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群 書名 出版社 建議必讀

文史哲 親愛的孔子老師 漫遊者文化 *

文史哲 如果文學很簡單，我們也不用這麼辛苦 聯合文學 *

文史哲 夢紅樓 遠流 *

文史哲 微塵眾：紅樓夢小人物 遠流 *

文史哲 大唐李白（少年遊，鳳凰台，將進酒） 新經典文化 *

文史哲 海神家族 印刻 *

文史哲 十五顆小行星 遠流 *

文史哲 秦始皇︰一場歷史的思辨之旅 平安文化 *

文史哲 萬曆十五年 食貨 *

文史哲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時報 *

臺北市私立東山高級中學『大學十八學群』推薦書單

～以閱讀摸索大學校系，以悅讀尋找性向潛能，以越讀累積跨界能力～



文史哲 看得到的世界史：99樣物品的故事 你對未來會有1個答案 大是文化 *

文史哲 十六歲的哲學課 蔚藍文化 *

文史哲 蘇菲的世界 木馬文化 *

文史哲 思考的藝術 商周 *

文史哲 行為的藝術 商周 *

文史哲 古典其實並不遠：中國經典小說的25堂課 未來

文史哲 臺北人 爾雅

文史哲 寂寞的十七歲 允晨

文史哲 捨得，捨不得：帶著金剛經旅行 有鹿文化

文史哲 新文化苦旅 爾雅

文史哲 千年一歎 時報

文史哲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老年書寫與凋零幻想 印刻



文史哲 幸福之葉 印刻

文史哲 兩天半的麵店 遠流

文史哲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麥田

文史哲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 天下

文史哲 你不知道的台灣古地圖－從古地圖探索早期台灣發展與多變面貌 遠足文化

文史哲 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 馬可孛羅

文史哲 植物獵人的茶盜之旅：改變中英帝國財富版圖的茶葉貿易史 麥田

文史哲 老師的謊言：美國高中課本不教的歷史 紅桌文化

文史哲 西方憑什麼：五萬年人類大歷史，破解中國落後之謎 雅言文化

文史哲 停滯的帝國：一次高傲的相遇，兩百年世界霸權的消長 野人

文史哲 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 行人

文史哲 基督教如何創造西方世界 如果



文史哲 哲學家看世界的47種方法 聯經

文史哲 哲學的40堂公開課 漫遊者文化

社會與心理 巷仔口社會學 大家出版社 *

社會與心理 一次看懂社會科學 時報 *

社會與心理 為什麼我少了一顆鈕釦？ 經濟新潮社 *

社會與心理 為土地種一個希望：嚴長壽和公益平台的故事 天下 *

社會與心理 24個比利+比利戰爭【完整新譯本】套書 皇冠 *

社會與心理 香醇的紅酒比較貴，還是昂貴的紅酒比較香？ 商周 *

社會與心理 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 臺灣勞工陣線

社會與心理 一次讀完26本心理學經典 海鴿

社會與心理 樹，不在了 時報

社會與心理 快思慢想 天下



社會與心理 怪咖心理學：史上最搞怪的心理學實驗，讓你徹底看穿人心 漫遊者文化

社會與心理 記憶的風景：我們為什麼「想起」，又為什麼「遺忘」？ 漫遊者文化

社會與心理 今天學心理學了沒 商周

社會與心理 關於心理學的100個故事 宇河

社會與心理 被討厭的勇氣 究竟

社會與心理 見樹又見林 群學

社會與心理 朱敬一講社會科學1-3 時報

社會與心理 一枝鉛筆的承諾 商周

大眾傳播 時代的摺痕：特派員的祕密檔案 天下 *

大眾傳播 傳播大師 台灣商務 *

大眾傳播 跟TED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 先覺 *

大眾傳播 我的新聞是這樣跑出來的：衝撞第一現場的理性與感性 遠流



大眾傳播 誰在操縱我們？：現代社會的商業、文化與政治操控 貓頭鷹

大眾傳播
被新聞出賣的世界：「相信我，我在說謊」，一個媒體操縱者的告

白
臉譜

大眾傳播 誰控制了總開關 行人

外語 希臘羅馬神話 漫遊者文化 *

外語 行者無疆 時報 *

外語 洋蔥韓國 蝴蝶蘭文創

外語 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 貓頭鷹

外語 北方帝國的崛起與衰弱：俄羅斯千年史 如果

外語 巴黎地鐵站的歷史課：從西堤島到新凱旋門，縱橫法國古今2100年 商周

外語 上一堂最好玩的日本學：政大超人氣通識課「從漫畫看日本」 先覺

外語 溫柔的心，強大的力量：德國人的日常思考 圓神

教育 記得這堂閱讀課 天下 *



教育 心教：點燃每個孩子的學習渴望 寶瓶文化 *

教育 翻轉教育 天下

教育 學習的革命 天下

教育 可汗學院的教育奇蹟 圓神

教育 大數據：教育篇：教學與學習的未來趨勢 天下

教育 教育應該不一樣 天下

教育 未來教室、行動與無所不在學習 高等教育出版社

教育 第56號教室的奇蹟 高寶

教育 點燃孩子的熱情 高寶

法政 噬罪人1、2 三采 *

法政 她們，如此精采：8位女性法律人的生命之河 寶瓶文化 *

法政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 雅言文化 *



法政 哲學大師寫給每個人的政治思考課 漫遊者文化 *

法政 獨裁者的進化：收編、分化、假民主 左岸文化 *

法政 思辨：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 寶瓶文化 *

法政 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 五南

法政 關於法律的100個故事 宇河

法政 誰無罪 先覺

法政 西奧律師事務所1-4 遠流

法政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 衛城

法政 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3冊套書） 衛城

法政 各國眼中的世界 如果

法政 大國政治的悲劇 麥田

法政 世界，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大是文化



法政 世界，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 大是文化

法政 世界的中心，現在是哪裡？ 大是文化

法政 衝突的年代：一張地圖看懂全球區域紛爭 商周

法政 國的治理：西塞羅二千年不朽的國家治理術 木馬文化

管理 總裁獅子心 平安文化 *

管理 如果，高校棒球女子經理讀了彼得．杜拉克 新經典文化 *

管理 鼎泰豐，有溫度的完美 天下 *

管理
無印良品成功90%靠制度：不加班、不回報也能創造驚人營收的究極

管理
天下 *

管理 僕人 商周

管理 四大品牌傳奇 創建文化

管理 御風而上 寶瓶文化

管理 阿里巴巴模式：改變遊戲規則，在釋放草根創新力中成長 啟動文化



管理 說故事的領導：說出一個好故事，所有人都會跟你走！ 如果

管理 超越極限 商周

管理 QBQ!問題背後的問題 遠流

管理 目標：簡單有效的常識管理 天下

管理 彼得‧杜拉克的管理聖經 遠流

管理 三個商學院教授的公路筆記：45堂教室外最精彩的企管課 大塊文化

管理 把一招練成絕招：向文藝復興大師學管理 時報

管理 關於管理學的100個故事 宇河

財經 教你搞懂經濟：熱門財經詞彙 500（2014增訂版） 經濟日報 *

財經 一課經濟學（50週年紀念版） 經濟新潮社 *

財經 漫畫經濟學一看就懂：從亞當斯密到葛林斯潘 聯經 *

財經 史丹佛給你讀得懂的經濟學 商周 *



財經 統計學，最強的商業武器 悅知文化 *

財經 女大學生會計師事件簿 1-3 臺灣角川 *

財經 從0到1：打開世界運作的未知祕密，在意想不到之處發現價值 天下

財經 天堂裡沒有經濟學 天下

財經 最神奇的經濟學定律 文經閣

財經
社企力 !  社會企業＝翻轉世界的變革力量。用愛創業，做好事又

能獲利！
果力文化

財經 蘋果橘子經濟學 大是文化

財經 世界金融史3000年：從古希臘城邦經濟到華爾街金錢遊戲 野人

財經 小眾，其實不小：中間市場陷落，小眾消費崛起 早安財經

財經 關於經濟學的100個故事 宇河

財經 商業冒險：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 大塊文化

財經 中國第一本經濟學：貨殖列傳 海鴿



建築與設計

＆藝術
閱讀建築的72個方式 遠流 *

建築與設計

＆藝術
天地有大美：蔣勳和你談生活美學 遠流 *

建築與設計

＆藝術
王者之爭：達文西和米開朗基羅的世紀對決 圓神 *

建築與設計

＆藝術
遊樂之心：打開耳朵聽音樂 天下 *

建築與設計

＆藝術
黃金魚將‧撒母耳：魏德聖的蟄伏與等待 遠流 *

建築與設計

＆藝術
從羅浮宮看世界美術 臺灣東華

建築與設計

＆藝術
美的覺醒 遠流

建築與設計

＆藝術
傅雷美術講堂 臉譜

建築與設計

＆藝術
建築．歷史．文化：漢寶德論傳統建築 暖暖書屋

建築與設計

＆藝術
像藝術家一樣思考 木馬文化

建築與設計

＆藝術
吳哥之美 遠流

建築與設計

＆藝術
耳朵借我 新經典文化



建築與設計

＆藝術
音樂大歷史：從巴比倫到披頭四 聯經

建築與設計

＆藝術
李國修編導演教室 平安文化

遊憩運動 走在夢想的路上 天下 *

遊憩運動 歐遊情書：因為太美，一定要說給你聽的風景 圓神 *

遊憩運動 你可以不一樣：嚴長壽和亞都的故事 天下 *

遊憩運動 旅人之窗 天下

遊憩運動 逆．進 阿基師 庫立馬媒體科技

遊憩運動 款待：旅館17職人的極致服務之道 商業

遊憩運動 吳寶春的味覺悸動 時報

遊憩運動 巧克力的幸福秘碼：師父的生活、學習與承諾 四塊玉文創

遊憩運動 運動和競技運動生理學 五南

數理化 物理之書 時報 *



數理化 數學之書 時報 *

數理化 看得到的化學 大是文化 *

數理化 給青年科學家的信 聯經 *

數理化 別鬧了，費曼先生：科學頑童的故事 天下 *

數理化 改變世界的七種元素 天下 *

數理化 數學，為什麼是現在這樣子？：一門不教公式，只講故事的數學課 臉譜 *

數理化 數學天方夜譚：撒米爾的奇幻之旅 貓頭鷹 *

數理化 超展開數學教室 臉譜 *

數理化 畢達哥拉斯的復仇 三民 *

數理化 一次看懂自然科學 時報 *

數理化 宇宙的鐘擺：從天使魔鬼、煉金術走向科學定律，現代世界的誕生 夏日 *

數理化 圖解時間簡史 大塊文化



數理化 胡桃裡的宇宙 大塊文化

數理化 原子有話要說！元素週期表 漫遊者文化

數理化 觀念物理套書 天下

數理化 觀念化學套書 天下

數理化 觀念數學套書 天下

數理化 大自然的數學遊戲 天下

數理化 有機化學天堂祕笈 + 有機化學天堂祕笈II 天下

數理化 你管別人怎麼想：科學奇才費曼博士 天下

數理化 物理之美：費曼與你談物理 天下

數理化 葉丙成的機率驚豔 究竟

數理化 微積分之屠龍寶刀 + 微積分之倚天寶劍 天下

數理化 黃金比例：1.618...世界上最美的數字 遠流



數理化 數學女孩系列 世茂

數理化 改變世界的17個方程式 商周

數理化 新聞中的科學1-6 寶瓶

數理化 從達爾文到愛因斯坦：科學理論的美麗錯誤與演進 商周

數理化 這才是數學：從不知道到想知道的探索之旅 經濟新潮社

資訊 大數據 天下 *

資訊
一位數位移民的告白：Facebook, iPad, iPhone如何翻轉我們的世

界
行人 *

資訊 賈伯斯傳：Steve Jobs唯一授權 天下 *

資訊 挺身而進 天下

資訊 Google模式：挑戰瘋狂變化世界的經營思維與工作邏輯 天下

資訊 精準預測 三采

資訊 Apple vs. Google世紀大格鬥 三采



資訊 什麼都能賣！：貝佐斯如何締造亞馬遜傳奇 天下

資訊 資訊：一段歷史、一個理論、一股洪流 衛城出版

資訊 改變世界的九大演算法：讓今日電腦無所不能的最強概念 經濟新潮社

資訊 演算法統治世界 行人

資訊 數位新時代 遠流

工程 法拉第的故事 文經社 *

工程 破解達文西 大是文化 *

工程 電的旅程：探索人類駕馭電子的歷史過程 天下 *

工程 世界第一簡單工程數學(電子電機) 世茂 *

工程 河馬教授的25堂環保課 文經社 *

工程 馭風男孩 天下

工程 時光旅人 天下



工程 從輪子到諾貝爾：學校沒教的創新發明 時報

工程 向大自然學設計：：樸門Permaculture．啟發綠生活的無限可能 新自然主義

工程 空想科學生活讀本 遠流

工程 十月的天空 天下

醫藥衛生 醫者情懷-台灣醫師的人文書寫與社會關懷 印刻 *

醫藥衛生 醫生，不醫死：急診室的20個凝視與思考 時報 *

醫藥衛生 杜克醫學院的八堂課 天下 *

醫藥衛生 醫者：披上白袍之前的14堂課 寶瓶文化 *

醫藥衛生 醫生哪有這麼萌：Nikumon的實習生活全紀錄 遠流 *

醫藥衛生 來自天堂的微光 遠流

醫藥衛生 法醫．屍體．解剖室1.2 麥田

醫藥衛生 醫者的智慧：漫漫醫學路 天下



醫藥衛生 血之祕史：科學革命時代的醫學與謀殺故事 網路與書出版

醫藥衛生 白色巨塔 皇冠

醫藥衛生 醫人三角的獨白 時報

醫藥衛生 3D人體大透視 聯經

醫藥衛生 永遠的俠醫：台灣良心林杰樑 天下

醫藥衛生 醫學之書 時報

生命科學 生命科學大師──遺傳學之父孟德爾的故事 校園書房 *

生命科學 第六次大滅絕：不自然的歷史 天下 *

生命科學
共病時代：醫師、獸醫師、生態學家如何合力對抗新世代的健康難

題
臉譜 *

生命科學 生命是最精彩的推理小說：一個生物學家眼中的奇妙世界 究竟 *

生命科學 生命的躍升：40億年演化史上最重要的10個關鍵 貓頭鷹 *

生命科學 自私的基因 天下



生命科學 DNA的14堂課 天下

生命科學 從叢林到文明，人類身體的演化和疾病的產生 商周

生命科學 達爾文大震撼 天下

生命科學 演化之舞：細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 天下

生命科學 人種源始：追尋人類起源的漫漫長路 貓頭鷹

生命科學 小提琴家的大拇指：基因密碼裡關於愛情、戰爭與天才的失落傳奇 大塊文化

生命科學 演化：一個觀念的勝利 時報

生命科學 大腦的祕密檔案 遠流

生物資源 所羅門王的指環 天下 *

生物資源 扭轉近代文明的六種植物 馬可孛羅 *

生物資源
明日的餐桌：世界正在吃什麼？面對食安危機，我們需要美味的倫

理與食物的正義
果力文化 *

生物資源
欺騙的種子：揭發政府不想面對、企業不讓你知道的基因改造滅種

黑幕
臉譜 *



生物資源 自然課可以這麼浪漫：李偉文的200個環境關鍵字 野人 *

生物資源 大地之歌 皇冠

生物資源 森林祕境：生物學家的自然觀察年誌 商周

生物資源 改變歷史的50種植物 積木

生物資源 改變歷史的50種動物 積木

生物資源 植物看得見你 麥田

生物資源 觀念生物套書 天下

生物資源 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生物多樣性的衰減如何導致文化貧乏 臉譜

生物資源 糖、脂肪、鹽：食品工業誘人上癮的三詭計 八旗文化

地球與環境 大氣：萬物的起源 商周 *

地球與環境 地理課沒教的事1-3 時報 *

地球與環境 雲王國三部曲套書（全三冊） 天下 *



地球與環境 無中生有的宇宙：科學家探索宇宙誕生與未來的故事 商周 *

地球與環境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 漫遊者文化

地球與環境 改變歷史的50種礦物 積木

地球與環境 地球全史 聯經

地球與環境 100個即將消失的地方 時報

地球與環境 深奧的簡潔──從混沌、複雜到地球生命的起源 商周

地球與環境 觀念地球科學套書 天下

地球與環境 氣候創造歷史 聯經

地球與環境 歷史上的大暖化 讓蒙古帝國差點併吞歐洲，讓法國葡萄酒獨步全球 野人

地球與環境 太空之書 時報

註1：十八學群彼此實有關連，而非截然劃分，可參見：http://major.ceec.edu.tw/search/cee-18g.htm

註2：文史哲學群與數理化學群分別為人文學科與自然學科的基礎，建議必讀書目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