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不小心就會太在意的你
停止腦中小劇場，輕鬆卸下內心的重擔! 

作者：水島廣子著；楊詠婷譯
內容介紹：
當事情不如預期，你忍不住就會愈想愈多，在腦中搬演各種小劇場？
怎樣才能學會對事不對人，把情緒和事實分開？
如果問題是自己造成的，該如何整理沮喪受挫的心？
如果被對方的行為或話語所傷，又該如何不受影響？
要甩開這種凡事太在意、想太多、自尋煩惱的情緒包袱，
日本人際關係專家告訴你是有訣竅的，
水島廣子一次公開「讓自己變得柔軟而強大」的思考模式，
找回自在、平靜的心！

◆檢視一下，你是不是容易想太多的人？
◆現實無法改變，能夠改變的是自己的「心」

每個人心中難免都有「小小的擔憂」，最惱人的是，擔憂的情緒如雪球一
般愈滾愈大⋯⋯但是，請放心，只要能夠掌握自己的心，不安的情緒就能跟
著消失。這本書是專為「不小心就會想太多」的讀者所設計的心理治療書，
由日本「人際心理治療」領域的權威專家水島廣子和大家分享改變情緒的
祕訣。作者在書中分享許多實用又貼近人心的小訣竅，希望盡快帶你脫離
「太在意、想太多」的泥淖！

索書號
415.9516/1201/2019

熱門新進館藏

再寫救援：無國界醫生的全球工作記事
繼《寫在救援側面 : 無國界醫生的故事》後最新中文版記錄

作者：無國界醫生著
內容介紹：
有一群人，本著人道精神；
被世人忽視的地方，就是他們提供醫療、救援的地方……
他們還致力透過見證發聲，使危機受公眾關注。
因為他們相信：不該有人被放棄、被漠視、被遺忘……

行動與發聲，治療與見證，
從創立至今，一直是關鍵。

本書由無國界醫生現身說法，收錄成立宗旨、四十多年來大事記、珍貴的
照片及十八個前線救援人員的故事。透過實地工作的醫師、心理治療師、
護理師、後勤人員……的工作點滴，如實展現無國界醫生成員的親身經歷、
時時面對不為外界所知的事件及災難，不畏艱苦、救傷扶危的同時，也真
摯地書寫參與行動者本身的心理感受。宛如一場不一樣的深度行旅，帶讀
者同歷多年來無國界醫生的工作，如何懷抱理念，在天災人禍、重重阻撓
下依然堅持。您將看到無國界醫生對人道救援強烈的信念，也看到扣人心
弦的故事；讀來會為之心痛、為之落淚，也會窺見生命的真諦……

索書號
547.16/8667/2019



尋找全球幸福關鍵字：學會世界30國的快樂祕方

作者：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著；高霈芬譯
內容介紹：
◆ 風靡全球的終極幸福指南，譯成18國語言，蟬聯各國暢銷榜，再刷不斷！
◆《英國太陽報》、《每日快報》、《蘇格蘭先驅報》溫馨推薦
◆《商業周刊》第1666期書摘推薦
◆「快樂學」專家親自指導，打造專屬於自己的平衡、幸福生活！

芬蘭人：我們最愛的放鬆方式，就是「穿著內褲在家裡喝酒」！
義大利人：與其一年出國一次紓壓，我們寧可在日常生活中儲存「幸福額度」。
冰島人：從小接受「韌性訓練」，所以不論天氣多糟，我們的心情絕不會受影響。
不丹人：有什麼方法可以獲得快樂？快樂沒有方法，快樂就是方法！
瑞典人：我們熱愛獨處，心情不好時，我們會去一個沒人知道的「野莓之地」充電。
日本人：欣賞生活原本的質地，擁抱瑕疵的美，就是侘寂的祕密。

是什麼使一個人快樂？每個國家的文化，會如何影響當地人的幸福觀、人生哲學？
法國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如何排解情緒、轉換心情？

「快樂學」專家海倫·羅素為了尋找獲得幸福的方法，於是展開了一個橫跨30國的
「環球幸福關鍵字」計畫。她親自探訪這些國度、訪問當地人、請教朋友、專家，
並請他們用最簡單的方式，詮釋專屬於該國文化的幸福關鍵。

從澳洲到威爾斯，從不丹到巴西，從敘利亞到俄羅斯，羅素細細梳理深埋在各國文
化、風俗背後的幸福祕密，揭開讓全世界人民快樂的終極祕方！

索書號
176.51/6050/2019

熱門新進館藏

忘形流簡報思考術：找到說服邏輯，讓你的價值被看見！

作者：張忘形著
內容介紹：
讓對方覺得你在講人話，而且不會越講越空泛
高流量、高分享、高互動的忘形流簡報進擊指南

你也許會說明事情，但卻沒找出最佳觀點和切入點；
你也許能化繁為簡，但卻脈絡不明；
你也許說了故事，但就是無法戳到聽眾的心；
你也許覺得萬事都OK了，但一上台就緊張無比……

……你的能力與價值，是否因為缺乏簡報力而不被看見？
◎突破簡報常見的盲點
盲點一，化繁為簡？其實「簡」是找到最佳觀點
釐清簡報思維的重點與盲點，就不會每次都為了投影片的內容和順序編排而
頭痛。
盲點二，要講得頭頭是道？其實是「理」輕，情意重
別過度想著「把人教會」，簡報不僅是傳達道理，而是傳達道理中的情感，
做一份邏輯清楚，讓聽眾心有戚戚焉，秒懂易理解的簡報。
盲點三，無美感？其實讓人有感最重要
沒學過任何美術設計軟體沒關係，重點是要視覺清楚、又能突顯你的專業感。

索書號
494.6/1101/2019



存骨房
法醫人類學家的骨骸筆記，歷史上懸案真相與駭人傳聞其實是.... 

作者：李衍蒨著
內容介紹：
◆ 法醫人類學家說：人會說謊，但骨頭不會
◆法醫學的年度科普代表作！
◆美劇《尋骨線索（Bones）》迷必看！

骨是我們最後，亦是最好的證人，它們永不說謊亦永不忘記。
Bones are our last and best witnesses, they never lie and they never forget.

──已故法醫人類學家 克萊德．斯諾（Clyde Snow）

「存骨房」（The Bone Room）──
是專門儲存法醫人類學專業養成所需、極為重要的骨骸資料室，
法醫人類學家如何從腐化甚至是已完全骨頭化的遺骨上，
判別死者的身份、死亡前的生活狀態？
是他殺、意外？自然死亡？甚至是「被自殺」？
即使肉身證據已消失、被深埋於六呎之下，
曾經發生過的事，只要透過白骨，都逃不出他們的火眼金睛。

走進李衍蒨的「存骨房」，
打開一個一個無名者的故事，
她將帶著讀者從人骨學、現代醫學及考古學的專業角度，
分析各種「骨頭」謎團──
歷史上知名離奇死亡案、工業化下的金屬中毒、古代人的病理現象、
從骨骸判讀性別與DNA鑑定的準確度？水中浮屍和一般屍體的腐化速度有何不同？
另類的遺骸身份辨識：額竇比對、衣物鑑定、體內植入物，及各地的喪葬遺骨等文
化，
找出真相，雖無法起死回生，
但法醫人類學家能運用其專業成為家屬及死者的橋樑，
能讓無名逝者的聲音被聽見，
賦予骨頭應有的人性，成為事情最後及誠實的無聲證人，
亦提供大眾從另一種角度的觀點理解生死世界。

索書號
586.557/4024/2020

熱門新進館藏

那個男人
作者：平野啟一郎著；陳系美譯
內容介紹：
◆ 榮獲70屆讀賣文學獎、2019年紀伊國屋KINO BEST第二名
◆ 2019年本屋大賞第五名決選名單中唯一純文學作品！

在橫濱開業的律師城戶收到宮崎縣里枝女士的委託：
她曾經有段婚姻，痛失次子後走不出傷痛，離婚收場。後來帶著長子回到睽違十
四年的故鄉宮崎，結識「谷口大祐」後再婚，兩人生下女兒過著幸福的四人家庭
生活。
有一日，「谷口大祐」在伐木林場不幸喪命，陷入哀傷的里枝還因此得知衝擊的
事實：自己的老公並不是「谷口大祐」。所以死的是「那個男人」究竟是誰？戶
籍上叫「谷口大祐」的人死了，但若不知道他究竟是誰，里枝自己的過去也將朦
朧不清……

索書號
861.57/1631/2019



人權的條件
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

作者：沙茲(Philippe Sands)著；梁永安譯
內容介紹：
◆ 英國圖書年度非虛構好書獎（The British book awards non-fiction book of 
the year）
◆吉福德非虛構寫作獎（Baillie Gifford Prize for Non-Fiction）
◆《衛報》《泰晤士報》年度選書

我們都知道納粹的紐倫堡大審，卻不知道這場審判啟動了人權觀念的改變，更是現
代國際司法系統的起始……人民犯罪，國家有權執法，如果犯罪的是國家，該由誰來
懲罰？在國際法庭指控利比亞強人格達費的「危害人類罪」、控訴諾貝爾和平獎得
主翁山蘇姬犯下的「種族滅絕罪」，兩種罪名的誕生其實都不到100年。

索書號
579.27/3944/2020

熱門新進館藏

遺體訴說的各種人生︰法醫解剖檯上的死亡課題
作者：西尾元著；嚴敏捷譯
內容介紹：
隨著高齡化、獨居者、未婚者增加，「多死社會」已然到來。以現今日本為例，
每四十名死者中就有一名需要進行驗屍解剖。法醫驗屍有兩個目的。一是犯罪搜
查，針對涉及犯罪事件而身亡的當事人，解剖後記錄的資訊提供給警方作為搜查
的資料，也作為審判依據。二是了解死亡原因，尤其針對不明原因死亡者，呼應
獨居者變多的社會現象。解剖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查明死亡原因，更積極來看可
以藉此讓死者家屬了解並預防可能的疾病。若是解剖後發現是由於具傳染性或遺
傳性的疾病造成死亡，也能夠讓與死者相關的人士避免走上相同命運。

書中首先簡述法醫的工作與需要解剖的案件是什麼。接著透過四十個故事，提出
作者在法醫生涯中印象深刻的案例，其中有些反映現代社會的特色與轉變，例如
孤獨死、兒虐的案例增加，還有因家人生病照護問題而引發的死亡案例等等，也
有特殊的自殺或意外死亡事件。作者在最後對法醫工作做了許多反思，道出每日
面對死者與探究死因的心理感受，以及對於生與死的動人體悟。

索書號
586.557/1710/2020

失常罪2：法網中的異色世界
作者：何美怡著
內容介紹：
性、愛、慾，為何會扭曲至瘋狂，而且跨越了法律的底線？突現雙重人格的鳳姐殺
手，「受命」非禮路人的酗酒男、失控偷拍裙底的中醫師、反社會人格少年犯的性
侵案、刺殺「腦海強姦犯」的失戀女……

法醫精神科權威何美怡醫生，以《失常罪》系列首本著作，揭開「精神科X法律」
領域的神秘面紗，榮獲「金閱獎」及「中學生最愛書籍」獎項，之後再撰寫《失常
罪2》，探討涉及性罪行的精神病患者之內心世界，令讀者了解法醫精神科的工作，
也明白多種精神病的因由。何美怡醫生在精神科擁有十多年豐富經驗，在靑山醫院
及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處理超過2,500宗案件。此書以改編自真實案例的八個精選
故事，剖析患者如何走上扭曲性愛的失常之路，更反思罪與病之間的關係，當中牽
涉具爭議性的話題，如精神病是否可以假扮？喜歡易服的，都是精神病患者嗎？孌
童行為甚麼情況下才是病？香港應對性罪行積犯強制施行化學閹割嗎？

索書號
415.98/2189/2019 v.2



傾聽死亡現場：頂尖法醫病理學家的非自然死因調查事件簿

作者：理查.薛賀德(Richard Shepherd)著；楊佳蓉譯
內容介紹：
英國最頂尖的鑑識病理學家理查．薛賀德醫師，一生癡迷於揭露死者的祕密。每當
遭遇死因難解的屍體，他都能運用病理學專業技術和知識，解開眾人最迫切的疑問：
這個人究竟是怎麼死的？

薛賀德醫師每一次的驗屍，背後都是一段故事。他傾聽死者吐露的事實，向遺族傳
達真相。從犯罪現場到站上法庭，他的調查都對追求正義至關重要，讓無辜者免於
遭受不實指控。

相驗超過兩萬三千具屍體，參與數千次的死因調查，他的生活早已跟死亡密不可分。
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家庭，終將為此付出代價。但薛賀德醫師仍將畢生時光投入熱愛
的鑑識病理學領域，對屍體的各種證據都不輕易放過，甚至下了班仍對案件念念不
忘，透過各種模擬努力接近真相。像是為了徹底了解各種刀傷創口，他在家拿長尺
戳枕頭、用各式刀具捅肉塊，甚至買了豬肚、牛腎等自行練習，加上累積豐富的現
場經驗，成了鑑識刀傷的專家。

《傾聽死亡現場》是精采的紀實作品。透過薛賀德醫師的筆觸，得以見到一名鑑識
病理學家的獨到專業，猶如置身現場，也看盡他數十年生涯的起伏波瀾，更為那些
源於「非自然因素」而永遠休止的諸多生命留下無可磨滅的痕跡。

索書號
586.557/4424/2020

熱門新進館藏

破案的蟲
昆蟲的證詞與線報, 警察靠我才聽懂。拿尺不拿刀、捧熱水杯出勤的法醫
昆蟲權威的神秘日常

作者：三枝聖作；林信帆譯
內容介紹：
「你的工作是？」每當初相識的朋友這樣問我。「我研究法醫昆蟲學。」我總是
這樣回答。「啊，昆蟲？所以你一定很懂蝴蝶、獨角仙和鍬形蟲吧？」「不，我
專門研究群聚在腐爛屍體上的蛆蟲和蠅類……。」此時，現場就會變成一片靜默，
對方還會下意識的往後退……。這就是本書作者，日本法醫昆蟲學權威三枝聖的
日常，因為他，全日本的警察再也不會帶著殺蟲劑噴霧罐去現場了……。什麼是
法醫昆蟲學？就是將蠶食人類屍體的昆蟲視為證據，藉此推測被害者的死亡時間，
協助警方進行犯罪過程的推斷。本書一一剖析犯罪現場的真實案例，告訴你該怎
麼「聆聽」，才能解讀這些破案的蟲所透露的訊息。

此外，作者還自建一個「屍體菜園」，只是這個菜園沒有菜，只有「豬老屍」，
利用死亡的豬隻進行各種昆蟲實驗，像是春天的蟲和冬天的蟲，哪裡不一樣？這
些蟲如果出現在屍體上，又該如何解讀？

還記得多年前轟動一時的《CSI犯罪現場》影集裡的男主角葛瑞森嗎？
他就是一位法醫昆蟲學家，你幻想成為跟他一樣鐵口直斷、睿智推理的專家嗎？
本書就是描述，這些天天看屍體、也看蟲的專家的神祕日常。至少，以後看小說
追劇時，你知道編劇導演是不是在瞎掰。

索書號
586.557/1416/2019



惡魔的背影
五十起連環謀殺與性侵懸案、縱跨六百公里的犯案足跡、塵封三十年
的謎團線索，一個調查記者的不懈追尋，帶來揭露「金州殺手」真面
目的破案曙光

作者：蜜雪兒.麥納瑪拉(Michelle McNamara)著；林琳譯
內容介紹：
◆ Goodreads讀者票選2018年度最佳非虛構書籍
◆紐約時報排行榜冠軍
◆亞馬遜網路書店TOP 10暢銷書
◆ HBO改編電視影集拍攝中
金州殺手，加州郊區家庭的噩夢，
強暴五十名女性、襲擊六對夫婦、謀殺十餘人，
大膽向警方預告犯案、時隔二十年後仍電話騷擾倖存者。
他總是能在暗夜中順利逃逸，只留下模糊的背影，
卻在這本罪案調查報導出版後兩個月落網……

這位「金州殺手」的懸案，讓著迷於犯罪調查的業餘記者蜜雪兒‧麥納瑪拉印象深
刻，她調閱了數千頁的警方報告、訪問倖存的受害者、目擊者與遺族，撰寫成這
本詳盡深入且充滿可讀性的調查報導，不只重現了連環殺手的狂妄與殘暴，更以
群像劇般的手法、充滿同理的筆調，描繪多位被害人與家屬的悲劇時刻：甫從警
校畢業的菜鳥警察，在蒐證後強忍悲痛替哥哥清理大嫂的命案現場；老父親堅持
為橫死的兒子討回公道，卻在新鑑識技術誕生前含恨離世；案發前一天激烈爭吵
的單親媽媽與青少女，天人永隔之後再也沒有機會對彼此道歉……

麥納瑪拉除了寫實記錄案件始末，也從鑑識科學發展、社會變遷、警政程序的面
向，探討這一系列案件為何長期無法偵破，且遠不如「黃道帶殺手」、「BTK殺
手」等同時期的連續殺人犯般廣受關注。但她不幸在寫作計畫完成前過世，她的
手稿由調查伙伴整理，並補齊地理剖繪資料和關係人的追蹤聯絡結果。這部遺作
出版之後兩個月，加州警方宣布金州殺手落網，多家媒體提及麥納瑪拉長期的調
查報導間接幫助了破案。可磨滅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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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法庭日誌: 一不小心變被告

作者：潘展平著
內容介紹：
被告丈夫涉嫌襲警，被告又被指控藏毒，被告的出生證明，可以證明被告無罪嗎？
女顧客在餐廳吃壽司時，投訴飯糰上有疑似毛髮，經理卻堅稱不可能，誰是誰非？
業主見越南同鄉夫婦來港，將一間房租給對方，卻被控安排他們非法入境，他是
不知情嗎？他會被定罪嗎？為了過丈母娘一關，男方將房子過戶給未婚妻，可惜
對方再次獅子開大口要求巨額禮金，男方最終會人財兩失嗎？時間是不會停下來
的，世界發生了很多事，全世界的經濟動盪，而香港的法庭又怎樣呢？法治精神
又怎樣呢？這本書正好可以增加大家對香港法律的認識。

本書中的人物雖是虛構，有些細節也是虛構，但是故事內的法例及程序都是正確
的，作者潘展平大律師希望可以糾正一些錯誤的觀念，也給讀者帶來一些樂趣及
正確的法律知識。金大狀在法庭內擔任不同角色──他有時會做辯方律師，也會處
理律政司外判的案件，成為外判的主控；亦會處理民事案件，也會變身為暫委法
官。他有說不完的法庭故事，讓讀者們看到很多驚奇的故事之餘，亦能從中學增
進法律知識。



絕地追凶
國際「埋豬人」與隱形變態殺手的隔空對決，破譯數十年無解懸案

作者：史蒂夫‧傑克森(Steve Jackson)著；聞翊均譯
內容介紹：
◆ 福爾摩斯問世以來最驚人的偵查團隊！「國際死亡調查組織」重大懸案破解實錄！
◆獲獎記者的犯罪紀實傑作，走進最真實的刑案偵查現場，見證變態殺手與偵探團
隊的隔空對決！
◆完整追蹤多起全美轟動一時的驚天凶案，與俄羅斯王室羅曼諾夫家族的最終下落！

在「埋豬人」──國際死亡調查組織（NecroSearch International Inc.）──問世之
前，美國警方對於搜索埋藏的證據，沒有太多的選擇。在水底搜索既艱難又充滿風
險，使用怪手又常會破壞埋藏的資訊。通常，警方距離證據僅幾吋之遙，卻未曾發
現它。國際死亡調查組織擁有一個智囊團，由全美國最頂尖的科學家與各領域專家
組成。他們運用最新的科技與技術，協助解決這些「無解」的犯罪案件──不論遺
體腐敗的程度有多嚴重，不論殺手藏匿受害者屍體的手法有多狡猾。現在，是史上
頭一遭，讀者能夠參與這趟迷人、且常令人感到驚悚的旅程，一探現實生活中少有
人真正認識到的犯罪調查領域。國際死亡調查組織所遭遇過的最艱難挑戰，將在本
書中一步步揭露。且看這些當代福爾摩斯，如何探查被認為無法恢復、挽救的屍體
與證據，並在法庭上作證，將冷血殺手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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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死亡謎團的206塊拼圖
搜尋骸骨中的致命線索，英國爵士勳章級法醫人類學家在解剖室、災區
與戰地的工作紀實與生死沉思

作者：蘇‧布萊克(Sue Black)著；林曉欽譯
內容介紹：
從手足無措的解剖課學生，到榮獲英國女王授勳的法醫人類學家
火焚、水淹、土埋，都無法讓證據逃過她的顯微鏡
科索沃戰爭、南亞大海嘯、與形形色色的犯罪現場，都是她的鑑識工作空間

屍體經過支解、焚燒等嚴重傷害，或是自然的腐敗分解之後，只剩下體內的206塊
骨骼記錄著死者在生命終點前的遭遇，負責解讀這些線索的，就是法醫人類學家。
四十年前，一個特立獨行的蘇格蘭女孩在肉舖打工時初次見識了解剖的奧妙，一點
也沒有被血腥四溢、骨肉剝離的場面嚇倒；四十年後，她是英國最著名的法醫人類
學家──蘇‧布萊克。

研究人體骨骸奧祕的歷程帶她走進各式各樣的死亡事件現場，在火災後的灰燼裡篩
撈獨居老人的碎骨，在吸滿屍水的床墊上拔起木乃伊化的乾屍，在分屍謀殺案嫌犯
的浴室裡尋找細小至極、卻足以左右判決結果的屍骨碎屑。而這些任務之間，還穿
插著一段段令人無言以對的插曲：遺骸檢驗報告上以公式推算出的死者身高，因為
兩公分的誤差被家屬拒絕接受；關心辦案進度的靈媒，不斷「開示」失蹤人口遺骸
的埋葬位置，使得鑑識團隊疲於奔命……

這不只是一部精采度媲美小說的法醫辦案實錄，更是一位聲譽卓越的鑑識科學專家
從求學啟蒙到發揮專業的生涯紀實，詳盡地描寫了現今法醫人類學在各種領域的應
用，以及從業人員所面對的日常挑戰，豐富的人性關懷也反應在作者對法醫人類學
家使命的詮釋：不僅要找出死者為何而亡，更要重建出他／她生前如何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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