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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暨「年度推薦經典」

> 公共政策與管理知能

書名：人性較量：我們憑什麼勝過人工智慧？
作者：布萊恩‧克里斯汀
內容介紹：
「這不算。……『深藍』也沒有贏。」
西洋棋大師卡斯帕洛夫與超級電腦交手落敗後，為何這麼說？
人類與人工智慧的關係，是「你輸我才贏」的零和賽局？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年度最佳書籍、亞馬遜書店電腦科學Top 1著作
《決斷的演算》（Algorithms to Live By）合著者克里斯汀，另一部探
討「人機關係」的佳作！
讀者評道：「我在資訊科技領域工作超過二十年，這本書仍讓我看到新
面向。」

電腦原本是我們仿人腦的傑作，不意隨著它們的運算能力越來越強大，
在許多領域打敗人類，人工智慧開始威脅我們的「自我感覺」，令我們
質疑起原本自豪的能力，甚至認為它將取代人類。不過實際發展就如認
知科學學者侯世達所說：「雖然我們不斷開發人工智慧，但每次在AI領
域更進一步，不但沒有逐漸形成何謂真正智能的共識，反而一再揭露真
正的智能不是什麼。」本書作者藉由自己「代表人類」參加圖靈測驗與
電腦決勝負的準備經驗，耙梳了電腦科學領域數十年來的關鍵突破與研
究重心的轉變，探討人工智能如何成為我們的「對照組」，提醒著我們
人類哪些特質難以取代，人工智慧又可以在哪些地方成為我們的互補。

書名：OKR：做最重要的事
作者：約翰‧杜爾
內容介紹：
比爾．蓋茲：「想更上一層樓的管理者，必讀的一本書。」
1999 年，傳奇創投家約翰．杜爾拜訪Google。當時這間公司成立不到
一年，沒有實際的事業發展計劃，但是他們抱負遠大，想的是年營收百
億美元的未來。杜爾被佩吉和布林兩位創辦人說服了，押下19年創投職
涯最大的賭注，挹資近1,200萬美元，條件就是Google要用OKR來管理。
這是杜爾最成功的投資，他在科技界興起了新的管理方法，造就世界級
的執行力。

什麼是OKR？目標與關鍵結果（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前者代表你想達成「什麼」，後者則是你該「如何」達成。

OKR有4大超能力：
#1：專注投入優先要務
#2：契合與連結，造就團隊合作
#3：追蹤當責
#4：激發潛能，成就突破

OKR帶領Google從40人的新創公司，成長為超過7萬員工的科技巨擘，
市值高達7000億美元。如今，數百家類型不同、大大小小的公司都採用
OKR。從Google到Dropbox、LinkedIn和推特與YouTube，再到迪士
尼與三星。杜爾說，這套方法能幫所有人、家庭、組織、甚至政府，為
真正重要的事物而戰。

索書號
494.17/4410/2019

索書號
101.639/4643/2018



書名：地方創生2.0
作者：神尾文彥, 松林一裕
內容介紹：
面對人口減少、少子化、高齡化等為地方帶來的負面循環，
如何推動「地方創生」讓城鎮再生？
「地方經濟樞紐」如何將地方小鎮改造為經濟獨立的國際都市？
「廣域都市圈」如何協助城鎮成為吸引人才的高附加價值都市區？
受人口減少、少子高齡化等人口變化的影響，日本社會在2030年非常有
可能面臨許多嚴重的問題，也將使日本陷入負面循環之中，而此循環對
日本各地方所造成問題，若不立刻遏止人口減少、20～39歲女性大幅減
少等問題，日本的地方城鎮將會面臨消滅的危機。面對這些攸關未來生
存發展的問題，日本政府以「地方創生」、「城鎮、居民、工作與創生」
為主題，陸續展開一連串長期規劃及各種綜合面向的都市再造計畫。由
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股）公司的首席研究員—神尾文彥和高階專員--
松林一裕所合作撰寫的《地方創生2.0》便是針對日本各城鎮正在發生的
這些問題，提出他們的觀察比較、案例分享和可行處方。

兩位作者除剖析問題現象外，也介紹野村綜合研究所主張的「地方經濟
樞紐（Local Hub）」及「廣域都市圈（Mega Region）」這兩項能有
助於重現地方繁榮的概念。希望藉由「地方經濟樞紐」來讓地方成為和
世界接軌的城市，以地方的獨特資源帶出足夠的國際競爭力，並且成為
能安定賺取外匯（人才、資源）的地方據點都市；「廣域都市圈」的想
法則是將國內外各種人才集中到特定城鎮，以提昇生產性為目標，打造
出含有極高附加價值的都市區。他們認為當這兩項概念在日本的城市中
成形時，地方與大都市之間的關係將會產生極大的變化。雙方城鎮在產
生出共存共榮的關係後，若各自以「地方經濟樞紐」、「廣域都市圈」
的概念持續深耕國際市場，也將會發展出能讓雙方得以「自立共生」的
模式。

《地方創生2.0》是本頗硬的書！也是本很軟的書！書中內容所討論的雖
以日本的問題和經驗為主，而且日本和台灣兩國在尺度、國土、產業、
社會及治理等各方面也有著差異，但對當下正面臨人口衝擊與地方衰落
危機的台灣來說，兩位作者的分析和建議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和參考性。

書名：21世紀的21堂課
作者：哈拉瑞
內容介紹：
在一個資訊滿滿卻多半無用的世界上，
清楚易懂的見解，就成了一種力量。

——哈拉瑞

在《人類大歷史》，哈拉瑞展現了他「後見之明」的洞識，深刻闡述了
人類簡史；在《人類大命運》，哈拉瑞則以他「先見之明」的睿智，為
我們預示了未來簡史。而在這本「人類三部曲」的第三部《21世紀的21
堂課》，哈拉瑞聚焦於此時此地，關注的是資訊科技和生物科技攜手之
後，科技為社會帶來的巨大顛覆與重塑，以及川普粉墨登場、難民湧入
歐洲、恐怖攻擊迭起、假新聞到處流竄……世事紛紛擾擾之際，我們應
該思索、也應該教導孩子的21項核心課題。

索書號
552.31/3700/2018

索書號
713.9/685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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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鋼索上的管理課： 駭客、災變與多變動時代的韌性管理學
作者：吳明璋
內容介紹：
商業環境新風險無所不在，面對全球未知敵人，你該如何防備應變？
── 財經中文書第一部：全球企業災難的案例書 & 韌性管理的入門課本

為什麼先進國家與企業在本世紀之後，都投入了「韌性」（Reslience）管
理？它究竟有何重要性與價值？
為什麼在當代經營策略家的面前──「環境」──而非競爭者，可能才是企
業最大的對手？

由全球重要的公安／工安／資安事件出發，本書深度剖析了風險管理與災
後復原能力的相關議題。

面對當前不確定性高、技術與數位跨國連結而引致的惡意攻擊層出不窮的
時代，於災後復原及風險管理領域執業多年的本書作者，兼從最新知識與
災難企業案例的結合，生動說明了「韌性管理」的新觀念與新作法；除了
安全的預防意識外，企業界也強調是否有一套「緊急復原對策」備變系統
並且可操作落實，這已嵌入許多全球公司最重視的管理環節中。

企業資安、工安部門、高階經營管理層級必讀風控書目
當前大型跨國組織都在強調韌性管理的觀念、急迫感、故事與行動──
從美加大停電到NASA衛星事故、從駭客入侵航空公司到半導體廠火災……；
在年度的策略預案裡，我們是否想過：「如何把賺到的錢安全放進口袋」？

在經營情境中，最稀有的資源不是部門預算，而是領導者的注意力。面對
一再刷新紀錄的商業災害，到底領導者該有何種新思維？本書全面性地由
「防災─減損─災後復原」，甚至是企業受災的理賠洽商，一步步帶領讀者
認識天然災害／安全意外／電腦系統被駭等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本質，以及
當災禍降臨時，缺乏演練與漠視「危機中如何領導」的企業將會受到什麼
樣的懲罰。同時，也指出如英特爾這類全球標竿企業已將「韌性」標準納
入供應鏈管理，尤其是「一旦發生風險，後果就極為嚴重」的飛安與醫療
領域裡，最新的「安全」維護與一般公司的安全觀念有何異同。

本書也會是一部絕佳的「韌性」文化變革的企業內部啟動書籍，一家重視
安全的組織，會鼓勵人人成為「當責者」：人人願意瞭解現況、負責任、
發掘改善風險管理之道，甚至加以承擔，跳脫不重視安全的惡性循環。

年度推薦經典
書名：改變歷史的書
作者：唐斯
內容介紹：
本書介紹16本對世界命運發生重大影響的書，有天文、地理、政治、
經濟，到醫學、物理，無所不包。這16本書各有其特色與重要性。作
者用提要鉤玄，深入淺出的筆法，指其奧要，斷其得失，更博采眾家
之議，以闡明其影響之所在。16本書各成一個單元，每篇約一萬餘言，
各篇中包括作者生平、著書經過、那本書的內容概要、出版後的反響
與批評，以及對後世的具體影響；譯者並根據東方讀者需要，加以說
明或補充。

索書號
494.6/2661/2018

索書號
012.4/0042/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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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

書名：窮查理的普通常識（增修版）：巴菲特50年智慧合
夥人查理．蒙格的人生哲學
作者：查理‧蒙格
內容介紹：
歷年波克夏股東會現場銷售冠軍之書，人手一冊
巴菲特半世紀來不斷向人們強調，蒙格對他的影響無可取代：
「他用思想的力量，讓我從猩猩進化到人類，否則我會比現在窮得
多。」

本書匯集查理．蒙格畢生最出色的演講、箴言和思想精華
《窮查理的普通常識》首次收錄了查理‧蒙格過去20年來主要的公開
演講，書中11篇講稿全面展現了這個傳奇人物的聰明才智。此外，
「蒙格主義」一章收錄他犀利和幽默的評論。貫穿全書的是蒙格展
示出來的聰慧、機智，其令人敬服的價值觀和深不可測的修辭天賦。
他擁有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所以從古代的雄辯家，到18、19世紀的
歐洲文豪，再到當代的流行文化偶像，這些人的名言他都能信手拈
來，並用這些來強調終身學習和保持求知欲望的好處。

書名：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不做決定，等於
讓別人決定你。幸福，是有意識的思考、選擇和行動。
作者：伊迪絲．霍爾
內容介紹：
人生可以自動駕駛嗎？
許多人往往都不假思索地活著，覺得這樣也很快樂！
亞里斯多德卻深信：由自己主導，成為掌握人生控制面板的唯一駕
駛，才是「活得好」的關鍵。

「快樂」不只是追求片刻的討喜或開心，而是「一生持續的狀態」，
而這種「幸福」或「滿足」的源頭就在於——
運用人類獨有的理性思考，誠實面對自己的行與不行，
找到目標、實現潛能，持續地「做對的事」，努力修正以成為更好
的自己。

英國知名文史古典學者伊迪絲．霍爾，
以淺近的現代語言和生活實例，為你我與古代賢哲之間搭起無礙的
橋樑，精準闡釋亞里斯多德的哲思，用以因應各項現實課題——如
何做出明智的決定？如何在溝通和說服中達成目的？如何利用「美
德與惡習」檢索表分析自己的性格、抗拒外在誘惑？如何選擇適合
的伴侶與知己？如何面對死亡、喪親等失落體驗？……

不論天地、不談神祇，從人類經驗出發的亞里斯多德，只是帶著你
「好好想清楚自己」。從幸福、慎思、認識自己到群體關係，他層
層探問「為人」的十個根本學問，那些原本看似高標的道德真理，
在一步步推演、思索的路上，變得格外親切與實用，你也隨之內化
了賢哲智慧，用更寬待的眼，面對自己和周遭的一切。無論古典希
臘或現代世界，或是處在生命的哪個階段，亞里斯多德回歸本質的
人生忠告，永不過時。

索書號
563.52/4447/2019

索書號
141.5/101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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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我們的島：臺灣三十年環境變遷全紀錄
作者：柯金源
內容介紹：
臺灣首部長期記錄環境變遷的巨構，1980~2017追蹤超過三十五年
的紀實報導。
縮時總覽今昔土地、山川、河流、海洋變遷的樣貌，史詩般撼動人
心的紙上紀錄片。

環境事件不是突如其來的災難現場，就是長時間的累積變化。耕耘
環境新聞超過三十年的導演柯金源，以報導者的眼與心，穿梭於每
一個現場；以行腳的毅力，不斷重返超過一百個樣區，他銜接起臺
灣經濟奇蹟發展下，一條過去不被重視的敘事，叫作環境變遷。

本書從海岸線與海陸交界為開始，一一探究天災、汙染、山林資源、
離島與指標物種的生滅，最後則回顧三十年間的環境運動，以及曾
為環境抗爭、倡議的人。本書不只是柯金源累積的二十萬張照片、
數十萬報導文字的精華，更是以環境寫史，映照特屬於臺灣的美麗
與哀愁，也是你我過去三十年也參與其中的環境啟示錄。

因此《我們的島》並不是一本記錄災難與崩壞之書，而是企圖成為
一本呼喚生命之書，當我們因瞭解而深刻熱愛我們的島時，也將是
一切環境意識的起點，這是屬於當代臺灣、以鏡頭寫成的《沙郡年
紀》。是我們的故事。

書名：霍金大見解：留給世人的十個大哉問與解答
作者：史蒂芬．霍金
內容介紹：
本書將是你最後一次能讀懂霍金的機會
牛頓給了我們答案，霍金卻給了我們問題。而且霍金所提出的問題，
仍將在往後數十年間，持續引領出重大的突破與進展……我們將可歸
因於，我們是站在霍金肩膀上的緣故。
——索恩（Kip S. Thorne），201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霍金在這本全球矚目的遺作裡，
提出了關於人類文明如何延續的十個大哉問，
並且清晰說出自己的見解：
大哉問之一：上帝存在嗎？
大哉問之二：宇宙是怎麼開始的？
大哉問之三：宇宙中還有其他智慧生命嗎？
大哉問之四：我們能預測未來嗎？
大哉問之五：黑洞裡面是什麼？
大哉問之六：時間旅行有可能嗎？
大哉問之七：我們能在地球上存活下來嗎？
大哉問之八：我們應該殖民太空嗎？
大哉問之九：人工智慧將會比我們聰明嗎？
大哉問之十：我們如何形塑未來？

霍金與漸凍人症搏鬥數十年，腦袋中除了進行最尖端的物理學思考，
他念茲在茲的，都是我們人類如何繼續蓬勃發展、如何保護最脆弱
的地方、如何保有理性思維、以及應該如何教育孩子以面對未來。
霍金一生幽默、樂觀奮鬥、永不放棄的精神，也洋溢在這本遺作
《霍金大見解》裡。

索書號
987.81/4183/2018

索書號
329.9/108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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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
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
作者：理察．霍夫士達特
內容介紹：
活躍於二十世紀中葉的理查．霍夫士達特是少數最早注意到美國文
化中的「反智」現象的學者之一。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
他深深感受到美國人對純粹的學術－－包含深厚的人文學養、抽象
的理性思辨等－－的漠視與敵視，尤其是五〇年代以反共為名卻動
輒以知識分子為標靶的麥卡錫主義，更另人痛心疾首。他於是於一
九六三年出版了這本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的《美國的反
智傳統》，對「反智」做了有系統與歷史深度的爬梳。

《美國的反智傳統》指出，「反智」不只是一時的民粹現象，也未
必只是理盲躁動，它反映了美國人在特殊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形成的
傳統。脫離英國而獨立建國的經驗讓美國人往往視歷史為落後、腐
敗、封建貴族對平民的剝削的象徵。在美國蔚為主流的基督教福音
教派推崇教友發自內心的感動，以及與上帝的直接溝通，而揚棄神
學考據。富蘭克林、亞當斯等建國先賢雖然具備偉大的心智，但對
平等的堅持使得美國政治很快轉向以純樸、勤奮、踏實而沒有受過
高等教育訓練的庶民百姓為主體，知識分子與仕紳階級淪為邊緣。
蓬勃的商業文化更將美國的教育制度導向實用目的，而輕視博雅的
人文薰陶。於是我們會看到，起草《獨立宣言》的傑弗遜竟因為學
問太好，被批評不夠格做總統；老羅斯福靠狩獵技巧贏得選民青睞；
鋼鐵大王卡內基批評大學教育對做生意有致命的傷害；田納西有眾
議員以不會寫自己的名字而自豪，密西根州給老師的薪水比清潔工
還低，以及全美百病叢生的公立教育系統……

霍氏傑出之處更在於他固然一面嚴加批判民粹、保守、極右的反智
思維，卻也試圖挖掘其背後深層的文化與社會背景，予以同情性的
理解。因此本書不但是研究美國文化與思想史的巨著，更可以透過
它去思考一個更宏觀的主題：「智識」在人類文明中如何可能？知
識分子能在社會上扮演什麼角色，又該如何與權力共處？

《美國的反智傳統》於六〇年代甫上市就造成轟動，並接連獲得普
立茲非小說類獎、愛默生獎與希爾曼獎等殊榮。在美國之外本書也
掀起廣大迴響。當代華人史學泰斗余英時先生於1975年撰寫的〈反
智論與中國傳統〉即是受到本書的啟發。半個多世紀後本書中文版
終於上市，讀者將可見其歷久彌新、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深厚史學造
詣。

書名：古代中國文化講義
作者： 葛兆光
內容介紹：
在旅途中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翩翩風姿這是一本關於古代中國文化
的入門書。首先要討論古代中國的天下觀，看看中國是如何理解自
身在世界的位置。接著來認識古代的婚禮和喪禮，要通過它看看古
代中國的家族生活與倫理，孔子和儒家又是怎樣從這種倫理基礎上，
拓展並形成政治學說。還要介紹佛教的傳入，以及它如何影響中國
人的思想，並從觀音信仰和禪宗學說，看到佛教如何成為中國文化
的一部分。此外當然還要認識一下道家與本土的道教，在討論道家
的人生態度與生命觀念之外，也介紹道教追求永生和幸福的知識。
本書也關注古代中國民眾的知識、行為和信仰，並討論深刻反映古
代中國思維的風水知識。由於古代中國的歷史與傳統延續性相當強，
因此，我們也希望讀者透過古代中國文化傳統在現代中國的延續，
理解當下中國的文化世界。索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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