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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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之下： 時間無限深邃的地方》
作者｜羅伯特．麥克法倫　出版｜大家出版

走進山裡，我們感受著大自然的芬多精，以及森林獨有的寂靜，然

而另一個世界也等待著我們去感受。泥土下的世界，是我們踩在地

球身上，卻不曾想過要去感受的地方。大地之下，是歷史的空間，

孕育著自然的一切，是充滿著生命力的世界。因此，我們停下腳

步，用五感去體驗大地的流動，化身為自然的一體，達到身心靈上

的淨化。

黃淇    
台北南西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8個月

當我們走進山神的領域，感受大自然的遼

闊，在體悟自身渺小的同時，也就忘記了煩

惱與憂愁。

推薦書單    
《大地之下：時間無限深邃的地方》、《澳洲花鳥手帖》、《走

在山海河間的沉思》、《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

員的故事 （增訂新版）》

《羊道：前山夏牧場》
作者｜李娟　出版｜東美出版

以前想到哈薩克牧民生活，腦中就會聯想到「 天蒼蒼，野茫茫，風

吹草低見牛羊 」，對於從小到大生長在都市的我而言，那是一個難

以想像的世界，只是一段古老詩歌，然而翻開書，在李娟雋永的筆

下讀到了遼闊天地。牧民與大自然相依為命，在原始中看到人的渺

小與堅韌，生命的蒼茫與豐美，他們在羊道上一站一站地啟程，永

遠都在路上，生於自然長在大地，也許隨著時代的變遷，遊牧生活

將成絕響，但終算還可以被紀錄、被傳頌。

朱宇廷    
新北林口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5年

書裡有樹，樹亦是書，年輪的軌跡，也是生

命的蹤跡。

推薦書單    
《羊道：前山夏牧場》、《被遺忘的拉美─福爾摩沙懷舊植物

誌：農村、童玩、青草巷，我從亞馬遜森林回來，追憶台灣鄉土

植物的時光》、《女子山海》、《心向群山：人類如何從畏懼高

山，走到迷戀登山》

《有植物的美好日常：在尋找自我的路上陪伴我的

花草，以及不小心種死的盆栽》
作者｜凱蒂．瓦茲　出版｜遠流出版

我們常稱呼很擅長蒔花弄草的人為"綠手指"，各類植物，除了愛

心，耐心，更需要知識的汲取與運用；標題的"不小心種死"，相信

是許多初探園藝的新手，打退堂鼓的原因之一，然而，透過作者與

植物的親暱關係，佐以獨特的手繪插畫，相信能使讀者跨過生硬的

知識鴻溝，建構出屬於自己與所愛植栽的私密連結。

劉杰明    
台北誠品R79 門市組長｜職人歷20年

疫情詭譎，人心浮動，想自我沉澱，親近自

然是不二法門；若不幸隔離在家，蒔花弄

草，亦有超乎預期的療效。

推薦書單    
《有植物的美好日常：在尋找自我的路上陪伴我的花草，以及不

小心種死的盆栽》、《都會野花野草圖鑑 （增訂版）》、《苔玉

苔球養植專書》、《植物夥伴疑難雜症照護事典》

《花與料理：美味的、迷人的、365天》
作者｜平井和美╱渡邊有子╱大段萬智子　出版｜合作社出版

當生活的節奏越來越快速，不知何時開始連閱讀都逐漸變得要求效

率且破碎化，也許是時候該緩下腳步，找回屬於自己的步調，《 花

與料理：美味的、迷人的、365天 》的每一頁皆是對日常生活的質

感提案，讓綠意進入日常平凡的當下，以攝影之眼細細品味花藝與

料理的結合，別一口氣看完，這次讓我們慢下來，翻開只屬於今日

的那一頁。

林欣融    
台北誠品R79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3月

不出門的日子，就選一株喜歡的花朵靜靜相

伴，讓生活質感綻放！

推薦書單    
《花與料理：美味的、迷人的、365天》、《花美學：乾燥花、

永生花與鮮花的四季風格練習》、《一花入魂：回到初心，和大師

練習日常插花》、《一日、一花、一色：感受大和傳統色與花朵圖

案交織之美的366日》

《種子盆栽真有趣：無性繁殖X直接種植X泡水催芽》
作者｜張琦雯╱傅婉婷　出版｜晨星出版

看著小小的種子從萌芽、抽高茁壯，到枝繁葉茂，或是最終開花結

果，這中間的過程總是充滿了樂趣，也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每一株種子植物都像一個孩子，都會長成各自獨特的樣貌，這些植

物寶貝們，為人們的生活增添了許多色彩，更有許多人，在照養植

物的過程中，獲得了身心的療癒。在職人老師們的帶領與指導下，

可以更容易掌握植物們的生長狀況，給予正確的照護方式，讓植物

們長長久久，陪伴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潘雯雯   
台中園道書店 資深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3年

最喜歡看植物新生萌芽的樣子，初看十分柔

弱卻嶄露盎然生命力，總是能讓我獲得滿滿

的能量與喜悅。

推薦書單    
《種子盆栽真有趣：無性繁殖×直接種植×泡水催芽》、《樹木

教我的人生課：遇到困難時，我總是在不知不覺間，向樹木尋找

答案……》、《風格上板-牆上的綠色植栽：鹿角蕨．石松．空氣鳳

梨．蘭花．觀葉植物》、《每日美日： 凌宗湧的80＋作品解析》

《小桌花小瓶花， 隨手花藝設計：小角落．小器皿，
每天插插小花兒妝點生活》
作者｜山本真美　出版｜瑞昇文化出版

每種花各有不同的花語及姿態，簡單又不失高雅，在這疫情漸趨緩

的日子裡，與花的朝暮陪伴及細心照料下，在家角落的一角靜靜待

著，不知是等待陽光張手迎接溫暖的擁抱，亦或是陪伴大家度過低

潮期及那份無法用言語說出口的苦澀，但植物不只是擺飾，更是忠

實安靜的傾聽者，令人煩悶的時候，除了改變家中佈置、利用花藝

充實自己，更可以將自己今天心情的說給花兒聽，想著，不禁令人

會心一笑；藉由花藝，讓我們一起感受生活中的小美好。

王嘉汝    
台中三井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年

身處於3C世代的社會，適時放下電子產品，
讓生活中平凡的小事，治癒我們空泛無趣的

心靈。

推薦書單    
《小桌花小瓶花，隨手花藝設計：小角落．小器皿，每天插插小

花兒妝點生活》、《人氣園藝師川本諭的植物＆風格設計學》、

《世界之樹：孕育地球生命的樹木圖鑑》、《環遊世界八十樹 

（首刷限量海報版）》

《跟一棵樹聊天，聽他的人生哲學：溝通師的37堂植
物療癒通心課》
作者｜春花媽　出版｜日出出版

如果這本書能改編成繪本，會是能陪伴小朋友成長的禮物書。作者

與植物們的談話乍看之下很無厘頭，實則卻富有禪意，人類時常有

許多根深蒂固的觀念，但在與植物的對話中，給強力地換位思考

了，其實人類也是來自於大自然的啊！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

自己不屬於自然的一部分呢？

羅曼汝    
桃園中壢大江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年

翻開書，書裡什麼都有。

推薦書單    
《跟一棵樹聊天，聽他的人生哲學：溝通師的37堂植物療癒通

心課》、《手作的日常：播種人的手繪日記》、《苦雨之地》、

《八座山》

歡迎光臨 閱讀森林

《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
作者｜山女孩Kit　出版｜遠流出版

休假的時候，總喜歡和外子規劃一趟山林旅程，車沿著山路蜿蜒而

上，迫不及待的搖下車窗，和彼此分享山間空氣的清新，是平地難

得的。抵達登山口設定目標，艱辛的緩慢步行，路途中近乎沒了言

語的交談，各自調整呼吸沉澱思緒，往往困在心底百思不得其解的

那些問題，會突然得到解答，旅程結束後常自嘲難得休假，卻汗流

浹背、腰酸背痛，但下一次休假依然期待的往山林奔去。或許每個

人心中都有一個山女孩，等待著我們去體會山林的魔力。

胡乃文    
新北新板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5年

文字森林，帶領我們走遍世界，在閱讀的過

程中，彷彿身歷其境，與作者一同體驗大自

然療癒身心的神奇能量。

推薦書單    
《山之間：寫給徒步者的情書》、《貝加爾湖隱居札記：在這喧

囂的世界， 一個人到西伯利亞森林住半年》、《一個女人，在北

極》、《潛水時不要講話》



環境共好實踐論

        

歡迎光臨 閱讀森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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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期：午夜入夢指南

投稿讀者

Alice Chou ｜專案企劃  ｜職人歷5年

投稿讀者

Ariel Haung ｜影片剪輯師  ｜職人歷1年

《哈利波特1：神秘的魔法石》

（繁體中文版20週年紀念）

作者｜J.K.羅琳　出版｜皇冠出版

在睡前最適合再重溫一遍《哈利波特》這套家喻戶曉的經

典小說，透過閱讀這本書，就彷彿能隨著哈利的腳步，在

霍格華茲裡穿梭冒險、化險為夷，跟著文字跌進純粹的想

像空間裡，讓我們在睡前為自己施點閱讀魔法，翻開《哈

利波特》，從夢裡通往自己所嚮往的魔法世界。

《我想說聲謝謝你：12個月的感恩練習，每天找到

一件值得感謝的事，讓生命更豐富（附一年份感謝計

畫表）》

作者｜吉娜．哈瑪迪　出版｜悅之文化出版

睡前是與自己對話的寶貴時刻，透過閱讀這本書讓我們能

循序漸進回望生活的點滴，看見自己所擁有的快樂，寫下

對生命的感謝，你會發現其實自己生活中獨特的美好！推

薦大家睡前放下手機，開始實踐屬於你的「感恩計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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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台灣》
作者｜黃育徵╱陳惠琳　出版｜天下雜誌出版

從小就學習回收再利用的重要性，但單純的回收似乎是不夠的，從

源頭的製造開始減少汙染與廢棄物的產生並以小創造巨大，使每一

份資源都能妥善利用，減少大量開採資源保護自然生態，透過新的

商業模式創造就業機會，台灣的企業也陸續加入永續經營的概念，

在世界也能成為在循環供應鏈的關鍵樞紐，達到循環經濟更能保障

未來全人類的生活品質。

林羿君    
新竹巨城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7年

深入文字的知識叢林，進而認識地球的故

事，愛閱讀也能同時愛地球。

推薦書單    
《循環台灣》、《明日的餐桌：愛食物、零浪費，生態綠創辦

人帶你走訪世界食物革命運動現場，用吃守護地球，打造綠

色食物生態系 (暢銷增修版)》、《觸碰美洲豹：化恐懼為行動

力，打造生命經濟，挽救全球危機》、《重新想像資本主義：

全面實踐ESG，打造永續新商模》

《刻不容緩：當氣候危機衝擊社會經濟，我們如何尋

求適合居住的未來？》
作者｜娜歐蜜．克萊恩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因應全球暖和與氣候變遷，已有多國都在朝著2050淨零碳排的目標

前進，歐盟也規劃在2023年要課徵碳關稅。「 節能減碳 」是大家耳

熟能詳的課題，但除了從你我做起，政府帶領企業制定相關政策從

根源降低碳排量或許才是比較快速的做法。而這也是作者在此書中

所提倡的「 綠色新政 」，直接從系統上變革才有可能同時改善環境

與社會。她的思想或許激進，卻值得我們深思，尤其是正面臨產業

轉型的台灣又該如何因應這波浪潮？

羅珮文    
台北站前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5年

若地球暖化已無法停止，如何延緩與共存便

是當下的課題。

推薦書單    
《刻不容緩：當氣候危機衝擊社會經濟， 我們如何尋求適合居住

的未來？》、《核災下的首相告白》、《地球生存地圖：88張環

境資訊圖表，看懂世界資源消耗與氣候危機》、《我們可以選擇

的未來：拯救氣候危機》

《拿回我們的未來：年輕氣候運動者搶救地球的深度

行動》
作者｜娜歐蜜．克萊恩╱麗貝卡．斯蒂夫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身為記者的作者，為新世代的孩子爬梳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活動所

造成的環境破壞。不可否認這是一本讓人讀了會憂心忡忡的書，但

這血淋淋的事實是每個地球人都必須面對的：我們的地球確實正在

面臨災難！現代人類文明活動正是造成這場災難的兇手。無論新世

代或成人的我們都不能再無視氣候變遷。如果你深感無力，本書會

指引你方向！

李珮瑜    
台中中友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7年

我們無法改變大自然，我們已無法止停地球

的暖化。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的關係值得每

個人放下手機好好思考。

推薦書單    
《拿回我們的未來：年輕氣候運動者搶救地球的深度行動》、

《對地球最好的企業Patagonia：1%地球稅×100%有機棉革命，千

方百計用獲利取悅員工，用ESG環保商業力改變世界！》、《肉食

星球：人造鮮肉與席捲而來的飲食文化》、《我是葛莉塔：環保

鬥士葛莉塔與母親合著的唯一傳記》

《19-20世紀植物圖鑑：從200多幅植物剖析掛畫認
識植物學的世界》
作者｜安娜．羅倫　出版｜麥浩斯出版

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見各種不同的植物，但你知道這些植物有多少

種類嗎？書裡介紹了很多很多不同科別的植物，利用繪畫的方式詳

細地描繪出它的根、莖、葉及各種細節，就像是在欣賞一幅幅美麗

的畫作一般，讓我們更加理解植物優美的地方還有大自然給予的自

然的配色。書中收集了200多幅的植物圖像，從解剖到物種間的差

異比較，就像是藝術和科學的結晶般美妙，如果你很喜歡植物，那

這本書你絕對不能錯過！

鄒積佳    
台北信義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個月

這兩年因為疫情減少了很多與大自然貼近的

機會，不如利用在家的時間，喘口氣，透過

書籍重新認識大自然吧！

推薦書單    
《19-20世紀植物圖鑑：從200多幅植物剖析掛畫認識植物學的世

界》、《Flower Noritake與花生活的日日：喜歡的花，給喜歡的

人。花束、花圈、花藝設計與12個月的植物靈感（第二版）》、

《設計的極限與無限：從東方到西方，從自然物到人造物，探索

自然、藝術和建築中的秩序之美與比例和諧》、《森林秘境：生

物學家的自然觀察年誌（暢銷改版）》

《植物情人：臺灣第一本水彩古典植物畫》
作者｜黃湘玲　出版｜大塊文化出版

書中有一句話「 世界上不能沒有平凡的人，所以也不能沒有小草小

花。」所有的存在都有它專屬的意義，如果沒有平凡何來高貴；如

果沒有小草小花，何來顯得大樹的高大壯碩。當然任何人事物的出

生並非是為了犧牲自己、成全他人，我們也只是再努力做自己而已。

如同書中另一句話「 再平凡的花，也有無可取代的美麗。」或許我

的存在證明了別人的偉大，但我也有屬於自己華麗的所在，是他人

無可取代的。即使終將凋謝，但至少曾經綻放過。

蔡心汝    
台中大遠百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年

透過閱讀去聆聽大地的聲音、觀看山林間的

景色、感受人與自然之間的真善美。花期雖

短暫，但我們會好好珍惜。

推薦書單    
《植物情人：臺灣第一本水彩古典植物畫》、《花店：關於那些

花所傳遞的故事》、《江戶百花譜：日本最早彩色植物圖鑑精選

集》、《100種藥草療癒全書：史上最完整的西洋藥草寶典，100
種藥草圖解×藥草的使用&應用×美味藥草食譜》

《尋找一抹藍： 與自然共生的藍染記憶》
作者｜鄭美淑　出版｜商周出版

尋找一抹藍一書帶領我們回顧整個藍染產業，同時也是苗栗三義卓

也小屋的地方創生。曾經人們從植物取得色彩，馬藍、木藍等植物

帶來各種層次的藍，而他們選擇將這些植物重新種回來，不僅是藍

染產業的復育，也是對環境友善的選擇。藍染的發展也不只於客家

藍布杉，而透過他們的努力，藍染除了用在衣服包鞋等生活用品，

也可以是工藝品，創造出更多的可能。我們如何從生活中找回自然

與植物對話，或許藍染是個開始。

薛宇竣    
台南南紡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4年

生活在都市叢林的我們，是否覺得大自然離

自己好遠好遠。但是只要用心尋找、打開感

官，綠藝其實無所不在。

推薦書單    
《尋找一抹藍：與自然共生的藍染記憶》、《小島製帚：台灣

清掃的日常風景（首刷限量套組╱附掃你個痛快槺榔小掃帚吊

飾）》、《重返花磚時光：搶救修復全台老花磚、復刻當代新花

磚，保存百年民居日常的生活足跡，再續台灣花磚之美》、《色

彩手帳：給都市設計師、生活美學家的100個色彩秘訣》

《活在我們的星球：世界級自然學家見證地球一百年

的變遷與展望》
作者｜大衛．艾登堡　出版｜高寶書版

作者預言2100年將會迎來第六次大滅絕，海水上升，各國或許會

因此進一步造成紛爭。節能減碳以及恢復大自然野化是未來重要的

事。也許再過幾年我們能夠吃上植物性的肉食與其他製品。還土地

於大自然，維持地球的永續。地球上沒有一個海灘未受汙染。總有

一天許多微小的汙染因子，終究會在我們身上造成負擔。2100年看

似很遠，但其實剩下80年。我們可以不需要那麼多的包包、衣服與

保溫杯，還有其他讓人心動的裝飾品。

鑾岡玲    
新北板橋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0年

疫情雖然無法讓人出門，但卻也給了大自然

喘息的機會，透過閱讀，我們還能為地球做

什麼?

推薦書單    
《活在我們的星球：世界級自然學家見證地球一百年的變遷與展

望》、《矽谷製造的漢堡肉？科技食物狂熱的真相與代價》、

《愛為何使生物滅絕？在野生動物瀕危的時代， 檢視我們對寵物

的愛》、《明天吃什麼：AI農地、3D列印食物、培養肉、無剩食

運動……到全球食物生產最前線，看科學家、農人、環保人士在

無可避免的氣候災難下，如何為人類找到糧食永續的出路》

《Kinfolk 綠藝：打造生活中的每一景綠意盎然》
作者｜約翰．伯斯恩　出版｜三采文化出版

「 人類是自然生態的最大宗使用者，所以我們對環境有責任。」，回

饋自然的方式有很多，無一定的規則或模式，只要我們所做的一切

與自然相關，就算是住在都市也並不代表就得遠離自然，一朵精緻

的紙質仿製鮮花，或一小盆栽，都是一種將自然延伸出去的方式，

從擁有植物開始！

馬雲慈    
台北美麗華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7年

人類的發展皆源於大自然，除了透過書本瞭

解我們的衣食住行源自何處，還可從中思考

如何反哺回饋。

推薦書單    
《Kinfolk 綠藝：打造生活中的每一景綠意盎然》、《歐洲百年經

典植物繪：花朵、草木、果實，48種手繪植物名畫的細微觀察與

作畫祕訣（附首刷限量超大幅海報）》、《香氣採集者：從薰衣

草、香草到澳洲檀香與孟加拉沉香，法國香氛原料供應商走遍全

球，發掘品牌背後成就迷人氣息的勞動者與風土面貌。》、《色

染古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