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暑期購書一覽表

序號 書名 著者名 出版社

1 GO GO健康西點 陳妍希作 / 大境文化

2 彩蝶飛臺北蝴蝶導覽手冊

陳燦榮著/陳燦榮, 葉美青, 林柏

昌攝影

臺北縣生命關懷

協會出版

3 兩棲特攻隊The secret life of amphibian|zeng 施信鋒著 /

天下遠見出版|c大
和書報圖書總經

銷

4 蝶蛾放大鏡The secret life of butterfiles ＆ moths 楊維晟撰文.攝影 / 天下遠見出版

5 愛是什麼樣子?

珍妮特.歐克(Janette Oke)著/潔
芮.布萊霍姆(Cheri Bladholm)繪
圖|g劉清彥譯 道聲

6 我愛讀科學的故事The story of science

安娜.克雷邦(Anna Claybourne)
著|g亞當.拉庫(Adam Larkum)繪
/鄧子衿譯 天下遠見

7 勇往直前

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
|g黃靜雅譯 / 遠見天下

8 思想與方法 殷海光著 / 水牛

9 雪中足跡聖嚴法師自傳 聖嚴法師作/釋常悟, 李青苑譯 三采文化

10 悲傷先生的指南針

約翰.史賓塞.艾利斯(John
Spencer Ellis), 譚米.克林

(Tammy Kling)作/林婉華譯 心靈工坊文化

11

自然老師沒教的事.2|i爸媽必修的100堂自然課|dThe
100 張蕙芬撰文|g黃一峰攝影.繪圖 / 天下遠見出版

12 找回真愛

巴貝柯爾(Babette Cole)文.圖/黃
筱茵譯 格林文化

13 好事成雙 巴貝柯爾文・圖/郭恩惠譯

格林文化出版|c城
邦文化發行

14 中國四大名著經典人物吳榮賜雕塑藝術作品集 吳榮賜作 /
佛光山文教基金

會

15 發掘兒童音樂潛能

Atarah Ben-Tovim ＆ Douglas
Boyd著； / 世界文物

16 星占金庸 吳君易作 / 遠流
17 學生 溫暖的手勢 林明進著 / 麥田

18 10分鐘愛上數學義大利爺爺的趣味數學課

安娜.伽拉佐利(AnnaCerasoli)著
/何啟宏譯

如何出版|c叩應公

司總經銷
19 孫叔叔說中國傳奇 孫叔叔著 / 輔欣

20 遊樂園今天不開門

戶田和代文/高巢和美圖|g周姚

萍譯 天下遠見出版
21 天子 黃昱之著 / 黃昱之
22 英文王子-張介英英文王子在台灣的成長軌跡 張介英作 / 經典傳訊文化
23 張愛玲學校 聯合文學主編 / 聯合文學出版
24 每個孩子不一樣 趙海霞 時英
25 數位時代的孫悟空 許炳堅作 / 引號文創實驗室
26 閱讀時光 稻田電影
27 葉丙成x張輝誠 翻轉對話30分鐘精彩實錄 天下雜誌

28 未來想像少年探險劇團

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團

隊 教育部
29 三國演義DVD 遠東數位科技

30 逃避自由透視現代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 埃里希.佛洛姆(Erich /
木馬出版|c遠足發

行

31 勢不可當化信心為行動的神奇力量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彭蕙仙,
沈怡譯 方智



32 圖說物競天擇與自然演化歷程

羅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ck)
文字/艾咪.波拉克(Amy Pollack)
繪圖|g許逸維譯 晨星

33 品格

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著
/廖建容, 郭貞伶譯 遠見天下文化

34 哲學的慰藉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作
/林郁馨, 蔡淑雯譯

先覺出版|c叩應公

司總經銷

35 政府是人民的主人還是僕人?
侯貝(Blanche Robert)等著|g廖
健苡譯 /

大家出版|c遠足文

化發行
36 歷史與思想 余英時著 / 聯經出版
37 奧之細道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 松尾芭蕉著/莊因繪圖 聯經出版

38 夢的解析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孫名之譯

左岸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39 父親的手

麥倫.尤伯格(Myron Uhlberg)著
|g謝維玲譯 /

大家出版|c遠足發

行

40 精神分析引論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著/彭舜譯

左岸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41 我是余湘Chairwoman|zeng 余湘口述|g張殿文整理 / 寶瓶文化出版
42 撒哈拉之心 陳玉慧著 / 大塊文化

43 天使走過人間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Elisabeth Kubler-Ross)著/李永

平譯 天下遠見

44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

奧立佛.薩克斯(Oliver Sacks)著/
趙永芬譯 天下遠見出版

45 計程車怎麼走比較快?

伊凡.莫斯科維奇(Ivan
Moscovich)著|g繆靜芬, 黃柏瑄

譯 /
究竟出版|c叩應公

司總經銷

46 鏽自然與金屬間無止盡的角力

沃爾德曼(Jonathan Waldman)
著/陳偉民譯 遠見天下文化

47 地獄

丹.布朗(Dan Brown)著/李建興

譯 時報文化

48 格雷的畫像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著/
吳孟儒譯 遠流

49 七里香 席慕蓉[作] / 圓神

50 品嚐的科學

約翰.麥奎德(John McQuaid)著
|g林東翰,張瓊懿,甘錫安譯 /

行路出版|c遠足文

化發行

51 蛋白質的一生認識生命科學的第一本書 永田和宏著/陳嫺若譯

商周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52 五體不滿足老師的沒問題三班 乙武洋匡著/王蘊潔譯

圓神出版|c叩應經

銷

53 骨時鐘

大衛.米契爾(David Mitchell)著/
陳錦慧譯

商周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54 雲圖

大衛.米契爾(David Mitchell)著/
左惟{u2F945}譯

商周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55 上一堂最好玩的韓國學 菜增家

先覺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56 妹至帖 嚴云農 聯合文學
57 來自深海The story from deep sea|zeng 廖鴻基著 /

58 哈姆雷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原著/彭鏡禧譯注

聯經出版|c聯合發

行總經銷
59 年輕,不打安全牌 許峰源著 / 方智

60 文明的力量人與自然的創意關係

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

(Felipe Fernandez-Armesto)著/
薛絢譯

左岸出版|c遠足發

行

61 創新的兩難

克雷頓. 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著/吳凱琳譯



62 機場裡的小旅行：狄波頓第五航站日記 艾倫．狄波頓

先覺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63 如何煮狼

M. F. K.費雪(M. F. K. Fisher)著/
韓良憶譯

麥田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64 餐桌上的語言學家從菜單看全球飲食文化史 任韶堂(Dan /

麥田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65 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 伊塔羅. 卡爾維諾著/吳潛誠校譯 時報文化

66 愛彌兒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著/魏肇基譯 臺灣商務

67 你拿什麼定義自己?
查爾斯.韓第(Charles Handy)著
|g唐勤譯 / 天下遠見出版

68 誘惑者的日記

齊克果(Soren Aabye
Kierkegaard)著/陳岳辰譯 商周

69 建築武者修行 光嶋裕介著 ； 林書嫻譯 / 聯經,
70 流 東山彰良著/王蘊潔譯 圓神

71 再給我一天

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著/汪
芸譯 大塊文化出版

72 最後一個知識人 /

73 細菌 :|b我們的生命共同體

哈諾.夏里休斯(Hanno
Charisius)/ 商周,

74 毒物魅影 :|b瞭解日常生活中的有毒物質 約翰.亭布瑞(John /

商周出版 :|b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75 想像的共同體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g吳叡人譯 / 時報文化

76 藍調石牆T
費雷思(Leslie Feinberg)作/陳婷

譯

商周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77 微戰爭 王哲著 /

風格司藝術創作

坊出版 :|b紅螞蟻

總經銷,

78 都柏林人

喬伊斯(James Joyce)著/莊坤良

譯注 聯經

79 啟蒙的辯證

馬克.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奧多.阿多諾

(Theodor W. Adorno)作/林宏濤

譯

商周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80 海神家族 陳玉慧著 / INK印刻出版

81 外婆家有事台灣人必修的東南亞學分 張正著 /

貓頭鷹出版|c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82 旁觀他人之痛苦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著/
陳耀成譯 麥田出版

83 語言本能探索人類語言進化的奧秘

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
洪蘭譯 商周出版

84 華氏451度
雷.布萊伯利(Ray Bradbury)著/
徐立妍譯

麥田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85 等待 哈金著/金亮譯 時報
86 查令十字路84號 海蓮.漢芙著/陳建銘譯 時報文化

87 玻璃城堡

珍奈特.沃爾斯(Jeannette
Walls)著/呂海棻譯 遠流

88 不完美的正義

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著|g王秋月譯 /

麥田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89 多益普級測驗官方全真試題練習冊  ETS臺灣區總代理編委會

ETS臺灣區總代

理



90 艾蜜莉.狄金生詩選The poems of Emily Dickinson

艾蜜莉.狄金生(Emily Dickinson)
著|g董恆秀, 賴傑威(George /W.
Lytle)譯評

木馬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91 鈴木大拙禪學入門 鈴木大拙著/林宏濤譯

商周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92 性不性,有關係有趣的性博物誌 林正焜著 /

商周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93 K2峰 :|b天堂之門與雪巴人的故事 彼得.祖克曼(Peter /

紅樹林出版 :|b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 

94 傅柯考

費德希克.格霍(Frederic Gros)
著/何乏筆, 楊凱麟, 龔卓軍譯

麥田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95 DK 科學教室圖解生物.化學.物理

凱洛.沃德曼(Carol Vorderman)
著/章奇煒,許名智,陳蔚然譯 旗標

96 魔幻中南美 劉政暉著 / 信實文化出版
97 100件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約翰．巴羅 臉譜出版

98 閣樓上的光

謝爾.希爾弗斯坦(Shel
Silverstein)文.圖/劉美欽翻譯

水滴文化出版|c家
庭傳媒城邦分公

司發行

99 建築的故事

派翠克.迪倫(Patrick Dillon)著/
史蒂芬.貝斯提(Stephen Biesty)
繪|g呂奕欣譯 三采文化

100 全方位世界地理百科全書

John Woodward, DK出版社作/
李潔嵐,黃意翔, 黃康妮翻譯 明山

101 必學!好設計的造型元素

提摩西.薩馬拉(Timothy
Samara)著/韋麗華, 何清新, 馮
波譯

原點出版|c大雁發

行
102 蝦蟆的油Something like an autobiography 黑澤明著/陳寶蓮譯 麥田出版
103 文明決定人恓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 弗格森(Niall / 聯經出版

104 人絮語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
； 汪耀進譯 /

商周出版 :|b家庭

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105 正是時候讀莊子莊子的姿勢.意識與感情 蔡璧名著 / 天下雜誌
106 細胞種子（修訂版）：幹細胞和臍帶血的故事 林正焜著 / 商周出版

107 懺悔錄

奧古斯丁(S. Aureli Augustini)著
/周士良譯 臺灣商務

108 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著/周全譯

左岸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109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

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著/周全譯

左岸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110 愛.生活與學習

利奧.巴士卡力(Leo Buscaglia)
著/簡宛譯 遠流

111 知識分子論

艾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單德興譯 麥田

112 沉思錄我與自己的對話

馬可.奧理略(Marcus Aurelius)
著/樂軒譯 臺灣商務

113 黑鳥湖畔的女巫

伊莉莎白.喬治.斯匹爾(Elizabeth
George Speare)原著/趙永芬翻

譯 小魯文化

114 憂鬱的熱帶

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i-
Strauss)著/王志明譯 聯經

115 原諒石

羅莉.奈爾森.史皮曼(Lori Nelson
Spielman)著/嚴麗娟譯 精誠資訊

116 黑暗之心

康拉德(Joseph Conrad)著/鄧鴻

樹譯 聯經



117 赫克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馬克吐溫(Mark Twain)著|g王安

琪譯注 / 聯經出版

118 道濟群生錄 張萬康著 /

麥田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19 人間好時節古典詩詞的人生啟示A great lifetime|zeng 張曼娟作 /

麥田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20 素食者 韓江著/千日譯

漫遊者文化出版|c
大雁文化發行

121 文章自在 張大春著 / 新經典圖文傳播

122 柏拉圖理想國 柏拉圖(Plato)著/侯健譯

聯經出版|c聯合發

行總經銷

123 世界歷史地圖World history Cultureland著|g麥盧寶全譯 /
楓樹林出版|c商流

文化總經銷

124 知識社會史從古騰堡到狄德羅

彼得.柏克(Peter Burke)著/賈士

蘅譯

麥田出版|c城邦文

化發行
125 靈山 高行健文.攝影 / 聯經出版

126 認識DNA基因科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林正焜著/洪火樹審定

商周出版|c家庭傳

媒城邦分公司發

行
127 圖解生物學 大石正道著/洪悅慈譯 易博士文化

128 成為一個人：一個治療者對心理治療的觀點 卡爾．羅哲斯

左岸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129 經濟史的趣味The taste of economic history 賴建誠著 / 允晨文化
130 中國哲學史 馮友蘭著 / 臺灣商務
131 追隨澤木耕太郎的足跡屬於我的歐.亞.特.急 劉政暉文.攝影 / 華成出版發行

132 存在與虛無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
著/陳宣良等譯

左岸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133 小心輕放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著/林
劭貞譯 臺灣商務

134 圖解大氣科學 張泉湧著 / 五南
135 看海的日子 黃春明著 / 聯合文學出版
136 我,故意跑輸 褚士瑩著 / 大田出版
137 漂流監獄Floating prison|zeng 廖鴻基著 / 晨星出版
138 春琴抄 谷崎潤一郎著/賴明珠譯 聯合文學出版
139 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 Peter Drucker著/齊若蘭譯 遠流
140 余光中跨世紀散文 余光中著/陳芳明編 九歌

141 人依靠什麼而活托爾斯泰的短篇哲理故事 列夫.托爾斯泰著/王敏雯譯

木馬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142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著
； 徐立妍譯 / 遠流,

143 中國大歷史 黃仁宇著 / 聯經,
144 細胞的構造與運作 中西貴之著/盧宛瑜譯 晨星
145 冷海情深 夏曼.藍波安著 / 聯合文學
146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賈德.戴蒙著/王道還,廖月娟譯 時報文化
147 大雨如注 畢飛宇著 / 九歌

148 四種愛親愛.友愛.情愛.大愛

C.S.魯易斯(C.S.Lewis)著/梁永

安譯

立緒出版|c大和書

報總經銷

149

全球化的故事：商人、傳教士、探險家與戰士如何形

塑今日世界  納揚．昌達 八旗文化
150 其後それから|zjpn 賴香吟著 / INK印刻文學

151 德蕾莎修女一條簡單的道路

Lucinda Vardey編/高志仁, 曾文

儀, 魏德驥譯 立緖
152 左手的繆思 余光中著 / 九歌
153 悖論破解科學史上最複雜的9大謎團 吉姆.艾爾-卡利里著/戴凡惟譯 三采文化

154 雲圖鑑 田中達也著/黃郁婷譯

晨星發行|c知己圖

書總經銷



155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楊.馬泰爾(Yann Martel)著/湯米

斯拉夫.托札那(Tomislav
Torjanac)圖|g趙丕慧譯 皇冠文化

156 Rumi在春天走進果園

魯米(Rumi)著Barks)英譯/梁永

安中譯

157 物種起源

達爾文(Charles Darwin)著/葉篤

莊, 周建人, 方宗熙譯 臺灣商務
158 用地理說世界歷史 房龍 ； 賈開吉譯 / 海鴿文化,

159 小邏輯

黑格爾 (G. W. F. Hegel) ； 賀

麟譯 / 臺灣商務,
160 黃魚聽雷 張曼娟作 / 皇冠

161 西塞羅文錄

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著/梁實

秋譯 臺灣商務

162 機器人四部曲

艾西莫夫(Isaac Asimov)著 ；

葉李華譯 / 貓頭鷹,

163 數學教你不犯錯

艾倫伯格(Jordan Ellenberg)著
； 李國偉譯 / 遠見天下,

164 池上日記 蔣勳文字.攝影 / 有鹿文化

165 亞特蘭提斯.基因

傑瑞.李鐸(A.G. Riddle)著/李建

興譯
166 生活十講 蔣勳作 / 聯合文學出版
167 父後七日Seven days in heaven|zeng 劉梓潔著 / 寶瓶文化出版
168 愛與意志 Rollo May著/彭仁郁譯 立緒文化

169 科學史上的今天歷史的瞬間, 改變世界的起點 張瑞棋撰文/PanSci泛科學企畫 究竟

170 像史家一般閱讀在國、高中歷史課堂裡教閱讀素養

Sam Wineburg, Daisy Martin,
Chauncey Monte-Sano作/宋家

復譯

臺大出版中心出

版|c臺大發行

171 人的宗教人類偉大的智慧傳統

休斯頓.史密士(Huston Smith)著
/劉安雲譯

立緒出版|c大和書

報總經銷

172 知識份子與社會

湯瑪斯.索爾(Thomas Sowell)著
/柯宗佑譯 遠流

173 伊甸 近藤史惠著/王蘊潔譯 皇冠文化
174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彩虹之國的重建與和解之路 戴斯蒙o屠圖
175 看懂臺灣的野花,|p中.北部篇 葉子著 / 時報文化,

176 天堂美術館 李志清作 /
希甦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177 天生是英雄

克里斯多福.麥杜格(Christopher
McDougall)著/王湘菲譯 遠流

178 余光中六十年詩選 陳芳明選編 / INK印刻文學出版
179 討海人 廖鴻基著 / 晨星

180 辛波絲卡

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著/陳黎, 張芬齡譯 寶瓶文化

181 非理性的人存在主義研究經典

威廉.白瑞德(William Barret)作/
彭鏡禧譯

立緖文化出版|c大
和書報圖書總經

銷
182 人間失格No longer human|zeng 太宰治著|g楊偉,蕭雲菁譯 / 新雨

183 6點27分的朗讀者

尚.保羅.迪迪耶羅(Jean-Paul
Didierlaurent)著/邱瑞鑾譯 愛米粒

184 親愛的人生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著/王
敏雯等譯

木馬出版|c遠足發

行

185 天才數學家的秘密賭局

威廉.龐士東(William
Poundstone)著/李建興譯 平安文化

186 十一種孤獨

理查.葉慈(Richard Yates)著 ；

李佳純譯 / 木馬文化,
187 夢土上 鄭愁予著 / 洪範



188 伊豆的舞孃 川端康成作/葉渭渠譯 木馬

189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著/王
道還,廖月娟譯 時報

190 旅行的異義

伊莉莎白.貝克(Elizabeth
Becker)著 ； 吳緯疆譯/

八旗文化出版 :|b
遠足文化發行,

191 君主論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著/呂健忠譯

暖暖書屋文化出

版|c飛鴻總經銷
192 時間教會我們的事 葉怡慧總編輯 / 精誠資訊

193 西方憑什麼

伊安⋅摩里士(Ian Morris)著/潘勛

等譯 雅言文化

194 先知The prophet
紀伯侖(Kahlil Gibran)著|g謝靜

雯譯 /
木馬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195 傾聽 龍應台作 / INK印刻文學
196 初心 江振誠作 / 平安文化

197 時光九篇 席慕蓉著 /
圓神|c叩應公司總

經銷
198 看不見的城市 伊塔羅.卡爾維諾著/王志弘譯 時報

199 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

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作/陳
蓁美譯

左岸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200 暗店街 派屈克. 蒙迪安諾著/王文融譯 時報文化

201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

伊利莎白.貝克-葛恩胥菡(Ulrich
Beck.Elisabeth Beck-
Gernsheim)著/蘇峰山, 魏書娥,
陳雅馨譯 立緖文化

202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熊本少年一個人的東京修業旅行 喜多川泰作/陳嫺若譯

野人文化出版|c遠
足文化發行

203 新版多益普級英語模擬測驗 賴世雄編著 / 常春藤有聲
204 新版多益普級全真4回模擬測驗 賴世雄編著 / 常春藤有聲
205 為自己出征 Robert Fisher 方智
206 施敏與數位時代的故事 王麗娟著 / 宏津數位科技
207 影響11個故事 王麗娟著 / 宏津數位科技

208 不一樣的路夢想之境 沒有地圖 王麗娟著 /
宏津數位科技出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