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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Pub. Place Publisher Pub. Year E-book Hyperlink
香港雜記 香港 中華印務總局 1849 Click to view
香港美華自理公會徵信錄 香港 香港美華自理公會 1903-1908 Click to view
唐字調音英語 香港 出版者缺 1905 Click to view
香港大學勸捐董事會議記事錄 / 香港大學編 香港 香港大學 1909 Click to view
盧制軍香港大學堂笫二次勸捐啓 香港 出版者缺 1910 Click to view
中興聯集 / 朱中興輯 香港 廣裕豐發行 1915 Click to view
乙卯年香港道濟會堂徵信錄 香港 道濟會堂 1915 Click to view
香港中華商業交通人名指南錄 / 鄭紫燦總編輯 香港 鄭紫燦 1915? Click to view
馬棚遇火紀事 / 亦通編 香港 出版者缺 1918 Click to view
香港兩大慘案 / 香港大光報社編輯 香港 香港大光報社 1918 Click to view
香港新界傳道會徵信錄 : 會事紀錄合刊 香港 香港新界傳道會 1918? Click to view
香港中華基督敎道濟會堂徵信錄 香港 道濟會堂 1919 Click to view
香港大光報庚申增刊 香港 大光報社 1920 Click to view
十艷戀檀郎 / 何恭第 香港 中西新書局 192- Click to view
胭脂紅淚 / 羅澧銘著 ; 何恭第註釋 香港 出版者缺 1922 Click to view
香港蓄婢問題 / 反對蓄婢會編 香港 反對蓄婢會 1923 Click to view
櫻花集 / 何恭第 香港 出版者缺 1923 Click to view
香港中國新聞報 香港 香港中國新聞報 1924 Click to view
冷宮紅杏 / 何恭第著 香港 游口藝社 1926 Click to view
靑山禪院大觀 香港 天星印務局 1927 Click to view
中藥聯商會所創辦紀念書/ 乖崖子編 香港 出版者缺 1927? Click to view
漢文中學年刊 香港 管立漢文中學 1928; 1933 Click to view
訂正粤音指南 香港 Wing fat & company 1930 Click to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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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經學講義 / 遺史賴際熙輯 香港 出版者缺 1930? Click to view
駐港東莞東義堂事略 / 葉沃林主編 ; 駐港莞邑東義堂編 香港 駐港莞邑東義堂 1931 Click to view

香港漢文讀本 香港 敎育司署 1932 Click to view
反對蓄婢史略 / 麥梅生編 香港 福興中西印務局 1933 Click to view
港僑須知 / 戴東培編 香港 永英廣告社 1933 Click to view
香港華資工廠調查錄 / 工商日報編輯部編輯 香港 工商日報 1934 Click to view
西南中學高中一級級刊 / 趙康、馮波贊主編 香港 西南中學 1935 Click to view
玉面狐狸 / 何恭第 香港 復興書局 1936 Click to view
前香港總督金文泰論香港之將來 / 曾特 香港 出版者缺 1936 Click to view
香港中華廠商出品指南 / 梁謙武編 香港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1936 Click to view

香港法例彙編 / 馬沅編 香港 華僑日報 1936 Click to view
香江酬酢集 廣州 出版者缺 1936? Click to view
香港華人名人史略 / 吳醒濂編 香港 五洲書局發行 1937 Click to view
三八節特刊 / 紀念婦女節籌備會編 香港 紀念婦女節籌備會 1938 Click to view
防空防毒演講集 / 香港防禦空襲委員會主辧 ; 鄭郁郎譯 香港 凱風編譯社 1938 Click to view

香港官立漢文師範同學錄 / 梁誠立, 陳英倫編 香港 出版者缺 1938 Click to view
香港指南 / 陳公哲編 長沙 商務印書館 1938 Click to view
救國公債特刊 香港 遠東行 1938 Click to view
白崇禧最近言論之一 : 抗戰第三年紀念雙十節之特殊意
義與努力

香港 天文臺半週評論社 1939 Click to view

孝威抗戰論文續集 / 陳孝威著 香港 天文台半週評論社 1939 Click to view
孝威選集 / 陳孝威著 香港 香港天文台半週評論

社 
1939 Click to view

抗戰兩年的回顧與前瞻 香港 天文臺半週評論社 1939 Click to view
苦口集 / 吳涵眞著 香港 國訊港社 1939 Click to view
香港九龍兼新界形勢圖 / 鄭子健校訂 香港 出版者缺 1939 Click to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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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漁民概況 上海 中國漁民協進會 1939 Click to view
消毒方法 / 鍾境培譯 香港 防空設備署 1939 Click to view
港澳學校槪覽 香港 中華時報社 1939 Click to view
續和戰問題之討論 / 南華日報社編輯部編輯 香港 南華日報社 1939 Click to view
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發軔 / 香港工合促進社編印 香港 香港工合促進社 1940 Click to view
抗戰三年 : 香港國民日報周年紀念册 / 編輯者國民日報
社

香港 國民日報社 1940 Click to view

招商局最近三年來之革新 / 蔡增基編著 香港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40 Click to view
前進中的香港靑年 = Hong Kong Youths 香港 香港中華基督敎靑年

會 
1940 Click to view

省港澳老千揭秘 / 雙企著 香港 火炬出版社 1940 Click to view
美國將校與中國抗戰 香港 天文台半週評論社 1940 Click to view
英漢商務貨品辭語彙編 香港 先施有限公司 1940 Click to view
香港金融 / 姚啓勳 香港 著者自刊 1940 Click to view
祖國槪況 : 國新社三周年紀念册 香港 國際新聞供應社 1940 Click to view
華南商業香港專輯 / 顧汝東[等]編 香港 華南商業研究社 1940 Click to view
工合發軔 香港 光夏書店 1941 Click to view
大香港 = The great Hong Kong 香港 香港旅行社 1941 Click to view
回憶烽火餘生始末記 出版地方缺 出版者缺 1941 Click to view
百年商業 / 陳大同, 陳文元編輯 香港 光明文化事業公司 1941 Click to view
抗戰以來 / 韜奮 香港 華商報館 1941 Click to view
香港百年 / 劉國英編 香港 友聯出版社 1941 Click to view
香港基督敎會史 / 劉粤聲主編 香港 香港基督教聯會 1941 Click to view
許地山先生追悼會特刊 / 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山先生大
會籌備會編

香港 全港文化界追悼許地

山先生大會籌備會 
1941 Click to view

新教育學綱要 香港 新知書店 1941 Click to view
勸募公債須知 香港 香港公債分會勸募隊 1941 Click to view

英人侵香港百年歷史滄桑記 / 劉景濂編著 出版地方缺 出版者缺 1942 Click to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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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の建設 /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報道部編 香港 香港佔領地總督部報

道部 
1942 Click to view

鐵窗見證聞錄 : 曾被拘禁赤柱監獄之日人座談會 香港 出版者缺 1942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小常識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公民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日語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化學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代數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外國史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外國地理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本國史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本國地理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生理衛生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動物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國文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植物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初中算術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高小公民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高小地理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高小自然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高小算術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國定敎科書高小歷史 /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南京 敎育部編審委員會 1943 Click to view
福建旅港同鄉會紀念抗戰勝利大會特刊 / 陳炎琛主編 香港 福建旅港同鄉會整理

委員會 
1945 Click to view

駐港美總領事報告書的批判 / 李大明著. 香港 世界日報 1945 Click to view
香港社會福利會義校槪覽 香港 香港社會福利會義校 1946 Click to view

香港政府民政法例 / 葉盛編彙 香港 香港出版社 1946 Click to view
港九僑校史略 香港 香港遠東新聞社 1946 Click to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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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商手册 / 經濟資料社編 香港 經濟資料社 1946? Click to view
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紀要 / 中
國國民黨駐港澳總支部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秘書處編

印

香港 中國國民黨駐港澳總

支部第一次黨員代表

大會秘書處 

1947 Click to view

香港政府一九四七年地方稅條例 / 馬沅編譯 香港 香港政府公報社 1947 Click to view
商人納稅指導 : 香港政府徵稅條例 香港 出版者缺 1947 Click to view
一九四八年手册 / 華商報資料室编纂 香港 華商報社 1948 Click to view
香港百年史 / 黎晉偉主編 香港 南中編譯出版社 1948 Click to view
香港指南 : 商業地圖說明 / 黃謬能編 香港 香港遠東新聞社 1948 Click to view
華僑到港須知 / 華僑出版社編] 香港 華僑出版社 1948 Click to view
華僑商業槪況 / 麥世源主編 香港 南華通訊出版社 1948 Click to view
二次大戰香港華人特務警察隊特刊 = World War II Hong 
Kong special constabulary special edition /二次大戰香港
華人特務警察隊編

香港 二次大戰香港華人特

務警察隊 
1949 Click to view

四邑旅港工商業槪況 / 大美廣告公司主編 香港 大美廣告公司 1949 Click to view
港九剪影 / 安平, 林興炯主編 香港 港九文化出版公司 1949 Click to view
香港護士產科士聯會十週年紀念特刊 / 香港護士及產科
士聯會編

香港 香港護士及產科士聯

會 
1950 Click to view

新界指南 / 麥秀霞, 莫冰子主編 香港 時代新聞社 1951 Click to view
香港九龍市區街道詳記 / 譚天錫編 香港 編者自刊 1952 Click to view
九龍英界增房地稅 :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淸檔 中國 出版者缺 19-- Click to view
香港新界地名表 香港 出版者缺 19-- Click to view
香港達德學院槪況 = Ta Teh Institute 香港 香港達德學院 19-- Click to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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