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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主題推薦/訂做一個好學生(學習工具、職涯探索) 

1 年計畫 10 年對話  褚士瑩 如何訂做一個好學生  肯．貝恩 

讓自己自由  千田琢哉 何者  朝井遼 

哈佛教我的 18 堂人生必修課 尤虹文 我是難民高中生  仁藤夢乃 

學生  林明進 給青年科學家的信  愛德華‧奧斯本 

走吧！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  艾莉森‧路易斯 聰明犯錯  保羅．J.H.．舒馬克 

翻轉教育  何琦瑜 非典型人生建言  查爾斯．惠倫 

發現天賦之旅  肯．羅賓森 管理你的每一天  約瑟琳‧葛雷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克雷頓．克里斯 專注的力量  丹尼爾高曼 

一天 15 分鐘，改變人生的整理術  尹善玄 可汗學院的教育奇蹟  薩爾曼．可汗 

無論你選擇什麼樣的人生，我都為你加油  孔枝泳 啟航吧！編舟計畫  三浦紫苑 

青少年主題推薦/隱形國界大觀園(世界趨勢、社會人文) 

跟著達爾文去旅行  盧卡．諾維利 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  蓋伊．多徹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  理查．繆勒 數位新時代  埃里克．施密特 

中國悄悄占領全世界  胡安‧巴勃羅 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  喬‧布林克里 

挪威人教我，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李濠仲 101 場世界名人相遇時  克雷基．布朗 

厄運之地：給崩世代的建言  東尼．賈德 兩倍半島：中南半島移動事件集  船橋彰 

平台革命  陳威如 奧許維茲臥底報告  威托德．皮雷茨基 

緬甸小日子  居‧得立勒 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  弗洛里安‧伊里斯 

微博不能說的關鍵詞  伍仟華 北歐式的自由生活提案  本田直之 

野獸花園  艾瑞克．拉森 北海道的春天吹馬糞風  李道道 

韓國：撼動世界的嗆泡菜  丹尼爾‧圖德 巴黎地鐵站的歷史課  羅杭‧德奇 

青少年主題推薦/諸葛亮養成指南(邏輯思考、數據統整) 

福爾摩斯思考術  瑪莉亞．柯妮可娃 笨蛋聯盟  約翰．甘迺迪 

精準預測  奈特．席佛 被賣掉的未來  黛安‧柯爾 

哲學哲學雞蛋糕：給動腦偏執狂的娛樂零嘴  朱家安 虛線的惡意  野澤尚 

TOO BIG TO KNOW  
溫柏格 大媒體的金權遊戲  朗諾．貝提格 

小眾，其實不小  詹姆斯．哈金 與卡夫卡對話  古斯塔夫‧亞努赫 

噬罪人  呂秋遠 超棒小說這樣寫  詹姆斯．傅瑞 

和牛津‧劍橋新鮮人一起思考 約翰‧方頓 人質朗讀會  小川洋子 

30 堂帶來幸福的思辨課  琳達．艾爾德 動物農莊  喬治．歐威爾 

大數據  麥爾荀伯格 臥底哲學家的生活事件調查簿  冀劍制 

搜尋引擎沒告訴你的事  伊萊．帕理澤 蘇格拉底辯證交涉術  本田有明 

青少年主題推薦/領導全能改造王(領導統籌、傳導訴求) 

會說故事，讓世界聽你的  盧建彰(Kurt Lu) 先傾聽就能說服任何人  馬克．葛斯登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傑瑞米．唐納文 我是馬拉拉  馬拉拉 

魅力學  奧麗薇亞．福克斯 強風吹拂  三浦紫苑 

放膽一搏：100 堂撼動世界的領導課  強納生．基福特 大學生不要當的 28 種人  周偉航(人渣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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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  卡繆 台上台下都吸引人的說話整理術  渡邊美紀 

給予：華頓商學院最啟發人心的一堂課  亞當‧格蘭特 菁英的反叛  克里斯多夫．拉許 

為什麼你的故事被打 X  D．B．吉爾 為一件大事瘋狂  菲爾．庫克 

1% 的差距：贏家掌握人心的語言學  法蘭克．藍茲 自由之心  索羅門‧諾薩普 

說個撼動人心的好故事！  凱文‧艾倫 追憶二十世代 經典人物套書 柯婁德‧馬佐希科 

抗爭者  許知遠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嚴長壽 

青少年主題推薦/熱血青春選擇題(成長心理、摸索青春) 

天才少年的奇幻冒險  雷夫．拉森 從謊言開始的夢想  喜多川泰 

禽獸  沃爾特．狄恩 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村上春樹 

關於莉莉周的一切  岩井俊二 再會吧，青春小鳥！  中田永一 

在我死前，我想要…… 張凱蒂 晃遊地  鄭順聰 

安妮日記  安妮．法蘭克 當地球大人遇見小王子  丁稀在、聖修伯里 

青少年主題推薦/新島嶼公民須知(公民議題、認識台灣) 

有核不可？：擁／反核的 33 個關鍵理由  彭明輝 與中國無關  范疇 

南風  鐘聖雄、許震唐 公民不冷血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 

職人誌  黃靖懿 剩下就是你們的事了  鄭南榕基金會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  齊柏林 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  唐香燕 

被混淆的臺灣史  駱芬美 路 吉田修一 

高中生書店暢銷/這本小說超好看 

特殊傳說  護玄 載著流星的人  晨羽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川原礫 神使繪卷 卷三 連鎖信與天使蛋  醉琉璃 

小時代 1.0：折紙時代(上下)  郭敬明 揮霍  藤井樹 

混血營英雄 3：智慧印記  雷克．萊爾頓 地獄  丹．布朗 

非關英雄(卷 8)終結與開端  御我 墮天使之城：骸骨之城 7  卡珊卓拉．克蕾兒 

DATE A LIVE 約會大作戰  橘公司 透明的愛情，透明的你  Sophia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小王子  安東尼．聖修伯里 

隱現（夜之屋 10）  菲莉絲．卡司特 羊毛記  休豪伊 

兔俠 2 瑞比特  護玄 哈棒傳奇之繼續哈棒  九把刀 

異願洛恩斯(02)幻惑 水泉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約翰．葛林 

高中生書店暢銷/文學、人物傳記 

青春第二課  王溢嘉 夢紅樓  蔣勳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  簡媜 思念的長河  三毛 

初心  江振誠 洪荒三疊  柯裕棻 

逆．進 阿基師  鄭衍基 我是馬拉拉  馬拉拉 

超棒小說這樣寫  詹姆斯．傅瑞 靈魂的領地：國民散文讀本  凌性傑、楊佳嫻 

失敗是一種資格，獎賞你上過擂台。  九把刀 時間的旅人  張曼娟 

白色的力量－柯文哲  柯文哲 九歌 101 年散文選  隱地/主編 

世界雖然殘酷，我們還是…… 小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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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書店暢銷/看見全世界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 韓國：撼動世界的嗆泡菜  丹尼爾‧圖德 

芬蘭尋寶記  Story a. 地理課沒教的事 2  廖振順 

歐遊情書  謝哲青 奧許維茲臥底報告  威托德．皮雷茨基 

歷史課本聞不到的銅臭味  李開周 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  弗洛里安‧伊里斯 

耶路撒冷三千年  賽門．蒙提費 用年表讀通世界歷史  翁淑玲、陳沛淇 

高中生書店暢銷/看看這個社會 

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  齊柏林 大數據  麥爾荀伯格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  邁可．桑德爾 

學生  林明進 法官說了算！：缺席的證據與邏輯  田蒙潔 

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 迪士尼的感動魔法：全心待客之道  福島文二郎 

29 張當票 2  秦嗣林 白袍：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歷練  艾倫．羅絲曼 

高中生書店暢銷/這是一定要學的啦 

驚人的「視力回復」眼球操  中川和宏 烘焙新手變達人的第一本書  胡涓涓（Carol） 

一週腰瘦 10 公分的神奇骨盤枕  福銳記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  貝蒂．愛德華 

韓語就該這樣學！  魯水晶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傑瑞米．唐納文 

點子都是偷來的  奧斯汀．克隆 為什麼你的故事被打 X  D．B．吉爾 

精瘦美 2 貼身教練  KIMIKO 不腦殘科學  PanSci 泛科學 

高中生書店暢銷/來點有趣的吧+哇！明星耶 

愛德華的神奇旅行  凱特．狄卡密歐 血型小將 ABO 5  朴東宣 

火星小子  謝博安 Will Win, CHEN  
陳偉殷 

翻白眼吧！溫蒂妮小姐  溫蒂妮小姐 可不可以一直在一起：彎彎寵物日記  彎彎 

制服至上：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  蚩尤 百鬼夜行誌：塊陶卷  阿慢 

我們從未不認識：林宥嘉音樂小說概念書  林宥嘉、萬金油 我的自由年代 原創小說  吳佩珍 

高中生書店暢銷/我與我的朋友和情人 

可不可以，你也剛好喜歡我？  肆一 謝謝你（不）愛我  女王 

那些再與你無關的幸福  肆一 脆弱的力量  布芮尼．布朗 

Debby W∞的愛情生活百科  Debby W∞ 學習。在一起的幸福  鄧惠文 

不愛會死  路嘉怡 女人都不說，男人都不問。  人二雄 

回話的藝術  鈴木銳智 談一場不分手的戀愛  張小嫻 

高中生書店暢銷/打造更好的自己 

歐陽靖寫給女生的跑步書  歐陽靖 發現天賦之旅  肯．羅賓森 

通往偉大航道的 50 個關鍵字 冒牌生 行為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行為偏誤  魯爾夫．杜伯里 

媽媽，我還不想去天堂  俞(女閒) 勇敢做唯一的自己  郭瑞祥 

給自己的 10 堂外語課  褚士瑩 1 年計畫 10 年對話  褚士瑩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托爾斯登 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  Peter Su 

高中生書店暢銷/大學入學高手 

打造 5000 名台大生的無敵學習法  吳迪 英文文法有祕密  高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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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高材生才知道的驚人「記憶術」  築山節 榜首滿分筆記術  知識流學測小組 

不熬夜，不死背，睡前 1 分鐘驚人學習法  高島徹治     

大學學群推薦/醫藥衛生學群 

法醫．屍體．解剖室：犯罪搜查 216 問 D. P.萊爾 臺灣的病人最幸福：有圖有真相  劉育志 

醫生，不醫死：急診室的 20 個凝視與思考  傅志遠 血之祕史  荷莉．塔克 

回家的路 是這樣走的：無國界醫生在葉門  宋睿祥 明天吹明天的風  張學岑 

玩命手術刀：外科史上的黑色幽默  劉育志 實習醫生的祕密手記  阿布 

共病時代  芭芭拉‧奈特森 醫療崩壞！沒有醫生救命的時代  方瑞雯 

牛奶、謊言與內幕  蒂埃里．蘇卡 白色巨塔  侯文詠 

護理崩壞！醫療難民潮來襲  盧孳艷 萬病之王  辛達塔．穆克吉 

小女子的專長是開膛：我的外科女醫之路  白映俞 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  法蘭克．佛杜錫克 

手術刀下的奇才  吉拉德．茵伯 守護 4141 個心跳 徐超斌醫師 

偽善的醫療  凱蒂．巴特勒 加護病房－生．死．病．苦  Tilda Shalof 

法醫．屍體．解剖室 2  道格拉斯‧萊爾 白袍：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歷練  艾倫．羅絲曼 

大學學群推薦/數理化學群 

悖論：破解科學史上最複雜的 9 大謎團  吉姆．艾爾 別輕易相信！你必須知道的科學偽新聞  黃俊儒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  齊斯．德福林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  理查．繆勒 

不腦殘科學  PanSci 泛科學 無中生有的宇宙  勞倫斯．克勞斯 

為什麼常識不可靠？  鄧肯．華茲 漫畫 費曼  歐塔凡尼 

怪咖生活實驗室  嘉斯．桑頓 世界第一好懂的科學課  米勒 

給青年科學家的信  愛德華‧奧斯本 數學之書+物理之書  柯利弗德．皮寇弗 

一個數學家的嘆息  保羅．拉克哈特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  安．魯尼 

上帝的粒子：希格斯粒子的發明與發現  巴格特 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  理查．費曼 

把太陽系帶到你眼前  馬克斯．尚恩 圖解時間簡史  史蒂芬．霍金 

數學天方夜譚  馬爾巴塔罕 統計，讓數字說話！  墨爾 

葉丙成的機率驚豔  葉丙成 數學女孩：費馬最後定理  結城浩 

聰明學統計的 13 又堂課  查爾斯．惠倫 啟發每個人的數學小書  莉莉安．李伯 

空想科學讀本 6.5  柳田理科雄 我在 MIT 燃燒物理魂  華爾達．盧文 

改變世界的 17 個方程式  伊恩．史都華 十月的天空  希坎姆 

我的人生簡史  史蒂芬．霍金 NEXT 危基當前  麥克克萊頓 

大學學群推薦/商管學群 

目標：簡單有效的常識管理  高德拉特 創業教我的 50 件事 王文華 

華頓商學院最受歡迎的談判課  史都華．戴蒙 思考的技術  大前研一 

真希望我 20 歲就懂的事  婷娜．希莉格 如果高校棒球女子經理讀了彼得杜拉克  岩崎夏海 

引爆趨勢  麥爾坎．葛拉威 御風而上：嚴長壽談視野與溝通  嚴長壽 

社企力 !：社會企業＝翻轉世界的變革力量。 社企流 學創意，現在就該懂的事  婷娜．希莉格 

哈佛最受歡迎的行銷課  揚米．穆恩 世界是平的  佛里曼 

用地圖看懂全球經濟趨勢  生命科學編輯 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  史帝文．李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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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業革命  傑瑞米．里夫金 經濟學人權威預測：2050 趨勢巨流  丹尼爾．富蘭克林 

華爾街之狼  喬登．貝爾福 今天學經濟學了沒  張昱謙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史迪格里茲 聰明學經濟的 12 堂課  查爾斯．惠倫 

大學學群推薦/資訊學群 

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 預測分析時代  艾瑞克．席格 

大數據  麥爾荀伯格 TOO BIG TO KNOW  
溫柏格 

精準預測  奈特．席佛 Google 時代一定要會的整理術  梅瑞爾、馬丁 

平台革命  陳威如,余卓軒 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論、一股洪流  詹姆斯．葛雷易克 

Apple vs. Google 世紀大格鬥 弗雷德沃格斯 玩家外包：社群改變遊戲規則  郝傑夫 

賈伯斯傳  華特．艾薩克森 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  尼克．比爾頓 

大學學群推薦/教育學群 

發現天賦之旅  肯．羅賓森 讓天賦自由  肯．羅賓森 

學生  林明進 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  佐藤學 

翻轉教育  《親子天下》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王政忠 

可汗學院的教育奇蹟  薩爾曼．可汗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簡媜 

學習革命的最前線  佐藤學 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  侯文詠 

優秀老師大不同  陶德．威塔克 教育應該不一樣  嚴長壽 

一雙手都不能放  陳清圳 危險心靈  侯文詠 

孩子，我和你們同一國  楊傳峰 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  雷夫．艾斯奎 

幸福體育課，會玩又會讀書  王梅 天虹戰隊小學  安卓亞．西拉塔 

師道  李枝桃 沒有資優班，珍視每個孩子的芬蘭教育  陳之華 

好老師會做的 20 件事  伍爾本 她只是個孩子  桃莉‧海頓 

教出最聰明的孩子  亞曼達‧瑞普立 為什麼孩子要上學  大江健三郎 

我是難民高中生  仁藤夢乃     

大學學群推薦/建築與設計學群 

點子都是偷來的  奧斯汀．克隆 畫到線外面  索莉斯‧宏-波芮塔 

字型之不思議  小林章 世界是設計  奧托．艾舍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  貝蒂．愛德華 紐約人的城市翻轉力  黃金樺 

吳哥之美  蔣勳 好電影的法則  尼爾．藍道 

視覺筆記  諾曼．克勞 圖解設計思考  艾琳．路佩登 

空間劇場  蔡穎卿 設計摺學  保羅．傑克森 

別把鑽石當玻璃珠：劉大偉的動畫獅子心  劉大偉 平面設計這樣做就對了  貝絲．唐德羅 

這個作品，怎麼這麼貴？  威爾．岡波茲 安藤忠雄：我的人生履歷書  安藤忠雄 

奈良手記  奈良美智 設計思考改造世界  提姆．布朗 

看懂設計，你要懂的現代藝術  威爾．岡波茲 觀看的方式  約翰．伯格 

打開雲門：解密雲門的技藝、美學與堅持  果力文化 美的覺醒  蔣勳 

工藝之道：日本百年生活美學之濫觴  柳宗悅 世界最美建築的絕妙設計  鈴木敏彥 

設計這樣想，對嗎？  克雷格．沃德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  許芳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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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者的日常生活  梅森．柯瑞 感動，如此創造  久石讓 

大學學群推薦/社會與心理學群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賈德‧戴蒙 昨日世界：找回文明新命脈  賈德‧戴蒙 

快思慢想  康納曼 社工員的故事：傾聽助人工作者的心聲  Craig Winston 

輕鬆駕馭意志力  凱莉．麥高尼格 我往那裡走，因為那裡看不見路  方昱 

怪咖心理學  李察．韋斯曼 為土地種一個希望  嚴長壽 

走吧！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  艾莉森‧路易斯 崩世代  林宗弘 

記憶的風景  杜威．德拉伊斯 這才是心理學！  Keith E. Stanovich 

數位新時代  埃里克．施密特 隱藏的邏輯：掌握群眾行為的不敗公式  布侃南 

我們的小幸福、小經濟  社企創新學會 今天學心理學了沒？  林肇賢 

大學學群推薦/法政學群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官僚之夏  城山三郎 

誰無罪  費迪南．馮 世界的中心，現在是哪裡？  尚．克利斯朵夫．  

噬罪人  呂秋遠 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  切．格瓦拉 

西奧律師事務所 4：黃口罩的逆襲  約翰．葛里遜 各國眼中的世界  帕斯卡．博尼法斯 

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  威廉．道布森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  劉必榮 

斷臂上的花朵  奧比薩克思 2020 台灣的危機與挑戰  彭明輝 

去問李光耀  格雷厄姆 世界，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  尚．克利斯朵夫．  

與中國無關  范疇 世界，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尚．克利斯朵夫．  

尋求安全感的中國  黎安友、施道安 世界地圖就是你的財富版圖  劉必榮、林志昊 

罪行  費迪南．馮 又萌又好記！輕鬆建立國際觀  造事務所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戴倫．艾塞默魯 世界真的變了！  劉必榮 

新聞地理  蕭坤松、戴彩霞     

大學學群推薦/地球與環境學群 

地球全史：46 億年的奇蹟  白尾元理 海，另一個未知的宇宙  法蘭克．薛慶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  理查．繆勒 低碳生活的 24 堂課 張楊乾 

神聖的平衡  大衛．鈴木 大氣：萬物的起源  嘉貝麗．沃爾克 

群  法蘭克．薛慶 看雲趣：漫遊雲的科學、神話與趣聞  普瑞特－平尼 

11 歲男孩的祈禱：一起種樹救地球！  菲利斯．芬克拜     

大學學群推薦/觀光與遊憩學群 

逆．進 阿基師  鄭衍基 總裁獅子心  嚴長壽 

給未來的旅行者  劉哲瑜 能被小用，才是大才  沈方正 

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陳銘凱 廚房裡的人類學家  莊祖宜 

王品不可思議  陳芳毓 WOW！多品牌成就王品  高端訓 

款待：旅館 17 職人的極致服務之道  蘇國垚 舌尖上的中國  CCTV 中央電視臺 

食物的全球經濟學  保羅．特倫默 我所看見的未來  嚴長壽 

連黑道大哥都臣服的飯店女經理社交術  三輪康子 吳寶春的味覺悸動  吳寶春 

帝國飯店的風範  犬丸一郎 你可以不一樣：嚴長壽和亞都的故事  吳錦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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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藝好好玩  傑夫．波特     

大學學群推薦/生物資源學群 

哪啊哪啊 ~ 神去村  三浦紫苑 糧食戰爭  拉吉．帕特爾 

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  石川拓治 一次看懂自然科學  劉炯朗 

我要牠們活下去  片野 大地之歌  吉米．哈利 

改變歷史的 50 種植物  比爾‧勞斯 女農討山誌  阿寶 

種子的不可思議  田中修 自私的基因  道金斯 

我在動物園實習的幸福時光  劉子韻 生命的躍升  尼克．連恩 

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  葛詹尼加 大腦的祕密檔案  Rita Carter 

能量、性、死亡  尼克．連恩 欺騙的種子  傑佛瑞．史密斯 

共病時代  芭芭拉‧奈特森 大腦、演化、人  葛詹尼加 

雜食者的兩難  麥可．波倫 生命是最精彩的推理小說  福岡伸一 

苦苓與瓦幸的魔法森林  苦苓 重返人類演化現場  奇普．沃特 

所羅門王的指環  勞倫茲 DNA 的 14 堂課 德利卡 

大學學群推薦/外語學群 

給自己的 10 堂外語課  褚士瑩 菊花與劍：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露絲．潘乃德 

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  蓋伊．多徹 全球化英語：輕鬆和全世界溝通  奈易耶、大衛洪 

漢字日本  茂呂美耶 英語的祕密家譜  亨利．希金斯 

英文文法有道理！  劉美君  地球人的英語力  褚士瑩 

台灣人最常問的英文問題  EZ 叢書館 英文寫作風格的要素  威廉．史壯克 

大學學群推薦/文史哲學群 

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  魯爾夫．杜伯里 世界史  威廉．麥克尼爾 

超譯尼采  白取春彥 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  邁可．桑德爾 

錢買不到的東西  邁可．桑德爾 蘇菲的世界  喬斯坦．賈德 

為什麼你的故事被打 X  D．B．吉爾 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  宮布利希 

超棒小說這樣寫  詹姆斯．傅瑞 這個詞，原來是這個意思！  許暉 

哲學哲學雞蛋糕：給動腦偏執狂的娛樂零嘴  朱家安 小說課：折磨讀者的祕密  許榮哲 

台灣史新聞  曹銘宗 維梅爾的帽子  卜正民 

被混淆的臺灣史  駱芬美 學會思考，你贏定了！  安東尼．威思頓 

作家之路：從英雄的旅程學習說一個好故事  克里斯多夫 自己的看法：讀古文談寫作  凌性傑 

超棒小說再進化  詹姆斯‧傅瑞 這樣想沒錯但也不對的 40 件事  冀劍制 

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朱宥勳 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  愛德華．摩根 

美國文學院最受歡迎的 23 堂小說課  湯瑪斯．佛斯特 中國文學史演義  錢念孫 

大學學群推薦/工程學群 

2100 科技大未來 加來道雄 MIT 的魔法師和學徒們  法蘭克．摩斯 

空想科學讀本 6  柳田理科雄 電的旅程  張大凱 

馭風男孩  坎寬巴、米勒 飛機如何飛上天？  秋本俊二 

創意工廠 MIT：學習如何思考，在麻省理工  派帕．懷特 賈伯斯憑什麼領導世界  傑伊．艾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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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積分之屠龍寶刀  亞當斯 空想科學生活讀本  柳田理科雄 

大學學群推薦/大眾傳播學群 

數位新時代  埃里克．施密特 誰控制了總開關？  吳修銘 

大媒體的金權遊戲  朗諾．貝提格 隱藏的邏輯：掌握群眾行為的不敗公式  布侃南 

被新聞出賣的世界  萊恩．霍利得 偷窺公關女王的人脈筆記  Ruby 吳子平 

電影的魔力：Howard Suber 電影關鍵詞  霍華．蘇伯 導演筆記：導演椅上學到的 130 堂課 法蘭克．豪瑟 

TOO BIG TO KNOW  
溫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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