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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學作品讀後感徵文比賽》參考書目 

主辦單位：濠江中央獅子會 及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書目編輯單位 : 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協會 

 

  書目 作者 出版社 年份 語言 ISBN 屬性 

1 2010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小說卷 廖子馨、鄒家禮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1 中 9789993701378 文學-總集-中 

2 2012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廖子馨、湯梅笑、鄭國偉、鄧景濱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3 中 9789993701811 文學-總集-中 

3 2013 至 2014 夏日筆耕文集 李哲雲編 同趣文藝工作室 2013 中 789993779643 文學-總集-中 

4 2013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廖子馨、湯梅笑、盧傑樺、鄧景濱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4 中 9789993702108 文學-總集-中 

5 
2014-2015 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澳門賽區優秀作品

選：我的未來我的路 
澳門青年聯合會 澳門青年聯合會 2015 中 9789996594861 文學-總集-中 

6 2014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鄒家禮、湯梅笑、姚風、鄧景濱主編 文化局 2015 中 9789993702511 文學-總集-中 

7 2015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鄒家禮、湯梅笑、姚風、鄧景濱主編 文化局、澳門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02917 文學-總集-中 

8 2016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鄒君儀、吳淑鈿、姚風、鄧景濱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7 中 9789993703501 文學-總集-中 

9 2017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廖子馨、吳淑鈿、盧傑樺、黃坤堯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8 中 9789993704119 文學-總集-中 

10 2018 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 廖子馨、吳淑鈿、盧傑樺、黃坤堯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9 中 9789993704546 文學-總集-中 

11 
21 世紀奇異之旅：林添富作品集 = 21st century 

traveller's tales of adventures: selected essays of T. T. lam 
林添富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0 中 9789993732686 文學-別集-中 

12 Everybody has a pet 蘇惠瓊 (Sou Vai Keng, Debby) 澳門故事協會 2009 中英 9789993797256 文學-別集-外 

13 
Macau．澳門 : 中山、澳門慶祝“澳門回歸祖國 20

周年”文學作品集 

丘樹宏主編著 

李觀鼎主編著 
澳門筆會 2019 中 9789996564895 文學-總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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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New gardens. I: Angelus novus: photography and poetry on rice 

paper, 2012-2014 

蘇惠瓊 (Sou Vai Keng, Debby), 

Martin Zeller 
Sou Vai Keng、Martin Zeller 2014 中英 9789996590535 文學-總集-英 

15 
New gardens. II: Diana: photography and poetry on rice paper, 

2012-2014 

蘇惠瓊 (Sou Vai Keng, Debby), 

Martin Zeller 
Sou Vai Keng、Martin Zeller 2014 中英 9789996590542 文學-總集-英 

16 The green here was pink Hilda Hio Man Tam 澳門故事協會 2009 中英 9789993797272 文學-別集-外 

17 Winter story 韓麗麗 (Han Lili)  澳門故事協會 2009 中英 9789993797296 文學-別集-外 

18 一方淨土 黃坤堯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230 文學-別集-中 

19 一生萬物 : 短篇故事文集 齊天大等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13 中 9789996595035 文學-總集-外 

20 一向年光有限身 太皮 (黃春年)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152 文學-別集-中-詩詞 

21 一個人影、一把聲音 林玉鳳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4 中  9993732249 文學-別集-中 

22 一壺濁酒喜相逢 凌鈍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199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23 一對一 林中英、寂然 (鄒家禮)  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7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24 七星篇 林蕙等著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1991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25 九洲江夜話 加丁 晨輝出版有限公司 2007 中  9789993755081 文學-別集-中 

26 人生大笑能幾回 林中英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199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27 十載拾獲 日林 澳門人出版有限公司 2018 中 9789996530418 文學-別集-中 

28 三弦 葉貴寶、葦嗚、黎綺華 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 1985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29 三規 = Rule of Three  
Ricardo Pinto、Hélder Beja 統籌; 喬

靚瑜、郭恬熙、黎韵孜翻譯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15 中 9789996577307 文學-總集-中 

30 上帝之眼 李宇樑編劇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8 中 9789993732662  文學-別集-中 

31 下午 凌鈍 澳門五月詩社 1990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2 也也齋田園詩草 沙道維 澳門美術協會 2014 中 9789996572227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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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千行：宋子江詩集 = Strolling: poems by Chris Song Zijiang 宋子江 (Chris Zijiang Song)  澳門故事協會 2011 中英 9789996542169 文學-別集-中 

34 
口袋裡的把戲：光光詩集 = Tricks in my pockets: poems By 

Kong Kong 
Kong Kong (光光)  澳門故事協會 2011 中英 9789996542329 文學-別集-中 

35 大世界娛樂場 = A gambling world 高俊耀、莫兆忠 足跡 2013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36 大漠集 雲惟利 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 1985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7 女聲獨唱 林中英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822  文學-別集-中 

38 女獸：黃曦儀詩文集 黃曦儀 澳門故事協會 2012 中 9789996542541 文學-別集-中 

39 子女干干 胡家兆 胡家兆 2013 中  9789996590276 文學-別集-中 

40 寸心千里 穆欣欣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278 文學-別集-中 

41 小心愛 梁淑琪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8 中  999373263X 文學-別集-中 

42 小店 呂志鵬 
澳門故事協會；香港 : 石

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5 中 9789996542992 文學-別集-中 

43 小品零距離劇本集 零距離合作社 零距離合作社 2015 中 9789996578205 文學-總集-中 

44 小城 M 大調 楊穎虹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695 文學-別集-中-小說 

45 小城大世界：澳門兒童文學精選 呂志鵬、楊穎虹總編輯 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 2014 中 9789996502318 文學-總集-中 

46 小城大夢 : 寫給孩子的澳門故事 穆欣欣主編 文化局 2020 中 9789993704669 文學-總集-中 

47 小城記影 楊宓著；胡智傑插圖 澳門出版協會 2014 中 9789996570629 文學-別集-中-散文 

48 小城醉劍之五四一七 岸南 (余煥明)  余煥明 2015 中 9789996590757 文學-別集-中-小說 

49 小乘山房詩稿 吳子玉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1997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0 山行  劉家璧著；劉再復、施議對評點  澳門詩社 2015 中 9789996584817 文學-別集-中-詩詞 

51 已涼天氣 丁楠 華僑報出版社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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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不要怕，我抒情罷了 黃文輝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6 中 9993732389 文學-別集-中 

53 不掀開肚皮，很難交心 黃耀鋒 文化公所 2020 中 9789998146075 文學-別集-中 

54 不渡 初歌今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35 文學-別集-中 

55 不寫也是寫的一部分 姚風 中國藝文出版社 2019 中 9789998131262 文學-別集-中 

56 五月詩侶 澳門五月詩社 澳門五月詩社 1989 中 9993754781 文學-總集-中 

57 五觀 : 短篇小說詩文集. V  
Hélder Beja, RicardoPinto 統籌; 喬

靚瑜、彭形影翻譯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17 中 9789996577383 文學-總集-中 

58 天地玄黃 冬春軒 (劉樺)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6 中 9789996548253 文學-別集-中-散文 

59 天空下的隧道 = A view of the sky tunnel  房霞 (Fang Xia) 澳門故事協會 2017 中英 9789996557187 文學-別集-中 

60 天馬 寄語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815  文學-別集-中 

61 天涯詩草 馮剛毅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199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62 太平日誌 = Post tai peng tin kuok 子健等 石頭公社藝術文心團體 1999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63 心霧 再斯等著 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 1985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64 文字裡的古早味: 澳門作家的味蕾 穆欣欣主編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7 中 9789996548369 文學-總集-中 

65 文學的守望：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本地組) 陸奧雷編 澳門筆會 2018 中 9789996564864 文學-總集-中 

66 文學風景：澳門歷史城區文學遊蹤 彭海鈴著；梁倩瑜插圖 文化局 2014 中 9789993702573 文學-別集-中 

67 月兔與電腦牢籠內的幽靈 黑貓迷你著 ; 飛天貓繪 澳門人出版有限公司 2019 中 9789996530470 文學-別集-中 

68 月亮升起如一首白色的詩 王和 (錢浩程)  澳門五月詩社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69 木棉絮絮飛 尹紅梅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674 文學-別集-中 

70 片思偶想 : 詩 = Fragmentos: poemas 
António Correia (郭棟樑) 著；傅玉

蘭譯 

Companhia de Serviços 

Linguísticos e Informáticos, 

LITS Lda 

2021 中葡 9789998181922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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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片思偶想 = Fragmentos: poemas 
António Correia (郭棟樑) 著；傅玉

蘭譯 
今日澳門 1994 中葡 9723501678 文學-別集-外 

72 片段：賀綾聲散文集 賀綾聲 澳門故事協會 2013 中  9789996542640 文學-別集-中 

73 王和詩稿 王和 (錢浩程)  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 1992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74 王家大法官 鄧思平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2013 中  9789993768555  文學-別集-中 

75 且行且悟 李嘉曾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213 文學-別集-中-散文 

76 且聽風吟 沈慕文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28 文學-別集-中 

77 世間情 凌稜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97 文學-別集-中 

78 世說新聲 冬春軒 (劉樺)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2 中  9993732141 文學-別集-中 

79 仙凡聚 : 於澳門 Macau 鄧潤美 鄧潤美 2020 中 9789998149380 文學-別集-中 

80 冬夜的預言 陶里 澳門五月詩社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81 加丁詩詞散曲選 彭可牧 彭可牧 2002 中  9993770256 文學-別集-中 

82 北窗內外 凌稜 華僑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5 中 972960620X 文學-別集-中 

83 半設人生 = I am designing my life 阮其 文化公所 2021 中英 9789998146440 文學-別集-中 

84 占酸集 占記 邊度有書書籍有限公司 2010 中  9789993781448  文學-別集-中 

85 只有目的地能緩和不適 譚俊瑩 澳門別有天詩社 2020 中 9789998180635 文學-別集-中-詩詞 

86 只取一瓢 斯雋 澳門學人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4 中  9993765392 文學-別集-中 

87 四不死 : 短篇小說詩文集. IV  
Beja, Hélder、Ricardo Pinto 統籌; 

喬靚瑜、郭恬熙翻譯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16 中 9789996577345 文學-總集-中 

88 四季花開  江南煙雨 
亞洲 (澳門) 人文與自然

研究會 
2016 中 9789996565137 文學-別集-中-詩詞 

89 巨蹼 于堅著; 姚風主編 中國藝文出版社 2019 中 9789998131279 文學-別集-中-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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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未名心情 馮傾城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73 文學-別集-中 

91 未命名的章節 澳門創作人協會 澳門創作人協會 2008 中 9789993793809 文學-總集-中 

92 永盛隨筆 陳永盛 澳門九九學社 2008 中 9789993763536  文學-別集-中 

93 甘草集 三七子 澳門詩社  2019 中 9789998192515 文學-別集-中-詩詞 

94 由色生情 雨花 (陳雨潤) 澳門出版協會 2012 中  9789996588341 文學-別集-中 

95 白狼 魯茂 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5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96 白銀 李烈聲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664 文學-別集-中-小說 

97 白蓮宗雜記 蓮生 易柳彤 2018 中 9789998149021 文學-別集-中-小說 

98 石榴七日 劉卿卿 馬耀霖 2006 中 9993770604 文學-別集-中 

99 石頭雨. 海之歌 莫兆忠等 足跡 2015 中 9789993799429 文學-總集-中 

100 光影 阿冉 新華圖書有限公司 2015 中 9789996578007 文學-別集-中-散文 

101 冰心 初歌今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877  文學-別集-中 

102 印記 梁錦生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853  文學-別集-中 

103 危闌高處 陶里 澳門五月詩社 2000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04 向晚的感覺 江思揚 澳門五月詩社 1992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05 回首 水月 (林慧嫻)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907  文學-別集-中 

106 回首風塵 李烈聲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11 文學-別集-中 

107 回望 婞子 林淑霞 1992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08 回望. 續集 婞子 林淑霞 2000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09 回歸紀情 黃文輝編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0 中 9789993732716     文學-總集-中 

110 回歸路上 葉麗琴 澳門出版協會 2009 中  9789993793984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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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因此 黃文輝 澳門五月詩社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12 在合唱中獨唱 姚風著；Christopher Kelen、陳飛譯 澳門故事協會 2017 中英 9789996557248 文學-別集-中-詩詞 

113 在書架邊看澳門  盧嘉昕 澳門出版協會 2017 中 9789996555084 文學-別集-中-散文 

114 在迷失國度下被遺忘了的自白錄 呂志鵬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254 文學-別集-中 

115 在路上 譚清平 澳門文化戲曲出版社 2016 中 9789993791850 文學-別集-中 

116 多味的人生之旅 程祥徽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841 文學-別集-中 

117 多楓嶺蝶影蟬聲 陶里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839  文學-別集-中 

118 她鄉，他鄉 : 葉靜欣、韓牧新詩攝影集 葉靜欣、韓牧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8 中 9789996548444 文學-總集-中 

119 她說, 陰天快樂 賀綾聲 澳門故事協會 2019 中 9789887916802 文學-別集-中 

120 如一 毛燕斌等編 如一詩社 1997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121 如果雨點能代替我 祁紫 引文化有限公司 2019 中 9789998192324 文學-別集-中 

122 如果愛情像詩般閱讀 賀綾聲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261 文學-別集-中 

123 孖女與刑警 鄧景濱 (丁山)  澳門出版社 1999 中 9729768188 文學-別集-中 

124 守望 望風 澳門寫作學會 2020 中 9789993761082 文學-別集-中 

125 守望：拉薩女孩兒  盧錦盈攝影；卓瑪配詩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4 中 9789996548079 文學-別集-中 

126 有情天地 凌稜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1991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27 有情天地 = A mores do céu e da terra, contos de Macau 凌稜 文化局 2014 中葡 9789993702184 文學-別集-中 

128 有發生過 寂然 (鄒家禮)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308 文學-別集-中 

129 朵斯姑娘 = Os dores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飛歷

奇) 著；喻慧娟譯 
文化局 2015 中葡 9789993702481 文學-別集-葡-小說 

130 此情可待 水月 (林慧嫻)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20 中 9789996548581 文學-別集-中 

131 而已集 王禹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06 中 9789993761679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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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自白 齊思 澳門寫作學會 1994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33 自色悟空 雨花 (陳雨潤) 澳門出版協會 2011 中  9789993785392 文學-別集-中 

134 自色悟空 雨花 (陳雨潤) 澳門出版協會 2007 中  9789993785392 文學-別集-中 

135 自強不息 胡申申 澳門青年文化協會 2002 中  9993768006 文學-別集-中 

136 自噬之花 = Mirror me 宋子江 (Chris Zijiang Song) 澳門故事協會 2017 中英 9789996557118 文學-別集-中 

137 

至誠的呼聲：華鈴詩文選 = Apelos ardentes: poemas e ensaios 

escolhidos de F. Hua-Lin = Ardent appeals: selected poems and 

essays by F. Hua-Lin 

華鈴著；宋子江 (Chris Song 

Zijiang) 編 
文化局 2016 中 9789993703020 文學-別集-中-詩詞 

138 血色迷宫 李宇樑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9 中 9789996548475 文學-別集-中 

139 行黑夜間 幽子 文聲出版社 2018 中 9789996535932 文學-別集-中-詩詞 

140 西遊. 散記 = On the road-TianZhu 何仲儀編 澳門文化體. 現代畫會 2008 中英 9789993767923 文學-總集-中 

141 伶仃洋 韓牧 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 1985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42 何婉鴻詩書畫集 何婉鴻 科教文出版社 2012 中  9789993789895 文學-別集-中 

143 何處宜我居 李公榮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4 中  9993732168 文學-別集-中 

144 吾心吾鄉 李文娟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169 文學-別集-中-散文 

145 希望 葉植文 宏達圖書中心 198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46 希臘點點星集 區仲桃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4 中  9993732206 文學-別集-中 

147 忘情書 水月 (林慧嫻)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6 中  9993732400 文學-別集-中 

148 我在海的這邊等你 卓瑪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237 文學-別集-中-詩詞 

149 我希望月亮的背面都是好看的 一月 文化公所 2020 中 9789998146068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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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我和我的…… 梁淑淇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891  文學-別集-中 

151 我的黃昏 淘空了 澳門五月詩社 1991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52 我的愛人 黃文輝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 中 9789993732518 文學-別集-中 

153 我的詩 劉卿卿 馬耀霖 2006 中 9993770590 文學-別集-中 

154 我的澳門貓朋友 陳沛而 貓空間 2007 中  9789993793007 文學-別集-中 

155 我城我書 程文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834 文學-別集-中 

156 我從你開始：姚風讀詩 姚風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5 中 9789996548161 文學-別集-中 

157 我這樣說…: 呂志鵬詩集 呂志鵬 
澳門故事協會、石磬文化有

限公司 
2018 中 9789887916741 文學-別集-中 

158 李丹詩選 黃文輝編 文化局 2019 中 9789993704324 文學-別集-中-詩詞 

159 李宇樑劇作選 李宇樑編劇 
澳門日報出版社、澳門戲劇

協會 
1999 中  9729774404 文學-別集-中 

160 杜鵑花城的往事 黃業華 同趣文藝工作室 2004 中 999377961X 文學-別集-中 

161 步峰詩詞 步峰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澳門國

際華人民間文化藝術學會 
1999 中  9729753814 文學-別集-中 

162 求存集 邢榮發 
澳門馬交石出版社有限公

司 
2009 中  9789993799900 文學-別集-中 

163 沒有錯過的陽光 趙陽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285 文學-別集-中 

164 男女男 望風、鏏而、紫菱 文化公所 2020 中 9789998146099 文學-總集-中-散文 

165 男神與神 = My Lords and my God 加能 啦結製作 2015 中 9789996576409 文學-別集-中 

166 見習閒人 王禎寶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1 中  9993732109 文學-別集-中 

167 谷雨：紫晨二 O 一六詩詞全集 紫晨 
亞洲 (澳門) 人文與自然

研究會 
2017 中 9789996565120 文學-別集-中-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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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赤腳奔跑 = Barefoot running 唐婷 澳門故事協會 2015 中英 9789996542909 文學-別集-中-詩詞 

169 走出上海，異鄉的蒲公英 許明明 (方欣) 歷真出版社 2016 中 9789996569104 文學-別集-中-小說 

170 足跡的幻化 鍾子碩 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4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71 刺 = Fish bones 葦歡 澳門故事協會 2017 中英 9789996557040 文學-別集-中 

172 咖哩骨遊記 莫兆忠 足跡 2012 中 9789993799412 文學-別集-中 

173 咖啡館的青年交換故事集 黃敏統籌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青年委

員會 
2015 中葡 9789996576799 文學-總集-中 

174 咖啡館的青年故事集 蘇麗欣等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青年委

員會 
2012 中葡 9789996598203 文學-總集-中 

175 夜未央樓隨筆 李成俊 (方菲)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5 中  9993732273 文學-別集-中 

176 夜泊 : 現代詩. 格律詩合編 陶里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8 中 9789996548437 文學-別集-中 

177 夜航随筆 陳浩星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9 中 9789996548468 文學-別集-中 

178 夜航隨筆. 續篇 陳浩星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9 中 9789996548482 文學-別集-中 

179 夜遊人 太皮 (黃春年)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6 中 9789996548260 文學-別集-中-散文 

180 孤芳樓詩詞 (二) 鄭存耀 澳門出版協會 2018 中 9789996555107 文學-別集-中 

181 孤芳樓詩詞集 鄭存耀 鄭存耀 2009 中  9789993770947  文學-別集-中 

182 孤芳樓詩詞選 鄭存耀 澳門出版協會 2015 中 9789996570636 文學-別集-中 

183 孤島 = A city besieged 胡根 文化公所 2021 中 9789998146280 文學-別集-中 

184 屈指年華 彭海鈴 文化公所 2020 中 9789998146112 文學-別集-中-散文 

185 幸福來電 陸奧雷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688 文學-別集-中-散文 

186 所有悲哀是眼睛，喜歡光 = Fruit of the last love 賀綾聲著；維絲 (Vai Si) 英譯 澳門故事協會 2017 中英 9789996557156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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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抱樸樓詩集 劉紹進 劉紹進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88 拔骨劑 S. 澳門故事協會 2017 中 9789996557125 文學-別集-中-詩詞 

189 放眼澳門詩詞選 黃強、戴新民、梅東主編 新時機傳媒有限公司 2019 中 9789996587184 文學-總集-中 

190 昏暗的星空 傅天虹 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 2005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91 東瀛歲月 繆文森 澳門文化戲曲出版社 2016 中 9789993791829 文學-別集-中-小說 

192 松月軒集：歐陽澤榮詩書畫合刊 歐陽澤榮 歐陽澤榮 2006 中  9993770620 文學-別集-中 

193 松風竹韻 張卓夫 澳門楹聯學會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94 板樟堂的倒數聲 陸奧雷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2 中  9789993732976 文學-別集-中 

195 林佐瀚詩詞三論 林佐瀚 澳門寫作學會 1996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196 林宣揚詩詞集 林宣揚 澳門詩社 2011 中  9789996584800 文學-別集-中 

197 林宣揚詩詞續篇 林宣揚 澳門詩社 2018 中 9789996584879 文學-別集-中 

198 法界之心 楊寧 劉達求 2008 中  9789993770817  文學-別集-中 

199 泛梗集：程遠詩詞三編 程祥徽 九鼎傳播有限公司 2008 中  9789993796558 文學-別集-中 

200 
物語獵人 = A river sings tales of the village: chasing stories in 

South West China 
陳飛 (Nicholafei Chen)  澳門故事協會 2015 中英 9789996542961 文學-別集-中-詩詞 

201 花瓣裹的迥聲 = Echoes in the petals 高雲 (Dodo Gao)  澳門故事協會 2010 中英 9789996542237 文學-別集-中 

202 長城隨想及其它 = Great Wall capriccio and other poems 

姚京明 (Yao Jing Ming) 著；

Christopher Kelen、管婷婷、房霞英

譯 

澳門故事協會 2014 中英 9789996542855 文學-別集-中 

203 長夢屐痕 穆欣辭 晨輝出版有限公司 2018 中 9789993755203 文學-別集-中 

204 阿門 席地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9 中 9789996548499 文學-別集-中 

205 阿蓮 周毅如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 中  9789993732495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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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青春殘酷物語 寂然 (鄒家禮)  邊度有書書籍有限公司 2012 中  9789993781462  文學-別集-中 

207 青洲行吟集：胡培周詩詞 胡培周 澳門中國語文學會 2005 中  999377801X 文學-別集-中 

208 剌客 = O assassino = The assassin 鄧曉炯 (Joe Tang)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15 中葡英 9781234567897 文學-別集-中 

209 南客喃喃 霜滿林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4 中  9789996548062 文學-別集-中 

210 南窗詩草 黃施民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198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211 南灣 (Nam Van)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飛歷

奇) 著；李長森 (Li Chansen, 

James)、崔維孝合譯 

澳門土生教育協進會 2003 中  999377782X 文學-別集-外 

212 南灣 : 澳門故事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David 

Brookshaw, ed.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20 中 9789998134034 文學-別集-葡-小說 

213 南灣唱情 胡曉峰 澳門基金會 2009 中  9789993710523 文學-別集-中 

214 南灣湖畔的天使們 賀綾聲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 中  9789993732549 文學-別集-中 

215 南灣燈影 褟偉旗 澳門出版社 1999 中  9729768137 文學-別集-中 

216 娃娃臉 胡悅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0 中 999373201X 文學-別集-中 

217 待天空藍起時 = When the sky turned blue 賀綾聲 賀綾聲 2020 中英 2020057 文學-別集-中 

218 待旦集 李成俊 (方菲)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4 中  9993732184 文學-別集-中 

219 待旦集 李成俊 (方菲)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438 文學-別集-中 

220 待放的古蓮花：韓牧澳門詩選 韓牧 澳門五月詩社 1997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221 思無邪：短篇故事詩文集 II Alexandre Lucas Coelho 等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14 中  9789996595066 文學-總集-中-詩詞 

222 恍若煙花燦爛 羅衛強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42 文學-別集-中 

223 恰恰 = Moments 蘇淺著：恰恰、蘇淺譯 澳門故事協會 2017 中英 9789996557149 文學-別集-中 

224 拭擦黯黲的天空 = Wiping the dim sky 宋子江 (Chris Zijiang Song)  澳門故事協會 2009 中英 9789993797289 文學-別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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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拱廊與靈光 : 澳門的 120 個美好角落 袁紹珊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718 文學-別集-中-散文 

226 拾穗集 魯茂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384 文學-別集-中 

227 故事從那裡開始 劉倩芝、艾林芝 華夏出版社 2008 中 988971311X 文學-總集-中 

228 故事集 : 於澳門 Macau 鄧潤美 鄧潤美 2020 中 9789998149373 文學-別集-中 

229 星月詩蹤 陳頌聲 澳門寫作學會 1994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230 映日荷花 施議對、宗德路、徐志剛合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00 中 9993761613 文學-總集-中 

231 枯枝上的敵人 姚風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377 文學-別集-中 

232 柔剛詩歌獎專號 (1992-2018) 黃禮孩主編 中國藝文出版社 2018 中 9789998131040 文學-總集-中 

233 流民之歌 袁紹珊 (Un Sio San, Susanna)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292 文學-別集-中 

234 為了春天的紀念 : 朱壽桐詩書集 朱壽桐 銀河出版社 2020 中 9789996549748 文學-別集-中-詩詞 

235 珍珠和沙：作者最初衷. 作品結集 黃耀岷主編 澳門原創小說協會 2015 中 9789996591112 文學-總集-中 

236 珍藏集 : 於澳門 Macau 鄧潤美 鄧潤美 2020 中 9789998149397 文學-別集-中 

237 相看是故人 穆凡中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353 文學-別集-中 

238 相看儼然 穆欣欣 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2010 中  9789993735144  文學-別集-中 

239 省堂詩詞 陳伯煇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1994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240 省堂詩詞. 二集 陳伯煇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00 中  9993761605 文學-別集-中 

241 省堂詩詞. 三集 陳伯煇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05 中 9993761648 文學-別集-中 

242 省堂隨筆 陳伯煇 華僑報出版社 2000 中 9729606218 文學-別集-中 

243 看風景的貓 彭海鈴 澳門近代文學學會 2011 中  9789993727163 文學-別集-中 

244 秋夜集 王禹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8 中 9789993732617     文學-別集-中 

245 秋鴻觜爪集 梁披雲 梁雪予 199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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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秋廬漫筆 蔣忠和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6 中 999373246X 文學-別集-中 

247 穿越曾經 陳爍 科教文出版社 2008 中 9789993789826     文學-別集-中 

248 約盡永恆 蔡少民 (秋晨曲)  蔡少民 2012 中 9789996590115 文學-別集-中 

249 紅顏. 滅諦：李宇樑長劇選 李宇樑編劇 澳門曉角話劇研進社 2009 中 9789993798507 文學-別集-中 

250 美副將異想錄 (Mesquita's reflections) Marco Lobo 著；喬靚瑜譯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18 中 9789996531248 文學-別集-葡-小說 

251 美麗街 凌之等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0 中 9993732001 文學-總集-中 

252 胡言亂語 胡申申 澳門青年文化協會 2002 中 9993768014 文學-別集-中 

253 胡國年戲劇文集 胡國年 澳門出版社 2002 中  9993724130 文學-別集-中 

254 苦蜜糖 宋盈 澳門故事協會 2018 中 9789996557286 文學-別集-中-詩詞 

255 重畫地圖：梁秉鈞 = Mapa refeito: Leung Ping-kwan 梁秉鈞 澳門故事協會 2009 中葡 9789996542435 文學-別集-中 

256 飛天單車奇遇記 凌雁 文化公所 2020 中 9789998146051 文學-別集-中-散文 

257 香農星傳奇 周桐 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9 中  9729792712 文學-別集-中 

258 乘興集 龔剛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803 文學-別集-中 

259 倩影古韻 = Lyrical past of lasting charms 澳門人文科學學會 澳門人文科學學會 2005 中英 9993781134 文學-總集-中 

260 凌腔雁調 凌雁 (陳棄疾) 編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251 文學-別集-中-散文 

261 唇：邢悅詩選 邢悅 引文化有限公司 2018 中 9789998192300 文學-別集-中 

262 夏日筆耕 35 子文集 同趣文藝工作室 同趣文藝工作室 2013 中  9789993779643  文學-總集-中 

263 孫鵬飛文選 孫鵬飛 孫鵬飛 2013 中  9789996590368 文學-別集-中 

264 悅禾軒詩詞楹聯集 王斌 王斌 2015 中 9789888141241 文學-別集-中 

265 拳王阿里 盧傑樺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896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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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拿手好戲：劇本集 古光源等 
澳門故事協會 ; 香港 : 

石磬文化有限公司 
2018 中 9789881425386 文學-總集-中-戲劇 

267 旅思集 羅志雄 澳門出版協會 2013 中 9789996588389 文學-別集-中 

268 旅途夢痕 童建穎 同趣文藝工作室 2017 中 9789993779681 文學-別集-中 

269 旅程. 瞬間 李展鵬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 中  9789993732556 文學-別集-中 

270 時刻如此安靜：賀綾聲詩集 賀綾聲 賀綾聲 2005 中  9993770493 文學-別集-中 

271 書的傳人 王國強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2004 中 9993768510 文學-別集-中 

272 殷言快語 殷立民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66 文學-別集-中-散文 

273 氣球 = Balloon 鍾麗華 (Cora Chong)  澳門故事協會 2011 中英 9789996542251 文學-別集-中 

274 浪漫禁區的情愫 許均銓 緬華筆友協會 2016 中 9789996566806 文學-別集-中-散文 

275 浮生偶拾 葉迅中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846     文學-別集-中 

276 浮城 鄧曉炯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315 文學-別集-中 

277 浮塵記：李哲雲作品集 李哲雲 紙藝軒 2003 中  9993768421 文學-別集-中 

278 海角片羽 賀越明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244 文學-別集-中-散文 

279 海客無幽夢 陶里 澳門五月詩社 2007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280 海峽兩岸一家親徵文集 安琪編輯 九鼎傳播有限公司 2016 中 9789996575822 文學-總集-中-散文 

281 海棠花館吟草全集 余菊庵 (余鞠庵)  國際港澳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中  9789993744801  文學-別集-中 

282 海棠花館信札 余菊庵 (余鞠庵)  國際港澳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1 中 9789993744818 文學-別集-中 

283 狼狽行動 李宇樑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346 文學-別集-中 

284 病中記 陳煒恆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 2008 中 9789993775461 文學-別集-中 

285 眠雲吟草 陳勉雲 陳啟基 2011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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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6 神跡 太皮 (黃春年)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858 文學-別集-中 

287 秘笈 路雅；區仲桃序 紙藝軒 2007 中  9789889850104 文學-別集-中 

288 純粹.  我們 : 澳門別有天詩社年度合集 甘草 澳門別有天詩社 2020 中 9789998180628 文學-別集-中-詩詞 

289 能遲軒集句詞 施議對 澳門詩社 2019 中 9789998192546 文學-別集-中-詩詞 

290 茗韻詩情：羅慶江詩文集 羅慶江 羅慶江 2011 中  9789996581298     文學-別集-中 

291 茫茫人生路. 上集 鄭汶高 鄭汶高 2017 中 9789996569302 文學-別集-中 

292 茫茫人生路. 下集 鄭汶高 鄭汶高 2019 中 9789998149120 文學-別集-中 

293 茶館詩話 陳永盛 澳門詩社  2016 中 9789996584855 文學-別集-中 

294 迷途 何興中 澳門出版協會 2011 中 9789996581281 文學-別集-中 

295 迷路人的字母 賀綾聲 澳門別有天詩社 2014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296 迷魂 鄧曉炯 澳門故事協會 2008 中  9789993732648 文學-別集-中 

297 逆行 : 雪堇詩選 雪堇 引文化有限公司 2019 中 9789998192317 文學-別集-中 

298 除卻天邊月沒人知 周桐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902 文學-別集-中 

299 假如我愛上了你 林玉鳳 澳門五月詩社 1997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00 偽風月談 黃文輝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4 中 9789996548017 文學-別集-中 

301 國琴十五記 盧從義 澳門學人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7 中 9789996540226 文學-別集-中-散文 

302 基礎 (Infraestruturas)  
Alberto Eduardo Estima de Oliveira 

(柯添文) 著；姚京明譯 
文化司署 1999 中 9723502585 文學-別集-外 

303 堂吉訶德的工資 梯亞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732 文學-別集-中-散文 

304 婚後 歐陽瑞珊 經緯出版社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05 從俗如流 朱壽桐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681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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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從愛到虛無 凌谷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701 文學-別集-中-散文 

307 情是真的，只是己隔天涯 金珮珊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4 中  9789996548086 文學-別集-中 

308 情滿人間 何瑪麗 科教文出版社 2007 中  9789993789819 文學-別集-中 

309 情緣. 情醉. 情牽詩集.  二 蔡凱琳 蔡凱琳 2017 中 9789996569272 文學-別集-中-詩詞 

310 情緣. 情醉. 情牽詩集.  二 阿吉尼莎 蔡凱琳 2010 中 9789993770992 文學-別集-中 

311 排憂：李炳時隨筆 李炳時 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2004 中  9993768537 文學-別集-中 

312 掙扎 呂志鵬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698 文學-別集-中 

313 救命 寂然 (鄒家禮)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8 中  9789993732624  文學-別集-中 

314 晚晴樓詩 佟立章 教育暨青年司 1989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15 晚晴樓詩 佟立章 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協會 2001 中  9993764213 文學-別集-中 

316 晚晴樓詩. 第二輯 佟立章 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協會 2002 中  9789993764229 文學-別集-中 

317 晚晴樓詩. 第三輯 佟立章 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協會 2003 中  9789993764236 文學-別集-中 

318 晚晴樓詩詞. 第四輯 佟立章 澳門教育文化藝術協會 2010 中  9789993764243 文學-別集-中 

319 望松屋筆記 陳煒恆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 2009 中  9799993773114 文學-別集-中 

320 望洋小品 (Olhando as colinas) 魯茂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1989 中 9993700061 文學-別集-中 

321 望洋山客話 賀之軍 新時機傳媒有限公司 2016 中 9789996587139 文學-別集-中-散文 

322 望洋興嘆集 馮剛毅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1997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23 望耕絮語 蔣忠和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4 中  9789996548031 文學-別集-中 

324 混沌邊緣 凌鈍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4 中 9993732176 文學-別集-中 

325 淹留 廖平子原著；陳業東點校 澳門基金會 2006 中 9993710407 文學-總集-中 

326 烽火丹心 黃日、李文光 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6 中 962449209X 文學-總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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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牽蘿補屋 彭海鈴 澳門近代文學學會 2009 中 9789993727132  文學-別集-中 

328 異國子民 
蘇惠瓊 (Sou Vai Keng, Debby)、陳

秀燕 
蘇惠瓊 2004 中 9789993770404 文學-總集-中 

329 異寶 呂志鵬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884  文學-別集-中 

330 皎皎明月光：紫晨二 O 一五詩詞全集 李輝 (紫晨) 
亞洲 (澳門) 人文與自然

研究會 
2016 中 9789996565106 文學-總集-中-詩詞 

331 祥和之城 : 第一屆感受“人文澳門”採風文集 邢榮發 中國藝文出版社 2019 中 9789998131194 文學-總集-中 

332 符樹柏故事集 符樹柏 新時機傳媒有限公司 2014 中 9789996587115 文學-別集-中 

333 符樹柏筆耕集 符樹柏 機遇雜誌出版社 2009 中 9799993772506 文學-別集-中 

334 第一稿：友人劇團劇本集 楊樹清等 澳門故事協會 2015 中 9789996557002 文學-總集-中 

335 第十一屆澳門文學獎得獎作品文集 澳門筆會 澳門筆會 2016 中 9789996564819 文學-別集-中-散文 

336 荷露集 吳才華 東望洋出版社 2000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37 荷露集. 第二集 吳才華 東望洋出版社 2004 中 9789993779704 文學-別集-中 

338 荷露集. 第三集 吳才華 東望洋出版社 2005 中 9789993779711 文學-別集-中 

339 被確定的事 邢悅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04 文學-別集-中 

340 許多昨天和一個冬天 = Many yesterdays more than seasons 韋靜瑩 (Camellia Wei)  澳門故事協會 2015 中英 9789996542954 文學-別集-中-詩詞 

341 這一天，蓮花在午夜熠熠開放 李觀鼎 澳門寫作學會 1999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42 這一次：我一個人來到這裡 陸奧雷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7 中 9789996548321 文學-別集-中 

343 這裡：袁紹珊詩集 = Here: poems By Susanna Un Sio San 袁紹珊 (Un Sio San, Susanna)  澳門故事協會 2011 中英 9789996542411     文學-別集-中 

344 這裡的綠是淡粉紅 譚曉汶 澳門故事協會 2014 中英 9789993797272 文學-別集-中-詩詞 

345 雪社作品集 雪社；傅玉蘭編輯 文化局 2016 中 9789993703259 文學-總集-中 

346 雪廬詩稿 梁披雲 文化司署 1991 中  9723501139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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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喆盦詩詞存稿 陳祥耀著；施議對主編 澳門詩社 2018 中 9789998192508 文學-別集-中-詩詞 

348 喪屍研究室. season one = Zombie lab. season one 黃天俊 
澳門原力出版社一人有限

公司 
2019 中 9789996577185 文學-別集-中-小說 

349 場刊以外 玉文著；林香君編輯 石頭公社藝術文心團體 2012 中  9789996593109 文學-別集-中 

350 尋找遠方的樂章 陳志峰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183 文學-別集-中-小說 

351 悲喜時節 黃文輝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725 文學-別集-中-散文 

352 揮手之後還會再見嗎 水月 (林慧嫻)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407 文學-別集-中 

353 曾幾何時 王禎寶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223 文學-別集-中 

354 曾鐵明詩詞集 曾鐵明著；廖瓞強、 黎甘雨編輯 曾鐵明 199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55 
港澳台八十後詩人選集 = Post-80 poet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鄭政恆 (Matthew Cheng 

Ching-hang)、宋子江 (Chris Song 

Zijiang)、楊佳嫻 (Yang Chia-hsien)  

澳門故事協會 2013 中英 9789996542572 文學-總集-中 

356 焚詩集 王禹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06 中 9789993761662     文學-別集-中 

357 無俠 卅翁 (林錦權) 林錦權 2019 中 9789998149106 文學-別集-中-小說 

358 無悔集 林佐瀚 澳門寫作學會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59 無悔集. 續編 林佐瀚 澳門寫作學會 1999 中  972974582X 文學-別集-中 

360 無聲喧嘩 梯亞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4 中  9789996548093 文學-別集-中 

361 無邊集 凌谷 (禢廣瑜)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80 文學-別集-中 

362 畫案餘墨 童建穎 同趣文藝工作室 2015 中 9789993779667 文學-別集-中-散文 

363 盜墓者言 王和 (錢浩程)  澳門五月詩社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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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程遠詩詞. 二編 程祥徽 澳門語言學會 1994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65 程遠詩詞. 三編 程祥徽 澳門語言學會 1999 中  9729784280 文學-別集-中 

366 程遠詩詞. 初編 程祥徽 澳門寫作學會 199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67 窗台秋思 陶天權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6 中  9993732427 文學-別集-中 

368 窗簾背後 陶天權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0 中  9729792747 文學-別集-中 

369 童一枝筆：兒童文學精選 2 湯梅笑等編 澳門筆會 2017 中 9789996564826 文學-總集-中 

370 童一枝筆：故事詩歌精選 
鄧曉炯 (Tang Hio Kueng) 故事篇

主編；盧傑華詩歌篇主編 
澳門筆會 2015 中 9789996564802 文學-總集-中 

371 筆遊濠江 何瑪麗 盈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2010 中  9789866433092 文學-別集-中 

372 等火抓到水為止 盧傑樺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 中  9789993732525     文學-別集-中 

373 絕句 = In brief 
姚風著；譚曉汶 (Hilda Hio Man 

Tam)、Christopher Kelen 譯 
澳門故事協會 2010 中英 9789996542176 文學-別集-中 

374 給飛鳥餵食彩虹 = Feed birds rainbow 

黃禮孩 (Huang Li Hai) 著；

Christopher Kelen、宋子江 (Chris 

Zijiang Song) 英譯 

澳門故事協會 2014 中英 9789996542800 文學-別集-中 

375 舒望詩集 = Shu Wang poemas 舒望著；Fernanda Dias (晴蘭) 譯 文化局 2012 中葡 9789993701590  文學-別集-中 

376 著陸點 Ricardo Pinto 統籌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18 中 9789996531217 文學-總集-中 

377 詠蘭詩五百首 馮剛毅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00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78 

開開”“心心”最重要. 1: “開開”“心心”的禮物 = 

Kai Kai Xin Xin is The Most Important. 1, Kaikai Xinxin's 

present 

楊穎虹 文化公所 2019 中英 9789998136045 文學-總集-中 

 

 

mailto:macclionsclub@yahoo.com
http://www.mlima.org.m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ONS CLUBE DE MACAU CENTRAL 

電郵: macclionsclub@yahoo.com  

地址: 澳門郵政信箱 1627號 

Macau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http://www.mlima.org.mo 

地址:澳門得勝馬路 29號栢景花園 2F 

 

  書目 作者 出版社 年份 語言 ISBN 屬性 

379 

開開”“心心”最重要. 2: “開開”“心心”說離別 = 

Kai Kai Xin Xin is The Most Important. 2, Kai Kai Xin Xin Says 

Goodbye 

楊穎虹 文化公所 2019 中英 9789998136052 文學-總集-中 

380 

開開”“心心”最重要. 3: “開開”“心心”看雲去 = 

Kai Kai Xin Xin is The Most Important. 3, Kai Kai Xin Xin 

Watching Clouds 

楊穎虹 文化公所 2019 中英 9789998136069 文學-總集-中 

381 

開開”“心心”最重要. 4: “開開”“心心”學語言 = 

Kai Kai Xin Xin is The Most Important. 4, Kai Kai Xin Xin 

Learns Languages 

楊穎虹 文化公所 2019 中英 9789998136076 文學-總集-中 

382 開開”“心心”最重要. 5 楊穎虹 文化公所 2019 中英 9789998136083 文學-總集-中 

383 閑翻日月 楊亮生 澳門新文化研究會 2019 中 9789996575549 文學-別集-中 

384 閒話風情 西門公子 (陸波)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5 中  9993732354 文學-別集-中 

385 陽光最是明媚 梁淑淇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4 中 9789996548116 文學-別集-中 

386 雁聲詩集 龔振祺 龔振祺 2000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87 集體死亡：懿靈詩集 懿靈 邊度有書書籍有限公司 2005 中  999378141X 文學-別集-中 

388 集體的傳說：葦鳴與懿靈的詩 余少君 澳門故事協會 2017 中 9789996557132 文學-總集-中 

389 集體遊戲：懿靈詩集 懿靈 邊度有書書籍有限公司 2005 中  9993781401 文學-別集-中 

390 雲上的十八歲 林君朗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8 中 9789996548413 文學-別集-中-散文 

391 順手插柳 魏尤龍 台灣大專澳門校友會 2005 中 9993785008 文學-別集-中 

392 黃昏的再版畫 淘空了 澳門五月詩社 199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93 黃昏的解答 淘空了 澳門五月詩社 1995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394 黑白之間 呂志鵬 呂志鵬 2011 中  9789996590023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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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亂世青年之南行漫記 潔敬 經緯出版社 2015 中 9789993765073 文學-別集-中-文集 

396 傳情入色 雨花 (陳雨潤) 澳門出版協會 2010 中  9789996581236 文學-別集-中 

397 奧戈的幻覺世界 = As alucinações de Ao Ge 廖子馨 (Lio Chi Heng)  東方葡萄牙學會 2010 中葡 9789993774203 文學-別集-中 

398 微風 婞子 
澳門飛龍衛星電視傳媒有

限公司 
2006 中  9789993787600 文學-別集-中 

399 愚樂版 梯亞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1 中  9993732117 文學-別集-中 

400 愛比死更冷 太皮 (黃春年)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8 中  9789993732679     文學-別集-中 

401 愛你一萬年 方欣 澳門出版社 1999 中  9729792259 文學-別集-中 

402 愛你愛我 梁淑淇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414 文學-別集-中 

403 愛情利率：關曉泉詩集 關曉泉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7 中 9789996548314 文學-別集-中 

404 感謝，在我生命的旅程遇上了您 婞子 林淑霞 2012 中  9789996590122 文學-別集-中 

405 搖籃中的伴侶 鄭汶高 一書齋 2011 中 9789993782544 文學-別集-中-小說 

406 新世代生活誌：第一個五年 陸奧雷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206 文學-別集-中-散文 

407 新世紀澳門戲劇作品選 李宇樑、穆凡中合編 文化局 2011 中 9789993701422 文學-總集-中 

408 新悅集 凌谷 (禢廣瑜)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 中 9789993732532 文學-別集-中 

409 楓廬寄語 陶里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6 中  9789993732471 文學-別集-中 

410 歲月如詩 李成俊 (方菲)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0 中  9789993732709 文學-別集-中 

411 歲月泉聲 趙文川等 經緯出版社 2003 中 9993765015 文學-總集-中 

412 當豆撈遇上豆汁兒 穆欣欣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275 文學-別集-中-散文 

413 當魚閉上眼睛 = When the fish close their eyes 姚京明 澳門故事協會 2007 中英 9789993789529 文學-別集-外 

 

mailto:macclionsclub@yahoo.com
http://www.mlima.org.m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ONS CLUBE DE MACAU CENTRAL 

電郵: macclionsclub@yahoo.com  

地址: 澳門郵政信箱 1627號 

Macau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http://www.mlima.org.mo 

地址:澳門得勝馬路 29號栢景花園 2F 

 

  書目 作者 出版社 年份 語言 ISBN 屬性 

414 碌落蓮溪舞渡船：演出文本 + 口述記錄 莫兆忠編 足跡 2009 中  9789993799405  文學-別集-中 

415 節日故事六則 = Six festivaL taLes 張舒音 (Cheyenne Zhang)  澳門故事協會 2010 中英 9789996542305 文學-別集-中 

416 落葉的季節 流星子 澳門五月詩社 1991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417 葦嗚微信詩集 鄭煒明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20 中 9789996548567 文學-總集-中-詩詞 

418 詩，美嗎？ 羅達榮 澳門出版協會 2015 中 9789996555022 文學-別集-中 

419 詩. 想 林玉鳳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7 中 9789993732501 文學-別集-中 

420 詩人筆記 盧傑樺、呂志鵬 (望風) 澳門歷史教育學會 2008 中 9789993792758     文學-總集-中 

421 詩海初航 丁冬 澳門培教出版社 1992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422 詩詞功夫 賈瑞 賈瑞 2018 中 9789996569326 文學-別集-中 

423 詩詞功夫. 第二冊 賈瑞 賈瑞 2018 中 9789996569470 文學-別集-中 

424 詩意澳門 張春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9 中 9789996548536 文學-別集-中 

425 詩像澳門 = Poemografia de Macau = Macao Poemography Antònio Mil-homens (安千民) 文化局 2019 中葡英 9789993704461 文學-別集-葡 

426 詩影拾濠 馬雲駸總編輯 澳門廣州地區聯誼會 2016 中 9789996567414 文學-總集-中-詩詞 

427 詩聯謎 葉錦添 (丁耘)  澳門楹聯學會 1997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428 詩藝. 聯情. 謎趣 葉錦添 (丁耘)  澳門近代文學學會 2005 中  9993727091 文學-別集-中 

429 遇見 賀綾聲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2 中  9789993732969 文學-別集-中 

430 
遊詩：梁秉鈞詩選 = Amblings: selection poets By leong Ping 

Kwan 

梁秉鈞著；Christopher Kelen (客遠

文) 等譯 
澳門故事協會 2010 中英 9789996542206 文學-別集-中 

431 遊學紀聞 李方擎 李方擎 201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432 道理還是自己的對 彭海鈴 澳門近代文學學會 2003 中 9993727067 文學-別集-中 

433 雋文不朽 = Rota das Letras = The Script Road PraiaGrande Edições PraiaGrande Edições, Lda. 2014 中葡英 9789996595042 文學-總集-葡 

434 鼓枻滄浪 冬春軒 (劉樺)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5 中  9993732346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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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圖書館人孤獨時 楊開荊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220 文學-別集-中-散文 

436 夢中京華 陳煒恆 澳門傳媒工作者協會 2008 中 9789993775447 文學-別集-中 

437 夢回情天 高戈 澳門五月詩社 1992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438 夢裡聽風 谷雨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6 中  9993732419 文學-別集-中 

439 滴水集 李觀鼎 澳門五月詩社 1999 中  9729786577 文學-別集-中 

440 滴水集 李觀鼎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657 文學-別集-中-詩詞 

441 滴漏 = Clepsidra 
Camilo Pessanha (卡米路. 庇山耶) 

著；姚京明譯 
澳門國際研究所 2016 中葡 9789993745884 文學-別集-英 

442 滴漏 = Clepsidra  
Camilo Pessanha (卡米路. 庇山耶) 

著；姚京明譯 
文化局、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 中葡 9789993703242 文學-別集-葡 

443 漂流者的眼睛 莊文永 (流星子)  澳門九九學社 2001 中  9993763519 文學-別集-中 

444 漢橋 = Uma ponte para a China Shee Vá 澳門葡語醫生協會 2015 中葡 9789993772903 文學-別集-中-小說 

445 漫步松山 郭濟修 澳門出版協會 2020 中 9789996555152 文學-別集-中-散文 

446 獄之境 : 洛書詩集 洛書 澳門別有天詩社 2020 中 9789998180611 文學-別集-中-詩詞 

447 睡前小故事 
歐陽瑞珊撰寫；漫畫本插畫由老

作、耀仔、四眼和合繪 
澳門青年文化協會出版 2005 中 9993768049 文學-別集-中 

448 綠氈上的囚徒 太皮 (黃春年)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860  文學-別集-中 

449 翠微回望 黃坤堯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0 中 9993732052 文學-別集-中 

450 聚龍里軼事 周毅如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5 中  999373232X 文學-別集-中 

451 與病魚躲避 = Sheltering with other ill fish 黃潔如 (Cyrstal Wong)  澳門故事協會 2010 中英 9789996542244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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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蒙誌 龍龍 (趙春龍) 黃卓雄 2013 中 9789996590450 文學-別集-中-小說 

453 蒸汽中的劃痕 = Thousand miles of skin 黃鎬藍 (Mary Wong)  澳門故事協會 2010 中英 9789996542220 文學-別集-中 

454 輕撫那人間的滄桑 未艾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360 文學-別集-中 

455 雌雄同體 沈尚青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0 中  9993732028 文學-別集-中 

456 劉球翰墨集 劉球 佳信地產貿易公司 1999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457 劉逸生詩詞 劉逸生 澳門學人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6 中 9993782688 文學-別集-中 

458 嬉笑集 廖懺庵 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5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459 影下螢火 = Glitter on the sketch 黃勵瑩 (Vong Anges)  澳門故事協會 2008 中英 9789993797234 文學-別集-外 

460 摩天輪的幻象生活：陸奧雷詩文集 陸奧雷 澳門故事協會 2013 中  9789996542619 文學-別集-中 

461 撫摸 寂然 (鄒家禮)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0 中  9993732036 文學-別集-中 

462 標點人生 黃業華 同趣文藝工作室 2011 中  9789993779629  文學-別集-中 

463 澄明的處所 : 第十二屆澳門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公開組 陸奧雷編 澳門筆會 2019 中 9789996564888 文學-總集-中 

464 緣木求魚 = Climbing a tree for fish 韓麗麗 (Han Lili)  澳門故事協會 2007 中英 9993789512 文學-別集-外 

465 蓮花之後 初歌今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8 中  9789993732655 文學-別集-中 

466 蓮峰擷翠 陶里 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9 中  9729792704 文學-別集-中 

467 蓮島閒筆 曾坤 盈河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2010 中 9789993774020 文學-別集-中 

468 蓮溪詩文集 余寶和 澳門出版社 1997 中  9728530972 文學-別集-中 

469 蔡育川文集 蔡育川 科教文出版社 2003 中 9993767727 文學-總集-中 

470 誰的語言打碎桌上的杯子 老鶱 澳門九九學社 2001 中  9993763527 文學-別集-中 

471 鄭觀應文選 鄭觀應著；夏東元編 
澳門歷史學會、澳門歷史文

物關注協會 
2002 中  9993767107 文學-別集-中 

472 鄭觀應詩選 鄭觀應著；鄧景濱 (丁山) 輯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1995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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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3 鄭觀應詩類編 鄭觀應著；鄧景濱 (丁山) 輯 澳門近代文學學會 2012 中  9789993727170 文學-別集-中 

474 閱讀，無以名狀 寂然 (鄒家禮)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5 中 9789996548208 文學-別集-中-散文 

475 戰之神話 明 梁祐明 1996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476 曉貓 日林 澳門人出版有限公司 2019 中 9789996530463 文學-別集-中-散文 

477 歷史對話 黃文輝 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810 文學-別集-中 

478 澳門：一覺醒來在拉城 林玉鳳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3 中 9789996548000 文學-別集-中 

479 澳門人澳門事劇本創作比賽獲獎劇本選 周樹利、高錦添 澳門藝穗會 1997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480 澳門土生文學作品選 譚美玲、汪春合編 澳門大學出版中心 2002 中 999372615X 文學-總集-外 

481 澳門小說選 毅剛編 澳門出版社 1991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482 澳門中華詩詞：2006 馮傾城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06 中 9993761680 文學-總集-中 

483 澳門中華詩詞：2007 馮傾城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07 中 9789993761693 文學-總集-中 

484 澳門中華詩詞：2008 馮傾城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08 中 9789993797609 文學-總集-中 

485 澳門中華詩詞：2010 馮傾城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0 中 9789993797623 文學-總集-中 

486 澳門中華詩詞：2011 馮剛毅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1 中 9789993797630 文學-總集-中 

487 澳門中華詩詞：二零一二年 鄭欣淼等著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2 中  9789993797678  文學-總集-中 

488 澳門中華詩詞：二零一三年 馮剛毅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3 中  9789993797685  文學-總集-中 

489 澳門中華詩詞：二零一五年號 馮剛毅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5 中 9789996575716 文學-總集-中 

490 澳門中華詩詞：二零一六年號 馮剛毅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6 中 9789996575730 文學-總集-中-詩詞 

491 澳門中華詩詞：二零一四年 馮剛毅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4 中    文學-總集-中 

492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作品集 (二零一四號)  莊文永 (流星子) 主編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4 中  9789993797692  文學-總集-中 

493 澳門中葡詩歌選 = Antologia de poetas de Macau 

姚京明 (Yao Jing Ming)、Jorge de 

Abreu Arrimar (歐卓志) 選編；姚京

明 (Yao Jing Ming)、丁文林中譯 

文化司署、東方葡萄牙學

會、葡萄牙賈梅士學會 
1999 中葡 沒 文學-總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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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 澳門文學作品選. 小說卷：2010 
廖子馨 (Lio Chi Heng)、鄒家禮 (寂

然) 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2 中 9789993701378 文學-總集-中 

495 澳門文學作品選. 小說卷：2011 
廖子馨 (Lio Chi Heng)、鄒家禮 (寂

然) 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2 中 9789993701545 文學-總集-中 

496 澳門文學作品選. 散文卷：2010 湯梅笑、水月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1 中 9789993701385 文學-總集-中 

497 澳門文學作品選. 散文卷：2011 
湯梅笑 (林中英)、水月 (林慧嫻) 

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2 中 9789993701552 文學-總集-中 

498 澳門文學作品選. 新詩卷. 詩詞卷：2010 姚風等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1 中 9789993701392 文學-總集-中 

  書目 作者 出版社 年份 語言 ISBN 屬性 

499 澳門文學作品選. 新詩卷. 詩詞卷：2011 姚風 (姚京明) 等主編 澳門基金會、文化局 2012 中 9789993701569 文學-總集-中 

500 澳門文學作品選: 2019-2020 年度 
廖子馨、吳淑鈿、盧傑樺及黃坤堯

主編 
澳門基金會 2021 中 9789993704973 文學-總集-中 

501 澳門文學獎：十屆得獎文集 (1993-2013)  澳門基金會 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148  文學-總集-中 

502 澳門四百年詩選 毅剛編 澳門出版社 1990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503 澳門名勝楹聯輯注 
鄧景濱 (丁山)、葉錦添 (丁耘) 合

編 
澳門楹聯學會 1998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504 澳門作家文集：2011 凌雁 (陳棄疾) 編 澳門作家協會 2012 中 9789996593505 文學-總集-中 

505 澳門作家文集：2013 凌雁 (陳棄疾) 編 澳門作家協會 2013 中 9789996593512 文學-總集-中 

506 澳門作家文集：2014 凌雁 (陳棄疾) 編 澳門作家協會 2014 中 9789996593529 文學-總集-中 

507 澳門作家文集：2015 凌雁 (陳棄疾) 編 澳門作家協會 2015 中 9789996593536 文學-總集-中 

508 澳門作家文集：2016 凌雁 (陳棄疾) 編 澳門作家協會 2016 中 9789996593543 文學-總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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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 澳門作家文集：2017 淩雁 (陳棄疾) 編 澳門作家協會 2017 中 9789996593550 文學-總集-中 

510 澳門作家文集：2018 凌雁 (陳棄疾) 編 澳門作家協會 2018 中 9789996593567 文學-總集-中 

511 澳門作家文集：2019 凌雁 (陳棄疾) 編 澳門作家協會 2019 中 9789996593574 文學-總集-中 

512 澳門作家文集：2020 凌雁 (陳棄疾) 編 澳門作家協會 2020 中 9789996593581 文學-總集-中 

513 澳門來兮 何貞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1 中  9789993732914  文學-別集-中 

514 澳門奇趣門：少年小說精選 楊穎虹主編 澳門筆會 2020 中 9789998198005 文學-總集-中-小說 

515 澳門故事 = Contos de Ou Mun 

António Correia (郭棟樑) 著 ; 傅

玉蘭 (Iok Lan Fu Barreto) 中譯 ; 

Teresa Portela (博文赫) 插圖 

利巳語言資訊科技服務有

限公司 (Companhia de 

Serviços Linguísticos e 

Informáticos, LITSLDA) 

2020 中葡 9789998181908 文學-別集-葡-小說 

516 澳門教育文選 . 文學作品卷 陳虹、鄭洪光主編 文化公所 2020 中 9789998146037 文學-總集-中 

517 澳門現代詩選 李觀鼎編 澳門基金會 2007 中 9789993710431 文學-總集-中 

518 澳門許均銓微型小說選 許均銓 
華人國際新聞出版集團有

限公司 
2006 中  9993778141 文學-別集-中 

519 澳門散文選 林中英編 澳門基金會 1996 中 9728147791 文學-總集-中 

520 澳門散記 劉孝峰 澳門課程研究會學會 2012 中 9789996584336 文學-別集-中 

521 澳門短篇小說選 陶里編 澳門基金會 1996 中 9728147805 文學-總集-中 

522 澳門筆會三十年作品選 鄒家禮 (寂然) 主編 澳門筆會 2017 中 9789996564833 文學-總集-中 

523 澳門詞草 施業輝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8 中  9789993732594 文學-別集-中 

524 澳門新生代詩鈔 黃曉峰、黃文輝選編 澳門五月詩社 1991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525 澳門新詩選 鄭煒明 (葦嗚) 編 澳門基金會 1996 中 9728147813 文學-總集-中 

526 澳門當代詩詞紀事 方寬烈編 澳門基金會 1996 中 9728147449 文學-總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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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澳門當代詩詞選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1992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528 澳門當代劇作選 鄭煒明、穆欣欣合編 澳門基金會 2000 中 9726581087 文學-總集-中 

529 澳門賦 王禹 澳門基金會 2009 中  9789993710516 文學-別集-中 

530 澳門聯話 鄧景濱 澳門楹聯學會 199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31 澳門簡史感覺版 呂志鵬 澳門故事協會 2014 中 9789996542824 文學-別集-中 

532 澳門雜詠 = Pescador de margem 
Fernando Sales Lopes (羅方禮) 

著；王偉譯 
東方文萃 1997 中葡 9729418519 文學-別集-外 

533 澳門雜詩圖釋 汪兆鏞著；葉晉斌圖釋 澳門基金會 2004 中  9993710318 文學-別集-中 

534 澳門離岸文學拾遺 凌鈍 澳門基金會 1995 中 9799993772605 文學-總集-中 

535 燈下心語 孫鵬飛 孫鵬飛 2014 中 9789996590566 文學-別集-中 

536 燈海尋星 鏏而 文化公所 2021 中 9789998146327 文學-別集-中 

537 燕堂夜話 蔣忠和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749 文學-別集-中-散文 

538 磨盤拾翠 李鵬翥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5 中  999373229X 文學-別集-中 

539 螢光詩詞. 續集 賴紹祥 科教文出版社 2012 中 9789993789888 文學-別集-中 

540 貓為什麼不穿鞋 穆欣欣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7 中 9789996548345 文學-別集-中-散文 

541 錯愛 周桐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1988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42 隨思隨筆話旅遊 高天予 高天予 2000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43 雕蟲集 佳話 澳門日報出版社 1999 中  9729792763 文學-別集-中 

544 雕蟲舊驛 陶里著；葉志榮筆錄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9 中 9789996548512 文學-別集-中 

545 霓虹餐廳 古冰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8 中 9789996548420 文學-別集-中-小說 

546 靜. 夜. 師 李德華 李德華 2018 中 9789998149007 文學-別集-中-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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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7 靜寂的周界 = Fronteiras do silêncio 
Isabel Tello Mexia (李詩雅) 著；

Lam Wan Nei 譯 
Isabel Tello Mexia 1997 中葡 9729753806 文學-別集-外 

548 頭上彩虹 林中英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4 中 9789993711391 文學-別集-中 

549 龍鬚糖萬歲 姚風 作家出版社、澳門基金會 2015 中 9789993711759 文學-別集-中 

550 嶺上造船筆記 陶里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2015 中 9789993711827 文學-別集-中 

551 懦弱 太皮 (黃春年)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4 中  9789996548123 文學-別集-中 

552 戴上頭巾，西行波斯 李寶華 (程文) 澳門出版協會 2020 中 9789996555176 文學-別集-中 

553 濠上詩鄰圖譜 施議對 澳門詩社 2018 中 9789996584893 文學-別集-中 

554 濠上蓮香 : 張卓夫詩詞楹聯二編 張卓夫 澳門寫作學會 2019 中 9789993761075 文學-別集-中 

555 濠鏡春華 蓮生 易柳彤 2018 中 9789996569432 文學-別集-中-小說 

556 獲獎戲劇小品創作選 周樹利主編 澳門藝穗會 2004 中 9993780405 文學-總集-中 

557 獲獎戲劇小品創作選 (雙語版)  周樹利主編 澳門藝穗會 2011 中英 9789993780427 文學-總集-中 

558 瞬間的旅行 姚京明 澳門九九學社 2001 中  9993763500 文學-別集-中 

559 禪出金瓶，悟覺大觀 陳雨潤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9 中 9789993712671 文學-別集-中-散文 

560 聯苑文光 張卓夫編 澳門楹聯學會 2006 中 9993766224 文學-總集-中 

561 聯苑飛花：澳門楹聯學會會員作品集 張卓夫編 澳門楹聯學會 2001 中 9993766208 文學-總集-中 

562 臨江仙：澳門風情詠 鄧思平 九鼎傳播有限公司 2009 中  9789993796589 文學-別集-中 

563 還看紅棉 吳淑鈿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190 文學-別集-中-散文 

564 隱仙樓詩詞集 鄭汶高 一書齋 2016 中 9789993782568 文學-別集-中-詩詞 

565 韓麗麗：冬天故事 = Han Lili: winter story 韓麗麗 (Han Lili)  澳門故事協會 2014 中葡英 9789993797296 文學-別集-中-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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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6 簡陋劇場劇集 周樹利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1995 中 9789993780410 文學-別集-中 

567 簡陋劇場劇集 (續篇)  周樹利主編 澳門藝穗會 2009 中 9789993780410 文學-總集-中 

568 藍星人 黃鴻洪 文化公所 2019 中 9789998136526 文學-別集-中 

569 蹣跚 陶里 澳門五月詩社 1991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70 雙十年華 梁淑琪、寂然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1 中 9993732095 文學-總集-中 

571 雙子葉 鄭煒明編 澳門東亞大學中文學會 1985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572 雙瓦當硯室白話詞鈔 盛配著; 施議對主編 澳門詩社 2020 中 9789998192577 文學-別集-中-詩詞 

573 離調而鳴 林格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20 中 9789996548505 文學-別集-中 

574 鏡海同聲集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0 中 9789993797616 文學-總集-中 

575 鏡海吟 馮剛毅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1995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76 鏡海妙思 = Musas de Macau 謝小冰等著 澳門五月詩社 1993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577 鏡海紅塵 張卓夫 澳門成人教育學會 2008 中  9789993735120 文學-別集-中 

578 鏡海情懷 唐思 星光書店有限公司 1990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79 鏡海陳跡 廖子馨 (Lio Chi Heng) 主編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5 中 9789996548130 文學-總集-中 

580 鏡海雲鄉 何瑪麗 科教文出版社 2005 中  9993767751 文學-別集-中 

581 鏡海聯花 鄧景濱編 澳門楹聯學會 1994 中 沒 文學-總集-中 

582 鏡海嚶鳴集 王國釗、鍾一暉 澳門中華詩詞學會 2012 中 9789993797647 文學-總集-中 

583 孽海情天 馬克平 澳門教育研究中心 2010 中  9789996580901 文學-別集-中 

584 爐石塘的日與夜 譚健鍬 
澳門基金會、作家出版社、

中華文學基金會 
2016 中 9789993712268 文學-別集-中-散文 

585 譬如此刻 : 波兒詩集 波兒著；劉佩佩、江美蓉插畫 澳門啟元出版社 2019 中 9787550023659 文學-別集-中-詩詞 

586 飄逝的永恆 馮傾城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04 中 9993732230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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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7 屬於澳門的小城故事 尋找妮妮 澳門原創小說協會 2013 中  9789996591105 文學-別集-中 

588 灌叟絮聒 駱選民 郭濟修 2020 中 9789996590290 文學-別集-中-散文 

589 蘭蕙亭隨筆 冬春軒 (劉樺)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4 中  9789996548024 文學-別集-中 

590 
鶯花過眼：韓麗麗詩集 = Estória da Primavera = Spring story: 

poems By Han LiLi 
韓麗麗 (Han Lili)  澳門故事協會 2010 中葡英 9789996542398 文學-別集-中 

591 聽雨樓詩詞 譚任傑 澳門中國語文學會 199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92 聽雁樓詩集 李烈聲 澳門日報出版社 2018 中 9789996548376 文學-別集-中 

593 讀寫小品 葉錦添 (丁耘)  澳門寫作學會 1997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94 讀寫小品. 續篇 葉錦添 (丁耘)  澳門楹聯學會 2014 中 9789993766230 文學-別集-中 

595 戀愛治療師 李德華 李德華 2018 中 9789998149014 文學-別集-中-小說 

596 蠱：魔幻現代小說 明 象人出版社 1993 中 沒 文學-別集-中 

597 變化的邊界 = Shifting borders 梁秉鈞 澳門故事協會 2009 中英 9789993797241 文學-別集-中 

598 驛站的歲月 許均銓 緬華筆友協會 2018 中 9789996566882 文學-別集-中 

599 讓寧靜的西灣治療我憂鬱 陸奧雷 澳門日報 2015 中 9789996548222 文學-別集-中-小說 

600 釀詩: 嘗試集 嗚弦 引文化有限公司 2019 中 9789998192331 文學-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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