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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作者｜ 小野寺史宜 　出版｜悅知文化

主角的生活從一個家庭轉變成獨自一人，在噩耗不停襲來之後，遇

到身邊許多給予溫暖的人，但最難能可貴的是，主角一直都會站在

他人的立場去著想，就算自己過得拮据，也絕不會因此作惡。從錯

失可樂餅的窮困人生，到以廚師為方向的未來目標，歷經成長後發

現，原來自己也可以是給予的那方，而一切傳遞的是無法被取代的

「人」。

《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 日常生活中的經濟賽局，臥
底經濟學家完美破解 (全新增訂版) 》
作者｜提姆．哈褔特 　出版｜早安財經文化

咖啡在這個幾乎人手一杯的時代，你可曾想過為何星巴克的咖啡比

較貴?也許你只看到了價格，而做選擇但真正背後的意義又是什麼?
是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是咖啡店老闆?咖啡店老闆為何要在這裡開
店?咖啡要如何定價?到底是提高單價好還是薄利多銷好?
作者以咖啡為主題循序漸進地，帶著讀者一步步進入困難的經濟觀

念中。經濟學關心的最終還是人，想了解經濟學又怕理論艱深難

解，看這本書一起走入經濟學的世界。

《論幸福：現代蘇格拉底哲學家阿蘭的教導，成為自

己的思想者，在各種環境中保持快樂的藝術 (新版)》
作者｜阿蘭　出版｜麥田出版社

透過閱讀一篇篇阿蘭的隨筆，發現自己內心中偶有的煩悶與表現出

的壞脾氣，是很多人都會遇到的問題。雖然阿蘭身處的時代與文化

背景和身在現代台灣的我完全不同，但字字句句中對於「激情」、

「絕望」、「快樂」等的描寫與分析卻能讓我自然連想到自己生活

中的大小事因而感同身受。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遇事時的應對態度

與處理方向，漸漸地會發現自己正煩惱的事其實也不是想像中那麼

讓人討厭，我想也許這就是一種通往幸福的方式吧。

《習慣致富人生實踐版：在關鍵時刻下對決定，讓
你成功達陣，樂享財務自由》
作者｜湯姆．柯利　出版｜遠流出版

作者用爺爺說故事的輕鬆節奏講述兩個起點及背景相似的家庭，僅

因「選擇」不同，導致天壤之別的一生。讀起來像寓言故事，卻是

貨真價實的警世劇場。「人生就是一連串的選擇」，所有看似微不

足道的生活習慣。「唉，沒關係一卡在手希望無窮！」、「唉，錢

不是花掉只是變成喜歡的東西而已!」。這些都在無形之中產生蝴蝶

效應，或許下一次當你心中的「唉」又出現引誘你時，這個故事能

警醒你做出讓未來的自己「好哩加在」的決定。

《槍炮、病菌與鋼鐵: 人類社會的命運(25週年暢銷紀
念版)》
作者｜賈德．戴蒙　出版｜時報文化

地球存在了46億年，人類的歷史就像蜉蝣一般，但譜寫出來的旋

律卻燦爛、盛大。透過這本書，彷彿跟著作者走過歷史的洪流，卻

不是走馬看花，作者透過歷史和生物學等的知識，再加入一些趣味

性，使我們加深了對歷史、對環境的了解，給我們一個全新的角度

來看世界。此外，正如此本書的核心-亞力提出的問題，世界並不是

一成不變的，我們應該去探究原因，才能夠省思，進而改進自己的

缺點，精進自身的能力，不被時間的洪流丟下。

《複利效應: 6步驟引爆收入、生活和各項成就倍數成
長》
作者｜戴倫．哈迪　出版｜星出版

用每一天微小的習慣和選擇，通過持之以恆的實踐，最終獲得龐大

的回饋和顯著的效果。這就是複利效應一書的主軸。作者在本書的

開頭先提出了複利效應簡單的幾個實例，快速帶領讀者了解「複利

效應」的主要內容與訴求，再以五個章節循序漸進幫助讀者一步步

建立屬於他們個人對複利效應的觀念。本書在最後還提供了數個量

表，將習慣、個人行為、選擇、目標等畫成實際的表格，清晰整理

後，相信對閱讀本書、期望達成進步的讀者有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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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席爾凡．戴松　出版｜木馬文化

想像自己拋開一切橫跨8000公里。從法國到西伯利亞，來到貝加爾

湖畔一棟別緻的小木屋中。燒好一爐熊熊的爐火，啜上一口辛辣的

伏特加，混著雪茄縈繞的燻氣入喉。挑選一本好書，伴著窗外裊無

人煙的蒼涼針葉林景閱讀。附近的熊鄰居不時的會循著木門洩出的

暖氣來串門子。作者在貝加爾湖畔待了6個月，但他的目的不是真的

要隱世獨居。他在曠野的木屋裡放緩思路，用更清澈簡潔的視角，

檢討自身與現代社會逐漸遺失的生活態度。

《未來十年微趨勢：洞察工作、科技、生活全新樣

貌，掌握下一波成功商機》
作者｜馬克．潘 / 梅樂迪斯．芬曼　出版｜先覺出版

作者馬克．潘是美國極具影響力的策略顧問，而這本著作標示出他

在2008至2018年對美國社會的觀察與剖析，並且對於正在擴大的

現象，提出可能的商機或衍伸出的議題。身處在地球另一端的我

們，儘管生長環境與美國不盡相同，仍可以藉由閱讀這本書，汲取

新觀點，投注目光於不曾關注的面向。為自己的知識寶庫新增大人

物的智慧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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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任淳    
中壢大江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5年

過去的點滴凝聚成現在的我，現在的我去思

考將未來細水長流。不後悔、不踟躕，努力

收穫屬於自己的回憶果實。

推薦書單    
《游牧人生：是四海為家，還是無家可歸？全球金融海嘯後的新

生活形態，以車為家的銀髮打工客，美國地下經濟最年長的新免

洗勞工 (電影書衣版)》、《比起喜歡自己，我有更多討厭自己的

日子：厭世、躺平也沒關係，擁抱陌生自我的111個接納練習》

劉庭禎    
台北新板書店 文具管理專員｜職人歷1.5年

無論回憶是甜蜜，抑或是苦澀，都佔據我們

心中無可取代的位置。緬懷回憶後，看清往

後的方向，為自己刻畫一幅嶄新的藍圖。

推薦書單    
《我選擇勇敢: Google首位幕僚長的職涯高投報法則》、《打

造財富方舟：疫情衝擊後的世界經濟脈動全面解析，把握關鍵機

遇， 你就是贏家！》

許容安    
台北信義旗艦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3.5年

對於生命中的分離，如何告別悲傷，一直是

每個人的人生重要課題。因為有在一起的點

點滴滴，離別才會讓人不捨。而閱讀就是一

種療癒傷痛，邁向未來的方法。

推薦書單    
《爺爺的天堂筆記本》、《風中的電話亭》

許安琦    
台北松菸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3年

無論回憶是溫暖美好，或痛苦悲傷，它們都

是支撐自己最堅強的後盾，今後也請認真享

受每個喜怒哀樂的當下吧!

推薦書單    
《賺錢, 也賺幸福》、《小資女的理想生活提案》

胡家菱    
台北誠品R79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6個月

在人生旅途中，看過歡喜的事物，也遇過悲

傷的挫折，但這些事物、挫折凝結成回憶，

使我更有勇氣邁向遠方。

推薦書單    
《人類大歷史: 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新版)》、《蛤蟆先生去看心

理師》

吳思璇    
台北南西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6個月

誠實地將回憶撿拾拼湊，最後組合成的，是

當下的自己，也是一個人靈魂與意識的最重

大成份，而能攜帶前行。

推薦書單    
《讓可愛的錢自動滾進來：27歲財務自由的理財7步驟》、《習

慣致富：成為有錢人，你不需要富爸爸，只需要富習慣》

蔡介倫    
台北信義旗艦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5年

自信的高低取決於是否能正視內心的深處。

回溯人生和原生家庭的歷程中，無論好壞，

都會成為滋養心靈的力量。

推薦書單    
《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大海浮夢》

古竹真    
新竹巨城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6個月

當時很生氣的事未來可能引人發笑；當時的

痛徹心扉也可能隨著時間被稀釋，每個片刻

變成回憶的樣子都很值得期待呢。

推薦書單    
《商界菁英搶著上的六堂藝術課：30幅全彩名畫×6大關鍵字×6

大習作，扭轉框架限制, 建立觀點, 快速判斷, 精準決策》、《內

在驅動力：不需外在獎勵和誘因，引燃700萬人生命變革的關鍵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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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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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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回憶邁向遠方

由R79資深職人分享五年來 書店內趣事，我想和讀者分享……

何啟瑜  
門市組長｜職人歷6年

鄭于舜  
門市組長｜職人歷6年

劉杰明  
門市組長｜職人歷21年

張集雲  
門市組長｜職人歷11年

職涯近五年是我調動最頻繁的時期， 由社區書

店、 百貨書店， 然後來到R79。 有常客見面就來

段憂國憂民的時事分享， 也有長者和同仁培養出如

母女般的情誼， 只因子女皆在國外的孤寂， 在中

山書街， 一切未完待續。

落座於捷運中山站及雙連站之間， 是全台最長書街

亦是最長的誠品書店， 裡面有每天都會來店裡報到

的客人， 要先幫太太買菜才能買書的教授， 能在

這裡與每位客人相遇， 都是來之不易的緣份。

全台最長書店。 最豐富的一段其實靠近雙連站爵

士廣場， 堪稱地下綜合書區段， 網羅兒童、 文

具、 經典作品與生活用書。  但因兩站間達310公

尺， 常常讀者走到一半折返， 來回不懈找書的精

神， 常讓我佩服， 滿足心靈的慰藉， 也鍛鍊腳

力。

對R79的第一印象 「長！」， 時至今日， 這間

店還是很長。 下班後沿著長長的書街走著， 想著

那些只要給它好一點的位置， 便會有機會被珍藏

的商品。 在這裡遇見與自己品味相似的客人， 都

是得來不易的緣分。

《辛波絲卡．最後》
作者｜辛波絲卡　出版｜寶瓶文化

辛波絲卡的詩作題材廣泛且觀察細微，從人生經驗、自然環境、生

活用品到各種情感的摹寫，詩中各個細節鋪陳，或寫實或抽象，無

一不是語言精鍊、用詞準確，非常耐人尋味。本書內容大多選自辛

波絲卡逝世前出版的最後一本詩集《這裡》，翻開書頁彷彿透過詩

人的眼睛遊歷了一個我們熟悉卻又陌生的世界，熟悉的是那些人生

無常，陌生的是我們從未留心的片刻須臾，她卻用充滿童真的雙眼

和文字為生命的熱忱留下痕跡，相當動人。

《午夜圖書館》
作者｜麥特．海格　出版｜漫遊者文化

有時，是不是會對生命感到猶豫與迷惘呢？就像本書的主角一樣，

腦海裡迴盪著如果自己當時選擇了，就好了。這種念頭，在一連串

糟糕的打擊下，差點做下不可挽回的決定；幸好，遇見了午夜圖書

館。不管我們想像自己可能會有怎樣輝煌的人生，終究只是一個可

能性。我們也無法知道那一個才是最佳的選擇。我們所能做到是停

止在生命裡的不斷的後悔與自責，學著活在當下，懷抱著明天會更

好的憧憬；我們會發現生命中仍有許多可愛之處。

曾薇霖    
台北西門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3年

我們在生命的手札裡，有時會沈醉於翻閱前

面精彩的章節；但不要忘記，後半也有同樣

繽紛的內容等待著被填寫。

推薦書單    
《就像現在這樣》、《沙漠。詩集。書店》

《裝幀師》
作者｜布莉琪．柯林斯　出版｜野人文化

這本書是用裝幀師這個職業來包裝的一個魔法奇幻故事，故事內容

契合裝幀師的特色又有愛情及推理。書中所設計的秘密與我們生活

上會遇到事情息息相關所以帶入感會很重，故事內容也很緊湊不會

冷場，篇幅略長但是也伴隨著出場角色的深刻描繪使讀者更了解作

者想要描述的心靈狀態，這是一本適合有閱讀習慣的讀者可以選

擇的一本書，魔法的世界勾起無限幻想，邪惡的秘密推動內心的渴

望，翻開精美的封面讓我們一起進入裝幀師的行列。

王德敬    
台北雙和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3個月

美好的回憶是前進的力量，力量給你勇氣。

不用在乎社會給你的框架，只要做好自己想

做的事。

推薦書單    
《看不見的圖書館 6: 梅杜莎之筏》、《裝幀事典: 倫敦書籍藝術

中心, 手工裝幀創作技法全書》》

《82年生的金智英》
作者｜趙南柱　出版｜漫遊者文化

本書足以代表當代亞洲女性普遍處境。

在改編電影後，掀起南韓社會性別對立，厭女、仇女反動高熾。僅

管這是一部非常溫柔敦厚之作。對進步解放的現代女性，日常生活

仍經歷的種種性別壓迫，細細寫來。世界真如某些反女權者宣稱：

已不再有歧視、壓迫與性剝削？不是醜女，就是蕩婦；不做甜心，

就是瘋女；不聽話，就欠打。一如太夢所言：「當你習慣了特權的

時候，平權對你來說就像迫害。」女性主義者想爭取的，只是跟你

一樣的權力。

吳欣怡    
台中大遠百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12年

還記得第一屆地下職人，有幸忝為推薦人之

一。如今兜兜轉轉，五年過去，光榮指派莫

敢不從。

推薦書單    
《紫色裙子的女人》、《讀女人》

魏玟瑜    
宜蘭書店 文具管理專員│職人歷1年

如果能在某處再次相遇。希望再見以前，過

往點滴會澆灌我們成為更好的人。

推薦書單    
《薇若妮卡想不開》、《瘂弦回憶錄 (平裝)》

《有一種工作，叫生活》
作者｜曾彥菁 (Amazing)　出版｜遠流出版

工作成就生活，生活累積成了人生！徘迴在各種岔路，面臨許多選

擇的我們，總想著自己還能做什麼？但為何不想想，自己想要做什

麼？有多少人能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過著自己想要的生活。跳脫

所有的框架，如果工作是遊樂園，就挑選我們最感興趣的項目。用

力且盡情地玩耍吧！

王幼玲    
高雄大遠百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5年

改變無需等待，當下就是每一個明天。未來

則是每一個今天，轉念即是幸福，就能獲得

力量!

推薦書單    
《我的人生就是我的事業》、《人生真的很好玩》

《一人創業：創業就是，做好一件你真正想做的事!》
作者｜坂本憲彥　出版｜遠流出版

相較坊間同質性書籍，本書特色以「個人軸」與「市場軸」論述創

業心法，並強調個人特質的重要性，心態決定一切。從「個人軸」

出發，認識真實的自己，找到「真正想做」的事，以此為標的，投

注正向積極觀念與實作方法於其中。王爾德說：「就做你自己吧，

其他角色都已經有人演了。」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創品牌。創業

不是我的人生目標選項，卻也從這本書中讀出了興味。

《理想的簡單生活 (誠品獨家書封版)》
作者｜多明妮克．洛羅　出版｜如果出版

理想狀態就是用「少即是多」的原則，套用生活中事物及自身，從

無意識行為，轉為有意識觀察，享受每一個創造的當下。現在外在

資訊很多迅速又雜亂，不停吸收反而會不知該如何走下一步。而簡

單生活就是撇除空間雜物或內心多餘情緒，去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平

衡感，創造自身「空白空間」，繼而放慢腳步，保留時間給自己。

唯有顧好自己，才能將這份美好狀態傳達給他人。

郭和珍    
高雄駁二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8年

不斷向外索取，反而失去單純，世界用獨特

的方式，讓我們接受捨與離，唯有往內連結

才能真正感受人事物。

推薦書單    
《咖啡時間的自我對話》、《離線練習》

《大人的床邊故事：千萬次下載，助你安定情緒、輕

鬆入眠的正念冥想》
作者｜凱薩琳．尼可萊　出版｜遠流出版

現代人時常面臨著各種工作壓力，下班回到家依舊在處理工作上的

事，導致身心時時刻刻都處於緊繃的狀態。作者藉由短篇小故事，

讓讀者們能在睡前靜下心來。當你讀著文章時，可以放下腦中，因

為工作給予的繁瑣思緒，一起進入到文字的畫面中。想像著自己在

這些地方，做著相同的事，讓心靈得到紓壓，讓身體可以放鬆，進

而好好休息。床邊故事不僅能安撫孩子的情緒，更是大人身心的一

種療癒。

謝碧霞    
高雄悅誠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個月

回憶的酸甜苦辣，不是讓你停留在過去，而

是讓你帶著它們一起成長，去面對未來更多

的挑戰。

推薦書單    
《行動冥想》、《我那麼拼命, 就是不想平庸至死》

郭嘉蓉    
南紡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4.5年

不念過去，不懼將來。安住每時每刻，專注

享受。當下的自在美好。

推薦書單    
《放下人設, 人生別急著找答案》、《從1%的選擇開始，去做

你真正渴望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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