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年度高職學生優良書籍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書目 

類

別 

編

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主題 

散 

文 

新 

詩 

類 

(A) 

A01 陳茻 地表最強國文課本第一冊：翻牆出走自學期 逗點文創 古典文學 

A02 林夕 是非疲勞 遠流 價值思辨 

A03 龍應台 請用文明說服我 時報 公民議題 

A04 舒國治 水城台北 皇冠 人文踏查 

A05 公共電視台、王浩一、劉克襄 浩克慢遊：尋找新舊交錯的美麗 麥田 報導文學 

A06 邱一新 尋找台灣特有種旅行 遠流 旅行、自然 

A07 陳綺貞 不在他方 印刻 旅行 

A08 蔣勳 此時眾生 有鹿文化 節氣與生活 

A09 張郅忻 我家是聯合國 玉山社 族群、家族 

A10 侯文詠 請問侯文詠：一場與內在對話的旅程 皇冠 勵志 

A11 張曼娟 剛剛好：散文精選 皇冠 愛情 

A12 羅智成 諸子之書 聯合文學 新詩 

A13 鯨向海 精神病院 大塊 新詩 

A14 陳育虹 之間：陳育虹詩選 洪範 新詩 

A15 泰戈爾  泰戈爾經典詩選：生如夏花 遠足文化 新詩 

小 

說 

類 

(B) 

B01 布蘭登•山德森 審判者傳奇：鋼鐵心 奇幻基地 奇幻 
B02 東野圭吾 解憂雜貨店 皇冠 推理（療癒） 

B03 夏川草介 神的病歷簿 高寶 療癒（醫療） 

B04 羅莉．奈爾森．史皮曼 生命清單 悅知文化 療癒（遺囑） 

B05 吉米哈利 大地之歌：吉米哈利動物故事 皇冠 療癒（動物） 

B06 米奇•艾爾邦 時光守護者 大塊文化 勵志（人生寓言） 

B07 新海誠 你的名字 臺灣角川 奇幻 

B08 馬伯庸 三國機密（上）（下） 奇幻基地 奇幻（歷史） 

B09 麥克安迪 默默 遊目族 青少年文學 

B10 約翰．波恩 飄浮男孩 未來出版 青少年文學 

B11 林明亞 我被轉發了一百萬次 尖端 校園霸凌 

B12 吳明益  單車失竊記  麥田 島嶼歷史 

B13 白先勇 寂寞的十七歲 允晨 現代經典 

B14 張愛玲 半生緣 皇冠 現代經典（愛情） 

B15 閱讀經典工作室 聊齋誌異選讀 新學林 古代經典 

 

 

 

 

 

C01 李昌鈺 化不可能為可能：李昌鈺的鑑識人生 平安文化 職人（刑事） 

C02 譚立安 堅持夢想的大導演－李安 小天下 職人（藝術） 

C03 謝哲青 走在夢想的路上 天下文化 職人（藝術演藝） 

C04 
保羅•派森斯、 蓋爾•迪

克森 

3 分鐘讀懂霍金：進入霍金人生、理論、影響的時空

旅程 

積木 職人（科學）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9%99%B3%E8%8C%BB/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7%94%9F%E5%91%BD%E6%B8%85%E5%96%AE&area=mid&item=0010668543&page=1&idx=1&cat=001&pdf=1


類

別 

編

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 主題 

 

人 

物 

傳 

記 

類 

(C) 

C05 江振誠 初心 平安文化 職人（飲食） 

C06 
菲爾・奈特 跑出全世界的人：NIKE 創辦人菲爾・奈特夢想路上

的勇氣與初心 

商業周刊 職人（商業） 

C07 劉安婷 出走，是為了回家：普林斯頓成長之路 天下文化 公益（教育） 

C08 
傑克．安卓卡, 馬修．利西

亞克 

發明癌症試紙的男孩：看一位少年科學家如何以創新

思維改變世界 

方智 公益（疾病） 

C09 李開復 我修的死亡學分 天下文化 勵志（疾病） 

C10 曲家瑞 誰說我沒有影響力 平安文化 勵志（自我成長） 

C11 張超英 宮前町九十番地 時報 回憶錄 

C12 朴研美  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大塊文化 歷史、逃亡 

C13 吳甘霖 親愛的孔子老師 漫遊者文化 歷史人物 

C14 呂世浩 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平安文化 歷史人物 

C15 蕭讓 武則天：女皇之路 遠流 歷史人物 

漫 

畫 

及 

綜 

合 

類 

(D) 

D01 鄭問 東周英雄傳 大辣 漫畫（歷史） 

D02 綠川幸 妖怪連絡簿 東立 漫畫（療癒、奇幻） 

D03 松田奈緒子、九十九夜 重版出來 青文 漫畫（出版業） 

D04 克里斯汀生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學院最重要的一堂課 天下文化 勵志（人生哲學） 

D05 周偉航（人渣文本） 人渣文本：給「露出世代」的特急件 寶瓶文化 勵志（人生規劃） 

D06 古賀史健、岸見一郎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 究竟 勵志（心理學） 

D07 
艾美•柯華 姿勢決定你是誰：哈佛心理學家教你用身體語言把自

卑變自信 

三采 心理溝通 

D08 岡田尊司 父親這種病 時報 心理分析 

D09 
孫中興 學著好好愛：台大超人氣「愛情社會學」精華，六堂

愛的必修課，翻轉愛的迷思 

三采 愛情心理學 

D10 藍德爾•門羅 解事者：複雜的事物我簡單說明白 天下文化 科普 

D11 黃震南 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 究竟 歷史（臺灣史） 

D12 
劉峰 回到古代打官司：護食安，拆違建，抓色情，防舞

弊……打擊犯罪，古人自有好方法 

漫遊者 歷史考證 

D13 劉炯朗 公民課該學的事：從自己出發，和社會好好相處 時報 社會議題 

D14 莊祖宜 廚房裡的人類學家 大塊文化 飲食 

D15 胡川安 和食古早味 時報出版 飲食文化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8%8F%B2%E7%88%BE%E3%83%BB%E5%A5%88%E7%89%B9&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wds4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5%82%91%E5%85%8B%EF%BC%8E%E5%AE%89%E5%8D%93%E5%8D%A1&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A6%AC%E4%BF%AE%EF%BC%8E%E5%88%A9%E8%A5%BF%E4%BA%9E%E5%85%8B&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9%A6%AC%E4%BF%AE%EF%BC%8E%E5%88%A9%E8%A5%BF%E4%BA%9E%E5%85%8B&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6%9D%BE%E7%94%B0%E5%A5%88%E7%B7%92%E5%AD%90/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4%B9%9D%E5%8D%81%E4%B9%9D%E5%A4%9C/adv_author/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aquaris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5%8F%A4%E8%B3%80%E5%8F%B2%E5%81%A5/adv_author/1/
http://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cat/all/key/%E5%B2%B8%E8%A6%8B%E4%B8%80%E9%83%8E/adv_autho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