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構性的理性 Nida-Rümelin, Julian
史偉民 譯 / übers. von Shi, Wei-min, 

1. Aufl., Taipei:  左岸文化 , 2006, 202 頁 

作者曾任德國文化部部長一職。現任教於慕尼黑大
學哲學系。
理性的實踐與成功的生命特
徵是什麼。意志的薄弱表現
於在結構上不理性的、逐項
的求取最佳效益。意志堅定
乃是負責任的行動的預設。
要承擔責任，需要使自己某
種 程 度 地 獨 立 於 每 一 情 境
中。

獲得歌德學院「翻譯贊助計畫」支持而出版的書籍：
In Taiwan wurden bisher folgende Übersetzungen gefördert: 

策蘭傳 Emmerich, Wolfgang
粱晶晶 譯 / übers. von Liang, Jing-jing, 

1. Aufl., Taipei:  傾向出版社 , 2009, 213 頁

二戰之後最重要的德語詩人。原名保羅．安策爾（
Paul Antschel），���� 年生於布科維納的切爾諾維
茨（今屬烏克蘭）一個德語猶太裔家庭，自幼即有
極高的語言與文學賦才。���� 年，其父母相繼於
納粹集中營中被害身亡。���� 年，策蘭僅攜帶《
德法辭典》與《英德辭典》走上流亡之途，經布加
勒斯特、維也納，最後在巴黎棲居了二十年。����
年，策蘭因〈死亡賦格〉一
詩在德國引起震撼。他一生
著譯並豐，有九百餘首詩作
與七部詩集出版。���� 年
，他自沉於巴黎塞納河。

民主與真理 Nida-Rümelin, Julian
劉敬慈 譯 / übers. von Liu, Ching-tzu, 

1. Aufl., Taipei:  時英出版社 , 2009, 163 頁 

尤里安．尼達 - 諾姆霖又一力作！
「民主與真理」於 ���� 年在德國出版時即已得到廣

大讀者的重視和肯定。
本書分四章來探討哲學理性和政治理性之間的關
係，從不同的角度，處理哲學理性與政治理性之間
的關係。四篇文字的共同點在於，它們對這兩者都
採取反對的立場：一方面對抗後現代的相對主義，
另一方面對抗過度臃腫的理性主義。

物理屬於相愛的人 Zeh, Juli
唐薇 譯 / übers. von Tang, Wei, 

1. Aufl., Taipei:  究竟出版 , 2009, 324 頁

���� 年歐洲最令人振奮的小說界新星，讀者、媒
體高度評價之作！德國重要戲劇節「激進青春戲劇
節」觀眾票選獎！
誰能解釋世界，世界就屬於誰。時間、空間和因果
關係，其實都只是看法問題。
作者用精巧獨特的語言鋪陳了一個超乎想像的謀殺
故事，更在情節推演中，為時間的物理學作了精采
的詮釋。

名聲 Kehlmann, Daniel
李雪媛 譯 / übers. von Lee, Xueh-yuan,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2010, 236 頁

凱曼繼「丈量世界」之後又一力作！
奇怪且特殊的布局與結構，故事經過精心設計。凱
曼式的荒誕與幽默，在忍不住發笑之餘，又帶有深
厚的人性觀察與剖析。
資訊與數位時代裡，真實與虛擬併陳的平行世界：層
層交錯的複合虛構故事。援用系列電影的手法，結合
了現實主義與後現代形式，將不同的虛構層面融合到
完整的結構上，成為一部「多重視角」的小說。

一個戀愛中的男人 Walser, Martin
姬健梅 譯 / übers. von Ji, Jian-mei,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2009, 294 頁

一個戀愛中的男人。
我的愛不知道我是誰，而我自己也不知道。
大文豪歌德一生中，最溫柔纏綿、最炙烈灼人的感
情，在此昇華為「真實」與「藝術」。

我是誰？如果有我，有幾個我？  
Precht, Richard David
錢俊宇 譯 / übers. von Qian, Jun-yu, 

1. Aufl., Taipei:  啟示出版 , 2010, 379 頁 
 

本書在提供自然科學的知識條件下，全面性地帶領
讀者思考各種人生重大的哲學問題。作者以諧趣而
優雅的筆調，用豐富淵博的知識，幫助讀者在面對
關於人的龐雜知識時，找到一條絕佳的小徑。新少年維特的煩惱 

少年W死亡紀事 Plenzdorf, Ulrich
黃文龍 譯 / übers. von Huang, Wen-long, 

1. Aufl., Taipei:  陵曦文化 , 2010, 189 頁

在體制化的社會中，該如何追求感情，自主性和創
造力？
皮倫茲杜夫藉由Ｗ的感情世界來表達人們追求自我
價值的必要，Ｗ不屑維特面對感情的怯弱作為，在感
情失敗後，選擇了一種積極正面的生活，即使最後的
結局依然是死亡。

邊境行走 Thome, Stephan
宋淑明 譯 / übers. von Song, Shu-ming, 

1. Aufl., Taipei:  聯經出版 , 2010, 483 頁  

德國文壇超級新星施益堅完全一鳴驚人的初試啼聲
之作，甫出版即震撼德國文壇，成為各書店裡讀者
詢問度最高的作者之一。
他以德國城鎮真實存在的傳統風俗踏境節作為背
景，對於人的生存狀態有洞澈人心的描繪！踏境節
總在七年間隔中到來，每逢此刻，全鎮數千人一連
三日沿著小鎮浩浩蕩蕩的出發，邊境行走的不只是
盛大歡度節慶，每七年的循
環中，人與人重逢又分離，
情愫飄忽來去，人們也看著
時光的流逝，或重新審視自
己的生活……

發現緩慢 Nadolny, Sten
賴雅靜 譯 / übers. von Lai, Ya-jing, 

1. Aufl., Taipei:  寂寞出版 , 2010, 360 頁

德語文學中的現代經典！
這不只是一場冒險，更是一段有關時間與洞察力的
探索之旅。
透過書中主角約翰，我們終將發現，緩慢，就是一
種謹慎對待自身與事物的從容。一段因「緩慢」而
豐盛的人生。全書讀來宛如一場時而幽微、時而波
瀾壯闊，扣人心弦的發現之旅。

塔羅牌送行者 Krügel, Mareike
闕旭玲 譯 / übers. von Queh, Hsu-ling, 

1. Aufl., Taipei:  聯合文學 , 2011, 269 頁 

《塔羅牌送行者》是不平凡的成長小說，也是感人
肺俯且風趣幽默的家庭小說。作者冷笑話般的戲謔
文風，成功的在黑色幽默和真摯感人間營造出一種
高明的拉鋸。戲謔的筆調，道盡尋常生活中最深層
的無奈與悲傷。其作品既充滿娛樂性又深深的觸動
人心。

策蘭詩選 Celan, Paul
孟明 譯 /  übers. von Meng, Ming, 

1. Aufl., Taipei:  傾向出版社 , 2011, 750 頁 

策蘭，二十世紀最深也是最傷的詩人。
歷經人世的黑暗，使得他的詩作豐富又複雜。 每年，
德國國會為二戰中受難猶太人的哀悼和懺悔儀式上，
策蘭詩作〈死亡賦格〉是必被朗誦的詩。��� 頁的
典藏本的德漢對照《策蘭詩選》，在策蘭自沉四十年
後，由德國的書亢出版社授權，典藏本限量印製。

罪咎 von Schirach, Ferdinand
薛文瑜 譯 / übers. von Xueh, Wen-yu, 

1. Aufl., Taipei:  先覺出版 , 2011, 198 頁 

在罪的深淵中，人無所掩蔽，只剩下赤裸裸的存在。
犯了錯的人，未必都以接受刑罰作結，但罪咎可能
就此生根，以超乎想像的方式，崩毀原來的世界。
費迪南．馮．席拉赫將刑事案件化為偉大的文學作
品。這位德國最會說故事的辯護律師，再次執起毫
無矯飾的紀實之筆，以其獨一無二的語言，輕聲但
堅定的對善與惡、有罪或無罪，以及我們每個人的
道德責任，提出更尖銳而核心的質問。

阿爾漢布拉宮 Boie, Kirsten
賴雅靜 譯 / übers. von Lai, Ya-jing, 

1. Aufl., Taipei:  聯經出版 , 2011, 416 頁

這一切都起於一位來自 �� 世紀、流著美國血液的少
年波士頓……
已經發生過的歷史可能改變嗎？請做好準備，這是一
個精采得讓你無法喘息的故事！
如果哥倫布沒有在 ���� 年發現美洲新大陸，這個世
界還會是你現在認識的樣子嗎？如果波士頓沒有現身
扭轉了 ���� 年的發展，這個世界還會是你現在生存
的地方嗎？
時光之旅、角色錯認、冒險
等 主 題 交 織 成 這 部 歷 史 小
說，精采演繹了十五世紀即
將步入尾聲時，格拉納達風
雲洶湧的年代。

奧斯卡與我 Precht, Richard David
普列希特與兒子的 �� 堂哲學課
林宏濤 譯 / übers. von Lin, Hong-tau,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2012, 256  頁 

「我是誰？」作者溫煦力作！
父與子在柏林展開一場生動而有趣的的哲學探索之
旅。他們在科博館尋找人類出現的意義、在動物園體
會狐蝠與人類的不同感覺、在馬燦的迷宮花園探尋

「我」從何而來、在普倫特森林思索正義的理念、在柏
林圍牆公園沉思自由的價值…，哲思之旅和孺慕之
情處處流露。

無私的藝術 Precht, Richard David
林宏濤 譯 / übers. von Lin, Hong-tau, 

1. Aufl., Taipei:  啟示出版 , 2012, 481 頁

理察．大衛．普列希特又一鉅作！
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體系競爭之後的道德，在
氣候變遷、工業危害和環境災難的時代裡的道德，
資訊社會和多元文化的道德，全球重新分配和正義
戰爭的道德……
這本書以道德為題目，從社會生物學到先驗哲學式
的道德論證，從英國經驗論到認知科學研究，從亞
里斯多德到行為經濟學，從
靈長類動物的研究到人種學，
從人類學到社會語言學，從
腦部研究到社會心理學……
逐步探討人類彼此的互動。

八百萬個老爸
在路上
Lewitscharoff, Sibylle
王榮輝 譯 / übers.von Wang, Rong-hui

1. Aufl., Taipei: 時報出版 , 2014, 301 頁 

德國作家史碧樂．列維查洛芙，在書中描寫兩趟保
加利亞之旅，兩姐妹與司機盧曼繞行保加利亞一
圈，行程中省思回憶父親種種，既跨越國籍與世代
的複雜心結，也對照保加利亞今昔的人文景觀與
歷 史 變 遷，翔 實 生 動 的 文 采，宛 如 一 本 保 加 利 亞
深度旅遊指南。這部小說，是一場來自汽車後座的
喋喋不休，也是一位女兒，針對自己的父親以及父親
的祖國，所展開的一場辛辣、晦暗、奇異至極的清算。

陽光下的日子 Kumpfmüller, Michael
卡夫卡最後那一年

杜子倩 譯 / übers. von Du, Zi-qian

1. Aufl., Taipei:  大牌出版 , 2014, 278 頁

卡夫卡是ㄧ個凡人，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都如同
所有人，對生活同時抱持希望與不安。
卡夫卡與朵拉最後的戀情，是現代文學界的缺口。
由於兩人的書信史料於納粹時期遺失，朵拉自然被
歷史及文學界邊緣化。作者庫普夫米勒徹底搜集卡
夫卡日記、至親朋好友的信、朵拉回憶錄以及其他
文 獻，重 拾 這ㄧ段 幾 乎 被 世
人 遺 忘 的 故 事。他 以 寂 靜、
細緻的文筆成功將歷史事實
與小說文體結合，刻劃這兩
位不平凡的人物，也寫盡他
們毫無出路的未來。

離心旋轉 Thome, Stephan
宋淑明 譯 / übers. von Song, Shu-ming  
1. Aufl., Taipei:  聯經出版 , 2014, 487 頁

《離心旋轉》刻寫生命中定錨與漂流的兩難──也是
小說中男主角告別中年的心靈探源，一趟在記憶之
河，回溯而上的人生大旅程！
近六十歲的小說主角何暮德·海巴赫，得到了他想要
的一切，然而何暮德並不感覺到幸福。當一個轉換
職業的機會突然降臨，種種萌生的不幸福感驅動了
他上路。經過法國、西班牙，一路到葡萄牙里斯本，
原以為最重要的決定，其實已盡在不言中。一趟回

溯記憶而上的追尋旅程，讓
主角不得不重新經歷過去與
現在的審視，哪怕很可能得
放棄一切或者失足於生命的
無底深淵。

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 Illies, Florian
二十世紀西方文明盛夏的歷史回憶
唐際明、林宏濤合譯 / übers. von Tang, Jih-ming und Lin, Hong-tau.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2014, 352 頁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作者在書中，以其特有
的幽默筆觸，透過不同的插曲與軼事，勾勒出那個年
代的獨特意義，他按月敘述，以當時歐洲大都會柏林、
慕尼黑、維也納、巴黎等地的文化菁英為主軸，紀錄了
這段不僅文化歷史學者深感
興趣的歷史時刻，也深入一般
讀者所熟悉的文化人物背後
的脈絡。本書喚醒文化史上充
滿魔力的關鍵時刻，它是一幅
時代的肖像，一整個漫長的
��世紀一頭撞上了極端、戰
火延燒的��世紀之初；它也
是一張���度的全景相片，百
花盛開、繁華落盡，生意盎然
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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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寫作風格形塑的早期代表。〈司爐〉於����年
初寫成，後經出版商說服，於����年作為短篇小說單
獨出版。

II 蛻變
彤雅立 譯 / übers. von Tong, Ya-li

1. Aufl., Taipei: 繆思出版 , 2014, 第二輯 / II: 160 頁

中篇小說〈蛻變〉寫於����年��、��月間，於����年
發表於德國表現主義文學月刊《白書頁》，並在同年

��月出版單行本。為卡夫卡最
家喻戶曉的代表作，更是現代
文學、存在主義文學的重要支
柱，啟迪、影響甚鉅。

卡夫卡中短篇全集 Kafka, Franz
I 沉思、判決、司爐
彤雅立 譯 / übers. von Tong, Ya-li

1. Aufl., Taipei: 繆思出版 , 2014, 第一輯 / I: 185 頁

收錄卡夫卡生前出版的早期作品，包括他的第一本書
《沉思》、第一篇短篇小說〈判決〉，以及長篇小說遺稿
《失蹤者》（後更名為《美國》）的第一章原型〈司爐〉。
《沉思》收錄卡夫卡於����至����年間寫成的��篇

短文，陸續發表於報章。��篇短文形式風格不拘，有
較長而完整的故事，也有寥寥數行的隨筆。〈判決〉則
是卡夫卡於����年間一夜寫成的短篇小說，被視為

III. 在流刑地  鄉村醫生
彤雅立 譯 / übers. von Tong, Ya-li

1. Aufl., Taipei: 繆思出版 , ����, 第三輯 /III: ��� 頁

〈在流刑地〉是卡夫卡於����年執筆的短篇小說，於
����年首次出版。這篇關於身體與刑罰、宰制與被宰
制的精闢寓言，也成為卡夫卡的代表作。〈鄉村醫生》
是����年出版的作品集，收錄卡夫卡於����年起撰
寫的��則短篇創作。

IV. 飢餓藝術家及其他
彤雅立 譯 / übers. von Tong, Ya-li

1. Aufl., Taipei: 繆思出版 , ����, 第四輯 /IV: ��� 頁

《飢餓藝術家》為卡夫卡生前最後一本結集的書，收錄
他在����至����年間寫成的四篇故事，這段期間他
健康狀況已不佳，數度進出療養院。《飢餓藝術家》最
後是在病榻上完成校稿的，甚至沒能趕在他過世前出
版。本輯並另外收錄卡夫卡生前曾發表於報章、但未
結集出版的十則短篇故事。

歌德學院「翻譯贊助計劃」主要是針對將德籍作家
的作品譯成他國語言並發行的一種活動，希望能讓
非德語系的讀者也能藉由這個機會接觸到重要的德
語文科學集刊、經典的文學作品以及兒童和青少年
讀物。

歌德學院「翻譯贊助計劃」肩負著文化政策的使命，
並且在德國對外的文化及教育政策當中扮演著重要
的角色。近四十年來，已有約 ���� 本書籍經由這
個翻譯贊助計畫而譯成 �� 種文字出版發行。

歌德學院「翻譯贊助計劃」
Übersetzungsförderung
https://www.goethe.de/ins/tw/cn/kul/bib/uef.html

此項計劃優先贊助的作品類別為：
˙民主、國家法治化和民生議題
˙當前全球性及地域性問題
˙歐洲文化思想的範疇
˙德國現代史
˙德國當代文學作品

下列作品類別亦在考慮範圍之內：
˙古典文學
˙當代戲劇，特別是有演出活動的戲劇作品
˙品質精良的兒童及青少年讀物

歌德學院（台北）德國文化中心
地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20 號 11 樓  
電話：+886 2 2365 7294 *120                
傳真：+886 2 2368 7542
E-mail:bibliothek-taipei@goethe.de    
網站：www.goethe.de/taipei     
德國歌德學院 :www.goeth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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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只針對在德國以外的出版社，而非個人。以
台灣為例，在台灣登記註冊的出版社如欲翻譯並出
版德籍作家的作品，都可以透過台北歌德學院向慕
尼黑歌德學院提交申請書。如有任何關於「翻譯贊
助計劃」方面的問題，歡迎電詢台北歌德學院圖書
資訊館。

您可以在台北歌德學院的官網：
https://www.goethe.de/ins/tw/cn/kul/bib/uef.html 
查詢獲得歌德學院「翻譯贊助計畫」的支持而在台
灣出版的書籍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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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鄉村婚禮籌備
彤雅立 譯 / übers. von Tong, Ya-li

1. Aufl., Taipei:  繆思出版 , ����, 第五輯 /V: ��� 頁

本輯收入卡夫卡少時作品，未曾在台翻譯出版；其中，
〈一場戰鬥紀實〉與〈鄉村婚禮籌備〉各有二與三個版

本，可見卡夫卡的創作歷程。這些作品環繞疏離與邊
緣，呈現陷入其中的矛盾與掙扎。〈一場戰鬥紀實〉自
中途退席的宴會開展，帶有濃厚幻想色彩，穿梭現實
與想像之間。〈鄉村婚禮籌備〉著重心境變化，敘寫抗
拒回鄉結婚、甚至可說是抗拒社會儀式的男人心情。

〈鄉村教師〉則寫出在困境中的徒勞。作品的完整度雖
略有差別，但細節同樣引人入
勝，可看見卡夫卡對社會的敏
銳描寫與回應。

明日待續 Rammstedt, Tilman
徐安妮 譯 / übers. von Xu, An-nie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2017, 251 頁

一對各自背負著創傷的男女，一個在南法馬賽，一
個在德國法蘭克福，兩人互不相識。他們深陷在回
憶的漩渦中，不知道未來在哪；然而「未來」早已
苦苦等待，期盼兩人相逢。為了找尋生存的意義，
兩人不約而同地決定前往巴黎。只是這一路上，想
摻一腳湊熱鬧的還真不少！
一場愛與荒誕、憂鬱中帶點幽默的時空之旅，就此

展開──

德國文化關鍵詞 
Dorn, Thea und Wagner, Richard
莊仲黎 譯 / übers. von Zhuang, Zhong-li 

1. Aufl., Taipei:  麥田出版 , 2017, 903 頁

本書由兩名背景迥異的作者，以批判思考角度及富
含熱烈情感的筆鋒文采，帶領讀者一探德意志文化
最深處的奧義。全書由作者選定的六十四個關鍵詞
出發，拉引出貫串最初德意志文明、乃至現代德國
的種種風物人情，從生活、思想、歷史、習俗等層
面一一切入，巧妙融合典故素材、社會實相與個人
感發，既有學術的嚴謹扎實，
亦見文學的詩性酣暢，在行
雲流水的筆調中，娓娓道盡
德意志文化精髓。關鍵詞彙
依字母排序，不按主題分類，
讀者可任意翻閱。

我戴著黃星星 Deutschkron, Inge
彤雅立 譯 / übers. von Tong, Ya-li 

1. Aufl., Taipei:  啟明出版 , 2017, 268 頁

英兒・杜肯出生於德國猶太家庭，在納粹時代的柏
林長大。���� 年希特勒上台後頒布各項歧視的法令
使猶太人飽受威脅。英兒・杜肯與母親隱姓埋名，
在善心人士的掩護之下驚險萬分地倖存下來。直到
���� 年二戰結束，他們逃亡的生活才落幕。英兒・
杜肯在戰後成為一名記者，本書是杜肯在 ���� 年出
版的回憶錄。德文版出版至今 �� 年，被指定為德國
高中生課外讀物，中文版首
度 出 版。「我 戴 著 黃 星 星」
跨越時代，幫助我們用更宏
觀的角度面對現在身處的世
界。

阿道夫•H希特勒，一個
獨裁者的一生 Sandkühler, Thomas
林繼谷 譯 / übers. von Lin, Ji-gu 

1. Aufl., Taipei:  麥田出版 , 2017, 383 頁

作者桑德庫勒用一種「易於理解又異常精準的筆法，
勾繪出希特勒的一生起伏」。嚴肅但又輕鬆，既不煽
情，也不說教。保有敘事者的簡單明瞭，同時又能
認真而正確地對待歷史。這不只是一部傳記，更記
錄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變動和
進展，以及戰間期各地發生的重大事件與其影響。

書中更包含了多達六、七十
張媒體上少見或根本不曾看
過的圖片，期望能為讀者開
啟一個不同的視野。

吃的藝術  
Mühl, Melanie und von Kopp, Diana
林琬玉 譯 / übers. von Lin, Wan-yu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2017, 253 頁

鋪天蓋地的產品廣告和健康常識，讓大腦無法正確
思考，導致我們不自覺地瞎吃又瞎買。
本書從行為心理學、神經科學、社會學、經濟學、
飲食文化的角度切入，搭配令人會心一笑的全彩插
圖，闡述大腦、潛意識和種種外力如何影響人類的
感官體驗、品味和食欲，幫助我們重拾飲食的主控權。

外帶一杯世界史  
von Schönburg, Alexander
闕旭玲 等譯 / übers. von Queh, Xue-ling u.a.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頁

從石器時代的掌中石斧到現代人的自拍棒，人類到
底經歷了哪些變革？史上到底發生過哪些徹底改變世
界的「大霹靂」事件，這些事件又帶來何種影響？亞
歷山大．封．笙堡筆下的世界史輕鬆幽默又富知識性，
他不僅帶我們神遊史上最偉大的城市，為我們細數
備受愛戴的英雄人物和背負千古罵名的世界罪人，
還列舉人類史上最重要的觀
念和最投機的發明。

消失吧，紙本世界！  
Schäuble, Martin
宋淑明 譯 / übers. von Song, Shu-ming 

1. Aufl., Taipei:  台灣商務印書館 , 2017, 240 頁

一個來自未來的掃描員、獵書人真心告白的故事，
更是作家對網路世界的大膽反思。
掃描員的工作就是要讓所有資訊數位公開化，成為
人人可得的免費知識。當一切知識完全免費，人人
可讀可用的時後，意即表示「知」的權利可以輕易
被剝奪，這樣的「美麗」未來，真的是你我想要的嗎 ?

赫曼赫塞童話故事集  
Hesse, Hermann
楊夢茹 譯 / übers. von Yang, Meng-ru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2018, 304 頁

沒有一個二十世紀的德語文學作家像赫曼赫塞一樣，
在童話創作上下了極深的功夫。赫塞的童話光譜極
廣，有薄伽丘式的敘事傳統，也有一千零一夜似的
故事、幻想與心理分析啟發的夢的解析。赫塞筆下
的花、鳥、山、樹木與天堂皆具有感性的神祕魅力，
引導人從黑暗走向光明。赫塞寫了許多關於青春期

的童話，讓人領會到人類的
成長發展有多麼不可思議。

分裂的天空  
Wolf, Christa
彤雅立 譯 / übers. von Tong, Ya-li 

1. Aufl., Taipei:  啟明出版 , ����, ��� 頁

前東德最著名作家克里斯塔．沃爾夫成名之作，睽
違逾半世紀，首度在台出版。
這是克里斯塔．沃爾夫的首部長篇小說，以倒敘手法、
時態切換及不同敘事角度，帶讀者回朔麗塔與曼弗
雷德的相戀，到最後兩人面對不同的信念時，如何
在愛情與理想間取捨。原著出版於一九六三年的東

德，旋即獲得文壇矚目，奠
定克里斯塔．沃爾夫的社會
主義文學家代表地位。

咖哩香腸的誕生  
 Timm, Uwe
劉燈 譯 / übers. von Liu, Deng

3. Aufl., Taipei:  台灣商務出版 , ����, ��� 頁

什麼樣的滋味才足媲美記憶中的愛戀？這部獨一無二
的戰後文學，不只是經典的美食故事，更藉德國國
民美食誕生的巧合，窺見迸發的偶然愛情與艱辛的
戰後時光，而唯有那一抹濃郁與嗆人的印記，傳唱、
歌詠至今。

時間之書  
Safranski, Rüdiger
林宏濤 譯 / übers. von Lin, Hong-tao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 ��� 頁

德國當代哲學大師薩弗蘭斯基帶領我們走進時間的
迷宮，巧妙交織哲學、文學、歷史、藝術、科學和
個人省思，以生命的各個切面來了解時間，從無聊、
憂慮的時間，一直到社會化、世界、宇宙的時間，
探索時間到底對我們做了什麼，而我們又用時間創
造出什麼。人類縱然無法左右時間的流向，卻能與
時間玩場遊戲，用創作的靈
光來留住永恆的瞬間。

胡桃鉗與老鼠王  霍夫曼奇幻
故事集  Hoffmann, E.T.A.
楊夢茹 譯 / übers. von Yang, Meng-ru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 ��� 頁

霍夫曼的故事是德國浪漫時期最美也最黑暗的產物，
他以童趣發想奇幻仙境，並也放下理性，結合民間
信仰，創造出在暗夜出沒的怪異形體。故事裡有正
直勇敢的士兵、有靈魂的機器人、邪惡的煉金術士、
化身為人的蠑螈、操控自然力量的侯爵。正職為律
師的霍夫曼也是恐怖文學先祖，擅長挖掘埋在心靈

深處的陰暗意識，描寫神祕
詭譎的氣氛。

一個女人，在北極   
Ritter, Christiane
賴雅靜 譯 / übers. von Lai, Ya-jing

1. Aufl., Taipei:   創意市集出版 , ����, ��� 頁

女性探索與極地文學顛峰之作，感動全球千萬顆心
的百年經典，首度登台問世。
本書生動記錄著克麗絲汀安在極地的生活，並寫實
刻畫了人類的堅強及北極的自然美景。在字裡行間，
我們得以一窺一九三〇年代，一位平凡的婦女基於
丈夫對探險的熱情，發揮了人類最大的韌性，與伴

侶展開一場充滿挑戰的成長
哲學之旅。

木蘭的外婆  
Hornfeck, Susanne 
馬佑真 譯 / übers. von Ma, Yiu-zhen

1. Aufl., Taipei: 左岸文化出版 , 2018, 317 頁

對大部分十五歲的少女來說，能去世界之都上海三
個月，根本就是夢寐以求的事。但對木蘭而言，要
跟她的中國家人待在一起三個月，卻讓她五味雜陳。
爸爸是德國人，媽媽是中國人，從小在德國長大的
木蘭，對她東方的那一半血統，始終有認同的問題，
尤其她還和母親大吵了一架……

德語的���個問題  
Schmid, Hans Ulrich
東吳大學 德國文化學系 譯 / 
übers. von Deutschabteilung der Soochow Universität

1. Aufl., Taipei:  上林文化出版 , ����, ��� 頁

德 語 從 什 麼 時 候 開 始 出 現
的？德語共有多少個詞彙？德
語為什麼有這麼多變母音？
萊比錫大學德語歷史語言學
教授史密特針對德語這個複
雜又歷史悠久的語言，做了
一個概括性的介紹，輕鬆易
讀，讓讀者可以從過往的語
言歷史追根溯源。

優質國度
Kling, Marc-Uwe
姬健梅 譯 / übers. von Ji, Jian-mei

1. Aufl., Taipei:  皇冠文化出版 , ����, ��� 頁

歡迎來到優質國度，這裡是地球上最好的國家！在這
裡，你只需要輕輕一吻，登錄你的唇紋，就可以讓
演算法自動幫你處理生活所有大小事。等級系統

「RateMe」和自動配對服務「優質伴侶」更是能幫你
解決所有疑難雜症的好幫手，還有全球最受歡迎的
網購公司「TheShop」提供一小時快速到貨服務。

自動駕駛車和投票系統讓你
不再需要花時間思考任何問
題。但是，這樣真的沒問題
嗎？

小丑提爾  
Kehlmann, Daniel
管中琪 譯 / übers. von Guan, Chong-chi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 ��� 頁

三十年戰爭蹂躪著知名流浪藝人提爾．伍倫史皮格
的逃亡之路：受命在戰火中出發尋找滑稽大師提爾
的馬丁．封．沃根史坦伯爵；多愁善感的劊子手蒂
爾曼；性格乖戾的雜耍藝人皮爾敏；會說話的驢子
奧利振；因引發三十年戰爭而流亡異鄉的波西米亞
國王腓特烈與王后伊莉莎白；依循古怪計畫用德文
寫詩的醫師保羅．佛雷明；
四處獵巫的耶穌會教士泰西
蒙德，和學者阿塔納斯．珂
雪。眾人的命運編織出一個
時代，成為歌詠三十年戰爭
的敘事詩。

哲學動物  
Werner, Florian
彭菲菲 譯 / übers. von Peng, Fei-fei

1. Aufl., Taipei:  創意市集出版 , ����, ��� 頁

人類能教動物的事物不多，我們可以教馬數到三，
命令狗去取一根棍子，或是訓練海獅邊轉皮球邊用
牠們的鰭拍手。只是捫心自問，無論是動物抑或是人，
誰真的在乎動物能學會這些技巧？一旦我們開始反向
思考，情況就會大為翻轉。如果我們敞開心胸仔細
觀察，將會發現：水母可以解釋宇宙的結構、螞蟻

對無條件的基本收入有明確
的立場、電鱝讓我們了解現
代社會的執著及矛盾，而加
拿大大角羊則是經濟「去成
長」的哲學理論專家。

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 
沃爾夫.比爾曼自傳  Biermann, Wolf
廖天琪 譯 / übers. von  Liao, Tian-chi

1. Aufl., Taipei:  允晨文化出版 , ����, ��� 頁

沃爾夫 . 比爾曼是詩人也是歌手，���� 年出生於德
國漢堡。十六歲時，他從西德遷移到東德並在那裡
讀 完 中 學 和 大 學。他 深 受 布 萊 希 特（Bertolt 
Brecht）的戲劇影響，少年時代就開始寫詩、彈吉
他並作曲，作品尖銳抨擊極權社會的弊病和權貴的
封建昏聵。一九七六年比爾曼應邀在西德科隆舉辦
音樂會，隨後就被東德政府
驅逐流放，並取消他的東德
國籍。比爾曼是共產東德最
具有代表性的異議份子，是
反抗極權，爭取言論自由的
代表人物。

歡迎光臨森林祕境  
Wohlleben, Peter
鐘寶珍 譯 / übers. von Zhong, Bao-zhen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 ��� 頁

德國森林看守人渥雷本這次要和我們分享他獨到的
森林知識與親身感觸，除了哪裡可以搭帳篷和生火
烤肉，哪些野莓和樹果可以填飽肚子，什麼時機和
地點最適合觀察野生動物…… 還會告訴我們如何傾
聽樹木的聲音，如何與森林中的萬物和平共處。

美育書簡  
von Schiller,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謝宛真 譯 / übers. von Xieh, Wan-zhen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 ��� 頁

本書是西方歷史上第一本以審美教育（美育）為標題，
並系統性介紹美育概念的專書，因而成為美育學者
的重要思想依據。全書重點在於建構席勒個人對於
美學及審美教育的理論。他認為美育不僅研究美的
本質及藝術創造的結構，也不只分析人之美感的發
生來源，更是一門能夠真正開啟人之本性的科學。
對席勒來說，美是最理想人
格性的表徵；真正的美，有
助於提升和完善人性。

烏托邦工具箱.�  
Stiegele, Juliane
王瑞婷、賴雅靜 譯 / übers. von Wang, Rui-ting und Lai, Ya-jing

1. Aufl., Taipei:  遠流出版 , ����, ��� 頁

烏托邦工具箱，是對於未來工作的一種基本創造力的
激勵。中文版的問世，是因應台灣以及全球在劇烈的
時代變遷下，對當前社會的重要貢獻論述。本書聚焦
在最珍貴的人力資源──創造力，為我們的共同生活
設計未來。本書想傳達的是一種面向未來的態度，不
僅將歐洲案例介紹給亞洲社會，同時也把台灣的觀點
立場，增列到書中產生對話
關係。本書榮獲 ���� 年德國
紅點設計獎。

兔子啊，這不過是個過程  
Leo, Maxim und Gutsch, Jochen
宋淑明 譯 / übers. von Song, Shu-ming

1. Aufl., Taipei:  台灣商務出版 , ����, ��� 頁

人人都知道青春期有多可怕，但遠不如「老年青春期」
那麼糟！？ 老，聽起來很可怕，但也非常的有趣！本書
集結精彩、有趣的短文，每篇都是小小的安慰劑，老
年人是歐洲人口中最多的群體，而作者想告訴這群人：

「你不是一個人，何不簡單地用樂趣來對待這段生
活？」

意猶未盡的黃金時代 ‒ 追憶
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的盛夏  
Illies, Florian
姬健梅 譯 / übers. von Ji, Jian-mei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 ��� 頁

���� 那年，曾經的傳奇與神童疲軟衰敗，現代主義
獨領風騷，一群人物用文字、聲音、繪畫、影像領導
了革命，改造了世界。繼前作《繁華落盡的黃金時代》，
作者將這本新作的主題定調為「愛情」，用幽默、詼諧、
高雅且有寓意的口吻，說出
一樁樁充滿驚奇、詩意浪漫、
荒唐不羈、天緣巧合的名人
軼事，如此不可思議，又無
比真實⸺

剃掉鬍子的馬克思  
Wittstock, Uwe
王榮輝 譯 / übers. von Wang, Rong-hui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 ��� 頁

本書透過「旅行」與「傳記」兩條不同時間軸的交織，
呈現馬克思鮮為人知的晚年經歷，使讀者理解他的
處境之時，也窺看藏在他心中的矛盾靈魂。他對這
個世界的最終思索，一些待解而未解的問題，甚至
是來不及說出口的想法，全都在這本書中盡數呈現。
要了解人生最後階段的馬克思心中所想為何，最好

的方式，就是跟他一同踏上
這 趟 自 我 放 逐 的 北 非 之 旅，
看他如何尋得人生最後的救
贖。

蘇菲修爾：永恆的白玫瑰  
Sabisch, Ingrid und Lünstedt, Heiner
林聰敏、陳麗玲 譯 / übers. von Lin, Tsung-min und Chen, Li-ling

1. Aufl., Taipei:  上林出版 , ����, �� 頁

年輕的女學生蘇菲．修爾決定與哥哥及朋友一起散
發反抗納粹暴政及法西斯主義的傳單。蘇菲是位堅
定的和平主義者，藉著「白玫瑰」行動來實現自己
反對獨裁的信念。但另一方面，她的男友弗里茲．
哈特納格卻是德國國防軍的軍官。身在戰場的他也
開始對自己產生懷疑。這本漫畫透過他們寫給對方
的信件讓讀者看到蘇菲．修
爾如何成為德國反抗運動的
女鬥士。

自然的奇妙網路  
Wohlleben, Peter
鐘寶珍 譯 / übers. von Zhong, Bao-zhen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 ��� 頁

你知道當陽光灑落樹冠，針葉樹便會散發造雲降雨
的香氣嗎？你知道當我們轉開水龍頭，微生物便展開
了一場從地下水到咖啡杯的冒險嗎？ 在生活周遭，
類似的循環無所不在，只要品味書中十七篇故事，
傾聽宇宙萬物的聲音，便能明白自然的循環機制有
多奧妙無窮。繼「樹的祕密生命」、「動物的內心生活」

傾訴萬物皆有情後，「自然的
奇妙網路」是本書作者對自
身理念的總闡述，也是自然
三部曲的壓軸鉅作。

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
班雅明精選集 Benjamin, Walter 
莊仲黎 譯 / übers. von Zhuang, Zhong-li

1. Aufl., Taipei:  商周出版 , ����, ��� 頁

少 年 早 慧 的 班 雅 明 筆 耕 不
輟。他的文字，無論置於哪
個時代都歷久彌新，而其身
為哲學家、文學、藝術評論
家、左派思想家和譯者的多
重身分，更讓他的作品被各
個領域奉為經典。本書分為

「美 學 理 論」、「語 言 和 歷 史
哲學」與「文學評論」三部，
收錄班雅明最具代表性的十
篇作品，讓讀者得以從各個面向理解其思想理路，
一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心靈。

背對世界  
Melle, Thomas
楊夢茹 譯 / übers. von Yang, Meng-ru

1. Aufl., Taipei:  臉譜出版 , ����, ��� 頁

現代生活看似井然有序、一派和諧，然而在社會光
鮮秩序夾縫中的陰影，卻藏著許多苦於精神疾患之
人，其中，專業上也稱作「雙向情緒障礙」的躁鬱症，
甚至位列全球最常導致終生殘障的十大病症。湯瑪
斯·梅勒提筆所寫的這本書，正是他因躁鬱症所苦的
十餘年的紀實回憶錄，精神病患者難以掙脫心魔、

受縛於躁鬱狀態的苦況，在
字裡行間表露無遺。行過十
年躁鬱深淵的心境剖白，透
過書寫，走出心之絕境的自
我追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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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靛熱 Setz, J. Clemens
林硯芬 譯 / übers. von Lin, Yan-fen

1. Aufl., Taipei: 時報出版 , 2016, 432 頁

上世紀九○年代的「深藍小孩」現象（indigochild），
曾在媒體喧騰一時。一群被視為擁有超自然特殊能
力和心靈感應能力的孩童，引發討論和關注。德國新
銳作家克雷門斯．Ｊ．瑟茨以此為靈感，寫出一種稱為

「靛熱」（indigo）的疾病，探討這種未知病症對兒童
及成人社群帶來的恐懼和衝擊。這不只是一本恐怖
小說，也是一本反烏托邦小說，更是一本科幻的後現
代小說。故事中重重謎團令人
不寒而慄，其中包括人們對未
知的恐懼，因而變得更加極端
恐怖。

末世國度  
Schäuble, Martin
宋淑明 譯 / übers. von Song, Shu-ming

1. Aufl., Taipei:  台灣商務出版 , ����, ��� 頁

小說以兩個支線交錯進行。由於全球氣候變化造成衣
索比亞饑荒，法娜打算以難民身份到德國尋求庇護。
另一方面，儘管政治立場不同，但絲毫不影響安東
和諾亞的親密情誼。這兩位士兵面對現實的遭遇與
軍隊交付的任務時，又該做出怎樣的抉擇。這本高
度結合時事的精彩小說著實發人省思。一部試圖與
極右派思想交鋒的小說，點
出人心的溫暖與自私，盲目
與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