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己學習領域，把握時

光，用心思考未來。謹以

此書推薦給同學，讓我們

一起透過閱讀本書，省思

自己的優勢與志向，以積

極的思維和行動，讓台灣

的未來可以不一樣！ 

 

 

 

 

 

 

 

本書作者嚴長壽先生，23 歲

從運通公司小弟做起，終至

亞都麗緻飯店總裁退休。他

的成功不只靠著自己努力，

更重要是「找到自己的價值

與自信」，就能以熱忱、積

極面對挑戰！ 

嚴長壽先生長期關注台灣的

發展，退休後，全心投入公

益事業，關注偏鄉教育、關

心台灣各項議題。在本書

中，他提醒我們，尋找台灣

的地位，青年的定位，是現

今課不容緩的事。 

書中從科技、教育、觀光、

文化、宗教各角度探討，不

僅思考台灣的未來，更告訴

我們，青年的視野應放眼國

際，並以平和的心，不卑不

亢地看待世界，是本值得大

家詳閱深讀的書。 

「如果不是我們，那又有

誰？如果不是現在，那要等

到何時？」趁著年輕，開拓

師長推薦好書—《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黃耀寬校長 

圖書館活動 – 迎接行動圖書年！ 

 

 

 

 

 

圖書館將今年訂為行動圖書

年，規劃系列行動圖書館主

題活動，包含行動書車、漂

書集等活動陸續在各班展

開。 

主題書車已於 9 月中旬，書

車開到應一甲乙、資一乙、

會一甲班級，相當感謝顏瑋

瑩老師、以及上列班級圖書

股長的協助，讓好書的閱

讀，隨時隨地，隨手可得！ 

漂書集活動陸續展開，感謝

郭威廷、蔡玉琄老師與商一

乙、貿二丁班級的支持，相

信開卷有益，相信閱讀的基

礎，將厚植同學內在實力！ 

上述二個活動，將持續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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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 4 位師長，推薦好

書、好電影，心情分

享，值得一讀！ 

 進去圖書館，浩浩書

海，不知該借哪一本

嗎？請看看本期最夯-

借閱排行榜。 

 新書上架囉！本期介

紹 3 本新進好書，歡迎

你搶頭香！ 

 行動圖書館活動，歡迎

有興趣導師、班級，請

逕洽讀服組喔！ 

 

各版目錄: 

師長推薦- 

黃耀寬校長 

1 

圖書館活動 1 

師長推薦- 

林妤芳主任 

2 

師長推薦- 

陳坤德老師 

2 

借閱排行榜 3 

師長推薦- 

李斐雯組長 

3 

新書上架 4 

本校黃耀寬校長 

年，歡迎有興趣教師與班

級，向圖書館讀服組接

洽，接下來的活動對象，

就是你們班喔！ 



 一部重製 1996 日本電影，

2004 年上映的美國電影，由

李察吉爾主演，飾演一位中

年家庭美滿、事業有成的律

師(John)，因長時間在下班搭

車途經一間舞蹈教室，瞥見

一位美麗女子，因好奇報名

學習舞蹈課程，隨後而起一

連串對生活的影響。 

  人生中年事業與家庭兼

得，看似生活順遂，實則可

能在安逸的生活中感到一成

不變，而欲尋求新鮮與刺

激，想找回生命力與主控

感。男主角從一開始想靠近

一位美女到無預警邁入對國

標舞蹈的狂熱，周遭的人也

因其對生活熱忱的提高，而

引發連串的懷疑、接受與參

與。這部片我認為最好看的

有幾部分：第一是一位中年

的丈夫、父親找到自己在平

淡生活中的熱情所在後，如

何也讓自己的太太、女兒參

與其中並祝福。第二是其他

跳舞的夥伴在各自生活中如

何克服各種困難，持續維持

對國標舞的熱情。第三是最

重要也是最感人的，是當

Beverly(John’s wife)決定取消

對丈夫搜密徵信時，關於婚

姻、親密關係所說的一段

話，如下，與大家分享： 

Because we need a witness to 

our lives. 

我們需要有人見證我們的人

生 

There's a billion people on the 
planet. I mean, what does any 

one life really mean? 

地球上有數十億人，誰的人

生算是真的有意義？ 

But in a marriage, you're 

promising to care about eve-

rything- 

但是在婚姻裡你承諾要照料

一切。 

the good things, the bad 

things, the terrible things, the 

mundane things...All of it. All 

the time, every day. 

好事、壞事、恐怖的事、繁

瑣俗事...所有一切、每一

刻、每一天 

You're saying, "Your life will 

not go unnoticed, because I 

will notice it. 

你說的是...你的人生不會被

忽視，因為我會注意 

Your life will not go unwit-

nessed, because I will be your 

witness." 

你的人生不會無人見證，因

為我會為你見證 

悟，道出人生及商業經營的

養份，並落實在自己上，事

實也證明其道理是用，因為

商業週刊在她的經營下成為

台灣發行量最大的雜誌。 

   將這本書介紹給南商的學

生，期待因為這本書，讓你

更有自信，走出自己的路！ 

作者沒有亮麗的文憑，卻站

在台灣最高學府執教；大學

聯考數學考零分，現在卻每

天看財報；英文底子差，現

在卻時常擔任國際論壇演講

者，足見英雄不怕出身低，

全看你日後的努力和用心。 

文中都是記載其生活細節，

透過作者細心的觀察和體

師長推薦好電影 「Shall We Dance」 (來跳舞吧 ！) 

                     林妤芳主任 

師長推薦好書《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 

                                                                                  陳坤德老師 

“看到好電影，

連靈魂都會震

動，這份震盪值

得人們去深究、

去探索，過後，

你會更了解生

命、愛情與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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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德老師持書真誠推 

 薦！ 



 

更何況，簡媜《水問》書中

的〈水經〉、〈夏之絕

句〉、〈問候天空〉等多篇

入選為高中職課文，更證明

了簡媜文章耐讀性及經典

性。 

在我的國文課堂裏，總愛將

簡媜散文集，厚厚十來本，

攜至教室與學生分享，下課

鐘聲響起，同學讀到不忍放

手，詢問：「老師，可以借

本校圖書借閱排行榜 前五名！(統計時間 106.8.20-106.10.20) 

一、文學類（前五名） 

師長推薦好書《水問》                                       李斐雯組長 

 

想知道，學校

最夯的書是 

哪一本嗎？ 

請看本期 

借閱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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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行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索書號 

1 渾蛋小姐 = Miss bastard 言若夢 城邦原創 857.7 

2 福爾摩斯先生收II莫里亞提的來信 麥可羅伯森 臉譜 873.57 

3 只有你知道的夏天 兔子說 城邦原創 873.57 

4 瑯琊榜 海宴 繪虹 857.7 

5 
NARNIA: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納尼亞傳奇) 

瓊斯、郝廣

才改寫 
格林 873.59 

二、非文學類（前五名） 

排 行 書 名 作 者 出版社 索書號 

1 

日本當代最強插畫150:插畫社群/動

漫界/手繪界...一次收藏150位當代最

強畫師作品集 

蘇玨萍 旗標 956.6 

2 一次學會超人氣冰品&甜點 

深堀紀子、

椎名真知

子、陳怡君 

楓葉社文

化出版 
427.46 

3 八爪章魚: 圖解英文片語記憶法 葉曉紅 
漢宇國際

文化出版 
805.123 

4 
漫畫角色服裝設計輯.男子制服篇、

女子休閒服篇 

高詹燦、黃

正由 

瑞昇文化

出版社 
947.41 

5 密碼學 霍安琪 九章 448.7 

我回家看嗎？」「孩子，當

然可以。」開心的是我們師

生同享這份閱讀的美妙。 

「許多個將夜未夜的晚上，

自己散步著，升起了淡淡

的，驀然回首的暖意，心裡

是感恩的，不只是對人、對

知識、對季節，更多的時

候，是對那磅礡豐沛的生命

之泉。」 

你，感受到了，對吧? 

還記得那段在台北飛揚的青

春歲月，不經意在書展接觸

到簡媜的散文，於此，閱讀

簡媜散文成了我多年的習

慣。 

《水問》是簡媜的第一本創

作，她的心思細膩，文筆脫

俗，寫出她大學時期的喜悅

與觀察。至今，她散文集已

達 20 餘本，但，我只能說，

要認識一個作家，處女作是

不得不看的。 

手中的《水問》，已是

20 幾年前的版本喔！ 



書名：《幸福食堂：當自然食 
 

材遇見料理職人》 

作者：小川系、黃華懋 

出版社：本事出版社 

書本資訊： 

書名：《幸福的重量，跟一

隻貓差不多：我們攜手的每

一步，都是美好的腳印》 

作者：帕子媽 

出版社：四塊玉文創 

 

原本只是等場電影，卻意外

等來了一隻貓，從此開啟了

有貓的人生。便再也放不

下，再也離不開。 

這是一本動人的散文集， 

這是一本感人的故事書， 

更是帕子媽寫給毛孩子的情

書，書裡有有愛有情有淚， 

有遺憾，有美好，每個故

事，都留下了美好的腳印。 

新書上架--《幸福的重量，跟一隻貓差不多》 

感謝圖書館志工編輯小組： 

貿二丙縈璇、觀一甲育圻、廣一

甲靖涵、商一乙靖翔協助編製。 

歡迎投稿！ 

新書上架--《幸福食堂：當自然食材遇見料理職人》 

走進一間間炊煙蒸騰、充滿

聲響的廚房，張開嘴，料理

入口的瞬間，森林動物的呼

吸聲、魚鰭擺動洋流的海潮

味兒、受舒爽山風撫觸釀成

的葡萄酒、溫柔包裹人心稜

稜角角的栗子糕點…… 

  那是地球的訊息，來自

大地的味道。 因為愛人，所

以做菜， 這是萬種生物中， 

生而為人的特權。 

 來自大海的魚，與林間的山

葵 ，是因為人類，世上才會

有這兩者的組合，這正是料

理人的任務。 

上山、下海、去原野、到小

鎮， 從大地、大海、天空，

還有從人們的手中，將滿溢

的恩惠與關懷送入口中。 

新書上架--《VR 來了！》 

這本書非常少見地從 1960 

年代，說起 VR 的故事。在

許多章節中，作者做了非常

多的功課，細膩地說明一個

科技背後的沿革和由來… 

所有你╱妳能聯想到的產業

巨人，都將在今年大力推動 

VR ，這個看似虛擬，但勢必

為真實的人類生活帶來巨大

變革的新產業，你╱妳準備

好了嗎？  

科技永遠不斷進步，一眼瞬

間，我們就站在科幻電影裡

圖書館館訊 

歡迎打開《幸福食堂》這本

書，你會感受不一樣的人生

味道。 

 

 

 

的未來，從科幻到科技，再

也沒有清楚的界定。關鍵始

終是人性、是市場商機、是

無窮無盡的可能發展性。  

 

書本資訊： 

書名：《VR 來了！第一本虛

擬實境專書 VR 發展史、當

紅產品介紹、未來應用解

析》 

作者： 才華有限實驗室   

出版社：寫樂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