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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介绍

就像常年飞翔在天空的山鷹，
梦想可持续发展的出版事业的出版社

山鷹是飞得最高，生命力最强的韩国山鹰，表达在偏远地区贫瘠的出版
环境中长久生存并发展的愿望。公司在2005年成立以后到现在已在人
文、社会、正直、文学等不同的领域出版了400余册单行本，在2009年成
长为山鷹出版集团，连锁公司‘happybookmedia’也得以上市。Happyb
ookmedia以艺术文化丛书为主，出版有关区域、艺术、文化相关的书籍
。在2015年，韩国出版协会授予了经营·管理部门大奖，并作为公司创立
10周年纪念，山鷹职工一起执笔出刊了国内唯一乡镇出版生存记，『偏远
地区幸福出版记』。

山鷹是一家位于釜山的出版社。韩国的出版社大部分都在首尔与坡州，
但山鷹立志将地域特色文化以书籍的形式重新展现出来，以此来为实现
民主主义文化做贡献。釜山是韩国第二大城市，拥有既有大海，还有江
河、山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是最能看出韩国近现代史的地方。最近又以
釜山国际电影节为中心，作为一座电影城市获得了崭新的成长。山鷹将
以釜山的环境、历史与文化为基础，创造差别化的出版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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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获奖经历

◈ 第35届韩国出版学会奖 经营·管理部门 获奖
◈ 2012年 出版文化发展功劳者 文化体育观光部长官表彰 姜洙杰代表 获奖
◈ 2015年 崔泳喆诗集 <送别金井山> 评为 釜山 One Book One Busan 图书

地址 48058, BCC 613, 140 Suyoungkangbyeondae-ro 
 Haeundae-gu, Busan, Korea
电话  +82-51-504-7070
Fax  +82-51-507-7543
E-Mail  sanzini@sanzinibook.com
homepage  www.sanzinibook.com
blog  sanzinibook.tistory.com
facebook  www.facebook.com/sanzini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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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釜山 
朴鍾豪 | 270 pages | 2011年 6月 20日

*2012年 日本 版权输出
融合了釜山·庆尚南道的有名饮食与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店。介绍了猪肉汤饭、生鱼片、小麦面、羊大肠、釜山鱼
饼串等去釜山一定要品尝的著名饮食和它们的由来，还
会介绍各种著名的饭店，以及饭店之间味道的区别。

黑猩猩爱钓鱼 
金熙洙 | Choi Hae Sol(Illustrator) | 40 pages | 2016年 
8月 25日

*2016年 泰国 版权输出
国内第一灵长目博士金熙洙教授以专业知识与信息为
基础，让读者们能够轻松有趣地学习黑猩猩的科学知识
绘本。

闪电与雷鸣
李圭正 | 328 pages | 2015年 3月 10日

*2016年 蒙古 版权输出
被推崇为‘神医’的博爱主义者、医生，同时也是在蒙古
展开韩国独立运动，结束38年朝露人生的李泰俊先生
传记的纪实小说

输出图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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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地区幸福出版记 
姜洙杰 | 272 pages | 2015年 11月 15日

*2016年 台湾 版权输出
讲述了山鷹出版社从创业初期开始多灾多难的运营过
程，算是出版社在过去10多年的生存记录。通过山鷹的
运营事例，能够思考与地区读者们频繁相遇的偏远地
区出版社往后的课题与存在意义。

中国民族主义与
香港本土主义
柳泳夏 | 320 pages | 2014年 11月 10日

* 2016年 香港 版权输出
在体现出社会认同性的’博物馆‘查看被中国歪曲的，香
港社会认同性，并探讨中国-香港之间最可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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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地区城市
城市釜山的美味与时尚,走进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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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漫步在故事
漫步在小说，瞭望釜山

朴鍾豪 小说家

通过小说来看的釜山的过去与现在！

通过小说来查看釜山这一城市的过去与现在。小
说中人物走过的道路，重建作者思想与作品的舞
台，再看目前已然不同的景色。能通过融入在韩
国文学作品中的釜山，体验别致的都市游记。

* 2006年 文化艺术委员会 优秀文学图书

292 pages
2006年 9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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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甘川文化村散步
甘川，怀抱文化与人

林回淑 小说家

只有行家才懂的甘川文化村真面貌

‘被叫做‘韩国的圣托里尼’、‘韩国的马丘比丘’的
甘川文化村真面貌。作者임회숙小说家亲自探访
甘川文化村，采访守护、照顾文化村的人们，查探
能有今天的甘川‘文化’村的真正的原动力。文章
重点强调了作为人们生活家园，而不是作为人为
观光地的甘川文化村，它是融合其悠久的历史价
值的人文学视角的村庄报告书。‘

Happybook Media
184 pages
2016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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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品尝釜山 第二季
散步釜山美食店

Park Na Ri・朴鍾豪 记者

美味釜山！
最近最受欢迎的釜山美食店探访

山美食文化与美食店的<品尝釜山>故事第二部。
人口约350万名，每年观光客约200万名的釜山是
一座很多人来来往往的城市，因为海、山、河等多
种环境因素，拥有新鲜的材料、地域特点突出的
饮食文化。这本书讲述目前釜山的美味与故事，
收录了最受关注的釜山饮食与美食店。

264 pages
2016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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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偏远地区幸福出版记
釜山出版社山鹰的10年偏远地区出版 
生存记

姜洙杰 出版人

釜山 山鷹出版社的
横冲直撞书籍制作记

讲述了山鷹出版社从创业初期开始多灾多难的
运营过程，算是出版社在过去10多年的生存记录
。通过山鷹的运营事例，能够思考与地区读者们
频繁相遇的偏远地区出版社往后的课题与存在
意义。

* 2015年 出版文化事业振兴院 优秀出版刊物  
制作支援 评选作品
* 2016年 台湾 版权输出，预计2017年出版

291 pages
2015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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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倭城的再发现
申東明·崔相元·朴鍾豪 记者

扶正偏见的历史，
重新认识历史的现场

倭城是完整地记录420多年前壬辰倭乱历史的
黑匣子。倭城以釜山为中心，分布在蔚山、全罗
南道丽水市等朝鲜半岛的东南海岸一带，这些日
本固有样式的城廓原型在日本也已经很难遇见
。倭城一直被认为是壬辰倭乱标志，因此它的文
化与历史价值一直被人们忽视。『历史的黑匣子，
倭城新发现』采访了整个31座倭城，从现代视角
重新解释了壬辰倭乱。
通过倭城，唤醒420年前的壬辰倭乱，那段只能通
过书籍资料去了解的历史。

224 pages
2016年 7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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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城市釜山的美味与时尚,走进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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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气候变化与新社会契约
走向可持续的发展

金沃鉉 教授

融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观点，
唯一的入门书

气候变化相关议题交织了自然、人类、社会问题
，呈现复合性与国际性特征。为了理解这一问题，
各种观点之间的融合是必须的一个过程。本书不
仅体现自然科学的观点，同时也能看出社会科学
观点，穿越学术与日常，为普通百姓们的理解与实
践传达核心信息。

292 pages
2015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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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归农真棒
15个人寻找幸福的归农列传

 張秉允 生命、归农运动家

从自然获得安慰与智慧的人们寻找
幸福的旅程

15个归农人真实地讲述自己人生的一本书。本
书并没有把‘归农’的范畴限定在生存的意义上，
而是聚集了贡献农业共同体的各种归农事例而
编著。归农人虽然赚钱不多，不过不断缩减自己
的欲望与消费，与自然相伴的生活，唤起在资本
主义社会很容易被排挤，‘粮食’的贵重性，还有
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们很容易错过的‘幸福’等
精神价值。

292 pages
2015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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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废校，因文化再开
重生为文化空间的全国废校勘察记

白玹忠 记者

为已消失的学校吹入文化

本书展现原本作为封闭的空间、即将消失的
空 间 的 废 校 蜕 变 为 充 满 想 象 力 与 交 流 的 空
间的现状。改造因孩子们都和父母一起离开
，只 好 关 门 的 花 山 小 学 为 C y a n 美 术 馆 的 事
例 ； 改 造 废 校 月 山 小 学 为 密 阳 戏 剧 村 的 事
例 都 非 常 具 有 代 表 性 。书 中 作 者 从 地 方 政
府支持、管理者的企划能力、空间活用的多
样性等多角度做了分析了作为创作、展示、-
演出，还有各种体验、教育、休息等空间的废校。

304 pages
2015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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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让我们活下去的几句话
生命的讯息转达给孤独的读者们

朴斗圭 诗人

朴斗圭 诗人传达自然与人类，
以及尽力而为的人生

在智异山地区志向自我完善与社会实践的诗人， 
朴斗圭的散文集。
本散文集总共3章构成，淡淡的语调传达有关自
然、人类与文明的故事。书中在讲述自然与人类
的和谐生活的同时，还会介绍从南美旅行学到，冥
想的好处，以及印度的捐地运动。通过这些，读者
们能接触到内外和谐的生活，以及有关社会变革
的新观点。

220 pages
2017年 3月 10日



SANZINI18

生态环境

他(那个人)的风景
画家 金春子的散文集

金春子 画家

画家 金春子讲述的生命、
自然，还有艺术 

创作了<生长的土地>、<生>、<Breathe>等有关
生命和自然为主题作品的画家金春子的第一个
散文集。在47篇散文中融入了作家的日常与深思
。作品聚焦浑身体会生命的崇高，以及在日常中
的某个刹那展开的生活的意义，用美丽的语句表
达了有关‘活下去’的各种想法。

208 pages
2017年 3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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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金色的鱼
寻梦的猎鹰 04

金奎廷 作家

金色鱼去哪里了呢？

传递人类与自然应和平共处的信息的绘本。通过
描述盲目开发导致的金沙村住民们减少，‘金色的
鱼’象征的自然被忽视、破坏，让读者们重新思考
人类应追求的价值。

* 2013 学校图书馆期刊 推荐图书
* 2013 韩国出版文化观光部 优秀教养图书

30 pages
2012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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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

黑猩猩爱钓鱼
科学绘本 | 寻梦的猎鹰 8

金熙洙 教授  Choi Hae Sol Illustrator

金熙洙博士告诉我们
神奇又有趣的黑猩猩的生活

国内第一灵长目博士김희수教授以专业知识与
信息为基础，让读者们能够轻松有趣地学习黑猩
猩的科学知识绘本。通过小玄和家人们的一天展
现黑猩猩生活的样子，同时能了解在地球和我们
一起生活的各种动物。

* 2016 泰国 版权输出，预计2017年以泰语-英
语双语出版

40 pages
2016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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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论地域社会与民主主义 
夫吉萬 教授

通过地域、社会、言论、
教育重新思考韩国的民主主义

言论学家与出版人夫吉萬的文集。收录了历任 
(社)儿童图书研究会理事长、文化财委员会专门
委员、韩国出版学会会长等的부길만先生在2002
年至2016年，以地域社会与民主主义为主题写的
专栏。
本书将韩国民主主义倒退的问题从中央集权化
导致的腐败与弊端、经济两极化、旧时代式的教
育结构、言论社会问题等多方面诊断，并提出一
些可行的对策。

144 pages
2017年 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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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五代母女
贯穿韩国近现代100年的女性生活

李琦淑 教授

变化的女性、家庭，以及社会的记录

有关贯穿韩国近现代史100年的女性生活的书。1
900年出生的外祖母到2000年出生的孙女，她以‘
家人之名’相遇的女性们，并回顾自身收集的心中
记忆。
近现代史一般以男性，还有以首都圈为中心，因此
从日本侵略时期开始一直住在釜山的五代母女
的记录变得更有意义。
作者把自己对家庭与老年生活的研究融合到
幽默中，刻画五代女性相互依赖操持的愉快的
生活。

* 韩国出版文化产业振兴院 青少年 推荐图书

360 pages
2015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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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时尚，设计电影
陳慶玉 教授

通过电影读时尚

电影中的服装既能很好地表现戏中角色特征、
牵引住故事情节，同时还会引领当时代的时尚潮
流。优秀的电影服装在20、21世纪时尚界能起到
甘露的作用。『时尚，设计电影』通过51种在电影
中出现过的时装，引导大众去关注到目前为止
很少去留意的电影服装世界。在讲述时装与电
影服装的共生关系的同时，还会谈到不像时装设
计师那么受关注的电影服装设计师的故事，再看
纵横时代的电影中的时装标志。

* 2016 世宗图书 教养类 评选作品
* 2016 釜山文化财团 优秀图书 评选作品

320 pages
2015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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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虚拟现实时代的
大脑与精神
介入意识世界的科学与全新的
人文学思维

徐耀聲 教授

人文学者探索大脑与精神的方式

这不仅是一个现代脑科学的研究，同时也是纵横
在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斯皮诺莎哲学、纵横
古典文学与电影<黑客帝国>，把有关大脑与精神
的跨世纪性思考拉近读者们生活中的研究。本书
并不止于解释脑科学研究，而会追踪该学问的历
史发展和变化，并连接有关精神的哲学理论与科
学发展做了崭新的解释。

* 2016 韩国科学技术图书奖 著作奖 获奖作品
* 2016 世宗图书 学术部门 评选作品

384 pages
2015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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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电影中的东亚
霸权主义与跨文化

白泰鉉 言论人(新闻工作者)

通过电影去看东亚的现在与过去，
以及未来

通过东亚电影之窗，同时看两种风景：在东亚发
生的民族·国家纠纷的霸权主义风景，以及跨文化
社会中共同生活的风景。
书中介绍的电影多彩的光谱将映出东亚社会的
现在与过去，未来的风景。

 

270 pages
2017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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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小说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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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模棱先生的故事
崔泳喆成长小说 寻梦的猎鹰 06

崔泳喆 诗人

忍不住发笑
模棱先生发现‘日常’的新的含义

拥有荒唐魅力，可爱的模棱先生。小说讲述了原
本住在城市的模棱先生来到乡下村庄，和村里的
人们横冲直撞经历的生活故事。
模棱先生受夫人的吩咐而准备去集市。但就按平
时模棱两可的性格悠哉的结果错过了去集市的
公交车。因为地方偏远，下一趟公交车还要等很
长一段时间，模棱先生决定走过去。
但是，从这么偏远的地方走到集市可不是件容
易的事情。走到一半忘记夫人托付要买的东西
、路上碰到学生们、小狗、牧师、巡礼者等等……
模棱先生无比奇妙的一天开始了。

* 明朗音乐剧 <模棱先生的故事> 上演

180 pages
2014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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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夜之眼
曺甲相 长篇小说

曺甲相 小说家

谁说生死是种命运？

以韩国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时的虚拟空间，大陈
镇为背景，描写国民报道联盟相关的平民百姓屠
杀的小说。小说以对韩国近现代史的沉重的人事
为基础，描述了在黑暗与沉默中的悲伤与恐惧，并
告诉读者们，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失去言语，或被强
制地删除记忆。
冷静的语气时而引起极度的恐惧心，时而会发现
自己在不忍直视的场景也无法停止继续翻页。就
如普里莫·莱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存活，通过自传
小说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作家조갑상则通过在刑
场活下来的‘韩勇范’，把逐渐被遗忘的现实重新
架构为小说<夜之眼>。

* 2013 文化艺术委员会 优秀文化图书
* 2013 万海文学奖 获奖作品

400 pages
2012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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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红色爱尔兰
金裕哲 长篇小说

金裕哲 小说家

4月的红色济州，
卷入时代巨浪中的人们的故事

解放后，因突变的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混乱的济
州，陆地的人们把这样的济州岛叫做‘赤色分子
之岛’。
这部小说描述活在从日本侵略的末期到1948年
在济州岛发生的4·3事件期间悲剧时代的人们。
亲日派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角金宪日，替他服
兵役的牧童朋友方万植，买好警察与军政做事业
的哥哥金宗日，为写作到济州岛，与济州岛的女孩
权瑜顺相爱的外地人洪胜秀等生活在灰暗时代
的人们以及他们相互错开的命运。

* 2015 釜山国际电影节 BOOK TO FILM 评选
作品

328 pages
2015年 7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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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再构架
现任搜查官的实话小说

郭明達 刑警

让我们毛骨悚然的事件，
通过小说回顾当时的那些事件

讲述刑警们精彩表现的犯罪小说。加工由现任
刑警郭明達东莱警察局所长讲述以重案组刑警
工作时实际经历的事件中受社会关注的事件的
小说。
同时，作者以过去的事件作为反面教材，仔细讲述
火灾事件时的避难方法、预防绑架、诱拐、性侵的
方法，以及有助于修复伤痛的各种制度等百姓有
可能碰到的各种事件、事故的对应方法和预防犯
罪的方法。

Happybook Media
248 pages
2017年 3月 13日
(初版出版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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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红色的灯、
关闭的门、没有出口
金飛长篇小说

金飛 作家

决定一起自杀的家人，
被关在紧急楼梯

对人生充满悲观与怀疑的南秀决定与软弱无力
的妻子，还有先天性脑部损伤的6岁儿子集体自
杀。然而，为了最后的晚餐进入百货商店的他们
竟被关在紧急楼梯中，被锁的门任他们大声求救，
眼前只有上下无限延长的阶梯。
这是一个急切希望只要努力就能获得幸福的时
代，但不知何时，希望变质成了‘拷问’。如果有什
么故事能够对承受暗淡的现实有所帮助，那肯定
不是痛苦的‘现在’，也许只能通过让人们去看另
外一个世界。充满不安的情绪的时代，我们的眼
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楼梯，以及早已成墙壁的一扇
门。我们是否仍然能用希望汲引到明天呢？

268 pages
2015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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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托斯库
鄭光謨 长篇小说

鄭光謨 小说家

未知的岛，在岛上遇见的另一个我

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伤口去生活。他们偶然聚到了
一个机器工学者的木工心理治疗所。他们与用明
快的理性思考面对生活的‘张博士’捣鼓着木头，
同时也在学习把我自己痛苦的会议的方法。然而
，有一天，张博士去菲律宾旅行，过了很长的时间
都没能回来。
3个人决定去寻找生命的恩人，张博士。他们是否
能找到在未知岛上的张博士，平安回国呢？

* 2016 世宗图书 文学分享 评选图书

336 pages
2016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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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
徐聖蘭 长篇小说

徐聖蘭 小说家

围绕越南女性思恩的交错的
爱情与欲望

年轻健康的越南女性思恩与国际结婚中介所相
遇的金宗泰结婚，来到了韩国的一个农村。然而，
现实与想象中的结婚生活差距太大。思恩与婆婆
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而丈夫却对自己与婆婆之
间的不和视而不见。村里还有一位异邦人小说家
李玲，还有文学评论家张奎沅，他们从城市搬到
农村，盖一个白色的房子，生活在里面，但几乎不
会出门。
思恩、李玲和张能否在这村庄活着自己想要的生 
活呢？

288 pages
2016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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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金井山
崔泳喆诗集 山鷹诗人选 001

崔泳喆 诗人

虽说诗无用处，
但只有诗才能做到的事

融入对养育年少时自己的釜山的感情，최영철诗
人的第十册诗集，同时也是山鷹的第一个诗人选。
对于诗人，偏远地区并非是从中心疏远的地方，而
是养育自己的故乡。诗人对釜山的感触不仅能让
读者们包含好感去看待釜山，同时能读者们回想
画与回忆中只属于自己的釜山。

* 2015 One Book One Busan 评选图书

144 pages
2014年 8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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