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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文化創意」主題書目推薦序 

文化創意組召集人 謝顒丞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銳不可擋，近來已成為世界各國發燒話題，相關產業迅速蓬勃發

展，其中不乏許多轉型產業，文創日漸成為主流，為世界增添一股新意。 

     進入 21 世紀以來，作為文化、科技和經濟深度融合的產物，文化創意產業憑藉獨

特的產業價值鏈、快速的成長方式，以及廣泛的產業滲透力、影響力和輻射力，成為全

球經濟和現代產業發展的新亮點，其發展規模與影響程度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

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標誌。 

    本組選書委員皆為一時之選，包括：須文蔚教授、夏學理教授、陳智凱教授、吳可

久教授、蔡玲瓏教授、王昱心教授、黃俊夫博士、林黛嫚理事長、黃振銘副執行長、薛

良凱總監、蔡明穎建築師及本人等 12 位學者專家所組成，期能在文化創意領域各司其職，

優選好書，供民眾閱覽參考。各委員推薦文及推薦書目依序如下： 

    本人在從事文化創意產業專業領域的心得經驗，推薦《最受歡迎的 100 個行銷故事：

這樣的行銷最有效》等 20 本好書，讓民眾輕鬆選好書、讀好書，發掘閱讀的無限可能，

引領民眾進入文化創意產業知識的翰海。 

1.《最受歡迎的 100 個行銷故事：這樣的行銷最有效》 

    本書整理了作者的銷售心得，透過故事，能從這些行銷故事中得到經驗與啟示。 

2.《傳統藝術的新視野》 

    本書以人的生命自身出發，觀察現今的藝術現象，體悟傳統藝術在時間意識裡流轉，

於舊、新價值的重整中，找到自身的定位。  

3.《感性的形式：閱謮十二位西方理論大師》 

    本書闡述了 20 世紀最重要的西方理論大師們，無不致力於從感性的文學藝術作品中

進行理性的哲學思考。 

4.《新思維：要嗎轉型，要嗎淘汰》 

    本書敘說觀念和思維方式對人們的幫助，而新思維模式是從人類五千年冠軍智慧中

解讀出來的新思維工具，它為我們怎麼想提供了具體的方法！ 

5.《電影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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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旨在對電影城市進行探索，而不假定特定、單一的詮釋角度，書中各篇針對城

市與電影，採取不同的分析方法，並提出不同的見解，以期能開啟日後更多有關電影城

市的理論研究。 

6.《藝術史與藝術批評》 

    本書闡釋宋明清畫家的繪畫風格及思想，將郭氏談藝論文旁徵博引，條理分明，此

書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外藝術的精采呈現好書。 

7.《看懂設計,你要懂的現代藝術》 

    本書以一般大眾一定喜歡聽的說故事風格，為您介紹 150 年來的現代藝術史。不只

讓你有純觀賞的美學，還是個能用的美學，深入其中就是看懂現代藝術的一本好書。 

8.《藝術的起源》 

    本書被公認為是藝術史的代表作、藝術人類學的開山之作，是現代藝術人類學和現

代藝術科學的根基和源頭，它不僅深刻影響了後世藝術學的研究，還彙集了文化人類學

的研究領域，為藝術科學的研究開闢了一片新的領地。 

9.《教室外的五堂藝術課》 

    本書讓讀者可以重新體會對美的感受力，瞬間和別人不一樣，從｢光線｣、｢動態｣到｢

生命｣，最重要的美學觀察角度一次搜羅，從新手入門到藝術進階愛好者，都可以感受到

不一樣新的美感。 

10.《圖解台灣文化》 

    本書讓臺灣史藉由圖解的方式，淺顯易懂的讓讀者進入閱讀的世界，進而自然理解

貫通古今知道臺灣文化源流。 

11.《你不可不知道的 100 位西洋畫家及其創作》 

    本書精選 100 位赫赫有名的畫家，帶領讀者瞭解巨匠的生平及其創作歷程，看他們

如何揮灑彩筆與謬思，創造出西洋美術史。是瞭解西洋藝術史與經典西洋畫家不可缺少

的好書。 

12.《圖解藝術史》 



3 
 

    本書以時間為經、區域為緯，導覽歐、亞、非、美、澳五大洲的藝術作品。內容中

精選藝術品圖片解說，始得最精華的藝術史躍然眼前，本書是瞭解藝術史不可缺少的一

部好書。 

13.《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 

    本書它以一個非常系統的方式進行電影「形式」與「風格」方面的概念思考，同時

佐以鉅細靡遺的影片舉例。是想從事電影業或了解藝術電影不可缺少的一部好書。 

14.《品味故宮書法之美》 

    本書精選院藏三十五件書法作品，每一件書法作品，以深入淺出的賞析、圖文並茂

的解說來呈現，是認識書法藝術之美的最佳入門。 

15.《故宮精品導覽》  

    本書收錄故宮精品，作了具體而微、畫龍點睛的選件介紹，盼能小中見大，深入豐

富的故宮珍藏，是認識藝術之美的最佳入門。 

16.《做戲瘋，看戲傻：十年所見台灣劇場的觀眾與表演（1988～1998）》 

本書根據台灣的文化脈絡改編外國劇本，可以看到台灣劇場十年的劇本與觀眾互動表

演的研究，是一部縱觀融合戲劇表演與觀眾研究的好作品。 

17.《書設計：入行必備的權威聖經，編輯、設計、印刷全事典》 

    本書舉出各種不同屬性及功用的圖書，將這些不同圖書的不同設計及裝幀方式，一

一解讀，無論是愛書人、設計人、藏書人，都不能錯過的權威好書。 

18.《電影三字經》 

    本書是從事電影的人、喜愛電影的人都應該看，也一定會喜歡看，看完本書彷彿是

濃縮了數萬字理論的教科書，是想從事電影業或了解藝術電影不可缺少的一部好書。 

19.《寫給年輕人的文藝復興：超圖解西洋美術史Ｉ》 

  本書透過漫畫，讀藝術史就像看電影，專業知識與閱讀趣味全面齊備，以嶄新格式

帶給讀者超乎想像的閱讀新感受，更以圖解方式，講解專有名詞及典故軼事。 

20.《圖說電子書&數位閱讀》 

    本書將焦點集中在電子書及其衍生出來的各種機會和挑戰。除了基本知識之外，也

分別以出版鏈的上、中、下游，及身為讀者、身為作者等角度討論如何掌握這波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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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從中獲益。 

    

吳可久委員推薦 

    「設計」強調應用與操作，「大匠授人以矩，不能授人以巧。」說明設計知識的學習，

往往有不可言喻的地方，而需要自我操作學習深入體會。因此挑設計類書籍是一種摸索、

一種挑戰，一邊往開拓性思考以激發讀者創意思維，一邊往程序操作以促使喜好設計者

體悟，並跨過技術門檻。在衡量書籍之天平兩端，來回激盪，求取一個平衡點。 

    設計也講究跨領域整合應用，因此對專業領域瞭解之廣度及深度，即成為另一個需

要面對之課題。設計時對各類專業領域資料集成之寬廣簡介，或是對特殊設計主題或時

代潮流課題之深入探討，也需要提供讀者了解。 

    設計最有趣的地方是「自我創造與實現」，看設計成品隨自己的巧手逐步成形。知識

翰海，也永遠有讀不完的書與機會，希望讀者有一顆好奇與創新的心來探索，並塑造自

己之設計知識地圖。  

    推薦書目：《圖解設計行為: 做設計, 原來有這麼多的可能!》、《設計就該這麼好玩！

LOGO 1000 圖解書》、《日本設計師才懂的好房子法則: 小坪數的難題, 他們最懂; 蓋房子

的設計, 他們想得最細。日系動線、格局、建材、手法、蓋屋知識全公開!》、《媒介城市：

媒介、建築與都市空間》、《媒介城市：媒介、建築與都市空間》、《設計的文化》、《人本 X

互動設計: 有溫度的思考, 讓設計滿足使用需求》、《打開雲門：解密雲門的技藝、美學與

堅持》、《虛擬空間設計》、《穿越電影看心理》、《從文學與藝術中看語文學習》、《電影鏡

頭下的性別越界》、《光．城市：不思議的世界城市光設計×影法則》、《王大閎: 永恆的建

築詩人 (第 2 版)》、《台灣城市美學：在地覺醒的亞洲新風貌》、《放眼荷蘭設計: 創意是一

種生活方式》、《臺灣最有意思的建築物》、《日帝殖民下台灣近代美術之發展》、《電影導

演的技術：鏡頭運動與場面調度》、《京都古物散步：56 間慢時光老店Ｘ市集ＸCafe & Eat》、

《視覺資訊的力量: 讓數字故事更好看抓住眼球經濟的資訊圖格式全書》、《去紐約上設計

課: 我們在設計學校的生存實戰紀錄》、《夢想，出發：風格小舖成功開店！》、《工藝．科

技》等 23 冊。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8562307623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96282292086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96282292086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5182265699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5182265699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8312261831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8312261831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0802290078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0802290078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6712304302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245592288453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0822269931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082226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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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學理委員推薦 

政府自民國 70 年起設置文建會至今，雖已達 33 年；另在我國文化施政與藝術教育的

雙軌體制上，儘管亦包含：政府陸續通過了「文化資產保存法」（民國 71 年）、「文化

藝術獎助條例」（民國 81 年）、「藝術教育法」（民國 86 年）、「公共藝術設置辦法」

（民國 87 年）、「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民國 99 年），以及各縣市政府自民國 88 年

起接續成立文化局（處）、文建會於民國 101 年升格改制為文化部；再者，原屬於九年

一貫國民義務教育學習領域之一的「藝術與人文」，不但自民國 92 年起即告施行，並自

本（103）新學年度起，轉獨立為「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 藝術學習領域」，惟至憾於截

至今日為止，小自民眾養生立命的居家生活所在、街道招牌，大至由城鄉市容意象構建

而成的台灣整體景觀風貌，在面對有關「究竟應如何營造美好的生活環境，提昇政府與

全民的美感素養，從而增進臺灣在美感上的創造力與競爭力，以讓國人能夠自在、欣喜

且驕傲的世居在臺灣這塊絕無僅有的土地上」的這個嚴肅課題時，猶然是個有待政府、

全民與社會各界積極面對、奮力處理的大哉問！ 

有鑑於此，個人乃決定以“全民若希望「臺灣真美」，就絕不能再容許自己、社會

各界與政府，繼續抱持「緊急因應」、「臨時短期」、「急功近利」的心態，而「隨隨

便便」的對待臺灣的一切”做為選擇的基準，推薦 20 本攸關「美感生活」的好書；個人

至盼臺灣全民，在經過深刻的閱讀之後，能夠及早將「生活美學」植入自己的血脈、基

因之中，以讓「生活美學」終可在臺灣，成為一種自動自發、名實相符的永續堅持。 

    推薦書目：《收藏 100 種巴黎：咖啡×甜點×美食×市集×電影場景×散步地圖，我在花

都漫步中》、《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 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Brick City: 

樂高玩世界, 用樂高積木打造全世界地標名景》、《打開建築家的門: 建築的設計風景, 住

居的生活美學, 23 位當代建築家自宅探訪》、《Home: 巴黎建築師的居家風格養成術》、《建

築師的 100 個居住智慧: 現代人幸福有感的家宅初心》、《認識你的家：法國建築師教你運

用自然能量蓋出健康安心好住宅》、《芬蘭驚艷：全球成長競爭力第一名的故事》、《歐洲

文化首都》、《日本一級建築師的理想家裝潢術》、《創意居家布置，空間機能提升 100%的

裝潢專書》、《設計! 尋找空間的靈魂: 從紐約上城區的優雅到巴黎時尚的概念前線》、《洋

館的故事: 建築學博士導覽 32 棟最經典西式建築》、《向大自然學設計：樸門 Perma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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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綠生活的無限可能》、《收納要輕鬆, 就要做對裝潢: 做好空間規劃、櫃設計再加小撇

步, 收納成功 99%》、《綠領建築師教你設計好房子》、《日本設計師才懂的好房子法則: 小

坪數的難題, 他們最懂; 蓋房子的設計, 他們想得最細。日系動線、格局、建材、手法、

蓋屋知識全公開!》、《新荷蘭學：荷蘭強大幸福的 16 個理由》、《台灣城市美學：在地覺醒

的亞洲新風貌》、《幸福小宅空間規劃書》等 20 冊。 

 

陳智凱委員推薦 

    現代世界叫作速度和方位，時空壓縮讓人從起點直接進入終點，讓人無所不在卻又不

在，讓人從任何地方出發，卻又不通往任何地方。面對這個沒有存在感的時空，無論我

們去了哪裡，其實好像什麼地方都沒有去。所幸還有故事，讓人可以透過文字縱身時空

大海，讓人可以和作者靈媒及自我靈魂進行鬼魅交涉，讓人可以在這無聊透頂的世界裡

創造充滿詩意的想像，讓人可以回到消逝已久的過去，連結那遙不可及的未來，讓人可

以透過想像在時空中移動，移動的目的卻純粹只是為了停留，停留在那美好的記憶與感

動。我們都活在必須不斷處理内外兩個世界以及虛擬與真實之間的糢糊曖昧，虛擬有時

必比真實更真。於是幻覺，讓人看見了不存在，反幻覺，卻又讓人看不見存在，不存在

卻又無比真實的美好。閱讀，讓人找到不存在！儘管如此，閱讀的政治正確，令人討厭，

權威與傳統都該被質疑 。因此，推薦只是提問，不是解答！ 

    推薦書目：《空凍: 空間的生與死》、《媒介城市：媒介、建築與都市空間》、《迷與消

費》、《設計的文化》、《文化研究關鍵詞》、《假設思考，撼動世界的新力量！》、《大媒體

的金權遊戲：為什麼有權力的人都想要搞媒體？》、《地圖的歷史：從石刻地圖到 Google 

Maps，重新看待世界的方式》、《英語的祕密家譜：借來的文化、逆勢成長的歷史、強制

推銷的人類意識大雜燴》、《持續進行的瞬間》等 10 冊。 

 

黃俊夫委員推薦 

黃俊夫委員服務於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簡稱科工館〉已逾 15 年，科工館是以蒐藏

保存臺灣地區科技文物為主要目標，這些科技文物經由研究整理後，進而將之展現給大

眾，以達到終身教育的目的。黃委員因長期浸淫於博物館並對於臺灣地區產業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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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有研究，故在此所特別推薦的圖書是以世界知名的博物館介紹為一大項(1-6)，另一大項

是以臺灣地區產業文化資產為主(7-20)，希望能讓社會大眾對此兩大類知識的獲取有所幫

助。 

    推薦書目：《知名博物館：奧塞美術館 (附 DVD)》、《知名博物館：大英博物館 (附

DVD)》、《知名博物館: 羅浮宮 (附 DVD)》、《知名博物館：烏菲茲美術館 (附 DVD)》、《知

名博物館：冬宮博物館 (附 DVD)》、《知名博物館：普拉多博物館 (附 DVD)》、《活字：

記憶鉛與火的時代》、《世界遺產與金門鄉土教育(金門世遺系列 5)[精裝/附光碟]》、《阿緱

菸雲：屏東菸廠的老農 老物 老故事》、《落地生根：臺灣社區營造的理論與實踐》、《沒

有電視的年代：阿公阿嬤的生活娛樂史》、《臺灣石獅圖錄》、《圖說台北城 (2 冊合售)》、

《漢字的故事》、《國寶 X 檔案：古建築、壁畫、石刻》、《空間與歷史：旗山文化資產之

歷史論述（第 2 版）》、《臺灣營造業百年史》、《一看就懂台灣博覽：產業文化、工藝美

學全圖解 (全民悅讀版)》、《聲的資本主義：電話、RADIO、留聲機的社會史》、《海埔十

七番地：高雄大舞台戲院》等 20 冊。 

 

黃振銘委員推薦 

    在創新獨特時尚風格為主導的城市創意經濟發展趨勢下，各領域至各行各業不斷追

求創新、發展，目前市面上的各種創意設計書籍也急欲劃清界線，邁向創新方法論述，

以提高本身在創新設計專業的位階與風格價值。這次所選的系列書籍，以世界經典、傳

統的品牌文化發展及創立創意情境故事為設計開場，務實地完整羅列品牌設計的創價思

維與流程模式。相較於設計方法論書籍的沉悶，這些書卻能引人入勝，用大量經典圖片

讓人眼見為憑，目賭了上百年來好設計的時代流轉，見證了設計帶來的文化傳承。也使

近年來風靡全球的歐洲風格時尚品牌，因為談好設計，風格信賴品牌的建立傳承，更能

有說服力。 

    在這次嚴選的書單中，多以設計導入策略規劃思維，從經典設計全面探討世界各式

各樣設計大獎中所嚴選的設計書刊為主，這些書或許對許多人來說可做為一本參考工具

書等級的指南，但其中更希望能帶動閱讀者跳脫工具思考，而能夠以見樹又見林的方式，

做系統性思考與專業的定位。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4632295560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4632295559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4632295559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4632295561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4632282148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4632282146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463228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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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專業跨界時代的到來，與對獨特優質創意設計的無限需求，設計將成為一門普

遍的必修知識。希望這些書籍可以帶領閱讀者、科技與企業界、藝術與文化界了解『文

化創意產業』的設計專業，而且從最根本的產品設計開始，即便設計專業用語可能拗口

陌生了些，但透過精采的圖文導引，降低專業門檻，期望激發每個人都有的創意設計潛

能，每個城市、組織、單位，每家公司都可以是結合設計推廣自身，形成設計導入策略

規劃後的新風格定位，每個產業都是設計導入的風格文化基礎。 

    回應繽紛多元設計年代的最好方式，就是回歸最純粹的產品設計專業，或者是更大

膽浪漫地在思維上回到工業革命前，每個人都是手作文藝復興人的時代，回到每個地方

一定都有的設計智慧與文化脈絡，回到我們每天生活的日常設計，相信那會是設計最原

初的純粹，也是設計成為科技導入前瞻策略生活型態的啟航點。 

推薦書目：《這些 Logo 原來是這樣來的: 世界最著名的 60 個品牌文化與創立故事》、

《暗黑藝術: 24 位國際藝術家的黑色夢魘與創作 (第 2 版)》、《Casa BRUTUS 特集: 柳宗

理》、《設計．Around：Ideas Within Life》、《破「格」不設限－文創設計與載體應用》、《設

計師日誌: 網格．版式．結構．字型: 從基層建立你的設計靈魂》、《新設計概論與設計基

礎》、《人本 X 互動設計：有溫度的思考，讓設計滿足使用需求》、《好設計, 改變世界的

力量: 7 大原則, 創造好到無可挑剔的產品、服務與體驗》、《次世代的科技新美學》、《圖

解設計行為: 做設計, 原來有這麼多的可能!》、《建築．歷史．文化：漢寶德論傳統建築》、

《欲望的教育: 美意識創造未來》、《另眼看御宅: 跨媒體傳播下的日本文化剪影》、《印出

新世界：3D 列印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未來》、《從我到我們: 海澤維克談海澤維克設計全紀

錄》、《金窩、銀窩、狗窩: 家的設計史 (經典復刻版)》、《創意．生活．設計-閱讀新心美

學》、《這就是服務設計思考！》、《看懂設計，你要懂的現代藝術》等 20 冊。 

 

蔡明穎委員推薦 

1.《尋找一代宗師：那些工藝師傅教我的事》 

    在過去與現在，工藝師傅用手掌上的厚繭與歲月紋路，對傳統工藝懷抱熱情、對生

命謙卑學習，讓工藝代代累積，傳承傳統文化與先人智慧。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有

些傳統工藝已面臨失傳，作者透過壯遊走訪各地，把台灣傳統工藝文化、老師傅們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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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藝與精神，透過圖文分享讓更多人知道並且保存，讀來讓人找到了最單純卻也最難

得的感動。 

2.《第五波產業革命：文化創鑫》 

  設計不等於文創；發明創意商品化才是文創產業！文創不應只是文化創意，更要利

用文化創造價值！作者利用商業模式的分析方法，帶領讀者看出自己的文創優勢，並選

出適合的文創模式與行銷獲利，是文創產業工作者必備之工具書。 

3.《築家自習本: 用雙手建構出心之嚮往的美好生活》 

  「家」是最個人化也是使用密度極高的空間，講究個人美感與生活機能。透過本書

章節的介紹，從家宅空間規劃的基礎認知到透過雙手去完成築家的夢想，是自力修屋者

在創造自己的家宅的過程中最實用的觀念和重要的提醒的一本工具書。 

 

蔡玲瓏委員推薦 

本次推薦之書單有兩大主軸，一為產品或服務之創意，其二為產品或服務之 

行銷。在產品與服務創意部分，具有市場吸引力創意概念之產生，對於所設計之商品或

服務是重要的，因為行銷創意才能改善現狀或滿足顧客之需求。而創意之產生，可以透

過創意技法或誘導性之發想方式，可以得到良好之創新概念。而對於大部分尚未從事文

創工作或是產品創新開發者而言，創意之產生是極待練習的，創意不一定是與生俱來的，

而是可以透過正確的引導方法而得到進步的。因此，第一主軸在於開啟創意之門，讓大

家都能取得設計創意商品的各種方法，讀者可以自行選擇適用於自己的創新發想方式。

而在產品或服務行銷部分，當一個新的商品或服務要導入市場時，對於市場特性之掌握，

顧客心理之瞭解，往往決定商品或服務之上市成功與否。優越之創意商品，再輔以富有

魅力行銷技巧，才能受到消費者的青睞。而行銷方案在設計前，應考慮消費者特性、市

場現況、消費者動機與購物行為。所以，第二主軸，其重點在於如何將創意商品或服務，

透過行銷方案或技巧，以使得顧客能從接觸商品，到接納商品，進而到喜愛商品。有了

產品與市場的串聯，就可造就成功之商品循環。 

推薦書目：《我把 UNIQLO 變不一樣了！：超簡單的 36 個創意改造，定番單 

品大變身！》、《如何用顏色說服人？：行銷大師的心理學祕技大公開》、《人文品牌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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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顧客用荷包為你喝采》、《超熱賣商品的祕密》、《開發第 6 感，練習更敏銳的自己：啟

動直覺天賦的 26 個開發術》、《開放式服務創新：賣對手的產品更賺錢》、《視覺筆記：一

枝筆輕鬆學素描、提高觀察力、激發創造力》、《一流編劇都著迷的奇幻事典：110 個創意

源頭大公開》、《創意手作：改造達人的 51 件生活雜貨提案》、《打造不敗的創新方案：101

項設計思考法則》、《全球創新應用案例精選 100》、《行銷前必修的購物心理學：徹底推翻

被誤解的消費行為，揭開商品大賣的祕密》、《創意心法 6+1：做自己創意的主人，讓好點

子源源不絕》、《差異化行銷發想法》、《東京迪士尼的四重創意構思法：大商機、快集客、

高回流、強吸睛的獲利行銷術》等 15 冊。 

 

薛良凱委員推薦 

文化是國家競爭力的來源，認識文化，不但可以豐富人的內心世界，更可以提升國

家的競爭力。創意則是在平凡中發掘不凡，在無意間開創出有意義的事情。當兩者產生

碰撞時，豐盛的文化內涵，點綴了無邊際的創意，激盪出文化創意的火花更是讓人驚豔。 

    有幸擔任此次選書委員，在選書期間，重溫了以前看過的好書，更在選書期間，接

觸更多以前漏讀的佳作，這個閱讀歷程正是一次絕佳的文化創意之旅。在選書中，以大

量、豐富的文化創意為基礎，廣泛的介紹包含藝術、教育、文化、商業、學術、研究等

多面向的知識，相信對於這個領域有興趣的讀者，或是已經參與其中的各類工作者，將

提供一份極有用的書單可以閱讀。 

    讀物浩瀚知識無垠，為了達到一定效果，難免會先從適合一般讀者的入門書、基礎

書開始選起，再加上必備參考書、通用書，接著是一些專業書籍。儘管選書過程繁瑣，

許多讀物要反覆查驗，但書種龐雜、書籍量大，橫跨的領域更是十分多元，選書仍難免

有遺珠之憾。創意總是後浪推前浪，文化也是不斷積累堆疊的，新書日日推陳出新，因

此也絕不能有完美的書單，想到這就有點釋懷。在選書過程中，我們認真選了適合當下

的閱讀書單，不過總是在自我翻新、創造的這個世界，已經偷偷醞釀下一批書單的誕生

了。沒錯，這就是同樣身為讀者的我，不斷期待發生的事。 

推薦書目：《100%台灣釀醬》、《解構。紐約：百老匯 X 特色建築 X 設計店家 X 公共

藝術 X 博物館之旅》、《台灣街角小旅行：emico 的散步地圖》、《字體設計準則》、《這個作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9156230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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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怎麼這麼貴! +看懂設計，你要懂的現代藝術 (2 冊合售)》、《圖解品牌行銷與管理》、《圖

解顧客滿意經營學》、《品味入門》、《說個撼動人心的好故事！：理解＋感性＋說服的 9

個練習》、《古典力》、《拍出會說故事的人文攝影： 觀察社會 X 策畫主題 X 接近現場》、《仿

生微生系 Biomimetic Micro-Ecosystem》、《破格不設限：文創設計與載體應用》、《52 堂培養

創意的藝術課：以畫筆與各式複合媒材玩創作》、《LOGO 設計的原創力》、《書設計：入行

必備的權威聖經, 編輯、設計、印刷全事典》、《好設計, 改變世界的力量：7 大原則，創

造好到無可挑剔的產品、服務與體驗》、《設計總動員》、《閱讀的技法》、《都市再生的 20

個故事》等 20 冊。 

 

須文蔚委員推薦 

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上，舉凡歌曲、廣告、工藝創作、工藝設計等行業，如果搭

配優秀的詩創作，絕對都有加乘的作用。臺灣有成熟的現代詩創作環境，但現代詩的出

版、發行與傳播卻顯得很沈寂，大量的佳作出版後，讀者未必能夠得到這些好詩作的訊

息。透過公共圖書館的典藏與傳播，這絕對是詩與文創產業進一步互動的可能，2013 年

到 2014 年是現代詩集出版，以及古典詩詮釋好書問世，豐收的季節。現代詩的老將與新

秀如羅智成、張錯、陳大為、林餘佐、阿米等人，先後推出詩集。更難得的是，中國大

陸當代的新詩，無論是《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2: 詩歌卷》或是楊煉、歐陽江河、胡續冬等

重量級詩人的選集，都適時補強了本地忽略的重要詩人與詩作。至於在古典詩的詮釋上，

詩學大師《葉嘉瑩學詩筆記套書》不容忽視，青年詩人凌性傑的《彷彿若有光：遇見古

典詩與詩生活》以筆記形式讓讀者悠遊於古典詩中，創新也生活化，有其創新性。 

    推薦書目：《時序在遠方：林餘佐詩集》、《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2：詩歌卷》、《葉嘉瑩

學詩筆記套書》、《好消息：姜濤詩選》、《片片詩：胡續冬詩選》、《導遊圖：陳東東詩選》、

《眺望自己出海：楊煉詩選》、《手藝與注目禮：歐陽江河詩選》、《梅花酒：潘維詩選》、

《唯物：蔣浩詩選》、《山居地圖：詩歌散文集》、《彷彿若有光：遇見古典詩與詩生活》、

《給我的詩：辛波絲卡詩選 1957-2012》、《諸子之書》、《巫術掌紋：陳大為詩選 1992-2013》

等 15 冊。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91562300636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6712286251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6712268139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6712268139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4272282874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8312307375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1582295430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1582295430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96282299010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96282299010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83842277035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83842277035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73362265414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8562282704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276742291278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276742291278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41712277383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2602289055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9722286566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29722286566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6692299909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9044227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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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讓希望看得見，讓改變看得見。一本好書能教你了解這個世界以及你自己，

何況閱讀一本專業的好書。你不只更懂得如何讀得更好，還更懂得生命。你變得更有智

慧，你會成為一位智者，對人類生命中永恆的真理有更深刻的體認。好書齊分享，書香

滿行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