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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品R79│地下閱讀職人選地圖

誠品是最早培養閱讀職人的書店，其獨特的詮釋與展示方式，讓每家書店展現不

同的氣質。風格多元是誠品獨有的書店風景，為了彰顯其中精彩，因而有了地下

閱讀職人選。集合誠品各領域閱讀經驗豐富的同仁，網羅與精選各個出版類種，

一次呈現給讀者。期許在未來的閱讀領域，誠品可以繼續陪伴不缺席。

城市的地下閱讀

Under the city,
we live for reading. 誠品書店FB粉絲專頁迷誠品官方網站

《如何成為屠龍英雄？魔法、修道士、怪獸，神祕

中世紀的歷史與傳說》
作者｜凱特．史蒂文森　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

在平平無奇又步調緊湊的現代生活裡，學會調劑身心顯得格外重

要，對部分人來說那方法便是旅行。但在出國旅遊變得困難的現

在，如何來場安全又有趣的旅行？你一定想不到翻開書頁就能擁有

一次前所未有的體驗。感興趣嗎？那就趕緊收拾好行囊，藉由歷史

學家豐富的知識進入中世紀，一步步化身勇者，展開一場華麗又奇

幻的屠龍之旅！

方姝茵    
台北西門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年4個月

相信各位都曾嚮往魔幻世界，不只現在，過

去的人們也一樣憧憬魔法。就讓我們藉閱讀

來一窺過去的幻想與現實。

推薦書單    
《如何成為屠龍英雄？魔法、修道士、怪獸，神祕中世紀的歷史

與傳說》、《獵巫行動：那些被封存的迫害史》、《魔法道具博

物館》、《純潔國度》

《掉到地球上的人》
作者｜沃爾特．特維斯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踏上一段想像中的旅程，沒有人可以窺探你內心。有目的的來到地

球，學習再多關於這裡的文化、事物，也比不上真的生活在這裡，

依舊對這個星球有著好奇。思鄉之情讓你總是孤獨，沒人理解也無

人可訴說真正的你。從不同的視角觀察這位來自外太空的異客，透

過文字身歷其境，跟著他冒險、面對未知世界帶來的希望與絕望。

方文潔    
宜蘭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3年

給自己一本書一杯茶的時間，進入它的世

界，翱翔在無邊際的書裡。虛幻與現實抽離

自己，享受文字帶來的真實！

推薦書單    
《掉到地球上的人》、《螞蟻：全新譯本》、《重生的女巫》、

《轉機：勒瑰恩15篇跨次元旅行記》

《藥草與魔法：女巫、符咒、飛行軟膏與西方古老

傳說》
作者｜西村佑子　出版｜如果出版

記憶中的女巫，總是拿著各式各樣的花草，朝著裝滿綠色汁液的鍋

釜裡丟接著碰的一聲，鍋子裡就會產生奇妙的魔法反應，或是正義

的，或是邪惡的，這本書將會揭開魔女神秘的面紗，包含十數種花

草於魔咒中扮演的角色與功效，如玫瑰花強烈的香氣，在施展愛情

魔法中功效是最強的，傳說中的曼陀羅草，除了可怕的人形外表

外，竟然可以治療牙痛及健胃，現在就打開這本書，繼續探索更多

古老傳說中，藥草不為人之的神奇魔力吧!

盧季鼎    
台北信義旗艦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4年

撇開日常繁忙，從架上選一齣精采戲碼，窩

在空間的一角，踏上一場屬於自己的魔幻旅

程。

推薦書單    
《藥草與魔法：女巫、符咒、飛行軟膏與西方古老傳說》、《食

藥史：從快樂草到數位藥丸，塑造人類歷史與當代醫療的藥物事

典》、《中世紀藥草博物誌：直擊中世紀歐洲異奇藥草史》、

《大地能量綠魔法 (附魔法四元素金字塔)》

《嗅聞樹木的十三種方式: 從氣味的語言了解樹木 
(書衣海報特別收錄12幅精緻針筆植物繪)》
作者｜大衛．喬治．哈思克　出版｜商周出版

嗅覺是感知生活最簡單的一種方式，嗅覺還能帶起一段有氣味的回

憶。用嗅聞的方法，讓我們認識離我們生活最近的自然，由書中對

氣味的描述，讓人置身於樹木的面前。作者甚至建議到書店或是圖

書館打開一本書，不同書籍的紙張也有不一樣的味道，書本的氣味

如同紙張所承載的故事千變萬化。在這生活速度太快的氛圍裡慢下

來，感受樹木帶給人類的自然記憶。

林羿君    
新竹巨城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8年2個月

堆疊的文字與句子，紙張上變化多端的排

版，一個又一個不同的故事，發現各個日常

嚮往的情節。

推薦書單    
《嗅聞樹木的十三種方式：從氣味的語言了解樹木 (書衣海報特

別收錄12幅精緻針筆植物繪)》、《聽說你的憂鬱被一株植物療

癒了》、《詛咒與毒殺：植物的黑歷史》、《占星芳療：獻給女

巫的精油魔法調香術》

《芳療師陪你聽情緒說：植物力量伴你探索隱藏的

傷，重新深愛自己的療心之旅》
作者｜鄭雅文 (Vivian)　出版｜幸福文化

有人說：「 笑著笑著就哭了。」喜、怒、哀、樂伴隨著我們的日常

生活，然而情緒並不一定表示當下的心理狀態。理解情緒，才能釋

放情緒，達到身心的平衡。本書將透過植物的療心小卡、香氛以及

脈輪來幫助大家更深刻的認識自己，利用植物療癒的力量擁抱自己

的內心。

彭思婕   
竹北遠百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3個月

跳進書本的夢遊仙境，感受其中酸甜苦辣的

同時，更從閱讀的過程療癒自己，給生活帶

來一股芬芳。

推薦書單    
《芳療師陪你聽情緒說：植物力量伴你探索隱藏的傷，重新深愛

自己的療心之旅》、《日本第一植物療法師的天然家庭藥方：40

種常見食材、100種香藥》、《療癒之島：在60種森林香氣裡，

聞見台灣的力量》、《奧地利奶奶給孩子的居家芳療小藥鋪：54

支精油、13支純露、28支植物油、27種藥草，超過200種配方，

從兒童到青少年感受自然全方位的身心靈照護智慧》

《植物靈藥：鴉片、咖啡因、麥司卡林，如何成為我

們的心靈渴望？ 又為何成為毒品？對人類文化帶來
什麼影響？》
作者｜麥可．波倫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人類生存少不了植物，可以是食物及香氛的來源，也可作為藥物提

供療效。俗話說：是藥三分毒，罌粟花、咖啡樹、茶樹和烏羽玉，

若沒有拿捏好劑量，這些可影響意識狀態的植物都有導致上癮的可

能性。在發展越來越快速的現代社會，咖啡和茶逐漸成為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飲料，可合法飲用，其中所含的咖啡因對於提振精神頗有

幫助，而它真的能提供我們能量嗎？它的出現，受益的是雇主還是

勞工？我們在飲用之前似乎應該好好了解它們。

張桂禎    
屏東太百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13年9個月

翻開書，沉浸在故事裡，彷彿做了一場夢。

夢裡的經歷明知道是虛幻的，但感受怎會如

此真實！

推薦書單    
《植物靈藥：鴉片、咖啡因、麥司卡林，如何成為我們的心靈渴

望？又為何成為毒品？對人類文化帶來什麼影響？》、《植物

芬芳的日常異想：一棵樹的氣味光景 (附拾心設計天然香氣風味

輪．香氣海報)》、《香氣記憶：喚醒內在22堂咖啡&精油的感官

智能醒覺訓練 (改訂新裝版)》、《女巫安娜的魔藥草配方書》

《羊男的迷宮 (電影15週年紀念插圖版)》
作者｜吉勒摩．戴托羅／柯奈莉亞．馮克　出版｜皇冠文化出版

電影中的「 瞳魔 」是我童年最深的夢魘，經典詭譎形象這次變成了

文字依然透著無法言喻的恐懼。看過電影作品的讀者必不能錯過書

中增加的細節，未看過電影的也必定能從插畫中融入這個詭麗的世

界。面對現實的殘忍與痛苦，童話中的一切是否曾經嚮往，如果遺

失了勇氣，邀請你進入這個奇幻世界，最美麗的光輝永遠存在於失

而復得的瞬間。正如書中說的：「 選擇決定命運。」無論後退或前

進，只要是你所擇，都值得期待。

吳書萍    
台中園道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4年

我記得一句話：童話都是千真萬確的，不是

因為它們說惡龍真的存在，而是它們告訴我

們，惡龍是可以打敗的。

推薦書單    
《羊男的迷宮 (電影15週年紀念插圖版)》、《霜雪之銀，焰火之

金》、《克蘇魯的呼喚： H. P. Lovecraft恐怖小說傑作選》、

《英國童話及故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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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的動物 (典藏版/附全球獨家精印藏書票)》
作者｜波赫士　出版｜麥田出版社

東方有山海經，西方有波赫士蒐集古今神話、祕冊經典與奇幻文學

的各種想像的動物。透過波赫士簡單卻有趣的敘述與可愛的配圖，

就能遨遊書海馳騁想像。想知道什麼是波拉梅茲植物羊、中國動物

群跟美國動物群又有哪些代表嗎？現在就打開書頁，一探究竟吧！

李毓真    
台南南紡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21年9個月

在日復一日的平常生活裡，閱讀馳騁想像，

平常人也能貢獻超能力，現在就翻開書頁，

遨遊書海吧！

推薦書單    
《想像的動物 (典藏版/附全球獨家精印藏書票) 》、《血色童

話 (2022年新版）》、《極度危險的經典童話：抹去虛假糖衣外

表，還原真實人性的12個故事》、《女巫瑟西》



環境共好實踐論

        

書架的魔幻角落

【 地下閱讀職人選 】邀您一起來場地下閱讀！請至誠品R79書區索取「 地下共讀書單 」，針對當期主題寫下你的共讀書單，投稿至誠品R79書店櫃

檯。書店將不定期選出讀者共讀書單，一起完成這場地下共讀計畫。

「地下共讀書單」讀者投稿          第24期：帶著回憶 邁向遠方

投稿讀者

Dina Shih ｜活動企劃  ｜職人歷1年

投稿讀者

Yunsing Chang ｜活動企劃  ｜職人歷1年

《25歲存到100萬：學校沒教、掌握獨立理財思維的

30堂課，讓人生更有選擇權！》

作者｜李勛　出版｜三采文化

在毒雞湯盛行的時代，對於生活壓力繁重的現代青年而

言，是宣洩情緒的出口亦是逃避現實的藉口，也逐漸喪失自

律的動力。面對生活裝態迷惘時，推薦大家閱讀這本書，從

建立理財思維著手，學習個人財務規劃、找到自己的理財之

道最後慢慢掌握生活自主權，自律是可以這樣練習的。

《為什麼我總是不能勇敢做自己：相信自己的價值，遠離不自

覺的弱者》

作者｜偉恩．戴爾　出版｜如果出版

只是剛好某一天中午用餐完進到書店，發現了讓我停留下腳步的書，書

名僅僅只是跟著讀過，就像筆尖劃過紙張的留在心中。很多時後我總認

為「妥協」是為了讓事情不再惡化最好的辦法，但隨著時間的流逝，

增長的卻是自卑、害怕嘗試和焦慮心理，這本書讓自己試著放下心理不

必要的枷鎖，雖然不可能馬上改變，但我了解看回自身價值的重要性。

《巴比倫最有錢的人，刻字匠阿卡德的財富自由

之路：傳承百年，獲得財富與幸福的五大黃金法則》
作者｜喬治．山繆．克拉森　出版｜如果出版

自西元前十八世紀左右的美索不達米亞迄今，富人的名稱從鹽商巨

賈、演進為石油大王、或甚至根本不實質存在的虛擬貨幣等等。累

積財富的手段與方式日新月異地，更迭汰換，但啟發有錢人的財富

觀念卻古今中外相去不遠。以寓言故事深入淺出地簡述理財方式，

深植古人智慧的理財觀念種子後加以灌溉實踐，亦能長為繁枝茂葉

的搖錢樹。

李泳泉    
桃園統領書店 店長｜職人歷11年

從改變自我生活的一點小習慣、積少成多，

借鏡古今巨富商賈的煉金術，自由運用金

錢，創造財富自由的人生。

推薦書單    
《巴比倫最有錢的人，刻字匠阿卡德的財富自由之路：傳承百

年，獲得財富與幸福的五大黃金法則》、《拿鐵因子：最小又

最強的致富習慣》、《巨富思維：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一生

奉行的商業原則&為富之道》、《洛克菲勒給子女的一生忠告 

(典藏有聲精裝版/附MP3)》

《AI無所不在的未來： 當人工智慧成為電力般的存
在，人類如何控管風險、發展應用與保住工作？》
作者｜馬丁．福特　出版｜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人工智慧在這幾年不斷的進步，成功應用在各個領域影響範圍擴展

到我們的生活裡。此書將人工智慧視為獨特可擴展性與潛在破壞性

的科技，進而探討對於未來的影響，伴隨著不斷創新且是強大新的

資源，將改變我們的生活，或許有朝一日其影響力可與電力所媲美。

張集雲    
台北誠品79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1年

翻閱書籍，就像是被邀請進入作者的世界，

遨遊在未知的國度裡，感受文字帶來溫度，

豐富了生活。

推薦書單    
《AI無所不在的未來： 當人工智慧成為電力般的存在，人類如

何控管風險、發展應用與保住工作？》、《Notion人生管理術：

從0開始，打造專屬自己的All in One高效數位系統》、《減法理

財術，人生大加分：樂活大叔最暖心法總整理》、《人生實用商

學院：誰偷了你的錢？》

《卡片盒筆記：最高效思考筆記術，德國教授超強秘

技， 促進寫作、學習與思考，使你洞見源源不斷，成
為專家》
作者｜申克．艾倫斯　出版｜遠流出版

每個想法都是一個筆記，用卡片索引方式將想法連串，不論是在生

活中遇到的事，接收到的資訊，閱讀過的書籍，聽到有趣的podcast

或是奇妙的YouTube 節目，一一寫在卡片上。而後不時將新卡片與

舊卡片做連結，從而產生新觀念。卡片內容並不是永久不改變，而

會隨著接收到不同的知識，調整舊卡片，進而改變自己生活及工作

流程！

陳榆函     
高雄大遠百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10年

翻開一本本書，進入到作者思想空間，就像

暢遊未知的魔幻世界，代領著我們前進到奇

幻的國度。

推薦書單    
《卡片盒筆記：最高效思考筆記術，德國教授超強秘技，促進寫

作、學習與思考，使你洞見源源不斷，成為專家》、《魯蛇的翻

轉人生計畫：改變現狀、擁抱自由，創造更多可能的人生改革

術》、《根本在旅行：一邊旅行， 一邊工作，一邊圓夢》、《表

達力決定你是誰：提升表達力，成為自己期待的樣子》

《天賜阿公的戲籠立體書〈附首刷限量ㄤ仔標〉》
作者｜曹泰容; 涂乙欽/ 紙藝顧問　出版｜青林國際出版

今年出了這本『 天賜阿公的戲籠 』，在眾多布袋戲相關書籍中獨樹

一格，以生動立體書重現一開始布袋戲在節慶期間演出的場面、表

演的過程等。不僅能讓現代孩子們了解台灣傳統藝術文化重要代表

之一的布袋戲，也能讓或許只認識畫面與聲光效果都更加進化的現

代布袋戲的年輕人們，知道布袋戲早期的樣貌；更能讓陪同孩子們

閱讀此書的大人，回味自己小時候看的布袋戲！

江璿    
台中三井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年5個月

不才認為最能流芳百世、同時又能跨越國界

及語言隔閡的藝術文化即為音樂、圖像，以

及偶戲了！

推薦書單    
《天賜阿公的戲籠立體書 (附首刷限量ㄤ仔標)》、《霹靂盛典：

風起雲湧四十年 限量典藏盒》、《Thunderbolt Fantasy東離劍

遊紀：官方設定集 (附限量劇照閃卡貼)》、《畫虎藍》

《膽小別看畫 IV： 看穿人性陰暗與畫作背後的複雜
心機》
作者｜中野京子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單純欣賞畫作是簡單的，了解畫布後故事更有樂趣。中野京子一系

列膽小別看畫中，寫出當時畫家暗諷隱喻的心思外，也反映當時社

會樣貌，看畫之外多了想像空間，特別喜歡連續殺人魔蓋西的章

節，不再侷限在美術館中的名畫裡，那些角色拉回現實面更貼近

生活，讓人思考看見的事是真實的？這人表裡如一？什麼是藏在宣

傳、鮮豔的色彩後，想讓你讀出來的？

郭和珍    
高雄駁二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8年

奇幻的美有點像變魔術，鋪陳情節與人物也

許很普通，但猜不透的結局與翻轉，卻總是

讓你一看再看。

推薦書單    
《膽小別看畫 IV： 看穿人性陰暗與畫作背後的複雜心機》、

《藝術何以如此悲傷：凝視藝術作品的蒼涼身影》、《竹久夢二

Takehisa Yumeji：日本大正浪漫代言人與形塑日系美學的夢二

式藝術》、《怪物製造機吉勒摩．戴托羅：暗黑怪奇電影大師在

恐怖與華麗之中的善惡救贖》

《藝術很重要：因為想像力可以改變世界》
作者｜尼爾．蓋曼　出版｜木馬文化

書中搭配插圖，雖然看似輕鬆，但又像是一本人生的指南，為我們

帶來信心，並相信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能力。很喜歡裡面提到－

當我們閱讀，一切就能改變。不論是想像自己成為書中的角色，跟

著角色體驗一 回，或是看待事情的角度也可能因此而不同。

徐淑婷    
花蓮遠百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5個月

文字有種魔力，只要翻開書頁，就是一場新

的體驗。

推薦書單    
《藝術很重要：因為想像力可以改變世界》、《藝術史的一千零

一夜 (精美插畫版/誠品獨家書封版)》、《療癒羅浮宮》、《島與

鯨。海洋之子。男人與他的海拍攝紀實》

《解讀市場預期：讓你從股價判讀中獲得超額報酬，

霍華．馬克斯、致富心態作者摩根．豪瑟推薦必讀》
作者｜麥可．莫布新／阿爾福雷德．拉波帕特　出版｜八旗文化

對於一位投資小白來說這本書或許有點難，但還是可以試著以一本

投資操作教科書來閱讀此書，反覆閱讀，相信一定能對你的投資之

路帶來啟發。本書作者將預期投資法概念簡單分作三步驟。一、估

計股價中隱含的預期。二、辨識預期的投資機會。三、買進、賣出

或持有。書中不只大量運用實際案例，並說明如何運用正確的工具

做出理想的投資選擇，像這樣將概念具體化其實也能讓讀者更容易

了解作者的投資思路，推薦給有興趣精進自己理財能力的讀者！

邱煦湄    
桃園台茂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6個月

明日的我們如何解決今日的問題？如果你也

和我一樣期望成為更富足的人，拾起一本

書！翻開新篇章吧！

推薦書單    
《解讀市場預期：讓你從股價判讀中獲得超額報酬，霍華．馬克

斯、致富心態作者摩根．豪瑟推薦必讀》、《企鵝發燒了: 從比

特幣到元宇宙》、《零基礎開始藝術投資：給新手的當代藝術投

資教科書》、《小資女的理想生活提案：首部全方位的TFD理財

飲食法初學指南，從食衣住行、職涯規劃到人際權衡，打造小資

女財務自由的理想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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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怪奇藝術史：好奇心大噴發，走進藝術史的冷

知識和驚嘆號！》
作者｜漫遊藝術史作者群　出版｜原點出版社

如主編曾少千教授所言：「 我們用凡人的視角觀看和談論藝術史，

而不是歌功頌德永垂不朽的天才傑作。換言之，我們不願神格化藝

術史，也不想自抬藝術史研究者的身價。」就知這是一本打破一般

框架限定的藝術史。以主題性作為章節企劃，選擇較易閱讀的內容

題材，並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傳達每一個課題，指引讀者更易走入多

彩多姿的藝術花園。特別在每篇文章規劃了『 提問 』及『 延伸思考 』

單元，從讀到想像讓藝術史也可如此輕鬆有趣！

陳國城    
新北亞東醫院書店 資深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0年

與其幻想自己就是那個精心創作下身懷絕技

的角色，還不如學習到創作者本身如何發揮

想像，創造無限可能的精要。

推薦書單    
《漫遊怪奇藝術史：好奇心大噴發，走進藝術史的冷知識和驚嘆

號！》、《博物館怪奇事件簿：鬧鬼、詛咒、珍奇藏品⋯解開最

不可思議的博物館之謎！》、《膽小別看畫 Ⅲ：藏在傳世名畫裡

令人細思恐極的故事》、《吉卜力電影完全指南 (誠品獨家精裝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