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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與閱讀：

談閱讀的處方箋
雷碧秀 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啊！時代的幸福和人們的幸福，

原來是兩件事。

　                  ──賴和〈無聊的回憶〉

107 年第 4期（總號第 4期） 民國 107 年 12 月（2018.12） 頁 56-65 國家圖書館

2616-5074 



出版社選書

057

社
會
科
學

徐玫怡 著

大塊文化 /10704/247 面 /22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2138830/528

《交換日記》作者徐玫怡和兒子小福在六年級下學

期的自學嘗試。這本書並不批判教育，也不對抗體

制，完全放在玫怡個人體驗的描述。雖不是太標準

的自學範例，但是玫怡母子以自學做為背景，發展

了更深入的親子關係——互相支援、彼此信任。無

論選擇自學與否，本書都說出許多媽媽的心聲，也

將刺激、引發每名讀者思考。(大塊文化 ) 

沒有學校

可以嗎？

社
會
科
學

蔡金田 著

元華文創 /10709/328 面 /23 公分 /5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7110183 / 526

本書從教育的發展趨勢，深入剖析學校教育的生態

演化，從組織領導、課程教學、與學生學習等面

向，逐步探討全球教育的革新與學校領導的發展；

並對於當前學校教育的重要議題，透過理論的探討

與實證分析，一窺學校教育的實踐情形。本書可提

供教育單位作為規劃與落實學校教育工作之參考，

促進第一線教育工作者專業發展與生涯進階。（元

華文創）

學校行政的

理念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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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瓊珠 著

心理 /10704/410 面 /23 公分 /4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1918204/529

本書涵蓋學習障礙的基本理念與教學實務兩大部

分：前半部主要是在討論學習障礙的核心概念、歷

史發展、特質、類型、鑑定、安置，以及不同階段

的發展與教育目標，適用於學習障礙入門者；後半

部則為教學原理與聽、說、讀、寫、算和學習策略

之實務，適用於修習補救教學或教材教法的學生或

是資源班教師參考。本書特色是透過「個案討論」

幫助沒有許多實務經驗的初學者，能將原則性的抽

象概念運用到思考與處理案例問題上。（心理）

社
會
科
學

陳燕梅 著

臺灣學生 /10705/304 面 /21 公分 /40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1517551/532

本書以郊、社、宗廟等三者祭祀議論為主要探討範

圍。由於祭祀議論的癥結源自先秦，兩漢又沒有妥

當面對處理，所以勢必結合出土文獻及傳述史料，

從歷史源流來審視，始能折衷，以觀察經、史之

間的距離，與儒門在吉禮祀議方面的影響究竟達到

什麼程度，藉此得以擺落了鄭玄禮學權威的羈絆，

清晰地疏理了六朝官方吉禮祀議及施行之源流，並

解決了千載以降經學界爭論不休的郊／丘、社／后

土、禘／祫等重大議題。（臺灣學生）

六朝官方

吉禮祀議

及施行之源流考

學習障礙：

理念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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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科
學

艾比蓋爾．馬許 著；潘昱均 譯

奇光 /10707/352 面 / 21 公分 /4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30818/541

為何有人可以不顧自身安危福祉去無私地幫助他

人？又為何有人可以毫無顧忌做出傷天害理損人的

壞事？他們的大腦到底有何不同？又是什麼該為人

的慷慨善行和殘酷魔性負責？本書為科學實證角度

談利他行為的經典之作，在書內，作者探索人類關

懷別人的能力，對同理心、利他主義和攻擊侵略本

質，展開臨床、譯讀及腦造影的尖端研究，讓我們

更進一步理解人類基本的社群天性。本書是開疆闢

土的研究，旨在讓人了解人性的至高與深度。（奇

光）

恐懼的力量
為何有人捨身救人，

有人惡意病態？

一位心理學家探索大腦、

神經和行為科學，

實證揭露人性善惡

真相之旅

社
會
科
學

卜正民 著；廖彥博 譯

臺灣商務 /10708/386 面 /22 公分 /4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531558/540

繼史景遷之後，中文世界最具影響力之國際漢學家

卜正民，扭轉史觀之大作。這本書一開頭就展現

了卜正民說故事的功力……從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

「南昌墓地案」展開，在這個事件中，讀書人、小

地主、地方基層官員、中層省級官員、宦官、皇帝，

一一登場。作者透過原本安靜地躺在史料裡的歷史

事件，告訴我們明代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皇

帝和官僚集團如何運作？地方上的人際關係又是怎

麼一回事？地方社群與中央集團的勢力是如何競

合？（臺灣商務）

社群．王朝
明代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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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書目療法〉，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參考資料

1. 亞馬遜網路書店（https://www.Amazon.com）

2. 博客來網路書店（https:www.books.com.tw）

3. 好讀網（https://www.Goodreads.com）

4. 同人小說網（https://www.fanfiction.net）
5. 書單王國網（https://famousbooklist.blogspot.com）

6. 一生必讀百本好書（100 Books to Read in a Lifetime）
7. 邁向健康幸福人生：2017 書目療法服務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論壇

 （http://www.lib.ntu.edu.tw/events/2017_bibliotherapy/record.html）

延伸閱讀

1. 幾米著。《不愛讀書不是你的錯》（臺北：大塊文化，2018）。

2. 大衛．卡利文，沙基．布勒奇圖，吳愉萱譯。《我等待…》（臺北：

米奇巴克，2006）。

3. 妮娜．桑科維奇著，蘇西譯。《最悲傷的一年，閱讀療癒了我：一

段真人實事的神奇療傷之旅》（臺北：原點，2016）。

4.稻泉連著，游韻馨譯。《重生的書店：日本三一一災後書店紀實》（臺

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4）。

5.土方正志著，陳柏翰譯。《瓦礫上的編輯：災區小型出版社〈荒蝦夷〉

的三一一震災實錄》（臺北：開學文化，2018）。

6.米凱爾．烏拉斯著，賴亭卉、周桂音譯。《說書人和他的閱讀處方箋》

（臺北：商周，2018）。

7. 烏特．佛瑞維特等著，黃懷慶譯。《情感學習：百年來，經典文學

如何引導孩子認識感覺、學習情緒》（臺北：貓頭鷹，2018）。

8. 艾拉．柏素德、蘇珊．艾爾德金著，汪芃譯。《小說藥方：人生疑

難雜症文學指南》（臺北：麥田，2014）。

9. 虹風等作。《馴字的人：寒冬未盡的紙本書出版紀事》（新北市：

小小書房，2017）。

10.曹馥年著。《環島讀冊：心中那間獨立書店，改變街區的閱讀力量》

（臺北：日月文化，2018）。

11. 謝伯讓著。《大腦簡史：生物經過四十億年的演化，大腦是否已

經超脫自私基因的掌控？》（臺北：貓頭鷹，2016）。

12.Stanislas Dehaene 著，洪蘭譯。《大腦與閱讀》（臺北：信誼，

2012）。

13. 瑪莉安．沃夫著，王惟芬、楊仕音譯。《普魯斯特與烏賊：人類

大腦如何演化出閱讀能力》（臺北：商周，2013）。

14. 葛詹尼加著，鍾沛君譯。《我們真的有自由意志嗎？意識、抉擇

與背後的大腦科學》（臺北：貓頭鷹，2013）。

15. 史考特．麥克勞德著，朱浩一譯。《漫書原來要這樣看》（臺北：

愛米粒，2017）。

16. 張宏實著。《幸福 10 小咒：下載諸佛菩隆的願力與功德，遠離災

難與困境》（臺北：橡實文化，2012）。

17.瑪莉安．威廉森著，謝明憲譯。《愛的祈禱課程》（臺北：橡實文化，

2013）。

社
會
科
學

西蒙．韋伊 著；卡繆 編；楊依陵 譯

臺灣商務 /10707/291 面 /20 公分 /38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0531503/549

由卡繆所整理出版第六部韋伊的遺稿，出版於 1955

年。她早年即為出名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家，在法

國高中教學與組織工會，並曾親身前往德國（1932

年），見證過德國工人運動與納粹黨運動，之後韋

伊寫下了許多報導、短文、論文，其中最有名的，

是作為本書主體的一文〈反思自由與社會壓迫的起

因〉（1934 年）。卡繆將這篇重要論述與其他相關

主題的文章集結成本書，重要哲學讀本，首度於中

文世界出現。（臺灣商務）

壓迫與自由

社
會
科
學

錢穆 著

東大 /10703/176 面 /21 公分 /26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1931524/541

本書乃作者初定居臺灣期間，在各軍事基地之演講

辭，共十二篇，大體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作者認為

中國文化有其特殊之成就、意義與價值，縱使一時

受人輕鄙，但就人類生命全體之前途而言，中國

文化必有其再見光輝與發揚之一日。作者一生崇敬

國家民族之傳統文化，幾乎一如宗教信仰，頌讚或

有過分處，批評他人或有偏激處，要之讀此一集，

即可見中國文化影響之悠久偉大，實有難乎想像之

處。（東大）

中華文化

十二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