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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館長書房菜~知識來款待】推薦閱讀清單 

項次 單元主題 推薦閱讀 
電子書 

（電子書服務平台） 

1 共享經濟真的是明日之

星嗎？Uber、Airbnb所改

變的未來生活 

書名：共享經濟：改變全世

界的新經濟方案 

作者：馬化騰 

出版年：2017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e

du.tw/bookdetail/3

4459 

2 從無人機、無人商店、到

無人圖書館的無機之

談？ 

書名：機器,平台,群眾:如何

駕馭我們的數位未來 

作者：安德魯.麥克費

(Andrew McAfee), 艾瑞克.布

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

著/李芳齡譯文 

出版年：2017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e

du.tw/bookdetail/3

7369 

3 你的孩子還在用傳統的

方式學英文嗎？試試

「聽」繪本吧！ 

書名：培養孩子的英文耳朵 

作者：汪培珽 

出版年：2007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e

du.tw/bookdetail/9

961 

4 老天鵝啊為什麼我的記

憶力這麼差？讓我的記

憶力回春吧！ 

書名：極簡實用記憶 : 從大

腦簡單練習開始,讓你記更多,

忘更少! 

作者：羅布列 (Robledo, I.C.) 

鹿憶之 

出版年：2019 

書名：50個,受用一生的增強

記憶法 : Ultra strong memory 

handbook 

作者：黃桓瓊、翁燕然 

出版年：2015 

(薦購中)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

lpi.edu.tw/book

detail/8604 

5 補充閱讀營養素，你今天

「閱讀素養」了嗎？ 

書名：閱讀素養: 黃國珍的

閱讀理解課從訊息到意義, 

帶你讀出深度思考力 

作者：黃國珍 

出版年：2019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e

du.tw/bookdetail/3

9208 

6 從阿嬤手編草帽到臺灣

傳統工藝 

書名：臺灣的工藝 

作者：張志遠、林松河 

出版年：2004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e

du.tw/bookdetail/6

515 

7 「訂閱經濟- 不求天長地 書名：訂閱經濟 : 如何用最 (薦購中)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459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459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459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7369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7369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7369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9961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9961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9961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8604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8604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8604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9208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9208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9208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6515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6515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6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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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單元主題 推薦閱讀 
電子書 

（電子書服務平台） 

久，只求隨訂隨有」 強商業模式, 開啟全新服務

商機 

作者：左軒霆(Tien Tzuo),蓋

比.偉瑟特(Gabe Weisert)著 /

吳凱琳譯 

出版年：2019 

書名：阿里巴巴 : 物流、電

商、雙11,馬雲改變13億人的

生活方式 

作者：Clark, Duncan.克拉克/

吳國卿 

出版年：2017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

edu.tw/bookdetail/

34752 

8 什麼？負面情緒竟然是

培養高情商的養分 

書名：哈佛情商課: Harvard  

作者：鄧東文 

出版年：2011 

書名：情商:如果你不懂EQ,

那就真的太落伍了 

作者：Morth, Kelly / 摩斯/譚

春虹 

出版年：2013  

書名：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Emotion goes before 

intelligence  

作者：王心俊 

出版年：2012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e

du.tw/bookdetail/1

4056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e

du.tw/bookdetail/2

3882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e

du.tw/bookdetail/2

3186 

9 Apple Pay、LINE Pay一堆

Pay，行動支付你要怎麼

Pay?  

書名：行動支付大解構:掌握

新消費習慣 

作者：納特Nat, Lew  

出版年：2017  

書名：手機消費革命：行動

化時代影響消費者決策的九

種力量 

作者：哥斯(Ghose, Anindya) 

/蘇鵬元譯 

出版年：2018  

(薦購中) 

10 「咖啡」不只是咖啡，還

可以映照你我「人生」 

書名：療心咖啡館 : 吳若權

陪你杯測人生風味 = A café 

for hearts 

(薦購中)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752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752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4752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056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056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14056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3882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3882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3882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3186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3186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2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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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單元主題 推薦閱讀 
電子書 

（電子書服務平台） 

作者：吳若權 

出版年：2019 

書名：好笑華娟撞見維也納

咖啡 

作者：鄭華娟 

出版年：2013  

書名：我們的築夢咖啡館: 18

個創業成功實例分享 

作者：渡部和泉，林美琪譯 

出版年：2018  

書名：東京書香咖啡館閱讀

手帖 : 愛書必訪, 品味東京 

作者：タ ゙、.ウ ゙ィンチ編輯

部著、陳燕華譯文 

出版年：2019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

edu.tw/bookdetail/

39481 

11 「3C教養」不放養，與孩

子一起馴服3C寶貝 

書名：數位時代0-12歲教養

寶典 

作者：古德溫(Goodwin, 

Kristy) /邱珍琬譯 

出版年：2017  

書名：超強未來父母手冊: 

你不能不知道的11個教養觀

念與作法 

作者：徐宏義，羅曼如 

出版年：2016  

書名：關掉螢幕, 孩子大腦

重開機 : 終結壞脾氣、睡得

安穩、開啟專注學習腦, 4 週

「電子禁食」愈早開始愈好! 

作者：鄧可莉、張佳棻、

Dunckley, Victoria L. 

出版年：2016 

(薦購中) 

 

 

 

 

 

 

 

 

 

電子書借閱網址 

https://ebook.nlpi.

edu.tw/bookdetail/

33182 

12 「楚門的世界」真實版?!

「同溫層」讓你誤以為世 

書名：新聞不死, 只是很喘: 

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 

作者：黃哲斌 

出版年：2019  

書名：注意力商人: 他們如

何操弄人心?揭密媒體、廣

(薦購中)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9481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9481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9481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3182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3182
https://ebook.nlpi.edu.tw/bookdetail/3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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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單元主題 推薦閱讀 
電子書 

（電子書服務平台） 

告、群眾的角力戰 

作者：吳修銘、黃庭敏 

出版年：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