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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高中推動閱讀活動 105學年度書單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認證方式 備註一 備註二 

981001 天地有大美 蔣勳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02 美的覺醒 蔣勳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03 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  法蘭克．佛杜錫克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04 七里香  席慕蓉 圓神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05 泰戈爾詩集 泰戈爾著／糜文開譯 三民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06 鄭愁予詩集  鄭愁予 洪範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07 乙武報告 乙武洋匡 圓神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08 乞丐囝仔 賴東進 平安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09 五體不滿足 乙武洋匡 圓神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10 安妮的日記 
安妮．法蘭克、奧圖．法蘭克、

莫珍．普萊斯勒 
智庫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11 我是謝坤山 謝坤山 謝坤山工作室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12 勇闖撒哈拉-林義傑的長跑傳奇 林義傑 曾文祺 二魚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13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傳 傅孟麗 天下出版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14 梵谷傳 史東‧伊爾文／余光中譯 大地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15 總裁獅子心 嚴長壽 平安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16 一首詩的完成 楊牧 洪範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17 女兒紅 簡媜 洪範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18 山居筆記 余秋雨 爾雅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19 山風海雨 楊牧 洪範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20 心靈雞湯 傑克‧坎菲爾 晨星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21 文化苦旅 余秋雨 爾雅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22 水問 簡媜 洪範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23 用腳飛翔的女孩 蓮娜瑪莉亞‧克林佛/著 傳神愛網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24 田園之秋 陳冠學 前衛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25 目送 龍應台 時報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26 地上歲月 陳列 聯合文學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27 老師的十二樣見面禮 簡媜 印刻文學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28 我的天才夢 侯文詠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29 呼蘭河傳 蕭紅 里仁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30 芬蘭驚艷 吳祥輝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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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31 亭午之鷹 楊牧 洪範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32 垂釣睡眠 鍾怡雯 九歌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33 星星都已經到齊了 張曉風 九歌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34 旅行台灣 蔣勳等人 時報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35 張曉風精選集 張曉風 九歌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36 第九味 徐國能 聯合文學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37 陳芳明精選集 陳芳明 九歌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38 散文讀本 周芬伶/鍾怡雯 二魚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39 湖濱散記 梭羅 桂冠 線上題庫     

981040 開放的人生 王鼎鈞 爾雅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41 飲膳札記 林文月 洪範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42 愛呆西非連加恩 連加恩 圓神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43 撒哈拉的故事 三毛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44 潛水鐘與蝴蝶 尚-多明尼克 大塊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45 誰搬走了我的乳酪 史賓賽‧強森 奧林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46 親愛的安德烈 龍應台 天下雜誌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47 轉山：邊境流浪者 謝旺霖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48 鯨生鯨世 廖鴻基 晨星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49 讓高牆倒下吧 李家同 聯經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50  小王子 聖修伯里 高寶出版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51 三杯茶 
葛瑞格．摩頓森、大衛．奧利佛．

瑞林／譯者：黃玉華 
馬可孛羅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52 三國演義 羅貫中 文化圖書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53 千江有水千江月  蕭麗紅 聯經 線上題庫     

981054 小說讀本（上）（下）  梅家玲/郝譽翔編 二魚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55 今古奇觀 抱甕老人 三民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56 少年小樹之歌 佛瑞斯特‧卡特/著 小知堂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57 少年維特的煩惱 歌德 晨星 線上題庫     

981058 少年噶瑪蘭 李潼 天衛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59 水滸傳 施耐庵 里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60 世說新語 劉義慶 三民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61 半生緣 張愛玲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62 古都 朱天心 麥田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63 台北人  白先勇 爾雅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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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64 白鯨記 梅爾維爾 理得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65 危險心靈 侯文詠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66 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米奇‧艾爾邦(Mitch Albom)/著 大塊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67 老人與海 海明威 晨星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68 老殘遊記 劉鶚 三民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69 西遊記 吳承恩 里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70 佐賀的超級阿嬤 島田洋七 先覺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71 兒子的大玩偶 黃春明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72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保羅．柯爾賀 時報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73 阿 Q 正傳  魯迅 亞洲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74 哈利波特 1－－神秘的魔法石 J‧K‧羅琳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75 哈利波特 2－－消失的密室 J‧K‧羅琳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76 哈利波特 7－－死神的聖物 J‧K‧羅琳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77 城南舊事 林海音 爾雅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78 洞 路易斯．薩其爾 小魯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79 紅樓夢 曹雪芹 里仁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80 唐人小說 柯金木 三民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81 挪威的森林 村上春樹 時報出版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82 神雕俠侶 金庸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83 笑傲江湖（四冊） 金庸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84 追風箏的孩子 卡勒德‧胡賽尼 木馬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85 基督山恩仇記 大仲馬 九儀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86 聊齋誌異 蒲松齡 里仁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87 野性的呼喚 傑克‧倫敦 印刻文學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88 陰陽師 夢枕貘／茂呂美耶譯 繆思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89 鹿鼎記 金庸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90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米奇‧艾爾邦 大塊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091 圍城 錢鍾書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92 棋王樹王孩子王 阿城 大地出版社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93 湯姆歷險記 馬克吐溫 長宥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94 傲慢與偏見(英文版) Jane Aust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95 傾城之戀：張愛玲短篇小說集之一 張愛玲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96 傷心咖啡店之歌 朱少麟 九歌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4 
 

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認證方式 備註一 備註二 

981097 嫁妝一牛車  王禎和 洪範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098 愛的教育 艾德蒙多‧狄‧亞米契斯 希代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099 達文西密碼 丹‧布朗 時報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00 碧血劍 金庸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01 魯冰花 鍾肇政 遠景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02 魯迅小說集 魯迅 里仁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103 儒林外史 吳敬梓 三民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104 燦爛千陽 卡勒德．胡賽尼 木馬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05 邊城 沈從文 駱駝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106 孽子 白先勇 允晨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107 獻給阿爾吉儂的花束 丹尼爾．凱斯 小知堂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08 蘇西的世界 艾莉絲．希柏德 時報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09 鐘樓怪人 雨果 商周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10 魔戒二部曲 托爾金 聯經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11 山豬飛鼠撒可努 亞榮隆．撒可努 耶魯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12  王永慶給年輕人的八堂課 郭泰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13 世界是平的 湯瑪斯‧佛里曼 雅言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114 Ｋ書高手 呂宗昕 商周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15 于丹論語心得 于丹 聯經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116 為自己出征 Robert Fisher 方智 線上題庫     

981117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喬辛．迪．波沙達&愛倫．辛格  方智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18 最後的演講 蘭迪‧鮑許 天下雜誌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119 別鬧了費曼先生 查理‧費曼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120 所羅門王的指環  勞倫茲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21 法拉第的故事 張文亮 文經社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22 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 食貨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123 槍砲、病菌與鋼鐵 賈德˙戴蒙 時報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1124 臺灣的舊地名 蔡培慧 、陳怡慧、 陳柏州 遠足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25 哈利波特 3－6 J‧K‧羅琳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26 不抱怨的世界 威爾．鮑溫 時報出版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981127 昨夜雪深幾許 陳芳明 印刻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981128 歐巴馬的夢想之路-以父之名 巴拉克．歐巴馬 時報出版 線上題庫     

1011001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邁可．桑德爾 雅言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04 賽德克．巴萊 嚴云農 平裝本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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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05 風鳥皮諾查 劉克襄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06 賈柏斯傳 
華特‧艾薩克森著，廖月娟、姜

雪影、謝凱蒂譯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07 昨夜雪深幾許 陳芳明 印刻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1011008 蘇老師化學黑白講：懂 2 點化學很有用 蘇瓦茲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1011009 觀念物理 I 牛頓運動定律．動量 Paul G.Hewitt 常雲惠  譯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1011010 觀念物理 III 物質三態．熱學 
休伊特(Hewitt, Paul G.)著 Ⅱ.

常雲惠譯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1011011 觀念物理 V 電磁學．核物理 Paul G. Hewitt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1011012 觀念物理 II 轉動力學.萬有引力 Paul G. Hewitt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1011013 觀念物理 IV 聲學．光學 Paul G. Hewitt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1011014 投資大師羅傑斯給寶貝女兒的 12 封信 羅傑斯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15 教養可以這麼浪漫 李偉文 野人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16 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 雷夫．艾斯奎 高寶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19 糧食戰爭 拉吉．帕特爾 高寶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1011020 楊逵集 張恆豪主編 前衛 線上題庫   適合高中 

1011027 巧克力戰爭 羅柏．寇米耶 遠流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28 父後七日 劉梓潔 寶瓶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29 離島醫生 侯文詠 皇冠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30 電影裡的生命教育 李偉文 天下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31 查令十字路 84 號  海蓮．漢芙 時報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32 陳樹菊──不凡的慷慨 劉永毅 寶瓶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33 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 許芳宜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5001 寵物墳場 史蒂芬金 皇冠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02 墨水世界三部曲(墨水心等) 柯奈莉亞．馮克 大田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03 長路漫漫：非洲童兵回憶錄 伊實美.畢亞 久周出版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04 曠野的聲音 瑪洛．摩根 智庫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85005 恐怖的食品添加物 安部司 世潮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06 時光旅人 馬雷特、韓德森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85007 你不能沒腸識：頑固教授的 24 個腸道保健祕訣 蔡英傑 如何出版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85008 禮貌的力量 露辛達.赫德佛斯 商周出版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09 巴黎藍帶廚藝學校日記 凱薩琳.弗林 馬可孛羅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10 愛要一生的驚艷 劉墉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91001 在愛裡相遇：做個好大人，給孩子一份沒有虧 蔡穎卿 時報出版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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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的愛 (平) 

991002 
復活：爾雅版「年度小說選」：八十八至九十

一年小說‧第三十二集 
  爾雅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91003 新郎 哈金 時報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91004 家住芒果街 珊卓拉．西斯奈洛斯 馥林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91005 巨流河 齊邦媛 天下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06 尋找快樂之國 艾瑞克．魏納 天下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01001 少年的 12 個大夢 吳靜吉 幼獅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02 壓力滾蛋 莊勝雄 希代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03 尋找快樂之國 艾瑞克．魏納 天下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04 流浪筆記 陳念萱/著 智庫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05 徒步到沒有圍牆的邊境 邱政男 凱特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06 惡搞經典 90 次：10 秒讀完文學名著 
亨利克．藍格、湯瑪士．溫格雷

斯奇 
高寶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07 遜咖日記 : 葛瑞的中學求生記 Jeff Kinney 博識圖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08 遜咖日記 : 葛瑞不能說的秘密 Jeff Kinney 博識圖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09 遜咖日記：不願面對的真相 Jeff Kinney 博識圖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10 遜咖日記：失控的暑假 Jeff Kinney 博識圖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11 呆呆日記 7:別小看你的笨 吉姆．班頓 寶瓶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12 挖開兔子洞：深入解讀愛麗絲漫遊奇境 路易斯．卡洛爾，約翰．坦尼爾 遠流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13 孤獨六講 蔣勳 聯合文學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01014 舞動紅樓夢 蔣勳 遠流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01015 水問 簡媜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01016 聽聽那冷雨 余光中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01017 青銅一夢 余光中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01018 中華文化：從北大到台大 余秋雨 天下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01019 贏在影響力 : 卡內基人際關係九大法則 黑幼龍 天下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01020 破局而出：黑幼龍的 30 個人生智慧 黑幼龍 天下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01035 在天涯的盡頭，歸零 褚士瑩 時報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36 流浪筆記 陳念萱/著 智庫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37 徒步到沒有圍牆的邊境  邱政男 凱特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38 惡搞經典 90 次：10 秒讀完文學名著 
亨利克．藍格、湯瑪士．溫格雷

斯奇 
高寶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41 呆呆日記 (1-8) 中英對照 吉姆．班頓 寶瓶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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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認證方式 備註一 備註二 

1001042 星期三的信 傑森．萊特 木馬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43 舞動紅樓夢 蔣勳 遠流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01044 中華文化：從北大到台大 余秋雨 天下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11003 蝸牛食堂 小川糸 時報出版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11021 鍾怡雯精選集 鍾怡雯 九歌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11022 席慕蓉精選集 席慕蓉 九歌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11023 阿盛精選集 阿盛/著 九歌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11024 廖玉蕙精選集 廖玉蕙/著 九歌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11025 周芬伶精選集 周芬伶 九歌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01024 
建中、北一女榜首私房讀書秘笈大公開：全國

榜首和 18 位滿級分同學親傳!各科拿高分訣竅 
  知識流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21015 海賊王驚點語錄：海賊王教我的 50 件事 冒牌生 平裝本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31001 使者 辻村深月 皇冠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31002 大唐李白：少年遊 張大春 新經典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31005 鹽田兒女 蔡素芬/著 聯經出版公司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31006 海邊 蔡素芬 九歌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31014 少年逆旅 雷驤/著、雷光夏/攝影 遠見天下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31020 裡台灣 劉克襄 玉山社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31023 人鼠之間 約翰．史坦貝克 春天出版社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31024 戀戀阿里山 侯紀瑄 人類智庫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41001 大唐李白：鳳凰臺 張大春 新經典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41003 青春第二課 王溢嘉 野鵝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41005 火星任務 安迪．威爾 Andy Weir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

限公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41013 數學零分的人 安娜．馮塔 宇宙光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41016 從謊言開始的夢想 喜多川 泰 野人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41017 從謊言開始的旅程 喜多川 泰 野人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41018 黑珍珠 史考特‧歐代爾 小魯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41019 小教父 蘇珊‧艾洛絲‧辛登 小魯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51004 今天：366 天，每天打開一道門 郝廣才 格林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51008 兩代廚房 方秋停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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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認證方式 備註一 備註二 

司 

1051009 甜蜜與憂傷 廖玉蕙、林芳妃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51010 激流三勇士 李潼(權利人：祝建太) 
讀書共和國文化有限

公司-小熊出版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51011 雙面人生 Jenny Valentine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51012 兩代廚房 方秋停 
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

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51013 甜蜜與憂傷 廖玉蕙、林芳妃 
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51014 小魔女 
安娜．E．班奈特 (Anna Elizaeth 

Bennett) 

寶瓶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51015 今天好嗎？公主殿下 張友漁 
也是文創有限公司 / 

巴巴文化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51016 天地一沙鷗【全新結局完整版】 李察‧巴哈（Richard Bach）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

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51017 只讀好冊：李偉文的 60 本激賞書單 李偉文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51018 西線無戰事 Erich Maria Remarque 好讀出版有限公司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21009 跑步教我的王者風範 關家良一 遠流 繳交心得 

藝文與健體領域，視個人程度

與興趣自由選讀 

1021010 電影裡的生命教育 2：夢想起飛的時刻 李偉文 天下雜誌 繳交心得 

1021011 不老騎士：那些歲月帶不走的夢想與勇氣 
阮怡瑜/著、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

/統籌製作 
高寶 繳交心得 

1021012 愛麗絲夢遊仙境 路易斯‧卡洛爾/著 商周出版 繳交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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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認證方式 備註一 備註二 

1031022 
點子都是偷來的：10 個沒人告訴過你的創意撇

步 
奧斯汀．克隆 遠流 繳交心得   

1041002 談美感 漢寶德 聯經出版公司 繳交心得   
 

985011 
創世第八天：二十世紀分子生物學革命首部曲 

DNA 
賈德森 遠流 繳交心得 

自然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985012 
創世第八天：二十世紀分子生物學革命二部曲 

RNA 
賈德森 遠流 繳交心得 

985013 
創世第八天：二十世紀分子生物學革命三部曲 

蛋白質 
賈德森 遠流 繳交心得 

985014 空想科學讀本 柳田理科雄 遠流 繳交心得 

985015 空想科學讀本 2 柳田理科雄 遠流 繳交心得 

985016 地球相簿：劇變的一百年 皮爾斯 貓頭應 繳交心得 

985017 達爾文的夢幻池塘 提斯．戈德史密特/著 時報 繳交心得 

985018 演化：一個觀念的勝利 Carl Zimmer/著 時報 繳交心得 

985019 生命的壯闊 史蒂芬‧古爾德 時報 繳交心得 

985020 大衛艾登堡的鳥類世界 艾登堡 貓頭應 繳交心得 

985021 
掉在地上的餅乾還能吃嗎？：有關細菌、病毒

和黴菌的必要知識與常識 
安妮．馬克蘇拉克 商周 繳交心得 

985022 
科學大哉問：從宇宙到夢境，20 個令人驚嘆的

科學旅程 
哈里特．史淵 臉譜 繳交心得 

985023 圖解昆蟲學 盧耽 商周 繳交心得 

985024 蘇老師生活化學快問妙答 蘇瓦茲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985025 蘇老師掰化學 蘇瓦茲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985026 蘇老師化學黑白講：懂 2 點化學很有用 蘇瓦茲 天下文化 線上題庫 

985027 蘇老師化學五四三：懂 3 點化學很有用 蘇瓦茲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985028 蘇老師化學聊是非：懂 4 點化學很有用 蘇瓦茲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985029 看雲趣－漫遊雲的科學、神話與趣聞 普瑞特－平尼 遠流 繳交心得 

985030 膨脹的宇宙－愛因斯坦的玩具 徐一鴻 五南 繳交心得 

985031 觀念化學 1-5     繳交心得 

991007 百年榮耀 Levinovitz, etc. 遠流 繳交心得 
 
自然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991008 從夸克到宇宙 李德曼、薛拉姆 世潮 繳交心得 

991009 宇宙 宇宙 薩根(Carl Sagan) 遠流 繳交心得 

1001022 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  石川拓治 圓神 繳交心得 

1001023 打造化學力(上) (下) 柯布、費特洛夫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author.php?key=%BFc%AF%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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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01 科學新聞不能這樣看：蘇老師教你聰明解讀 蘇瓦茲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1021002 科學世界的毒舌頭與夢想家 麥可．懷特 遠流 繳交心得 

1021003 血液中的騷動──免疫交響曲 霍爾/著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1021004 物理之書 柯利弗德．皮寇弗 時報出版 繳交心得 

1021013 3 小時讀通物理 左卷健男 世茂 繳交心得 

1021014 啊哈！有趣的推理 1 葛登能/著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1031016 回到起初：科學大師發現的起點 張文亮/著 時報出版 繳交心得 

1031017 生命科學大師──遺傳學之父孟德爾的故事 張文亮 校園書房 繳交心得 

1031018 
十項最美的實驗：實驗桌上的科學家，影響世

界的十個偉大發現 
喬治．約翰遜 臉譜 繳交心得 

1041020 
哥倫布大交換：1492 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

衝擊 
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 貓頭鷹出版社 繳交心得 

1041021 改變世界的 17 個方程式 依恩‧史都華(Ian Stewart) 商周出版 繳交心得 

985032 漫遊宮廷典故 向斯/著 實學社 繳交心得 

社會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985033 長路 戈馬克．麥卡錫 麥田 繳交心得 

985034 孩子，你慢慢來 龍應台 時報 繳交心得 

985035 從台灣諺語看台灣歷史 戴寶村、王峙萍/著 玉山社 繳交心得 

985036 國際觀的第一本書——看世界的方法 劉必榮 先覺 繳交心得 

985037 低價中國：中國競爭優勢的真實代價 亞歷珊德拉．哈妮 天下雜誌 繳交心得 

985038 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顧玉玲  INK 印刻文學 繳交心得 

985039 切．格瓦拉畫傳 師永剛、詹涓 聯經 繳交心得 

985040 民國趣典 蘇文 實學社 繳交心得 

985041 生活經濟學：15 位超級教授教你從生活看經濟 高希均等作; 李誠主編 天下遠見 繳交心得 

985042 愛是一切的答案 芭芭拉．安吉麗思 天下遠見 繳交心得 

985043 芬蘭的 100 個社會創新 依卡．泰帕爾/主編  洪蘭翻譯 天下雜誌 繳交心得 

991010 守護 4141 個心跳 徐超斌 寶瓶 繳交心得 

991011 廚房之歌 蔡穎卿 天下 繳交心得 

991012 就算再苦，也要笑一笑 朱美恆 豐閱 繳交心得 

991013 卡內基的人際哲學  王文東 良品 繳交心得 

991014 卡內基的經驗學-挫折是人生的必修課 羅月婷 有名堂文化館 繳交心得 

991015 經典解碼文學作品讀法系列叢書   文建會 繳交心得 

991016 
世界資源真相和你想的不一樣：關心生活、想

要理財的人，不可不讀 
資源問題研究會 大是文化 繳交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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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17 

312 號公路：一趟橫貫中國、由上海到哈薩克邊

界的 312 號國道之旅，帶你見證中國的隱憂與

展望 

齊福德(Bob Gifford) 天下雜誌 繳交心得 

991018 人文地理概論 
 Paul Cloke, Philip Crang, 

Mark Goodwin 編 
巨流圖書公司 繳交心得 

1001025 寫給年輕人的簡明世界史 宮布希利 商周 繳交心得 

1001026 一九八四 喬治歐威爾 東大 繳交心得 

1001027 生態瞬間 方偉達 前衛 繳交心得 

1001028 
別笑！地球就有這種人：83 國導遊世界怪癖大

蒐秘 
岡崎大五 如何 繳交心得 

1001029 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 埃利．維瑟爾 左岸 繳交心得 

1001030 回家的路 是這樣走的：無國界醫生在葉門 宋睿祥   繳交心得 
 

 

 

 

 

社會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社會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1001031 這是自由的一天 亞倫．柯恩，克莉絲汀．巴克利   繳交心得 

1001032 白馬換鐵馬：重返西遊記 李後璁&李怡臻 * 繳交心得 

1001047 生態瞬間 方偉達 前衛 繳交心得 

1011002 道德：幸福的必要條件 林火旺 寶瓶文化 繳交心得 

1031003 閱讀裡的生命教育：從繪本裡預見美麗人生 劉清彥 天下雜誌 繳交心得 

1031004 發現天賦之旅 肯．羅賓森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1031006 TED Talk 十八分鐘的祕密 傑瑞米．唐納文 行人 繳交心得 

1031007 債的歷史：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 大衛．格雷伯 商周出版 繳交心得 

1031008 台灣史新聞 曹銘宗 貓頭鷹 繳交心得 

1031015 思考的藝術：52 個非受迫性思考錯誤 魯爾夫．杜伯里 商周出版 繳交心得 

1031019 錢買不到的東西：金錢與正義的攻防 邁可．桑德爾 先覺 繳交心得 

1031025 我是馬拉拉 
馬拉拉．優薩福扎伊,克莉絲汀

娜．拉姆 
愛米粒 繳交心得 

1041008 TEDxTaipei 18 分鐘 淬煉的人生智慧 TEDxTaipei, 許毓仁 三采 繳交心得 社會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1041012 一枝鉛筆的承諾 亞當‧博朗 商周出版 繳交心得 

1041016 築夢的手紙屋：給學生的升學指引與人生方向 喜多川 泰 高寶 繳交心得 
 

1051001 思辨：熱血教師的 10 堂公民課  黃益中  寶瓶 繳交心得 

1051003 有種，請坐第一排  蔡淇華 時報出版 繳交心得  

1051005 筆記本圓夢計畫  熊谷正壽   商周 繳交心得 社會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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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06 
異數：超凡與平凡的界線在哪裡？〔典藏紀念

版〕 
 麥爾坎．葛拉威爾 時報 繳交心得 

自由選讀 

1051007 以小勝大：弱者如何找到優勢，反敗為勝？  麥爾坎‧葛拉威爾 時報 繳交心得 

1051008 地圖 
 亞歷珊卓‧米契林斯卡、丹尼

爾‧米契林斯基 
小天下 繳交心得  

985044 數學的發現趣談 蔡聰明 三民 繳交心得 

數學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985045 數學小魔女 
莎拉‧夫蘭納里，大衛‧夫蘭納

里/著 
天下 繳交心得 

985046 賽局高手 巫和懋，夏珍/著 時報 繳交心得 

985047 你賭對了嗎﹖ 黛博拉．班奈特 新新聞 繳交心得 

985048 數學拾貝 蔡聰明   繳交心得 

985049 動手玩碎形 廖思善 天下遠見 繳交心得 

985050 新聞中的科學 4─指考完全滿分 聯合報教育版 寶瓶文化 繳交心得 

985051 愛上幾何──義大利爺爺的生活實用數學課 安娜.伽拉佐利 如何 繳交心得 

985052 愛上數學：悠遊數學世界的 20 個趣味故事 安娜.伽拉佐利 如何 繳交心得 

991019 啊哈！有趣的推理(1-2) 葛登能/著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991020 跳出思路的陷阱 葛登能/著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1011017 如何學好中學數學 任維勇 天下文化 繳交心得 

1011018 數學少女 結城浩 青文 繳交心得 

數學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1021005 一生一定要認識的數學家 50 人 金德永、趙國享 漢湘文化 繳交心得 

1021006 澡堂裡遇見阿基米德： 生活中的有趣數學 李光延 
大都會文化事業有限

公司 
繳交心得 

1021007 有關數學的 100 個觀念 邢豔/編著 驛站 繳交心得 

1021008 數學之書 柯利弗德．皮寇弗 時報出版 繳交心得 

1041004 動手做幾何 黃敏晃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繳交心得 

數學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1041006 
葉丙成的機率驚豔: 當數學遇上文學, 學生考

不好也會笑著離開 
葉丙成/ 賴以威/ 等 

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

公司 
繳交心得 

1041007 

這個問題，你用數學方式想過嗎?：史丹佛大學

教授最受歡迎的 4 堂思考力訓練課，大師教你

像數學家一樣思考，讓你擁有關鍵的邏輯力、

齊斯．德福林 Keith Devlin 臉譜出版社 繳交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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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力、數字 

1041009 觀念數學 2: 中學代數解題策略 任維勇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繳交心得 

1041010 觀念數學 1: 如何學好中學數學 (第 2 版) 任維勇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繳交心得 

1041011 生活數學故事 黃敏晃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 

繳交心得 

985053 孫子兵法 DVD 多媒體書 
蔡志忠/漫畫原著，甲馬創意公司

/動畫 
時報出版 繳交心得 

國防領域，視個人興趣與程度

自由選讀 

985054 兵學的先知─孫子說 蔡志忠/漫畫 時報出版 繳交心得 

985055 武器百科 常和 漢宇 繳交心得 

985056 國軍武裝 
宋玉寧、滕昕雲、鄭繼文、詹皓

名 
勒巴克顧問公司 繳交心得 

985057 A Corner of the Universe Martin, Ann M. Scholastic Paperback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58 When Zachary Beaver Came to Town 
Rich, Mary/ Holt, Kimberly 
Willis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59  DEAR MR. HENSHAW   HARPERTROPHY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60 THE SLAVE DANCER   
Random House 
Childrens Book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61   LILYS CROSSING    A YEARLING BOOK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62 Twilight(暮光之城英文版)(平裝) Meyer, Stephenie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85063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4) Prince Caspian? 

(那尼亞傳奇--賈斯潘王子英文版)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85064 Rabbit-Proof Fence Pilkington, Doris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85065 Tales Of Mystery And Imagination(平裝)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85066 Little Women (with CD-ROM Pack)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67 Charles Dickens (Book and CD-ROM Pack)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85068 A Tangled Web   Scholastic Paperbacks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85069 
From the Mixed-Up Files of Mrs. Basil E. 
Frankweiler 

Konigsburg, E. L. Simon & Schuster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85070 Ramona and Her Father Cleary, Beverly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85071 The Pearl (with CD-ROM Pack)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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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21 The Kite Runner Khaled Hosseini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91022 A Thousand Splendid Suns(暫無館藏) Khaled Hosseini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91023 The Uncommon Reader: A Novella Alan Bennett Picador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91024 Out Stealing Horses(暫無館藏)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991025 Twilight : Eclipse(暫無館藏)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26 Twilight : Breaking Dawn(暫無館藏)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27 Twilight :New Moon((暫無館藏)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28 Change of Heart(暫無館藏)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29 The Lost Symbol(暫無館藏)   Dan Brown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30 The Time Traveler’s Wife(暫無館藏)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31 Boy A TrigellJonathan  Serpent's Tail,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32 Shanghai Girls(暫無館藏)   See, Lisa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91033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AlexieSherman   Little, Brown,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91034 Something Missing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35 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 DahlRoald   Puffin Book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91036 Mitch Albom’s Tuesdays with Morrie Albom Mitch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991037 My Sister’s Keeper(暫無館藏)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91038 The Lovely Bone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91039 Catcher in the Rye Salinger, J. D. Warner Books Inc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91040 
The Complete Sherlock Holmes: All 4 Novels 
and 56 Short Stories 

Doyle, Arthur Conan, Sir 
Bantam Classic & 
Loveswept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991041 The Wednesday Letters Wright, Jason F. Penguin Group USA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1001033 The Last Lecture Randy Pausch Hyperion Book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01034 The Alchemist Coelho, Paulo Harpercollins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11026 
Life Without Limits: Inspiration for a 
Ridiculously Good Life Nick Vujicic  Double Day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31009 Big Nate: Genius Mode Peirce, Lincoln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31010 Big Nate: Game On! Peirce, Lincoln Andrews McMeel Pub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31011 Big Nate Flips Out Peirce, Lincoln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31012 
Big Nate All Work and No Play: A Collection 
of Sundays 

Peirce, Lincoln Andrews McMeel Pub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31013 Big Nate: Here Goes Nothing Peirce, Lincoln Harpercollin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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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Books 

1031014 Big Nate Fun Blaster Peirce, Lincoln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繳交心得 適合國中 適合高中 

1041014 The Giver Lowry, Loi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41015 Divergent Roth, Veronica 
Harpercollins 

Childrens Books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1051002 
看照片說英語：自問自答學好英文口語（附

MP3） 
 黃玟君, Michael McMaster  眾文 繳交心得  適合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