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題名 作者 出版者

1 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住野夜 悅知文化

2
配色點子手帖：127個情境式主題、3175種設計靈感的

最強色彩教科書
櫻井輝子 悅知文化 

3 台灣小吃之美:基隆廟口 曹銘宗 聯經

4 雨的布魯斯：咱的基隆好生活，臺灣頭巷內底的故事 魚夫 遠景

5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洪愛珠 遠流

6 邊緣人手記：寫給在喧囂中仍孤獨的我們 馬欣 麥田

7 犬神家一族 橫溝正史 獨步文化

8
進擊的公民 Attack on Citizens：探索社會議題的法律

指南
王鼎棫 FUN學

9 司徒達賢談個案教學：聽說讀想的修鍊 司徒達賢 天下文化

10
上一堂人生國文課：希望老師有教我的事，關於際

遇、抉擇、傷痛，以及無論順逆都能優雅起身
羊咩老師 遠流 

11
知史的古代小劇場：了解古代雜學與歷史八卦，原來

當古人是這麼回事
知史 麥浩斯 

12 雙城記 查爾斯 時報出版

13 陪你一起風和日麗 泰先生（崔聖哲） 悅知文化

14 如此人生 林立青 寶瓶文化

15 致命替身 李查德 皇冠

16 三十六騎（下) 念遠懷人(黃學祥) 奇幻基地

17

膽小別看畫：藝術很殘酷——解謎西洋名畫中的恐怖

心機與人性弱點。那些藝術史上不說，你不知道的繪

畫黑歷史

中野京子 時報出版

18 不可見的臺灣：農航影像下的異視界 黃同弘 暖暖書屋 

19
旅行文學的112堂寫作課：作家的日本文學地景紀行及

旅行文學寫作便覽
陳銘磻 布克文化

20
門牌下的真相：地址，能告訴你什麼？一場橫跨身

分、種族、貧富和權力的反思
迪兒德芮．麥斯葛 臺灣商務

21 Raspberry Pi 樹莓派：Python x AI 超應用聖經 陳會安 旗標

22 幾何明珠 黃家禮 九章

23 聖誕小豬 J. K. 羅琳 皇冠文化公司



24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羅伯．狄保德 三采

25 惡魔的手毬歌 橫溝正史 獨步文化

26 知識的不正義：偏見和缺乏理解，如何造成不公平? 米蘭達．弗里克 八旗文化

27 日本之黑霧（新版）【上下不分售】 松本清張 新雨

28 中斷的天命：伊斯蘭觀點的世界史 塔米‧ 安薩里 廣場出版 

29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4)：東漢末年篇 肥志 野人

30 早知道就待在家 謝哲青 皇冠

31 命懸一線 李查德 皇冠

32
膽小別看畫Ⅱ：西洋名畫中恐怖又迷人的秘密故事與

闇黑歷史
中野京子 時報文化

33 戰爭裡的孩子們都怎麼了？ 山本美香 衛城出版

34 開始一個人去旅行：學會安排行程的第一本書 森井由佳 大田

35 散步學入門:城市魅力大調查 山納洋 行人

36
出發!到世界討生活：人生逗號，一個女生的環球361

天
曹馥年 山岳 

37 從原理開始理解數學：計算x圖形x應用 難波博之 台灣東販

38 慶餘年 第三部(一) 貓膩 尖端 

39 獄門島 橫溝正史 獨步文化

40 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20個哲學大哉問 賽門‧布雷克本 聯經

41 埋伏 松本清張 新雨

42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5)：亂世三國篇 肥志 野人

43 希望你也在這裡 劉梓潔 皇冠

44 深入絕境： 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的生與死 琳賽・希爾遜 衛城出版

45
臺灣老桌遊：從大富翁、龜博士升學、到天地牌與飛

車龍虎鬪，完整收錄懷舊珍貴老遊戲
陳介宇 聯經

46 66號公路 吳定謙 凱特文化

47 大港的女兒 陳柔縉 麥田

48 數學大圖鑑：伽利略科學大圖鑑1 日本Newton Press 人人

49
圖解有趣的生活統計學：零概念也能樂在其中!真正實

用的統計學知識
佐々木彈 台灣東販

50 慶餘年 第三部(二) 貓膩 尖端 

51 醫院坡上吊之家 橫溝正史 獨步文化



52
後真相時代：當真相被操弄、利用，我們該如何看?如

何聽?如何思考?
海特．麥當納 三采

53 空之城 松本清張 新雨

54
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橫看近代科學的一種編織與

打造
傅大為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55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6)：魏晉南北篇 肥志 野人

56
讀出歷史的內心戲：從六大角度綜觀千年中國史，理

解人物的行為和抉擇，看懂事件的偶然與必然
溫伯陵 漫遊者文化

57 京都一年 林文月 三民

58 物理大圖鑑：伽利略科學大圖鑑2 日本Newton Press 人人

59 慶餘年 第三部(三) 貓膩 尖端 

60 本陣殺人事件 橫溝正史 獨步文化

61 胖古人的古人好朋友 J.ho 國語日報 

62 科技社會人 2：跨領域新挑戰 林文源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63 穿越撒哈拉：流浪，走向風沙未竟之地 謝哲青 皇冠

64
樂遊台灣：30個此生必遊的台灣景點，帶你玩出最不

一樣的道地滋味
樂寫團隊 四塊玉文創 

65 我的櫻花戀人 宇山佳佑 春天

66 化學大圖鑑：伽利略科學大圖鑑3 日本Newton Press 人人

67 慶餘年 第三部(四) 貓膩 尖端 

68 夜行 橫溝正史 獨步文化

69 厭世國文教室：古文青生涯檔案 J.ho 究竟 

70
寫給青春世代的STS讀本1：直擊公民參與第一現場，

揭開科技社會的矛盾真相
林宗德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 

71 房間裡的大象：日常生活中的緘默與縱容 伊唯塔．傑魯巴維 早安財經

72
地質學家的記時錄：從山脈、大氣的悠遠演變，思索

氣候變遷與地球的未來
瑪希婭‧貝約內魯 商周出版

73 時間的旅人 張曼娟 皇冠

74 生物大圖鑑：伽利略科學大圖鑑7 日本Newton Press 人人

75 慶餘年 第三部(五) 貓膩 尖端 

76
遊戲設計的藝術：架構世界、開發介面、創造體驗，

聚焦遊戲設計與製作的手法與原理
Jesse Schell 大家出版

77 古人比你更會玩【1】+【2】 黃桑 時報出版 



78 預兆：疫情失控紀事 麥可‧路易士 早安財經

79
鈔級文字：文字力教練Elton教你的關鍵20堂熱銷文案

寫作課!從賣點、受眾到表達的銷售技術
林郁棠 布克文化 

80 慶餘年 第三部(六) 貓膩 尖端 

81

「體驗設計」創意思考術：「精靈寶可夢」為什麼會

讓你忍不住想一直玩不停？前任天堂「Wii」企劃負責

人不藏私分享如何用「直覺、驚奇、故事」打造最棒

的體驗，成功抓住人心！

玉樹真一郎 平安文化

82 神奇柑仔店系列1～4（共四冊） 廣嶋玲子 親子天下 

83
如何改變一個人：華頓商學院教你消除抗拒心理，從

心擁抱改變
約拿．博格 時報出版

84

鑑識科學好好玩：採證指紋、鑑定DNA、搜集微物跡

證……5大主題X40個跨學科實驗，成為小小CSI鑑識專

家!

吉姆．魏斯 小麥田

85 碎片 湊佳苗 皇冠

86 慶餘年 第三部(七) 貓膩 尖端 

87 沙丘六部曲【套書】 法蘭克‧赫伯特 大家出版

88 崩壞國文：長安水邊多魯蛇?唐代文學與它們的作者 謝金魚 圓神

89
海洋解剖書：超過650幅海洋博物繪，帶你深入淺出

，全方位探索洋流、地形、鯨豚等自然知識
茱莉亞‧羅思曼 漫遊者文化

90 十三座城市 王盛弘 馬可孛羅

91 絲路分手旅行 李桐豪 新經典文化 

92 慶餘年 第三部(八) 貓膩 尖端 

93 殺戮的艱難 張娟芬 行人出版社

94
走路・回家【隨書贈：手繪台灣國家級綠道書衣地

圖】
小野 今周刊

95

美國視覺第一好手，教你做出手機時代的好LOGO+

好圖標：與APPLE、YAHOO、FACEBOOK、

GOOGLE交手的實戰合作，從草圖、提案，到再提案

艾蜜莉‧帕茲 原點

96 注音練習 林儀 KIDO親子時堂

97
男孩與海龜的冒險日記(英中對照)

My Best Friend Looks Like an Island
Michael Angelou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98 沉默的島嶼：校園性侵事件簿 陳昭如 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99
人生自古誰不廢：或懷才不遇，或落榜情傷，古代魯

蛇的人生堅強講義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 究竟 

100
我是這麼說的：RBG不恐龍大法官.人生言論唯一自選

集
溫蒂．W．威廉斯 網路與書出版

101
台灣常見室內節肢動物圖鑑：居家常見101種蟲蟲大集

合，教你如何分辨與防治
李鍾旻 聯經

102 小站也有遠方 劉克襄 遠流

103
正好住基隆：我住在基隆要塞司令官邸的日子，還有

心愛的城市散步時光
小歐 木馬文化

104 幽黯國度：障礙者的愛與性 陳昭如 衛城出版

105 我所嚮往的生活文明 嚴長壽 天下文化 

106

國學潮人誌，古人超有料——12位最強男神女神，成

敗起伏的生命中，有哪些與眾不同的求生姿態、不同

的「潮」

宋怡慧 麥田

107 3500公里的相遇：一個女孩的朝聖之路 鴨寶 大塊文化

108 遇見虎靈的女孩 泰‧凱勒 三民 

109
飄移的起跑線：「不公平」是人生的本質，讓「瘋狂

學習」練就你最強的特質
歐陽立中 悅知文化

110 唐鳳：我所看待的自由與未來  丘美珍 親子天下 

111

國學潮人誌2：古人超有才——10位最具才情的古潮

人，成敗起伏的生命中，有哪些與眾不同的求生姿

態、不同的「潮」

宋怡慧 麥田

112 無限長的旅行：在路上與文學重新相遇 林瑞昌 時報

113 最高學以致用法 + 最高學習法 樺澤紫苑 春天

114 戰鬥吧!成語：歡迎登入厭世國文伺服器 厭世國文老師 三采

115 老謝的台灣紀行：有時走路，有時吃喝 謝金河 今周刊

116
色彩之書：融合科學、心理學及情感意義，帶領你發

現自我的真實色彩
凱倫・海勒 悅知文化 

117 梅克爾傳：一場卓越的史詩之旅 凱蒂．馬頓 天下文化 

118 寫作吧!一篇文章的生成 蔡淇華 時報

119 配色設計學：從理論到應用，零基礎的入門指南 紅糖美學 邦聯文化

120 MODERN TIMES：摩登時代 伊坂幸太郎 獨步文化



121 應許之地：歐巴馬回憶錄 巴拉克．歐巴馬 商業周刊

122 流浪而後生：與時光交換11座城市的日常 黃昕語 台灣角川

123 偽魚販指南 林楷倫 寶瓶文化 

124 沒關係，是伊坂啊!他的3652日(伊坂幸太郎雜文集) 伊坂幸太郎 獨步文化

125 成為這樣的我：蜜雪兒‧歐巴馬 蜜雪兒‧歐巴馬 商業周刊

126 消失的旅行 發現旅行的101種方法 莊坤良Kunliang Chuang 發現台灣

127 百工職魂 目映．台北 寶瓶文化 

128 當世界留下二行詩 瓦歷斯‧諾幹 讀冊文化

129
週末熱炒店的編劇課：零經驗也學得會!前所未見的小

說式編劇教學書
東默農 如何

130 安徒生經典故事集【百年復古插畫新譯精裝愛藏版】 安徒生 漫遊者文化

131 出發趣：旅行文學讀本 劉宸芳 三民

132 小黑啤玩臺灣：基隆篇-放水燈 臺灣吧 Taiwan Bar 臺灣吧Taiwanbar

133 水滸領導學：悟水滸傳中的脫穎、輔佐、巔峰之道 吳向京 聯經出版

134 旅行文學與文化 林淑慧 五南

135
成為臺灣人：殖民城市基隆下的民族形成（1880s-

1950s）
戴維理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36 傳說裡的心理學1-3 鐘穎 楓樹林出版社 

137 永恆的凝望：天才閃耀的時代 謝哲青 皇冠

138 走路：獨處的實踐 龍應台 時報出版

139
獅子的點心：2020本屋大賞TOP2！小川糸全新小說

，感淚必至！
小川糸 悅知文化 

140 樹冠上 理察．鮑爾斯 時報

141 馴羊記 徐振輔 時報

142 簡愛，狐狸與我 芬妮‧布莉特 字畝文化

143 戀愛課：戀人的五十道習題 陳雪 印刻 

144 如果歷史是一群喵(7)：隋唐風雲 肥志 野人

145 生態藝術：人類世與造型的創作 保羅・阿登納 典藏藝術家庭

146 STS讀本一 科技渴望社會 台灣科技與社會網絡計畫群 群學

147
焦慮世代：為什麼我們活在充滿不確定性與不安的社

會
羅蘭．保爾森 大塊文化

148 上流兒童 吳曉樂 鏡文學 



149 親愛的艾文‧漢森(同名電影&百老匯大獎音樂劇小說) 史提芬・列文森 麥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