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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前言 

    香港是一个淘书的好地方，但由于租金昂贵等原因，许多的香港书店都开到了二楼或者更高的楼层，且非常分散，

不易寻找。不少书迷到香港淘书，往往找不到要去的书店，多有遗憾。有感于此，自 03 年起即不断有书迷搜集香港书店

的名录及地址，加以整理并公诸同好，以求共享淘书乐。但数年过去，香港的书店市场早已发生巨大变化。既有如洪叶、

集成、东岸等书店的关门结业，也有如新亚、序言等书店的开张大吉。即使未结业的，也多有变化：或门市分店迁址；

或门牌地址改变。倘若按照先前的书店名录去寻找，那无异于缘木求鱼而不可得。以我这几年到香港访书的经历来看，

也觉得真有重订书店名录的需要。 
    《香港澳门书店地图（二零零八修订版）》的原稿是我原来整理的《香港书店地址》。这次的修订在《香港书店地址》

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一、根据大型连锁书店的网页所载的门市地址，对各分店的地址进行了核对修改；二、参看

介绍港澳书店的名录，结合我的走访，对热门地区（如湾仔、铜锣湾、旺角等）的书店进行梳理，剔除已结业的，增加

新开业的，更新信息，尽量加入书店营业时间及简单介绍。对游客书迷不常到的非热点地区，仅列出大型综合性书店，

其它小型书店未作介绍；三、在书店的名录后面附录了「部分港澳书店或出版机构之网页」，列出了一部分书店的网络地

址，方便书迷网上查阅（由于国内网络关系，部分网页可能需要使用代理服务器才能登入）；四、新增加了澳门地区的书

店，都是位于热点区域（议事亭前地及白马行、水坑尾），其中收入了两间宗教书店；五、新增加了八个区域的「书店地

图指南」，这是本次修订的最大特点。考虑到部分书迷不熟悉港澳的道路，在新增加的地图上，相应地标注了该区域的书



店，希望能对到访该区域的书迷有指引的作用。 
    本次的修订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当然不可能没有错漏。而香港的书店数量多达上百间，自然不可能一一列举。

《香港澳门书店地图（二零零八修订版）》所介绍的，只是我个人认为较好或较有特色，并参考其它书友意见的人文学术

社科类为主的书店。至于是好还是不好，的确见仁见智。所列载的书店已力求准确，但少数几间是未经到访的，要本书

店地图于书迷访书有所裨益，还望各位书友多多走访，亲自查证。若发现有错漏请及时指正，也欢迎诸位提供相关书店

的扼要介绍，以便能随时更新，臻于至善。



二零零九新修订前言 

《香港澳门书店地图（二零零八修订版）》于去年四月初杀青，至今刚好一年。这一年当中，《香港澳门书店地图（二

零零八修订版）》能否对书迷到港澳访书起作用，我不敢猜测。只是一年过去，物是人非。先是「青文书屋」的老板罗志

华于去年年前疑于仓库整理书籍时，被塌下的书箱压住，意外辞世；后有阿麦书房及正文书店先后撤出铜锣湾，能否重

张，你我茫然。此种变化，自是不可忽视；加之有「香港的琉璃厂」之称的新亚书店也转战西洋菜南街，《香港澳门书店

地图》如不作修订，岂非立成废纸？因此修订是必要的，却也是困难的。不是资料搜集艰辛，而是惰性作怪。人总希望

是一劳永逸，增补修订之事，琐碎而又繁复，当然是能免则免。但人家一本大地图集，年年修订，岁岁如是，却是乐此

不疲。人贵坚持，罗志华的「青文」暂时歇业期间仍不忘出版业务，阿麦书房撤出铜锣湾却仍继续一间「阿麦厨房」，正

文书店转战沙田重思新张。成品既然已出，自然要负责到底。故虽小增小补，仍然力求准确，目的无他，只为仍可作书

迷港澳访书的指南而已。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四日 

 



香港书店 

商务印书馆 

香港： 

1100—2130  ㊣铜锣湾图书中心    香港铜锣湾怡和街 9号                                       综合型 

1100—2100  ﹡北角分馆          香港北角英皇道 395 号                                       中国研究、人物传记类 

1100—2100    康怡分馆          香港鲗鱼涌康山道 1号康怡广场二楼 S39 号                     儿童类 

九龙： 

1100—2100  ㊣尖沙咀图书中心    九龙尖沙咀弥敦道 118-130 号美丽华酒店商场 2楼AR 213 号铺    旗舰店（周末晚上延长半小时） 

1100—2100  ﹡佐敦图书广场      九龙佐敦道 13 号华丰大厦地下                                综合型 

1100—2130    旺角分馆          九龙旺角弥敦道 608 号                                       教育类（周末晚上延长半小时） 

1100—2100    德福图书广场      九龙九龙湾德福广场二期 3楼 351 号                           综合型（教育资源） 

新界： 

1100—2100  ㊣沙田图书广场      新界沙田新城市广场第一期 2楼 252 号                         新界旗舰店（周末周日延长半小时） 

1100—2100    将军澳分馆        新界将军澳东港城 2楼 261 号铺                               社区型（周末周日延长半小时） 

1100—2100    大埔分馆          新界大埔太和商场爱和楼 3 楼 308-312 号铺                   社区型 

1100—2100    上水分馆          新界上水龙琛路 22 号                                        社区型 

1100—2100    上水分馆          新界上水广场 4楼 421—423 号                                社区型 

1100—2100    屯门分馆          新界屯门时代广场南翼地下 33—36 号                          社区型 

1100—2100    天水围分馆        新界天水围颂富商场二期 220 号                               社区型 

注：另有五间商务文化快线（中环、美孚、将军澳、大围、东涌）及香港城市大学分馆、香港科技大学书店未列出 



三联书店 

1000—2000  ㊣中环店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 9号（港铁中环站 C出口）读者服务中心 

1000—1930  ㊣创 BOOKCAFE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 9号 2楼（港铁中环站 C出口）[出版、新闻、传播图书专门店] 

1100—2100  ㊣湾仔庄士敦店    香港湾仔庄士敦道 141 号（港铁湾仔站 A3 出口） 

1100—2100    西环店          香港西环卑路乍街 8号西宝城广场 111 号 

1200—2130    荔枝角店        九龙荔技角道 833 号升悦商场 107 号铺 

1100—2130    新世纪店        九龙旺角新世纪广场 2楼 288 铺（港铁旺角东站 D出口） 

1100—0000  ﹡观塘 JP@APM     九龙观塘创纪之城 5期 apm L1—21 铺（港铁观塘站 A2 出口） 

1100—2100  ﹡启田店          九龙蓝田启田商场 2楼 232B（港铁蓝田站 A出口） 

1130—2130    淘大店          九龙湾淘大花园第一期二楼 S54—56 号铺（港铁九龙湾站 B出口） 

1200—2200    钻石山店        九龙钻石山荷李活广场二楼 282—283 号（港铁钻石山站 C出口）[周六、日及公众假期提早半小时] 

1100—2100    慈云山店        九龙慈云山中心 5楼 512-515 室 

1100—2100  ﹡荃湾店          荃湾青山公路 210 号富华中心三楼 A铺（港铁荃湾站 B出口） 

1100—2100  ﹡葵芳店          葵涌葵富路 7-11 号葵涌广场 3楼 89 铺（港铁葵芳站 D出口）[周五六日及公众假期提早及延迟半小时] 

1100—2100    元朗店          新界元朗教育路一号千色广场（大棠道轻铁站） 

1030—2100    元朗（西）店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元朗广场 3楼 328—332 号 

1130—2130    马鞍山店        新界马鞍山新港城中心 3楼 3065 铺[周六、日及公众假期提早两小时及延迟半小时] 

1130—2100    青衣店          新界青衣青敬路 33 号青衣城 211 号铺[周六、日及假期提早一小时及延迟半小时] 

 



中华书局 

㊣油麻地分局              九龙油麻地弥敦道 450 号                                          人文科学图书专门店 

荃湾分局                荃湾大坝街荃湾广场 435—438 号                                   社区型 

将军澳分局              将军澳新都城中心二期商场 2066 号                                 社区型 

香港 

中西区 

﹡当代图书中心            中环昃臣道 3号香港会所大厦地下 B                                 外文书刊 

﹡上海印书馆              中环租庇利街 17——19 号顺联大厦二楼                             各类杂书，间中或有年代久远之书籍 

龄记书店                中环德辅道中 127 号                                              杂书 

﹡香港图书文具有限公司    中环德辅道中 25 号安乐园大厦地库                                英文书，《纽约书评》杂志 

精美图书有限公司        上环皇后大道中 340 号地下华泰国际大厦                            杂书 

﹡欧陆法文图书公司        中环威灵顿街 14 号威灵顿公爵大厦 4字楼                           专售法文书籍 

﹡叶壹堂 PageOne           中环德己立街 1-13 号世纪广场 2楼                                大型书店，外文及港台书籍均有 

PALACE café.shop        中环港景街 1号国际金融中心商场一楼 1058-1059 铺                  英文书籍 

Dymocks Booksellers     中环港景街 1号国际金融中心商场二楼 2007-2011 铺                  英文书籍 

Dymocks Booksellers     中环太子大厦 1楼 115-116 室                                      英文书籍 

Dymocks Booksellers     金钟金钟道 95 号 2 楼 2003-4 号                                    英文书籍 

Kelly & Walsh           金钟太古广场 236 号[周日—周四 1030—2000/周五及周六 1030—2030]  英文书籍 

易手寳                  香港中环域多利皇后街 11 号（港铁中环站 C出口）二楼  1200—2000   二手英文书、CD 及黑胶唱片 



湾仔、铜锣湾 

㊣天地图书                庄士敦道 30 号地库及一楼                       1000—2000    文学、人文科学类 

㊣乐文书店                铜锣湾骆克道 506 号 2/F（港铁铜锣湾站 D1 出口）  1100—2300   [周日及公众假期为 1300—2300]文史哲 

﹡铜锣湾书店              铜锣湾骆克道 529 号 1 楼（港铁铜锣湾站 D1 出口） 1100—2300    中港台书籍，政治类较丰富 

  开益书店                铜锣湾骆克道 520 号 1 楼（港铁铜锣湾站 D1 出口）               中港台书籍，与乐文等基本相同 

﹡叶壹堂 PageOne          铜锣湾勿地臣街时代广场 922 号铺                              大型书店，外文及港台书籍均有 

﹡书得起                  铜锣湾轩尼诗道 439-441 号香岛大厦 1楼 A座                    设计类书籍的专门书店 

﹡旭屋书店                轩尼诗道 555 号东角中心(崇光百货)Sogo Book Club11 楼         日文书籍专门店 

艺鹄                    湾仔轩尼诗道 365 号富德楼 1楼                                杂书 

大众书店                铜锣湾轩尼诗道 475-481 号东南大厦 1-2 楼                      杂书 

人民书店                铜锣湾罗素街 18 号 1 楼                                       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民生书籍 

突破书廊铜锣湾店        铜锣湾罗素街 60 号二楼                                       年轻化的基督教书店 

Dymocks Booksellers     湾仔港湾道 25 号海港中心 105-113 号铺                         英文书籍 

Dymocks Booksellers     铜锣湾告士打道 311 号皇室堡 2楼 G铺                          英文书籍 

 

 

东区 

㊣神州旧书文玩有限公司    柴湾利众街 40 号富诚工业大厦 A座 23 字楼（港铁柴湾站 C出口）  旧书 

 



九龙 

尖沙咀、佐敦、油麻地、大角咀 

﹡天地图书                 弥敦道 74-78 号文逊大厦 2 楼                   1000—2100  中国与亚洲、小说林、旅游天地 3 个专题区 

㊣辰冲图书有限公司         尖沙咀乐道 13-15 号[周一至周四 0900—1830/周五、六 0900—1930/周日及公众假期 1230—1830]  英文书 

﹡辰冲图书有限公司         尖沙咀海港城海洋中心 307 号[周一至周四 1030—2000/周五、六 1030—2030/周日及公众假期 1230—2000] 

﹡叶壹堂 PageOne           尖沙咀广东道 3-27 号海港城 A区 3002 号铺                    大型书店，外文及港台书籍均有 

读书好栈                 尖沙咀柯士甸道 18 号侨丰大厦 2楼 207 室(佐敦地铁站 D出口)    儿童书籍为主 

﹡KUBRICK                  油麻地众坊街 3号骏发花园 H2 号铺                           电影书籍专门店 

大众书局奥海城店         西九龙奥海城二期高层地下 UG40 号铺             1100—2200  大型书店，综合型 

突破书廊佐敦店           佐敦吴松街 191 号突破中心地下                              年轻化的基督教书店 

 

旺角 

大众书局新世纪店         旺角新世纪广场 6楼 668，686 至 687 室           1100—2200  大型书店，综合型 

㊣序言书室                 旺角西洋菜南街 68 号 7 楼                                   人文学术及社会科学之中英文学术书籍 

﹡梅馨书舍                 旺角西洋菜南街 66 号 7 楼（电梯按 7字）                     中港台图书及古籍 

㊣田园书局                 西洋菜南街 56 号 2 楼                           1030—2200   港台文学、历史、哲学书籍 

㊣乐文书店                 西洋菜南街 62 号 2/F                            1100—2130  港台文学、历史、哲学书籍 

﹡榆林书店                 西洋菜南街 38 号 2 楼（万高大厦）                           港台文学、历史、哲学书籍 

㊣学津书店                 旺角奶路臣街 15 号 B 三楼                       1500—1930  文史哲图书，有国版库存书、旧书 



  自游人书店               旺角西洋菜南街 74-84 号旺角城市中心 11 楼 1102 室             专卖旅游及摄影的书籍 

新亚图书中心             旺角西洋菜南街好望角大厦 1606 室                            「香港的琉璃厂」国版、台版旧书 

黄大仙、钻石山 

突破书廊钻石山店         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三楼 321A                                   年轻化的基督教书店 

红磡、土瓜湾、九龙湾 

大众书局黄埔店           红磡黄埔花园十一期聚宝坊地库 B1b 号铺          1100—2130   大型书店，综合型 

大众书局 MegaBox 店       九龙湾宏照道 38 号 MegaBox9 楼 1 号              1100—2100   大型书店，综合型 

九龙塘 

叶壹堂 PageOne           九龙塘达之路 80 号又一城 LG130 号铺                          大型书店，外文及港台书籍均有 

观塘、将军澳 

KUBRICK                  观塘道 418 号创纪之城五期 apm6 楼 L6-1 铺 PALACE apm           电影书籍专门店 

大众书局将军澳店         将军澳唐俊街 9号君傲湾君荟坊一楼商场 F01 室[周一—周五 1130—2200/周六日及公众假期 1100—2200] 

 

新界 

沙田 

﹡大众书局沙田店           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期 4楼 445-447 室                  1000—2200 大型书店，综合型 

RainbowBoat.com          沙田安耀街 2 号新都广场 1603-6                               小童英文书籍 

大埔 



大众书局大埔店           大埔安邦路 6号大埔超级城 D区地下 669-672 号铺      1030—2130 大型书店，综合型 

葵涌 

大众书局葵芳店           葵涌葵芳新都会广场 6楼 611-620 室                  1100—2200 大型书店，综合型 

屯门 

大众书局屯门店           屯门屯门市广场一期二楼 2192 室                     1100—2200 大型书店，综合型 

部分港澳书店或出版机构之网页
商务印书馆：www.hkcp.com 

商务网上书店：www.cp1897.com 

三联书店：www.jointpublishing.com 

中华书局：www.chunghwabook.com.hk 

天地图书：www.cosmosbooks.com.hk 

大众书局：www.popular.com.hk 

城邦读书花园：www.cite.com.tw 

叶壹堂 PageOne：www.pageonegroup.com 

榆林书店：www.elmbook.com 

书得起书店：www.basheer.com.hk 

开卷网络：www.crown-bookstore.com 

突破书廊：www.btproduct.com 

梅馨书舍：http://www.plumcultivator.com 

序言书室：http://www.hkreaders.com 

神州旧书文玩有限公司：http://www.sunchau.com/index.asp?pic=img1 

正文书店：http://www.testo-bookstore.com 

读书好栈：http://www.mybookcottage.com 

Dymocks Booksellers：www.dymocks.com.hk 

RainbowBoat.com Online Bookstore：www.RainbowBoat.com 

明报网上书店：books.mingpao.com 

香港书店之详情请参看该网页：http://www.shkpbookclub.com/zh-hk/tips/bookstores.htm 

注：如出现「找不到服务器」，显示该网页或需使用代理服务器登录，并非网络地址错误之原因 



澳门书店 
㊣宏达图书中心      水坑尾街 258 号百老汇中心地库                  综合型 

㊣澳门文化广场      荷兰园大马路 32 号 G                           综合型 

﹡商务印书馆        水坑尾街 280 号                                综合型（星期一—日上午 11 时至下午 9时） 

﹡星光书店          白马行（伯多禄局长街）43 号                   综合型 

㊣文采书店          卖草地街 8—10 号裕兴隆一楼                    励志心理经济英文类 

㊣葡文书局          板樟堂街 18—20 号                             葡文、少量中文书籍 

边度有书          议事亭前地 31 号二楼（星巴克旁边楼梯直上）     社区小型书店；另开设有「边度有音乐」，专售较冷门的音乐 

﹡读品书坊          白马行 22 号雅明阁一座 1B         1230—2230   专营台版人文系列图书 

圣保禄书局        主教巷 11 号                                   宗教书店，中英葡文宗教书籍 

浸信会书局        白马行（伯多禄局长街）41 号                   宗教书店，中英葡文宗教书籍 

大众书局          镜湖马路 77—81 号 

一书斋            高地乌街 

悦书房图书礼品    罗神父街 14 号 B                               社区型书店，书种较杂 

环亚图书          东方斜巷 15 号          

﹡坤记              果栏街                                        旧书 

 

注：有㊣标志者为不可不去之书店 

有﹡标志者为值得一去之书店 

部分书店或未经确切证实，仅作访书指南之用。 



当代图书中心 

上海印书馆 

龄记书店
PALACE café.shop、
Dymocks Booksellers

易手宝

三联书店中环店 欧陆法文图书公司 

香港图书文具有限公司

Dymocks Booksellers 

叶壹堂 PageOne 



天地图书 
三联书店庄士敦店



铜锣湾书店 旭屋书店 
开益书店 

Dymocks  乐文书店

Booksellers 

书得起书店 

大众书店 

突破书廊

铜锣湾店
商务印书馆 

铜锣湾图书中心 

人民书店 

叶壹堂 PageOne 



辰冲图书

叶壹堂 PageOne

辰冲图书

天地图书

尖沙咀图书中心

商务印书馆 



KUBRICK

商务印书馆 
佐敦图书广场 

中华书局 
油麻地分局

旷野书店



序言书室、梅馨书舍

自游人书店 

乐文书店、

学津书店 

田园书局 

榆林书店 

新亚图书中心 



神州旧书文玩有限公司 

前往神州旧书店之二：请

乘坐港铁至柴湾站，由 C
出口步行前往。 

前往神州旧书店之一：请乘

坐 8 路或 81 路新巴于康翠

台/康民街巴士总站下车，

步行前往。 

 

 

 

 

 

 

 

 

 

 

 

 

 

 

 

 

 

 

 

 



 

 

 

 

 

 

 

 

 

 

 

 

 

 

 

 

 

 

 

 

边度有书 

文采书店 

商务印书馆

宏达图书中心

星光书店 

读品书坊 

坤记 
澳门文化广场 

宏达图书中心 
简体字书专门店

浸信会书局

葡文书局 

圣保禄书局



 

 

 

 

 

 

 

 

 

 

 

 

 

 

 

 

 

 

Print in Canton 
民国九十八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