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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熱?!》陳奕齊著

全球中國熱的背後真相

全書29篇案例，作者以「冷眼卻熱情」的左派觀點，帶領讀者感受一
下「中國崛起」的況味，以及世界各地傳統社會文化因之質變的事
實。這本書可能澆不熄蠱惑蔓延的「中國熱」，但或許可以讓你更清
楚其背後隱藏的真實，當你不幸身陷其境，本書已悄悄告訴你，趕快
「危險，跳走」！探討了戰後中國性在台灣的建構及其對台灣性的具
體影響、意義與內涵。

NC65／25K／352頁／B區

《國民黨治台片斷考》陳奕齊著

重新翻覽解讀黨國史觀

儘管，國民黨威權統治已經離去，但黨國史觀跟歷史詮釋，不僅扭曲
了真實的歷史事件和面目，同時，也藉由黨國式的歷史詮釋觀點，讓
民主化後的台灣社會，依舊被國民黨式的歷史論述路徑及其後設歷史
框架給裹脅，並導致成長於國民黨超過五十年洗腦年代中的台灣人
民，心態上即有普遍保守的潛在反應。本書重新翻覽讀解隱藏在黨國
史觀中的魔鬼，以便讓人有效除魅與驅魔。

NC55／25K／224頁／B區

《黨國治下的台灣「草民」史》陳奕齊著 
謹誌在政治爛泥堆打滾的台灣小民哀史

本書收錄的文章，即是以圍繞基層草民的生活與歷史為主題，並將草
民的故事卷軸攤放在黨國統治背景的脈絡下，希冀讓草民跟相關社會
事件為主角的歷史書寫，可以從帝王將相的統治階級歷史書寫中逃逸
而出，建構屬於草民的歷史與台灣的社會史。

換言之，本書所收錄的「草民」歷史與故事，是一種作者自己期待的
社會科學式的歷史書寫，以「草民」歷史為素材，對統治者的歷史及
其詮釋進行對抗與炮轟。於是，本書是屬於草民的，同時也是某種批
判的社會科學式的。期待本書是屬於「草民」的歷史與故事，更是某
種政治經濟與社會學批判的書寫！

NC56／25K／260頁／B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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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哩路自由長征》張燦鍙著

海外台灣建國運動二十個小故事

本書是人稱永遠的台獨主席張燦鍙的誠實回顧，他藉著二十則親身體驗的
小故事，以及大量的珍貴圖片，生動地刻畫了台獨運動曾經歷過的勝利與
挫折、不同國籍的良心犯之間的流亡情誼，以及做為領導人所面臨的孤獨
與犧牲。在價值錯落、哲人飄零的年代，本書或許能給你一份堅持理念的
動力與感動。

J169／25K／168頁／全彩／C區

《女界門風》游淑珺著   台灣俗語中的女性

查某人油麻菜籽命、嫁雞隨雞飛，嫁狗隨狗走、三八假賢慧、女命無真、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

這些在日常生活中時常可以聽聞的俗語，反映著與性別攸關的種種普遍現
象，是不是伴隨著口語傳播滲入了「妳」的成長過程？對照老一輩傳統女
性的生命歷程，你是否曾經產生為什麼的困惑？俗語，不只是掛在嘴上說
說而已，尤其是具有性別意識的俗語，每每左右著傳統女性的發展。這本
書，揭露了各種不同身分的閩南女性成長歷程，俗語的重要性也透過「她
們」的成長得到具體的呈現。

J170／25K／464頁／A區

《台灣  法律地位的歷史考察》戴天昭著

戴天昭博士畢生決定稿

本書將焦點置於國際法上的「台灣法律地位」的歷史考察，重新予以建構，
並針對二戰後有關台灣地位問題的國內及國際情勢，詳盡敘述其迂迴曲折的
激烈變化。尤其自2000年台灣政權轉移，陳水扁全民政府上台以來，台灣不
僅有內部諸政黨勢力盡皆捲入的拉扯衝突，也跳脫歷來國民黨政府─台灣─
中國敵對緊張關係的基本態勢，變成是以美、中、日為主的相關大國之間的
多邊角力，誠屬錯綜複雜又詭譎微妙。

J175／25K／800頁／A區

《台灣醫學五十年》小田俊郎著

日治時期台灣醫學活動的第一本專書

本書原著者小田俊郎曾任台北帝大醫學部教授、部長，是日治時代台灣醫
學界的中心人物之一。他廣泛蒐集資料，並追溯個人在台親身經歷，敘述
台灣熱帶傳染病防治的經緯、醫療制度的建立，以及醫學教育和醫學研究
的推廣等。內容以日本在台醫學活動的正史為主，並穿插了許多秘史性的
事蹟和「台灣經驗」的寶貴資料，對台灣醫學人士及醫學史研究者而言，
不但提供不少珍貴史料，實可稱之為「近代台灣醫學史研究題庫」。

J095／25K／176頁／C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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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71 《辛酸六十年》（上）狂風暴雨一小舟 25K／736頁／A區

 J172 《辛酸六十年》（下）煉獄風雲錄 25K／530頁／A區

 J173 《辛酸六十年》（續篇）火的刻痕 25K／560頁／A區

一個台灣血性男兒的辛酸六十年，
一部亂世蒼茫的悠悠庶民史。

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長 鍾逸人回憶錄
 神奇，神奇，真神奇！
228，他被判刑15年，被關17年⋯⋯
如今他89歲了，猶似一尾活龍，南北二路走透透⋯⋯

 精彩，精彩，真精彩！
他，活跳跳，記牢牢，好似上蒼有意留著他，揪証蔣幫匪黨無法無天的暴虐恐怖統治⋯⋯

這是一部超越苦難而敘述苦難、超越沈悶憤怒而記錄那一個被出賣、被踐踏的時代的故事，一部生鮮活
潑的史書。

這是一部用整個生命參與了大時代而同其波瀾壯闊、起伏跌盪的命運之書。一部如其所如的活生生的歷
史，卻是叫蔣幫匪黨惡棍、台奸政客術民們觳觫悚慄的真相記錄。

《白色恐怖X檔案》林樹枝著

三十餘件白色恐怖代表案件

本書收錄了三十餘件白色恐怖時期的代表性案件，紀錄其間的來龍去脈，
還原當中的理想與意志。作者（枝伯）做為二度入獄、歷經12年鐵牢的政
治良心犯，他挖掘歷史塵埃底下的先行者事蹟，勾勒一個台灣人被壓迫、
被監視、被關、被槍斃，但仍勇敢反抗不義政權的黑暗時代。

J174／25K／400頁／B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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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紅色浪潮》史明著

史明其人奇事

千呼萬喚，史明八年中國革命歲月首度揭祕！
1942年，未參加早稻田大學畢業典禮的史明，離開東京，懷著實踐馬克斯
思想的期盼，投入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陣營。現今，史明對這段八年中國革
命歲月的回憶，筆觸所及的，除了革命活動外，還道出了當年為革命結
紮、上海陶醉京戲、奢靡的情報生活、目睹宛如煉獄的人民審判、驚瞥古
井浮屍等年少往事，讓人對這位在往後寫下鉅作《台灣人四百年史》、伺
機謀刺獨裁者蔣介石的左派台獨英雄，有更深層、更人性的認識。

Z128／25K／168頁／B區

《你OK嗎？》珍妮．麥斯威爾著

閱讀 行動 改變世界

繼第一本書《我不OK！》，珍妮．麥斯威爾又推出她的全新著作《你OK
嗎？》。接續前書，本書真實地呈現愛滋肆虐下非洲數百萬孤兒的絕境，並
深入介紹「非洲之心」對這些孤兒所做的努力。了解非洲孤兒悲慘的生活，
但是珍妮希望讀者不只感傷，而是效法台灣彰化高中圖書館呂興忠主任的積
極精神：「沒有行動的閱讀是無效的！」開始行動，並試著做些改變。

Z129／25K／272頁／B區

《美麗與哀愁》施並錫著

施並錫2009年創作畫集

本書收錄有施並錫近年精彩創作作品，題材來自半線大地，描繪土地上人
民的生活，記錄了大地中的流遞現象與土地的變遷，在自然山川中，畫家
走過各種靈動的山水之間，觸動他對生命的寧靜體會，在面對家鄉這些美
景時，他與大自然合而為一，畫出這些讓人心動的山水。

BE09／G8K／184頁／全彩／B區

《下港阿媽》
陳義仁著

《寶島南風》
正台灣人，號做這味

　　名嘴 黃越綏
　　作家 吳　晟
　　立委 林淑芬
閃靈樂團 Freddy

TG10／G12K／160頁／C區 BE10／G12K／144頁／C區

笑淚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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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水溪畔二二八》陳儀深編

口述歷史訪談錄

本書是陳儀深教授接受二二八基金會的委託，所做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
範圍包括雲林縣以及南投縣。重點事件是虎尾機場被攻佔以及陳篡地率領
民軍整編21師，自認「樟湖之戰」是台灣中部轉為安定的轉捩點，這真是
二二八的最後一戰。本書做為二二八事件的田野調查，揭露了許多不為人
知的故事。

RZ10／25K／336頁／B區

《七十回顧》李正三著

台灣庄腳囝在美國闖盪的人生紀錄

李正三，1939年生，堅苦卓絕地度過早年困頓， 1968年負笈至美攻讀
社會學， 1974年他受命經管於紐約開張的元祿壽司餐廳， 35年闖盪美
國餐飲界，1990年，他與林忠勝、吳君瑩伉儷在美成立「台灣口述歷史
研究室」，默默從事訪問台灣耆老，保存台灣人足跡的工作。李正三以
生平四部曲，自己作了真實、深刻的闡述。

PP04／20K／496頁／B區

《台灣另類牧師．醫師－謝緯》

陳金興著

「甘願做戇人」的「台灣史懷哲」傳奇性的一生

謝緯，本土醫療宣教鬥士，在二戰期間赴日學醫。返台之後，在南投開
設「大同醫院」，並開始義務傳道並參加山地巡迴的義診工作，遍及南
投縣山地、台南縣及彰化縣沿海等偏遠地區。1970年6月17日，因自行
開車赴二林為急診患者開刀，不幸途中車禍身亡，得年55。雖然工作量
超載，他無一句怨言，並以「甘願做戇人」為他一生奉行的理念，被後
人尊稱為「台灣史懷哲」。

PP05／20K／304頁／B區

《與風水幾度相逢》翠屏著

不是算命書！別誤會。

走過歲月的漫漫長路，夢想已逐步完成。撫今追昔，悲欣交集⋯⋯
本書作者從高中時代開始寫作，數十年來勤懇地記錄下認真走過的生路屐
痕。走過了歲月的漫漫長路，當年的夢想如今已逐步完成。撫今追昔，悲
欣交集，作者懷著感恩惜福之心，選取多年來創作的散文篇章匯集成書，
以資紀念。

BD26／25K／228頁／B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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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庫存30本以下，下單請早！

　米色背景書籍為本期新書

任選

10本3000元
A區18

書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台灣文學名著

BA32 浪淘沙：福州系周明德篇 東方白著 480
BA36 台灣七色記之一：白版戶 姚嘉文著 600
BA38 台灣七色記之三：洪豆劫 姚嘉文著 700
BA39 台灣七色記之四：黃虎印 姚嘉文著 900
BA40 台灣七色記之五：藍海夢 姚嘉文著 400
BA41 台灣七色記之六：青山路 姚嘉文著 500
BA42 台灣七色記之七：紫帽寺 姚嘉文著 500

BA00 七色記套書(精裝) 姚嘉文著

（本套書以A區7本計） 4500

BA43 蕃薯仔哀歌 蔡德本著 500

台灣感覺

BE09 美麗與哀愁--施並錫創作畫集 施並錫著 1200

透視中國系列

C107A 中國入門(日文版) 秋山喬治漫畫 600

台灣文學家紀事DVD
DV01A 賴和：台灣新文學之父(家) 500
DV02A 楊逵：壓不扁的玫瑰(家) 500
DV03A 東方白：鴻爪雪跡浪淘沙(家) 500
DV04A 林雙不：安安靜靜林雙不(家) 500
DV00A 台灣文學家紀事DVD(家) 2000

人文台灣DVD
DV05A 民俗技藝大師1：尤金科、林水金(家) 500
DV06A 民俗技藝大師2：陳峰煙(家) 500
DV07A 民俗技藝大師3：簡長順、李榮烈(家) 500
DV08A 民俗技藝大師4：董坐、黃安福(家) 500
DV09A 民俗技藝大師5：施鎮洋、陳萬能(家) 500
DV10A 民俗技藝大師6：柯莊屘、泰雅編織(家) 500

台灣文史叢書

J040 蔣經國傳 江南著 450
J056 台灣歷史辭典 楊碧川編著 500
J058 激盪！台灣反對運動總批判＊ 艾琳達著 500
J076 由加利樹林裡＊ 芹田騎郎著 500
J086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 施正鋒編 450
J087 原住民圖錄＆解說集 戴嘉玲編譯 600
J097 台灣老兵三國誌 洪明燦、趙世男著 550
J099 台灣素描 池上秀畝圖文 600
J110 台灣國際政治史(完整版) 戴天昭著 900
J116 殖民地下的「銀幕」＊ 三澤真美惠著 450

J136 浪淘沙(精裝) 東方白著

(本套書以A區4本計) 2000

書號 書名 作者 定價

J137 浪淘沙(平裝)東方白著
(本套書以A區3本計) 1500

J147 台灣大風雲 邱家洪著
(本套書以A區5本計)＊ 2500

J149 台美生涯七十年 林靜竹著 450
J154 近代台灣慘史檔案 邱國禎著 500
J157 打造亮麗人生-邱家洪回憶錄 邱家洪著 450
J163 台灣宗教大觀 董芳苑著 500
J164 台灣人的神明 董芳苑著 480
J170 女界門風 游淑珺著 500
J171 辛酸六十年（上） 鍾逸人著 700
J172 辛酸六十年（下） 鍾逸人著 500
J173 辛酸六十年（續篇） 鍾逸人著 550
J175 台灣  法律地位的歷史考察 戴天昭著 900

台語文學叢書

K012 台語文學概論 張春凰等著 600
K013 台語文學語言生態的觀想 沙卡布拉揚著 1000

黑色文庫

LRA1 勞改手冊(英文版) 勞改基金會 500
LRA2 共產黨的慈善事業 勞改基金會 500

新國民文庫

NC44 台灣宗教論集 董芳苑著 500
NC59 中華民國流亡台灣60年 台教會編 700
NC64 台灣的品格 李學圖編著 500
NC71 想為台灣做一件事 邱斐顯著 480

自然人文系列

NH02 印土苦旅 陳玉峰著 600

台灣自然資源開拓史

TFA2 阿里山：永遠的檜木霧林原鄉 陳月霞著 1000

陳玉峰教授〔台灣植被誌〕

TFC4 第四卷：檜木霧林帶 陳玉峰著 1600
TFC5-1 第五卷：台灣鐵杉林帶(上冊) 陳玉峰著 1000
TFC5-2 第五卷：台灣鐵杉林帶(下冊) 陳玉峰著 1200
TFC6-1 第六卷：闊葉林(1)南橫專冊 陳玉峰著 1500
TFC6-2 第六卷：闊葉林(2)上冊 陳玉峰著 1000
TFC6-3 第六卷：闊葉林(3)下冊 陳玉峰著 1000
TFC8 大甲鎮植被 陳玉峰著 1000
TFC9 物種生態誌 陳玉峰著 1200

陳主顯牧師〔台灣俗諺語典〕

TK01 【卷一】台灣俗諺語典的人生哲理 300
TK02 【卷二】台灣俗諺語典的七情六慾 4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