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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窮爸爸 你也能

變富兒子:啟動

「致富潛能」, 徹

底扭轉錯誤「錢

意識」, 讓貧窮不

世襲、富能過三

代的富人心理學

李約瑟、

金蔡松花
2020 9789579094559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3

110

沒日沒夜爆肝工作，就為了掙幾個錢；想

要累積儲蓄，但房租、日用讓人口袋空

空；奮起投資期望發大財，結果賠到吃

土、失利慘痛……。出社會後殘酷現實的

震撼教育，想必已讓你深深感受「貧窮百

事哀」的道理。

方言文

化

1：消

除貧窮

2
窮忙:我們這

樣的世代

大衛.K.謝

普勒
2016 9789571367187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00

513

四十年的記者資歷，讓謝普勒在描寫貧窮

問題時，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政策與體制

的弊病之處，以及窮忙者的個人困境。

時報文

化

1：消

除貧窮

3

30大計:逃脫

老後貧窮:30

年打拼、30

年享受的幸

福人生大計

林昆 2016 9789865718732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14

157

當一個人能夠在平時的生活中注重理財，

知道在生活中量入為出，知道怎樣對錢進

行分配，那麼他的一生就會過得很幸福，

不會讓家人受苦，自己也能富富裕裕的快

樂退休。

大智文

化

1：消

除貧窮

4

貧窮.放逐.歧

視.正義:從電

影文本解構

弱勢人權

國家發展

研究學會

主編

2013 9789577323644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460

65

「弱勢團體」也常常被視為「邊緣」（

marginal），給予人「弱勢的、不發達

的、少數的、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印象。

，讓「我們」自覺自知應該幫助「他們」

，做一件正義之事，使之與我輩共存共

榮。但實際上「我們」只是想方設法讓

「他們」變成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讓「我

們」變成「他們」。

巨流
1：消

除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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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揭秘:98%的

富人富什麼:

迅速脫離貧

窮快速加入

20%的富人

行列

周林 2009 9789866638596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672

本書可以讓你瞭解：富人和窮人，與擁有

多少財富沒有多大的關係。富人和窮人都

一樣，都是擁有什麼樣的腦袋，決定自己

一生的富有或貧窮。窮人缺少的不是錢，

而是缺少成為富人的思維。

一言堂
1：消

除貧窮

6

前進荷蘭 小

國也有大農

業

遠見雜誌

編輯部
2018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210879

本期《遠見》農業特刊，將帶您一窺荷蘭

農企業的成功關鍵。

讓我們追根究底台灣沉痾的農業問題，也

借鏡同為小國，但確有大大農企業的荷蘭

經驗。

遠見天

下文化

2：終

止飢餓

7
主廚帶路, 用

美味環島!

Titan(張秋

永)
2017

9789865657673;

9789869494229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08054

走進田間食堂！農家手路菜vs.廚師創新菜

吃的旅行！帶你到全台灣去買菜，去做

菜！

原點
2：終

止飢餓

8

立志做小的

農夫CEO:有

機小農的創

新營運模式,

把一畝田, 行

銷全世界的

共好經濟學

陳禮龍 2017 9789573280569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43976

曾經是科技業總經理的陳禮龍說：「做什

麼，就要像什麼！」他的目標不僅是透過

有機耕作恢復大地生機，將農藥島淨化為

生態島，還要以「善」的循環，來幫助

「綠」的永續。如此一體共生、生生不息

，致力讓有機小農經營模式複製到每個地

區，逐步點亮台灣，點亮世界。

遠流
2：終

止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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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機環境栽

培與健康

杜政榮, 林

高永, 陳玟

秀

2014 9789576619724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93829

環境汙染基本上有三類會影響到作物的健

康與否，那就是農藥殘留、肥料的汙染、

環境荷爾蒙的干擾問題；再加上基因改良

的作物，都是目前有機栽培作物所需要關

心的問題。這些問題都讓人覺得我們所食

用的作物是不健康的，於是興起有機環境

栽培，可以去除這些疑慮，對人體健康才

有幫助。

國立空

中大學

2：終

止飢餓

10

製造, 有機的

幸福生活:十

五個充滿樂

活與愛的人

生故事

駱亭伶文

字;何忠誠

攝影

2014 9789865767150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59182

有機，是一種連鎖反應；有機的事物，讓

人學會共生共榮的道理。

有機生活，是一種師法自然的生活方式，

它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回歸本然。

信實文

化行銷

2：終

止飢餓

11

果園人生:從

代工到厚工

的斗六文旦

余世芳 2014 9789869108225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93971

斗六文旦的崛起與奮鬥，來自曾在果園裡

奔跑的孩子，也將傳承給以果園為家園的

新一代。每棵甜中帶著微酸的文旦，背後

都是充滿忙碌的勞動身影，都是這片土地

的故事。

無限
2：終

止飢餓

12
台灣農業機

械發展史

<<臺灣農

業機械發

展史>>編

輯委員會

2013 9789868738126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54713

本發展史定名為《台灣農業機械發展史》

，其編輯方向以圖文記敘台灣農機發展、

機械化推行的歷史演進，和重要措施成果

事蹟。

中正農

科基金

會

2：終

止飢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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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追憶失落的

臺灣農業與

農家生活:近

代臺灣農業

史

蔡宏進 2013 9789577324740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51785

作者作此追憶時服膺人文區位學的理念，

結合人民、土地、自然生態、家庭與社區

組織、產業與生活技能等要素的密切關係

，細心體驗與記述。

巨流圖

書

2：終

止飢餓

14

從泥土冒出

的有機人生:

黃仁棟和他

創辦的柑仔

店

朱慧芳 2007 9789576966293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3028

書中坦率揭露經營「社會企業」所遭遇到

經營思維的挑戰與實踐過程的甘苦，並以

資深有機消費者的角度分享對有機產品所

累積的見解和觀察，是一本關心飲食的有

機消費者必讀的有機食物核心知識書籍，

更值得商業團體、行銷專家、有機推廣者

等一探究竟。

新自然

主義

2：終

止飢餓

15

練腳掌是最好的

復健!:三萬人親身

實證, 鍛鍊腳掌有

助運動傷害回

復、舒緩關節

痛、擺脫足底筋

膜炎:釋放痛症.骨

架回正.消除腰痠

背痛

松尾タカ

シ
2020 9789865070700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1

846

穿高跟鞋、運動傷害、老化等等，90%的

人腳掌都是不平的！腳掌主要用來保持平

衡，也是踩踏地面並驅動前進的力量，腳

掌不平不正，全身就會跟著歪斜，伴隨而

來的是腰痠背痛。

采實文

化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16

阻斷肥胖細胞飲

食法:14天瘦7KG

保證不復胖!一週

腰圍瘦2公分 10週

腹部零脂肪健康

計畫

大衛.辛振

可
2020 9789579094542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3

112#

每個人體內都有「肥胖基因」，一旦啟動

它的開關，囤積在「腹部」的「脂肪細

胞」便會更加活躍，即使運動、節食，都

難以扭轉「體重上升」、「腰圍變粗」的

後果；然而，科學已經證實，若能改變基

因表現，就可以終止腹部脂肪所帶來的

「肥胖宿命」！

方言文

化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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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女性經絡自癒手

冊:排毒抗老 美顏

瘦身 健康回春的

自我經絡調理法:

青春和美麗是健

康副產品, 養好臟

腑才是關鍵

路新宇 2020 9789865401153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0

720

女人的衰老從經絡不通開始，經絡通則百

病消。中醫認為：「有諸內者，必形諸

外。」女性朋友所關注的外表問題，是內

在臟腑功能的投射；衰老的根源來自內臟

功能退化。想要揮別惱人的皺紋、贅肉，

以及令人神采黯淡的各種病痛，就要靠疏

通經絡來養護臟腑。

橡實文

化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18

正念飲食:舒

壓、瘦身、

慢活的23個

健康飲食療

法

珍.裘森.貝

斯
2019 9789571379043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86

134

你是不是有進食障礙流行病？──「一焦

慮就想吃東西」、「長期暴飲暴食」、

「厭食」。它們偷走了我們單純地享受人

與生俱來的進食的愉悅和快慰的這個天生

權利。在現今這個人與食物的關係無比負

面緊繃、甚至到了飲食障礙普遍流行的地

步的世界中，作者巧妙融合了最新科技和

佛教的正念冥想，重新發現食物和健康、

快樂的關係。

時報文

化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19

斷開糖尿病

從好好刷牙

開始!

西田亙 2019 9789869672665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80

629

口腔護理是攸關性命的鎖鑰，卻最容易被

輕忽。儘管作者是糖尿病專科醫生，卻也

曾因忽視口腔健康而受高血壓、高血糖、

嚴重的心律不整所苦，最後靠著好好刷牙

找回健康。除了糖尿病外其實很多重大疾

病都與口腔健康密不可分，但如此重要的

事實卻連很多醫療相關從業人員也不知

道。

方舟文

化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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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障礙研究與

社會政策

王國羽, 林

昭吟, 張恒

豪

2019 9789577325853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0

618

本書除包含前一版之教育、健康、勞動、

無障礙等章節的修訂，尚新增交通、貧

窮、自我倡導、家庭照顧者等章節。全書

共計15章，適合大學部與碩士班學生上課

使用，也適合對於障礙研究有興趣的學

者、實務工作者及一般民眾參考。

巨流圖

書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21

社會保障制

度的福利文

化解析:基於

歷史和比較

的視角

張軍 2015 9789863931614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671

56

本書對社會保障的福利文化問題進行了較

系統深入的探索，追溯了中西福利文化發

展視野下社會保障的歷史變遷軌跡，對中

西福利文化及中西社會保障制度的差異進

行了梳理和比較分析

元華文

創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22
勞動、社會

與法

勞動法與

社會法中

心編

2011 9789862551165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664

9

勞動法暨社會法中心之成立係法學院基於

鼓勵並提升作為新生法域之勞動法與社會

法的研究教學，同時也再度強調大學中的

法學教育之不應純然為司法考試而服務，

因而特別成立當時臺灣各大學中唯一的勞

動法與社會法中心。

元照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61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61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61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61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61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71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71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71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71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71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64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64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64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64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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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很會做麵包

的天使:用愛

發現喜憨兒

的無限可能

蘇國禎 2007 9789576966279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302

7#

我們自許是憨兒生命中的點燈人，其實，

憨兒才是提點我們生命的貴人。

新自然

主義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24

勞動和社會

保障“四五”

普法讀本

步正發 2003 9787504534613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447

26

我們組織編寫了這套勞動和社會保障“四五

”普法教材，作為全國各級勞動保障部門廣

大干部學習的普法指定教材，也可供廣大

勞動和用人單位開展普法教育作用。

中國勞

動社會

保障出

版社

3：良

好健康

與社會

福利

25

好動孩子不失

控:從容應付20

種生活情境, 幫

助2-8歲孩子釋

放過多精力和

學習平靜, 一起

放鬆身心

蘿拉.卡迪

隆妮
2020 9789869839310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2

509

孩子缺乏專注力、活力過盛，不懂得怎麼

釋放精力，看起來就像屁股長蟲似的，老

是動個不停，被認為不安分、個性衝動…

…這些行為問題，讓孩子容易被孤立、受

到排擠，會引起種種困擾，也必然會對你

們的日常生活造成影響。

地平線

文化, 漫

遊者文

化

4：良

質教育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02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02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02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02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02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472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472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472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472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472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250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250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250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250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2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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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全相式情緒

行為輔導策

略卡

孫佳銘 2020 9789863589082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1

925

我們必須有愛，愛讓這世界變大，愛讓衝

突與無助消融，在情障生的孤單、不被了

解，以及老師家長的束手無策下，以「快

速、簡便、易用」原則，讓受情緒困擾的

靈魂重拾生命的喜悅和寧靜。

白象文

化

4：良

質教育

27

轉角遇到幸

福:寫給單親

爸媽

鄧衫, 周茜 2020 9789864712755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202950

單親家庭一般人直覺認為是離異家庭。但

隨著家庭、社會結構的多元，家庭可能因

為各種因素而造成單親，如離婚、配偶死

亡、配偶工作居住兩地、甚至未婚先孕

等。由於單親家庭的成因不同，及個人本

身所擁有的內外在的資源不同，面對單親

的感受及調適也就有所不同。

方集出

版社

4：良

質教育

28

教出自信

心:26個練習,

培養樂觀、

自在、獨立

的孩子, 懂得

與自己和他

人共處

柯琳.豪里

格
2019 9789869669580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93

600

孩子貶低自己，不肯定自己，疏離，缺乏

自主能力，或是找麻煩、頑固……，這幾

種態度傳達出自信心的缺乏，而且讓孩子

每天的日子過得很辛苦，甚至無法忍受。

身為父母，你們可以幫助孩子獲取他所缺

少的自信心。

地平線

文化, 漫

遊者文

化

4：良

質教育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29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29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29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29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360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360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360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360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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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你的孩子是

未來的孩

子:AI世代育

兒大思考

五十嵐悠

紀
2019 9789861343389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71

488

未來不能光靠預測，而是要去創造！在這

瞬息萬變的時代，有許多核心價值及能力

是不變的，如何掌握具體方法和行動力？

答案就在這本書內！

先覺出

版社

4：良

質教育

30
職場歧視專

題
鄭津津 2019 9789575111212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90

021

職場歧視向來是實務上的難題，縱使法明

文禁止，歧視的判斷仍不甚明確。舉凡性

騷擾是否構成性別歧視？不願意僱用長者

是否為年齡歧視？差別對待涉及多種因素

時，法院如何判定歧視與否？對於上述問

題，本書區分性別與性傾向、年齡兩大議

題進行探討，並分析法院判決，期能幫助

讀者了解歧視之判斷。

元照
5：性

別平等

31

邊緣主體:性

別與身分認

同政治

王穎 2017 9789860527421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54

339

身體成為存在的前線，是「失能者」被再

現及能宣稱主體的現實，但被他人及自我

「盯視」認同政治後的身體仍要面對被政

治、社會、市場消費後的刻板化、無視及

彼此的差異化，能動性在盯視及無視中要

很奮力地展現。

成功大

學人文

社會科

學中心

5：性

別平等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7148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7148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7148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7148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7148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002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002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002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002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002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433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433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433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433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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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性別、壓力

與青少年犯

罪:理論分析

與實徵研究

林秀怡 2016 9789862557037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17

037

本書以官方統計資料分析臺灣地區青年犯

罪行為的性別差異、青少年之生活壓力，

並以晚近犯罪學當中相當受到矚目的一般

化緊張理論為基礎，參酌其他犯罪學研究

之主流理論(社會控制理論等)，建構性

別、壓力與青少年犯罪行為之解釋模式，

另以臺灣地區北部青少年為樣本進行實徵

研究。

元照
5：性

別平等

33
現代社會與

婦女權益
歐陽正 2015 9789576619953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938

65

有關女性法律地位與權益的法律內容與規

範，在經過不斷的變化及調整後，也已展

現出新的面貌，由尊重人性與性別平等的

新價值觀念取代。尊重與保障性別平等，

創建調合兩性權益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已

成為現代法律希望展現的重要功能。

國立空

中大學

5：性

別平等

34
性別、健康

與多元文化
郭麗安 2015 9789576619915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938

61

希望本書的讀者不僅能了解性別、健康與

多元文化間的關係，學習與來自不同性別

與文化的人能彼此接納與合作外，也能進

而實踐公共事務的參與；關注並改善弱勢

族群在人權、健康、醫療改革、教育上所

受到的偏頗待遇，學習尊重不同的人的文

化實踐，讓我們成為名符其實具有多元文

化素養與行動力的臺灣公民。

國立空

中大學

5：性

別平等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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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我們不願面

對的食安真

相

白志宏 2016 9789864710270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913

86#

近年來食安問題層出不窮，喜的是社會大

眾開始注意到吃的安全，專家們也想盡辦

法讓大家用最簡易的方式，認識好的食物

標準在哪裡? 憂的則是食安問題仍然不斷

地浮上水面，但如何才能吃到真的好東

西? 健康的食物呢?吃食物是人的生存權力

，不只是為了享受，而政府要如何把關食

安問題尤其重要。

方集出

版社

6：清

潔飲水

和衛生

設備

36
如何識別安

全食品
王數 2015 9789863931430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622

58

本書分為八篇，內容包括食品安全的基本

常識、食品安全概述、食品安全選購與保

存、食品安全烹飪與食用、食品安全——

飲料篇、食品安全——水果篇、食品安

全——糧食篇等。

元華文

創

6：清

潔飲水

和衛生

設備

37

食育從兒童

抓起:讓食育

走進教育視

野

宋媛, 賀永

琴
2015 9787552010510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13

145

本書為幼兒食育教程，內容包括對幼兒進

行生命與營養科學知識教育，良好的飲食

習慣的培養，人與自然、人與環境和諧教

育和對飲食文化的弘揚。

上海社

會科學

院出版

社

6：清

潔飲水

和衛生

設備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138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138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138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138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138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25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25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25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25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25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314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314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314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314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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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食物安全攻

略
馬志英 2012 9789621448521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543

10

本書在分析各種飲食風險的同時，介紹了

進行飲食風險評估的方法，使讀者更好地

瞭解目前的食物安全狀況，幫助讀者結合

自身情況進行個性化的飲食風險評估，盡

量避免不安全食物的危害。

萬里機

構.萬里

書店

6：清

潔飲水

和衛生

設備

39
護理人員:臨

場服務手冊

張蓓貞, 黃

莉萍
2014 9789869075169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624

56

本書為護理人員臨場健康服務手冊，涵蓋

理論、實務及研究各方面的資料，並整合

護理、健康管理、職業衛生與環境衛生之

專業知能，說明企業健康管理的基本概念

，並著重於如何發展及建立職業安全衛生

服務模式，及企業健康管理之發展趨勢與

未來展望，提供給實務及教學上有參考價

值的書籍。

開學文

化

6：清

潔飲水

和衛生

設備

40

轉給你看:開

啟臺灣能源

轉型

周桂田, 張

國暉
2018 9789863265429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55

015

「世界經濟論壇指出氣候變遷為當前社會

最急迫因應的風險，因此臺灣須加速建構

高效能低碳社會體系，以深度減碳為願景

，擘畫長期轉型路徑。本書分別從『治理

體制改革』、『政策工具推動』、『公民

行動串連』三大視角，系統性地檢視臺灣

能源轉型的挑戰，並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言

，可作為臺灣邁向碳中性社會的行動指

南。」

秀威資

訊科技

7：經

濟適用

的清潔

能源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431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431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431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431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431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4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4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4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4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24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01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01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01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01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015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年 ISBN 館藏 書影 簡介 出版社 類別

圖書館111年度SDGs永續閱讀17來推薦書單(Hyread電子書)

41

台灣的能源

災難:一本書

讀懂能源謎

團

陳立誠 2018 9789869212724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55

177

台灣發電只有四種選擇，發電成本由低至

高排序為：核電、煤電、氣電、綠電。此

本應為能源配比之優先順序。但現今政府

之「能源轉型」政策為廢核電而以最貴的

綠電取代，降煤電而以次貴的氣電取代。

陳立誠

7：經

濟適用

的清潔

能源

42

省水、電、

瓦斯50%大

作戰!!:跟著

節能省電達

人救地球

黃建誠 2015 9789576968020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896

08#

其實，我們的荷包之所以不斷被家電、瓦

斯或水搬空，最大的主因不外乎：(1)使用

不恰當，小看了電器的耗電量；(2)觀念不

正確，所作所為幫倒忙，不節電反而更費

電；(3)相關選擇、配置錯誤，讓電器效能

銳減。因此，只要揪出那些害我們多花錢

的耗電怪獸、調整錯誤擺設、修正不當使

用方式與觀念，就能成功守住荷包。

新自然

主義, 幸

福綠光

7：經

濟適用

的清潔

能源

43

臺灣.能.革命:

綠能大國或

核災難民的

選擇

方儉 2014 9789570529722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709

34

台灣的土地是如此脆弱，如此險惡，任何

時間的突如其來的地震可以奪走我們或我

們所愛的人的生命，與其說「愛台灣」，

不如說，為了我們所愛的人，我們要更了

解台灣的土地、海洋、天空，小心被台灣

動蕩難安的土地吞噬。」

臺灣商

務印書

館

7：經

濟適用

的清潔

能源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17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17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17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17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17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8960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8960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8960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8960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8960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7093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7093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7093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7093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7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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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氣候

變遷與能源
施文真 2013 9789574307753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395

96

「WTO法制下之能源議題」則分別分析能

源稅之邊境稅調整措施
施文真

7：經

濟適用

的清潔

能源

45

從統計看經

濟:升東大名

師教你聰明

解讀83組統

計數據，了

解世界經濟

的真相

宮路秀 2022 9789864895977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86

484

看懂統計數據，了解全球局勢的現在與未

來！超過66幅圖表生動解說 ╳世界經濟重

要統計數據，人口問題、SDGs議題、資源

爭奪、產業競爭、糧食危機等課題一一剖

析

漫遊者

文化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46

元宇宙大未

來:數位經濟

學家帶你看

懂6大趨勢,

布局關鍵黃

金10年

于佳寧 2022 9789865063559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86

125

媒體爭相報導的「元宇宙」到底在紅什

麼？為什麼各大產業都紛紛投入相關市

場？為什麼普通人也應該知道元宇宙的核

心內容？來10年，是元宇宙高速發展的10

年，也是財富重新分配、商機遍地開花的

10年。

高寶國

際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47

鉅變:當代政

治、經濟的

起源

卡爾.博蘭

尼
2020 9789869804264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1

992

自由市場烏托邦的誕生，法西斯主義的興

起，以及民主政治的覆滅，從工業革命到

兩次大戰，人類社會崩潰的核心經濟線索

，對當前時代極具洞察力與啟發性的經典

作品

春山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59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59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59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59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59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48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48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48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48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48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1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1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1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1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8612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9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9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9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9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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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壓榨的一

代:中產階級

消失真相, 是

什麼讓我們

陷入財務焦

慮與生活困

境?

艾莉莎.奎

特
2019 9789578654532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80

272

出問題的是壓榨人的結構與社會，不是個

人與道德。我們沒有失敗；是資本主義誤

了我們。如同奎特對讀者的提醒，以及書

中每一個故事所闡述的道理，我們明白自

己所面臨的經濟困境，並非憑一己之力或

更好的財務管理就能解決。

八旗文

化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49
新時代經濟

熱點解讀
曹立 2019 9789577111258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89

885

本書包括新時代九個經濟熱點問題解讀：

分別為：開啟現代化新征程、深化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創新引領實體經濟轉型升

級、實施鄉村振興與與協調發展、綠色發

展與生態環境改善、健康中國與保障和改

善民生、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

善產權保護製度與提振民營經濟、防范金

融風險與維護金融安全。

元華文

創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50

會計思維, 你的

最強理財武器:

從家庭帳本到

企業分析, 增值

你的財富, 有效

管理每一塊錢

小山龍介,

山田真哉
2019 9789869833042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96

750

深入淺出的解說，搭配生活中你我都會遇

到的實例，讓會計變得親切且容易理解。

不管個人、家庭或公司、企業皆適用，看

待金錢從此擁有新視角，輕鬆迅速累積財

富，助你人生下半場更加自信無虞。

日出出

版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51

不被工作綁住

的防彈理財計

畫:告別傳統職

場的多型態退

休, 讓你經濟獨

立, 擁有理想生

活的選擇權

湯雅.海斯

特
2019 9789865070311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89

705

本書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法，來實現被

大家認為遙不可及的夢想──提早退休。

作者概述了在完全退休前你該如何規劃儲

蓄，也為那些財務資源較少的人提供了半

退休、事業中斷的建議。書中詳細介紹這

個理財計畫，為了獲得穩定被動收入，該

如何計算年度預算以及怎麼選擇投資方

式。

采實文

化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02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02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02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02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02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88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88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88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88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88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7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7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7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7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7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70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70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70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70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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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大抉

擇:用經濟學

原理做出改

變命運的決

定

羅伯特.T.

邁克爾
2019 9789864712441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0

765

本書作者運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指出了一

些在做決策時的基本原則。比如，運用比

較優勢理論來選擇職業會帶來巨大收益，

了解市場如何發揮作用能較少尋找結婚對

象時的不確定性，理解外部性原理能幫助

你想清楚是否該生和什麼時候該生孩子。

方集出

版社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53
早期投資面

面觀
吳孟道 2019 9789577930972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0

032

近年來，創新創業風潮襲捲全球。世界各

國無不傾盡全力，扶植新創事業發展。而

伴隨著這股風潮，包括天使投資人、創投

與科技巨頭等在內的早期資金供給者，也

爭先恐後的投入這個市場，搶占商機（利

潤）與先機（技術）。在這樣的浪潮下，

早期投資市場的脈動與趨勢，遂逐漸成為

大眾目光焦點，重要性日漸提高。

台灣經

濟研究

院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54

小島經濟學:

關於魚(金

錢)、漁網(資

本)、儲蓄及

借貸的經濟

寓言(經典插

畫圖解版)

彼得.希

夫、安德

魯.希夫

2018 9789576580949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01

153

懂一點經濟學，是掌控人生的武器！在重

要的時刻，讓思維邏輯有更高的格局，做

出更好的選擇。

三采文

化

8：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55

從亞太營運

中心到護國

神山:臺灣產

業政策之演

變與評析

陳彥廷[ 2021 9789577112323 EPUB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272

737

從1990年代亞太營運中心的中止，到我國

投資、出口及重點產業政策數十年來的演

變，說明「制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

元華文

創

9：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7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7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7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7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7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03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03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03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03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003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1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1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1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1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11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7273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7273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7273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7273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7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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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的

實踐:土地.人

力.產業.科技

林茜 2019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95

338

針對地方創生，本刊分別從中央、產學、

地方等各角度剖析，並整理出常見的問題

篇，一次解決民眾和地方政府對於地方創

生的疑慮。並分別於中、南、東部，各選

出幾個正在進行創生的案例，希望透過他

們，拋磚引玉，讓讓更多鄉鎮更願意投入

創生。

遠見天

下文化

9：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57

AI 新世界:中

國、矽谷和

AI七巨人如

何引領全球

發展

李開復 2018 9789864795246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53

169

AI歷經超過半世紀的發展，到了2000年代

中期，出現「深度學習」這項重大技術突

破。AI的力量首度可以應用在廣泛的真實

世界問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未來學

者、科技公司執行長，全部開始談論AI的

巨大潛力，包括辨識人類語言、辨識影

像、預測消費者行為、放貸決定、機器視

覺、自動駕駛等。

遠見天

下文化

9：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58

《新技術經

濟趨勢》VR

簡史:讀懂虛

擬實境大趨

勢

劉丹 2018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62

245

本書從體系上來講一共分為了三個部分，

每一部分（第一章）通過和時事的結合帶

讀者進入虛擬實境世界，為讀者朋友們普

及了整個虛擬實境的相關知識，讓大家對

於虛擬實境有一個完整的認識，從而為下

面的講述打好了基礎。

御璽

9：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59

食尚品衛:臺

灣食品產業

的發展

王振寰 2017 9789577325624

https://tcpa.eb

ook.hyread.co

m.tw/bookDet

ail.jsp?id=151

790

臺灣食品業在滿足國內民生後，更擔起外

銷創匯的重要角色，為日後經濟奇蹟打下

扎實基礎，更隨著國內經濟環境與國際情

勢變化調整其定位。在食安事件頻傳的今

日，「吃得安心」成為民眾最深切的祈求

，如何加強食品衛生與安全成為我們必須

面對的重要課題。

巨流圖

書

9：體

面工作

和經濟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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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社會不平等:

為何國家越

富裕, 社會問

題越多?

理查.威金森

凱特.皮凱特

著;黃佳瑜譯
2019 9789571378749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84399

我們以為生活品質不佳是我們努力得還不

夠，

但事實是，在貧富落差懸殊的社會裡，

有錢人只會變得更有錢，窮人卻原地不

動。

時報文

化

10：減

少國內

及國家

間不平

等

61

競爭的國家:

印度經濟會

趕超中國嗎

彭越編著 2019 9789577111005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85417

中印經濟增長的比較不僅體現著兩個經濟

體國際影響力的競爭，更反映著兩種經濟

發展模式之爭，這兩種模式對發展中經濟

體有著極強的借鑒作用。中國實行了改革

開放政策，印度也一直致力於獲取改革紅

利，但兩國市場化道路與經濟增長道路不

同。印度近幾年來印度趕超中國之說再度

捲土重來，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元華文

創

10：減

少國內

及國家

間不平

等

62

動盪:國家如

何化解危

局、成功轉

型?

賈德.戴蒙著;

莊安祺譯
2019 978-986-588-243-3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97533

　 歷史的傷口太沉痛，卻是指引未來方向

的明燈。

日本與中、韓的歷史傷口未能有效化解，

為何比人口老化更值得日本憂心？

在美國將中國視為最大潛在敵人之際，何

以政治兩極化才是美國真正的頭號隱憂？

時報文

化

10：減

少國內

及國家

間不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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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國土安全與

移民政策
翊傑編著 2016 9789863741398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98986

本書收錄之考古題演練皆取材於上開科目

，統整歷屆考古題。編者對於每一章節概

念及重要法條，皆從案例類型出發，目的

就是使讀者能夠容易理解各章節重要概念

，建立考生在每一案例題型的思考邏輯，

願本書能成為引領您高分上榜之門徑。

千華數

位文化

10：減

少國內

及國家

間不平

等

64

金磚國家投

資環境報告:

中國. 2017版

中國經濟信

息社, 普華永

道中國編

2019 9789577111302 EPUB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97442

一般人對於伸展的觀念常停留在拉筋或暖

身，覺得只要身體有活動即可，事實上，

伸展的每一個動作都大有學問，絕非只是

隨意拉伸就好，錯誤的伸展比不做還糟糕

，甚至會造成肌肉斷裂或關節損傷。真正

的伸展，目的在於讓肌肉保持柔軟，進而

提高關節的可活動範圍，使我們做出更正

確的跑步或運動姿勢。想要柔軟度變好、

強化平衡感，甚至不再容易跌倒嗎？從今

天起，只要做對伸展就能辦到。

元華文

創

10：減

少國內

及國家

間不平

等

65

愛的手冊:建

立一個不打

小孩的國家

史英等編撰 2017[ 9789572851661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37065

打罵和羞辱只會使人走避，決不可能使人

自愛及愛人！為了與民生報共同發起的

「與孩子們立約」社會運動，人本教育基

金會特別編印本手冊，幫助爸媽們實現不

體罰的願望，同時也期待一個相互尊重的

社會，能在不久的將來真正出現。

人本教

育文教

基金會

10：減

少國內

及國家

間不平

等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898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898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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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寫給城市的

情書:Stephen

Powers的塗

鴉力

史帝芬.鮑爾

斯著;熊思婷

譯

2016[ 9789869343206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51406

他，塗鴉了全世界！

從各城市的牆面到屋頂，

史帝芬．鮑爾斯（Stephen Powers）多彩的

塗鴉會令你眼睛一亮。

而他走到哪，就會成為那個城市的一部份
……

典藏藝

術家庭

11：永

續發展

的市鎮

規劃

67

歡迎光臨天

才城市:從上

古雅典到宋

朝杭州愛丁

堡到加州矽

谷 端看七座

培育天才的

搖籃如何引

領世界向前

艾瑞克.魏納;

鄭百雅譯
2016 9789869354967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52560

你以為天才，是指智商140以上嗎？

你有沒有想過，天才可能是「天時地利人

和」？

天才，不是個人成就，而是善用城市資源

的結果？

此生，你就算去不了，也一定要拜讀的七

座城市文化巡禮，

超過30位天才靈光乍現的故事，他們不經

意的創新，卻開啟了人們嶄新的未來！

采實文

化

11：永

續發展

的市鎮

規劃

68

義大利城市

筆記:永恆與

瞬間的日常

鏡像

李佳樺著 2016 9789869465731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98270

維洛那

一座被稱為「愛之都」的小城。

羅密歐與茱麗葉兩人生死不渝的曠世愛情

，就在此地展開。旅人為追尋茱麗葉的足

跡，來到這裡，他們渴望自己在面對愛情

時，也能像茱麗葉一樣，擁有那麼多的勇

氣。

暖暖書

屋文化

11：永

續發展

的市鎮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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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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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基於生態城

市的城市最

優規模研究

紀愛華著 2016 9787564167158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98690

本書提出了從生態城市的全新角度研究城

市最優規模的科學方法，建立基於生態城

市的城市最優規模的求解模型，分析和評

判城市規模現狀的合理與否，進一步指導

城市的科學發展，並以青島市為例進行了

實證研究。

東南大

學出版

社

11：永

續發展

的市鎮

規劃

70

是設計, 讓城

市更快樂
查爾斯.蒙哥

馬利著;鄭煥

昇譯

2016 9789571368177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07810

這是本通俗易懂、譯文活潑的書。基本上

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汽車社會及其都市規

畫的反思，當然全球許多現代大都會也效

顰發展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感染。作者進一

步指出現代城市讓人無法快樂的本質，甚

至從許多不同發展程度的社會，以政策、

規畫、設計、管理各種角度，對於從事都

市規畫、設計的專業者，以及制定都市發

展政策的政客、官員及社會各界人士，都

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時報文

化

11：永

續發展

的市鎮

規劃

71

好城市:綠設

計, 慢哲學,

啟動未來城

市整建計畫

廖桂賢著 2016 9789863841838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44601

好城市˙綠設計˙慢哲學

一場住居新觀念的震撼教育！！

會吸水的海綿城市（在西雅圖）、兩棲城

市抗暖化（在荷蘭）、

受路邊停車保護的自行車車道（在哥本哈

根）、

愈塞車愈熱鬧的流動市場（在迦納）、

行動健身房（在香港）、狗屎變能源（在

舊金山）……

走遍世界，向全球城市學習！

野人文

化

11：永

續發展

的市鎮

規劃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869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869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869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869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0781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0781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0781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0781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460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460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4601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4601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年 ISBN 館藏 書影 簡介 出版社 類別

圖書館111年度SDGs永續閱讀17來推薦書單(Hyread電子書)

72

台北捷運小

旅行:大台北

區5線+機場

線:半日x單日

悠遊提案

城市旅遊編

輯部著
2017 9789865751838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33685

在這裡！台北巷弄角落的迷人風景

還沒見過的台北、總是錯過的台北，原來

就在捷運上車、下車之間。

創意市

集, 電腦

人文化

11：永

續發展

的市鎮

規劃

73

為什麼你的

荷包在縮水:

讓錢消失的

消費經濟學

點閱：59

張彬作 2013 9789865971472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39924

本書將會讓你看清楚經濟學到底在我們身

邊布下了什麼迷陣。 這是一本顛覆你傳統

印象而又妙趣橫生的書，書中幽默的故

事、有趣的案例和我們對案例的精彩點評

，避免了傳統經濟學著作空洞的理論，抽

象的概念和公式，一頭霧水的數位和符

號。所以你大可不必擔心看不明白，拋棄

負擔，抹去經濟學給你的枯燥感，現在就

跟隨本書去撥開生活的迷霧，尋找破解一

切的秘密！

悅讀名

品

12：確

保永續

消費和

生產模

式

74
八分滿的幸

福學
何大平編著 2015 9789865758714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73556

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時刻緊繃著神經，

所以變得忙碌和疲憊，這就需要修煉一種

悠然、彈性、適度的人生態度。能給每一

個接觸的人留下應該有的空間，迴旋的餘

地；能給自己在每一個疲憊後養足精神的

休憩，而這些將是再次起步的本錢。

菁品文

化

12：確

保永續

消費和

生產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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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3368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92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92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92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92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735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735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735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73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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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藥前, 你必

須知道的事:

看懂高消費

低知識的台

灣食藥文化

與真相

王惠珀著 2018 9789864794850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52450

身體最誠實，

別再讓體制的髮夾彎和廠商的花招，影響

一生的健康路！

食藥迷思五花八門，專家一次破解！
 

吃藥之前，你不能不知道的重要事！

遠見天

下文化

12：確

保永續

消費和

生產模

式

76

經營者不得

不學的消費

心理學

李征坤等著 2017 9789865603748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55853

以市場活動中消費者心理現象的產生、發

展及其規律作為研究對象，向讀者介紹了

市場營銷活動中的消費心理現象、消費者

購買行為中的心理現象、消費心理活動的

一般規律以及普通消費心理學原理在市場

營銷活動中的具體應用。

崧博

12：確

保永續

消費和

生產模

式

77
居民消費研

究
劉社建著 2015 9787552008241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12839

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消費總量不斷增長，

居民消費結構持續優化，但受經濟體制改

革進程與經濟發展階段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居民消費傾向不斷下降、消費率持續走

低，既難以發揮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

，公眾也難以充分分享改革開放成果。

上海社

會科學

院出版

社

12：確

保永續

消費和

生產模

式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24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24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24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245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8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8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8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58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283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283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283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2839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年 ISBN 館藏 書影 簡介 出版社 類別

圖書館111年度SDGs永續閱讀17來推薦書單(Hyread電子書)

78

Trendgo+

2013年第三

季台灣消費

生活調查報

告:3C/電子:

數位攝影機

TrendGo全國

意向顧問
2014 9789862355701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51892

Trendgo在市調業成軍即將邁入15年之際，

深加行銷人的需求，特建置「Trendgo+市

場調查雲端資料庫」，廣泛而紮實地蒐集

全台灣民眾的消費資訊，內容包括「消費

者資料庫」、「生活者資料庫」、「閱聽

者資料庫」等三大類。

TrendGo

全國意

向顧問

12：確

保永續

消費和

生產模

式

79
WTO、氣候

變遷與能源
施文真著 2013 9789574307753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39596

本書「國際經貿法與國際環境法系列叢書」（二）共收錄六篇期刊論文：「氣候變遷法制」針對我國之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以及氣候變遷財務機制，提出相關之法律分析；「WTO法制與排放權交易」分析排放權交易制度下之交易單位的法律性質，以及納入航空業的歐盟排放權交易制度於WTO下以及國際民用航空法下之適法性；「WTO法制下之能源議題」則分別分析能源稅之邊境稅調整措施，以及能源出口管制措施於WTO及相關國際經貿法制下之合致性。施文真
13：氣

候行動

80

氣候賭局:延

緩氣候變遷

vs.風險與不

確定性, 經濟

學能拿全球

暖化怎麼辦?

威廉.諾德豪

斯(William

Nordhaus)著;

劉道捷譯

2019 9789862488300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94413

氣候變遷是假議題？

全球暖化是騙局？

沒有人告訴你，氣溫升高將加深貧富差距

未來10年，熱壓力將使8000萬人失業

地球升溫4度，全球經濟每年將損失23兆

美元！

日月文

化

13：氣

候行動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189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189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189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189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59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59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59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959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441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441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441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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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異常下

的健康調理

術

鄒瑋倫著 2012 9789861975115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20705

地球的環境正在改變，你注意到了嗎？

北極冰帽融化，北極熊的家被毀了；馬爾

全球氣候異常，夏日氣溫節節飆高，冬天

溫度冷到不行，溫度變化太亂了，因此，

找不出原因的身體不適也就變得很常見。

面對氣候異常引起的種種身體不適與病害

，鄒瑋倫中醫師要提供給你最貼切、最適

用的健康養生法！

天在變，人也要跟著變！

采竹文

化

13：氣

候行動

82

暖化戰爭首

部曲:全球暖

化與氣候變

遷

商鼎數位 2011 9789861440873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24059

2011年四月出版的＜暖化戰爭首部曲/全球

暖化與氣候變遷＞鉅著，是全國第一套系

統化探討暖化課題的科普教材，包括精裝

書與多媒體影片同步出版，期許為減緩暖

化盡一份心力。

商鼎數

位

13：氣

候行動

83

抗暖化, 我也

可以:氣候變

遷與永續發

展

張瑞剛著 2012 9789862219300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50614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

料，已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

體的濃度急遽增加，產生愈來愈嚴重的全

球暖化、海平面上升及全球氣候變遷加劇

的現象。很明顯的，全球氣候及生態異常

現象與過量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量有關。

為了我們自己與後代子孫的永續發展與生

存，讓我們從追求物質享受的生活方式，

回歸到關懷環境、簡樸的生活態度，就可

以落實減量行動，為地球盡一分心力。
 


秀威資

訊科技

13：氣

候行動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70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70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70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70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405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405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405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405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061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061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0614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5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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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搶救寂靜:一

個野地錄音

師的探索之

旅

范欽慧作 2017 9789573276081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44342

這是一本具有國際視野，結合自然文學、

科學報導，及充滿夢想的作品。不僅敘述

了26個為「寂靜」努力的故事，為了讓讀

者更能進入故事中的聲音風景，特別設計

了27則線上聲音注釋，由作者親自錄音、

旁白。此外，書末並附珍貴記錄的12段自

然聲景原音CD，邀請讀者一起踏上這趟聆

聽「寂靜」的旅程！

遠流

15：保

育及維

護生態

領地

85
別讓世界只

剩下動物園
上田莉棋作 2018

9789864930883;

9789864930913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49778

到當地村落宣導環保跟動保的知識……比

起與動物的直接接觸，更多時候是在做科

學的調查，做教育，做溝通，為了動物、

為了地球，多做一點都還嫌太少。

啟動文

化

15：保

育及維

護生態

領地

86

大滅絕:不可

忽視的地球

SOS

鄭天喆, 姚福

燕作
2012 9789867386397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1280

搶救地球的環保生態告急白皮書

人類的無知導致了許多環境悲劇。只有尊

重其他生物的生存權，人類才能在這個世

界上更好地生存，請正視環境保護的重要

性，以及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必要性。

可道書

房

15：保

育及維

護生態

領地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434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434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434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434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977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977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977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49778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28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28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280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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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減塑排毒自

救手冊:從個

人護理到食

衣住行, 立即

實踐, 馬上行

動!

蓋伊.布朗

(Gay

Browne)著;

張簡守展譯

2019 9789579121620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96753

你經常喝手搖杯飲料？你知道塑料杯有害

身體嗎？

你給孩子天天喝的牛奶安全嗎？那些乳牛

有沒有打過生長激素？

為什麼牙齒塗氟可防蛀，但過量的氟鹽會

致癌？

原來一般肥皂比用抗菌洗手乳更健康？

本事

15：保

育及維

護生態

領地

88
海洋探秘. 6,

第八大陸

丁劍玲主編;

《海洋探

秘》編委會[

編]

2019 9787555282327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203856

本書內容涉及海洋歷史、海洋文化、海洋

軍事、海洋資源、海洋民俗、海洋旅遊、

海洋科技等多個方面的海洋知識，在欄目

設置上靈活時尚，包括“大航海家”、“非凡

彼岸”等內容。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深

入淺出的語言加以呈現，旨在培養讀者崇

尚科學、熱愛海洋、熱愛自然的觀念。

青島出

版社, 青

島水族

館

14：保

育及維

護海洋

資源

89
海洋探秘. 1-

2, 風王來襲

丁劍玲主編;

《海洋探

秘》編委會[

編]

2019 9787555271420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203846

本書內容涉及海洋歷史、海洋文化、海洋

軍事、海洋資源、海洋民俗、海洋旅遊、

海洋科技等多個方面的海洋知識，在欄目

設置上靈活時尚，包括“大航海家”、“非凡

彼岸”等內容。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深

入淺出的語言加以呈現，旨在培養讀者崇

尚科學、熱愛海洋、熱愛自然的觀念。

青島出

版社, 青

島水族

館

14：保

育及維

護海洋

資源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7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7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7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675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4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4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4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46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年 ISBN 館藏 書影 簡介 出版社 類別

圖書館111年度SDGs永續閱讀17來推薦書單(Hyread電子書)

90
海洋探秘. 5,

海底龍宮

丁劍玲主編;

《海洋探

秘》編委會[

編]

2019 9787555281016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203855

本書內容涉及海洋歷史、海洋文化、海洋

軍事、海洋資源、海洋民俗、海洋旅遊、

海洋科技等多個方面的海洋知識，在欄目

設置上靈活時尚，包括“大航海家”、“非凡

彼岸”等內容。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深

入淺出的語言加以呈現，旨在培養讀者崇

尚科學、熱愛海洋、熱愛自然的觀念。

青島出

版社, 青

島水族

館

14：保

育及維

護海洋

資源

91
海洋探秘. 3,

深海孤島

丁劍玲主編;

《海洋探

秘》編委會[

編]

2019 9787555273387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203852

本書內容涉及海洋歷史、海洋文化、海洋

軍事、海洋資源、海洋民俗、海洋旅遊、

海洋科技等多個方面的海洋知識，在欄目

設置上靈活時尚，包括“大航海家”、“非凡

彼岸”等內容。用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深

入淺出的語言加以呈現，旨在培養讀者崇

尚科學、熱愛海洋、熱愛自然的觀念。

青島出

版社, 青

島水族

館

14：保

育及維

護海洋

資源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20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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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搖滾:海

洋音樂祭.敬

與海一起發

生的所有美

好

武曉蓉作;趙

竹涵撰稿
2018 9789571374710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52072

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海祭──那一年，我

們一起衝的沙灘！福隆便當、風飛沙口味

啤酒、挖坑給自己跳、海洋旗……海祭18

歲了，這是第一本多角度記錄海洋音樂祭

的書，喚起大家對海祭的共同記憶與感動

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海祭──那一年，我

們一起衝的沙灘！福隆便當、風飛沙口味

啤酒、挖坑給自己跳、海洋旗……海祭18

歲了，這是第一本多角度記錄海洋音樂祭

的書，喚起大家對海祭的共同記憶與感

動。

時報文

化

14：保

育及維

護海洋

資源

93

澎湖之旅:海

洋子民的夢

土

王有森文.攝

影.繪圖
2001 9789578246676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1116

本書不只是一般的旅遊導覽，作者更以精

選的照片、繪圖帶我們進入澎湖各個島嶼

的特殊海島風光。那種屬於海洋的開闊、

明朗與純淨，是身為海洋之子民的我們，

在台灣本島難得經歷的海洋之美，玩水之

趣。

玉山社

14：保

育及維

護海洋

資源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20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20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20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520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11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11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11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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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不正

義:偏見和缺

乏理解, 如何

造成不公平?

米蘭達.弗里

克(Miranda

Fricker)作;黃

珮玲譯

2019 9789578654440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80233

不正義的另一種面貌

貶低一個人的人性，

並且剝奪一個人的力量的最好方法，

就是剝奪他的發言權
 

正義是哲學裡面最古老、最核心的主題，

人們總以為只要了解正義是什麼，便能以

否定的方式來理解所謂的不正義。然而，

本書作者弗里克透過揭示認知活動的倫理

向度，將焦點從正義轉向了不正義，藉由

不正義開展的空間，更深刻反思正義是什

麼。

八旗文

化

16：和

平、正

義與健

全的司

法

95
轉型正義與

司法改革
林孟皇著 2015 9789862556832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17036

台灣經歷長期的殖民統治與威權專制，轉

型正義終將是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本書分為三個單元：檢察改革、法院改革

及訴訟制度改革，談的雖是體制改革，貫

穿其間的卻是轉型正義思維。

元照

16：和

平、正

義與健

全的司

法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023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023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023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023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6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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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人權與

刑法正義
張麗卿著 2014 9789862553718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63472

醫療的目的在利益眾生，面對的是身體健

康的高度複雜性，任何一種診治行為都帶

有不同程度的風險，這種風險實不能與一

般的社會活動相提並論。基此，本書針對

刑事醫療的實體以及訴訟爭議問題，如刑

事醫療過失合理化的判斷、強化鑑定制度

解決醫療紛爭功能，以及如何落實醫療調

解解決醫療糾紛等，說明醫病關係的嚴重

性，並透過近年實務判決，提出對於現行

醫療糾紛疑義的解決之道，是一本適合醫

學界人士及法律界人士研讀的書籍。

元照

16：和

平、正

義與健

全的司

法

97

貧窮.放逐.歧

視.正義:從電

影文本解構

弱勢人權

國家發展研

究學會主編
2013 9789577323644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46065

「弱勢團體」也常常被視為「邊緣」（

marginal），給予人「弱勢的、不發達

的、少數的、非主流意識形態的」印象。

正是這種邊緣性格/文化差異被驅逐/排除/

辨認出來，因此主流的、優勢霸權的、多

數的、理所當然的布爾喬亞的先天理性良

心，以及後天的道德、教育、法律…等等

，讓「我們」自覺自知應該幫助「他們」

，做一件正義之事，使之與我輩共存共

榮。但實際上「我們」只是想方設法讓

「他們」變成自己，從來沒有想過讓「我

們」變成「他們」。

巨流

16：和

平、正

義與健

全的司

法

98

社會公義:一

位法律人終

身的承諾與

奉獻:黃越欽

教授紀念論

文集

黃越欽教授

紀念論文集

編輯委員會

編輯

2011 9789862551097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6655

越欽教授紀念論文集，由國立政治大學法

學院、勞工研究所及台灣國際勞雇組織基

金會，共同發起編纂；前者為教授半世紀

求學、教學之學院，後二者為教授所擘劃

成立。編輯委員會由教授門生王惠玲、林

佳和、郭明政、張其恆、陳建文、劉士豪

等組成。

元照

16：和

平、正

義與健

全的司

法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34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34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34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3472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60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60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60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4606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65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65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655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6655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年 ISBN 館藏 書影 簡介 出版社 類別

圖書館111年度SDGs永續閱讀17來推薦書單(Hyread電子書)

99

我的水中夥

伴:生物學家

談台灣溪流

魚類和環境

故事

方力行著 2015 9789865842642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93863

本書見證了台灣魚類的來源、配合島嶼生

態而演化、

以及面對自然災難和變故時，如何存續命

脈的韌性和適應性。

還有人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八旗文

化

17：促

進目標

實現的

夥伴關

係

100

學會改變:戒

除壞習慣、

實現目標、

影響他人的9

大關鍵策略

奇普.希思

(Chip Heath),

丹.希思(Dan

Heath)著;洪

士美譯

2019 9789869735087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84379

紐約時報暢銷榜第一

為什麼戒菸每次都失敗？想早起運動卻爬

不起來？

我們都想變成更好的自己，但改變卻好困

難！
 

其實你不是懶惰或沒毅力，而是缺乏明確

的指令、鮮明的情感，還有對的環境，或

是用錯方法，所以改變很難成功。想要養

成運動習慣？讓下屬變得不再遲到？還是

希望工作團隊更有凝聚力？不論你是要改

變自己、改變他人，還是改變組織，只要

掌握3層面的行動架構，就能輕鬆改變、

無痛成長。

樂金文

化

17：促

進目標

實現的

夥伴關

係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93863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437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437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4379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4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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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s執行

力:專為華人

企業量身撰

寫, 套用「表

格+步驟+公

式」, 實踐

OKR不卡關,

99%都能做

到

姚瓊著 2019 9789579094405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89677

結合CFR的目標導向管理，團隊不再瞎

忙、低效、沒士氣
 

即便熟讀歐美版OKR理論，仍感到格格不

入，難以運用！？

專為「華人企業」量身打造的

《Okrs執行力》＋《工作表筆記》能100%

落實執行力與目標！

方言文

化

17：促

進目標

實現的

夥伴關

係

102

快樂經濟學:

善用人性心

理達成財富

目標

徐秀麗作 2013 9789865805081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38397

本書以深入淺出的解說，告訴你群眾心情

的好壞左右著市場景氣的好壞，經濟繁榮

的最有效強心劑是快樂！

快樂能活絡經濟，締造財富！

雅各文

創

17：促

進目標

實現的

夥伴關

係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67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67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67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8967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839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839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839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38397


項次 題名 作者 出版年 ISBN 館藏 書影 簡介 出版社 類別

圖書館111年度SDGs永續閱讀17來推薦書單(Hyread電子書)

103

今天就從3分

鐘熱度畢業!:

日本微軟HR

的最高「借

力術」, 不必

拚意志力, 你

也能完成想

要的目標和

學習

鶴田豐和著;

郭子菱譯
2019 9789573284406

https://tcpa.eboo

k.hyread.com.tw/

bookDetail.jsp?i

d=191117

 

幸福的成功者們，各個都是「善於使用外

力的專家」！

你是否很討厭「總是三分鐘熱度的自

己」？

不曾忘我地做過某件事情、不曾得出特別

的成果、沒有什麼事情能讓你認真起來、

做什麼都不持久……

其實要從三分鐘熱度畢業並不難，

你只需要大量的行動，難的是如何解決隨

之而來的兩個課題：1要怎麼開始？2要怎

麼持續？

懂得「借力使力」麻煩立刻減少一半，

遠流

17：促

進目標

實現的

夥伴關

係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111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111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1117
https://tcpa.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91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