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寒假閱讀節「閱讀神之國　以色列」書展書單

序號 書名 作者 出版項 ISBN 索書號

1
好習慣從整理玩具開始 : 塔木德生活教育智慧
書

周慧 臺北縣中和市: 水星文化出版: 宇林文化總經銷, 2010[民99] 水星文化出版: 2010  9789866302046 (平裝)  528.2 7755

2 活學活用<<塔木德>> : 猶太人的幸福秘方
海燕

臺北市: 驛站文化, 2009[民98] 驛站文化, 2009  9789866838620 (平裝)  192.1 3844

3 <<塔木德>>大智慧
葉子華

新北市: 元麓書社, 2011 元麓書社, 2011  9789866405433 (平裝)  536.87 4414

4 猶太經典<<塔木德>>的智慧 林郁 臺北市: 新潮文化, 2007[民96] 新潮文化, 2007 9789861671895 (平裝);9861671897 (平裝) 536.87 4447

5 以色列尋寶記
 Gomdori Co. ; 姜境孝 (Kang, Gyung-Hyo) ;

徐月珠
臺北市: 三采文化, 2010 (2011印刷) (2013印刷) 三采文化, 2010  9789862292259 (平裝)  735.31 2211

6 認識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從古代到今的紛爭
弗洛格 (Flug, Noah), 1925-2011 ; 薛伯樂

(Schäuble, Martin), 1978- ; 王瑜君 ; 王榮輝
臺北市: 商周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5 商周出版: 2015  9789862727997 (平裝) 735 5534

7 聖地之旅 : 以色列.約旦.黎巴嫩.敘利亞 邱世崇 臺北市: 太雅出版: 知已圖書總經銷, 2016 太雅出版: 2016 9789863361022 (平裝) 735.09 7742

8 擁抱以色列 : 中東闖蕩筆記 李潔 臺北市: 二魚文化出版 ; [新北市]: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15 二魚文化出版 ; 2015 9789865813482 (平裝)  735.3 4037 

9
教孩子,別人搶不走的優勢 : 以色列教育就是

不一樣
張德齡 ; 林琮盛 臺北市: 遠見雜誌出版 ; 新北市: 大和書報圖書總經銷, 2014 遠見雜誌出版 ; 2014  9789869057011 (平裝)  520.9353 1122

10
Amy的旅行廚房 : 挪威、以色列、馬其頓美味
之旅

蔡淑純
臺北市: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3 馬可孛羅文化出版:

2013
 9789866319792 (平裝) 719 4432

11
走入大絲路中東段 : 以色列、巴勒斯坦、約
旦、黎巴嫩、敘利亞五國19個世界遺產紀行

林婉美 ; 王慶中 ; 吳吉祥 臺北市: 貓頭鷹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2 貓頭鷹出版: 2012  9789862620953 (平裝)  735.09 4448

12
孩子我要你做自己 : 台灣媽媽X以色列爸爸X

愛的教育
吳維寧 臺北市: 旺旺出版 ; [新北市]: 楨德圖書總經銷, 2012 旺旺出版 ; 2012  9789866161209 (平裝)  528.2 2623

13 為以色列立王 = A king for Israel
 法蘭克 (Frank, Penny) ; 莫里斯 (Morris,

Tony) ; 劉恩惠
臺北市: 鹿橋文化, 2011 鹿橋文化, 2011  9789575234553 (精裝) 241 3444

14 以色列尋寶記
 Gomdori Co. ; 姜境孝 (Kang, Gyung-Hyo) ; 徐月
珠

臺北市: 三采文化, 2010 (2011印刷) (2013印刷) 三采文化, 2010 9789862292259 (平裝)  735.31 2211

15
耶路撒冷的移居者 : 一段在衝突中探求接納,在

絕望中發現希望的異鄉生活告白
佩拉漢 (Pelham, Lipika) ; 曾志傑 臺北市: 商周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5 商周出版: 2015  9789862727744 (平裝) 784.18 2753

16 耶路撒冷三千年
 蒙提費歐里 (Montefiore, Simon Sebag),

1965- ; 黃煜文, 1974-
臺北市: 究竟, 2013 究竟, 2013 9789861371689 (精裝)  735.371 4557

17
孩子需要的9種福分 : 猶太教養聖經.父母必

備的教養指南
 莫傑爾 (Mogel, Wendy) ; 陳至芸

臺北市: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2 商周, 城邦文化出版:

2012
9789862721261 (平裝) 262 4421

18
猶太媽媽這樣教思考 : 教出守信用、能分

享、會理財的好孩子
孫玉梅 新北市: 野人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2012 (2013印刷) 野人文化出版: 2012 9789865947484 (平裝)  528.2 1214

19 從B-到A+的猶太教養智慧  莫傑爾 (Mogel, Wendy) ; 陳至芸 臺北市: 商周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2011 商周出版: 2011  9789861207001 (平裝) 262 4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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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親子都快樂的成績進步法 : 對每個小孩都有

效的猶太式學習祕訣
 坂本七郎 (Sakamoto, Shichiro) ; 陳美瑛

臺北市: 天下遠見出版 ; [臺北縣新莊市]: 大和書報圖書總經銷, 2010[民99] 天下遠

見出版 ; 2010
 9789862165690 (平裝) 528.2 4543

21
猶太商人筆記本的祕密 : 打遍78國、征服
10,000難纏對手的談判技巧

 富岡雅司 (Tomioka, Masashi) ; 李湘平 臺北市: 時報文化, 2009[民98] 時報文化, 2009 9789571350561 (平裝) 494.1 3771 

22 猶太人的致富技術 邦德 (Bonder, Nilton) ; 晴天 臺北市: 大是文化, 2009[民98] 大是文化, 2009  9789866526091 (精裝) 177.2 5724

23
猶太教育 : 從優秀個人到富強民族的卓越典

範
肖憲 ; 張寶昆 臺北市: 御書房出版: 紅螞蟻圖書總經銷, 2008[民97] 御書房出版: 2008 9868367573 (平裝) 9789868367573 (平裝)520.11 9030

24
猶太人的思考技術 : 猶太人比例這麼少,人才這
麼多,他們如何辦到的 ?

 邦德 (Bonder, Nilton) ; 晴天 臺北市: 大是文化, 2007[民96] 大是文化, 2007  9789868333291 (精裝) 260.3 5724

25 第一流經營者 : 猶太商人  張棟哲 臺北市: 新潮社文化, 2007[民96] 新潮社文化, 2007 9789861671857 (平裝);  9861671854 (平裝)177.2 1145

26
關於宗教聖地的100個故事 = 100 Stories of

holy land
彭友智 臺北市: 宇河文化出版: 紅螞蟻圖書發行, 2014 宇河文化出版: 2014 9789576599644 (平裝) 716 4248

27 亞西西的小窮人 : 跟隨方濟,從羅馬到亞西西 許書寧 臺北市: 玉山社, 2011 玉山社, 2011  9789862940082 (平裝)  241.093 0853

28 一生要去的27大聖地之旅 扎西 臺北市: 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吳氏圖書總經銷, 2005[民94] 德威國際文化出版: 2005  9867307291 (平裝)  718.4 5210

29 漫畫聖地紀行  南奈奈美 ; 林玉珮 臺北市: 臺灣先智, 2002[民91] 9570482753 (精裝)  735.39 4044

30 好想看世界的神聖之地
史脫爵士 (Sturges, Philemon) ; 拉羅希

(Laroche, Giles) ; 郭郁君
彰化市: 和融, 2006[民95] 和融, 2006 9572930249 (精裝)  927 5724

31
<<塔木德>>裡沒點破的賺錢心法 : 猶商富賈的
終極成功學

李澤毅  [臺北縣中和市]: 創見文化, 2009[民98] 創見文化, 2009 9789861279206 (平裝)  177.2 4030

32 猶太經典<<塔木德>>的智慧  林郁 臺北市: 新潮文化, 2007[民96] 新潮文化, 2007  9789861671895 (平裝)；  9861671897 (平裝 536.87 4447

33
反腦富翁 : <<塔木德>>和猶太富翁們沒說透的
致富秘密

伯利斯坦 (Brewston, Mackle) ; 袁敏琴
臺北縣新店市: 智言館出版 ; 臺北縣樹林市: 彙通文流社總經銷, 2005[民94] 智言館
出版 ; 2005

 9572960970 (平裝)  177.2 2244

34 愛與黑暗的故事 歐茲 (Oz, Amos), 1939- ; 鍾志清 新北市: 繆思, 遠足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2012 繆思, 遠足文化出版: 2012  9789866026294 (平裝) 864.357 7780

35 我從妳逃向妳 歐玆 (Oz, Amos), 1939- ; 柯彥玢 ; 傅浩 臺北市: 皇冠文化 , 2005[民94]: 皇冠文化 2005 9573321467 (平裝)  864.357 7780

36 獅子蜜 : 參孫的神話或迷思 哥羅斯曼 (Grossman, David) ; 孟振華
臺北市: 大塊文化出版 ; 臺北縣五股工業區: 大和書報總經銷, 2007 大塊文化出版 ;

2007
 9789862130056 (平裝)  241.23 1646

37 訂婚記
阿格農 (Agnon, Shmuel Yosef) ; 沙克絲

(Sachs, Nelly) ; 王潤華
臺北市: 遠景 ,民72 遠景 1983  813 0610

38 誰吻了耶穌? : <<猶大福音>>出土千里追訪錄 寇拉斯尼 (Krosney, Herbert) ; 胡宗香 臺北市: 秋雨, 2007[民96] 秋雨, 2007  9789867120175 (精裝)  242.2 3547

39 中東史
哥德史密特 (Goldschmidt, Arthur, Jr.) 著 ;

蔡, 百銓 譯
臺北市: 編譯館出版: 鼎文總經銷, 民92 編譯館出版 2003  9570154845 (平裝)  735 1253

40 舊約聖經名畫 何, 恭上 臺北市: 藝術, 2000[民89] 9576723191 (平裝)  947.37 2142

41
閱讀舊約聖經故事 = The wonder book of Bible

stories : Old Testament
馬歇爾 (Marshall, Logan) [臺北市]: 寂天文化, 2010[民99] 寂天文化, 2010 9789861847122 (平裝) 805.18 7161

42 封印在死海手卷的秘密 普費騰巴哈 (Pfettenbach, K. V.) 著
臺北市: 圓智文化出版 ; [臺北縣中和市]: 旭昇總經銷, 2000[民89] 圓智文化出版
2000

 9578599501 (平裝) 241.091 8577

43 認識以色列 : 民族、土地、國家 馬哈念  新北市: 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華宣文化發行, 2014 聖經資源中心出版: 2014 9789865801144 (平裝) 735.3 7168

44 死海古卷奇遇記 : 舊約聖經的奇幻旅程 鄔霈霖 臺北市: 道聲, 2014 道聲, 2014  9789865809706 (平裝) 241.1 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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