長江，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175EP 16/4/2019 檀傳寶 主編、馮婉楨 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6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山河篇 3 關於泰山，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182EP 16/4/2019 檀傳寶 主編、馮婉楨 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6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山河篇 4 關於珠穆朗瑪峰，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199EP 16/4/2019 檀傳寶 主編、馮婉楨 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7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城市篇 1 關於北京，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120EP 22/3/2019 檀傳寶(主編)、王小飛(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7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城市篇 2 關於上海，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137EP 22/3/2019 檀傳寶(主編)、王小飛(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7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城市篇 3 關於廣州，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144EP 22/3/2019 檀傳寶(主編)、王小飛(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7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城市篇 4 關於西安，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151EP 22/3/2019 檀傳寶(主編)、王小飛(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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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道路篇 1 關於絲綢之路，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243EP 22/3/2019 檀傳寶(主編)、葉王蓓(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7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道路篇 2 關於鄭和下西洋，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250EP 22/3/2019 檀傳寶(主編)、葉王蓓(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7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道路篇 3 關於京杭大運河，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267EP 22/3/2019 檀傳寶(主編)、葉王蓓(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7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這就是中國‧道路篇 4 關於中國航天，我知道多少呢？ 9789888572274EP 22/3/2019 檀傳寶(主編)、葉王蓓(編著) 兒童科普讀物

17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美齡親子繪本系列 - 不用撒謊，因為媽媽愛你 9789620877803EP 1/6/2021 陳美齡 繪本

17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美齡親子繪本系列 - 各有不同 各有好處 9789620877827EP 1/6/2021 陳美齡 繪本

18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美齡親子繪本系列 - 珍惜所有 保護地球 9789620877834EP 1/6/2021 陳美齡 繪本

18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美齡親子繪本系列 - 幫助朋友，是最快樂的事 9789620877810EP 1/6/2021 陳美齡 繪本

182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大腳趾國王 9789620772450EP 4/1/2018 黃嘉莉 兒童讀物＼其他

18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小學生句子正誤自測 9789620772993EP 18/10/2018 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部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184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小學生成語自測 9789620771132EP 27/5/2015 商務印書館
編輯部 兒童讀物

18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小學生標點符號自測 9789620771668EP 15/6/2016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兒童讀物

186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小學生關聯詞應用自測 9789620773044EP 21/11/2018 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部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187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中文大作戰：修辭篇 9789620771231EP 17/6/2015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兒童讀物

188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中文大作戰：詞語篇 9789620771125EP 13/5/2015 商務印書館
編輯部 兒童讀物

18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中文大作戰：錯別字篇 9789620771194EP 11/6/2015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兒童讀物

19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生命水──格林童話故事 (中文好讀) 9789620771804EP 26/9/2016 格林兄弟 兒童讀物

191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皮鞋拉出美麗音符——西方音樂家故事（中文好讀） 9789620773648EP 12/7/2016 費錫胤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192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回顧——生活點線面（中文好讀） 9789620773617EP 12/7/2016 朱少璋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19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小學生古詩遊──聽‧讀‧學 高階（上） 9789888489992EP 14/2/2018 葉德平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194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此地無銀三百兩——漢字故事（中文好讀） 9789620773594EP 12/7/2016 商務印書館編輯出版部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195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與火神搏鬥：35年消防生涯事件簿 9789621473899EP 01/11/2021 陳國強 流行讀物＼其他

196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說籃高手：張丕德的體育評述樂與怒 9789621473912EP 01/11/2021 張丕德 流行讀物＼其他

197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廣府童謠氹氹轉（彩圖粵語注音版） 9789888694136EP 7/7/2020 甘於恩 主編、葉麗詩 勞震宇 編著、梁培龍 繪畫兒歌

198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潮汕童謠畫你知（彩圖潮語音頻版） 9789888694112EP 01/02/2021 主編 甘於恩 /編著 余冬毅 洪菲 林朝虹/繪畫 陳天 陳崢 謝澤冰 兒童語言學習

199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龍情詩語：中華文化打油詩（名人及神話篇） 9789882410923EP 10/7/2020 鄭麗娟、葉思朗 繪 兒童圖書 (9-12歲)＼其他

200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龍情詩語：中華文化打油詩（節日美德篇） 9789882410916EP 10/7/2019 鄭麗娟、葉思朗 繪 兒童圖書 (9-12歲)＼其他

201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讀寓言．學古文（中階） 9789620449055EP 01/02/2022 田南君

202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讀寓言．學古文(初階) 9789620448652EP 01/10/2021 田南君 語言文字

203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讀寓言．學古文（高階） 9789620449352EP 01/03/2022 田南君

204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粵語三國演義 9789888763115EP 22/09/2021 羅貫中,張彩芬×中和編輯室 改編 兒童讀物

205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粵語水滸傳 9789888763290EP 24/12/2021 原著：施耐庵 改編：李家樂 × 中和編輯室兒童讀物
>兒童圖書 (9-12歲)
>兒童文學


206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粵語紅樓夢 9789888763603EP 24/12/2021 原著 曹雪芹 改編 張彩芬 × 中和編輯室兒童讀物
>兒童圖書 (9-12歲)
>兒童文學


207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我的快樂時光──商務全港小學生寫照比賽得獎作品集 9789882363328EP 1/11/2015 教圖編輯部 兒童讀物

208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得利書局 扭扭氣球樂 9789621436719EP 16/6/2008 李禹翔 兒童讀物

20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投筆從戎──古代風雲劇場（中文好讀） 9789620773600EP 12/7/2016 胡懷琛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210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萬里機構 玩轉STEM：拆解12款玩具的科學原理 9789621472588EP 1/7/2020 鄧文瀚 STEM Sir 兒童科普讀物

211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阿濃和阿淡 9789620772474EP 4/1/2018 黃嘉莉 兒童讀物＼其他

212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為永遠描畫——名畫家故事（中文好讀） 9789620773587EP 12/7/2016 史岩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21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為音樂癡狂——西方音樂家故事（中文好讀） 9789620773631EP 12/7/2016 費錫胤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214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甚麼最寶貴──中國民間故事 9789620771927EP 20/10/2016 呂白攸,朱鼎元 等 兒童讀物

215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海瑞的故事 9789888763986EP 28/03/2022 吳晗 歷史>中國歷史>中國古代史


216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秦漢歷史故事大全 9789620774829EP 14/01/2022 李永田 歷史 

217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我的主人是禮儀師 9789621474155EP 01/04/2022 躍變‧龍城—九龍城主題步行徑 兒童讀物

218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教育圖書有限公司 陶育心靈‧活出生命：生命故事與足跡 9789882414167EP 28/4/2021 李子建 兒童讀物

219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復仇的老鴉——印度寓言故事（中文好讀） 9789620773624EP 12/7/2016 張學明 兒童讀物 > 兒童語言學習

22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晴天娃娃‧雨天寶寶 9789620772467EP 4/1/2018 黃嘉莉 兒童讀物＼其他

221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智勇羣英──中國歷史故事 9789620771910EP 20/10/2016 桯紹南,朱鼎元 等 兒童讀物

222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畫皮——中國神怪故事 9789620771996EP 12/1/2017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兒童讀物

223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跑出一片天 9789620441516EP 18/4/2017 張樹槐 流行讀物 > 勵志讀物

224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落花生──許地山的人間百態圖 9789620771934EP 20/10/2016 許地山 兒童讀物

225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路向（增訂版） 9789620447297EP 1/10/2020 伍成邦 流行讀物 > 勵志讀物

226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跳舞鞋──格林童話故事 (中文好讀) 9789620771798EP 26/9/2016 格林兄弟 兒童讀物

22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上下五千年1：上古-春秋 9789888513291EP 14/7/2018 知信陽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2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上下五千年2：戰國時期 9789888513307EP 14/7/2018 知信陽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2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上下五千年3：秦朝-漢朝 9789888513314EP 14/7/2018 知信陽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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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上下五千年4：東漢-三國 9789888513321EP 14/7/2018 知信陽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3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上下五千年5：魏晉南北朝-隋朝 9789888513338EP 14/7/2018 知信陽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3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上下五千年6：唐朝 9789888513345EP 14/7/2018 知信陽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3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上下五千年7：宋朝-元朝 9789888513352EP 14/7/2018 知信陽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3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上下五千年8：明朝-清朝 9789888513369EP 14/7/2018 知信陽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3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人的故事－名醫和藥學家的高明 9789620865749EP 23/6/2016 甄艷慈 兒童讀物

23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人的故事－將軍和兵法家的勇謀 9789620865794EP 23/6/2016 宋詒瑞 兒童讀物

23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人的故事－現代科學家的毅力 9789620865787EP 23/6/2016 張倩儀 兒童讀物

23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人的故事－發明家和工程師的努力 9789620865763EP 23/6/2016 宋詒瑞 兒童讀物

23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人的故事－詩人和小說家的才華 9789620865770EP 23/6/2016 馮珍今 兒童讀物

24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人的故事－領袖和改革家的視野 9789620865756EP 23/6/2016 張倩儀 兒童讀物

24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古代四大美人的傳說‧漢語拼音版－沉魚‧西施的故事 9789620863240EP 22/5/2015 宋詒瑞 兒童讀物

24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古代四大美人的傳說‧漢語拼音版－羞花‧楊貴妃的故事9789620863271EP 22/5/2015 宋詒瑞 兒童讀物

24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古代四大美人的傳說‧漢語拼音版－閉月‧貂蟬的故事 9789620863264EP 22/5/2015 宋詒瑞 兒童讀物

24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古代四大美人的傳說‧漢語拼音版－落雁‧王昭君的故事9789620863257EP 22/5/2015 宋詒瑞 兒童讀物

24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國兒童太空百科全書：中國航天 9789888676668EP 11/1/2021 中國兒童太空百科全書編委會 兒童讀物

24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國海洋夢：巨龍出海 9789888760541EP 25/01/2022 鍾林姣 兒童科普讀物

24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國海洋夢：卧龍南海 9789888760558EP 25/01/2022 鍾林姣 兒童科普讀物

24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國海洋夢：雪龍冰海 9789888760565EP 25/01/2022 鍾林姣 兒童科普讀物

24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國海洋夢：蛟龍潛海 9789888760572EP 25/01/2022 鍾林姣 兒童科普讀物

25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國海洋夢：鄭和航海 9789888760589EP 25/01/2022 鍾林姣 兒童科普讀物

25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中國海洋夢：寶船沉海 9789888760596EP 25/01/2022 鍾林姣 兒童科普讀物

25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1：神話年代 9789620871818EP 10/1/2019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5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10：大宋江山 9789620874130EP 1/1/2020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歷史

25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11：元朝天下 9789620874697EP 1/4/2020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5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12：大明帝國 9789620874703EP 1/4/2020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5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13：清朝興衰 9789620875496EP 1/7/2020 方舒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5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2：夏商周 9789620871825EP 10/1/2019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5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3：春秋戰國 9789620872594EP 1/4/2019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5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4：秦朝興亡錄 9789620872600EP 1/4/2019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6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5：楚漢相爭 9789620873362EP 1/7/2019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6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6：大漢皇朝 9789620873379EP 1/7/2019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6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7：三國爭霸 9789620873720EP 1/10/2019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6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8：兩晉南北朝 9789620873737EP 1/10/2019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6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大冒險9：唐朝盛世 9789620874123EP 1/1/2020 方舒眉、馬星原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歷史

26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之旅（修訂版）：七雄爭霸 9789620868955EP 24/10/2017 宋詒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6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之旅（修訂版）：從遠古至春秋 9789620868948EP 24/10/2017 宋詒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6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之旅：三國鼎立 9789620868979EP 1/12/2017 宋詒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6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之旅：宋元興衰 9789620869662EP 26/1/2018 宋詒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6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之旅：明朝風雲 9789620869679EP 9/3/2018 宋詒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7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之旅：滿清皇朝 9789620869686EP 9/3/2018 宋詒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7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國歷史之旅：漢家天下 9789620868962EP 1/12/2017 宋詒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7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世界之謎科幻小說系列 1：勇闖百慕達 9789629234171EP 13/11/2015 楊鵬 兒童讀物

27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世界之謎科幻小說系列 2：激戰木乃伊 9789629234188EP 13/11/2015 楊鵬 兒童讀物

27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世界之謎科幻小說系列 3：拯救尼斯湖怪 9789629234263EP 4/2/2016 楊鵬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27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世界之謎科幻小說系列 4：保衛亞特蘭蒂斯 9789629234270EP 4/2/2016 楊鵬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27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白貓黑貓系列：趣味學中國文學 9789888488193EP 2/10/2017 馬星原,方舒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27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白貓黑貓系列：趣味學世界歷史 9789888513840EP 27/8/2018 馬星原,方舒眉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歷史讀物

27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石獅安安愛遊歷：奇妙的尋樹之旅-認識香港不同的植物 9789620876684EP 01/01/2021 新雅編輯室 兒童讀物

27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石獅安安愛遊歷：尋找生活中的珍寶-認識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9789620876110EP 01/09/2020 麥曉帆 兒童讀物

28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告別成長的煩惱1：含羞草女孩 9789620870019EP 20/3/2018 關麗珊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28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告別成長的煩惱2：追逐夢想的哈比 9789620870026EP 20/3/2018 關麗珊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28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告別成長的煩惱3：幸福女孩的秘密 9789620870620EP 1/6/2018 關麗珊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28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告別成長的煩惱4：小博士的大考驗 9789620870637EP 1/6/2018 關麗珊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9-12歲) > 兒童文學

28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奇龍族學園 5 ：經濟知識大探索 9789620878626EP 01/10/2021 馮漢賢、陳文強 知識類圖書

28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奇龍族學園 6：化學知識大解鎖 9789620879548EP 01/03/2022 朱國傑 知識類圖書



供應商 出版社/子出版社 書名 ISBN 實體書出版日期 作者 分類

28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奇龍族學園：STEM能力大提升 9789620877193EP 1/4/2021 馮澤謙 兒童常識

28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奇龍族學園：理財能力大升級 9789620876158EP 1/10/2020 馮漢賢、黃書熙 兒童讀物 > 兒童常識

28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奇龍族學園：數碼力大啟動 9789620878268EP 1/7/2021 黃書熙、何俊熹 兒童科普讀物

28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山邊出版社有限公司 馬翠蘿兒童文學作品精選集 9789629234430EP 11/5/2017 馬翠蘿 兒童讀物

29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啟發智慧的格林童話精選集 9789620863851EP 14/7/2015 格林兄弟 兒童讀物

29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接收星星的小王子：心靈Baby回歸記 9789888675562EP 26/6/2020 風子、小浩 流行讀物 > 勵志讀物

29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小青蛙愛靜坐[新雅‧繪本館] 9789620872341EP 1/4/2019 嚴吳嬋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4-8歲) > 故事書

29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主傳奇 10：第一公主（修訂版） 9789620878275EP 01/08/2021 馬翠蘿 青少年小說

294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公主傳奇32：穿越從捉迷藏開始 9789620878886EP 01/11/2021 馬翠蘿 青少年小說

29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西遊記(繁體) 9789620858338EP 1/7/2012 吳承恩 兒童讀物

29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為孩子解讀三國演義 9789888758784EP 13/7/2021 李天飛 兒童文學

29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為孩子解讀水滸傳 9789888758777EP 13/7/2021 李天飛 兒童文學

29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為孩子解讀西遊記 9789888758760EP 13/7/2021 李天飛 兒童文學

29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為孩子解讀紅樓夢 9789888758791EP 13/7/2021 李天飛 兒童文學

300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感動心靈的安徒生童話精選集 9789620863844EP 14/7/2015 安徒生 兒童讀物

301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三國風雲人物傳 2 ：諸葛亮的神機妙算 9789620878732EP 01/10/2021 宋詒瑞 兒童文學

302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三國風雲人物傳 3：顛沛英雄劉備 9789620879234EP 01/02/2022 宋詒瑞 兒童文學

303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三國風雲人物傳1：隱世高人諸葛亮 9789620878138EP 1/7/2021 宋詒瑞 兒童文學

304 聯合電子出版 孔子三字經（增修版） 9789888793167EP 01/02/2022 鄧思平 哲學

305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世界名人故事繪本 9789620871511EP 1/11/2018 宋詒瑞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 (4-8歲) > 童話書

30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世界奇趣節慶(1) 9789620868436EP 20/6/2017 鄧子健 兒童讀物

307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世界奇趣節慶(2) 9789620868443EP 20/6/2017 鄧子健 兒童讀物

308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世界經典故事系列-格林童話精選集 9789620877889EP 1/6/2021 格林兄弟 兒童文學

309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童話家VS童畫家 9789620858543EP 1/3/2013 阿濃 兒童讀物

310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漫話國寶04：故宮博物院 9789888758098EP 22/3/2021 杜瑩 兒童圖書

31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歷史追蹤！原來你也在香港1：秦漢至清初篇 9789888513918EP 18/9/2018 黃家樑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9-12歲) > 歷史讀物

31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歷史追蹤！原來你也在香港2：清至民國篇 9789888513925EP 18/9/2018 黃家樑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9-12歲) > 歷史讀物

31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歷史追蹤！原來你也在香港3：民國至當代篇 9789888513932EP 18/9/2018 黃家樑 兒童讀物 > 兒童圖書(9-12歲) > 歷史讀物

31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漫話國寶01：中國國家博物館 9789888758067EP 22/3/2021 杜瑩 兒童圖書 (9-12歲)

315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尋蟲記：大城市小生物的探索之旅 (增訂版) 9789620772870EP 12/7/2018 李熙瑜 自然科學 > 生物 > 昆蟲學

316 今日出版有限公司 今日出版-童閱國度 STEM 新世紀 9789887436409EP 1/7/2020 波比人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17 跨版生活圖書出版 STEM Ready Go! 數學 9789887502296EP 3/2/2021 跨版生活教科文編委會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18 跨版生活圖書出版 STEM Ready Go! 科技 9789887502302EP 3/2/2021 跨版生活教科文編委會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19 跨版生活圖書出版 STEM Ready Go! 工程 9789887502326EP 3/2/2021 跨版生活教科文編委會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20 跨版生活圖書出版 STEM Ready Go! 科學 9789887502319EP 3/2/2021 跨版生活教科文編委會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21 萬里機構出版有限公司 STEM嘉年華：發掘遊樂場中的趣味科學 9789621473271EP 07/2021 鄧文瀚STEM Sir 自然科學 

322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窗出版社 寵物星球01：勇闖狗星球 9789888287956EP 1/6/2015 Sara & Jeremy Walenn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23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窗出版社 寵物星球02：勇闖貓星球 9789888287963EP 1/6/2015 Sara & Jeremy Walenn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24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窗出版社 寵物星球03：勇闖兔星球 9789888288915EP 1/6/2015 Sara & Jeremy Walenn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25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窗出版社 寵物星球04：勇闖雀鳥星球 9789888288922EP 1/6/2015 Sara & Jeremy Walenn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2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望遠鏡中的宇宙 9789888394708EP 7/6/2016 迪啵兒兒童趣味地圖班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27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窗出版社 科學小博士──生活篇 9789888444724EP 26/6/2017 劉子健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28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窗出版社 科學小博士──創意篇 9789888444731EP 26/6/2017 劉子健 兒童讀物 > 兒童科普讀物

329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外星人防禦計劃：地外文明探尋史話 9789888570348EP 10/7/2019 汪詰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33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尋牠--香港野外動物手札 9789620442438EP 1/10/2017 葉曉文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33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日日植物日 9789888573264EP 1/7/2019 畢培曦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332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明窗出版 科學小博士—智趣篇 9789888525171EP 28/9/2018 劉子健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333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尋花：香港原生植物手札（增訂版） 9789620445316EP 1/1/2020 葉曉文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334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極地旅遊系列2： 南極企鵝北極熊 9789888548217EP 1/7/2019 黃莉娜 自然科學 > 科普讀物

33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美麗中國兒童地圖集 9789888676163EP 14/07/2020 中國地圖出版社 兒童科普讀物

336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未來科學拯救隊1：血紅番茄爭奪戰 9789620877872EP 1/7/2021 梁添 兒童科普讀物

337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中華教育 進階的巨人 改變世界的偉大科技 9789888759446EP 13/07/2021 米萊童書 兒童科普讀物

338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非凡出版 麻鷹之城：我的觀鷹手記 9789888759408EP 22/12/2021 陳佳瑋 科普讀物

339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回到啟德：從航空收藏品看香港航空史（增訂版） 9789888513659EP 18/7/2018 吳邦謀 自然科學 > 科學史 > 航空學史

340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生死時刻——對抗氣候災劫的關鍵十年 9789620444678EP 1/4/2019 李偉才 自然科學

34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開明書店 神機妙算：超級計算機發展歷程【當代中國科技創造】 9789624591569EP 1/5/2019 龔盛輝 自然科學 > 科學史 > 科學技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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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開明書店 飛天紀：載人航天紀實【當代中國科技創造】 9789624591552EP 1/5/2019 蘭寧遠 自然科學 > 科學史 > 科學技術史

343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開明書店 追逐太陽：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傳奇【當代中國科技創造】 9789624591590EP 1/5/2019 陳啟文 自然科學 > 科學史 > 科學技術史

344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開明書店 吉祥天路：青藏鐵路修築奇跡【當代中國科技創造】 9789624591545EP 1/5/2019 徐劍 自然科學 > 科學史 > 科學技術史

345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開明書店 速度與夢想：高鐵創新之路 9789624591576EP 1/7/2019 王雄 自然科學 > 科學史 > 科學技術史

346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開明書店 海底7000米：深海「蛟龍」號的故事 9789624591538EP 1/7/2019 許晨 自然科學 > 科學史 > 科學技術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