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聖誕脫單計畫之Blind Date with a Book

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 人生嘛 3112088 c2a
⼀本很不⼀樣的相片集
將平凡人生、真實生活娓娓道來
別忽略了每幅照片裡的細節與幽默

2 台北秘密音樂場所 3790451 c2a
尋訪城市裡有音樂撫慰你我的角落
推開門，除了樂聲，還有人生

3 搖滾黑白切 3851740 c2a
你聽流行樂嗎？
還是你喜歡獨立樂團？
Anyway，讓我們⼀起ROCK！

4 故宮院⻑說故宮 3856569 c2a
看故宮的前世今生
侃侃而談神秘的紫禁城面貌
以文字踏遍廣袤宮殿的每磚每瓦

5
秋之舞姬 : 在凜冽的近代
中, 活得多采多姿的明治
人

3857768 c2a
日本傳奇漫畫大師畢生經典
基於歷史與真實事件的全新創作
立體呈現了日本的明治時代

6 走在歐洲小鎮的石板路上 3859275 c2a
體驗歐洲工藝之美
建築背後學問大

7 FUN HOME 3901642 c2a
女兒的出櫃、⽗親的出軌、⺟親的覺醒
⼀本寫給文字愛好者的漫畫書

8 中國皇家建築百問百答 3906074 c2a
中國古代建築的 高水平代表
以問答的形式，介紹中國古代高級建築
集藝術成就和歷史價值大成的建築小史

9
諸神的黃昏 : 晚期風格的
跨學科對談

3908297 c2a
來聊聊音樂吧
那些我們既熟悉又陌生的古典樂

10 戰慄遊戲 2438636 c2cc
把人的不安慢慢轉化成恐懼。
作家記得巨大的創傷，不會輕易遺忘，才寫得出
小說。

11 Y的悲劇
2502086 c2cc 邏輯嚴密，適合推理訓練

古典解謎小說經典之⼀

12 致命的均衡  2555709 c2cc
⼀本包裹了經濟學觀念的小說。
⼀本推理小說。

13 奇想之年 2623290 c2cc

用紀實而不渲染的筆調，為讀者刻畫出死別、喪
親與哀傷的面貌。
除了哀傷動人的回憶外，還有許多對於生命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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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4 多尾貓

2628653 c2cc 看似毫無關連的多起案件，有⼀個簡單但意想不
到的關聯
你能解開謎團嗎?

15 熟女拉頸報 2629660 c2cc

文字優美，充滿機智與個人風格，道出了歲月流
轉中身爲女人的心路歷程。
美容保養就是讓你在無意間撞見某個曾經拒絕過
你的男人時，用不著躲在⼀堆罐頭後面的程序。

16
流動的饗宴：海明威巴黎
回憶錄

3165365 c2cc
品嚐原汁原味的巴黎
令全世界書迷⼀讀再讀的散文回憶錄

17 貓桌上的水手 3561717 c2cc
藉由⼀生⼀次的海上冒險之旅，意外展開延續⼀
生的回憶。
如《頑童歷險記》海上版。

18 親愛的人生 3616911 c2cc
描繪愛情的弱點、生命的困惑與挫折。
在⼀個看盡世事的老太太眼裡，沒有什麼是過不
去的。

19 強盜新娘 3640894 c2cc

以女性關係為主軸，從童話出發，小說中充滿愛
情與戰爭的隱喻。
女人 好的朋友，與 可怕的敵人，永遠是另⼀
個女人。

20 暗店街 3646626 c2cc
在記憶迷宮中找尋自己的偵探
流光岑寂，召喚時代的迷霧
簡易鋪陳，蘊含濃郁生命憂傷

21 小鎮書情 3791020 c2cc
你也是愛書之人嗎?
暖心迷人之作

22
天眞的人類學家之重返多
瓦悠蘭

2096919 c2h
具可讀性的人類學著作之⼀

常非洲傳統遇上現代世界
深入⼀趟 有趣且具啟發性的旅程

23 非關男孩 2253085 c2h
⼀個小男孩與大男孩的忘年之交 。
⼀個是沒有童年、全世界 老的⼗⼆歲男孩。
⼀個是拒絕成⻑ 、 不願成熟的三⼗六歲男人。

24 不斷幸福論 2309213 c2h

幸福是可以學習的。
追求多樣性與豐富性，變化使人快樂。
在通往幸福的路上， 重要的練習叫做認識自
己。

25 中國歷史49大謎 2334623 c2h
以全新證據看中國名人古事真偽
體會不同於教科書的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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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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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天下第⼀報紐約時報 2346948 c2h
在紙本報紙式微的今天，重看全球報業老大的故
事
在變與不變中，再看新聞工作者的角色

27
為什麼男人不聽，女人不
看地圖?

2388523 c2h
數千年來的演化，造成了男女大腦結構的差異。
明白大腦的構造，我們比較能接受對方，並且能
掌控自己的命運。

28 凱利幫 2398317 c2h

道出對社會不公、階級壓迫和族群歧視的深沉控
訴。
好像是⾺克吐溫加上莎⼠比亞，鋪陳出⼀個⻄部
逃犯的傳說。

29 腦髓地獄
2457255 c2h 推理小說界的藝術品

有點異常，需要耐心慢慢讀

30 GOTH斷掌事件
2459685 c2h 將青春派小說和本格推理融合在⼀起

變態●●●卻擔當本作的偵探角色是⼀大亮點，
男主角之間複雜的關係性也非常有趣。

31 草房子 2552604 c2h
以詩意如水的筆觸寫出的青少年小說
浮躁的人心，就讓樸實的故事來沈澱
即使⻑大，仍會愛上

32 快樂為什麼不幸福? 2557975 c2h
幸福與快樂是同⼀件事嗎？
未來不是你想像的那樣，也不是你喜歡的那樣。
深入淺出地帶領我們進入人類複雜的認知系統。

33 搖滾記 2559312 c2h
搖滾樂的桂冠詩人。
⼀個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見天空？

34
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
time

2612252 c2h The novel is narrated by Christophis John
Francis Boone, a 15-year-old boy with
Asperger's. If is quite an unconventional way
of narrating a mystery, and worth the read.
不妨嘗試看看原文書

35 小島 2624289 c2h

⼀本關於戰後加勒比移⺠經歷的開創性、權威性
的書。
重現了加勒比海地區向英國第⼀批大規模移⺠的
歷史。

36 美的線條 2627418 c2h
第⼀本榮獲布克獎的男同志小說。
呈現經濟蓬勃發展，保守黨大獲全勝，佘契爾當
政英國的八○年代。

37
亞當的肚臍 : 關於人類外
貌的趣味隨想

2627744 c2h
深具知識與原創性的人體導覽
巧妙融合科學寫作與故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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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王者 席丹 2628530 c2h
他解構了英雄神話，捍衛尊嚴，回歸自我。
每⼀次觸球都觸動球迷 敏感的神經，每⼀次的
奇思妙想都出乎球迷意料。

39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 2742661 c2h
義大利傳教⼠令人驚奇的影響力之旅
是歷史鉅著也是文學好作品
16世紀末、東⻄方文化撞擊的世界

40 匣中的失樂

2755995 c2h 是很有趣的將現實殺人與推理社共寫的小說相容
在⼀起的設定，你可以把其中任何⼀部份當作真
的，但如果執著於尋找真相的話，反而會陷入主
角''死而又生''的混亂中。

41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2916514 c2h 非常經典～
裡面的英文很難適合想挑戰自己的人(?)
不妨嘗試看看原文書

42 卡瓦利與克雷的神奇冒險 2962048 c2h
故事的主題，是「漫畫」。
漫畫這種能夠容納不羈想像力及各種希奇古怪元
素的創作型態。

43 活屍之死

2964081 c2h 人物、劇情、文筆、謎底、氣氛....每⼀項是出類
拔萃，雖然有點厚度，但會在不知不覺中就讀完
，而且意猶未盡。
新本格的奇蹟，讀起來很愉快,滿足！

44 她的故事 2965696 c2h
(X)HisStory  (O)HerStory
在旅遊文學與旅遊攝影裡傳達當代女性內心的世
界

45 簡吉 :  台灣農⺠運動史詩 2966272 c2h
⼀位被遺忘的台灣英雄。
農⺠運動領袖的形成。
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

46
愛因斯坦：他的人生 他的
宇宙

3050965 c2h

⼆○○六年私人檔案公開後，⼀部 正典的傳
記。
清楚呈現他在科學的貢獻，也描述他的獨立性格
以及宗教和哲學上的想法。

47 看懂李安 3054651 c2h
⼀個帶給觀眾無限創作驚喜的導演。
他勇於嘗試不同類型電影的挑戰。
他的電影也無法被明確的分類。

48 大師的身影 3055027 c2h
望其項背
集時代經典之大成
好作品，不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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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日江⼾人 3055941 c2h
圖文漫畫中穿梭東京城的前世今生
體驗日本 具風情的時代
推開江⼾大門，暢遊篤姬與坂本龍⾺的生活世界

50 天使與魔鬼
3147832 c2h 故事內容融合了藝術跟歷史，令人愛不釋手

與⼀般推理小說不⼀樣

51 家守綺譚 3160886 c2h
日系聊齋奇想小說
恬淡的幻想與幽默

52 茶顔醉色 3204699 c2h
走進茶禪⼀味、詩酒相親的禪境醉鄉
既言陶瓷，亦談茶酒，並寫丹青

53
麥克風與吊帶 ： 賴瑞金
傳奇

3270662 c2h
他的人生就是⼀部近代的美國傳播史。
我只會發問，問⼀些簡短、單純的問題，但簡單
的問題能問出驚人的答案。

54 東京‧村上春樹‧旅 3271739 c2h
村上迷必讀
咖啡控必看
東京粉必愛

55 公開： 阿格⻄自傳 3271746 c2h

⼀部吸引人無法放手的成⻑小說，關於⼀段非凡
的人生。
他的叛逆，他的挫敗，他的痛苦，都來自沒有選
擇的人生。

56 房間 3277756 c2h
溫柔且殘酷
媽媽因孩子而勇敢

57
歷史是個什麼玩意兒 : 袁
騰飛說中國史

3278942 c2h
以史實為依託精練成的話本小說
宛如聆聽單口相聲般生動有趣
開展對已知歷史的新視野

58 癡迷 3369379 c2h
英國第⼀位女性桂冠詩人。
不艱澀、易讀，卻又有深刻豐富的情緒在裡面。

59 他們在島嶼寫作 3372310 c2h
⼀代文學大師的珍貴影像
以眼睛代替手指，翻閱芬芳的字句
以心像代替步履，和大師們在光陰裡漫步

60 送給孩子的字 3431089 c2h
這是⼀本有體溫的書。文字學的體溫。
教養的滋味。

61 雪人
3436839 c2h 案發場景詭異，另人毛骨悚然，很有帶入感

和雪寶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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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Inferno

3499688 c2h The interesting incorporation of artistic details
in Dante Alighieri inferno and Divine comedy
through Sandro Botticelli's description of nine
circle of hell.
不妨嘗試看看原文書

63
在「帝國」與「祖國」的
夾縫間 : 日治時期臺灣電
影人的交涉與跨境

3500431 c2h
誰說電影歸電影，政治歸政治?
向電影人致敬

64 追尋角落的微光 3511858 c2h
非政府組織「拯救童年運動」的故事。
真正的答案總不會明白的寫在牆上，它只隱晦的
出現在你追尋的過程中。

65
錫蘭式的邂逅： 我在創意
之都矽谷的近距離觀察

3513997 c2h
無預期、偶然巧得的新發現。
你的抉擇，終將成為你的印記。
提出⼀個好問題，遠比提供正確的答案重要。

66 孤島之鬼

3518715 c2h ⼀開始看像是本格推理小說，但後半就進入⼀格
充滿想像力的奇幻世界
特別推薦給喜歡BL的人

67
860天!! : 前所未有亞⾺遜
河徒步大冒險

3519676 c2h
此亞⾺遜非彼亞⾺遜
行萬里路
860天的行走冒險

68 沈默的天使

3548869 c2h 作者是歷史學家，故事中充滿對時代的考究跟歷
史事件的呼應，非常好看
也有翻拍成影集喔

69 美好的疼痛 3560610 c2h
致那些美好的曾經
適合點播徐佳瑩的「失落沙洲」

70 瓢蟲
3563483 c2h 劇中緊湊但出乎意料！

書中不時能見到其他作者的書名～有趣的梗!

71 走進⻄藏聖⼭ 3564580 c2h
與記憶相處的轉⼭之旅
獨自旅行的意義
自然與生命痕跡的連結

72 秩序繽紛的年代 3565196 c2h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主盛世並非自然來到

73 你不可不知的世界飲食史 3565463 c2h
廚房就是小型的大劇場
在餐桌上演另類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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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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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戰後歐洲六⼗年. 卷四, 新
歐洲 舊歐洲1989-2005

3566044 c2h

「以歐洲為中心」的歐洲史。
⼀九八九年，蘇聯解體，東歐從鐵幕走出。
外來移⺠來到歐洲，形塑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
社會。

75 ⼭居歲月 3567549 c2h
⼀種美好生活的憧憬
⼀種心靈的輕鬆撫慰
南法⼭村20年不變，好書20年仍百看不厭

76 返校日 3568434 c2h
兩度被改拍成同名電影。
描述了在動蕩的時代下，⼀對高中男校同學的深
⻑情誼。

77 裡台灣 3568889 c2h
私密視線的觀察
誘人的描述與剖析
潛藏在外表下的光與暗

78
紅粉⺠國 : 政學兩界的女
權傳奇

3569402 c2h
女性傳奇人物
掙脫⽗權的枷鎖
全新看待時代中的紅粉佳人

79
1493物種大交換丈量的世
界史

3569592 c2h
哥倫布哪是發現新大陸，根本創造⼀個新世界
以昆蟲、植物、病菌和礦產的視角，所寫下的世
界史

80
富足 : 解決人類生存難題
的重大科技創新 

3569756 c2h
解決之道就在問題裡頭。
科技創新者、慈善家與金字塔底層平⺠的結合。
預測未來的 好方法，就是靠自己去創造。

81
就溜吧!拋開⼀切環島去
 ：女力單車體驗記

3573940 c2h
女性的環島練習曲，自我療癒與實現。
⻑途騎車就像在打「動態的禪七」。

82 他還年輕 3601635 c2h
過往的詩作，是甜蜜的負荷
21世紀的詩作，真摯依舊，卻練達觀世
永遠憂懷守護的是，寶島無窮盡的暖與美

83 早起的頭髮 3601727 c2h
臺灣詩儒憶周夢碟
俠者詩人諫喻社會

84 不在他方 3606816 c2h
以書寫銘刻日常
有人情的溫度
亦烙印他方的色澤與律動

85 摩天大樓
3608874 c2h

找不到兇手?
揭示所謂”真實”的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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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86 寂靜的花園 3610512 c2h
什麼是幸福的條件？
大膽挑戰社會禁忌與倫理道德的小說

87 背後歌 3610874 c2h

黠慧刁鑽的散文隨筆集
生活中不美的、零星的、凋的、毀的，在其筆下
仍如珠玉般發光
而我們都能從中找到⼀些個自己的影子

88 躲在我腦中的陌生人 3610882 c2h
大腦在施展很厲害的法術
⼗分有趣的科普書

89 正常就好，何必快樂 3611303 c2h
⼀個關於愛與失落、生命與勇氣的故事。
以細膩、詼諧的文筆，勇敢揭露自己在狂熱基督
教徒家庭的成⻑過程。

90
我的媽媽欠栽培 : 解嚴後
臺灣囝仔心靈小史. 2

3612171 c2h
鄉土男孩的心靈小史
「大內」高手的回憶錄
教人反覆咀嚼的昔日美好

91 搶救⼀顆星的光明 3614912 c2h
書的存在形成了他心中⼀個家的意象。
書成為他黑暗生活裏的⼀道光。

92 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 3619077 c2h
樂於學習多種語言的人必看
渴望了解不同文化的人快來看
總分不清陰性陽性的人更要看

93 中國教⽗習近平 3619489 c2h
獨裁者在想甚麼?
了解你的鄰居

94
戀愛課 : 戀人的五⼗道習
題

3619835 c2h
愛情，是為了讓你成為⼀個更好的人
梳理愛情與關係的複雜與多變

95
朕。知道了 : 雍正 : 被誤
解的皇帝、被低估的王朝

3640389 c2h
雍正帝國的真實景況
體驗雍正內心及清帝國真實語境
鮮活的文學敘述引領讀者重臨歷史現場

96 出走，是為了回家 3641711 c2h
從異鄉歸來
人生勝利組所選擇的路

97 白雪公主殺人事件
3642046 c2h 結局很意外

媒體識讀的主題運用得很有趣

98 你不可不知的酒的世界史 3642687 c2h
能扭轉歷史亦能醉人的杯中物
聞酒香知世界歷史發展

99
太平輪⼀九四九 : 航向台
灣的故事

3643182 c2h
⼀艘永遠沒有終點的船舶
1949年的時代巨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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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00 女兒 3644144 c2h
非常非常不容易讀懂的⻑篇小說
你將面臨巨大文字功力的壯闊震撼
歡迎有宇宙觀的文青來挑戰！

101
風土餐桌小旅行 : 12個小
地方的飲食人類學筆記

3644166 c2h
解開田野餐桌的鄉愁密碼
小地方的食物風土之旅
重新找回島嶼的真滋味

102 藏區祕行 3644327 c2h
從歷史現場找出流亡證據
大破大立的負面教材
青藏高原的秘密

103 到此為止吧!風太郎  3644582 c2h
給歷史迷和忍者迷們的趣味尋寶圖！
⻑篇奇幻巨作！

104
這就是我來到這世界的理
由

3644589 c2h
家⻑心有多寬，孩子路就有多廣。
他以自閉症為工具，是要媽媽學會愛的功課，無
條件的愛。

105 燈火紐約說人物 3645749 c2h
紐約華人藝術教⽗自傳
是演藝圈的深度八卦也是精彩紛呈的藝壇傳奇

106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 ⼀段
在衝突中探求接納,在絕望
中發現希望的異鄉生活告
白

3646232 c2h
針對以巴衝突的第⼀手記錄與觀察。
將私生活的荒誕故事與內心衝突，與外在世界交
織成觸動人心的回憶錄。

107 永遠的杏仁樹 3646579 c2h

戰火下成⻑的孩子們，究竟會如何選擇生命的方
向？
關於戰爭，人⺠永遠是無辜的，因為他們只企求
能夠平安地活下去。

108
旅行的異義 : ⼀趟揭開旅
遊暗黑真相的環球之旅

3646616 c2h
旅遊與觀光的深度報導
犀利有深度而不失趣味
揭露歡樂與奢華外的暗黑真相

109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 3646624 c2h
給曾在戀中失去的人們
給仍封閉於記憶愛中的你

110 人間自若 3647404 c2h

作品只有與讀者相遇時，才算真實意義的完成。
將自己眼中所見的世緣流轉，以文字為媒介，有
時定格成⼀景，有時寫成⼀段影片，用贈知音
者。

111 大人的日本史 3647668 c2h
為什麼日本會成為今天的日本
發掘日本真實而多樣的面貌
提供歷史反思，並為未來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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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12
擁有七個名字的女孩 : ⼀
個北韓叛逃者的真實故事

3649367 c2h
鐵幕下的生活
何處是我家

113 旅行魂 3720778 c2h
旅行為我開啟了⼀扇人生的任意門。
在旅行中，我找到自己，那個我喜歡的自己。
讓自己變成有故事的人。

114 春之庭院 3720802 c2h
現代東京生活立體的⼀角
以幾近執拗的手法貫徹獨特的小說
細膩描寫人物在日常中若即若離的心情與舉措

115 鏡頭背後的勇者 3721449 c2h
⼀位戰地攝影記者的人生。
踩在火線上，才能貼近現場拍出好照片。

116 死亡有百萬張臉 3722449 c2h
為您揭露死亡的千百萬種面貌
比犯罪影集更曲折離奇
比驚悚小說更駭人聽聞

117 看電影的人 3723610 c2h
如何閱讀⼀位電影導演。
呈現電影如何開闊視野界線，延⻑生命經歷的心
得。

118 小丑不流淚 3723682 c2h

個人生命史與家族書寫。
面對自己童年創傷，用歡娛觀眾的默劇，療癒心
靈的裂痕。
⼀個真正的「旅行者」。

119
古典光陰風格考 : 從中世
紀到今日的美好享樂時光

3724191 c2h
比小確幸還要享樂百倍的復古美好時光
全世界 厭世的人都能從中獲得啟發

120
表裏日本 : ⺠俗學者的日
本文化掃描

3724989 c2h
探求日本的原型
以⺠俗學之眼，洞見日本文化真髓
將真實的日本又笑又罵又鬧，演給你看

121 攝影美學七問 3725110 c2h
華人世界的攝影啟蒙書。
不可錯過的視覺盛宴。

122 只想拍電影的人 3725537 c2h
男人真命苦
日本庶⺠電影巨匠的誠摯分享
讓你的電影夢更踏實

123
譽毀之間 : 邁向權力巔峰
的希拉蕊

3725559 c2h
總統夫人的故事
「不給自己⼀點野心，你永遠不知道自己有多優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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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24 當代寂寞考 3725566 c2h
只要不寂寞，你什麼都願意做？
人們需要孤獨的勇氣
解析當代寂寞群像

125
天安門 : 中國的知識份子
與革命

3726068 c2h
認識近代中國
是著名景點也是歷史的見證者

126 閒散的藝術與科學 3726072 c2h
腦神經科學家的誠心建議
耍廢無罪，放空有理

127 餐桌上的語言學家 3726137 c2h
史丹佛大學廣受歡迎的通識課
探討食物、語言、文化間的關係
舌尖上的世界文化歷史

128
不生氣的心：43個遠離怒
氣. 重獲心靈自由的練習

3726303 c2h

沒有餘裕，就容易生氣。
學會以公平的心來看待每個人。
當⼀個人真正在專注的時候，他會忘記時間的存
在。

129 賢者之愛 3726648 c2h
突破道德與男女差異
探求愛的天堂與地獄
描寫人類，為人類而寫的小說

130
我的失序人生 : 從礦工女
兒、實驗室宅女到社運組
織者

3726663 c2h
人生就是這樣高潮迭起
科學?宗教?沒有標準答案

131
臺灣老屋散策 : 穿街走巷
人文慢旅

3726957 c2h
老屋攝影家的低碳旅行
慢活的實踐
人文風格的說走就走

132

⼀顆頭顱的歷史 : 從戰場
到博物館,從劊子手到外科
醫師,探索人類對頭顱的恐
懼與迷戀

3727513 c2h
從頭開始了解詭異又有趣的文明黑歷史
⼀窺人類文明中 幽暗晦澀的⼀面
解讀背後的文化底蘊

133 鷹  與心的追尋 3728034 c2h
思念⽗親
著迷蒼鷹
療癒傑作

134 旅行之必要 3728452 c2h
為甚麼要去旅行？
去旅行，到底是在幹啥？
旅遊是⼀場內在的穿越

135 擺⼀桌絕妙的宋朝茶席 3729085 c2h
瞧，這才是宋茶
喝茶好時代，就在大宋
深入淺出解說宋代茶文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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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36 史料未及的奪命內幕 3729086 c2h
為歷史人物開具死亡診斷書
歷史性、趣味性、知識性皆具的醫學科普小品文

137
我可以和貓聊⼀整天, 卻
沒法跟人說半句話

3729305 c2h
負能量大師首度人生告白
別找熱情了，先把事情做好吧
人生，做對⼀件事情就夠了

138 小小城下町 3729986 c2h
走訪日本獨特地方特色小城
吃喝玩樂是重點

139 漢字樹 3729995 c2h
說文解字的樂趣
神話色彩的奧秘

140 哥教的不是歷史,是人性  3733397 c2h
面對真實的自己。
挫折是 好的學習。
真正的英雄不怕寂寞，真正的人才不會埋沒。

141 繼⽗ 3765357 c2h
Step father
寫給成人看的童話
⿑聚⼀堂

142 讓夢想覺醒的四項約定 3778519 c2h

不把事情個人化。
時時刻刻全力以赴。
話語如同種子，但只有部分準備好的種子能夠發
芽。

143
比爾布萊森的大不列顛碎
碎念

3790070 c2h
英國的美好和沒好
溫暖、風趣，但有更多碎念與挖苦
⼀本與眾不同的旅遊書

144 好奇心  3791045 c2h

生命不在於找答案，而是問問題。
好奇心有助於維持親密感，與目標無關，而是關
於快樂。
你無法透過 Google 搜尋新點子，網路只能告訴
我們已知的事。

145
從古人生活學文化常識 :
中國語言與文化中500個

有趣的為什麼
3791531 c2h

活在古代不容易
⼗萬個為什麼（古人版）

146 反轉 3791582 c2h
⼀如以往的爭議情節
反轉再反轉，真相究竟是？
拍案叫絕的結局

147 翻譯偵探事務所 3791599 c2h
譯者去哪兒？
這是⼀個荒謬的時代
笑看臺灣的譯事與軼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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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48 活在古代不容易 3792003 c2h
破解穿越浪漫迷思
原來古人生活大不易

149
聶隱娘的前世今生 : 侯孝
賢與他的刺客聶隱娘

3792030 c2h
文學的《刺客聶隱娘》
美學的《刺客聶隱娘》
從電影到文本，全面解析

150
被我封殺的感傷 : 大島渚
的電影告白

3792032 c2h

導演與製作人、影評、演員等相愛相殺的電影故
事
用電影去撞擊這個世界的導演
對電影、對時代的犀利觀察

151 都市邊陲的遁逃者 3792477 c2h
⼀場虛實交錯的實境遊戲
重新認識溫羅汀

152
北極驚航 : 美國探險船的
冰國遠征

3792580 c2h
集所有冒險小說元素於⼀身的真實歷險！
⼀部描寫勇氣、忠誠和毅力的動人故事。

153 街道文字 3792907 c2h
漫步街道，眼睛覺得好忙
美不美，字型很重要

154
當我參加她外公的追思禮
拜

3792914 c2h
都市生活的無助與空虛
同性關係的孤獨與悵惘
⽗女之間的愛恨交織

155 ⼀本就懂台灣神明 3793423 c2h
屬於臺灣的在地文化
搞清楚才不會找錯神明拜錯人

156 改變歷史的地圖與製圖師 3793639 c2h
用地圖讀懂世界史背後的權謀與智識
從製圖者的洞察與偏見看清真實或野心

157
書街舊事 : 從府前街、本
町通到重慶南路

3793666 c2h
舊時書街
重慶南路上的回憶
圖書零售和出版業的風華與衰頹

158
極簡人類史 : 從宇宙大爆
炸到21世紀

3793680 c2h
用⼀本小書講述浩瀚的人類歷史
快速讀懂人類10萬年發展進程
⼀幅壯闊的歷史大圖景

159 愚行錄 3793720 c2h
直指人類愚蠢本性的小說
話語中沒有善惡，沒有是非
有的只是令人哀傷的愚蠢

160
日本男色物語 : 從奈良貴
族、戰國武將到明治文豪,
男男之間原來愛了這麼久

3793728 c2h
驚世駭俗的日本男男戀愛史
奈良至明治時代的各種男色逸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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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61 女子漢 3794069 c2h
俐落瀟灑，而非豪邁粗獷
介於女子與漢子之間
還有，還有青春如夢的氣息

162
德國國⺠必讀圖解世界哲
學史

3794384 c2h
建議精神好的時候再讀
來杯咖啡提提神

163 操偶讀心術 3794870 c2h
不是操控，而是說服
六字訣：METHOD

164
獨角獸與牠的產地 : 矽谷
新創公司歷險記

3795034 c2h
你有看過這麼棒的獨角獸嗎？
如果沒有，現在讓你看看。

165 鬼的歷史 3795043 c2h
嘿嘿，見鬼啦！
人類歷史中神聖不可分割的⼀部分

166 是誰在抹黑明朝？ 3795411 c2h
清朝瘋狂抹黑明朝，我們可不能被洗腦
溯本求真，嚴密求證，終為明朝翻案

167
獄中⼗九年 : 韓國政治犯
的鬥爭

3795915 c2h
⺠族分裂的問題舉世皆有
80年代的大邱監獄
政治犯的自白

168 品味選擇題 3795918 c2h
這是選擇心理學
也是偏好經濟學
更是人性行銷學

169

讓動作不NG,才是好設計 :
從使用者觀點出發, 修正
設計矛盾、改善產品缺陷,
有效解決問題的行為設計
思考法

3795964 c2h
你知道什麼是行為設計嗎?
從行動觀察到想像體驗

170 後的吸菸者 3796520 c2h
不正派，不正經，不正確
日本小說怪傑的暴謔傑作

171
我只擔心雨會不會⼀直下
到明天早上

3796550 c2h
病、時差與愛戀
以直白的短句，細數生活的傷

172 ⻑夜之光 3796595 c2h
⼀本影痴獻給電影的書
⼀本電影獻給人生的書
想看好電影，先看這本書！

173
強國危機 : 中國官僚資本
主義的興衰 / 區龍宇著譯

3797624 c2h
透徹解析中國因素
穩固還是脆弱的強權？

174 斜槓青年 3838546 c2h
多重身份
多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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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75 寫你 3850084 c2h
寫作儼然是生活的延伸
字裡行間流淌著似水柔情

176 北歐神話故事 3850117 c2h
正邪之爭、冰火的宇宙觀
巨人、精靈、矮人的傳說
歐美流行奇幻文學的起點

177 冏星人的人生百想妙答 3850163 c2h
知識型網紅來開悟
何不活得像你想成為的自己

178
初春夢的寶船 : 遠藤周作
幽默小說集

3850210 c2h
大師級的幽默功力
⼀齣齣日常上演的荒謬劇
觸及人性深處搞笑小說

179 清朝穿越指南 3850237 c2h
清代生活全攻略
清朝飲食家庭投資穿衣全都包
用輕鬆活躍的語言還你⼀個真實的清朝

180 新疆暴恐活動真相 3851105 c2h
這裡的水果特別甜美
與眾不同的教育方式
近幾年頻頻登上新聞報導

181 大佛有抑無 3851119 c2h
神佛總動員X中年男女的情慾糾結
虛實交錯的戲與人生
荒謬無比、光怪陸離的人生鬧劇

182 失落日本 3851546 c2h
日本流行文化中虛無現形
月薪嬌妻的契約婚姻
被打上標籤的寬鬆世代

183
女性面對的戰爭 : 及那些
敢於抵抗的勇者

3851716 c2h
謳歌⺟性、⺟親的報導文學
從性別薪資差距，到強迫婚姻
從以強暴當作戰爭武器到榮譽殺人

184
佛陀教你不生氣2：擁抱
幸福、自在喜悅的人生大
智慧

3851735 c2h
不滿現狀時， 容易產生忿怒或欲望。
澈底認識每⼀種忿怒，才能對症下藥。
「我」是瞬息萬變的，每⼀刻都不⼀樣。

185 隋唐人的日常生活 3852407 c2h
還原隋唐⻑安實景
關心普羅大眾的生活
感受祖先的喜怒哀樂

186
我是街道觀察員 : 花園街
的文化地景

3852463 c2h
遠近馳名的飲食文化
⼀切從觀察開始
不⼀樣的在地文學

187
勇闖非洲死亡之心 : ⼀個
台灣人的查德初體驗

3855004 c2h
非洲死亡之心
臺灣人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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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聖誕脫單計畫之Blind Date with a Book

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188 未來,⼀直來⼀直來 3855052 c2h
關於童年、回憶與成⻑
未來，只要勇敢面對，就有希望

189
到京都學剪樹 : ⼀把樹剪,
三個季節,⼀段剪掉各種
「可是」的學徒之旅

3855101 c2h
踏出舒適圈
外國人在異國工作

190
倖存的女孩 : 我被俘虜、
以及與伊斯蘭國的日子

3855539 c2h
逃離伊斯蘭國的女孩
亞茲迪人的勇敢發聲
娜迪雅．穆拉德

191
近代史的墮落：⺠國文人
卷

3855992 c2h
這隻史筆如手術刀般銳利
重新為⺠國初期文人定位
不同於以往的歌功頌德

192 MM9 3856118 c2h
前所未見正統派怪獸小說
全新型態的英雄閃亮登場
不起眼的公務員拯救世界

193 回到宋朝long stay 3857317 c2h
中國歷史上 具幸福感的朝代
是有多幸福呢？
穿越回去見證吧！

194
如何老去 : ⻑壽的想像、
迷思及智慧

3857348 c2h
思考人生習題的 終場
跳脫恐懼，讓生命更加從容
暢談醫療和養生之謎

195 發光的房間 3857677 c2h
懷舊珍品
過往美好時光

196 瘋人院臥底⼗日紀 3857717 c2h
紐約精神病患收容所的臥底報導
緊湊的節奏⼀⼀記下真實採訪行動

197

愛書人的神奇旅行 : 在祕
密圖書館窺探⻄方文豪奇
聞軼事,享受⼀個人的閱讀
時光

3858159 c2h
深入探究書的世界，發掘各式趣事
文學作品中 有意思的例證
細細品味千百年來的文學界軼

198 偉大城市的⼆次誕生 3858161 c2h
全球 具挑戰的城市改造計畫
解開城市死結靠什麼？
我們也可以借鏡

199 尋妖誌 3858317 c2h
有歷史考據的另類臺灣遊記
帶著你的勇氣與好奇心上路

200 什麼都有書店 3859084 c2h
全世界 特別的⼀間書店
幽默感與想像力大爆發
重拾久違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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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201 隧道 3886017 c2h
阿根廷國寶級作家的存在主義小說
⼀樁理性崩潰邊緣的謀殺
解迷過程如走進幽暗隧道

202

叛逆就是哲學的開始 : 從
尼采、笛卡爾到李維史陀,
⼀本讀懂11位世界哲人的
經典哲學思維

3886144 c2h
理解200年來哲學家們終極真理的探索
你可以質疑⼀切，懷疑⼀切

203
拖延心理學 : 為什麼我老
是愛拖延?是與生俱來的
壞習慣,還是身不由己?

3886154 c2h
拖延患者也許就是你我
這本書明天再借好了

204
不想下車!洋溢幸福感的日
本觀光火車

3900517 c2h
我想跟你去旅行
來場貼心款待的火車之旅

205 她們 3901024 c2h
⼀部眾生相式的大時代小說
⼀個又⼀個女性柳暗花明的人生故事

206 麥蒂為何而跑 3901649 c2h
無情網路世界裡的心碎故事
卻也是充滿力量的故事

207 余光中美麗島詩選 3902101 c2h
他說：「......懷鄉。我所懷者是台灣。」
以愛與傷痕，織就閃著淚光和微笑的詩
從⼭川湖泊到日常生活，無⼀不入詩

208 召喚法力 3902313 c2h
關懷社會議題，必先懂得法律
但那法條文字未免也太艱澀難懂
所以這本書誕生了

209 土裡的私釀 3902709 c2h
在地又有精緻感的品飲文化
這裡的文字有氣質、有氣息
這本書不好看？我也是醉了~

210 女力告白 3903178 c2h
定義歷史的資格握在誰手上？
說話的權力決定了我們是否真實存在。
任何人都應該有權力，打造自己的故事和歷史。

211
花燕 : 脫北少年的生死邊
界

3903184 c2h
脫北者的告白
流浪街頭的花燕
是人？非人？

212
成為更強大的自己 : 20歲
少女完全制霸世界七頂
峰、南北極點

3903767 c2h
只要是未知的事，我都想去嘗試、體驗
以⼭林為師

213 德國丈夫 3903914 c2h
堅定而深情的文學告白
深度的文本，探問永恆的愛情謎題
女性與前衛的文學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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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214 我的⺟親  我的力量 3904488 c2h
⺟親
⺟親
⺟親

215 夜短夢⻑ 3904812 c2h
她的電影筆記，也是人生自白
看電影深處的奇妙情思
寫電影內外的百味人生

216
暗渡文明 : 大搶救還是大
疑案?改寫非洲歷史的廷
巴克圖伊斯蘭手抄本事件

3904907 c2h
偷走文明
傳說中的桃源鄉

217 漢字力 3905099 c2h
深入挖掘日本漢字的發展軌跡
條分縷析日文的細膩與感性
梳理日文漢字的使用與意涵

218
典藏台灣史. 6, 台灣人的
日本時代

3905585 c2h
臺灣人都應該知道的歷史
典藏文化情感

219
報紙之死 : 我與美洲中時
的創生與消逝

3906055 c2h
辦報人的回憶錄
政治即為眾人之事
美洲也有中國時報

220 大和細節魂 3906082 c2h
從日常生活的細節認識日本
中國媒體工作者的視角

221 走著瞧 3906568 c2h
⼀趟帶著問題意識上路的旅程
中國自由作家對臺灣社運的冒犯之作
不⼀樣的視角，看臺灣⺠主

222 香港.開港 : 歷史新編 3907088 c2h
明珠之所以在東方
政治角力的衝突現場

223 ⼀棵樹 3907553 c2h
詩人對人生磨難的回應
我們都要勇敢

224
願你明瞭我所有虛張聲勢
的謊

3907565 c2h
你為什麼要說謊?
失戀者不宜

225 我愛憂美的睡眠 3907567 c2h
你 近做夢嗎?
失眠的夜晚來讀詩吧

226 負子獸 3907576 c2h
⺟親?⺟職?
媽媽要活到幾歲才能死掉？

227 暈船的魚 3907579 c2h
你去過尼泊爾嗎?
我們⼀起讀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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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228 保密到家 3907581 c2h
遊子的鄉愁
「我們都只能活⼀次，請允許自己好好走丟」

229 那些閃電指向你 3907585 c2h
描繪愛和愛情
充滿粉紅泡泡?

230 困難 3907589 c2h
黑與白
有時候使用文字表現的方式，是讓你看不見文字

231 日子持續裸體 3907590 c2h
閱讀越餓
各種食物佐以文字，肉鬆水梨優格雞肉還有威⼠
忌

232 致那些我深愛過的賤貨們 3907602 c2h
不傷春秋哪寫得出詩呢
有種獨特的厭世氣場

233 橘書 3907604 c2h
建議從「後記」開始讀起
「從身體出發，試圖抵達慾望」

234 虛構的海 3907608 c2h
青春裡的詩
青春這麼短，要好好珍惜

235
現代詩完全手冊 : 為何讀
詩 如何讀詩

3907609 c2h
詩的閱讀指南
為什麼要讀詩

236 沒用的東⻄ 3907614 c2h
好好讀詩
將來做個有用的人

237 出鬼 3907617 c2h
有些事物就是非常態、不正經
「恐怖漫畫是我心中 具詩意的讀物」

238 半簿鬼語 3907619 c2h
致那些勇敢的人
對比當今時空也是貼切

239 A夢 3907620 c2h
放在包包裡剛好
不是哆啦A夢
純白外表下，是火熱的內裡

240 偽詩集 3907632 c2h
讓人連想到《我的青春小鳥》
兩者都令人會心⼀笑

241 芝⼠蛋糕和我們的貧窮 3907729 c2h
中年大叔的青春回望
生活中的平凡體悟

242 迷路韓國 3907733 c2h
你喜歡旅行嗎?
迷路，也是旅行的⼀部分

243 邊緣評論 : 文化漫步 3907957 c2h
邊緣人必讀?
來自大⾺教授的文化漫談

244
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
: 沃爾夫.比爾曼自傳

3908337 c2h
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好日子不是等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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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245
古地中海文明陷落的關鍵
: 公元前1177年

3908349 c2h
1117 B.C.
世界上的青銅時代
地中海不只有料理還有文化

246 人生好貴,請別浪費 3908372 c2h
恕不退費
單程票
⼀旦啟程無法回頭

247
⼀個新世界 : 喚醒內在的
力量

 3374337 c2h
與當下和平共處。
生命的色彩由你繪畫。
提升自我意識，獲得真正的內在自由。

248
品格,是⼀把鑰匙 : 開啟腦
中的幸福力量

 3722158 c2h
心情，決定了你的行情。
自信，是 好的化粧品。
閱讀，是人格的微整型。

249
大澳 : 在澳洲740天的人
生公路上, 我和自己分開
旅行

 3726662 c2h
⼀本以旅行包裹的成⻑記事。
以澳洲為舞台，演出了⼀個多采多姿的人生劇
本。

250
亞細亞的好孩子 : ⼀個大
陸學生視野下的台灣

3569314 c2h
別人眼中的台灣
文化衝擊是⼀定有的

251 紅咖哩黃咖哩 3647318 c2h
有迷惘有觸動
需要⼀些時間慢慢地讀

252
矽谷潑猴 : 直擊臉書、谷
歌、推特的瘋狂內幕,及他
們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3850188 c2h
直擊科技產業的瘋狂真實面貌
人性現實的競技場

253
不放手, 直到夢想到手 : 景
美拔河隊從九座世界盃冠
軍中教我們的⼆⼗四件事

3887506 c2h
堅持，多麼不容易的⼀件事
磨練，才能成就美好

254
當我們被困在同⼀艘船上
: 自私的執政團隊如何把
國家推向革命邊緣

3905086 c2h
政治⼀直都在我們身邊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255 每天都在膨脹 3907580 c2h
你有臉書嗎?推薦<按讚學>
寫給每⼀個人，歡迎號入座

256 愛的24則運算 3907593 c2h
「收下生命給你的眼淚、懷疑、抑鬱、不安，很
久以後你會發現它們有其他的意義」
每首詩背後都有⼀個故事

257 暴⺠之歌 : 鴻鴻詩集 3907618 c2h
「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
你有勇氣捍衛自己的立場嗎?

258 ⻑短歌行 3907629 c2h
大師之作
不妨先讀〈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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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259 機場時光 3908310 c2h
你的故鄉在哪裡?
在出發與抵達之間

260
數字的祕密生命 : 頂尖數
學家如何工作和思考的50
則有趣故事

2625770 c4t
數學家都是怎麼思考的？
生活中處處可見的跨學科趣味數學小故事

261 無印良品的改革 2628449 c4t
姆姬
改變才是正途

262
追蹤哥白尼 : ⼀部徹底改
變歷史但沒人讀過的書

2743952 c4t
現代天文學的起點
推動科學革命的⼀雙手
地動說

263 告別亨利 2826091 c4t
牠是⼀位完美的紳⼠
他是多麼地與眾不同
她是令人欽佩的⺟親

264 這輩子，我 想做的事 2948050 c4t

找到自己的天職。
揭開了追尋理想工作的神祕面紗。
保持彈性，人可以擁有多重身份，而非單⼀職
業。

265
創意的過程 : 12個日本頂
尖設計大師的創作故事

2949274 c4t
TLC會出現的節目
仰之彌堅

266 莫札特與鯨 3050391 c4t
常人永遠無法領略的心靈世界
音樂天才與數學奇葩的愛情故事
腦袋結構或許不適合愛情，但心會學著愛

267
從Brand到Icon文化品牌
行銷學

3055889 c4t
從名牌到品牌
消費文化的核心

268
你不知道的3M : 透視永遠
能把創意變黃金的企業傳
奇

3275967 c4t
屹立不搖的商業巨人
MMM
創意永遠是源頭

269 裝幀台灣 3433935 c4t
閱讀寶島之出版身世
⼀紙書封綿延寶島美術發展史
色彩、畫面交織的書封樂章

270
我和我家附近的菜市場 :
高雄.人文.旅遊與美食

3453555 c4t
熱門景點大蒐秘
喜愛熱帶風情的人不可不看
代言人也是超夯話題

271
田園媽媽味 : 精選田媽媽
美食饌記

3501504 c4t
田中央的家鄉味
Mama Tien
惦惦吃三碗公

272
⼀張價值千萬的名片 : 初
次見面,就讓人想主動聯絡
你

3514019 c4t
⼀見鍾情
⼆見傾心
再見千萬年薪

21



2019聖誕脫單計畫之Blind Date with a Book

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273 領導者的8大調停工具 3514950 c4t
主管的難處
妥協不是唯⼀的路
管理學新思維

274
鯉魚⼭下種房子 : 假日農
夫奮鬥記

3516142 c4t
友善土地的田園生活。
種房子，不只是那棟房子，而是實現的過程。

275 拿鍋鏟的男人 3516163 c4t
君子近庖廚，各有動機、各有故事
君子近庖廚，道道精彩、道道美味

276 男人的菜市場 3518149 c4t
產地直銷的男人味
天菜大廚

277
釀造 上青 百年香 : 台灣菸
酒公司110週年歷史慶祝
專刊

3545060 c4t
尚青尚好喝
⼀窺百年企業文化

278  府城的美味時光 3562334 c4t
記憶中的家傳味道。
以菜餚背後的故事，構成⼀部上世紀台灣生活
史。

279 改變歷史的50種動物 3564218 c4t

由蚊子領頭、人類結尾的迷人故事集
無論雄偉或緲小，都令人驚嘆
如果早點讀到這本書，我或許會立志成為生物學
家

280
隱形冠軍： 21世紀 被
低估的競爭優勢 

3569321 c4t
聚焦於關鍵的核心能力。
不求在⼀件大事上特別出色，持續把許多小事做
得遠遠超越競爭者。

281
中國大陸體驗經濟正夯 :
中產階級崛起新消費財

3593694 c4t
感同身受
Subjective vs. Objective
經驗才是真正的treasure

282

折扣上癮的魔鬼市場學 :
從零售到精品業,面對「定
價失靈經濟」的行銷新策
略

3609653 c4t
不打折，行嗎？
賣方必服毒蘋果
折扣症候群

283
經營之神的初心. 1 : 松下
幸之助的互利哲學

3609703 c4t
不可不知的職場處遇哲學
日本經營之神的美譽並非浪得虛名

284
UNIQLO和ZARA的熱銷
學

3609715 c4t
忠孝敦化站
人潮擁擠我能感覺你

285
盒內思考 : 有效創新的簡
單法則

3609752 c4t
inside the box
反轉思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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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書名 條碼號
館藏地
（代碼）

提示/概念

286 我餐桌上的書 3613539 c4t
從經典文學引伸的美味人生
細膩典雅引人垂涎的手繪插圖
紙上美食，依然深深撫慰人心

287 植物的異色世界 3614998 c4t
科學與藝術的完美結合。
呈現植物 私密的綺麗生活。
顯微世界下的奇異視野。

288 達人開講.圖說刀事典 3616951 c4t
刀劍神域
活色生香的彩圖

289 不腦殘科學 3619073 c4t
生活處處是科學
稀奇古怪的疑問＋妙趣橫生的解答

290 邪惡植物博覽會 3619254 c4t
植物界的黑暗面。
隨處可見的植物會讓你命喪黃泉。
有超乎你我想像的危機伺伏。

291
玩具盒裡的創新 : 樂高以
積木.人偶瘋迷10億人的
秘密

3619594 c4t
不只是玩具
上億粉絲的力量

292
書店本事 : 在地圖上閃耀
的閱讀星空

3642690 c4t
gentle madness
觀看著每個精彩時刻
對書的愛情

293
酒途的告白 : 環遊世界酒
單

3644167 c4t
You are what you drink
喝到世界的盡頭

294
讀書放浪 : 藏書記憶與裝
幀物語

3644326 c4t
書痴的閱讀與藏書風景
藉舊書故事勾勒出時代的印記
重述往昔的台灣歷史記憶

295
客製風暴 : 解析未來⼗年
商品、銷售、創業的獲利
模式

3645201 c4t
改變世界的消費模式
買家必須知道、賣家必須領略

296 書.城.旅.人 3646151 c4t
浪漫物語
書的國度

297
創新者們 : 掀起數位革命
的天才、怪傑和駭客

3649980 c4t

易懂也是 全面數位時代史。
探討塑造創新氛圍的社會力和文化力。
數位時代的創造力來自有能力結合藝術與科學的
人。

298
CEO 在乎的事 : 職場倫
理與工作態度

3718553 c4t
態度決定高度
在職場上自體發光的訣竅

299 變好 : 升級你自己 3721464 c4t
Better than ever
軟體升級技巧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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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數學式思考的技術 3722421 c4t
比運氣和實力更為重要的決策要點
數學新思維
妙趣橫生的思考法

301 大腦裡的美食家  3723898 c4t
究竟是什麼因素形塑我們的飲食習慣。
為什麼我們愛吃又甜、又油膩的食物？
成功抵制美食的引誘和克服不良的飲食習慣。

302 七堂簡單物理課 3723940 c4t

讀起來像詩的科普書，而且看起來也如同詩集⼀
般。
讓讀文科的人易讀易懂，而且引發了無限的想像
力。
讓宇宙的奧秘幾乎完全可以理解。

303
散步時總想吃點什麼 : 東
京, 京都, 大阪的經典老舖

3725534 c4t
散步可及的美食，創造日本料理百年風華
生活中總能細細品嘗的好味道
經典老舖的人情故事

304
外科大歷史 : 手術、⻄方
醫學教育、以及醫療照護
制度的演進

3726107 c4t
向辛苦的醫師們致敬
外科養成大不易

305 世界上 古老的生物 3728534 c4t
哇！這有2000歲了！
令人驚艷的攝影文集
引人細細思量的人文科普書

306

引爆會員經濟 : 打造成⻑
駭客的關鍵核心,Netflix、
Amazon和Adobe 重要
的獲利祕密

3729127 c4t
商業機密悄聲看
秘密集會
歡迎登入

307

靠10%顧客賺翻天的曲線
法則 : 別管懶得掏錢的路
人,你需要的是願意灑錢的
超級粉絲!

3766578 c4t
別再拼命討好顧客
建立忠誠度
誘人的曲線

308
態度講堂 : 翻轉你職場人
生的100則態度小品

3766617 c4t
職場版心靈雞湯
真人真事不改編

309 海底撈你學不會 3774792 c4t
中國 佳商業案例研究

有名的火鍋連鎖店成功故事
微言大義，引人入勝

310
辦公室的FBI : 職場的身體
語言密碼 : 想做真正的職
場FBI嗎?

3778500 c4t
察言觀色的極致
快來學幾招洞悉人心的技巧

311
就這樣開了⼀家書店 : 永
樂座的故事

3790005 c4t
⼀個人的理想國度
動人的理想與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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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學問 : 100種提問力 創造
200倍企業力

3790078 c4t
提問達人就是你
學會問對的問題
冗⻑會議 out！

313
今治毛巾美學 : 透過設計
力、文創力,使瀕死傳統產
業重生的奇蹟故事

3791026 c4t
這極致的觸感
行行是學問
品質保證

314
紙的大歷史 : 從蔡倫造紙
到數位時代.跨越人類文明
兩千年的世界之旅

3792535 c4t
在紙面上銘刻人類歷史 重要的理念
探究紙張引發的人類革命和開創之文明軌跡

315
雙11 : 全球 大狂歡購物
節,第⼀手操作大揭密

3793470 c4t
我，我才不怕單身呢
現代人的嘉年華

316 你的貓 3794489 c4t
⼀生的責任
甘心為奴

317 誠品時光 3794954 c4t
多了S的菁英
版圖的初心與紀錄

318 東京本屋紀事 3795451 c4t
職人文化的實踐
有溫度的事業

319 真實的幻獸 3796552 c4t
真正的動物比想像的更奇特
27種演化系譜裡的夢幻逸品
令人讚歎的大自然奇葩

320 味道臺北舊城區 3811351 c4t
艋舺、大龍峒、大稻埕
飯菜飄香
以料理探索歷史

321
黑松百年之道 : 堅持夢想
的腳步

3832203 c4t
百年老店
降火配方

322
未來食堂 : 提供免費餐的
餐廳到今天都能賺錢的理
由

3850096 c4t
在日本餐飲界掀起經營革命的小食堂
跨越傳統飲食業界的全新思維
能夠穩定獲利的成功創業形式

323 ⻄頓動物記 3850200 c4t
傳世百年的動物文學代表之作
科學知識與文學想像並存

324
文字魔術師 : 文案寫作指
導

3850914 c4t
文字的力量
奉字為師
字字珠璣

325 我地廣告 3852408 c4t
九⼗年代的香港
大時代

326 攀樹人 3852520 c4t
在樹稍上與眾多生物令人驚 恐艷的邂逅
從勇者的雙臂間展開不思議的冒險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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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書店日常 : 香港獨立書店
在地行旅

3854402 c4t
除了買東⻄吃東⻄還可以有其他選擇
書蟲的 愛
城市的文化內蘊

328 植物彌賽亞 3855115 c4t
與植物相遇的起點
命定的工作
生命的熱情與冒險

329
梅迪奇效應 : 跨界思考的
技術,改變世界的力量

3856997 c4t
打破聯想障礙，用新的方式看問題。
用偶然卻又刻意的方法，結合不同的觀念。
避開熟悉的人際關係網路，踏進未知的領域。

330 勇者鬥惡蟲 3857037 c4t
高學歷魯蛇的冒險壯遊
轟轟烈烈的人蟲之愛
簡直能拍成電影的真實人生

331
書店現場 : 香港個性書店
訪談札記

3857384 c4t
自我風格不做作
人與人與書之間的對話

332
廣告精算 : 全面解析網際
網路印鈔大法

3857645 c4t
價值創造的算式
廣告狂人
這樣搞行銷就對了

333 給社會新鮮人的挺身而進 3858192 c4t
如果有人讓你上火箭，別問位子在哪裡！
如果你毫無畏懼，你會做什麼？
不要低估自己。

334
雜食者的詛咒 : 肥胖,正在
蔓延 現代食品工業生態如
何毀了你的身材和健康

3886143 c4t
低脂、素食比較健康？
如果⼆選⼀，喝果汁比喝汽水好？

335
創業超新星 : 看見14家未
來獨角獸

3890110 c4t
你看過獨角獸嗎？
珍貴的回憶
如夢似幻的世界

336
選3哲學 : 聚焦3件事,解決
工作生活兩難,搞定你的超
載人生

3902780 c4t
具有療癒功能的工具書
你認識臉書創辦人的姊姊嗎?

337 舌尖上的東協 3904027 c4t
美味的東南亞飲食文化地圖
既熟悉又陌生的香料指南
引入入勝的南方國家故事

338
冥王星任務 : NASA新視
野號與太陽系盡頭之旅

3906079 c4t
NASA有史以來 完美 省錢計畫
堅持夢想探索太空的真實故事
大無畏行星冒險的第⼀流文字紀錄

339 中國古代農業文明 3907085 c4t
王老先生有塊地
帝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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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成⻑心態 3908353 c4t
人生中各種難題的明燈
提升即戰力

341
還我本來面目 : 如何接納
自我和欣賞生命

 2825617 c4t

信任自己，信任自己內在的能耐。
療癒就是找回自我的過程。
了解自己與否，決定了每個人擁有什麼樣的人
生。

342
自然界大變化 : 大融化.大
洄游.大潮流

 3361182 c4t
生態界求生存大搏鬥側寫。
陸海空動物群大規模遷徙。
季節性的暖化和冷卻。

343
小眾,其實不小 : 中間市場
陷落,小眾消費崛起

3619604 c4t
找到你的知音比讓大家都喜歡你更重要
當你想討好每個人， 後反而⼀無是處

344
款待 : 旅館17職人的極致
服務之道

3619633 c4t
你喜歡住飯店嗎?
嚴⻑壽先生推薦

345
好服務。壞服務 : 蘇國垚
的款待II,45則貼心分享筆
記

3647117 c4t
魔鬼藏在細節裡
在不經心的地方有溫暖，在陌生的地方有善意

346

明日的餐桌 : 世界正在吃
什麼?面對食安危機,我們
需要美味的倫理與食物的
正義

3721517 c4t
You are what you eat
回歸食物的公平正義

347
泰國廚藝小旅行 : 來去泰
國學料理

3726071 c4t
你想去泰國嗎?
別再說「月亮蝦餅」是泰國菜

348 東京本屋紀事 3792035 c4t
來逛逛書店吧
展現日本愛書人的認真、優雅與新意

349
誰說無毒⼀身輕? : 看壓力
和毒物如何讓我們更強健

3886142 c4t
均衡的攝取毒物
是毒藥還是良藥

350
老衰死 : 好好告別, 迎接自
然老去、沒有痛苦的高質
量死亡時代

3886147 c4t
未知死，焉知生?
我們終將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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