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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圖書館 寒假推薦書單  (12-18歲)  

項次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得獎項目

1 邦查女孩 甘耀明著 寶瓶文化 104/05

2015年度 開卷好書獎 中文創作

2016年度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小說類年度之書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圖書類 文學圖書獎

2 味道福爾摩莎 焦桐著 二魚文化 104/06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社會科學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優良圖書出版品推薦 文學圖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文學創作類

3 造音翻土: 戰後臺灣聲響文化的探索  羅悅全主編  遠足文化 104/05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藝術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圖書類 圖書編輯獎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優良圖書出版品推薦 非文學圖書

4 夢紅樓 蔣勳著 遠流 102/10

2013年度 好書大家讀 文學讀物-創作類

2014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文學創作類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5 請問侯文詠 侯文詠著 皇冠 104/01

2015年度 教育部美感教育推薦書單 大專及一般大眾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015年度 好書大家讀 文學讀物-創作類

6
搶救寂靜: 一個野地錄音師的聲音探索之

旅
范欽慧著 遠流 104/04

2016年度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非小說類入圍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圖書類 非文學圖書獎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7 味道福爾摩莎 焦桐著 二魚文化 104/06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社會科學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優良圖書出版品推薦 文學圖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文學創作類

8 旅行與讀書 詹宏志著 新經典圖文傳播 104/11

2015年度 開卷好書獎 中文創作

2016年度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非小說類年度之書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優良圖書出版品推薦 非文學圖書

9
無法送達的遺書: 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

的人
羅毓嘉等箸 衛城 104/02

2015年度 開卷好書獎 中文創作

2016年度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非小說類入圍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優良圖書出版品推薦 非文學圖書

10 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 台文十三子著 本事文化 104/08
2015年度 開卷好書獎 美好生活書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史地/傳記

11 如詩的地毯: 喀布爾男孩成長記 凱斯.阿克巴.歐馬(Qais Akbar Omar)著; 鍾玉珏譯 網路與書 104/12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史地/傳記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文學翻譯類

12 帝國崛起: 一起歷史的思辨之旅. 2 呂世浩著 平安文化 104/01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史地/傳記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13
被扭曲的臺灣史: 1684-1972撥開三百年的

歷史迷霧
駱芬美著 時報文化 104/02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史地/傳記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14 漢室江山興衰史 魏得勝著 新銳文創 104/03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史地/傳記

2015年度 好書大家讀 文學讀物-創作類

15
愛無疆界: 卡羅.歐巴尼首位為SARS犧牲的

醫師
文森.瓦拉格納(Vincenzo Varagona)著; 江國雄譯 上智文化  104/04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自然科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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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得獎項目

16 小荳荳和小荳荳們 黑柳徹子著; 王蘊潔譯 親子天下 104/10
2015年度 好書大家讀 文學讀物-翻譯類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17 走路,也是一種哲學 斐德里克.葛霍(Frédéric Gros)著; 徐麗松譯 八旗文化 104/08
2015年度 開卷好書獎 美好生活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18
拉得弗森林裡的藝術家: 德國22年的文化詠

嘆調
莊祖欣著 二魚文化 104/07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19 失控的照護 葉真中顯著; 張宇心譯 天培文化 104/09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文學翻譯類

20
風格就是你: 向百年寫作經典風格的要素

致敬
馬克.蓋維(Mark Garvey)著; 許智雅, 劉粹倫譯 知英文化 100/12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叢書工具書類

21 英語演講比賽 Bill Quinn著 知英文化 104/02
2015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文學創作類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2 軸心失控: 長篇懸疑科幻小說 高普著 要有光 104/08
2014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3 裝作沒看到 梅田俊作, 梅田佳子作.繪; 陳系美譯 日出 104/04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圖畫書類

24 禁區 李如青文.圖 幼獅 104/07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25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蔣勳作 遠流 103/06
2015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文學創作類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6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蔣勳作 遠流 103/09
2015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文學創作類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7 說好一起老 瞿欣怡作 寶瓶文化 104/10
2015年度 開卷好書獎 美好生活書

2015年度 國圖臺灣出版TOP1 語言/文學

28 何不認真來悲傷 郭強生著 遠見天下文化 104/09
2015年度 開卷好書獎 中文創作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圖書類 文學圖書獎

29 消失的國度 奧崴尼.卡勒盛著 麥田 104/10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圖書類 文學圖書獎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30 暗黑醫療史 蘇上豪作 方寸文創 104/11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圖書類 非文學圖書獎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31 黏土: 灣寶,一段人與土地的簡史 胡慕情作 衛城 104/07
2016年度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非小說類入圍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圖書類 非文學圖書獎

32 介入的旁觀者 阿潑著 麥田 104/09
2015年度 開卷好書獎 中文創作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優良圖書出版品推薦 文學圖書

33 叛民城市: 臺北暗黑旅誌 林佳瑋等作 公共冊所 104/10
2016年度 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非小說類入圍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優良圖書出版品推薦 非文學圖書

34 知道與不知道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文; 傑克. 阿薩(Jacques Azam)圖; 李毓真翻譯
米奇巴克 104/03

2015年度 好書大家讀 知識性讀物-翻譯類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35 壞農業: 廉價肉品背後的恐怖真相
菲利浦.林貝里(Philip Lymbery), 伊莎貝爾.奧克夏

特(lsabel Oakeshott)作; 鄭襄憶, 游卉庭譯
如果出版 104/10

2015年度 開卷好書獎 美好生活書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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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得獎項目

36
一口漢堡的代價: 速食工業與美式飲食的

黑暗真相 
艾瑞克.西洛瑟(Eric Schlosser)著; 吳緯疆譯  八旗文化  104/10

37
大師為你說的希臘神話: 永遠的宇宙諸神

人
凡爾農(Jean Pierre Vernant)著; 馬向民譯 貓頭鷹 104/07

38 五十個孩子: 一對平凡夫妻的不凡旅程 史提芬.普瑞斯曼(Steven Pressman)作; 謝靜雯譯 麥田 104/03

39 太平輪: 亂世傳奇真相 丁雯靜, 陳郁婷著 八旗文化 104/01

40 天地.虛實.朱為白 廖仁義著 臺灣美術館 104/09

41 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 文本與表徵分析 王明珂作 允晨文化 104/07

42 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布莉姬.拉貝(Brigitte Labbe), 米歇爾.布許(Michel

Puech)作; 傑克. 阿薩(Jacques Azan)繪; 謝蕙心譯
米奇巴克 103/11

43 幻境與實相: 電子遊戲的理路與內涵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數位動畫文創學程編

著
交大出版社 104/02

44 心戰三國.司馬懿 陳禹安著 時報文化 104/04

45 心戰三國.孫權 陳禹安著 時報文化 104/03

46 心戰三國.劉備(逆境首部曲) 陳禹安著 時報文化 104/01

47 文學任意門: 輕鬆遍覽世界文學 陳蒼多著 五南 104/12

48 內斂.融通.黃朝謨 黃冬富著 臺灣美術館 104/09

49 用年表讀通西洋藝術史 陳怡安, 蔡芯圩著 商周 104/06

50 去印度打拚，走進另一個世界的中心 印度尤著 本事文化 104/04

51
白色微笑,寮國: 777天勇敢做夢,用力走自己

的人生
吳東俊著; 熊懿樺譯 日月文化 104/03

52
古琴: 瑞典漢學家林西莉邂逅我們的三千

文化(暢銷九周年紀念版)
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著; 許嵐, 熊彪譯 貓頭鷹 104/07

53
出發吧,一起來認識宗教: 從觀點、現象與

體驗,揭開宗教的奇幻面紗
陳淑娟作 商周 104/05

54 用觀念讀懂世界史: 上古至地理大發現 吳青樺, 王建安著 商周 104/09

55 用觀念讀懂世界史: 科學革命至當代世界 王健安著 商周 104/09

56 有了夢想,然後呢? 陳慧潔作 格子外面文化 104/07

57 江戶時代的生活智慧 西田知己監修; 坂野鈴子漫畫; 邱香凝譯 商周 104/03

58
江戶紋樣歲時手帖: 52款傳統圖樣帶你領略

江戶人文風華之美
熊谷博人著; 李璦祺譯 臺灣東販 104/12

59
老字號與活水: 二十個在傳承中最重要的

小事
蔡怡芬等作 麥田 104/07

60 好奇心: 生命不在於找答案,而是問問題
布萊恩.葛瑟(Brian Grazer), 查爾斯.費希曼(Charless

Fishman)著; 李宜懃譯
商周 104/07

61 西班牙,再發現: 跟著中文官方導遊深度行 王儷瑾著 奇光 104/05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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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得獎項目

62
年輕人,五年後你在哪裡?: 東大教授的人生

戰略課,教你成為無可取代的player
伊藤元重著; 周若珍譯 麥田 104/10

63
地圖藝術實驗室: 52個與旅行、地圖、想像

力有關的創意練習

吉兒.貝瑞(Jill K. Berry), 琳頓.邁奈麗(Linden

McNeilly)著; 李佳霖等譯
遠流 103/11

64 自學歷史:名家論述導讀 張元著 三民 104/01

65 你不可不知道的100首經典名曲 許麗雯暨音樂企劃小組編著 信實文化行銷 104/01

66
你比想像更聰明: 用對方法,開啟你的多元

智能
湯瑪士.阿姆斯壯(Thomas Armstrong)作; 王淑玫譯 天下雜誌 104/05

67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去全世界: 輪椅少年的

環遊世界大探險
艾博凱薩斯著; 謝琬湞譯 大田 104/11

68 我的感覺 郭琇真作; 達志影像圖片; 張麗真插圖 親親文化 104/09

69 我的黨外青春: 黨外雜誌的故事 廖為民著 允晨文化 104/11

70
身為人:從自利出發,亞當.斯密給我們的十

堂思辯課
路斯.羅伯茲(Russ Roberts)著; 陳儀譯 臉譜 104/07

71
沒被抓到也算作弊嗎?: 學校沒有教的33則

品格練習題
布魯斯.韋恩斯坦(Bruce Weinstein)著; 趙慧芬譯 漫遊者文化 104/06

72 告訴我,你是怎麼死的
茱蒂.梅琳涅克(Judy Melinek), 提傑.米契爾(T. J.

Mitchell)著; 翁雅如譯
臉譜 104/05

73 沙漠.夢土.賴傳鑑 賴明珠著 臺灣美術館 104/09

74
雨: 文明、藝術、科學，人與自然交織的

億萬年紀事
辛西亞.巴內特(Cynthia Barnett)著; 吳莉君譯 臉譜 104/11

75 兩天半的麵店 劉克襄著 遠流 104/05

76
玩弄臉書: Facebook行銷總監蘭蒂.祖克柏的

網路解惑與工作故事
蘭蒂.祖克柏(Randi Zuckerberg)著; 翁雅如譯 大田 104/12

77 咚咚戰鼓闖戰國 王文華文; L&W studio圖 親子天下 104/11

78 法律不求人: 生活法律79招 王泓鑫, 張明宏著 三民 104/01

79 五十個孩子: 一對平凡夫妻的不凡旅程 史提芬.普瑞斯曼(Steven Pressman)作; 謝靜雯譯 麥田 104/03

80
社區設計: 重新思考「社區」定義,不只設

計空間,更要設計「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山崎亮著; 莊雅琇譯 臉譜 104/03

81
幸福好日子: 向全世界最快樂的丹麥人學

習滿意生活的10項祕訣
瑪琳娜.希達樂(Malene Rydahl)作; 顧淑馨譯 大塊文化 104/07

82 阿德勒心理學講義 阿德勒(Alfred Adler)著; 吳書榆譯 經濟新潮社 104/05

83 返璞.歸真.江漢東 鄭芳和著 臺灣美術館 104/09

84 南向跫音：你一定要認識的越南 洪德青著 貓頭鷹 104/10

85 看見,臺灣電影之光 蔡明燁作 幼獅 104/11

2016年度 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人文及社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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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看見池上.看見時代: 在地的故事大家一起

說
李香誼編著 東縣池上鄉公所 104/10

87 相思千里: 古典情詩中的美麗與哀愁 李瑞騰著 九歌 104/11

88
是思考，還是想太多？寫給年輕人的36堂

思考課
冀劍制著 商周 104/09

89
看得見的城市: 全球視野下的廣州、長崎

與巴達維亞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著; 賴鈺勻, 彭昉譯 蔚藍文化 104/03

90
背著吉他靠近你: 一個社工女孩的音樂關

懷實踐
賴儀婷著 群星文化 104/10

91
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讓我們一同走過憂鬱

的低谷
廖士程作 心靈工坊文化 104/10

92
看新聞學思考: 增進孩子對世界理解力與

知識力
李偉文, 李欣澄, 李欣恬著 遠流 104/03

93 看圖了解心理學 植木理惠著; 林德龍譯 晨星 104/03

94 書,記憶著時光 廖志峰著 允晨文化 104/07

95 浩克慢遊 王浩一, 劉克襄著 麥田 104/10

96
書法,漢字最美的歷史: 讀懂書法的60堂美

學課
黎孟德作 漫遊者文化 104/05

97 逆風之島: 歷史臺灣浮世繪 林文義著 聯經 104/01

98 高第 李民安著; 張偉玫繪 三民 104/07

99 烈焰: 閱讀札記 楊照著 群星文化 104/06

100 哲學大師寫給每個人的政治思考課 費南多.薩巴特(Fernando Savater)著; 魏然譯 漫遊者文化 104/01

101 荒謬之外: 卡謬思想研究 傅佩榮著 九歌 104/07

102 第一次看懂世界名畫 蘿西.狄金絲(Rosie Dickins)著; 江坤山譯 遠見天下文化 104/04

103 畢卡索 陳佩萱著; 范家凌繪 三民 104/07

104
問出現代藝術名作大祕密: 在奧塞美術館,

遇見梵谷、莫內、雷諾瓦、羅丹......

伊莎貝爾.波妮登.庫宏(Isabelle Bonithon Courant)

著; 周明佳譯
漫遊者文化 104/06

105 從名畫讀懂莎士比亞經典劇作 平松洋作; 李友君譯 臺灣東販 104/04

106 帶你走遊德國: 人文驚豔之旅 麥勝梅著 釀出版 104/10

107 教室外的最後一堂課
大衛.蒙納許(David Menasche), 喬蒂.利佩爾(Jodi

Lipper)作; 謝佳真譯
平安文化 104/01

108 都是陌生旅程的起點 顧燕翎著 九歌 104/10

109 設計師的綠色流浪 楊天豪著 晨星 104/09

110
做真正的我: 認識你潛在的天賦才能,擁有

屬於你最自在的人生
吳建國, 查大偉著 遠流 104/08

111 國家地理終極環遊世界地圖集 莎莉.艾薩克斯作; 邱思潔翻譯 大石國際文化 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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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帶這本書去埃及 張榜奎著 三民 104/01

113 悠悠蒼鷹探元朝 王文華文; L&W studio圖 親子天下 104/11

114 動畫之魂: 創意合作的日本動畫產業 伊安.康德里(Ian Condry)著; 江素慧譯 交大出版社 104/11

115 這樣不公平!: 品格體驗.生活發現 黃相奎文; 金榮修圖; 曹玉絢翻譯 臺灣麥克 104/07

116 被遺忘的亞洲碎片 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enez)著; 林品樺譯 木馬文化 104/10

117 陶罐裡的秘密: 陶罐精靈的身世 王宇清撰文; 邱千容繪圖
新北市十三行博

物館
104/12

118 猶太人超越全世界的讀書法 李大熙著; 李政恩譯 遠流 104/02

119 黃帝亦凡人: 乾隆.世界史中的滿州皇帝 歐立德著; 青石譯 八旗文化 104/01

120 發現,臺灣風土之美 謝文賢作 幼獅 104/03

121 無國界醫生的世界 柏托洛帝(Dan Bortolotti)著; 林欣頤譯 貓頭鷹 104/03

122
測量野性的人: 從叢林出發,用一生見證文

明與野蠻
蒙特.瑞爾(Monte Reel)著; 王惟芬譯 臉譜 104/05

123 焦墨.雲山.夏一夫 蕭瓊瑞著 臺灣美術館 104/09

124 傳.真跡: 十三位傳統手工職人的真誠故事 陳鈞柏, 陳柏翰, 林羽凡著 新銳文創 104/03

125
溫柔的復仇: 奧比.薩克思的創痛與重生日

記
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作; 堯嘉寧譯 麥田 104/04

126 會思想的蘆葦 傅佩榮著 九歌 104/12

127 落葉: 威爾.杜蘭的最後箴言 威爾.杜蘭(Will Durant)著; 梁永安譯 商周 104/10

128 經濟學關我什麼事!但月領22K很有事
文安德.馮.彼特爾斯多夫(Winand von Petersdorff)

著; 劉于怡譯
麥田 104/03

129 解讀德國文學名著 賴麗琇著 五南 104/04

130
對人類的未來下注: 經濟學家與生態學者

的警世賭局: 我們將會邁向繁榮,還是毀滅?
保羅.沙賓(Paul Sabin)著; 池思親譯 臉譜 104/10

131 厭女: 日本的女性嫌惡 上野千鶴子著; 楊士堤譯 聯合文學 104/07

132
種子的勝利: 穀物、堅果、果仁、豆類、

果核如何征服植物王國,形塑人類歷史
索爾.漢森(Thor Hanson)著; 蕭寶森譯 商周 104/12

133 碧血.戰畫.梁鼎銘 潘襎著 臺灣美術館 104/09

134 領悟兩個字，找回那個微笑的自己 何權峰作 高寶國際 104/07

135
圖解心理學: 正面迎戰人生難題!讀懂自己、看

穿他人,從0到99歲都適用的生涯處方
涉谷昌三著; 劉名揚譯 漫遊者文化 104/03

136 圖解記憶法: 給大人的記憶術 和田秀樹著; 陳冠儒譯 十力文化 104/08

137 臺灣古建築裝飾深度導覽 康鍩錫著 貓頭鷹 104/10

138
數位分心症候群: 截斷干擾,找回專注的力

量
法蘭西絲.布思(Frances Booth)著; 張佳棻譯 橡實文化 104/07

139 敵我之間: 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3 呂世浩著 平安文化 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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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論語的生命解惑: 論語的人文之美. 第二部 傅佩榮著 九歌 104/01

141
糖、脂肪、鹽: 食品工業誘人上癮的三詭

計
邁可.摩斯(Michael Moss)著; 盧秋瑩譯 八旗文化 104/04

142 擁抱以色列: 21歲交換學年,中東闖蕩筆記 李潔著 二魚文化 104/02

143 戰勝愛滋: 一段永遠改變醫療科學的故事 霍特(Nathalia Holt)著; 王年愷, 王羿婷, 楊雨樵譯 貓頭鷹 104/05

144
還在學. 2, 金惟純、金質靈父女的人生問答

題
金惟純, 金質靈著 城邦商業周刊 104/06

145
瞧這些英國佬: 英格蘭人的人類學田野報

告
芙克絲(Kate Fox)著; 黃中憲譯 貓頭鷹 104/02

146 寶島大劇場 邱坤良著 九歌 103/01

147 籃球火: 永不放棄林書豪 溫小平著 五南 104/08

148 鐵血與音符: 德國人的民族性格 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著; 周京元譯 八旗文化 104/09

149 躍動的青春: 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 鄭麗玲作 蔚藍文化 104/02

150 讓天賦發光
肯.羅賓森(Ken Robinson), 盧.亞若尼卡(Lou

Aronica)著; 卓妙容譯
遠見天下文化 104/06

151
0.1厘米的專注: 放牛班小子馬祥原的世界

冠軍之路
馬祥原口述; 洪懿妍採訪整理 天下雜誌 104/12

152 王牌詞探,形音義真相問到底! 蔡有秩編著 五南 104/08

153 心智圖寫作秘典 梁容菁, 孫易新作 商周 104/10

154 全球最值得造訪的設計博物館 暮澤剛巳著; 王美娟譯 臺灣東販 104/02

155 里山生活基本術 大內正伸圖.文; 陳盈燕譯 晨星 104/05

156 完全捷進寫作詞彙 黃淑貞, 謝旻琪, 林湘華編 商周 104/08

157 完全圖解1小時學會英文文法 波嘉妮.蒙席拉巴莎特著; 林璟玟譯 不求人文化 104/04

158 我的第一本日語50音 國際語言中心委員會著 國際學村 104/08

159
完美蛋料理全書: 世上最好用食材的廚藝

探索+105道蛋料理完全食譜
邁可.魯曼(Michael Ruhlman)著; 潘昱均譯 奇光 104/06

160

放手畫吧. 2, 大膽上色: 65堂認識顏色與色

調,看見光亮和陰影,碰觸質感及想像力的創

意課

山姆.皮亞塞納(Sam Piyasena), 貝芙麗.菲力浦

(Beverly Philp)著; 張喬喻譯
積木文化 104/01

161
玩紙趣: 切、雕、摺、貼,21位世界頂尖紙

藝家的手作藝術與創作祕技
海倫.希伯特(Helen Hiebert)作; 喬喻譯 積木文化 104/01

162 指尖上的幸福!超解憂迷你小盆栽 岩井輝紀著; 許倩珮譯 臺灣東販 104/03

163
故事可以這樣寫: 紐伯瑞文學獎得獎作家

創作絕技手冊
蓋兒.卡森.樂文原著; 麥倩宜翻譯 天衛文化 104/01

164
怎樣設計 不被打槍? :1種主題3種版面,讓你

的提案一次OK
甲谷一編著 臺灣廣廈 104/05

165 重複畫的能量 阿彬叔叔著 教育之友文化 1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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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挑戰金頭腦. 生活篇 張亦翔著 出色文化 104/05

167 挑戰金頭腦. 國文篇 詹芷琳著 出色文化 104/06

168

秒懂貓咪,行為學醫師的貓星球解析: 365天

的生活狀況劇,行為學、冷知識、家庭醫

學、貓界定律,都是牠想告訴你的悄悄話

林子軒著 麥浩斯 104/11

169 原味食悟. 2 邱佩玲著 麥浩斯 104/12

170 野外求生超級手冊: 實境影片與圖片示範 金鐘道作 寂天文化 104/07

171
野生動物禪繞: 禪繞X彩繪,插畫家的動物禪

繞、著色練習
郭彥斌(Ben Kwok)著; 呂珮鈺譯 積木文化 104/12

172 缽盆金魚飼養法: 看見金魚最美的姿態 岡本信明, 川田洋之助著; 李友君譯 臺灣東販 104/03

173
給中學生的情緒管理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

情緒調適力,現在開始學習!
楊俐容作 天下雜誌 104/04

174
給中學生的筆記整理術: 一輩子都需要的

資料統整力,現在開始學習!
石美倫作 天下雜誌 104/04

175 開始到日本打工度假 高函郁作 太雅 104/11

176 插畫實驗課 Eszter Chen著 木馬文化 104/07

177 創意星期四 瑪麗莎.安(Marisa Anne)作 教育之友文化 104/01

178
最激勵人心的英文演說：EZ TALK 總編嚴

選特刊
EZ叢書館編輯部作 日月文化 104/11

179
塗鴉思考革命：解放創意隨手畫！愛因斯

坦到愛迪生都愛用的DIY視覺思考利器
桑妮.布朗(Sunni Brown)著; 劉怡女譯 大寫 104/10

180 「茶」教科書 大森正司著; 林昆樺譯 臺灣東販 104/03

181
一本漫畫搞定經濟學: 史上最重要8位經濟

學家穿越時空開講
趙允慧, 趙胤衡著; 阿司譯 日月文化 104/10

182 朱鴒書 李永平作 麥田 104/07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圖書類 文學圖書獎 

183 諸眾: 東亞藝術佔領行動 高俊宏作 遠足文化 104/05

184 小說: 臺籍日本兵張正光與我 高俊宏作 遠足文化 104/06

185 陀螺: 創作與讓生 高俊宏作 遠足文化 104/08

186 安洛米恩之死 夏洛.蘭波安著 INK印刻文學 104/07

187 黑水 平路著 聯經 104/12

188 想見,看見,聽見: 走出鏡頭之外 阮義忠文字.攝影 有鹿文化 104/06

189 鈔寫浪漫: 在這裡,世界與你相遇 謝哲青著 遠見天下文化 104/12 2016年度 文化部金鼎獎-優良圖書出版品推薦 非文學圖書 

190 好物相對論: 手感衣飾 駱亭伶等撰文; 臺灣館編製
臺灣工藝研發中

心
104/11

191 好物相對論: 生活器物 盧怡安等撰文; 臺灣館編製
臺灣工藝研發中

心
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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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林百貨: 臺南銀座摩登五棧樓 陳秀琍, 姚嵐齡作 前衛 104/12

193
征憶: 高砂義勇隊與國共戰爭時期原住民

軍人口述歷史
蔡金鼎主編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02

194 時代迴音 大塊文化編輯部作 大塊文化 104/12

195 中亞之心.烏茲別克 郭麗敏作
國際民間藝術組

織臺灣分會
104/05

196 打狗漫騎: 高雄港史單車踏查 陳奕齊著 前衛 104/05

197 竹泉遊蹤 黃光男著 香海文化 104/06

198 走。不停: 旅行跟你想的不一樣 高伊玲作 正中 104/05

199 城市散步.美味劇場: 悠遊府城三十三帖 楊美英作; 翁秀嬋繪 雄獅 104/03

200
眷眷明朝: 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

態(1600-1800)
吳政緯著 獨立作家 104/11

201 這就是德國!: 柏林圍牆倒塌後的富國之路 賴麗琇著 臺灣商務 104/10

202 智慧宮: 被掩蓋的阿拉伯知識史
喬納森.萊昂斯(Jonathan Lyons)著; 劉榜離, 李潔,

楊宏譯
臺灣商務 104/07

203 繪本原創力 陳玉金作 天衛文化 104/02

204 「小的」與1895 潘繼道等撰文 玉山社 104/06

205
一日一冥想: 25堂名畫課帶你走向靜心、活

出完全覺知的自己
克里斯朵福.翁德瑞(Christophe Andre)著; 劉俐譯 自由之丘文創

206
世界觀: 現代年輕人必懂的科學哲學和科

學史
理察.迪威特(Richard DeWitt)作; 唐澄暐譯 夏日 104/07

207 羽的奇蹟  索爾.漢森(Thor Hanson)著; 吳建龍譯  左岸文化  104/05

208
我發瘋的那個月: 抗NMDA受體腦炎倖存者

自傳 
蘇珊娜.卡哈蘭(Susannah Cahalan)作; 張瓊懿譯  104/09

209
民主在退潮: 民主還會讓我們的世界變得

更好嗎?
喬舒亞.科藍茲克(Joshua Kurlantzick)著; 湯錦台譯 如果出版 104/12

210
我在少年中途之家的日子: 一位少年保護

社工與觸法少年的生命故事
林劭宇著 信實文化行銷 104/09

211 要玩就要玩大的: 起司班學習成長故事 劉遵恕作 張老師 104/05

212
美國世紀締造者: 六位朋友與他們建構的

世界秩序
華特.艾薩克森, 艾文.湯馬斯作 廣場 104/12

213 時光客運: 一趟懷舊與知性的公車之旅 楊浩民著 新銳文創 104/12

214 旅跑 歐陽靖著 大塊文化 104/09

215
這輩子總要冒險一次!: 挑戰52場馬拉松的

追夢人生
崔斯坦.米勒(Tristan Miller)著; 嚴麗娟譯 健行文化 104/04

216 大觀紅樓. 母神卷 歐麗娟著 臺大出版中心 1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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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太陽點名 余光中著 九歌 104/06

218 文學情緣.土地情 呂自揚著 河畔 104/12

219 生命清單 Lori Nelson Spielman著; 謝靜雯譯 精誠資訊 104/03

220 外套與彼得堡故事: 果戈里經典小說新譯 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著; 何瑄譯 櫻桃園文化 104/02

221 西遊記考論: 從域外文獻到文本詮釋 謝明勳著 里仁 104/11

222 朱鷺號三部曲. 一, 罌粟海 Amitav Ggosh著; 張定綺譯 聯經 104/11

223
沒人像我一樣在乎你: 那些藏在心裡不說

的事
RING RING作 布克文化 104/03

224
那些年,我們愛的步步驚心: 臺灣言情小說

浪潮中的性別政治
楊若慈著 秀威資訊科技 104/02

225 哈哈英單7000: 諧音、圖像記憶單字書 周宗興著 布克文化 104/10

226 流浪的毛小孩,帕古 金澤麻由子著; 陳系美譯 日出 104/02

227 風格的要素 威廉.史傳克(William Strunk)著; 許智雅譯 知英文化 100/12

228 紅樓小人物 蔣勳著 遠流 103/01

229 逆光的臺北 蕭颯著 九歌 104/09

230
從「在地」到「臺灣」: 「本格復興」前

臺灣推理小說的地方想像與建構
洪敘銘著 秀威經典 104/12

231 陳福成著作全編 陳福成著 文史哲 104/08

232 復活的人 胡長松著 草根 103/11

233 無常的美學 謝勳著 泰電電業 104/03

234 筆墨因緣: 大兵習文六十年 趙玉明編著 文訊雜誌社 104/09

235 愛一個人 張曼娟著 皇冠 104/04

236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蔣勳作 遠流 104/05

237 微塵眾: 紅樓夢小人物 蔣勳作 遠流 104/12

238 詭辯 張渝歌著 要有光 104/05

239 臺南: 家 范毅舜著 南市文化局 104/09

240 緩慢與昨日: 記憶的島,以及他方 翁翁詩與影像 文訊雜誌社 104/09

241 關於愛情: 契訶夫小說新選新譯 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著; 丘光譯 櫻桃園文化 104/11

242 阿里山物語 陳月霞著 前衛 104/03

243 品味臺灣老茶 林志煌作 宇河文化 104/10

244
破解團體迷思: 如何把團隊變得更聰明,讓

集體決策更有智慧?

凱斯.桑思坦(Cass Sunstein), 雷德.海斯蒂(Reid

Hastie)著; 黃庭敏譯
三采文化 104/11

245 現代主義烹調 納森.米佛德(Nathan Myhrvold)作; 甘錫安譯 大家 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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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建築的語言 安德烈.施米奇(Andrea Simitch)著; 吳莉君譯 原點 104/05

247 SUBTLE 纖細的,微小的 株式會社竹尾編; 李柏黎譯 雄獅 104/05

248
全球化時空、身體、記憶: 臺灣新電影及

其影響
張靄珠作 交大出版社 104/05

249 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 梵谷最後的親筆信 蔡秉叡作 信實文化行銷 104/06

250 臺灣當代藝術策展二十年  呂佩怡主編  典藏藝術家庭  104/04

251
二十一世紀的烏托邦: 17個實踐美好生活型

態的新選擇
馬克.恩格哈德(Marc Engelhardt)主編; 張筠青譯 健行文化 104/06

252 十六歲的哲學課 手島純著; 黃心宜譯 蔚藍文化 104/05

253 人世間. 2: 蕭耀華作品集 蕭耀華作 慈濟中文期刊部 105/01

254
從0到1：打開世界運作的未知祕密，在意

想不到之處發現價值

彼得‧提爾, 布雷克‧馬斯特(Peter Thiel,Blake

Masters) 著;季晶晶譯
天下雜誌 103/10

255
什麼才是最難的事？：矽谷創投天王告訴

你真實的經營智慧
本‧霍羅維茲(Ben Horowitz)著;連育德譯 天下文化 104/03

256 精實創業：用小實驗玩出大事業 艾瑞克．萊斯 (Eric Ries)著;廖宜怡譯 行人 101/06

257 新創企業之國：以色列經濟奇蹟的啟示
丹恩．席諾、所羅．辛格(Dan Senor & Saul Singer)

著;徐立妍譯
木馬文化 099/5/1

258 IT創業瘋魔史 卡普蘭著 鳳凰 101/03

259 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 麥爾坎．葛拉威爾( Malcolm Gladwell)著;廖月娟譯 時報 104/03

260 支付戰爭：互聯網金融創世紀 埃里克·傑克遜著 中信 104/05

261 人生不設限：我那好得不像話的生命體驗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著;彭蕙仙譯 方智 099/09

262 與神對話 Neale Donald Walsch著;王季慶譯 方智 087/05

263 重生手記：一個癌症患者的康復之路  凌志軍 湖南文藝 105/06

264 最後的演講
蘭迪．鮑許、傑弗利．札斯洛(Randy Pausch、

Jeffrey Zaslow)著;陳信宏譯
方智 101/10

265
天堂際遇：一位哈佛神經外科醫師與生命

和解的奇蹟之旅

伊本．亞歷山大(Eben Alexander, M.D.)著;張瓅文

譯
究竟 102/07

266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Bostrom, Nick/ Ryan, Napoleon (NRT)著 Brilliance Audio 104/05

267 第1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0 2011年  第1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268
第2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青春組、

成人組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1 2012年  第2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269
第3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青春組、

成人組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2 2013年  第3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270 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那天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3 2014年  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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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彼岸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3 2014年  第4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272
第5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看不見的

那一維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4 2015年  第5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273 第5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早安主婦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4 2015年  第5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274
第6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有香蕉樹

的庭院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5 2016年  第6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275 第6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紅蘋果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5 2016年  第6屆新北市文學獎得獎作品

276 2015新北小玩字得獎作品集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4/10 2015新北小玩字徵文競賽

277 2016玩字時代得獎作品集-國小國中組 本屆獲獎作者群 新北市文化局 105/12 2016新北小玩字徵文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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