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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錢穆先生 60年前講學而成的著作，從遠

古舊石器時代、三皇五帝一路講到辛亥革命民

國創建。如果只閱讀文字表面，會覺得很像國

高中時期的教科書 (國立編譯館撰寫時大抵

也有取材於此 )，其實文字背後暗藏錢穆先生

深切的歷史觀底蘊。承襲《史記》史書傳統：「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通篇援

引豐富史料佐證論點。讀史書讓我們知道自己

的根源，汲取前人的教訓，更重要的是：安頓

好當下現世、著眼更美好的未來。

從學生時期到進入社會工作，經歷過不少冗長

或沒有效率的會議，這樣的經驗相信絕對不會

是太愉快的回憶。但事實上要如何開好會議，

很多人至今依然相當苦惱。佐藤可士和以在日

本一流廣告公司博報堂與自創公司的經驗，不

斷思考並創新有效率的工作環境，讓團隊能不

斷提高產值。不僅將開會前後所有的注意事項

逐一說明，連同聚餐細節與避免在公司開會的

觀念都能說得如此有道理，佩服之餘也不禁反

省自身對工作與會議的思考實在遠遠不及。

「人是理性的」是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假設，但

丹．艾瑞利在書中透過多元的實驗論證，證明

該假設不足以成立，因為人是世界上最複雜的

生物，很多行為都是非理性的。他也提供了異

於尋常的觀看之道，為我們展現出不同樣貌的

世界。在書中的字裡行間總是能讀到讓人感同

身受、忍不住發出感慨和共鳴的例子，腦中一

直冒出「我就是這樣想」或「我家人及同事也

常這樣做」等等。是認識自我的不理性，改善

生活的最佳書籍！

這 100 個基本，就像是漫漫人生旅途中的指

引地圖。當面臨迷路與不安湧現時，可以獲得

那個「什麼」的一點點光亮，再繼續昂首或是

匍匐著自己的旅途。那個「什麼」的啟發，就

像松浦的信念，凡事都有正反不同的意見，所

以對讀者來說，有可能是最糟也是最棒的 100

個基本建議。

衣服是人的第二層肌膚。個人透過穿著，表現

出潛意識與慾望，傳遞個人訊息。

時尚不只是代表當季穿衣服的方式、流行風格

或傳遞美感，它更傳達當時人們的心理與行為，

更一進步說明社會環境及其文明的發展。作者

以日常穿著為開始，以輕鬆的說故事方式，其

中穿插名人對服飾的感想，帶領讀者進入一場

生動的時尚文明之旅。

第二曲線，是未雨綢繆，也是居安思危。

凡事都有其衰退之時，韓第教我們的是去思

考每個問題的本質，檢視其中的優劣，並在達

到巔峰前發掘出其他可以延續或是改變的道

路，在每條曲線走下坡前，去啟動下一個延續

的曲線。本書藉由組織、人際關係、教育、金錢、

政府等議題，作為提供讀者勇敢開創第二曲

線的指引。

「平庸之惡」是漢娜·鄂蘭最廣為人知的理論，

此書詳述了此概念生成的經過，納粹分子艾希

曼如何在公部門體制下屠殺猶太人，同時義正

詞嚴的發表「只是執行命令」如此冷血的論調。

「在政治中，服從就等於支持。」

所有漢娜·鄂蘭的作品中，筆者最推薦此書，因

為內容不僅可呼應她的學術思想，並引人深入

探討「什麼是惡」的問題。當年所引起的迴響或

反彈，也可參照漢娜·鄂蘭的真實記錄，讓每位

讀者自己去決定支持或反對這樣的理論。

你還消費嗎？現在，不工作、不結婚、不出門是

常態，這就是「低欲望社會」！大前研一提出其

他國家未曾有過的獨特現象：《低欲望社會》，

這是經濟面臨的根本問題，不只是不景氣的緣

故，通貨緊縮或通貨膨脹所造成。深入探討這

個社會現象，由於人口超高齡化、少子化、無欲

無求的年輕人不斷增加，日本超前世界各國面

臨這個現實問題。全民努力打拚的時代已經過

去，「低欲望」的年輕族群將是世界的未來，也

許改變的最後機會就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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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聽說，台灣家庭浴室裡的浴缸多半是用來堆置雜物的？這對我來

說是種奢侈，因為竟任由安靜感知自我的方法與模式就這樣流逝。

泡澡時打開的不只是毛細孔，還有我的思考開關，一天的對或錯都在

泡澡的過程中調整態度，在耳朵沒入水平線的當下，聽自己心跳的聲

音，完勝忽冷忽熱的遭遇與蓮蓬頭。

這是隈研吾的第一本著作，用有趣、背離主流的方式在批判著所謂的

現代建築，本書不只是建築書，也可說是一本對於日本文化深度探討

的書籍。整體目錄的編排，正好與人的成長順序相符合，不僅是對建

築學上分析，也是人類學上的觀察，即使對建築沒興趣的人，也能當作

日本社會文化書來閱讀。閱讀的同時讓人也想分析自己是屬於哪一派，

像是星座書般有趣。

「十宅」的日文發音也跟「十擇」相似，我認為這意味著在人生路上的

十種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與我們相伴的場所亦有不同。

約翰·伯格說：我們只看見自己凝視的東西。凝視是一種選擇的行為。

我們關注的從來不只是事物本身，我們凝視的永遠是事物和我們之間

的關係。

書裡的第一章以戀人的目光開始敘述觀看的方式，約翰·伯格認為形

式和論點同樣重要，試圖來引發讀者們質疑與探究我們是如何觀看繪

畫，這確實改變了我觀看圖像的方式，同時也引發我對於觀看及被觀

看的更多思考。

當城市生活所見被建築填滿，我們如何看待建築變得如此重要。本

書從建築中的各種面向，從柯比意所提出的建築五元素，到受柯比

意影響甚遠的安藤忠雄，從古典形式乃至現代樣貌，以各種不同角

度與層面細細剖析，在欣賞建築作品時，所該注意的重點及細節。

在閱讀的過程中，將不難理解天際線、立面、屋頂、入口、背立面與

地形等建築設計詞彙，也能在闔上書的當下，回味諸如在「屋頂為

建築的第五面」前提下，自家建築屋頂若為充滿水塔、管線、鴿舍的

情況，是否亦能稱之為另一種戲劇性的建築風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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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從出生那一刻起，就毫無條件來到自己所擁有的家庭，與母

親之間、與父親之間、與手足之間的生活片段與情感，喜、樂、悲、怒

彼此不斷交流，刻劃在生命的年輪上。作者書寫著無法放下的家庭

記憶，那些在旁人眼中難言之隱，最真實也最赤裸裸的的記述著。與

其說是對親情的告白，讀後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種真摯的情感流露，

對無法割捨也無須割捨的家人全然接受，真心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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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華商場為背景，孩子的每個故事看似獨立卻相互影響著。魔術師

的出現是平淡生活中的一小火花，能夠看往不同方向的眼球，吸引了

孩子的目光。文字平實無華，卻刻劃出許多魔幻時刻。流動的記憶被

召回，丟棄的那些難以想起，卻生動地出現於眼下。魔術師的魔術，重

建了過往時光，看著魔術發生的同時，我們其實就是魔術戲法裡的一

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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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距今 40 年前，《能不能請你安靜點 ?》 瑞蒙·卡佛第一本

短篇小說集出版，精簡寫作風格，大量對話，描寫的主角讀來熟悉深

刻，因為講的其實就是在我們身邊，你我他的故事。

多部短篇直指人性的幽微與複雜，例如短篇〈鄰居〉的中年夫婦，恰

巧幫渡假在外的鄰居看家，兩人卻不約而同的在鄰人家中「扮演他

人」，這是否說出了人們心中都想要多面向自己的事實 ?〈為什麼，寶

貝 ?〉道出母子關係的異變，非理所當然的孝親，頤養母親終老，但，

瑞蒙卻也道出真真實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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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則從故事開始便已結束的愛情故事。男主角凱末爾以一生的癡

情一再回顧，對女主角芙頌絕對的愛戀。人總是容易觸景傷情，在充滿

既視感的人事物中遇見過去幽魂；凱末爾卻不斷收集關於芙頌的一切：

一個歡愛後遺落的耳環、一把梳子、以及上千個菸頭，從而成為一座

純真博物館。凱末爾只能追悔，只能擁有殘缺，愛之純真也只能在現實

中屈就，在遺憾中懷念已然逝去的幸福時光。這是帕慕克最動人的愛

情博物館，一則化為真實的傾生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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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寫歷經動亂的主角們，遠赴異鄉落地生根，甚至為了追求夢想

而沉淪。往昔繁華對照今日飄零，令人不勝唏噓。作者在文中表達出

人在失意時會特別感到孤單及無所適從，文中的主角面對身在異鄉的

不確定感及繁華落盡的無奈，有人落地生根、有人成為過客，與其說

是本充滿鄉愁的書，我倒認為更顯現出面對生活時的堅強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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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味對我來說是外婆燒的一手好菜，是奶奶過年時的滷菜、大年

初一的元寶、大年初二的烏魚子和甜粿，對對，還有作者書裡說到的

什錦菜，不過這道菜在我們家叫做「十樣菜」，閱讀中看得我直嚥口

水。我的媽媽是職業婦女，所以菜燒得簡單方便，通常買個外食配上

幾個炒青菜，就是我們一家的晚餐。但是我依然是個有口福的孩子，

從小就是個「好脆到」！吃什麼都好吃，也幸運地總是吃得飽飽的，

從來沒餓過。 

這本書邊看會邊憶起家鄉味，而家人在哪裡，家鄉味就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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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 Andre' 感覺是一位嚴謹很少笑的人。看過了許

多關於他的報導及著作，還有在廚房工作的專業，對工作熱忱、認

真並以身作則，著實讓人敬佩，值得學習。

非常喜歡他的文字敘述，尤其在工作管理及用人技巧，句句說到重

點，打破了以往思考框架。當工作中遇到困難與瓶頸時，回想當初投

入這份工作的初心與熱忱，解方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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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是許多小說的命題，身為物理學家的作者，透過愛因斯坦的

三十場夢境，描繪三十個不同時間觀的世界，將時間的各種可能想像

了一遍。我最喜歡的是第十五個夢，「這是一個隨意改變計畫的世界，

一個充滿突然機遇的世界，一個處處使人意料不到卻預見得到的世

界。」如果未來是可以預見的，那我還要努力嗎？我常會想這個問題，

就算知道不可能看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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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一本閱讀關於環保與生態方面的書籍，剛開始在書店工作時

有稍微看過，事隔多年再次閱讀，心中想要對環境多付出一份力量的心

意更加強烈。

書中背景在 1960年代，卻早已疾聲呼籲著要善待地球、善待環境。人

類還是沒有從中得到教訓；隨著科技發達，研發殺死害蟲又兼顧人體

健康的農藥或許沒有早期粗糙，但粗魯對待環境的花招不勝枚舉。前

幾年台灣還發生消費者飲用含有DDT成份的飲品造成身體不適。原

來，傷害你我的物質無所不在，保護生態環境的措施已經沒有退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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