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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譜是上天賜與人類最美的禮物之一，與開坊特別精選了最新好番，邀請您

一起走入關譜的殿堂，體會開語之樂呦!

榮譽榜

寫給任何時刻決這也潑的你一與服貧資畫出發旅遊繪畫室

作者:朴惠其

出版社:策馬入林

想來趟1*行嗎?看到這本書，我毫不猶于擎的

拿了起來翻闕，翻著翻茗，我不知不覺的著迷

了。這是一位青包客來自內心最深刻的告白，不

同於以往市面上介紹世界各地的美食景點，這本

書探討的，是激發你內心那股想出發的潛力。看

看作者所去的地方，尼泊爾、突尼西直、摩洛哥

等等。都不是台灣目前主流的臉行國家。作者想

告訴大家的，是想出發的你，被現實JiJf細綁的

你，心靈暫怯迷失自我的你一個開始的契機。這

些在1*行中的回憶與記憶，不只是放鬆身心的選

擇，也是認富麗自己的一種新方法。想看看更多

嗎?翻翻本書吧，讓1*行來回答這個問題。

大慶j去師一與服員立彬.!J!街雙雙雙撥單草

作者:村上祭

出版社:時報

故事情節引人入勝，每個所敘述的魔術者防護

看書這本的人十分的著迷，讓人一直想往下看下

去。魔術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把人們要得囡囡

總但是還是心甘情願的被耍。這本書更把魔術的

效應發揮的淋j寓盡致，不只是在台上讓觀~折

服，更是白色改變一個人的命運。。。

有沒有想過，其實你的人生就是一場魔術呢~~

E寺光電影院一輿脫貧畫畫方E單位維護

作者:幾米

出版社:大塊文化

我在別人的故事懼，經歷不同人生，有時羨

里，有時嘆息。一幾米時光電影院

電影之所以迷人，也許是因為有時它喚醒了我們

人生中的系個片段，青澀的戀愛，親惰的溫暖，

臉紅心跳的威覺或者椎心刺骨的1高，

文或者彌補了我們心靈某一部分的空缺。

其實讓我們刻苦銘心的電影，是因為坐在我們身

逸的那個人e

不生氣的技衡一輿.Dl員胡彤高EQ維護

作者-吳淡如

出版社:天下文化

在大事小事充斥的生活中，我們很容易就

有情緒，所以，EQ就成了我們很重要的一門學

鬧。在學校懼，學到的幾乎都是以學術理論為

主，但情緒的控管卻常常讓我們傷透腦筋，明

明知道有時生氣是拿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

或是因為沒有辦法處理事情而累積怒氣，刺傷

了別人也傷害到自己，這本書裡，作者用很多

自己和發生在身逸的小故事，讓整本書不會枯

燥無睬，管理好自己的IEQ很多事情都能迎刃而

解喔!

我們都是這發彎大的一與服員淑萍彎彎校園抒壓日記援建

作者:彎彎

出版社-因神

看完這本書讓我回想到以前的國中生活，

國中生活的記憶是緊張且有壓力的校園生活，

但看完這本書會讓我對以前校園生活有不同的

想法，為何老師要嚴格規逗我們穿制服且留短

髮，但現在回想起來寞的是很難得的事件，現

在國高中生都沒有髮策了，有時還真不易分辦

他們的實際年齡呢!為何要穿制服?現在想

想，要穿都沒有機會了，幸虧有制服這規逗，

不然要煩惱每天要穿f十麼而言員漓，或許還要讓

父母親多花錢買衣服呢~看完這本書，現在回

想以前校園的生活真的很有趣晴!

詔書重葡萄濁的第一本書一輿.Dl員絲青島晶體余生法擁護

作者:東償新

出版社.四塊玉

會想了解葡萄酒的原因是因為我欣賞的一

位歌手愛嗎葡萄酒，再加上家人平時也會責令發

後晶嚐葡萄酒，更讓我想一探葡萄酒的神秘面

紗。本書非常適合入鬥者關詣，因為作者與葡

萄酒已結緣逾14年，她以豐富多層次卻不被難

的敘述方式，帶領請者如參加一場韻昧十足的

葡萄酒盛宴。「葡萄酒」寞的是充滿學間，光

是葡萄的種類就五花八門，以及其製作方式、

如何晶嚐、與美食的搭配 ， 等，處處都是驚奇

與奧妙語完後你會很想立刻來一杯香檳配新鮮

草莓，體會電影 rp肥肉! Wom個」中男主角所說

的那種酸甜滋睬喔!

Ps.闖語本書時也可搭配漫畫「神之宣言J '相信

會議你更加了解葡萄酒喲 !

改變人生的持續街一輿.Dlj毒俊佑好習慣義成擔驚

作者-古川武士

出版社:商周出版

要改變一件事需要很大的動力，但是常常事

情進行到一半就中途放棄了!最大的原因是執行

的持續力不足無法持之以恆的一直做下去，到底

是f十麼原因讓你總是半途而廢呢?在本書中你將

會找到答案，學習如何化解過程中的困難和盲點

並幫助自己持續走向改變的方向，達到理想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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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食堂4一輿級異孟佩好吃又好看維護

作者:安倍夜郎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一看到封面就忍不住馬上翻開來看!這次

的菜單是烤鰻醬汁、豬腳、;水蕃茄、紋豆腐、

學炸、秋茄子一則則j訪問人心的小故事搭配

著笑昧的料理讓人愛不釋手!有時還可認織不

同的料理呢! 像「紋豆腐」就是把洋蔥絲和柴

魚片放在豆腐上淋醬油和麻油。簡單易做!男

外我也是茄子愛好者，不管是醬燒茄子還是里

粉炸茄子(再;第些胡椒動都是人問美睬呢~看著

故事中人物吃的津津有昧的表情，你是否也心

動了呢?



一個人的每一天一輿跟真假伶小確切幸福維護

作者高木直子

出版社:大回

這是描寫一個人離開家裡完全靠自己的獨

立日記，是每個人的必經過程。期間必然有酸

苦難熬，也有自我成長的喜悅，而作者以該諧

的漫畫手法來呈現這段經驗。一個人的時候很

容易戚到孤單，但一個人的時候也有厲於一個

人的快樂，作者也就是這樣發現一個人的小確

幸而能面對一個人的孤寂。每個人都會有一個

人獨處的時候，不要害怕一個人，學著去享受

一個人的獨處，就像作者一樣，在一個人的逆

境中可以發現值得開心的微小而確切的幸福。

街億殺手一與服員盈單產繁張刺激撥單單

作者:丹﹒西蒙斯

出版社商周出版

如果你喜歡「全面殷勤J '那你就絕對不

能錯過，也閃憶殺手" 。只是差別在於﹒一個是穿

梭在自己製逅的時空檀;而後者則是藉由藥

物，沉浸在過去的回憶裡。這本書利用在現實

與回憶的交錯出現，猿人一直好奇著藉由這些

回憶，到底能找出關於凶殺案的蛛絲馬跡;在

現實中文要如何面對重重的難關。而且，作者

的見聞與智慧真的很深淵，除了故事的內容刺

激緊湊到快窒息外，也可以學到很多其他的東

西。

Best Download - 輿錄買辦伊好周教燈擔驚

作者: PCuSER研究室

出版社: PCuSER電腦人文化

想知道免費、實用，好安裝的軟體哪裡可

以下載嗎?本書由13位逢人用心評選推薦'史

上第一次萬中選一的優質軟燈大補帖。若您想

快速晉身成為防毒駭客系統安全管家、數f立辦

公室整理逢人、網路瀏覺下載破解高手、多媒

體影音撥赦轉檔專家以及相片編f~管理揖影大

師。這本書您千萬不能錯過，秘密就在本書

中!

續墨守犬 一與服貫家慈平淡幸福給黨

作者:村上李醫

出版社:時報

有別於<墨守犬>令人聲淚俱下的結局，

這一本則充滿了平淡的希望， 或許在別人的故

事裡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小配角， 但在人生

中，每個人都是主角， ~寅譯著自己的故事，然

後在偶然的時刻相逞。<績墨守犬>裡每個小

人物都在追求幸福與希望，也許悲傷，也許無

索，甚至想放棄活茗，但最終仍朝著目標邁

進，人生不也是這樣嗎?平淡的幸福才是幸

福。

深夜食堂一輿服負有畫好吃又好事告給驚

作者:安倍夜郎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深夜食堂》這本書是我由日劇認澈的，

網路上的劇昌平對此劇有著不錯的評價。在好奇

心驅使下翻開了這本漫畫番，裡面敘述著一家

只在半夜12點到凌展6點鐘營業的小吃店案所發

生客人的點點滴滴。當中有許多人生中的無常

與無索;也有許多人性間的探討，算是一本紀

錄人生百態的漫畫書，每個客人所喜愛的食物

不同，所以只要點的出口，老閩幾乎都做的出

來。在忙碌的生活中譜一語這本經鬆文生活化

的漫畫，也算是讓心情放鬆的一種方法。

我的老爸鬼諮連第一輿跟真盈磁爸爸經典語錄維護

作者:賈斯汀﹒哈2拉

出版社:大家出版社

書名叫>> 1'.1y Dad Says Shit"寞的很Ki5切。作

者的爸爸三句不離-1囡"Shit" ，五句不離一

個可uck" ，人前人後不一樣，可堪稱為見人說人

話，見鬼說鬼語的表率啊! 但是，在句句髒話

的背後，總帶有爸爸獨特待人處世的智慧以及

對兒子的關懷與期詳。這本書真的很清臂。如

果你心臟夠強，那就一起來戚雯哈本式的幽默

吧!

怪咖少女事件簿一與服員赫有醫學習年經人用諾維護

作者: Rachel Renee Ru自ell

出版社:博織園書

想學口語化且實用的英文，看這本書就對

了! 從這本書不但可以了解美國青少年的生活，

還可以學習他們年經人的用語，完全不會有為

了學英文而看書的痛苦! 且故事情節幽默有

趣，所以在享受開譜的過程中，已不知不覺學

到英文了! 非常適合不想再學死板板英文的人

關語呢!

. - .... ..圖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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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然心動的人生整理BEj去 一輿w員孟佩自我整理維護

作者:近藤麻理惠

出版社:方智

如果你對於家檀很高L 、怎樣整理都整理不

好，很心煩、很頭痛，那建議你一還要看看這

本書!這本書教的不光是如何整理，而是教你

如何面對無法收拾的自己! 經作者一步步的引

導下，用你自己的價值觀、主觀情威去判斷哪

些東西是令你悍然心動而想留下的。注意!是

留下，而不是想丟掉仲麼!更可籍由決這東西

的敢捨來磨練自己的判斷力，並從中發現自己

真正的興趣和喜好(留下的東西。還有其他更多

的好處，就讓作者的經驗來告訴你吧!

愛自己 一與疲累佩伶愛大家給黨

作者:女王

出版社:因神

不快樂是現今社會的文明病，每個人都渴

求快樂，快樂似乎變得很困難。 快樂其實是需

要學習的，要快樂就要先懂得愛自己，愛自己

不是自私，是懂得如何尊重自己，傾聽自己的

得粉

受區已
聲音!愛自己，很重要!懂得愛自己便能拿到幸 '、電 ‘.r. 'l! l副食 tnH. ﹒

福快樂的門票! 這個道理淺易卻重要，;美易卻不

易辦得到。 愛自己其實是需要方法的，人氣網

路兩性作家一一女王， 在此書分享了她是如何

地在經歷人生中不同階段的挫折後， 從人生低

潮慢慢沉澱烽鍊出更成熟快樂的自己。 我們也

可藉由第三者的視角去審視自己是否也陷入了

自己看不到的盲點而不快樂。 推薦此書是希望

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式來愛自己，

進而找到快樂，厲於自己的快樂! ! 

天才重裝置 一與服員立彬繞開心重演撥單單

作者:史蒂夫﹒哈米爾教

出版社:繁星多媒體

這本書的主人翁---麥可從8歲那天起就從未

開口說過話， ~也是個天才蟄術家，憑著敏銳的

心及靈巧的手就能畫出驚人的作品。但是他發

現這些天賦同樣能用在男一項藝術上一開鎖。

無論是f十麼鎮一經他的手都能解開;黑道也同

樣看上他的手贅，常叫他做一些不被他自己良

心許可的事。 其實，世界上有著一把他不能解

得鎖，那就是自己不能開口說話的心。

天俊的眼淚 一輿w員調彤尋找真愛維護

作者: :N!ia 

出版社:繪虹企業

最近正秀的我可能不會愛你，大家都在討

論"李大仁>> ，討論他默默付出的愛，我可能不

會愛你其當是我怎麼可能不愛你，相信很多人

都想遇到真的籠包容你一切的地 Ri嶼 ，這本書

結合了很多的愛，親情、友情、愛情而寫成的

故事。

我想，要去愛人之前都要先知道f十麼是

愛，如何去愛，才能免去一些不必要的傷害，

可以互相包容的愛會議人幸福愉快、變得更

好;而不能互相著懇的愛，到最後則會議人彼

此難堪。新的一年來到嗨!祝大家單身不寂

寞，兩人世界好快樂!



20幾局長，要面對的人生困惑一輿脫貧淑萍打破囡蹺維護

國

20鯽，
要面對的

人生困惑

作者:水淼

出版社:好的文化

還在對未來不知所措嗎? !還是你現在面

臨到工作上，戚情上，心靈上的問題嗎? !還

在憂鬱、煩悶嗎? !如果你想要改變現在的困

境，你可以開講這本書來幫助你解決目前的問

題晴!雖然我們都知道這些道理很簡單，但要

實行或改變就很難!別忘了，唯有勇於改變才

能打破現在的困境，相信未來一還會更美好。

跟誰聊天都鑫與 一輿w員單是婷侃侃而談維護

作者:金井葉之

出版社:究竟

想說的話很多，但不知道何時才是最佳時

機。

和朋友聊天時總是被嫌棄譜話太過冗長，沒有

重點(@@")

看到別人在聊天湊上去後只說了一句話就句點

了 (間rz)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和我一樣的困擾呢(>可

於是救星就來嗨!登登登~

看完這本書後對於作者細膩的觀察及中背的建

議戚到相當佩服!

作者對於每一種情境以及你我可能遇到關於聊

天的困難都有提出一些指引，並且提供一些範

例旬言讓你講話一次OK !

雖然說話對我們來說就像喝水一樣簡單，但有

旬老話說: í話多不知話少，話少不知話好」要

達到「話好」這個最高境界卻不是那麼容易晴

(-可

不過從這本書中學到的說話方式，現在我也能

和朋友侃侃而談驛(川)

4、毒草照相館 一與服貫家慈警棍真相繪畫室

作者:當部主毒幸

出版社:獨步文化

「靈異照片」一第一次看到用此為題材的

推理小說，說是推理小說也不盡然，只是有推

理的過程而己，真正讓人在意的是，原來靈異

照片的由來在封令人的執念。

j舌著的人必須承受能死去的人更大的痛

苦;即使死去了，曾經活著的人也有許多拋擲

不下的執茗， ft而且已表象就是主角抽絲剝繭的

對象。然而，主角欲揭開的只是他人的認嗎?

終究，別人的人生是別人的，在尋根究底的過

程中，要揭露的反而是冰凍太久的真相，要癒

合的也是心中久未碰繡的病。

并也老師的奇顧教室一 輿館員薇竹發現奇頤繪畫室

作者: (木屋j山善意子

出版社:高寶

常聽有人說:理論學到的東西跟現實社會

應用起來都不一樣。你是否曾煩惱如何解開課

本裡雞兔罔籠問題，卻發現現實生活中運活生

生的雞都很少見，更遑論雞兔罔繞景象了呢?

在并出老師的教室裡，絕對不會發生這樣

的事情，他費盡心思地把應該學會的知織，幻

化成生活中每一個微小的學習;文學、茶道、

自然、美食與鑑賞力、科學、音樂一個都不

缺，卻是透過自己做茶杯、自己做和果子和懷

石料理、自由地唱歌~R併旬，不僅讓孩子們在

腦袋裡想像，而是透過實際身體力行，去戚

洹品 。
當 .

不用既造的框架去談這孩子的能力，而是

讓他們試試看，隨時用心和創意變出最有趣的

學習方式。這樣的教學態度及方式絕非臨時起

義，而是必須利用所有的時間去思考、連結和

戚雯，才能不斷的發揮創意。 只能說在這教室

裡的孩子們太幸福了，并出老師對生活的態度

也值得我們學習 … 。

活富夜食堂2一一與服員懿方生法故事維護

作者:安倍夜郎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深夜食堂真的是一都很特別的作品!不走俊

男主毒女或浪漫綺麗的愛情路線，而是透過市井

小R日常生活?里的小故事，表現出人生的無常

與淡淡的哀傷;許多在你我生活中可能發生的

小插曲、令人會心一笑，或讓你看了會不停點

頭表示贊同。 “女人之間沒有真友誼M ?位 高中時

代JiJf迷戀的帥氣籃球隊長如今依舊鳴.，. ?還有許

多非常寫富的生活插曲，看起來文靜的rAV女

{壘，人人卻著迷於她的清純樸富的氣質，晨起f十

麼會下海竇身呢?每個故事譜起來很簡單，但是

卻像一碗熱湯，撫慰了居住在城市裡的你和

我。

巴黎症候草草一與服員俊佑神遊巴黎推車里

作者:林鴻麟

出版社:一起來出版

在你心中的巴黎是否如在海明成《流動的

盛宴》中寫道 r假如你有幸年經時在巴黎生

活過，那麼{如此後一生中不論去到哪裡她都與

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那般的

繁華、高雅、浪漫. . . J '巴黎真的是每個人

內心嚮往的城市嗎?本書作者將辛苦您認織道地

的巴黎，一一揭開巴黎的神秘面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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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與開坊好書: http://lc.lib.nchu.edu.tw/Html1ProductLis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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