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夢想設計人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比爾‧柏內特、戴夫‧埃文斯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把成功變成習慣：全球頂尖名校教授執教 50 年提出的 10 項人生忠告 Bernard Roth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人生的行銷企劃書 
羅伯‧麥克‧傅立德 / 繪◎
Jayce Lee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
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把想要的人生找回來：改變失衡、挫敗、貧乏的生活，從設計人生劇
本開始 

麥可‧海亞特, 丹尼爾‧哈
克維 

三采  

想像五年後的你：每一天都是美好的實踐，啟動夢想的 21 堂課 李恕權  遠流  

人生本來就塗塗改改：那些我們從犯錯中學到的成長筆記 Jessica Bacal 天下雜誌  

不受限的工作人生：建立職涯存摺，經營 4 項投資，打造不畏時局變
遷的本事 

Jon Acuff 天下雜誌  

夢想一直都在，等待你重新啟程：走在恐懼與挫折的路上，發現天賦
與熱情 

Ben Arment 天下雜誌  

追尋吧！過你夢想的人生 Chris Guillebeau 天下文化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學院最重要的一堂課(訪台精裝珍藏
紀念版) 

Clayton M. 
Christensen、James 
Allworth、Karen Dillon 

天下文化 

領導最好的自己：成就自我理想與夢想的職涯旅圖 Robert Steven Kaplan 天下文化 

未來藍圖：1 張圖、7 個實踐，預約更美好的自己 神田昌典 好的文化 

當自己的大設計師 林志育  大寫出版  

走自己的路，做有故事的人  洪震宇 時報出版 

 
●圓夢基本功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黃金好習慣，一個就夠：日本心理教練的習慣養成術 三浦將  今周刊  

開口就是一齣好戲：致詞、簡報、面試、交涉……好萊塢實力演員親身
指導，關鍵場合說出精采 

麥可．波特  究竟  

看出關鍵：FBI、CIA、全美百大企業都在學的感知與溝通技術 艾美．赫爾曼  方智  

三個小承諾，預約更好的自己 大衛‧波萊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告別玻璃心的十三件事：心智強者，不做這些事・強者養成的終極指
南 

Amy Morin 
英屬蓋曼群島商網路與
書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
公司 

驚人習慣力：做一下就好！微不足道的小習慣創造大奇蹟 史蒂芬．蓋斯 三采  

智慧共享的社群人脈學：如何利用互聯網集思廣益，解決工作、生活、
健康、愛情難題，實現夢想？ 

Lior Zoref 三采 

看出先機，贏人一步熱寫筆記術：每天只記一重點，重整思考，立即
有感改變人生！ 

大田正文 三采  

心態致勝：全新成功心理學 Carol S. Dweck 天下文化 

羅輯思維：成大事者不糾結 羅振宇 天下文化 

如何從習慣耍廢，到凡事事半功倍？：15 分鐘就脫魯的最強習慣術 古川武士 光現出版  

哈佛教你做好自我管理：從職涯規畫、家庭生活，到自我追尋，打造
全方位的贏家人生 

Clayton M. Christensen 哈佛商業評論 

關鍵「四句」！日本熱銷 250 萬冊溝通大師的精準表達術 樋口裕一(Yuichi 商周出版 



Higuchi) 

BCG 頂尖人才培育術：外商顧問公司讓人才發揮潛力、持續成長的祕
密 

木村亮示, 木山聰 經濟新潮社  

你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夠了：愈複雜的人生，愈需要用簡單來解題 Sháá Wasmund 麥田 

無畏的膽識：世紀奧美公關創辦人告訴你 50 個關掉內心恐懼的工作思
考術 

丁菱娟  時報出版 

比別人快一步的 Google 工作術：從職場到人生的 100 個聰明改造提
案 

電腦玩物站長  PCuSER 電腦人文化 

面對一億人也不怕的 33 個說話技巧：簡報、演說、面試、聊天，無論
各種場合，人人都想聽你說 

石川光太郎  核果文化  

 
●夢想典範課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TOMS Shoes：穿一雙鞋，改變世界 Blake Mycoskie 聯經出版公司 

職人誌：52 個頂真職人，認真打拚的故事報乎恁知                                                         黃靖懿, 嚴芷婕 遠流 

我跑步，所以我存在：美國跑步教父關於運動的 18 種思索 喬治．席翰 遠流 

只要做對一次：16 個重寫規則、翻轉世界的超級創業家 Randall Lane,Forbes 天下雜誌  

勝利，並非事事順利：30 位典範人物不藏私的人生真心話 Gillian Zoe Segal 天下雜誌  

跑出全世界的人：NIKE 創辦人菲爾・奈特夢想路上的勇氣與初心 菲爾・奈特  商業周刊 

拼湊夢想：貧民區高中生逆襲麻省理工學院菁英 Joshua Davis 大好書屋 

從玩紙飛機到上太空的夢想教室：「下町火箭」真實版！TED 話題沸
騰！日本最熱血的火箭製造者教你顛覆常識、夢想成真的方法！ 

植松努  平安文化 

你的夢想是什麼：在 25 個國家相遇的 365 個夢想 金壽映 愛米粒  

今天：366 天，每天打開一道門 郝廣才  格林文化 

有一天 郝廣才  遊目族 

我的世界，自己定義！：75 位千禧世代的追夢行動 
Stacey Ferreira、Jared 
Kleinert 

時報出版 

瘋狂改變世界：我就是這樣創立 Twitter 的！ 畢茲．史東 時報出版 

起來！為了更美好的將來：15 個夢想先行者的奮鬥告白 
Knowing 新聞 APP 編輯
團隊/著, 楊方儒/策展 

時報出版 

他們異類，他們成功！：向海盜、駭客、幫派份子、非主流創業家學
習 5 大創新必備特質 

愛麗莎・克雷, 凱拉・馬
婭・菲利普斯 

時報出版 

RUN 一直跑下去：世界超馬王者的跑步之道 井上真悟 木馬 

 
●夢想鳥瞰力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給台灣的 12 個新觀念：借鏡國外，提升台灣 聯合報編輯部 聯經出版公司 

100 歲的人生戰略 
林達．葛瑞騰、安德魯．
史考特 

商業周刊 

什麼時候, 你才要過自己的人生? 一位精神科醫師, 從捆綁的呼吸中, 
找回自我  

金惠男  商周出版 

共享經濟時代：從分享房屋、技能到時間，顛覆未來產業與生活的關
鍵趨勢 

Alex Stephany 商周出版 

做一本我的時光書：珍藏那些可以一起聊聊的回憶 
John-Paul 
Flintoff,Harriet Green 

大好書屋  

安可職涯：40 到 70，熟齡世代打造最熱血的工作指南 Marci Alboherv 好人出版 

 
 
●夢想闖關力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一萬小時的工程：隱形的天才 蔡淇華  四也出版公司 

人生從解決問題開始 蔡志浩 寶瓶文化 

自己決定你是誰 : 那些我們影響人的特質到底從何而來? Neffinger, John 今周刊  

活出這本書：最適合現代人的療癒練習 Tom Chatfield 圓神 

超級好！用遊戲打倒生命裡的壞東西：50 萬人親身見證的心理奇蹟 Jane McGonigal 先覺  

三個商學院教授的公路筆記：45 堂教室外最精彩的企管課 
Michael Mazzeo,Paul 
Oyer,Scott Schaefer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創霸養成：國際創意顧問教你把白日夢變白花花的銀子 
馬丁‧阿摩, 艾力克斯‧佩
羅  

三采  

史丹佛最強「創業成真」四堂課：矽谷創業推手教你以最少資源開創
最大志業 

婷娜‧希莉格 遠流 

恆毅力：人生成功的究極能力 Angela Duckworth 天下雜誌  

自創思維：人生是永遠的測試版，瞬息萬變世界的新工作態度 
Reid Hoffman,Ben 
Casnocha 

天下雜誌  

聯盟世代：緊密相連世界的新工作模式 
Reid Hoffman,Ben 
Casnocha,Chris Yeh 

天下雜誌  

被賞識的技術：找到職涯贊助人，掌握改寫人生機遇的關鍵 席薇雅．安．惠勒  天下雜誌  

不整理的人生魔法：亂有道理的！ Tim Harford 天下文化 

跑者時代：馬拉松的魔咒，奔向 2 小時紀錄的歷史、科學和他們的故
事 

Ed Caesar 漫遊者文化  

學失敗：創業熱時代看不見的退場故事 吳芠萱  大寫出版 

重拾好奇心：讓你不會被機器取代的關鍵 伊恩‧萊斯里 新樂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