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會推介 2006 與文學有約書展

日期： 95 年 4 月 28 日～ 95 年 5 月 14 日
地點：圖書館三樓新書展示架
書展其間暫不外借，但可以預約
「閱讀」包含了一連串迷人的動作：挑選一本自己喜愛的書、雙眼專
注在字裡行間、手指輕翻一頁頁書扉、轉化文字為思想、享受一段美
好的沈思。閱讀是一種隨手可得的生活品味，提倡閱讀運動、營造社
會良好的閱讀風氣，是帶動知識傳遞、深化思想、激發創造力、涵養
文化公民的重要方式。
「 2006 與文學有約書展」屬全民閱讀運動的一部分，由文建會邀請
學者專家評選並推介 63 本文學書籍，類別涵蓋繪本、散文、詩及小
說，內容適合兒童、青少年與成年階層閱讀，期望利用閱讀運動的促
發，增加民眾閱讀文學書籍的機會、協助作家建立發表的管道、活絡
出版市場的機制及推廣台灣現代優質文學作品，由文學來提昇整體文
化生態。
本次書展詳情文建會有專屬網站，
「 http://campaign.pchome.com.tw/2006/reading/ 」並提供徵文比賽獎金
29 萬元整，歡迎老師推薦學生參加。

以下是參展書目
登錄號 索書號 題名 著者 出版者
------ -------------------------- ---------------------------------------- ----------------------------------780286 857.6/844 蛹之生 小野著 遠流出版社
181065 859.6/856 v.4 失樂園：魔法失靈了 幾米著 大塊文化
181062 859.6/856 v.1 失樂園：寂寞上場了 幾米著 大塊文化

835486 855/875 地上歲月 陳列著 聯合文學
145325 855.3/8756 少年綠皮書 劉克襄著 玉山社
211660 538.7/8564 雙唇的旅行：韓良露食藝文札 韓良露著;朱利安繪
麥田
196077 673.24/8853 c.1 台灣念真情之尋找台灣角落 吳念真著 麥田
091850 673.24/8853 台灣念真情之這些地方這些人 吳念真著 麥田
181136 851.486/864 青春標本 焦桐著 二魚文化
112669 857.63/8345 放生 黃春明著 聯合文學
129054 857.63/8783 忠孝公園 陳映真著 洪範
125535 857.7/872 餘生 舞鶴著 麥田
206757 851.486/866 亂 向陽著 INK 印刷
181496 851.486/875 苦惱與自由的平均律 陳黎著 九歌
106063 851.486/869 涉事 楊牧著 洪範
122956 857.63/8373 烏暗暝＝Dark Night 黃錦樹著 九歌
199771 673.29/8397 東河網深情 黃秋芳作;謝碧春攝 紅樹林文化
081503 857.63/8976 花憶前身 朱天文作 麥田
222791 857.7/8765 v.2 浪淘沙 東方白著 前衛
222792 857.7/8765 v.3 浪淘沙 東方白著 前衛
222790 857.7/8765 v.1 浪淘沙 東方白著 前衛
849140 857.7/8648 廢墟臺灣 宋澤萊著 草根出版吳氏總經銷
198904 857.7/874 陳春天 陳雪著 INK 刻印
112149 851.486/8494 心的奏鳴曲:李敏勇詩集 李敏勇作 玉山社

207301 851.486/8426 有鹿哀愁 許悔之著 大田
206716 855/8732 東海岸減肥報告書 林宜澐著 大塊文化
207074 855/8972 獵人們 朱天心著 INK 印刷
141456 857.7/8464 c.1 家變 王文興著 洪範書店公司
207224 857.7/846 花間迷情 李昂著 大塊
835491 857.7/855:1 行道天涯 平路著 聯合文學
106979 857.7/846 v.1 埋冤 1947 埋冤 李喬編著 苗栗客家文化廣播電
106978 857.7/846 v.2 埋冤 1947 埋冤 李喬編著 苗栗客家文化廣播電
811311 857.7/8788 賽蓮之歌 張貴興著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196138 855/8786 黃魚聽雷 張曼捐著 皇冠
232213 855/8464 徒步 王家祥著 天培文化
232214 851.486/887 吳晟詩選 吳晟著 洪範
232200 757.18/8568 亞馬遜河探險途上的情書 徐仁修攝影撰文 源流
231395 782.886/8744 未來，一直來一直來 林正盛著 聯合文學
231396 855/8377 山海世界：台灣原住民心靈世界的摹寫 孫大川著 聯
合文學
231397 859.6/8663 小婉心 管家琪作 天衛文化
231398 855/8436 與自己和好 王浩威著 聯合文學
231399 855/8728 新世紀散文家：周芬伶精選集 陳義芝主編 九歌
232208 857.63/8436 鄭清文短篇小說選 鄭清文著 麥田出版
232209 855/8524 漂島：一趟遠航記述 廖鴻基著 INK 印刻
232210 857.63/8574 魔術時刻 蘇偉貞著 印刻

232211 857.7/8353 逆旅 郝譽翔著 聯合文學
232212 855/865 天涯海角 簡媜著 聯合文學
232207 857.63/8389 恐怖偶像劇 成英妹著 INK 印刻
232206 855/8466 LA 流浪記 蔡康永著 皇冠
232204 801.93/833 v.1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賴馬作 和英出版
232203 801.93/834 想要不一樣 童嘉著 遠流出版
232201 801.93/833 帕拉帕拉山的妖怪 賴馬作 和英出版
232202 801.93/8326 一片披薩一塊錢＝ONE PIZZA,ONE PENNY 郝廣
才文,朱里安諾 格林文化
232205 855/893 光陰十帖：畫說光陰 奚松作 雄獅
231556 855/8534 像我這樣的老師 廖玉蕙著 九歌
231555 855/8894 逃匿者的天空 吳敏顯著 宜蘭文化局
083552 857.63/8563 冷海情深 夏曼‧藍波安著 聯合文學
207999 857.7/8345 戴墨鏡的飛鼠 瓦歷斯˙諾幹著 晨星發行
087205 536.296/8756 山豬、飛鼠、撒可努 亞榮隆‧撒可努著 耶魯國
際
181064 859.6/856 v.3 失樂園：秘密花開了 幾米著 大塊文化
181063 859.6/856 v.2 失樂園：童年下雪了 幾米著 大塊文化
181078 861.59/865 有一顆植物叫龍葵 凌拂著 遠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