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XT:

new way of reading;
new way to think.

獨立思考，並且對自己誠實。
面對各種問題，抱持開放與深入了解的意願，

人 文選

《古蘭似海》
作者：卡拉．鮑爾

作者：瑪麗 - 路薏絲．馮．法蘭茲

出版：八旗文化

社會化歷程越彰顯之時，自我探視的能力便會越削弱。但

及一同旅行的過程中，接觸到的穆斯林們身上，信手拈來

當走進童話中與故事人物相遇而產生共鳴時，心裡某個

《古蘭經》在穆斯林生活中的影響與指導，並且以很大

聲音會告訴你：原來那是自己「很久很久以前」的原形。

的 篇幅述 說 女性在古蘭經中被 正視與尊重的地位與 權

好奇原來的自己嗎？可以邀請《解讀童話》還有《公主走

益。親切自然的行文技巧，不露痕跡地讓非穆斯林的人們

進黑森林》的陪伴，一起走進童話，認識那個很久很久以

深入了解伊斯蘭的核心精神。

前的自己。

與十六億穆斯林為友，必須了解伊
斯蘭。我們需要突破刻板印象，抱
持開放與深入了解的意願，從各種
角度去理解與提問。
誠品書店中台區 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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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婉薇
台南南紡書店 店長

職人歷 15 年

職人歷 16 年

《失控的同理心》

出版：行人出版社

作者：保羅．布倫

出版：商周出版

網路已成為了真正全球性的媒體，影像已成為主要的溝通

同理心有三種特質：具有選擇性、可辨識的受害者、重視

模式。而網紅、內容知識販售者、網絡社群的興起， 讓我

個體；因此易被道德判斷與情緒左右。同理心像聚光燈，

們對自我及視覺事物的狂熱已超越了口語所能表達。生活

照亮此時此地和特定對象，人們對於有魅力的人或親近

在這個龐大的地球人造物裡，眼球世代該如何感知、判斷

的關係更有同理心，而忽視了在陰影下的人，再加上社群

在巨大運算體系下的真實性？唯有看懂這些影像背後所

媒體的推波助瀾，容易導致殘酷或侵略性的行為。

代表的真正意義，進而思考、行動，才能改變這個世界。

作者闡述了同理心的真義，在了解同理心的本質後，更要
發揮理性的思考，評斷對大家更有利的行動。

當我們奮力追上明天的腳步時，自
我早已碎片化為虛有。如何在極端
年代裡定義人類價值，是我們必須
不斷審視及探索的核心議題。

楊雅君
園道書店 副店長

徐培芸

職人歷 12 年

我們生活在物質與精神上變動很大
的世代，在關注社會脈動與現狀中
調整適應社會的能力，不隨波逐流，
思考面對未來的方向。

台南文化中心店 店長

職人歷 15 年

主張自我的生活智慧 善待自己。
生活不須標榜﹁風格﹂。回歸生命本質

生活選

獨立思考不是哲學家的專利
《台灣茶 , 你好 》

《醫療靈媒》
作者：安東尼．威廉

地下閱讀職人報

THIRD GATHERING

閱讀，像是黑暗中透出一束光，讓我們得
以掙脫枷鎖，照見靈魂，照亮前行的道路，
幫助我們完成「自我的英雄之旅」。

張森旗

作者：尼可拉斯．莫則夫

出版：心靈工坊

作者卡拉．鮑爾透過與伊斯蘭宗教學者阿卡蘭的對話，以

《給眼球世代的觀看指南》

作者：林昱丞

出版：方智出版

這本書最有趣的，是作者「找茶」的過程。大學時期的一次

書，只要了解食物可以為你做些什麼，就能讓一切有所不

「豔遇」，展開他不屈不饒的茶葉冒險。我很喜歡作者提

同。介紹每一種食物時，除了說明它在身體層面的好處，

到「茶也是藝術品」的概念，在稀有的土地上種植，還要

更提出它在情緒與靈性層面提供的支持，讓你從身、心、

有適當的氣候生長、茶農們勤奮的孕育，這都是茶香醉人

靈全方位獲得天然食材的好處。用另一種視野看待食物

的原因。書中讓人特別有感觸的是，不論茶的價格高低、

蘊藏的力量，餵飽肚子之餘，同時帶來從未想像過的方式

品質優劣，茶具昂貴與否，喝茶最重要的，是與家人朋友

滋養靈魂！

一同相聚的時光，手握一盞茶，便擁有了無價的寶物。

林季瑩

從古到今，「茶」陪伴著我們感受
生活中的濃淡冷暖，台灣從南到北、
從平地到高山都有產茶，在茶職人
熱忱的文字中，體驗到那只屬於台
灣茶的獨特味道。

"You are what you eat!" 人如其
食。食物，原本是維生的基本機
能，未來將演變成提升生活或健
康的智慧象徵！

網路書店 中文商品 企劃

誠品 R79 資深圖書管理專員

職人歷 4 年

作者：曼福瑞德．施彼策

是你我必須踏上的英雄之旅

愛與自由、孤獨與勇氣，不是文學家的寫作素材
是你我的人生主題曲

城市的地下閱讀

under the city, we live for reading
示方式 , 讓每家書店展現不同的氣質。風格多元 , 正
是誠品獨有的書店風景。為了彰顯其中的精彩 , 因而

《數位癡呆症》

出版：三采文化

自我成長不是心理學家的研究課題

誠品是最早培養閱讀職人的書店 , 其獨特的詮釋與展

林郁真

職人歷 10 年

《笑著冒險 , 直到生命終點》
作者：蘿倫．芬恩．瓦特

是你我都需要磨練的能力

出版：時報文化

本書不只是一般教你如何根據營養成分選擇食物的工作

,

有了地下閱讀職人選。集合誠品各領域閱讀經驗豐富
的同仁 , 網羅及精選各出版 類 種相關書籍一次呈現。

出版：暖暖書屋

動物的愛是最單純不含雜質的，快樂的時候跟你一起開心；

現在的生活愈來愈便利，在我們享受這些便利的同時，可

沮喪的時候，不吵不鬧地靜靜在旁邊陪著你，這樣一個好

曾發現這些人工智慧正在綁架我們的生活 ? 無法有真實

夥伴，誰會不想要？但你可曾想過，毛小孩的壽命沒有人

的人際互動、失憶、焦慮 ? 過度依賴和頻繁使用數位媒體，

類長久，有一天你終究要面對牠的離去？死亡，一直是人

隱藏著莫大的危害，會造成大腦的衰退。就是現在，放下

生最難的課題，尤其是面對自己所愛，更是艱難，如果你

手機，拿起這本書開始閱讀吧 !

並期許誠品在未來的閱讀領域 , 可以繼續陪伴不缺席。

在複雜詭變的商業局勢裡，讀懂經濟
找到自我定位與工作價值

當生活風格成為眾聲喧嘩的標題，回歸本質
主張自我的飲食智慧與生活意義

以藝術餵養靈魂，以創造實踐想像
以愛成就生命、分享世界

喜歡《馬利與我》，一定也會喜歡這本與吉賽兒的故事。

,

過度依賴和頻繁使用數位媒體，會
造成大腦的衰退。透過閱讀重新活
絡大腦，找回學習、思辨、判斷與
決策的能力！

「享受當下」是人生重要的課
題，即使一個人也要活得開心，
畢竟人生只有一次啊 !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林君珮
板橋書店 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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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童話》

盛心
職人歷 11 年

林口書店 店長

職人歷 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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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出版：早安財經

各種千奇百怪的提問，人們關乎親情、愛情、工作的困惑、選擇的困難，

作者：伍綺詩

出版：悅知文化
開頭就以家庭裡最受寵的孩子離世做開端，引領讀者深入這個家庭。華裔女作家伍綺詩寫出家庭中

且就這樣問出來，還得到臥底經濟學家整合了經濟、統計學理，直接

「家庭」影響我們一生，甚至思考方向、選擇，即使是最親近的家人也常讓我們深感窒息。父母之間、

幽默風趣的建議與解答。閱讀此書，讓我們面對日常問題時得以靈感

父母子女之間、兄弟姊妹之間，如何找到自己，做自己？

爆發，而對一向害羞內向的讀者來說，此書或許扮演著心靈導師指引

職人歷 16 年

《小數據獵人》
作者：馬汀．林斯壯

出版：寶鼎文化
在消費者行為的模式中，馬汀・林斯壯有獨到的見解。平常看似無足
輕重的行為，背後隱含具體而微的線索。企業狂熱的對資料庫建立投
入資源，大數據橫行的年代，馬汀・林斯壯提出小數據概念，說明小數
據以人的溫度串連資訊，是大數據的補強方案。大數據的量化 + 小數
據的質化，相輔相成，敏銳觀察個別消費者的生活，追蹤細微線索，
彌補了大數據的不足。

共享經濟與行動科技串流，智慧化的
產業革命，不斷挑戰著我們。無論什
麼世代，停滯不前終將被未來淘汰。
閱讀，有助我們窺探與持續想像未來。

,

賴仕偉
台中中友書店 店長

職人歷 3 年

《為什麼現在的我們對未來如此不安 ? 》
作者：松村嘉浩

出版：時報文化
自由不再需要努力爭取，存款數字不高但仍能養活自己，透過網路能
獲知天下事。看似平靜無波又時時變動的時代，對許多人而言，卻是最
不安的年代。擔心原有的勞力工作被人工智慧取代；擔心經濟持續停
滯不前；擔心人口老化日趨嚴重，年輕人經濟負擔更嚴峻。作者以暢
銷漫畫為喻，希望大家能突破現有困境，擁有更全觀的視角及勇氣，
培養應有的能力和態度。

隨著世界快速變動，原有的工作及生
活樣貌已開始崩解。在新平庸時代，
丟棄舊有思維，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
及未來。

,
邱小容

台南安平書店 店長

職人歷 12 年

直面愛與自由、孤獨與勇氣。
不在乎趨勢 無關篇幅長短 真實的揭露人生

找到自我定位與工作價值。
讀懂經濟 擁抱創新思維 驅散低迷與緊縮

,

人類對於追求生命的意義有著美好的期待，但現實中面對社會
與個人的衝突卻令人感到疲憊。從閱讀中重拾心靈的純粹與對
自由的追求，讓我們獲得滿足。

人生方向的重要角色。

高雄大遠百店 店長

出版：臉譜出版
就像在看萬物形式的演化論一般，這本書把日常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形狀或樣
奧秘，也同時提醒著我們，好的靈感常常來自於門外，從周遭環境的日常觀察就

《無聲告白》

要面對的難題，細膩的描寫及壓抑的情緒交織在各種問題與衝突之間，包含種族歧視等等。

張淑芬

作者：克里斯多福．威廉斯

貌，以科學的角度來探究形式的美學，認識萬物之所以演變成今日形式的起源與

原來竟如此的相像。自認為很蠢的問題竟然有人跟自己一樣困惑，而

過去讓人費解？未來讓人焦慮？現況
讓人喘不過氣？閱讀尋求解方是恆久
不變的定律，了解經濟不是為了學習
理論，而是必備的求生能力。

《形式的起源》

,

吳佩倩
捷運書店 副店長

職人歷 20 年

《文藝春秋》
作者：黃崇凱

出版：衛城出版
透過十一個文化的人物或物件，延伸創造十一個饒富興味的故事，作者在不同年代、場景及角色身
上，體現小說語言的趣味性。從殖民舊事到火星年代，從大時代下身分認同的淒涼到遠放外星的鄉
愁遺緒，看似獨立成篇，實則串連成河。以文藝角度話歷史春秋，呈現了台灣及不同因緣的台灣人之間，
複雜的過往身世，而那未來習題的答案，或許真要過了百年、上了火星才能尋到。

,

詩歌創作近年生氣蓬勃，老幹新枝均有展現 ; 小說從創新體裁
及計劃，實驗創作的可能性 ; 小說家則脫開虛構，以文抒情，
一揭神秘面紗。

何蜀芳
誠品書店敦南、松菸店 資深副理

職人歷 15 年

《那些閃電指向你》
作者：林婉瑜

出版：洪範書店
愛是一種又抽象卻具體的存在，若是可以名狀，大概就像這些詩句。不曾提及幸福，卻從字裡行間
溢出。不是非得千瘡百孔才叫刻骨銘心，有一種平淡的甜，是屬於戀人的語言，在愛裡的這些那些，
從來就不容他人置喙，哪怕只是過往的美好，卻也不曾消失過，因為這一切都是曾被擊中的瞬間。

,

想像、行動 讓藝術滋養我們的靈魂。
美感經驗來自生活。觀看、聆聽、感受、

作者：提姆．哈福特

文學選

商業選

《親愛的臥底經濟學家》

藝術選

new way of reading;
new way to think.

能挖掘到無限可能！

每個人都有鑑賞美的能力，但美的展現需要學習，從
對生活的周遭有感開始，體驗、觀察與閱讀，是接觸
美感最好的管道 !

吳庶寧
信義書店 店長

《蘇富比超級拍賣師》
作者：西蒙．德．普里 / 威廉．斯德蒂姆

出版：麥田出版

藝術市場中最古老有名的拍賣行「蘇富比」，雲集全世界的奇珍異寶，亦是上流
社會最喜歡光顧的地方，不斷上演著一夜致富的神話，與投資錯誤、血本無歸的
窘境。 本書作者為蘇富比拍賣師，透過回憶錄的寫作方式，讓讀者瞭解買方們
在拍賣場上廝殺的快感，揭露他們是如何不斷計算︰到底哪位藝術家的作品最有
價值、接下來該炒作誰的作品 ...... 等，這些藝術市場中真實且無情的一面。

隨當代藝術不再執著於獨特永恆的美感造型物，透過
策展與拍賣，瞭解如何在展覽場域裡透過提問、批判
與質疑，建立並賦予作品於藝術市場中新的價值。

羅湛然
誠品 R79 圖書管理專員

作者：奈傑爾．懷特里

出版：聯經出版
我們擘建城市、設計器物、規劃服務，為了許多不同理由製造可換取利益的商品；
但創造的同時，通常也帶來更多的傷害與毀滅，包括自然的、物質的，甚至是文
化層面的。社會意識是所有設計的重心，一旦忽略這個基礎思考，無論再縝密
的研究與精算都無法彌補。
關於社會、關於設計，我們可以改變的事情還有很多。

隨著新傳媒的進步，現代人閱讀習於精簡。新詩！詩人透過隱
晦跳躍的文字建構，任由讀者從不同面向閱讀，都能引發靈感，
找到共鳴。

以藝術觀點與人文關懷親近土地。更了解人們生存的
所在，更豐富人們生活的美學。

郭永誠
誠品 R79 資深圖書管理專員

林育安

職人歷 8 年

信義書店 副店長

《戴眼鏡的女孩》
作者：派屈克．莫迪亞諾

作者：布萊克．史奈德

我最喜歡《戴眼鏡的女孩》書中爸爸和小女孩之間，祕密結社般相約脫下眼鏡，用朦朧的視界看待
身旁一切的舉動。或許我們慣常稱這種行為是鴕鳥心態，但這何嘗不是一種靜下心，用不同的角度
體驗人生另一種風景的選擇 ! 一種 ENJOY 人生，隨遇而安，愛你遭遇的一切的方式。

,

觀察近來閱讀習慣，傾向簡短，FB 式斷句，像詩一般，甚至圖
像式。無論如何簡短，歌頌「愛」的雋永創作，仍是主流！

出版：雲夢千里
本書是充實、豐富，而且言之有物的「N 分鐘看完 OO 電影」的文 字版第二集。
作者史奈德以簡潔濃縮、條理分明但又橫生趣味的分析，精準解說十大類型、
五十部經典電影的角色個性設計和劇本架 構創作。本書主題看似是電影劇本的
解構， 但更適合電影影迷和小 說創作者帶在身邊、隨性閱讀的故事工具書。

展望新的一年，以創意、趣味、強調細節但又具備宏
觀視野的書寫風格，讓讀者能以短暫時間、段落閱讀
就能獲得藝術知識和專業的書籍，仍會引領藝術類圖
書的閱讀趨勢。

王乙如
誠品 R79 副店長

社群行銷很重要，好好服務可以讓你一秒上天堂，也可以一夕毀滅你
的歷史、消費社會學與行為心理學，以消費市場中的重要案例，帶領
讀者檢視其中運作的機制及結果，無論從事行銷專業或想了解粉絲
現象的讀者，都深具啟發性並能獲得新知。

職人歷 12 年

葉世瀚

《不中用的我仰望天空》
作者：窪美澄

職人歷 12 年

《先讓英雄救貓咪 2》

出版：時報文化

出版：大塊文化

的粉絲，尤其是狂熱粉絲！《狂粉是怎樣煉成的》全面探討粉絲文化

職人歷 1 年

《為社會而設計》

《狂粉是怎樣煉成的》
作者：柔依．弗瑞德 - 布拉納 / 亞倫．M．葛雷澤

職人歷 13 年

誠品書店信義店 副理

出版：新雨

職人歷 19 年

美醜貧富、愛恨，我們總是在一次次得失比較中走過人生。
這本小說中的五個篇章描述五個不同的故事，在一場禁戀中隱隱串連著彼此。沒有誰的人生完美無

就是想霸佔你的眼球、黏住你的手
指！如何激發粉絲文化熱潮、說個好
故事？如何精準掌握數據，進而轉換
成商業金流？一起來研究社群行銷。

瑕，每個人都在其中掙扎痛苦，厭棄自己，難堪自己，淌進生命的低潮。然而這又如何呢？就負隅頑
抗啊，就愚不可及啊，生命總能遇見轉折，再不中用，都還有廣袤無垠的天空擁抱著你。

在日本文學情感書寫纖細柔美的筆觸中，淚水與哀愁，總能得
到撫慰與力量。請與我再次回顧，如此動人的樂章。

許書銓
台茂書店、中壢大江書店 店長

職人歷 9 年

本期選書於誠品 R79、誠品實踐店完整展售

下載誠品人 A PP
查詢最近的
誠品門市購買

羅子威
敦南書店 副店長

職人歷 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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