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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書名：後勁王建民  

★作者：陳惟揚, 周汶

昊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

化  

★出版年：2018 

建民媽說：「花開得再好，也是要凋謝，

人到了高點總是要下來……」 

建民說：「站上去一天就好。」 

失速的伸卡球，失去了宰制球場的勁道。 

當全世界都認為，他再也回不到顛峰， 

只有他自己相信，「我依然可以奮力再

起。」 

 

 

2 

 

★書名：不換位置, 也

要換腦袋 - 斜槓時代必

備的換位思考力 

 ★作者：紀坪作  

★出版社：如何  

★出版年：2018 

努力還不夠，你還需要換位思考力！ 

他不安於當個平凡的記帳士，憑著一雙觀

察力敏銳的眼睛，搖身成週一三五是記帳

士，週二四是講師兼數據專家，週末是管

理策略作家。透過 36 個街頭巷尾的故事，

他傳授你如何換個腦袋看世界，開發出自

己特有的營生基本功！ 

 

 

3 

 

★書名：迷宮城堡  

★作者：提耶利.布爾西

(Thierry Bourcy), 法蘭斯

瓦-亨利.蘇利耶(François-

Henri Soulié)著;陳太乙譯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年：2019 

本書以傳奇天文學家第谷．布拉赫的失蹤

事件為靈感來源，融合讀者耳熟能詳的歷

史人物、天文史上「日心說」「地心說」

爭議、羅馬教廷控制思想、煉金術興盛不

衰等元素構成的歷史懸疑推理小說。而布

拉格城堡的哥德式迷宮布局，更為密室殺

人小說提供理想的場景，讓埋藏在歷史深

處的謎底重見天日。 

~ 小編力推 ~ 

 

 

4 

 

★書名：跟著月亮走 - 

韓國瑜的夜襲精神與奮

進人生  

★作者：韓國瑜口述;黃

光芹採訪撰述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年：2018 

20 年來首位翻轉高雄同一政黨執政的市

長！ 

肩負 892,545 人民選票的期待，三個月內

創造全台「韓流」。回顧近 20 年政治路的

顛簸起伏，他的政治旅程，已邁入下一個

階段，必須創造另外一個「韓國瑜奇

蹟」，否則過去的韓國瑜，會很快打敗現

在的韓國瑜。 

就讓我們跟著禿子走，看看禿子可不可能

一直跟著月亮走，繼續閃閃發光？ 

 

 

5 

 

★書名：數位時代的學

與教 - 給教師的建議 30

講  

★作者：王緒溢  

★出版社：幼獅文化  

★出版年：2019 

當數位科技進入教室後，教學可以有什麼

不一樣？ 

優秀課堂的營造，需要清晰的思路導引，

加上一點一滴的實踐積累，才能為學生學

習開啟創新的可能。 

本書以「少才是多．無才能有．慢才會

快」的數位科技融入教學心法，闡述如何

基於理論進行教學設計，並搭配實際教學

案例，讓每一位關注數位時代學與教的老

師，都可以輕鬆掌握智慧課堂的奧妙。 



 

 

6 

 

★書名：有關化學的那

些事  

★作者：蔡宇智  

★出版社：培育文化  

★出版年：2018 

 

充斥著一百多種元素的化學課本讓我們感

到頭疼，但其實很多元素的背後，都隱藏

著令人著迷的故事。 

本書將打破課本固定的純知識性講解，以

活潑有趣的形式，讓你從中輕鬆學到知

識，進而對元素有更深刻的瞭解。 

 

 

7 

 

★書名：巴格達 X 怪客 

 ★作者：阿荷馬德.沙達

威(Ahmed Saadawi)著;黃

紹綺譯  

★出版社：寂寞  

★出版年：2018 

阿拉伯國際文學大獎得主，再奪下法國幻

想文學大獎 

阿拉伯世界最大網路書店「尼羅幼發拉底

河」年度冠軍小說 

一個誕生於恐怖攻擊的「X 怪客」、一名熱

血記者掀起狂瀾的報導……駭人事件接連

引爆，結合懸疑、奇幻與黑色幽默，以小

說映照此刻巴格達最真實的混亂不安，寫

出了一個唯有擁抱瘋狂才能生存的世界。 

 

 

8 

 

★書名：好 LOGO 是你

的商機&賣點  

★作者：SendPoints 編  

★出版社：原點  

★出版年：2018 

學會設計好 LOGO，讓你放大商品的獨特

性格！增加品牌風格感染力！ 

為何大家出國必喝 Blue Bottle，還把馬克

杯也買回家？ 

好 LOGO 再進化，光是設計已不夠！有風

格、有個性，才能冒出頭，成為同溫層間

勸敗轉貼的新歡，甚至連周邊商品，都一

不小心手滑下單。 

 

 

9 

 

★書名：天命之爭 - 中

國歷史上的統一與分裂 

★作者：朱磊 

★出版社：如是文化  

★出版年：2018 

本書在對史料精準把握的前提下，以頗富

趣味的講故事的方式再現了中國歷史上 9

個統一與分裂之爭的案例，涉及江南、台

灣、青藏、新疆、寧夏、雲南等 6 個地

區，和 3 個曾經與中國統一但後來分離出

去的國家，包括越南、朝鮮和蒙古。作者

進而從歷史經驗與教訓出發進行解析，認

為統獨之爭的根本是民意之爭，民意即是

天命，而國家能否統一，往往取決於統一

形勢、實力對比和策略運用三方面條件。 

 

 

10 

 

★書名：史丹佛最強

「創業成真」四堂課 - 

矽谷創業推手教你以最

少資源開創最大志業  

★作者：婷娜.希莉格

(Tina Seelig)著 

★出版社：遠流  

★出版年：2016 

國際知名創造力導師、史丹佛大學教授婷

娜‧希莉格認為，不教導年輕人有創業家

精神是一種罪過。本書正是一部培養從靈

感到執行這完整過程所需技能的葵花寶

典。書中清楚定義了「想像」、「創意」、

「創新」、「創業」的核心概念，提出一個

能有效開展創意、創新與創業過程的「發

明循環」模式，讓你把障礙看成機會，激

勵別人一起共享你的願景，就像有了食

譜，你可以拿著吸引人的點子與具體步

驟，讓它轉變成不凡的大事。 



 

 

11 

 

★書名：小國也可以偉

大 - 我在奧地利生活學

習的第一手觀察  

★作者：楊佳恬  

★出版社：圓神  

★出版年：2018 

 

奧地利，這個印象中僅有音樂、巧克力跟

阿爾卑斯山的小國，深藏的實力和故事卻

令人驚豔。它與臺灣一樣擁有愛恨交織的

歷史背景，却善用各種地理資源與外交優

勢。全世界的重量級國際組織紛紛駐地於

此，經濟實力也毫不遜色，不斷創造燦爛

耀眼的能量。奧地利是臺灣最好的借鏡，

也是豐富自身國際影響力的最佳讀本。 

 

 

12 

 

★書名：MIT 最精實思

考創做力 - 麻省理工教

我定義問題、實做解

決、成就創客  

★作者：宮書堯  

★出版社：遠流  

★出版年：2018 

這是一個台灣男孩在美國高等教育下的蛻

變與成長，帶您一窺美國頂尖大學的工程

精實教育內涵，以及實做創業歷程，同時

述說著百餘年來堅持如一的 MIT 靈魂。 

本書要告訴你：世界最頂尖工程師如何透

過科技、商業及彼此間的合作，解決世界

上正在發生的棘手問題！ 

 

 

13 

 

★書名：女巫阿娥的居

家香草保健萬用書 - 20

種隨手可得的香草植物, 

從洗頭到治鐵腿、從美

顏到消炎, 用過就會愛

上的保健良方  

★作者：阿娥  

★出版社：原點  

★出版年：2018 

喇皂女巫阿娥，要以最生活化的方式和語

言，從植物的外型開始，瞭解植物藥草的

運用。萃取精油之後，每一種香氣背後的

芳香分子，有什麼特性與療效？透過全面

性的瞭解，幫助你在生活中運用，以簡

單、素淨、無負擔的方式，讓芳香植物進

入我們的生活中，讓身體與植物與環境共

處，恢復本身自癒的能力。 

 

 

14 

 

★書名 : 

W(什)T(麼)F(鬼)?! - 一

趟不可思議的經濟學之

旅  

★作者：彼得.利森(Peter 

T. Leeson)  

★出版社：遠流  

★出版年：2018 

 

What The Fuck？ 

「靠！什麼鬼？」是我們感到驚嘆時最愛

用的發語詞。在這趟「不可思議的經濟學

之旅」中，保證你將不斷地說出這幾個

字。因為旅程中所介紹的怪異社會現象和

人類行為，絕對會令你感到驚嚇又驚奇。

這些奇風異俗裡，有的曾經是人類社會組

織中最重要的核心活動，有的已經沿用數

個世紀，至今依然存在。 

 

 

15 

 

★書名：絕處逢山  

★作者：查爾斯.馬汀

(Charles Martin)  

★出版社：遠流  

★出版年：2017 

 

外科醫師班‧培殷，與妻子分居，在機場

邂逅即將步入禮堂的年輕女子艾許莉‧諾

克斯。在暴風雪夜，飛機在冰封的深山墜

毀，兩人被迫與死神搏鬥及面對驚人而痛

苦的現實。過程中，雙方的言語直鑽對方

心坎，彼此互相依賴，日漸形成相知相許

的關係。最後，在生死交關之際，兩人想

出一套脫困計畫，但急著求生的兩人也不

得不思忖，各自回家後，這段強韌真摯的

情緣將何去何從？ 



 

 

16 

 

★書名：東京小路亂撞 

- 走進東京的骨子裡,撞

出東京散步人的日常風

景!  

★作者：張維中  

★出版社：原點  

★出版年：2018 

再一次，駐日作家張維中要帶你迎頭趕上

最新的東京生活進度！ 

我們所熟知的銀座、築地、淺草、日本橋

等，悄悄長出了新的樣貌與主題，而這些

嶄新的變化，除了具設計感的新商場，還

存在於從大街滑進的轉折小路之中。 

 

 

17 

 

★書名：他，會是恐怖

情人嗎？ - 我的親密關

係診斷書  

★作者：麗莎・馮特思

（Lisa Aronson Fontes） 

★出版社：橡實文化  

★出版年：2019 

 

現代人迫切需要的情感教育，就從認識

「高壓型控制」開始！ 

▓如何辨識有「高壓型控制」傾向的恐怖

情人？ 

▓如何提分手，從高壓型控制關係中安全

脫身？ 

▓如何協助、陪伴正在受其所苦的親朋好

友？ 

 

 

18 

 

★書名：集客變現時代 

- 香教你個行銷!讓你懂

平台, 抓客群, 讚讚都能

轉換成金流!  

★作者：織田紀香(陳禾

穎)  

★出版社：方舟文化  

★出版年：2018 

第一本結合趨勢、現況與實際操作，全盤

性介紹社群行銷的自製書。 

無論產品有形無形，只要懂了各種數位平

台的遊戲規則，粉絲集客術，一點都不

難。 

本書要談的，不只是社群的「媒體」的角

色，而是如何藉由群眾的力量醞釀、擴散

企業想傳達的資訊，與受眾溝通，營造品

牌力，藉由多種平台曝光，走長走久才是

真正成功的行銷效益。 

 

 

19 

 

★書名：斜槓時代的高

效閱讀法  

★作者：山口周作;張婷

婷譯 

★出版社：采實文化  

★出版年：2018 

斜槓時代，讀什麼比讀多少更重要， 

本書作者求學時主修哲學、美術史，畢業

後進入外商顧問公司工作，不但在商業領

域出版多本著作，還在研習機構當講師授

課。為何非本科系專業的他可以跨領域取

得成功？這都多虧了獨樹一格的自學閱讀

法所賜。只要學會本書的「高效閱讀

法」，便能使自學事半功倍，將知識化為

競爭力，迎接新時代的挑戰！ 

 

 

20 

 

★書名：為愛奔波 - 毛

小孩們教我的生死課  

★作者：陳文茜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年：2018 

「你不能抗拒死亡，但你可以看穿它。」 

毛孩子對我們生命中最大的奉獻，除了生

前的快樂、忠誠⋯⋯這些難得的情感品質之

外，他們最後、最大的奉獻，就是「以自

己之死」，為我們上一堂大大的死亡之

課。 

這是一堂從生到盡頭的奉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