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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種。總算鬆了一口氣：歷史書還是有很多人買

嘛。那麼，上榜的 18 本翻譯作品都落在哪些年

代？分布在哪些地區？又討論哪些主題呢？（以

下書單的括弧內為榜上排名。）

 ●　 地理上以全球（或世界）為範圍、時間上縱

橫古今、尤其是書名有「大」字足以凸顯其

份量：《人類大歷史》（8）、《人類大命

運》（20）、《大歷史》（79）。

 ●　 輕輕鬆鬆就可以獲得的歷史知識：《歷史

是誰改寫的》（19）、《用一天說歷史》 

（27）、《傷風敗俗文化史》（73）、《拿

破崙不是敗在滑鐵盧戰役而是金融戰爭》

（97），最後這本並不是拿破崙傳記的真正

書名其實是它的副書名「從金錢的流動發現

5000 年歷史的意外事實」。

 ●　 時代特別：《中古歐洲三部曲》（100）；

地方特別：《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

（58）、《 絲 路、 遊 牧 民 與 唐 帝 國 》

（76）；主題特別：《資本的世界史》

（44，以世界為範圍的都很厲害）、《香料

共和國》（55）、《藏在地形裡的日本史》

（66，日本並不特別但地形很特別）、《大

查帳》（95，書名有「大」字的都很威）、

《猶太人》（99）。

 ●　 一本賣了二十年還在暢銷榜的歷史書：

2018 年 10 月中旬，我有幸應中研院史語所

之邀，和臺大歷史系系主任楊肅獻老師同臺，一

起探討臺灣的世界史研究與出版。楊老師從教育

體系出發，說明過去三十年來臺灣史學界對世界

史人才的培育；我則是從出版產業切入，介紹我

所看到的世界史翻譯與出版。

會有這樣的主題演講，是因為我們可以明顯

地注意到，書店裡關於世界史的翻譯作品越來越

多，也越來越好看了。不過，這樣講有點空泛，

也有點憑感覺，畢竟世界史的範圍這麼大，無論

是從時間的落點或是從空間的分布來看，總會聚

焦在幾個比較值得討論的主題吧。於是我懷著這

樣的假設，試圖證明當天在場的這些歷史書愛讀

者「感覺正確」。

我想從讀者去年買了哪些暢銷史地書切入，

目標則鎖定在國內最大通路博客來的年度排行

榜。在 2018 年總榜的前 100 名當中，人文社科

類只占了三名，其中沒有歷史書。不過，歷史

書愛讀者請勿氣餒，因為前 100 名當中有 10 本

多益參考書，其他 90 個名額還要分給心理勵志

書、理財勵志書、醫療保健書、料理書和國師唐

綺陽，連小說都只分到 10 本，我們的書不在最

受歡迎之列，應該可以理解吧？不如前往第二層

的人文社科類前 100 名瞧瞧：結果廣義的史地書

占了 34 種品項，其中華文占了 16 種，翻譯占了

世界史譯著的出版分析 
黃秀如　左岸文化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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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21），賈德．戴蒙的這本經典和他之後的

兩本著作《大崩壞》與《昨日世界》合稱

「人類大歷史三部曲」，說到底，讀者果然

最喜歡「大歷史」這個概念。

簡單介紹過後，這些書單告訴了我什麼呢？

原來讀者並不害怕購買（閱讀）有點厚重的歷

史書。《槍炮、病菌與鋼鐵》有 544 頁，《猶太

人》有 560 頁，《越南》有 648 頁；再往前看，

如果大家還記得六年前的暢榜名著《耶路撒冷

三千年》，698 頁。話雖如此，份量有點輕、內

容也不會太嚴肅的歷史書，還是暢榜主流，這裡

稍微岔開一下，比較華文創作就知其一二：《臺

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10）、《人生自古誰

不廢：或懷才不遇，或落榜情傷，古代魯蛇的人生

堅強講義》（15）、《歷史，就是戰：黑貓老師帶

你趣解人性、權謀與局勢》（26）、《如果歷史是

一群喵》（38）《餐桌上的中國史：歷史有溫度，

每天冷熱生猛的現身在我們吃的料理》（46），這

些結合了心理勵志和休閒趣味的小歷史，是不是和

偏好「大題目」的翻譯書相映成趣？

由於臺灣在國際上的處境，我們從政界、

學界到讀書界大多重歐美輕亞洲，多年前如果有

編輯想做伊斯蘭、想做東南亞，從行銷到業務到

通路到讀者，都會一臉茫然：請問你要賣給誰？

可喜的是，這幾年的情況大為改觀，再冷門的地

區、再陌生的主題都有編輯敢去嘗試，而且屢建

奇功。除了上榜的《越南》之外，同一系列的〈東

作者取材自東西方大眾耳熟能詳的經典傳說，包

括希臘神話、聖經與佛教典故、中國戲曲、西方

童話，甚至當代臺灣的都市寓言等，敷衍出 18

篇新「傳說」，幫故事原型添油加醬，充滿口傳

的活潑。書中角色如莎樂美、屈原、褒姒、薩埵

那太子…讀來彷彿都近在身邊，與你我有相同的

歌哭笑淚。因此我們相信，傳說是永遠不會說完

的故事，它可以一直被演繹下去，即使年輕讀者

也能從古老的相傳絮語中讀出屬於現代個人的心

事。（聯合文學）

聯合文學 /10803/272 面 /23 公分 /399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232964/857

蔣勳 著

傳說

語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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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趣史》共有二輯。文中所記載，多為作者

當時所聞，上至達官顯要，下至市井小民，皆有

入文。本書整合二輯內容，重新排版、點校。書

中所記之名人趣談、奇聞軼事，可一窺當時在新

與舊、中與西交相衝擊下的民初社會，所呈現出

的各種光怪陸離樣貌。（新銳文創）  

新銳文創 /10803/327 面 /21 公分 /41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8924406/857

李定夷 原著；蔡登山 主編

袁世凱的龍袍
民初報人小說家李定夷筆下
的民國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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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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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伊恩•莫蒂默的〈漫遊系列〉，我們可以回

到伊莉莎白一世的十六世紀，體會那個表面榮

光其實又髒又臭的英格蘭生活；而茶（《大吉

嶺》）、咖啡（《咖啡癮史》）、香料（《香料

共和國》）也不只是貿易往來的商品，同時也是

帝國權力的延伸。說到帝國，建議同場加映：

《帝國與料理》、《帝國的滋味》。

還有一種世界史譯著在出書量上逐漸增多、

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但要到科學類、醫學類項下

才找得到。《大歷史：跨越 130 億年時空，打破

知識藩籬的時間旅圖》就被分在科學書，即便是

760 頁的篇幅和 850 元的定價，也沒有阻止讀者

不敗家。2018 年選書的《基因》既是一場對人類

自身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科學探索，也是一段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一世紀遺傳科學如何為政治服

務的歷史爬梳。《故道》看似一本登山家寫的自

然遊記，卻集合了對地質學、生態學的研究以及

對前人思想的反省，連同《路》這本對行跡的探

索，都可以被歸類在以億萬年為尺度的跨界歷史

書。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也有《億萬年尺度的臺

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這樣的自製書，

絕對可以與《藏在地形裡的日本史》媲美。

天外的宇宙和人類的意識都是引人入勝的黑

洞。過去，我們害怕面對自己內在的深淵，不願

把個人病史拿出來討論，如今精神疾病已經是一

個具有公共性的議題，從正面理解精神疾病的起

源，到質疑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甚至挑戰精神

疾病的醫療體制，如果沒有把精神疾病、精神醫

南亞三部曲〉還有《柬埔寨》和《印尼》；不只有

歷史書，還有描寫越南的小說如《同情者》、討論

越戰的紀實報導《西貢淪陷》與難民的真實故事

《不漏洞拉》；更驚人的是落落長的越南語學習書

單，讓人不禁讚嘆：新移民力量大！

另一個本來曾經離臺灣很近、後來又離我

們而去的主題是伊斯蘭，包含中東。過去臺灣對

中東的興趣偏重石油和地緣政治，對於中近東的

歷史、泛阿拉伯主義、伊斯蘭文化與穆斯林的理

解，所知有限而且恐怕誤解很多。自從茉莉花革

命在北非爆發進而革命浪潮蔓延到中東之後，臺

灣出版界開始對地處歐亞非交界的那個火藥庫

產生興趣。雖然銷售量還沒有上到人文社科類

前 100 名，但是《烈焰焚春》、《中東心臟》、

《先知之後》、《伊斯蘭的悲劇》、《鄂圖曼帝

國三部曲》、《幽靈帝國拜占庭》這些書單已經

響亮到讀者分享會爆棚了，接下來可以預見的

是，應該會有更多的作品出現，把這個領域做成

一條扎實的出版路線。

還記得世紀交替的時候，書店開始出現從

生活裡的小東西來探討文明、文化這樣的出版品

嗎？例如妹尾河童的〈窺看系列〉：廁所、監

獄、工作間以及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方式；還有

跳過怎麼做菜、直接向讀者介紹「菜本人」的

《蘋果》、《馬鈴薯》、《蕃茄》、《橄欖》和

《番紅花》。這些有別於傳統政治史、人物史的

物質史、生活史、文化史，經過將近二十年的經

營，終於成為排行榜上的常客。如今，跟著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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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精神病院的「發明與演進」進行長時間與全

面的研究，就很難把住在我們大腦裡的那隻「黑

狗」給找出來。（遑論治療牠？）就這個意義來

說，《古典時代瘋狂史》、《瘋癲文明史》《瘋

狂簡史》、《憂鬱的演化》等作品，既是科學

史、也是社會史。

最後回到楊肅獻老師與我的演講主題，如果

我沒記錯的話，我的結論是：正因為我們培養了

大量讀歷史的學生（不是歷史系學生），所以才

有夠多的歷史書編輯和譯者，生產出大量的歷史

讀物，提供給更大量的歷史書讀者。身為一個人

文社科書的編輯和人文社科書的讀者，每每站在

新書平臺前或瀏覽新書頁面，都會讚嘆於同業們

提供給我的書單，讓我可以打開任意門，在一瞬

間回到中古時代與十字軍並駕東征，或是去到愛

琴海見證威尼斯共和國的海上霸權。更令人振奮

的是，這些書單說明了：歷史書的書種更多了、

主題也更豐富了、銷售也更好了。那麼，有志於

推廣世界史的熱血人士，要不要考慮加入出版這

一行呢？

延伸閱讀

1. 過去這四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結束，與一戰相關的出版

品豐富了我們對二十世紀初的認識。戰史就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

史》（套書）（臺北：麥田，2014）和《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1918 戰爭的悲憐》（新北市：廣場，2016）；兩大帝國的對抗與

衰敗就看《哈布斯堡的滅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奧匈帝國

的解體》（新北市：左岸文化，2014）VS《鄂圖曼帝國的殞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東》（臺北：貓頭鷹，2016）。

2. 一個幅員遼闊種族多元的地方，搭配一個烏托邦式的夢想：帝國主

義發源地的歐洲希望統合，《戰後歐洲六十年》（四卷）（新北

市：左岸文化，2012）；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非洲想要獨立，《非

洲：六十年的獨立史》（上下兩卷）（新北市：衛城，2017）。

作者以細緻誠摯的眼光，由世紀之交女性的成長

經歷、見聞感受出發，寫社會，寫家庭，也寫自

己，藉 21 篇散文刻畫光亮後的暗影、暗中的微

光，記下世界予我們的顛顛簸簸、坑坑疤疤，同

時認認真真地提問：那些很好很好的，可不可以

不要呢？能否准允我們唱起新曲，走不同的路？

能否容許我們，收拾起破碎的自我，選個心儀角

落種下專屬的果樹，等它緩緩果熟蒂落，帶來只

有自己能體會的豐收。（網路與書）

網路與書 /10806/232 面 /20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60317/863

吳曉樂 著；何學儀 繪

可是我

偏偏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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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才不會因為你努力，就溫柔地理解

你。」掌握浪漫、治癒、糖粉、虐淚、歡脫文

風，總令讀者少女心爆棚的作家凝微，療癒向純

愛佳作，描繪不被世界理解的青春苦澀，喚醒妳

對自己的溫柔本能：在被世界溫柔以待前，妳和

妳自己，都要過得好好的。「我很膽小，也很害

怕失去你。可是，溫柔如你，始終在原地等著我

啊。」（要有光）

要有光 /10802/270 面 /21 公分 /2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6992148/857

凝微 著

月見似妳，溫柔

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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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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