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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實務⼀書展檢討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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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三 B05106031 ⽥聖瑋      圖資三  B05106053  謝佳恩  

圖資三 B05106034 余采嬙      圖資三  B05106057  劉亦淳 
 

⼀、主題選書 
        本次書展除設計回饋問卷外，亦透過⼜頭詢問讀者對於此次書展之參與⼼得，藉
以納入此次主題書展結束後的質性反饋︔其中，我們在選擇書籍⽅⾯得到了⼀些值得
反思的回饋，以下將分為兩層⾯說明： 
 
（1）書籍外觀⽼舊 
       在選擇實體書⽅⾯，可以改進之處為書籍的新舊程度，由於少數部分從總圖收集
來之書籍年代久遠，以致外觀磨損嚴重，在某種程度上會使讀者辨別書籍封⾯有些困
難，也容易降低其對讀者之閱讀吸引⼒。對此，本組認為可採⽤之解決⽅案有： 

● 建議總圖採購新的圖書 
● 將展書封⾯上毀損之重要書⽬資訊，以其他紙張/ 媒體標明  

（2）書籍分類標準不夠明確 

        依照選書之原著語⾔別， 此次書展將⼆⼗本展書劃分成以下四種類別： 

● 中⽂原著⼩說類別：五本 
● 英⽂翻譯⼩說類別：六本 
● ⽇⽂翻譯⼩說類別：四本 
● 電影翻拍經典類別：五本 

除了中、英、⽇語類別之外，也另設有翻拍成經典電影之⼩說類別，此類別以收錄具
有⼀定知名度的電影翻拍⼩說為主︔然⽽，在訪問過讀者意⾒後，發現讀者對於分類
標準感到困惑，認為有部分展書可以存在於⼀種以上的類別中。此為本次書展未考量
周全之處，造成讀者在認識本次書展之主題分類時產⽣疑惑。為此，本組認為可採⽤
的改善⽅式如下： 

● 在最初訂定選書之分類主題時，應確認主題明確，且不會使選書出現於⼀種
以上類別之情形︔⽽所選展書也應與分類主題相互配合。 

● 若於策展初期、已選定展書後發現可能有跨類別之疑慮，則應於分類底下細
分更深⼀層之類別。例如：將中、英、⽇語類別下皆再進⼀步分為純⼩說和
翻拍成電影之⼩說。 



● 若為開始布展之後才發現之疏漏，可以在展區內跨類別的展書旁，以標籤特
別標⽰、說明歸於該類之原因，以解決讀者可能產⽣之疑惑。 

 

⼆、宣傳推廣 

（1）實體宣傳效⼒不夠 

       在實體宣傳的部分，由於海報印製得太⼩(A3)，且放置位置不夠明顯，導致讀者
容易沒注意到⽽直接錯過，降低海報的宣傳作⽤︔此外，通往兒讀樓梯上之⽂宣也較
晚擺上，此可能造成潛在讀者的流失。 
        觀察他組之宣傳⼿法，我們發現容易引起注意之海報⼤⼩應至少為半開，且必須
放在顯眼的位置，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在貼上去後也應定期注意海報的展⽰狀況，
避免被其它的海報遮蓋，導致後續的宣傳效⼒不夠︔⽽其他⼩型實體⽂宣品的擺放應
盡早放置好，才能盡可能地吸引所有的潛在讀者。 

（2）宣傳排程過於理想化，未考量現實層⾯ 
       本次書展實際開始宣傳之時間比表定晚，因⽽壓縮到發⽂頻率。由於當初表訂之
開始時間未考量組員之期中考時程，因此當網路宣傳應開始時，未有⾜夠的時間想出
完整的⽂宣內容，致使網宣開始時間比表定時間晚，也因此粉專建⽴後，沒有⾜夠的
時間累積粉專⼈數，便直接開始進⾏發⽂，⽽原本計畫的⼀週發三四篇宣傳⽂，也因
此變成每天發⽂，所以造成粉專觸及⼈數不夠，此外，後續檢討發⽂內容較枯燥乏味，
較難吸引潛在讀者。 
        我們認為之後在舉辦此類書展活動時，應該設想得更周全且考量到現實⾯，不應
⼀昧地將企劃想得太過理想，導致真正執⾏時的困難度過⾼。 

（3）點讚率、觸及率偏低 

       由於網路宣傳開始比表定的晚許多，並未有⾜夠的時間累積粉絲，導致網路宣傳
的效果不彰，根據臉書粉專之洞察報告（圖⼀）可以發現，專⾴發⽂時間與粉絲⼈數
上線的時間點⼀致，但是點讚率及觸及率的狀況仍偏低，平均觸及率⼤約為介於40-45
之間，⽽發⽂的格式及內容較為單調可能是其中⼀個因素，因為⽂章並未有太多的變
化，少了驚喜感，也因此無法吸引到更多的潛在讀者。 

       我們認為在粉專成⽴之初，可以多多邀請親朋好友來按讚，增加粉專⼈數以及觸
及率︔⽽在⽂案宣傳的部分，發⽂的內容可以更多元化，除了書的介紹之外也可以加
入作者的介紹、評價等，也可以透過埋些有趣的梗或是藏頭詩的⽅法，增加趣味性，
或是將⽂案內容營造成與主題相關的恐怖宣傳，成功吸引讀者的好奇⼼，並前來參加
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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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臉書洞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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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場佈置 
（1）布展時程過長 

       本次策展中後期為重要的布展執⾏，然⽽由於對展⽰場地不熟悉，以及事前策劃
之佈置構想不夠具體，導致在布展期間陸續發現場地、器材與原先預想有所落差，導
致準備之器具難以與展場媒合之問題，也因逐步地調整、修正⽽拉長了整體佈展時程，
無法⽴刻呈現完整的佈置。 
       為此，我們認為在策劃與撰寫企劃書之時，可以多附上場地照⽚和布展的概念圖，
確認場地設備和佈置物品之實體尺⼨，降低憑空想像的模糊性，以加強策劃的可⾏度 
 
（2）佈展成本限制 
         在策展初期，雖然原本擬訂諸多創意的場佈構想，但是由於書展有經費和資源上
的限制，導致最終部分構想無法如期實現，使場佈豐富度下降。經討論檢討後，本組
認為可以提早尋找⼿作材料包，以⾃⾏製作場佈素材替代購買現成品︔然⽽其缺點為
必須花費較多的⼈⼒及時間。 

（3）完善留⾔牆規劃 
       留⾔牆是原先擬定之⼩驚喜，但由於在實際布展時，本組發現留⾔牆素材難以配
合兒讀區並融合「恐怖氣氛」，因⽽最終決定捨棄之︔此經驗也讓我們知道在選擇場
佈材料時，應提早規劃時間將素材與場景試做媒合，以避免時間太倉促⽽無法使夢想
中之計劃順利登上展場。 

 

四、美宣 
      最初原有訂好每樣印刷品的圖檔完成時間，但由於組內成員討論時間不夠充分，
遲遲沒有確定主視覺應具備之元素，導致諸多⽂宣品完成時間延宕，以及遊戲道具在
製作時因為時程過度緊湊，來不及檢查清楚致使正反印刷沒有對整齊。本組認為解決
⽅式是在策展初期就先充分與組員討論主視覺的設計，彼此儘早有共識才能如期完成
⽂宣品，不會到最後才趕⼯製作。 
 

五、現場導覽 
       導覽員當⽇在接近開場前才到了現場，事前準備的時間較為不⾜，因此讓⽼師與
到場聆聽的同學等了幾分鐘，沒有在30分的時候準時開始導覽。本組認為，應該在開
始的⼗分鐘前即到場準備各項事物，以便⽼師與同學到場時可以準時開始，以免耽誤
⽼師同學的時間。此外現場的⾳樂設備⼀開始因為連線的關係⽽無法使⽤，造成導覽
的⼀開始沒有襯樂，顯得有點單調，這也是與籌備⼈員太晚抵達現場有關，若是早⼀
點至現場測試設備，應不至於出現此狀況。此外，雖本組有在導覽時加入由與參與者
互動之⼩遊戲使導覽不過度枯燥，但仍可以再增加⼀些更多元活動，如：有獎徵答、

!4



解釋符咒等，讓聽眾除了聽介紹之外也能與書有更多不⼀樣的連結，也讓聽眾停留在
展場的時間再延長⼀些。 

六、結語 
       本次書展雖然有需要改進之處，然⽽透過和參與導覽的觀眾對話，以及提供的問
卷回饋之中，我們也得知此次書展受到觀眾肯定之處。在展覽策劃和設計的部分，抽
符咒的遊戲是最受觀眾歡迎的項⽬，在回饋表單中約有七成之填答者勾選此項，表⽰
喜歡。其次亦相當受認可之項⽬有：展場佈置、氣氛營造、導覽活動，此三項皆有四
成左右之填答者勾選。 
       ⽽在與觀眾閒談之際，我們才知道原來回饋表單的美感設計也使不少觀眾驚豔︔
現場導覽的部分，導覽組員台風穩健，透過背景⾳樂營造環境氛圍以及遊戲的刺激感，
這兩點也是獲得許多觀眾肯定的。 
       在策劃本次書展之初，我們預期透過本次書展，有機會邀請親朋好友參與現場導
覽，使原本會直接忽略恐怖驚悚題材之讀者群，在⼈氣滿滿、互相陪伴的情況下更有
機會了解此類書籍︔並且透過與觀眾互動的遊戲，使其輕鬆有趣地接觸恐怖題材，以
達到推廣此類主題資源之⽬的。從籌備到執⾏以致於後續檢討的過程中，組員都學到
了許多寶貴的策展經驗，⽽透過現場觀眾的反應、以及回饋表單，我們也認為本次書
展仍達成了此項推廣⽬的。 

七、分⼯與⼼得檢討 

（1）圖資三 B05106031 ⽥聖瑋  
       這是我第⼀次完整的書展策劃經驗。以前在課堂上只需要撰寫企畫書就好，到要
實際製作出來，原來有很⼤的差距。⼀開始⼤家⼀起決定主題並進⾏選書，我們挑選
的是恐怖驚悚為主題的各類⼩說。以前的印象就是⼤學圖書館幾乎都是⼯具書、教科
書或是學術研究的書籍，當我們利⽤圖書館的線上檢索系統查找以及臨架搜索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台⼤圖書館有採購這麼多⼩說。接下來的⼯作，我主要負責設計主視覺，
完成海報、桌宣、符咒、書⽬介紹等印刷品，算是第⼀次設計有關恐怖主題的東西覺
得蠻有趣的，評價還不錯覺得蠻開⼼的。 

（2）圖資三 b05106055 蘇鈺淳 
       對於這次的抖陰書展，其實滿期待的，因為其實之前聽到書展時，都會覺得滿無
聊的，因為⾃⼰本身不太愛看書，⽽且書展常常都是展⽰以些滿正經的⼀些書籍，因
此本來對辦書展滿興致缺缺的，但在第⼀次與組員討論書展主題時，想說要打破⼀般
無聊乏味的窠⾅，因此挑選了比較會吸引⼈的主題-恐怖驚悚⼩說展，想讓此書展能夠
打破⼀般以往較枯燥的書展，讓像是我這種不愛看書的⼈能夠來參與。在過程中，由
於我負責書展⾏銷宣傳的部分，因此其實在這部分學習到滿多的，架粉專、發⽂、想
何時發⽂能吸引較多讀者、穓星期發幾次⽂比較能激起讀者興趣等等的課題，在此次
書展的過程中，學習滿多的，即使最後呈現出來的與最⼀開始企劃時不太⼀樣，但看
到來參與的讀者都滿開⼼，也看到本來不太敢接觸恐怖驚悚⼩說的讀者願意嘗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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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覺得滿有成就感的。謝謝這次的書展經驗，讓我體會到其實書展並不無聊，更能從
中獲得很多課外知識，相信將來的⾃⼰也會開始對書展的宣傳，駐⾜腳步了。 
       由於是第⼀次嘗試粉專的架設與宣傳，因此⼀開始規劃時並沒有把現實⾯考量進
去，以致於當宣傳期開始時，因為⾃⼰的外務和種種原因，導致宣傳期延遲，且事先
也沒有和美宣討論好製作粉專頭貼和封⾯的死線，以致宣傳期⼀拖再拖，沒有達到最
好的宣傳效果，之後在規劃時，應謹慎考量後再做規劃，才不會又造成相同的錯誤。 

（3）圖資三 b05106053 謝佳恩 
       很開⼼這次可以遇到喜好相同的組員，讓我可以做⼀個⾃⼰很有興趣的書展，在
這次的書展中主要是負責宣傳的活動，透過這次實際辦書展，讓我了解到宣傳與推廣
的重要性，且在經費有限的情況下不論宣傳推廣或是場佈真的都更加不容易，像是在
實體宣傳⽅⾯因為考量到經費不⾜因此印了較⼩張的海報，反⽽導致海報被忽略，無
法達成宣傳效果︔⽽這次⾃⼰實際成⽴粉專、管理粉專、發⽂等也讓我體會到當⼩編
真的很不容易，不論是發⽂的格式及內容都必須別出⼼裁才可以吸引更多⼈！ 

（4）圖資四 b04106031 吳霏 
       因為⼀直以來都非常期待實務⼀舉辦書展的活動，所以去年時已開始多加觀察同
學舉辦的書展，希望能及早構想和累積經驗。這次「驚悚x恐怖」的主題是我平常就很
喜歡題材，因此許多活動設計做起來格外有興致︔從平⽇與朋友的經驗出發想像，擴
展到如何將此類題材不帶壓迫感、輕鬆⾃在地推廣給不敢接觸的讀者。 
       即使在撰寫企劃書時以為已考量到所有細節了，布置展場時我們仍發現許多未被
定義明確或構想清楚之處，因此很⾼興實務⼀課程能提供我們累積實務經驗的機會。
這次活動與組員的合作也融洽愉快，讓⼈感覺不僅是完成了⼀次的書展，更是多了⼀
個機會去瞭解有趣也有想法的新朋友！ 

（5）圖資三 b04106034 余采嬙 
       此次書展是我第⼀次在系上空間進⾏與書籍相關的策展活動，覺得很幸運能夠和
同組組員們⼀同針對策劃、布展、導覽等活動進⾏討論和分⼯，當我在期初撰寫書⾯
企劃的時候，不論是在布展排程或是粉專建置排程都認為沒有什麼很⼤的困難，然⽽
在實際進⾏時，卻因為布展的時間控制、經費和材料更動等不可預期之變數，拖延了
預訂的排定時程，讓我才知道須回頭檢視時程表安排的彈性度是否⾜夠，不同程度的
密集⼯作是否有平均分配給每⼀個組員，也體會到「按著計劃⾛」確實是需要有很多
的耐⼼、細⼼和積極的⼼並付諸⾏動，是⼀件不容易的事啊！ 
       另外，在布展期間，我常在製作道具上有零散的疏忽（像是問卷QR Code旁忘記
註明問卷⽤意即貼在書櫃架上），因⽽花更多時間彌補計劃中的不⾜之處，這似乎是
提醒了我們未來在布展期間更應提早準備好布展道具和美宣草稿，並多擬⼀些彈性時
間作為緊急狀況時之緩衝。 
       最後，很開⼼能夠舉辦書展讓更多⼈認識恐怖主題之紙本⼩說，也讓我對於恐怖
主題⼩說不再有太⼤的距離並對策展藝術愈來愈感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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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圖資三   B05106057  劉亦淳 
       第⼀次籌辦書展很多東西都充滿了新鮮感。⼀開始的決定主題其實⼤家都還沒有
頭緒，也更改了很多次才定稿。靈異、驚悚的主題⼀直是我又愛又怕的類別，喜歡享
受恐懼的刺激感，但又因情節留在⼼中的餘韻⽽忐忑，這就是靈異驚悚故事的魅⼒所
在。 
     在選書的過程中，發現其實圖書館中藏有很多過去沒有看過但主題卻引⼈入勝的書
籍，選書的分野並不⼀定是靈異類別，我們還增加了驚悚、推理的元素在內，滿⾜各
種需求。在圖書館內遊⾛選書時總是有許多驚奇發現，就好像是在⼀座未知的寶山中
挖掘，不知道何處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奇，這應該也是種資訊偶遇吧! 
       分⼯中主要負責的⼯作是現場導覽，導覽這件事最⾟苦的其實不是現場解說，⽽
是事前的準備，必須要對於每本書的概要略知⼀⼆，並且透過化與的包裝，將書籍吸
引⼈之處傳達給現場聽眾。除了解說，還想了⼀個趣味⼩遊戲，準備時靈機⼀動的發
想很意外的讓現場導覽的氣氛活絡起來。這次書展經驗算是策展的⽜⼑⼩試，認識到
⼀個活動的促成不是單⼈能勝任的，各個⾯向需要多⽅溝通與協⼒，我想這正是此次
經驗最寶貴的收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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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最終版書單 

書名 ⼦子分類

1

樓樓下的房客 翻拍電影

       都市⼀一隅最暗⿊黑離奇的出租公寓中，窩藏各式各樣的變態慾望。六個房間、八名房客，

在房東的監視與安排之下，即將揭露不為⼈人知的秘密，以及難以克制的慾望......

2

別相信任何⼈人 翻拍電影

       當記憶脫離了了現實，究竟是誰，為她虛構了了另⼀一個版本的⼈人⽣生？  
       每⼀一天醒來來，克莉絲汀總認為⾝身旁躺著⼀一個陌⽣生的男⼈人，且永遠記不起前⼀一天發⽣生的
事。不過，她每天也會接到奈許醫師的來來電，要她到衣櫥找出⽇日記。原來來她在睡前都會寫下
今天的事作為備忘錄，提醒明天失憶的⾃自⼰己發⽣生了了什什麼。 
       就這樣，她理理出了了⾃自⼰己的思緒，但其中許多卻和班恩、奈許醫師的說法產⽣生⽭矛盾......

3

隔離島 翻拍電影

       1954年年夏天，美國聯聯邦執法官泰迪與他的新夥伴恰克來來到隔離島，這座孤島是⼀一個管束
精神病患的醫院所在地，他們⾄至此調查⼀一位女性精神病患的逃離案件。 
      不過他們發現案情並不如想像中單純，這間精神病院似乎藏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背
後隱藏的事實是他們兩兩個可以處理理的嗎？當他們發現事實後，或許將無法離開這座孤島，⽽而
他們本⾝身是否也藏有其他的秘密？

4

惡惡⼈人 翻拍電影

究竟因寂寞產⽣的愛，是否能相信至死不渝︖ 
究竟因孤獨犯下的罪，是否能祈求寬恕救贖︖ 
曾幾何時，虛擬的世界，讓寂寞枯萎、滋養了罪惡，卻也是我最真實的依靠。 
其實，我只不過想要幸福罷了。 

5

利利器 翻拍電影

       13歲那年年，卡蜜兒最疼愛的妹妹久病過世，也就在那年年夏天，她上癮似地⽤用尖利利器具在
⾃自⼰己⾝身上刻字，唯⼀一完好的部位是上背部⼀一⼩小塊⽪皮膚跟她的臉龐。 
       18年年後，擔任記者的卡蜜兒奉命回到故鄉，追蹤兩兩起女童虐殺案件。然⽽而當她⼀一步步深
究案件真相時，卻也無意間挖出埋藏在家中的駭⼈人秘密。這個秘密將她逼到⽣生命的邊緣，迫
使她⾝身上僅存的完好⽪皮膚也將難以倖免於⾃自殘的⼑刀⼝口下......

6

尋找消失的女孩 英⽂文⼩小說

       妮可‧法蘭蘭克在⼀一場嚴重⾞車車禍中倖存。⽀支撐她克服萬難的信念念是必須救⼀一個⼩小女孩──薇
蘿。但根據她丈夫的說詞，他們從來來都沒有⼩小孩。如果這個女孩真的存在，她是誰？在警長
⾱韋特‧佛斯特加入搜尋失蹤兒童的⾏行行動後，⼜又發現妮可最近不只⼀一次遇險，並且接⼆二連三的意
外不斷重創腦部，甚⾄至導致幻覺。 
       這⼀一切真如同她丈夫的說法，都是她的幻覺，還是她知道的比⾃自⼰己以爲的更更多？她是否
能在記憶的重組中，走向修復之路路？

嗜殺族 英⽂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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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68年年，四個家庭跟隨⼀一位牧師走進荒野，想為上帝奉獻更更⼤大的榮耀。然⽽而半年年多後，
他們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三⼗十年年後，⼀一個女孩因著⾎血緣關係，想去追求這個謎的解答，卻在
某天遭以「⾃自殺」結案。與之相關的任何⼈人都⼀一⼀一遭到殺戮。主⾓角查理理．派克調查的同時，
卻讓⾃自⼰己和女友瑞秋，飽受到死亡的威脅。他所⾯面對的是上帝派來來的審判者，或是帶來來地獄
訊息的⿊黑暗天使？

8

停屍間⽇日誌 英⽂文⼩小說

       剛結束⼀一場與精神病患的慘烈遭遇，主⾓角凱．史卡佩塔決⼼心移居歷史古城查爾斯頓，與
老夥伴提供專業犯罪現場鑑識調查與法理理驗屍，來來協助缺乏調查能⼒力力與現代科技的地區。看
似理理想的新⼯工作型態卻受種種因素影響起了了變化，像是當地政客與既得利利益者的⼲干預，然⽽而
這⼀一切不過是開啟連串串暴暴⼒力力謀殺的前奏⽽而已......

9

⼿手機 英⽂文⼩小說

       漫畫家柯雷第⼀一次成功推銷出⾃自⼰己的作品，打算買份禮物回到家鄉送給已分居的妻⼦子。

但在波⼠士頓的⼤大街上，⼤大部分的⾏行行⼈人卻突然發瘋似的開始襲擊其他⾏行行⼈人。柯雷僥倖地逃過⼀一

劫，並與少數的⽣生還者相遇，他們發現出現異異常的⼈人之前都曾經使⽤用⼿手機。柯雷⼀一⼼心只想回

家探視妻兒的兒全，於是他與其他幾位⽣生還者⼀一起北上。 
       沿途中，他們不斷看⾒見見彷彿密碼的塗鴉，這究竟是藏著⼀一絲希望的曙光，還是更更駭⼈人的

兇機……

10

德古拉元年年 英⽂文⼩小說

       凡赫辛死後，來來⾃自東歐的德古拉伯爵迎娶喪夫的維多利利亞女王，統治了了⼤大英帝國。吸⾎血
⿁鬼成為全新的貴族階級；⽽而⼈人類，不分貧富貴賤，都熱衷於追求永不結束的⽣生命。轉⽣生為吸
⾎血⿁鬼似乎成了了整座倫倫敦城最時尚的風潮。然⽽而，在德古拉的治下，卻發⽣生了了以吸⾎血⿁鬼妓女為
⽬目標的連續凶殺案。 
　　究竟誰是開膛⼿手傑克？享有榮華富貴的吸⾎血⿁鬼和企圖奪回權⼒力力的⼈人類之間的殘酷⾾鬥爭，
⼜又會如何分出勝負？

11

愛倫倫坡驚悚⼩小說全集 英⽂文⼩小說

       恐怖殘忍的〈莫爾格街凶殺案〉，開啟偵探推理理的熱潮。藏在牆壁裡、站在屍體上張著
⾎血⼝口的獨眼〈⿊黑貓〉；〈阿蒙特拉多酒桶〉隱藏著⼀一宗完美的謀殺計畫；⼀一場臨臨死之前的催
眠，讓〈屍變〉成真；〈跳蛙〉的計畫，讓國王和⼤大⾂臣⾃自動受縛，上演⾎血淋淋淋淋的⼈人⾁肉燒烤
記；彗星撞擊前⼀一刻，看〈艾洛洛斯與查米恩的對話〉如何述說⾯面臨臨末⽇日的地球⼈人……  
 
       我可以花⼀一個世紀來來等待讀者。──埃德加．愛倫倫坡。  
       可是⼀一但進入愛倫倫坡驚悚世界，渴望結局的書迷往往⼀一秒都無法等待！

12

⿊黑暗之家 ⽇日⽂文⼩小說

       若若槻慎⼆二擔任⼀一名保險公司的員⼯工，主要業務負責審核保險理理賠的⽀支付。在某次因緣際
會的保⼾戶拜訪下，⽬目睹了了孩童上吊的離奇案件。事發不久後，家屬提出死亡理理賠的申請，然
⽽而對⽅方的態度讓他深感懷疑，因⽽而著⼿手調查。他未曾想到的是，前⽅方等著他可能是深不⾒見見底
的噩夢深淵。

⿁鬼⽔水怪談 ⽇日⽂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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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剛離婚的單親媽媽松原淑美帶著女兒搬入⼀一個陳舊的古老公寓，公寓中經常散發著⼀一種
不寒⽽而慄的氛圍。房間內總是瀰漫著潮濕難受的氣味，時常聽⾒見見⼩小孩奔跑嬉鬧的聲⾳音，說不
上來來的詭譎神秘在空間中瀰漫。 
       女兒郁⼦子某次在頂樓樓玩耍時，發現⼀一個紅⾊色書包，欣喜若若狂地帶回家中，然⽽而淑美不顧
女兒的哭求，堅持將書包還⾄至管理理處。從此時開始，淑美遇上⼀一連串串難以解釋的怪事，淑美
好幾次不⾃自覺地爬上頂樓樓⽔水塔旁，應該在管理理室的紅⾊色書包離奇地回到了了頂樓樓。⼀一切的⼀一切
讓⺟母女膽戰⼼心驚，她們能全⾝身⽽而退嗎?

14

⼩小泉八雲怪談 ⽇日⽂文⼩小說

       收錄30篇富有東洋⽂文化⾊色彩的怪談短篇。⼩小泉八雲⽤用獨特筆觸讓故事中⼈人物的遭遇於讀
者的腦中活靈活現。主題廣泛多元包括不守信約⽽而失去幸福的的⾓角⾊色、透過智慧超⾃自然⼒力力量量
對抗成功之軼事更更有令⼈人戰慄的恐怖撞⿁鬼經驗。⼩小泉八雲賦予⼈人物鮮明⾊色彩，讓⼀一個個充滿
靈魂的⽂文字訴說淒美、妖異異有更更多是無可奈何的故事。

15

屍⿁鬼 ⽇日⽂文⼩小說

       199X年年的炎熱夏天，在四⾯面環⼭山、⼈人⼝口僅有1300⼈人的外場村中，發現了了３具死因不明的
屍體。緊接著，與搬遷⾄至古老洋房的桐敷家接觸過的女⾼高中⽣生．清⽔水惠也下落落不明。接踵⽽而
⾄至的怪事揭開了了慘烈夏天的序幕。

16

 聊斋志异选 中⽂文⼩小說

       蒲松齡在《聊齋誌異異》裡借助於簡練⽽而細膩的⽂文筆塑造了了眾多個性突出的藝術形象。本
書在選輯過程中，著⼒力力挑選出《聊齋誌異異》中膾炙⼈人⼝口的代表作。其中既有反映⺠民間疾苦、
揭露官場⿊黑暗、抨擊科舉腐敗的憤世之作，也有闡釋⼈人倫倫事理理的寓意故事、謳歌美好⼈人格和
純潔愛情的佳美篇章。

17 教你看懂六朝志怪⼩小說 中⽂文⼩小說

       六朝三百多年年來來分合動盪，政局不穩以致⺠民⽣生艱困，因⽽而將⼼心靈寄託在宗教信仰中，表
達對現實世界的不滿，本書收錄的⼩小說分別來來⾃自《列列異異傳》、《搜神記》、《搜神後記》、
《荀⽒氏靈⿁鬼志》、《拾拾遺記》、《幽明錄》、《⿑齊諧記》、《續⿑齊諧記》、《述異異記》、
《錄異異傳》、《冥祥記》、《冤魂志》、《雜⿁鬼神志怪》⼗十三部著名志怪作品，其中《搜神
記》為六朝志怪⼩小說的代表作，故摘選最多篇章。

18

盜墓筆記之沙海海 1:荒沙詭影 中⽂文⼩小說

       ⼀一場天降橫禍，如何顛覆⼗十七歲⾼高中⽣生黎黎簇的平凡⼈人⽣生。從醫院裡醒來來，他要迎接的，
除了了⼀一幅刺刺滿後背的詭異異圖案，還有⼀一個不容拒絕的邀約。⾃自稱為吳邪的年年輕男⼦子，為何執
意邀他⼀一同前往巴丹丹吉林林沙漠？古潼京，沙漠中的禁地，何以⼀一再地亂⼈人⼼心神、奪⼈人性命？
滾滾⽩白沙、靜靜綠洲，埋藏著匪夷所思的秘密！ 
      《沙海海：荒沙詭影》是《盜墓筆記》的後傳，故事獨立卻⼜又與《盜墓筆記》環環相扣，遙
相呼應。

19

盜墓筆記之吳邪的私家筆記 中⽂文⼩小說

       南派三叔，以《盜墓筆記》紅遍兩兩岸三地、甚⾄至整個華⼈人世界的暢銷作家，繼第⼀一季⼤大
結局之後透過本書揭開真實的外八⾏行行秘聞，你不知道的盜墓世家傳奇！破解千年年古墓的神⿁鬼
機關，揭開⼟土夫⼦子的神秘⾯面紗，體驗另類的感官刺刺激！

精神科醫⽣生靈異異事件簿 中⽂文⼩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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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我是⼀一個精神科醫⽣生，我所在的精神科醫院，收了了⼀一些詭異異的病⼈人，他們的得病原因
可能是其他⼀一般⼈人這⼀一輩⼦子也遇不到的，或者⼤大家聽說了了都會覺得匪夷所思不可思議，但他
們卻實實在在發⽣生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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