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中學生網站讀書心得競賽‧閱讀推廣書單

你交的朋友，會決定你的人生 卡琳．福洛拉 被討厭的勇氣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

高校入試 湊佳苗 請問侯文詠 侯文詠

堅持：K老師給我的人生禮物 裘安‧利普曼 這不是告別 蘭波．羅威

少女忽必烈 陳又津 失去的會再回來 約翰．柯瑞．懷利

不在他方 陳綺貞 夜間遠足 恩田陸

誰幫我們撐住天空 小野 轉學生的惡作劇 喜多川泰

讓老闆甘願等四年的人才 大森武 重點就要這樣記！ 吉永賢一

即戰力：如何成為世界通用的人才 大前研一 未來教育新焦點 丹尼爾．高曼

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 麥爾坎．葛拉威爾

自戀時代：現代人，你為何這麼愛自己？珍．圖溫吉 為什麼靜香一定要嫁給大雄 中川右介

破壞逆思 勇敢反骨 白取春彥 求真：臺大最受歡迎的哲學公開課 苑舉正

創意電力公司：我如何打造皮克斯動畫 艾德．卡特莫爾 經濟學關我什麼事！ 文安德．馮．彼特爾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強納森．海德特 哲學的40堂公開課 奈傑爾沃伯頓

走向世界！哈佛、牛津教你如何鍛鍊思考力福原正大 是很酷，但又如何？ 馬克．潘恩

TED最撼動演說101 TEDxTaipei 人渣文本：給「露出世代」的特急件 周偉航(人渣文本)

人生地圖：你需要的不是勇氣，而是覺悟高橋步 松浦彌太郎說：假如我現在25歲 松浦彌太郎

漸凍人生又怎樣？ 胡庭碩 關於人生，我確實知道 歐普拉．溫弗蕾

創造人生的夥伴 松浦彌太郎 大學生不要當的28種人 周偉航(人渣文本)

誰說我沒有影響力 曲家瑞 我相信‧失敗 陳文茜

恭喜畢業：離開學校後，最重要的事 喬治．桑德斯 青春不設限，每天都是圓夢的練習 第9堂課製作小組

夢想無懼 朱學恆 我不是教你叛逆，而是要你勇敢 鄭匡宇

人生如果是一個（ ），你想填入什麼？ 彭明輝

滄桑備忘錄 袁瓊瓊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陳宣儒）

島國關賤字 江昺崙,吳駿盛 少年臺灣史：寫給島嶼的新世代和永懷少年心的國人周婉窈

無法送達的遺書 呂蒼一等人 躍動的青春：日治臺灣的學生生活 鄭麗玲

戰火摧毀不了的童真 山本美香 沒有教室的未來大學 Dale Stephens

◎ 讀書心得競賽獎勵說明

選讀下列三大分類書單書目參加第1041031梯次閱讀心得競賽，將有機會爭取博客來提供之贈書獎勵。

學校奬勵│依各校獲獎比例人數最多的前10名學校，博客來提供該校贈書100本。供該校推廣閱讀活動使用。

個人獎勵│承上，獲獎學校學生，如選讀專區書目參賽並獲名次，由博客來提供每人好書一本。

*獲獎比例計算說明

(依各校參與率X選書比例)

(實際參賽篇數/各校班級數X2)X(選書獲獎數/該校總獲獎數)，以此計算本梯次獲奬前10名學校。

◎各校推薦書單交流平台－104學年書單網頁製作服務

鼓勵各校老師提供特色書單，並可依年級、學科進行分類推薦。書單由博客來三魚網無償製作，提供便利、豐富的選書資

訊，也做為各校選書交流觀摩，書單同步刊載於三魚網。

書單網頁製作辦法｜即日起到7/30，參考下方書單，註明學校名稱、聯繫窗口回傳至三魚網閱讀推廣服務信箱：

school@books.com.tw或傳真至：02-6615-1250。完成書單建置的學校，將加贈25元博客來網路書店折價券100張，做為校

內推廣閱讀活動使用。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協辦單位：全國高中高職圖書館輔導團、勇源基金會

服務窗口：博客來校園閱讀推廣|school@books.com.tw|02-2782-1100轉689王小姐

*點選下方書名，即可觀看書籍簡介

關鍵能力重點推薦－開放議題/世界現場

關鍵能力重點推薦－認識台灣/島民須知

關鍵能力重點推薦－職涯探索/前輩箴言

關鍵能力重點推薦－學習工具/優勢股養成

關鍵能力重點推薦－邏輯思考/創意指南

關鍵能力重點推薦－疼痛青春/成長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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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 蔡增家 平壤冷麵：一位法國記者暗訪北韓的見聞紀實尚-路加．葛達廉

ISIS大解密 塞繆爾．羅洪 無緣社會：「無緣死」三萬二千人的衝擊ＮＨＫ特別採訪小組

站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未來 金蘭都,李載赫 麥肯錫未來報告 史蒂芬‧海克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看世界的方法 劉必榮 幹嘛羨慕新加坡？ 梁展嘉

比例尺畫的世界史 凡樂蒂娜．狄菲麗波 思辨：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 黃益中

破解APP世代 霍華德‧嘉納 鄉民都來了 克雷．薛基

再見，平庸世代：你在未來經濟裡的位子泰勒．柯文 替身計畫 洛蒂莫高奇

聰明網路使用手冊 霍華德．瑞格德

特殊傳說Ⅱ：亙古潛夜篇 01 護玄 分歧者套書﹝全三冊﹞ 薇若妮卡．羅斯

Sword Art Online 刀劍神域 (13) Alicization dividing川原 礫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小祕密 瑪琪朵 移動迷宮三部曲套書（全3冊） 詹姆士‧達許納

等一個人咖啡（電影書衣版） 九把刀 秋的貓 Misa

紙星星 晨羽 何以笙簫默 顧漫

S. 【中文版全球獨家收藏盒】 J.J. 亞伯拉罕 決戰王妃3：真命天女 綺拉‧凱斯

神使繪卷 卷八 水瀾與符 醉琉璃 異願洛恩斯(08)跨界 水泉

混血營英雄4：冥王之府 雷克‧萊爾頓 漸進曲（附CD） 藤井樹(吳子雲)

終疆02：異物都城 御我 控制 吉莉安‧弗琳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 約翰．葛林 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 趙乾乾

青春第二課 王溢嘉 燃燒的鬥魂 稻盛和夫

請問侯文詠：一場與內在對話的旅程 侯文詠 我是馬拉拉 馬拉拉．優薩福扎伊

再說一個秘密 林達陽 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朱宥勳

最美的抵達，最近的遠方 肆一/圖文 愛一個人 張曼娟

捨得，捨不得：帶著金剛經旅行 蔣勳 漂鳥集【中英雙語版】 泰戈爾

蘋果設計的靈魂：強尼．艾夫傳 利安德．凱尼 A夢 鯨向海

超棒小說再進化 詹姆斯‧傅瑞 改變世界的力量：希拉蕊與梅克爾套書組希拉蕊‧羅登‧柯林頓

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1 蔣勳

韓國人和你想的不一樣 太咪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張戎

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 芭芭拉．德米克 搭飛機上下班的OL 李亭瑩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看世界的方法 劉必榮 伊斯蘭國：ISIS/IS/ISIL 派崔克．柯伯恩

歐遊情書 謝哲青 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 喬‧布林克里

帝國崛起：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2 呂世浩 比例尺畫的世界史 凡樂蒂娜．狄菲麗波

從0到1：打開世界運作的未知祕密 彼得‧提爾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托瑪．皮凱提

白色的力量2—改變成真 柯文哲 大數據 麥爾荀伯格、庫基耶

噬罪人 呂秋遠 學生 林明進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陳宣儒） 你就是改變的起點 嚴長壽

反抗者 卡繆 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 小野,柯一正等人

為什麼聰明人都用方格筆記本？ 高橋政史 原子有話要說！元素週期表 元素周期研究會

我不是天生瘦：林可彤教妳腰‧腹‧臀‧腿一次瘦林可彤 故事的解剖：跟好萊塢編劇教父學習說故事的技藝，打造獨一無二的內容、結構與風格！羅伯特．麥基

如果這樣，會怎樣？ 蘭德爾門羅 禪繞畫新手變達人的第一本書 瑪格麗特‧布瑞納等

秘密花園 喬漢娜‧貝斯福 不腦殘科學：為什麼人有兩個鼻孔？ PanSci泛科學網

走吧！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 艾莉森‧路易斯 點子就要秀出來：10個行銷創意的好撇步，讓人發掘你的才華  (博客來獨家書封版)奧斯汀‧克隆

蔡阿嘎瘋環島：台灣100個必打卡之最 蔡阿嘎 Lu’s 放空生活 Lu’s

在首爾遇到大明星 kpopn 十色千景 AKRU ART WORKS AKRU

沒人像我一樣在乎你 RINGRING 失戀救星：正港奇片 正港奇片

高中生書店暢銷榜－這本小說超好看

高中生書店暢銷榜－來點有趣的吧

高中生書店暢銷榜－文學、人物傳記

高中生書店暢銷榜－看見全世界

高中生書店暢銷榜－看看這個社會

高中生書店暢銷榜－這是一定要學的啦

關鍵能力重點推薦－社群傳播/鄉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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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淬鍊 劉在錫：從沉寂無聞到風靡亞洲金榮柱 不安分的石頭 安哲

不玩會死：陪我任性一個月好嗎？ 路嘉怡 制服至上2：臺灣女高中生制服選 蚩尤

表白：那些說不出口的話 Dorothy 戀愛急救：女孩才懂女孩！ 陳艾琳

曾經，有一個這樣的你 Middle 寂寞太近，而你太遠 肆一

如果有些心意不能向你坦白 middle 內向者的優勢 希薇亞．洛肯

勇敢，相信愛 百勒絲 重返單身 許常德

喬志先生愛情診斷室 喬志先生（張兆志） 卡內基溝通與人際關係 戴爾卡內基

愛：即使世界不斷讓你失望，也要繼續相信愛Peter Su 走在夢想的路上 謝哲青

被討厭的勇氣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 人生啊，歡迎迷路 迷路/繪圖,米米/文字

每一天練習照顧自己 梅樂蒂‧碧緹 誰說我沒有影響力 曲家瑞

跟TED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 卡曼‧蓋洛 那時候，我只剩下勇敢 雪兒．史翠德

我，跟自己拚了！ 艾瑞克．伯特蘭．拉森 今天：366天，每天打開一道門 郝廣才

資優生不熬夜！搶進名校的精準學習法 史蒂芬妮．威斯曼 英文給它有點難，我靠畫畫搞定它 露琪．古提耶雷茲

寫作課：建中生超強作文大公開 建中國文科編輯小組 台灣文創名校108系 《La Vie》編輯部

全神貫注的力量 黃農文

英文文法有道理！ 劉美君 親愛的英文，我到底哪裡錯了？ 史考特‧科斯博

英文寫作的魅力 約瑟夫．威廉斯 一句英文看天下 陳超明

語言管理：面對世界人才大戰的台灣策略陳超明 漢字日本：日本人說的和你想的不一樣 茂呂美耶

給自己的10堂外語課 褚士瑩

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呂世浩 哲學的40堂公開課 奈傑爾沃伯頓

故事的解剖：跟好萊塢編劇教父學習說故事的技藝，打造獨一無二的內容、結構與風格！羅伯特．麥基 少年臺灣史 周婉窈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張戎 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 魯爾夫．杜伯里

灣生回家 田中實加（陳宣儒）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尼采

吃一場有趣的宋朝飯局 李開周 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朱宥勳

故事造型師：老編輯談寫作的技藝 蕾妮‧布朗 超譯尼采 尼采原著,白取春彥編

被混淆的臺灣史：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實駱芬美 蘇菲的世界 喬斯坦．賈德

比例尺畫的世界史 凡樂蒂娜．狄菲麗波 哲學哲學雞蛋糕 朱家安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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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課：折磨讀者的祕密 許榮哲

寫作課：建中生超強作文大公開 建中國文科編輯小組

經濟學關我什麼事！但月領22K很有事 文安德．馮．彼特爾 交涉的藝術：哈佛商學院必修談判課 麥克．惠勒

商業冒險：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 約翰‧布魯克斯 隨機騙局：潛藏在生活與市場中的機率陷阱納西姆‧尼可拉斯

再見，平庸世代：你在未來經濟裡的位子泰勒．柯文 史丹佛給你讀得懂的經濟學 提摩太‧泰勒

物聯網革命 傑瑞米．里夫金 什麼都能賣！：貝佐斯如何締造亞馬遜傳奇布萊德．史東

Google模式：挑戰瘋狂變化世界的經營思維與工作邏輯艾力克‧施密特 被賣掉的未來 黛安‧柯爾

三個商學院教授的公路筆記 麥克‧馬齊歐 社企力 !：社會企業＝翻轉世界的變革力量社企流

從0到1：打開世界運作的未知祕密 彼得‧提爾 用地圖看懂全球經濟趨勢 生命科學編輯團隊

天堂裡沒有經濟學 單驥 華頓商學院最受歡迎的談判課 史都華．戴蒙

無印良品成功90%靠制度 松井忠三 如果，高校棒球女子經理讀了彼得．杜拉克岩崎夏海

為何只有5%的人，網路開店賺到錢 許景泰 超爆蘋果橘子經濟學 史帝文．李維特

蘋果橘子思考術 李維特,杜伯納 真希望我20歲就懂的事 婷娜．希莉格

我為什麼告別高盛 葛瑞．史密斯 蘋果橘子經濟學 李維特、杜伯納

噬罪人 呂秋遠 反抗者 卡繆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伊斯蘭國：ISIS/IS/ISIL 派崔克．柯伯恩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文史哲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外語學群

高中生書店暢銷榜－我與我的朋友和情人

高中生書店暢銷榜－大學入學高手

高中生書店暢銷榜－打造更好的自己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法政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商管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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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 威廉．道布森 梅克爾傳 史帝芬．柯內留斯

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 伊安˙摩里士 從我們的眼睛看見島嶼天光 小野,柯一正等人

噬罪人Ⅱ：試煉 呂秋遠 圖解簡明世界局勢2015年版 古雲秀,朱浩榜等人

李光耀觀天下 李光耀 罪行 費迪南．馮．席拉赫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看世界的方法 劉必榮 衝突的年代：一張地圖看懂全球區域紛爭生命科學編輯團隊

樹，不在了 陳文茜 西奧律師事務所4：黃口罩的逆襲 約翰．葛里遜

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歐逸文

翻轉教育 何琦瑜、賓靜蓀等人 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 佐藤學

讓天賦自由 肯．羅賓森 危險心靈 侯文詠

學生 林明進 教育應該不一樣 嚴長壽

發現天賦之旅 肯．羅賓森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王政忠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一個小男孩的美國遊學誌簡媜 為什麼孩子要上學 大江健三郎

不乖：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 侯文詠 我是難民高中生 仁藤夢乃

跟TED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 卡曼‧蓋洛 被新聞出賣的世界 萊恩．霍利得

新聞的騷動：狄波頓的深入報導與慰藉 艾倫．狄波頓 隱藏的邏輯：掌握群眾行為的不敗公式 布侃南

無緣社會：「無緣死」三萬二千人的衝擊ＮＨＫ特別採訪小組

點子都是偷來的 奧斯汀．克隆 #tag沒有代表作 聶永真

字型之不思議 小林章 點子就要秀出來 奧斯汀‧克隆

蘋果設計的靈魂：強尼．艾夫傳 利安德．凱尼 文化與文創 漢寶德

設計的心理學 唐納‧諾曼 路上觀察學入門 赤瀨川原平

創作者的日常生活 梅森．柯瑞 畫到線外面 索莉斯‧宏-波芮塔

閱讀建築的72個方式 歐文．霍普金斯 城市的意象 凱文‧林區

開啟創作自信之旅 大衛‧貝爾斯 台灣文創名校108系 《La Vie》編輯部

我，跟自己拚了！ 艾瑞克．伯特蘭．拉森 為什麼我們經常誤解人心？ 尼可拉斯．艾普利

快思慢想 康納曼 輕鬆駕馭意志力 凱莉．麥高尼格

為什麼我們的決定常出錯？ 法蘭西絲卡‧吉諾 你的生命意義，由你決定 阿德勒

拿回你的人生主導權 海芮葉．布瑞克 巷仔口社會學 王宏仁

走吧！去做你真正渴望的事 艾莉森‧路易斯 怪咖心理學 李察．韋斯曼

先傾聽就能說服任何人 馬克．葛斯登 陪他們走一段回家的路 朱永祥

超說服心理學 神岡真司 這才是心理學！ Keith E. Stanovich

旅行的異義 伊莉莎白‧貝克 款待：旅館17職人的極致服務之道 蘇國垚

澳洲打工度假聖經 陳銘凱 給未來的旅行者 劉哲瑜（藍白拖）

勇敢立大志，彎腰做小事 沈方正 我所看見的未來 嚴長壽

總裁獅子心 嚴長壽

火星任務 安迪‧威爾 時光旅人 馬雷特、韓德森

台科大40個翻轉人生的成功故事 廖慶榮/總策劃 2100科技大未來 加來道雄

第二次機器時代 艾瑞克‧布林優夫森 微積分之屠龍寶刀 亞當斯

國家地理：生活科學大揭密 國家地理學會 馭風男孩 坎寬巴、米勒

10種物質改變世界 米奧多尼克 創意工廠MIT 派帕．懷特

大數據 麥爾荀伯格、庫基耶 挺身而進 雪柔．桑德伯格

統計學，最強的商業武器 西內啟 平台革命 陳威如,余卓軒

改變世界的九大演算法 約翰．麥考米克 賈伯斯傳 華特．艾薩克森

物聯網革命 傑瑞米．里夫金 阿里巴巴模式 劉鷹,項松林,方若乃

精準預測 奈特．席佛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資訊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電機工程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觀光與遊憩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社會與心理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建築與設計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大眾傳播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教育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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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會怎樣？ 蘭德爾門羅 喚醒你與生俱來的數學力 永野裕之

原子有話要說！元素週期表 元素周期研究會/編 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 理查．費曼

圖解時間簡史 史蒂芬．霍金 我的人生簡史 史蒂芬．霍金

味覺獵人 芭柏．史塔基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 齊斯．德福林

物理才是最好的人生指南 克莉絲汀．麥金利 太空人的地球生活指南 克里斯‧哈德菲爾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 理查．繆勒 悖論：破解科學史上最複雜的9大謎團 吉姆．艾爾-卡利里

不腦殘科學：為什麼人有兩個鼻孔？ PanSci泛科學網 聰明學統計的13又堂課 查爾斯．惠倫

給青年科學家的信 愛德華‧奧斯本 數學女孩：費馬最後定理 結城浩

醫生哪有這麼萌：Nikumon的實習生活全紀錄Nikumon 回家的路　是這樣走的 宋睿祥

法醫．屍體．解剖室2 道格拉斯‧萊爾 鐵與血之歌：一場場與死神搏鬥的醫學變革蘇上豪

急診鋼鐵人Dr.魏的進擊 急診醫師Dr.魏 白色巨塔 侯文詠

一切都是剛剛好：台東醫生在喜馬拉雅山塔須村的義診初心楊重源,齊萱 不好意思，我們擋路了：實習醫學生不點妹路障ing奮鬥記不點 Tniop

血之祕史：科學革命時代的醫學與謀殺故事荷莉．塔克 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 法蘭克．佛杜錫克

最光明，也最黑暗的醫療現場 李紹榕 實習醫生狂想曲：急診室的1001個生命故事巴提斯‧波琉

白袍：一位哈佛醫學生的歷練 艾倫．羅絲曼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哈拉瑞 第三種猩猩：人類的身世與未來 賈德．戴蒙

第六次大滅絕：不自然的歷史 伊麗莎白‧寇伯特 欺騙的種子：揭發政府不想面對、企業不讓你知道的基因改造滅種黑幕傑佛瑞．史密斯

從叢林到文明，人類身體的演化和疾病的產生丹尼爾‧李伯曼 自私的基因 道金斯

共病時代 芭芭拉‧奈特森赫洛 大腦的祕密檔案 Rita Carter

糖、脂肪、鹽：食品工業誘人上癮的三詭計邁可．摩斯 生命是最精彩的推理小說：一個生物學家眼中的奇妙世界福岡伸一

森林祕境：生物學家的自然觀察年誌 大衛．喬治．哈思克 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生物多樣性的衰減如何導致文化貧乏馬歇爾．羅比森

哪啊哪啊 ~ 神去村 三浦紫苑 雜食者的兩難 麥可．波倫

賴桑的千年之約 陳芳毓 所羅門王的指環：與蟲魚鳥獸親密對話 勞倫茲

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 莎拉．羅斯 鳥的感官：當一隻鳥是什麼感覺？ 柏克海德

寄生蟲圖鑑：不可思議世界裡的居民們 目黑寄生蟲館 有種美味叫志氣 楊惠君

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 石川拓治 糧食戰爭 拉吉．帕特爾

改變歷史的50種植物 比爾‧勞斯 我要牠們活下去：日本熊本市動物愛護中心零安樂死10年奮鬥紀實片野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 理查．繆勒 海，另一個未知的宇宙 法蘭克．薛慶

地球全史：46億年的奇蹟 白尾元理,清川昌一 地理課沒教的事 廖振順

群 法蘭克．薛慶 大氣：萬物的起源 嘉貝麗．沃爾克

地理課沒教的事3：看見地球的變動 廖振順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地球與環境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生物資源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生命科學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醫藥與營養學群

大學科系實用選讀－數理化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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