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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行的女兒》
作者｜ 王淑婉 　出版｜馬可孛羅文化

細膩柔和的筆觸，透過四舅的口述和資料考察，作者記錄了父親與

阿母的相知相愛、王家茶行興盛時期、戰火摧殘和影響，另一方

面，故事伴隨著茶香細細帶出童年的回憶；茶葉麻袋包、父親阿母

的厚愛、當時一些對她影響甚深的人們。雖然作者有先天上的弱

勢，但字裡行間幾乎看不見憂傷和自卑的影子，流露出來的情感是

飽滿、細緻的，充滿了對家人的愛和思念。透過文字的紀錄，不僅

重建了幾乎要被遺忘的時期，也為自己的生命帶出了新的篇章。

《我的休日旅行手帳：日本IG人氣作家教你打造自
己的風格手記，獨創表格X拆解步驟X裝飾妙招，解
救手殘系的你 》
作者｜mini_minor 　出版｜墨刻出版

我喜歡旅行，無論是大到需要拖著行李箱，甚至是只要背上背包就

能輕裝上陣的小旅行，我都喜歡記錄它。在這個什麼都要講求快速

的時代，唯有提醒自己放慢腳步，一邊記錄一邊品味旅行帶給生活

的悸動，才不會讓日復一日的「速時生活」佔滿腦容量，而漸漸遺

忘旅行中不想忘掉的任何細節。不妨趁著這個疫情必須宅在家的當

下，整理一下旅行日記，這樣無論年代如何改變，翻開來都能找回

旅行時的怦然心動。

《我的老台北》
作者｜張大春　出版｜新經典圖文傳播

張大春以短篇散文的方式敘述家族從遷徙、漂離到落定，最終將台

北視為家的感情歷程。書中強調我的老台北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座

標，它就在那兒—在遼寧街116巷的公共電話亭旁 ; 在漢中街博愛

路的相機行外 ; 在安和路麥田咖啡眾人作著夢的時光裡 ; 在如今只

剩片段記憶，卻難以忘懷我的老台北故事中。書中情感感懷思念表

露無疑，在我的老台北印象中我只是ㄧ個過客，匆匆而過被日子追

著跑，青春歲月只留下淡淡的懷念。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
作者｜洪愛珠　出版｜遠流出版

看愛珠的書很過癮，會不由自主的有很多畫面，很多想吃的食物，

很多想念的人事物，藉由食物去傳承的記憶及技藝也經由文字敘述

看得津津有味，喜歡某種食物對人的重要性，就像愛珠家的滷肉潔

癖，我外婆家特有的水餃口味，是一種很微妙的情感連結，要吃過

才能說得頭頭是道，並且永遠想念。

《Typography字誌 Issue 6：活字的現在 (附日星鑄
字行「字．誌」特製鉛活字)》
作者｜Graphic社編輯部/ 卵形/ 葉忠宜　出版｜臉譜出版社

從活版印刷→桌上型排版→電子書，隨著科技日新月異，活版印刷

卻因數位興起而式微，在這世界上還是有一群極具熱血的職人投入

其中，始終存著保存傳統技藝的決心，讓這流傳百年透過鉛字所進

行的活版印刷技術留存著，鑄字、檢字、排版、印刷與職人深度訪

談，讓我們看見活字印刷之發展脈絡。

《巷弄裡的台灣味：22道庶民美食與它們的故事》
作者｜范僑芯 (佐餐文字)　出版｜時報文化出版

身為曾在台北讀書的台南囝仔，每年端午肉粽南北戰不免看得津津

有味，無非是「食髓知味」的刁嘴民，各自擁護刻在心底的巷口情

結—吃食總會攫住青春回憶，讓人時時感嘆「舊愛才是最美」。

古早味、在地小吃在時光的淘洗下地位屹立不搖，況且講求居家防

疫的現今，逛巷弄或夜市大啖美食忽而成為奢侈想望，孕育「巷仔

內」的文化底蘊更顯彌足珍貴。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味，十

分「台肯」的吃貨溯源，尚青才敢大推！

《最好不過日常：有時台北，有時他方》
作者｜韓良憶　出版｜皇冠文化

老街廓新生命，是每次穿梭在赤峰街巷弄最深的感受，那些選擇落

腳此地的新創業主，一店一故事地在現實生活中盡情展演；即便字

裡行間都有著極其私密的個人書寫，但是我喜歡書中描寫日常不過

份斧鑿的筆觸，「遠方的小酒館」起始，作者依照自己的想望，

虛構了有如深夜食堂般的小品故事，就如巷弄店家展現的生命力一

般，柔軟中帶著韌性。

《一個人的無謀小旅行》
作者｜米果　出版｜日出出版

這本書剛好可讓因疫情無法出國的重度日本上癮者可以重溫一次又

一次的旅行 ，字裡行間都是最美的定格 ，對我來說，旅行就是生活

的延伸，享受一個人的自在，  無計畫的旅行更能深入體驗不同的文

化差異，每一趟都會為自己留下更深的回憶與養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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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得恩    
新竹巨城書店 文具管理專員｜職人歷6個月

新生命延續著老物的樣貌總是有種吸引力，

述說著一些故事，也承載著一部分的自己。

推薦書單    
《茶行的女兒》、《捌零．潮臺北》、《臺北城中故事：重慶南

路街區歷史散步》、《書店不屈宣言》

吳薏嫻    
台中三井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2年9個月

慢‧是一種提醒，漫‧是一種享受，我們有

多長時間沒有停下腳步「仔細生活」了呢？

推薦書單    
《我的休日旅行手帳：日本IG人氣作家教你打造自己的風格手

記，獨創表格X拆解步驟X裝飾妙招，解救手殘系的你 》、《台

灣灶咖，家滋味：廚房裡的飯菜香，每個人最想吃的媽媽味料

理》、《臺灣小鎮慢騎：25條縱貫東西的慢遊路線》、《旅繪台

灣：用畫筆，記錄這座島嶼最感動的風景 》

吳明青    
宜蘭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0年10個月

文化技藝傳承是需要理想、行動、能力養成

及熱情來灌溉。在各行各業付諸行動力，並

在挫折中前進的人才能走向成功。

推薦書單    
《我的老台北》、《臺北老屋三生事》、《萬華世界特集：花

街．工藝．大理街．青草巷．市場．廟宇》、《地味手帖 04：

繼承家業，新時代的返鄉傳承路》

王思彤    
高雄駁二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9年

疫情肆虐之年，對日常生活的想像，更多了

一個對自我的充實的占比，這都是為了重新

出發做準備。

推薦書單    
《老派少女購物路線》、《台北多謝 Taipei，to-sia》、《出發

台灣山林：新手也能走，從里山到深山的步道小旅行》、《朝聖

台灣：燒王船、迎媽祖，一位攝影記者的三十年祭典行腳》

張集雲    
台北誠品R79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0年

透過城市規劃及社區設計與舊時台北城連

結，形成新舊產業共生共存樣貌，足以代表

一種迷人的風景。

推薦書單    
《Typography字誌 Issue 6：活字的現在 (附日星鑄字行「字．

誌」特製鉛活字)》、《地味手帖 00：流動生活，實現二地居

住、自創工作的新可能》、《打造所有人的理想歸宿：在地整體

照護的社區設計》、《匠人：創造者的技藝與追求》

施柏仰    
台南南紡夢時代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年2個月

「生活即文學，文學即生活」，書寫與閱讀

或許並非必需品，而是期許自己變得溫暖的

一份微小寄望。

推薦書單    
《巷弄裡的台灣味：22道庶民美食與它們的故事》、《圖繪日本

料理》、《老派洋食：漢堡排、蛋包飯、可樂餅、奶油燉菜等51

道經典和風料理》、《戀上日本酒》

劉杰明    
台北忠孝SOGO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20年

高中通勤常搭北淡線；接觸中山書街是防火

訓往返赤峰街巷弄的日子，老鋪與新創店家

共治一爐，值得細細品味。

推薦書單    
《最好不過日常：有時台北，有時他方》、《看得見的記憶：

二十二部電影裡的百年臺灣電影史+台北之晨．持攝影機的男人 

全新配樂DVD (誠品獨家)》、《圖說清代台北城 (風華金典藏

版)》、《圖說日治台北城(緻雅銀典藏版)》

郭高任    
高雄悅誠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9年

閱讀是一種生活、是一種態度，或許無法滿

足你需要的答案，但會成為你成長的養分。

推薦書單    
《一個人的無謀小旅行》、《12元的高雄》、《觀光小鎮漫遊

趣：30個台灣幸福小鎮的創生與體驗旅遊》、《東京古民宅咖

啡：踏上時光之旅的40家咖啡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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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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共好實踐論

        

中山街廓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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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讀書單，一起完成這場地下共讀計畫。

「地下共讀書單」讀者投稿          第19期：後來，我們長大

投稿讀者

Yuchen Shih｜活動企劃 │職人歷1年

投稿讀者

Shihming Chang｜行銷企劃｜職人歷2年

《伊卡伯格：J.K. 羅琳寫給孩子的床邊故事，也是獻
給所有仍保有赤子之心的大人的原創奇幻童話！》

作者｜J.K.羅琳　出版｜皇冠文化

豐饒角王國看似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但實際上也存在

著「沼澤地」這樣不美好的存在，  J.K.羅琳用奇幻、魔幻、
美好的元素包裝這本當代童話故事，但事實上也透過故事

告訴我們在「童話故事」背後的真相，《伊卡伯格》不只

是孩子的床邊故事，更是讓長大後的我們直面生活的作品。

《爺爺的天堂筆記本》

作者｜吉竹伸介　出版｜三采文化

關於生命與失去，是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面對的課題。不

同於死亡帶給人悲傷或恐懼的感受，本書以輕巧溫柔且詼

諧有趣的方式描繪想像中的天堂模樣，帶領讀者直探生命

的議題，讓害怕失去的孩子和長大的我們都能得到心靈的

撫慰及滿滿的收穫與反思。

誠品R79 親子系列講座   

 

【從小說到漫畫，跨媒介閱讀】
07.31 sat. 15:00-16:30│誠品R79藝文沙龍
主講│張國立、趙大威、韓采君

邀請《海龍改改》的原著與改編作者聊聊不同載體下的創作理念、思路與創作歷程，以及各自創作和改編路上的展望。

 

●以上活動均為免費參加，現場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誠品書店保留活動異動與修改之權利。

【《超級工程MIT》的超級任務】
07.25 sun. 15:00-16:30│誠品R79藝文沙龍
主講│黃健琪、吳子平、小木馬

小木馬《超級工程MIT》系列為孩子介紹屬於台灣的世界成就，透過艱難的工程建築認識台灣環境。

《街屋台灣：100間街屋，100種看見台灣的方式！》
作者｜ 鄭開翔　出版｜遠流出版

書中並非風景明信片常見的美景，也不是各種令人驚嘆偉岸的建

築，而是台灣街邊隨處可見，你我可能極其容易忽視的街屋。招

牌、騎樓、鐵皮等平凡元素，透過一幅幅的水彩彩繪，散發出日常

的生命力。平凡、樸實，卻能顯現出在地的韻味。

《看板建築：東京昭和生活文化散策》
作者｜萩野正和/ 監修　出版｜日出出版

書裡介紹了日本昭和初期因關東大地震而重建的商店建築，內容從

建築出發，而建築又勾勒出人們的生活樣貌，例如看似不起眼的服

飾零件店，住著以自己工作為豪的爺爺，述說著每個上門顧客的故

事，這樣穿插著人們的生活點滴，讀起來非常溫暖，在這不能出國

旅遊的時節裡，藉由這本書來趟東京昭和建築與文化的探索之旅吧。

高子珺    
新北雙和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7年8個月

歷史軌跡不可逆的變動，街道景物不斷更

改，不變的是生活的熱情，帶著熱情再探索

一次屬於中山街區的風景。

推薦書單    
《看板建築：東京昭和生活文化散策》、《反造再起：城市共生

ING》、《好城市的空間法則：給所有人的第一堂空間課，看穿

日常慣性，找出友善城市的101關鍵要素》、《隱蔽的空間：寶

藏巖地方故事集》

《藝術、知覺與現實》
作者｜宮布利希/ 霍赫伯格/ 布萊克　出版｜木馬文化

我們如何透過感官認知現實與藝術？現實的再現又如何成立？此書

由宮布里希、霍赫伯格與布莱克的三篇講座文稿構成，並從藝術史
出發，串聯心理學、語用哲學觀點圍繞著藝術再現的本質問題進行

深度探討，爬梳人類在視覺感知過程中的判斷傾向。在這個再現形

式多樣的年代，我們或許並不真的理解自己的眼球接收了什麼資

訊，而有些事物的靈光實際上來自於更複雜的經驗與歷史累積，此

書的跨領域研究視野將有助於我們收攝更多視覺藝術中的美。

蔣皓    
台北南西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個月

觀看不只是睜眼，是需要鍛鍊的實踐。當過

量資訊使人吝於闔眼，唯有凝神看清諸物內

在，始能尋回注視的理由。

推薦書單    
《藝術、知覺與現實》、《神話學》、《模糊的歷史》、《形式

的起源：萬物形式演變之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設計美學×科學

探索》

《字型散步Next：從台灣日常出發，無所不在的中
文字型學》
作者｜柯志杰/ 蘇煒翔　出版｜臉譜出版社

每日工作、使用手機，是現代人如呼吸一樣的事，以致忽略這當中

最小的連結：文字。文字形塑語言及歷史，積累成為集體記憶，中

山區留有日治時的舊情也有著當代新生的文藝，散步、觀察路上文

字繼而至整個街廓，能看見更多隱藏細節。各樣招牌建築在幾經權

力者更迭後，仍展現濃厚人情，字體功不可沒。本書整理字體與印

刷間的歷史與觀看方式，在家閱讀、虛擬走路、比對網路街景，日

後再看任何招牌路標甚至塑膠袋文字，都會很不一樣了。

黃暄    
台北松菸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8年4個月

我曾反覆見她。記憶如幽靈晃蕩，附於牆角

街廓。明確、無形、不斷變化，緩慢且醇厚

地疊加於世世代代。

推薦書單    
《字型散步Next：從台灣日常出發，無所不在的中文字型學》、

《城市如何運作：從人文學看待城市的15種觀點》、《日本前現

代建築巡禮：1868-1942明治．大正．昭和名建築50選》、《直

島誕生：地區再生X企業行銷X藝術實驗，從荒涼小島到藝術聖

地的30年全紀錄》

蔡佩玲    
 新北新板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12年

古建築裡的當代作品，老屋裡的咖啡香，在

這城市，時代的記憶與人們的生活正相互激

盪。

推薦書單    
《街屋台灣：100間街屋，100種看見台灣的方式！》、《來自雲

間的尼尼：打開畫家的靈感之門》、《當代藝術關鍵詞100》、

《老屋顏與鐵窗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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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商業模式如何運作、人們會如何作選擇？人類經濟行為背後

的設計模式剖析給你看！不是印象中艱澀的經濟學，絕對可以從頭

到尾看完的經濟學書籍，想知道明明在疫情影響下，各民生通路悄

悄上漲的物價為何還是不一致？為何黃金地段的店面死撐活撐都要

租下去？經濟學家告訴你，有錢人比你想得更多！

劉家慧    
台北站前書店 資深門市組長｜職人歷10年

疫情加速改變人類日常生活，未來的世界會

如何變化？新興媒體、AI運用出現生活中，
社會經濟又會如何改變？

推薦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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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Podcast：千萬收聽製作人教
你內容規劃、主持、上架指南》、《不工作的世界：AI時代戰勝
失業與不平等的新經濟解方》、《誰偷走了我們的財富？為什麼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薪水越來越低？因為從政客、銀行、會計師
與律師，都只服務有錢人！》

《風土創業學：地方創生的25堂商業模式課》
作者｜洪震宇　出版｜遠流出版

特色小店林立的中山街區，每個懷抱夢想的小小店家，努力地為此

地交織出嶄新的故事。然而隨著繁榮興盛，如何避免變成一個商家

同值性高，失去地方特色的商圈，是台灣許多地區共同面臨的課

題。跟隨書中的方法，不論是業者、地方組織或政府，必須找出這

個地區的價值主張，將顧客定位、獨特優勢及獲利模式相互連結，

並運用5W1H方法論找出SMART風土創新五力，建構出可永續經

營的商業模式，才能持續為這塊土地寫下新的篇章。

《你想活出怎樣的小鎮？何培鈞的九個創生觀點》
作者｜何培鈞/ 楊麗玲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串連深山的小鎮與城市的街道，那是看見地方價值與美好的體現。

從勵青到文青，從花布便當到排骨飯，此起彼落的打鐵聲，細細領

略，宛如平行時空式的存在。作者用10多年的信念串聯了空間地域

中被人們忽略的文化力量，用專注行動與共享壯大地方的生存力，

醞釀出土地自有的溫暖及態度。誠如書中提到「一地風土，養一地

人文特色」，待疫情趨緩，慢活式的步於赤峰街或是趨車前往大鞍

竹海，用身體感受他們的故事。

于念加    
台北西門書店 門市組長｜職人歷5年

風土之中，你我都在這裡生活、體驗人與環

境的關係漫步在赤峰街上，也許更能體會巷

弄中蓬勃的創意與豐富的故事。

推薦書單    
《你想活出怎樣的小鎮？何培鈞的九個創生觀點》、《巷弄經濟

學》、《風土經濟學：地方創生的21堂風土設計課》、《二地

居：地方創生未來式》

《街頭設計：改變街道的七種方式》
作者｜影山裕樹/ 武川寬幸/ 柿原優紀/ 吉城壽榮/ 以倉敬之/ 高岡謙太郎/ 榊原充大/ 江上
賢一郎/ 笹尾和宏　出版｜行人出版社

以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為發想，本書作者以七種形式的戶外活動為

例，闡述在世界各地，人們如何利用騎樓、公園與街坊等公共空

間，串連起相異社群。讓日常生活中，因生活型態、階級不同而被

分隔的人們，能獲得相會與交談的機會。而若以中山街廓來想像，

繁榮商圈帶來觀光消費的人潮，然而為了吸引人潮打造的活動與空

間，卻甚少與在地居民連結。若能利用書裡的案例去思考、創造一

種包容大眾的空間，我們是否也能在生活中看見不同的風景呢？

賈婷之    
台北台大書店 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1年9個月

走入人情百態的街坊，探訪蘊涵舊時光的老

屋容顏，也感受新產業注入的活力，兩者撞

出的火花值得我們細細品思。

推薦書單    
《街頭設計：改變街道的七種方式》、《折疊都市：從日本的都

市規劃實踐經驗，探尋人口減少時代的城市設計和人本生活》、

《社區設計的時代》、《社會小設計：從點到面的設計串聯，小

改變翻轉地方大未來》

陳泓睿    
台北信義書店 資深圖書管理專員｜職人歷6年

懷抱夢想的人們，在此處相遇，彼此影響、

交織、衝突、蛻變、共存，為這塊土地寫下

嶄新的故事。

推薦書單    
《風土創業學：地方創生的25堂商業模式課》、《地方設計：

萃取土地魅力、挖掘地方價值，日本頂尖設計團隊公開操作秘

訣，打造全新感動經濟！》、《老屋創生25帖》、《商業構想

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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