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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 

1 Watch 觀臺灣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館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

館 

呂理政（臺灣歷史博物館館

長） 

2 文明之網：無國界的人類進化史 RobertMcNeill,William
H. McNeill 

書林 
柯華葳（國家教育研究院院

長） 

3 古事雜談 許進雄 臺灣商務 
施嘉明（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

長） 

4 民國舊報 唐屹軒 五南 
高希均（遠見天下文化董事

長） 

5 
我的心，我的眼，看見臺灣：齊柏林空

拍 20 年的堅持與深情 
齊柏林 圓神 張通榮（基隆市市長） 

6 李仙得臺灣紀行 費德廉/ 蘇約翰 
國立臺灣歷史博物

館 

呂理政（臺灣歷史博物館館

長） 

7 南渡北歸 岳南 時報 
馮明珠（國立故宮博物院院

長） 

8 看得到的世界史 
尼爾‧麥葛瑞格（著）；

劉道捷、拾已安（譯） 
大是文化 

馮明珠（國立故宮博物院院

長） 



102 臺灣閱讀節  名家推薦百大好書 

類別序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推薦人 
 

2 
 

9 新譯四史 韓兆琦等 三民 劉振強（三民書局董事長） 

10 史記 司馬遷  羅智成（作家） 

 

藝術 

1 
尋百工：四個年輕孩子與一百種市井職人相

遇的故事 
祁台穎等 遠流 胡志強（臺中市市長） 

2 傳家（4 冊） 任祥 大元教育基金會 
孫思照（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董事長） 

 
 

 

1 三國演義 羅貫中  羅智成（作家） 

2 小太陽 子敏 麥田 

應鳳凰 

（文學評論家、國立臺北教育

大學副教授） 

3 小鎮生活指南 陳雨航 麥田 
吳志揚（桃園縣縣長） 

張壯謀（桃園縣文化局局長） 

4 少年 Pi 的奇幻漂流 楊．馬泰爾 皇冠文化 
平鑫濤（皇冠文化集團創辦

人） 

5 幻想圖書館 寺山修司 邊城 管管（作家） 



102 臺灣閱讀節  名家推薦百大好書 

類別序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推薦人 
 

3 
 

6 文學理論導讀 黃湯姆 二魚文化 焦桐（作家） 

7 王爾德喜劇全集 王爾德(Oscar Wilde) 九歌 余光中（作家） 

8 冬之光 吳岱穎 馥林文化 凌性傑（作家、建中國文教師） 

9 古文觀止化讀 王鼎鈞 爾雅 向明（作家） 

10 巨流河 齊邦媛 天下文化 廖玉蕙（作家） 

11 甲骨文 何偉（Peter Hessler） 八旗文化 
柯華葳（國家教育研究院院

長） 

12 伊索寓言 伊索  蔣偉寧（教育部部長） 

13 在碧綠色的夏色裡 廖玉蕙 九歌 蔡文甫（九歌出版社社長） 

14 我的平原 吳敏顯 九歌 林聰賢（宜蘭縣縣長） 

15 我的雲端情人 陳克華 二魚文化 陳克華（醫師、作家） 

16 奇蹟男孩 
R. J. 帕 拉 秋 (R.J. 
Palacio)  

天下雜誌 陳怡蓁（趨勢基金會執行長） 

17 青春版經典閱讀：從許地山到楊牧 
臺北市立建國高級中學 

國文科編輯小組 
二魚文化 凌性傑（作家、建中國文教師） 

18 後來 廖玉蕙 九歌 廖玉蕙（作家） 

19 怎麼可能 隱匿 有河文化 
鴻鴻（作家、導演、劇場工作

者） 

20 紅樓夢 曹雪芹  陳怡蓁（趨勢基金會執行長） 

21 唐詩三百首•千家詩合訂本 

唐詩三百首蘅塘退士選輯 

千家詩由宋代謝枋得明

代、王相所選 

綜合 向明（作家） 

22 悅讀十三經，成語典故．國學常識一本 陳美儒 麥田 陳美儒（作家、建中國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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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23 時光露穗．浯島紅高梁 翁翁主編 遠景 李沃士（金門縣縣長） 

24 時間迴帶 108 首詩 謝佳樺 宏文館 鍾順文（作家） 

25 消失中的江城 何偉(Peter Hessler） 八旗文化 
柯華葳（國家教育研究院院

長） 

26 茫茫生機 伍迪艾倫 花孩兒 管管（作家） 

27 馬爾泰手記 里爾克 志文（新潮文庫） 羅智成（作家） 

28 混聲合唱─笠詩選 
巫永福等七十八位詩人作

品選集 
文學臺灣雜誌社 李敏勇（作家） 

29 莎士比亞全集 莎士比亞  羅智成（作家） 

30 想回家的病 何景窗 黑眼睛文化 
鴻鴻（作家、導演、劇場工作

者） 

31 新文化苦旅 余秋雨 爾雅 隱地（作家） 

32 當你唸著 108 顆詩句串成的念珠 謝佳樺 臻融館 鍾順文（作家） 

33 葉嘉瑩說杜甫詩（2 冊） 葉嘉瑩 網路與書 陳怡蓁（趨勢基金會執行長） 

34 解嚴後臺灣囝仔心靈小史 （2 冊） 楊富閔 九歌 蔡文甫（九歌出版社社長） 

35 詩的信使：李敏勇 蔡佩君 典藏藝術家庭 李敏勇（作家） 

36 詩經   羅智成（作家） 

37 漬 陳克華 秀威資訊 陳克華（醫師、作家） 

38 精靈：普拉絲詩集 普拉絲 麥田 陳黎（作家） 

39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 簡媜 印刻 林聰賢（宜蘭縣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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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雙月記 郭松棻 前衛 
應鳳凰（文學評論家、國立臺

北教育大學副教授） 

41 邊界 陳義芝 九歌 陳怡蓁（趨勢基金會執行長） 

42 天光‧雲影 陳招池 苗栗縣政府 劉政鴻（苗栗縣縣長） 

43 想像花蓮 陳黎 二魚文化 陳黎（作家） 

44 刺蝟的優雅 
Muriel Barbery 著，陳春

琴譯 
商周 曾淑賢（國家圖書館館長） 

45 諸子之書 羅智成 聯合文學 曾淑賢（國家圖書館館長） 

46 我的詩詞道路：迦陵雜文集 葉嘉瑩 網路與書 曾淑賢（國家圖書館館長） 

 

自然科學 

1 
共病時代：醫師、獸醫師、生態學家如

何合力對抗新世代的健康難題 

芭芭拉‧奈特森赫洛維茲,

凱瑟琳．鮑爾斯 
臉譜 

金仕謙（臺北市立動物園園

長） 

2 
怪咖生活實驗室：93 個頂尖科學家告

訴你生活小事背後的大智慧 

嘉 斯 ． 桑 頓 (Garth 

Sundem) 
天下雜誌 

朱楠賢（國立臺灣科學教育館

館長） 

3 時間簡史：從大爆炸到黑洞 
史 蒂 芬 ． 霍 金 (Stephen 
W.Hawking)  

藝文印書館 蔣偉寧（教育部部長） 

4 發燒地球 200 年 
Gale E.Christianson 著 
達娃譯 

野人文化 辛在勤（中央氣象局局長） 

 

社會科學 

1 大量閱讀的重要性 李家同 五南 楊榮川（五南文化事業機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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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 

2 失控的進步 
隆 納 ． 萊 特 (Ronald 
Wright) 

野人 戴遐齡（臺北市立大學校長） 

3 如何閱讀一本書 艾德勒，范多倫 臺灣商務 
施嘉明（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

長） 

4 尋找法律的印跡 余定宇 博雅書屋 賴浩敏（司法院院長） 

5 
溫水裡的青蛙：你我的責任，啟動社會

幸福機制 
黃凱盈 商周 曹啟鴻（屏東縣縣長） 

6 
誰來守護公正：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訪

談錄 
拉姆 北京大學 賴浩敏（司法院院長） 

7 閱讀的力量：改變生命的十趟閱讀之旅 
吳錦勳,李桂芬,李康莉等

合著 
天下文化 

呂春嬌（國立公共資訊圖書館

館長） 

8 媽媽教我的事 鄭石岩 遠流 
陳雪玉（國立臺灣圖書館館

長） 

 

哲學 

1 Unto This Last: And Other Writings Ruskin, John Penguin USA 賴浩敏（司法院院長） 

2 錢買不到的東西：金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 可 ‧ 桑 德 爾 (Michael 
Sandel) 

先覺 賴浩敏（司法院院長） 

3 莊子陪你走紅塵 王溢嘉 有鹿文化 胡志強（臺中市市長） 

4 創造生命的奇蹟 路易絲．賀 方智 胡志強（臺中市市長） 

5 菜根譚 洪自誠原著,釋聖印譯 臺灣書房版 蔣偉寧（教育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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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懺悔錄 奧古斯丁 臺灣商務 鍾怡雯（作家） 

7 正義：一場思辨之旅 
邁 可 ‧ 桑 德 爾 (Michael 
Sandel) 

雅言 賴浩敏（司法院院長） 

8 
第 3 選擇：解決人生所有難題的關鍵思

維 

史蒂芬．柯維 

Stephen R. Covey 

(譯者：姜雪影) 

天下文化 卓伯源（彰化縣縣長） 

商業理財 

1 OFF 學：愈會玩，工作愈成功 大前研一 天下雜誌 彭淮南（中央銀行總裁） 

2 三星只教七件事，菜鳥就能變菁英 孔炳煥 大樂文化 范植谷（鐵路局局長） 

4 大數據 

麥 爾 荀 伯 格 、 庫 基 耶

(Viktor 
Mayer-Schonberger 、

Kenneth Cukier) 

遠見天下 蔣偉寧（教育部部長） 

5 五個技巧，簡單學創新 

克雷頓．克里斯汀生、傑

夫．戴爾、海爾．葛瑞格

森 

(ClaytonM.Christensen

、 Jeff  DyerHal 

Gregersen） 

天下雜誌 范植谷（鐵路局局長） 

6 
文明的代價：追求繁榮、效率、正義、

永續，沒有白吃午餐 

傑 佛 瑞 ‧ 薩 克 斯

(JeffreyDSachs.) 
天下文化 

高希均（遠見天下文化董事

長） 

7 從 A 到 A+ Jim Collins 遠流 王文華（作家、主持人） 

8 創新的兩難 克雷頓．克里斯汀生 商周 許明財（新竹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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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 

1 人生基本功：建築師潘冀的砌磚哲學 潘冀 圓神 簡志忠（圓神出版社社長） 

2 
去問李光耀：一代總理對 

中國、美國和全世界的深思 

格雷厄姆．艾利森、羅伯

特．布萊克維爾、艾利．

韋恩 

時報 許明財（新竹市市長） 

3 李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理 
韓福光、朱萊達、蔡美

芬、林惠敏、劉意慶、林

悅忻、陳子敬 
大地 蔣偉寧（教育部部長） 

4 初心 江振誠 平安文化 
平鑫濤（皇冠文化集團創辦

人） 

5 
刺桐花之戰：西拉雅臺灣女英雄金娘的

故事 
林建隆 圓神 戴遐齡（臺北市立大學校長） 

6 奇醫恩典：臺灣之友．挪威醫生畢嘉士 
Bjørn Jarle 

Sørheim-Queseth 
天下雜誌 曹啟鴻（屏東縣縣長） 

7 空虛自己：單國璽回憶錄 單國璽 啟示 胡志強（臺中市市長） 

8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 
郭瑞祥文；陳建豪採訪整

理 
遠見天下 戴勝益（王品集團董事長） 

9 旁觀杜拉克：一位智者的人生影像註記 

瑞克．沃茲曼、布莉姬．

勞勒/撰文；安．費胥本/
攝影（Rick Wartzman、

Bridget Lawlor 、 Anne 
Fishbein） 

美商麥格羅‧希爾 彭淮南（中央銀行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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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郝柏村解讀蔣公八年抗戰日記（2 冊） 郝柏村 天下文化 
高希均（遠見天下文化董事

長） 

11 梵谷傳 
伊 爾 文 • 史 東 (Irving 

Stone) 
九歌出版社 余光中（作家） 

12 
袒裎相見—瘋狂、創新、成功的維京集

團 
理查．布蘭森 
(SirRichard Branson） 

高寶 戴勝益（王品集團董事長） 

13 微笑的力量─蕭萬長公職之路五十年 

蕭萬長口述；劉秀珍、齊

怡、蕭錦綿、陳妙香採訪

整理 

天下雜誌 黃敏惠（嘉義市市長） 

14 賈伯斯傳 
華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 

天下遠見 王文華（作家、主持人） 

15 榮格自傳－回憶.夢.省思 
榮格 
(C.G.Jung) 

張老師文化 陳怡蓁（趨勢基金會執行長） 

16 據實側寫蕭萬長 吳豐山 遠流 黃敏惠（嘉義市市長） 

17 蘇東坡傳 林語堂 遠景 陳怡蓁（趨勢基金會執行長） 

18 三杯茶. 2—石頭變學校 
葛 瑞 格 ． 摩 頓 森 (Greg 
Mortenson） 

馬可孛羅 戴勝益（王品集團董事長） 

19 度有涯日記 王鼎鈞 爾雅 隱地（作家） 

20 居禮夫人和她的女兒們 
雪 萊 ． 艾 默 林 (Shelley 
Emling) 

遠流 
柯華葳（國家教育研究院院

長） 

 

休閒旅遊 

1 走讀臺灣：基隆市 韓國棟 教育部 張通榮（基隆市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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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幸福，出發！我的精彩一條路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王乾發（澎湖縣縣長） 

3 記憶的島嶼 歐銀釧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王乾發（澎湖縣縣長） 

4 臺灣古蹟 焦桐 二魚文化 焦桐（作家） 

5 
油井山林生活紀事  出磺坑 南北寮礦

業生活史 
黃玉雨、劉彥良 

苗栗縣政府國際文

化觀光局 
劉政鴻（苗栗縣縣長） 

6 快樂綠背包 劉克襄 晨星 
陳訓祥（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館長） 

 

教育學習. 親職教育 

1 大學甄選入學高手 陳美儒 麥田 陳美儒（作家、建中國文教師） 

2 
少年四書：一本讀通《論孟學庸》，考

試重點全搜錄 
陳美儒 麥田 陳美儒（作家、建中國文教師） 

3 作文好好玩 陳美儒 麥田 陳美儒（作家、建中國文教師） 

4 教育愛－臺灣教育人物誌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立教育資料館 李沃士（金門縣縣長） 

5 良書相伴，快樂成長 洪蘭 天下雜誌 
陳雪玉（國立臺灣圖書館館

長） 

6 接住孩子的青春變化球 陳美儒 時報 陳美儒（作家、建中國文教師） 

7 你想活出怎樣的人生？ 吉野源三郎 先覺 簡志忠（圓神出版社社長） 

 

心靈勵志 

1 天使米奇的十四堂課 馬 克 ． 吉 爾 曼 (Marc 道聲 張淑瓊（親子天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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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lman)  

2 為土地種一個希望 嚴長壽、吳錦勳 天下文化 
呂春嬌（國立公共資訊圖書館

館長） 

3 1% 的差距：贏家掌握人心的語言學 

法蘭克．藍茲 

Frank I. Luntz 

(譯者：劉盈君) 

天下雜誌 卓伯源（彰化縣縣長） 

4 生活簡單就是享受 
愛琳‧詹姆絲 
(ElaineSt. James) 

新路 戴勝益（王品集團董事長） 

5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嚴長壽 寶瓶文化 邱鏡淳（新竹縣縣長） 

 

 

兒童繪本 

1 地球急診室：寶貝地球的九堂課 芭芭拉．泰勒 遠流 
陳訓祥（國立科學工藝博物館

館長） 

2 家在山那邊 吳立萍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朱楠賢（國立臺灣科學教育館

館長） 

3 蚱蜢旅遊記 阿諾．羅北兒 遠流 張淑瓊（親子天下主編） 

4 這不是我的帽子 
雍 ． 卡 拉 森 (Jon 
Klassen）  

天下雜誌 張淑瓊（親子天下主編） 

5 湯姆歷險記 
馬 克 ． 吐 溫 (Mark 
Twain） 

 蔣偉寧（教育部部長） 

6 黃與粉紅 威廉．史塔克  和英 張淑瓊（親子天下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