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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借閱排行榜 廣乙閱讀獲亞軍 

余佩玲導師領軍廣一乙班，獲108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一圖書借閱排行榜第二名！ 

 賀 

十二首歌      許姵淳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一首一首不同曲風的歌，不論快樂的、哀傷的、平凡而幸

福的，都是人們的生命樂章，有主歌的鋪程，才顯現出副歌的澎湃激昂。 

書中的十多篇故事中，看似毫無關聯的每個角色，卻在仔細品嚐文字後，發掘

其中竟是環環相扣，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但可能在別人的故事中，你

是一個舉足輕重的配角，襯托了他人，譜出了不同的歌曲，或許，我們不經意的

舉動，使他人的人生產生了變數，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曾踏入一個人的生命並佔有

一席之地，有些我們不記得樣貌、不曾問過姓名的人們，也曾對我們有莫大的影

響。 

就像林俊杰那首《不為誰而作的歌》，在我們的人生，受到了那些過客的幫助

，有許多大大小小的人事物才能交織我出我們與眾不同的一生。 

作者每一個簡單的小故事，描述著一個個刻骨銘心、令人難忘的生命篇章，平

凡而深刻，使人一再反覆的翻閱。我最印象深刻的角色，是其中一章的主角雪麗

，她因為曾經遭受傷害，而在心中築起高牆，裝作對外在事物毫不在意的樣子，

卻被一個男孩的悄然闖入，不知不覺讓她打開了上鎖的心，但卻得知男孩喜歡她

的好友，而選擇守護，這章的最後，只輕輕道出要離開的男孩叫計程車回頭，究

竟是察覺了雪麗的心意呢？還是去了其他的地方？就留給讀者自行想像了。 

這本書最特別的地方，莫過於他的最後一章，透過最後一章的謎語，搭配先

前某一章主角的解開暗號的技巧，竟能找到故事的《last hidden track》 

這樣巧妙的設計，是我以前閱讀書本從未有過的體驗。  

作者：middle  

出版：皇冠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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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派雅•梅樂蒂    

出版：遠流  

在我們生命大多都會遇到愛情，但是在愛情中並不是所

有都能非常完美、順利，有時候因為一點小事情而對對方

鬧脾氣或是雙方吵了起來等等，若沒有好好處理、溝通，

兩人之間的裂縫就越來越深，最后導致分開。分開後如何

恢復元氣，也是一大學問，在分手後有的人會哭上好幾天

，心情非常的低落，畢竟是自己所愛過的人一起相互陪伴

的人，可是總不能一直讓自己處於不好的狀態下，要必須

學會放下，即使真的放不下，那也就淡淡的放在心裡就好

了。 

在書中作者介紹了避愛者和戀愛成癮者，書中主要說的

也是為了讓這兩種人，去了解自己，如何在伴侶之間比較

好，會有避愛者，是因為在他們小時候就造成的，小時候

的事情慢慢影響長大後的我們，最主要是來自家庭的影響

，我們很有可能會遇到這些人，參考作者的經歷、想法，

在自己去體會、實做，會比較容易吧，至少有了一個解決

思考的方向。 

書中也提到了在愛情中的各種心理，精神上的傷害往往

比身體上的傷害來的重，我們要如何在吵架不開心時，理

性的去溝通把事情講開來，這非常的重要，以我自己的狀

況來說，我是一個很常因為小事而不開心然后對著她發脾

氣，可是也不只是發脾氣而已，我會非常不理性的把她身

邊的人抓出來說，就是一直要惹對方不開心，但最後才又

思考我做了錯的事情才去道歉，這樣對方已經造成了很大

的傷害，我也不喜歡這樣所以挑了這本書來看，對我還是

挺有幫助的，在感情中，我還是個小嫩嫩學習改進的地方

還很多。 

當愛成了依賴     邱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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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吃掉你的胰臟     林怡廷     

這本書不但有小說還有漫畫跟電影呢！這本書的作者是來自日本

的住野夜的處女作！個人覺得處女作就如此熱銷，且2016就得了本

屋大賞的第二名，未來前途無可限量耶。內容大綱為女主角得了胰

臟的絕症末期，基本上是等死的狀態，而女主角有一次去醫院做檢

查時，她的日誌被剛好在醫院的男主角撿到，男主和女主雖然是同

班同學但都只是女主角主動找男主講話，不過男主對她卻置之不理

，當女主看到男主看了她的日記後，便常常約男主出去，一開始男

主十分不願意，後來因為男主發現女主的病情比他想像的嚴重，就

想陪她完成她生前想完成的心願，於是之後就答應她的邀約，而後

來女主跟男主也常常出去然後完成心願，最後有一次男主要約女主

出去時，女主在路上被隨機殺人魔刺殺死亡，而男主最後傳的一句

話是「我想吃掉你的胰臟」，因為在日本有個傳說是，一個人吃掉

另一個人生病的器官，被吃掉的那個人就會痊癒。這個故事我看完

之後真的覺得很感動，我是一個很感性的人，對於這種生死的故事

我都覺得很感人，也更想讓我好好把握在身旁的每個人，因為你不

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失去他或是你自己離開他們，就像這學期我們有

實習老師，剛開始我覺得還很長時間，可以慢慢熟，結果老師在學

期結束前兩個禮拜才告訴我們實習老師到這個學期，我都十分後悔

當初沒有好好跟實習老師相處，馬上就要離開了真的很難過。  

作者：住野夜  

出版：悅知文化   

作者：吉布•楊典    

出版：北京紫圖圖書   

非凡、精緻、富含意義，唐卡的代名詞  

我個人本身就是神像畫的死忠粉絲，總是感覺到一幅

神像，是如此的莊嚴、精緻華麗、製作時需要精細的畫

工，嚴謹的過程，絕對的專注，才能構成一幅神像畫，

藏傳佛教文化的唐卡更是如此，從空場、構圖開場、局

部著色、蓮花蔓花邊、完美到壇城圖，這些過程必須牢

記，不可隨便改變，而且還要有許多的規範需要遵守，

像是畫框的注意事項、製圖時圖案的方位、有無符合比

例都是要注意的事項，也因為有這些的規則，使的唐卡

更為神聖莊嚴，從一個空白無奇的畫面，誕生出一幅美

麗動人的作品，唐卡吸引我的點不止是外表的美麗，還

有內含的道理思想，曼陀羅本身也是有著非常龐大的宇

宙觀，每個神明的位置也都對應著他到意思，甚至內含

的思想，跟現代世界也有著關聯，西方心理學家榮格就

對東方哲學有所興趣，是心靈的學習，在書中也有詳細

介紹到，總之，如果你跟我一樣，對於神像畫有相當的

興趣，這本書或許會讓你感興趣哦！  

發現美麗 西藏：解碼唐卡曼陀羅的宇宙真理     謝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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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瑞     

出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這本書由31個故事組成，總共分成青春，夢想，想念三個篇

章。開篇就提到「感謝生命裡的人，讓世界暖起來。」有很多

時候我們會明白，沒有一個人是無緣無故來到生命中，他們的

到來都是為了教給我們一些東西，人生也在這樣不斷相識相知

又離別走散中堆砌而成。 

這本書的第一章寫的我很喜歡的一篇故事「北有麋鹿，南有

暖樹」愛情永遠是人們嚮往而又迷茫的一個人生課題，人們往

往會用一分鐘去認識一個人，用一個小時去愛上一個人，最後

卻要用一輩子去回憶一個人。也許某些時候，和某個人就這樣

擦肩而過了，可能是因為不夠勇敢，可能是因為太多不可抗力

，這個故事裡寫到樹先生數十年後對過去年少時錯過的感情的

感觸與釋懷，錯過一直是愛情裡最讓人心酸的遺憾，鹿先生與

樹小姐本該可以在一起有個未來，因為兩人的生活因素分開，

最遺憾的是互相都以為離別是為了讓彼此有個更好的未來，又

誰都不知道其實他們都等待著對方。 

孟瑞寫的所有故事都像是我們人生的寫照，平凡無華卻深入

人心，那正是我們需要被感同身受的一種安慰，不論是愛情，

親情也好，在他的書裡面，看得出他對每個人的感謝，真摯不

渝的感情，堅毅的夢想，最牽掛的回憶，這麼多歡笑和眼淚，

譜出了一首最美的交響樂，就算有很多迷茫，很多失望，也要

常常去問好當時的自己，當初為甚麼走來了這一條路上，是為

了看見甚麼樣的景色，是為了遇見什麼樣的人，有時候要問問

自己啊！還記得嗎？那個最初的初心，那個不畏任何艱難的自

己。  

我只想一個人住在你心裡      陳弘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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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棒的一年：5個步驟，100%實現目標，讓計畫不再是空話    

陳禾騫    作者發揮幾十年的實務經驗，以及有關實踐目標的最新研究，專門設

計出幫助讀者找到清晰的思路、培養勇氣，並且讓讀者的心力發揮最大

的效果。 

 當初看到書名，本來以為是作者可能是在分享自己值得分享的經

歷，看了後面的簡介後，才發現這是幫助讀者設定目標，並完成目標的

一本書，看完時我心想：「這也太適合我了吧！」我是常常在心裡設定

目標，但常常忘記目標，想說看完這本書能改善這一點，能改善今後的

生活，讓人生的路能走的更順遂。 

 作者在書裡提到了三點讓我印象深刻： 

（1）「後悔不是無用的」，在我短短的人生經歷裡，長輩常告訴我：

「不要後悔，後毀只會浪費時間。」但在書裡提到了後悔並不是浪費時

間，它反而能幫助你更快完成目標，但是，這裡指的後悔並不是一味地

責備自己，這樣反而會讓自己更沒有信心，這裡指的後悔是「從後悔中

檢討自己失敗的問題在哪裡，並改善它。」。 

（2）「找出能夠維持強烈連結的動機」，一個人如果常常失敗，可能

是當初設定目標的時候，沒有強烈的意圖，這導致一個人執行目標的過

程中，迷失了方向，舉一個正面的例子：「一個胖子和他喜歡的異性告

白，結果那位異性拒絕了他，原因是他太胖了，因此他開始努力不懈的

減肥，最後成為了大帥哥，抱得了美人歸，而且變得更健康。」他的動

機是「獲得喜歡的人的芳心」，因為愛情強大的力量使他完成了目標，

並且獲得了意料之外的禮物，一個強烈的動機能讓人更穩定的達成目標

，並獲得比原本想像的還要多。 

（3）「目標要設在『不舒適圈』」，我們都聽過要脫離舒適圈，才能

夠挑戰自己、有機會讓自己成功，但是，一開始就從困難的任務開始，

怎麼可能成功？ 

所以書裡有提到：目標要設在「不舒適圈」，但執行任務，得從最簡

單的任務做起，才不會將剛點燃的熱情澆熄，舉例來講：有個人目標是

跑半馬，半馬的距離是21km，他第一天練習目標就設了10km，結果只達

成了5km，這樣可能讓他懷疑：自己真的有可能達成嗎？我跑這樣就快去

了，真的可以嗎？難得燃起的火焰就這樣被自己吹熄了，剛開始的目標

，應該是現階段能達成的，不管目標設的是3km、2km、甚至是1km，讓心

裡產生成就感，才有讓人繼續下去的動力。 

結語：之前準備會考時，老師一直提醒我們：讀書之前，要先列出計

劃表，才不會沒有目標的亂讀，但列了以後，常因時間分配不理想，常

常沒達到目標，覺得列清單這個方法，很不適合我，結果現在看到這本

書，才發現列計劃表不只是單純列出來而已，要給自己期限、達成某階

段時的獎勵……等等的方法，而且不能太急，將目標設定太難，才能使

自己的心理產生動力，使自己往成功邁進一步。 

作者：Michael Hyatt  

譯者：殷麗君 

出版：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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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傑克遜．皮爾斯  

譯者：陳思因 

出版社：核心文化  

這本書是在國中時跟同學偶然借閱的書籍，起初以為是小紅

帽的改編童話，但閱讀完整本書後，腦中的想法瞬間被翻轉，

裡面有著人性，友誼，愛情與親情，同時夾雜著危機與困境，

利用姐妹分別的視角看待一件事情，使整本書更加活躍，也讓

身為讀者的我更急切的想知道故事的後續……。 

史卡莉·瑪區和蘿西·瑪區是一對姐妹，與其他正常姐妹不

太相同的是，妹妹蘿西的命是姐姐保下來的，代價是姐姐的一

隻眼，那隻被狼人奪取的眼睛，是證明這世上有狼人的最好證

據。妹妹一直認為自己與姐姐的命運緊緊相連，她們一起走遍

各地剷除殘害無辜女孩的狼，披著血紅色的披風走在深夜的街

道，能誘出飢餓的野獸，悄悄到了死巷，再掏出匕首刺像致命

點──心臟。一切是那麼的冷酷又迅速，為奶奶報酬，為家人

動手，一切是那麼的理所當然，直到他的回歸。自從愛上了青

梅竹馬──賽拉斯後，一切都不太一樣了，蘿西開始羨慕其他

女孩能那麼無憂無慮的逛街、嬉鬧，而自己卻要沾染惡臭的黑

血保護她們，明明她也可以如此無腦的嬉戲，但一想到失去一

隻眼的姐姐，心中就莫名的混亂，最後卻還是受不了「想過正

常生活」的誘惑，偷了維持家計的錢報了連自己都覺得愚蠢的

興趣班，偽裝成一個正常女孩，滿足自己的慾望。 

與此同時，姐姐史卡莉還在奮鬥，因為她知道只有她能保護

這群愚蠢的女孩了，拋棄一切保護家人，保護不認識的人們，

犧牲著自己，在知道妹妹報名興趣班後，一股重重的背叛襲來

，親情正在瓦解……。 

我推薦這本書的原因，是因為在看完它後真的感受到一股無

形的壓力，沉重而真實，雖然結局美好，但心還懸在劇情中段

史卡莉所說的話 : 

我已經知曉洞穴外的世界了，又怎麼裝作什麼都不知道回到洞

穴中呢? 

在7歲知道了邪惡的存在，體驗到洞穴外的豔陽是多麼刺眼疼

痛，而後堅強起來，犧牲自己保護素未謀面的人。有時候她會

覺得，這又是何必呢？拋下一切遠走高飛不是輕鬆許多嗎?這考

驗著人性的善惡，雖然沒有是非對錯，但當時的我真的融入了

角色中，與她們一起煩惱，一起悲傷，一起感受美好，很多事

情不是只有正反兩面，或許有更多的可能等著我們發現，就算

全世界都與你站在反面，也不代表自己就得與她們相同，擁有

自我意識真的是人很重要的一部分。 

獵狼小紅帽      
黃家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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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笭青  

繪者：  For I  

出版：春天    

書中內的羅莉媛，因為家庭把她寵壞，所以價值觀扭

曲，喜歡一個人就認為那個人一定喜歡自己，對阻礙自

愛情的人就讓他消失，藉由亡靈的六個姊姊，導致一堆

事故，和幾十人死，而羅莉媛因為未成年，又有不在場

證明，更因為容貌姣好，所以很多人一開始都沒有懷疑

是她做的，但隨著一樁樁的案件，許多矛頭都指向她，

經過女主角一番調查後，發現羅莉媛果然是兇手，進而

開始追捕她，而她最後的下場就是落入海裡化成泡沫，

這本小說一開始謎題重重，但隨著時間推進，以及女主

角對案情的猜測，很快事情一件件的解開，是個懸疑刺

激但不是非常恐怖的小說，同時又有童話故事的走向，

故事中女主角一直對羅莉媛的三觀進行矯正，雖然對方

還不領情，但光就這毅力，也是許多人望其項背的，雖

然聽名字九能聯想到結局，但這本書的結局卻是我們想

不到的，這是一本極有趣的書。  

美人魚  惡童書 邱玟綺       

唐薇婷      

作者：月關  

出版：高寶國際   

大爭之世/古       

它共有十卷。 

它是一本以歷史改編的書，裡面的人物以及國家做了

改變，它的改變只因為一個人，它所在的時間點是在春

秋戰國，我的中國歷史沒有很好，但它在裡面有對人事

物的各種介紹所以並不會因為你的歷史不好而看不懂，

但有時候遇到有成語的事件，不一定有那成語的意思，

要自己查，雖然眾所皆知，但我不知。 

我認為裡面的人物的情感是作者自己對古人在面對那

種事配對那種感情，因人而異，在裡面我看到主人公的

手下對他們的首領的忠誠以及信任、對自己的恩人的恩

情回報、當時人們感情思想，還有各種惡人的危險心思

。 

在這本書裡，讓我了解到一件事，教科書上的歷史不

一定是對的，搞不好只有古人知道正確的歷史，時間太

久，說不定有人竄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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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炘瑩     

作者：東野圭吾   

出版：獨步文化   

嫌疑犯X的獻身      

究竟愛一個人，可以愛到什麼地步？究竟什麼樣的邂逅

可以捨命不悔？ 

這是在封面上的兩句話，我覺得這是最能詮釋故事情節

的兩句話，當你看完了整個故事會因這兩句話而心疼。 

這其實是東野圭吾的伽利略系列中的一本，明明主角應

該是湯川(伽利略)但故事是圍繞著靖子母女和石神，湯川

的戲份並不是很多。 

不太像一般的推理小說，它的犯案手法其實並不特別複

雜，但常常答案在眼前警察卻渾然不知，石神在靖子母女

誤殺前夫後利用巧妙的手法使警察查錯了方向，查錯犯案

日期，所以當然甚麼也查不出來。不像柯南裡天花亂墜不

太現實的犯案手法，這像是在解數學公式般，令湯川忍不

住插手。因前夫不斷糾纏之下，靖子母女錯手殺了他，這

時石神挺身而出，把一切都打點好，甚至最後真的被識破

時，為了讓自己能撐過拷問，真的殺了一個流浪漢。為甚

麼石神要幫助她們呢?靖子在石神準備自殺的時候走進了他

生命，她不知道，在那時她就成了石神活下去的理由。因

此，石神願意為了救她而犯下滔天大錯，如此犧牲奉獻，

卻不求回報，甚至隱瞞。然而最後湯川告訴靖子實情，靖

子辜負了石神跑去自首。嫌疑犯X的獻身，石神用他的一生

為靖子獻身，靖子也以獻身回報。最後石神的怒吼令我很

難過，因為她想守護的女孩也沒能幸福，一切都白費了。

理性的布局，感性的奉獻。這本書真的是東野圭吾的神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