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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時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 
   

書名 ISBN 作者 出版社 

王鼎鈞回憶錄 1 昨日的雲 9789576394010 王鼎鈞 爾雅 

王鼎鈞回憶錄 2 怒目少年 9789576393983 王鼎鈞 爾雅 

王鼎鈞回憶錄 3 關山奪路 9789576394034 王鼎鈞 爾雅 

王鼎鈞回憶錄 4 文學江湖 9789576394768 王鼎鈞 爾雅 

燭光盛宴 9789574446278 蔡素芬 九歌 

推拿 9789574446049 畢飛宇 九歌 

河岸 9789861735696 蘇童 麥田 

殺鬼 9789866745751 甘耀明 寶瓶 

歷史劇場：痛苦執政八年 9789866631603 林濁水 印刻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9789868485907 藍佩嘉 行人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9789862410493 龍應台 天下 

中時開卷十大好書‧翻譯 
      

書名 ISBN 作者 出版社 

法蘭西組曲 9789570834147 
依蕾娜‧內米洛夫斯基 Irène Némirovsky 著 

蔡孟貞譯 
聯經 

大海 9789866631399 
約翰‧班維爾 John Banville 著 

黃正綱譯 
印刻 

聖徒叔叔 9789861980997 安‧泰勒 Anne Tyler 著，宋偉航譯 校園書房 

家守綺譚 9789867399793 梨木香步著，張秋明譯 繆思 

慾望之石 9789867247834 湯姆‧佐勒納 Tom Zoellner 著 馬可孛羅 

最後的邀請 9789867586766 

帝奇亞諾‧坦尚尼 Tiziano Terzani 著 

傅爾科‧坦尚尼 Folco Terzani 記錄 

薛文瑜譯 

時周文化 

糧食戰爭 9789861852607 
拉吉‧帕特爾 Raj Patel 著， 

葉家興、謝伯讓、高薏涵、謝佩妏譯 
高寶 

海鮮的美味輓歌：一位老饕的環球行動 9789571350684 
泰拉斯‧格雷斯哥 Taras Grescoe 著 

陳信宏譯 
時報 

娥摩拉──罪惡之城 9789571350806 
羅貝托‧薩維亞諾 Roberto Saviano 著 

賴盈滿譯 
時報 

我們的身體裡有一條魚 9789862164303 蘇賓 Neil Shubin 著，楊宗宏譯 天下遠見 



中時開卷最佳童書 
      

書名 ISBN 作者 出版社 

敵人 9789868456655 
文：大衛‧卡利 Davide Cali；圖：沙基‧布勒

奇 Serge Bloch，吳愉萱譯 
米奇巴克 

企鵝的故事 9789868503045 
安東尼特‧波第斯 Antoinette Portis 著 

郭妙芳譯 
阿布拉 

小火龍棒球隊 9789866582653 文：哲也，圖：水腦 天下雜誌 

午餐錢大計畫 9789573264286 
安德魯‧克萊門斯 Andrew Clements 著 

丁凡譯 
遠流 

青蛙不簡單 9789862163153 文：李世榮，攝影：李世榮、楊胤勛等 天下遠見 

仙人掌旅館 9789573264040 

文：布蘭達‧古柏森 Brenda Z. Guiberson 

圖：梅根‧洛伊德 Megan Lloyd 

陳采瑛譯 

遠流 

中時開卷青少年圖書獎 
      

書名 ISBN 作者 出版社 

星空 9789862131176 幾米著 大塊 

別的國家都沒有 9789861891361 陳志勇 Shaun Tan 著，郭恩惠譯 格林 

老師，水缸破了 9789573265146 
胡山‧莫拉迪‧柯曼尼 Houshang Moradi 

Kermani 著，劉伯樂圖，柯清心譯 
遠流 

威樂比這一家 9789862162514 露薏絲‧勞瑞 Lois Lowry 著，吳恬綾譯 天下遠見 

中時開卷美好生活書獎 
      

書名 ISBN 作者 出版社 

低碳生活的 24 堂課 9789866780509 張揚乾 朱雀 

我的小革命 9789571351148 何榮幸、黃哲斌、謝錦芳、郭石城、高有智 時報 

暴食江湖 9789866490170 焦桐 二魚 

好城市，怎樣都要住下來 9789866807466 廖桂賢 野人 

11 元的鐵道旅行 9789573264729 劉克襄 遠流 

慢的教育 9789862131008 卡爾‧歐諾黑 Carl Honoré 著，薛絢譯 大塊 

愛與幸福的動物園 9789866858710 原子禪著，龜畑清隆攝，黃友玫譯 漫遊者 

去你的癌症 9789868343078 
克莉絲‧卡爾 Kris Carr ， 

余佳玲、方淑惠譯 
柿子 

爸爸，我們去哪裡？ 9789866745812 
尚路易‧傅尼葉 Jean-Louis Fournier 著，黃

琪雯譯 
寶瓶 



98 年度金書獎 
      

書名 ISBN 作者 出版社 

豐田文化-複製豐田 DNA 的核心關鍵 9789861575513 傑弗瑞.萊克 麥格羅希爾 

台灣軟實力 9789866602078 徐小波 財信出版 

當代中國工商環境與企業管理 9789867239570 李少民 前程企管 

共創 : 建構臺灣產業競爭力的新模式 9789573262978 劉仁傑 遠流 

自慢 2  主管私房學 9789866662188 何飛鵬 商周 

讓台灣品牌站上國際舞台--代工與品牌篇  9789860158625 曾漢壽 經濟部國貿局

讓台灣品牌站上國際舞台--國家品牌篇 9789860158618 曾漢壽 經濟部國貿局

再貴也能賣到翻! : 提高客單價的黃金法則 9789866488030 松村,達夫 木馬 

僕人創業家 : 用服務行銷搶攻千萬商機 9789861575285 莎拉．卡妮里亞、辛蒂．葛莉菲著，江郁清譯 麥格羅希爾 

新興市場的新世紀 9789862130605 安東尼．范艾格特梅爾陳儀 大塊 

從中國價格到中國價值 9789866542053 蔡劍、胡鈺、李東 寶鼎 

德國 AIM 創新管理(新版) 9789867096876 華特．艾維斯漢姆張淑惠、林崇偉 中國生產力 

在清潔公司，發現夢想經理人 9789866823909 馬修．凱利著，彭蕙仙譯 寶鼎 

創新者的成長指南 9789866582486 史考特．安東尼、馬克．強生等，李芳齡譯 天下雜誌 

普哈拉的創新法則  9789861575476 C.K. 普哈拉、M.S. 克利斯南，袁世珮譯 麥格羅希爾 

信任帶來新幸福 9789862162989 李蓓潔 天下文化 

98 年度獎勵人權教育、道德教育與生命教育出版品獲獎作品 
  

書名 ISBN 作者 出版社 

他的職業是犯人 9789866544088 林翔 小兵 

活出精彩的生命一生命教育概論 9789868341203 社團法人台灣生命教育學會 
社團法人台灣

生命教育學會

強悍弱女子：曾晴教我的八堂課 9789866759949 曾國榮 天下 

開心天使 9789867107756 陳肇宜 小兵 

美名之路 9576936756 慕哈妲．梅伊等 張老師文化 

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 9789868485907 藍佩嘉 行人 

烏龍路隊長 9789866544040 王文華 小兵 

我做得到！為婦女爭取選舉權的以斯帖.墨里斯 9789867158598 琳達、艾姆 天下雜誌 

部落客宣言 9789866525117 林瑞谷 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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