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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時代的社會不平等
史考特.瑟諾(Scott Sernau)著；李宗義, 許雅淑譯

在舊秩序崩壞的年代，窺見不平等如何加劇並束縛你我，
而作為公民的我們，又有哪些反抗的可能性！？

自從步入全球化的時代以來，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已有巨大轉變，其中
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與轉型更是引人注目。《全球時代的社會不平等》即
是聚焦在此一議題，本書透過社會學之眼，談論從美國到世界各地的不
平等現象。全書分成上下兩冊，探討的範圍涵蓋甚廣，從國家間的不平
等，到特定社會內部的階級、種族、性別不平等，甚至是更新興的不平
等形式，這本書均有所討論。

作者告訴我們，不平等並非遠在天邊的現象；反之，當你發現你一輩子
都買不起房、因膚色及口音而遭到側目、或被認為女人／男人就是應該
怎樣怎樣──這些狀況都是不平等滲入你我日常生活的痕跡。當我們感到
個人的行動選項處處受限、與光鮮亮麗的他人比較後產生了相對剝奪感，
這些苦難的感受其實都有社會性的根源。在全球秩序急遽變化的年代，
本書帶領讀者窺見不平等現象之多樣、複雜、碎裂及幽微的面貌，並告
訴我們身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可以透過哪些改革與倡議性的行動，讓
你我棲身的全球社群更宜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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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都去看屍體：首爾大學最熱門的死亡學
劉成皓著 , 黃莞婷譯

二十年來負責超過一千五百起屍檢案件的韓國法醫柳成昊，
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述說死亡經常被忽略的最真實樣貌，
讓讀者可從學習思索死亡，學習人生。

「雖然我不清楚大家會不會被書名嚇到，
但我是本著一顆溫暖的心，
希望讀者能了解死亡才寫下這本書。」

許多人認為死亡學（thanatology）就是在談論死因、死亡條件和死後
的世界，但作者身為每週要面對死亡的法醫學者，總是經常為死者的死
因跟死亡方式而煩惱，他試圖以法醫學者的職業眼光，分享對死亡的不
同觀點與領悟，讓讀者活得更勇敢。因為學習死亡是人生最值得的學習。

書中他不只敘述身為法醫的實際工作、社會看待死亡的觀點，也舉例說
明法醫如何判斷死因及後續對判決的影響。他介紹多起真實事例，把學
生的提問做成Q&A專欄，希望大眾重新思索死亡這件事，降低無謂的恐
懼，更珍惜生命的可貴。

197/7252/2020



親密的性犯罪者：來自觀護人的深切呼籲，聚焦我們與性犯
罪的距離
安丙憲著 , 邱麟翔譯

你以為的安全，只是建立在「習慣」與「麻木」
暴力犯罪比你想像的還要近在咫尺，
見過300名性犯罪者的觀護人疾呼：
性犯罪者的犯行絕對不單純！你一點也不安全！
安全必須建立在完整的認知上
每天看新聞、網路報導，我們真的了解什麼是犯罪嗎？
新型毒品、非法偷拍、性暴力、
從「#MeToo運動」看「權勢性侵」……
廣泛、具體地描繪固有的性犯罪與近年來興起的多種類型。

加害者，可能是你我熟悉甚至親密的那個人
我們經常能在發生悲劇事件時，
聽到：「鄰居都說他彬彬有禮」、「平時孝順乖巧」
這類與犯罪事實矛盾的描述，除了刻板印象影響了思考，
事實是：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能發生性犯罪！

專為現代社會設計的安全指南
作者負責管理與監督性犯罪者的觀護人，
至今已見過300多名性犯罪者，透過其審慎的觀察、研究，
分析不同年齡、情況，教你如何守護自身安全，提供性犯罪預防對策。
父母、青少年、社會新鮮人……不分男女都該知道的自我保護指南。

548.544/3013/2020

假新聞：21世紀公民的思辨課
卡洛尼娜.庫拉(Karoline Kuhla)著 , 顏徽玲譯

後事實時代，究竟是誰在說謊？德國權威記者帶你直擊「謊言媒體」亂
象，揭露「假新聞」與它們的產地！
看到網路瘋傳衛生紙即將缺貨，你馬上衝去大賣場搶購？聽說某種食物
可以預防新冠病毒，你立刻轉發給親朋好友？得知韓國人說孔子是韓國
人，還申請「端午節」為世界遺產，讓你義憤填膺？……其實，這些都
是「假新聞」在作祟，而台灣受假新聞危害的程度甚至排名世界第一！

所謂「假新聞」，是指模仿真正新聞的風格，刻意散播的不實訊息。在
社群媒體時代，「假新聞」已成為我們的日常，隨之而來的則是因此造
成的種種恐慌與對立。然而，我們可曾靜下心來思考：層出不窮的「假
新聞」究竟從何而來？它們的目的為何？我們又該如何分辨真假，並終
結假新聞的傳播？

本書便由德國資深權威記者執筆，深入剖析假新聞氾濫的背景與造成的
影響，闡明何謂「新聞自由」以及新聞工作者應該遵守的分際，並揭露
政府、社群媒體與新聞界力抗假新聞所採取的對策，幫助我們啟動獨立
思考，學會事實查核，不再成為「假新聞」的幫兇！

每個人都有發表意見的權利，但沒有人有「創造」事實的權利。真相最
大的敵人不是謊話，而是盲信。只有養成質疑和批判的能力，杜絕道聽
塗說、人云亦云，才能踏出「公民覺醒」的第一步！



鏡與窗談判課：哥大教授、聯合國談判專家，教你用10個問
題談成任何事
愛麗珊德拉.卡特(Alexandra Carter)著 , 葉妍伶譯

面對鏡子反思自己，望向窗外看懂他人，擁抱｢鏡與窗｣，創造真正的共
贏關係！
哥倫比亞法學教授、培訓超過80國外交官的聯合國談判專家
淬鍊15年實戰心法，首創「鏡與窗」開放式提問框架，
掌握這10個問句，用提問扭轉困境，爭取更好的人生！

‧空降《華爾街日報》商管書排行榜
‧美國最大讀書社群Goodreads、Amazon讀者★★★★★好評盛讚
‧作者親身實證，運用書中技巧找到天賦熱情、解決家庭難題
‧國家元首口譯、政務委員唐鳳英文講稿撰寫者葉妍伶翻譯、推薦
你為什麼翻開這本書？

或許你想爭取更好的待遇，想要自信地問公司：「我有多少價值？」
或許你的工作陷入停滯，打算轉換跑道。
或許你和伴侶起了衝突，想在感情裡獲得更多諒解。
又或許，你和本書作者一樣，必須為家人做出艱難的醫療決定。

不管你是誰、從事什麼工作，在每個人工作、生活和夢想的場域，談判
都無所不在。

只有7％的人會在談判中問出好問題，所以你需要這本書。

作者愛麗珊德拉．卡特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亦是全球知名的聯
合國談判訓練專家，她親身實證，透過書中的技巧找到自己的熱情，並
首創「鏡與窗」十大開放式提問，帶你從「鏡」問題反思自我，再透過
「窗」問題看懂他人需求，輕鬆駕馭所有困難對話，再也沒有談不成的
事！

這十個需要勇氣的問句，能幫助你突破任何困境，創造受用一生的價值。

談判就像操控獨木舟穿越海蝕洞，透過提問，你將更有意識、更有目標
地駕馭各種對話，在公、私領域建立底線、改善關係、創造更好的交流。
透過提問的勇氣以及答案的深度，我們將讓這世界更閃耀。

177.4/2124/2020



關於工作的9大謊言
馬克斯.巴金漢(Marcus Buckingham) , 艾希利.古德(Ashley Goodall)
著 , 李芳齡譯

★《金融時報》商業類選書｜《彭博商業周刊》選書
★《企業》雜誌評選為2019年必讀的10本商管書籍之一
★《商業內幕》評選為2019年人人必讀的14本商管書籍之一
★《華盛頓郵報》評選為2019年最值得觀察的10本領導力主題書籍之一
★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協會評選為最推薦給人資經理的10本商業新書之一
★華頓商學院教授暨暢銷書作家亞當．格蘭特（Adam Grant）在領英
評選為2019年最值得閱讀的19本領導力主題新書之一
你渴求反饋意見
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功之鑰
策略規劃是必要
你的能力應當被評量，你的弱點應該要改善
卓越領導具有固定特質
這些聽起來像是現今工作生活的基本事實，其實全部都是謊言。
《發現我的天才》暢銷書作者馬克斯．巴金漢和思科系統領導力與團隊
智慧資深副總艾希利．古德，在這本深具啟發性的著作中告訴我們，職
場上有9大謊言，它們是遭到曲解、不完善的假設，是錯誤的思想，很
容易導致職場機能障礙、員工氣餒，最終導致工作場所黯淡，團隊無法
達到高績效。

這9大謊言包括：
＃人們在意他們為哪家公司工作
＃最佳計畫致勝
＃第一流的公司把目標層層下達
＃最優秀的人才是通才
＃人們具有潛力
＃人們需要反饋，愈多愈好

有些直覺聽來違背常理，甚至你正在這樣做。

打破9大謊言，妥善掌握團隊能力和凝聚力，聚焦為人員提供即時、可
靠的情報，致力於協助夥伴找到工作的目的與意義感，並且適切關注同
事，這些才能夠有效幫助工作與人員的運作。

你知道你很棒，我們也是。
但你的職場可能不知道，所以我們一起動手來修正問題。
聰明如你，豈能輕易被謊言擺布？

494.01/7783/2019



哈佛大學口才課大公開：一句關鍵話決勝於無形
梁山水著

聰明人不說廢話，打開天窗說亮話；
攻破心防說好話，真心實意說情話

廿一世紀最有力量的三大法寶是什麼？
怎樣快速找到打開「話匣子」的鑰匙？
如何一開始就讓對方點頭說「是」？
蘇格拉底對說話術有什麼奇方妙法？
何謂危機激勵法？絕望進攻術又是哪一招？
「禁果效應」和「登門檻效應」該運用在……？

美國成功學大師戴爾‧卡內基說：「當今社會，一個人的成功，僅僅有百
分之十五取決於技術知識，而其餘的百分之八十五則取決於人際關係及
有效說話等本領。」一直以來，口才作為每一位哈佛學生必須掌握的溝
通技巧，它時刻強調精英的思維習慣，宣導真正實用的人際交往理念，
讓哈佛學生自然發揮其潛在的表達實力，在各種場合下揮灑自如。本書
的內容即是擷取幾百年來那些沉澱下來的哈佛經典，希望能將最實用、
最本質的哈佛談判術、哈佛溝通術等技巧呈現給讀者。當今社會是一個
講究人際溝通的時代，是一個以口才贏天下的時代。說話能力體現出一
個人的內涵、素質。說話可以體現出個人的雄才大略，更能提高個人的
社會地位，不少領袖、企業家、名人憑藉口才名震一時。口才已經成為
一個人綜合能力的重要標誌，成為一個人在社會上生存的重要能力之一。
為此，我們選取了哈佛大學的口才課程，希望成千上萬的普通人通過學
習哈佛口才課程中闡述的溝通理念，能夠成為成功的演說者、有效的判
斷者、人見人愛的交際家！

192.32/332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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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的女兒
陳柔縉著

歷史書寫名家．陳柔縉「首部時代小說」 以日本時代高雄港為舞台，
細膩又大器，刻劃近代台灣百年流轉， 並寫出高雄的女兒如何不服輸，
在異族的腳下、在異國的天空， 一步一步不停歇，衝破困局，活出自
己的名字。 在送別丈夫的高雄港邊，抱著不足一歲的女兒，舉起她的
小手，向著無邊的海上， 向著不知躲在哪一艘船上的丈夫，揮呀揮，
「跟爸爸說莎悠娜拉！」 我問，「您哭了嗎？」她的表情嚴肅得像在
指責這個懦弱的提問， 「沒有！為什麼要哭？！遇到這麼不甘願的事，
哭，就輸了！」 家鄉高雄的大港，給她的不是避風與懷抱， 而是教
會她不畏浪濤艱險。



北光
橫山秀夫著 , 張智淵譯

「請蓋一間你自己想住的房子。」

對任何一位建築師來說，這都是最奢侈的委託。建築師青瀨在業主吉野
夫妻授予的充分自由中，將畢生對於「家」的想像化為現實，蓋了一棟
獨一無二的木造房子，坐南朝北，盡情納入北邊的光線。不料，在愉快
交屋之後四個月，他愕然發現，這個理想的「家」竟空無一人，只留下
一把德國名設計師布魯諾．陶特的椅子。

早該入住的業主一家人為何會憑空消失，又為何不肯住進他精心設計的
屋宅？沮喪失落的青瀨決定追查真相。在此同時，他還協助事務所處理
一個美術館的大案子，兩頭奔忙。儘管焦頭爛額，但在整個過程中，他
不斷回想起自己獨特的成長經歷、和不同的建築對話，思索家人與家庭
真正的意義，不但為美術館完成了動人的設計，還發現了一個意想不到
的秘密……

推理大師橫山秀夫醞釀六年全新力作，以「家」為核心，完美揉合設計、
建築與懸疑元素，一次又一次逆轉的真相，喚起每個人對「家」的念想
與眷戀，從謎團中找回「親情與救贖」，讓人深深沉醉。

房子這種東西，什麼材質都好，無論是木造、混凝土、磚頭或黏土。我
明明能夠生活在任何一種房子。只要有你……

861.57/4255/2020

法律人的思考法則：跟好律師學思辨,學表達,更搞懂了法律常
識
薇貝克.諾加德.馬丁(Vibeke Norgaard Martin)著 , 福萊德瑞克.馬修
(Matthew Frederick) 繪 , [路易譯] 

為什麼法律人說，好的論點勝過好的事實？誠實與真實有何差別？如何
提出合乎邏輯的論點？為何不要試圖證明自己是客觀正確，僅需表明立
場優於對方？當發生紛爭時，要如何注意爭議指向何者？即使身為律師，
當身陷訴訟時也要僱用律師？

如何像一個專業的法律人，學習「在紙上思考」，「講一個引人入勝的
故事」，「讓你的註解為你辯解」，「練習換句話說」，「有時被動語
態更強烈」，甚至要記得「提出重點後，不要講話」？

當作者是法律新生時，常常被自己一無所知的感覺凍結。其他學生似乎
很厲害，總是談論他所不了解的術語。直到作者在大型法律事務所工作
後才意識到，法律領域中存在一定的裝腔作勢。法律是一個各憑本事的
環境，裝腔作勢能夠威嚇那些不傾向誇大所知的人。即使是很有自信的
企業合夥人、教授或法學院的學生，一樣都會被法律所迷惑和恐嚇。

580.1/7110/2020



民主的弱點：民意，如何成為世界強權操弄的政治武器
大衛．夏默(David Shimer)著 , 顏涵銳譯

亞馬遜網路書店分類榜冠軍
華盛頓郵報、出版者周刊、衛報、紐約時報書評一致盛讚

你以為的民意，在不知不覺中可能淪為他國操弄下的刻意結果！
當民主的弱點成為他人的武器，我們該如何與之對抗？
◎揭露2016年俄羅斯操弄美國大選的最全面性內幕
◎從歷史角度徹底理解全球政治角力下的境外選舉操弄脈絡
◎2020年最值得你一看與深思的政治類巨作

「為什麼明明絕大多數選民唾棄的候選人最後卻當選了？」
「為什麼越到選舉關頭，對於候選人的中傷誹謗開始層出不窮？」
近幾年來，這些問題必定都曾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之中，但答案卻始終讓
我們深陷五里迷霧，無法探知其中真相。

現在，記者暨歷史學家大衛·夏默（David Shimer），將在本書中為各
位讀者揭開這些問題的關鍵解答──選舉操弄。

夏默整理並分析了近百年來世界強權的選舉操弄歷史，並以其中最大也
是最主要的操弄國──美國與俄國為主角，探究兩國從過去到現在如何
實行選舉干預以及深受選舉操弄之下所產生的影響，其中更包括數十年
來KGB、CIA以及普丁領導的俄羅斯如何一步步為了自身利益操縱其他
國家的選舉結果的諸多秘辛。

夏默親自前往6個不同國家、與各國的情報單位高層接觸訪談，並訪問8
位美國前中情局局者，以及許多中情局的官員和情報人員、26位歐巴馬
總統任內的國家安全顧問、11位川普總統的安全顧問、多位美國媒體的
資深記者和科技專家，並參考俄國解放前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德國統一前
國家安全局許多重要情報檔案，再加上數百頁目前尚未解密的美國中情
局資料和政府官方報告、情報人員口述紀錄和會議紀錄，將之一一抽絲
剝繭，寫成此書，為讀者帶來檯面下不為人知的重要內幕！

透過歷史的爬梳與回顧，夏默將帶領我們深入探討選舉操弄對民主造成
多嚴重的威脅，而主權的捍衛對於身處民主國家的我們來說是如何至關
重要，經由理解過往歷史的教訓，我們將能夠理解民主自身的弱點所在，
並學會如何保護這個重要的價值。

571.6/1063/2020



療傷似顏繪：1位畫家、5年的心靈旅程、30則真實的人生故
事
李白[作] 

他花了五年，用畫筆與2000位陌生人進行靈魂對談，他相信，每個人的
故事都有可能治癒另一個人

街頭故事畫家李白
在城市的角落
聆聽從心打開的故事
畫下療傷似顏繪
五年繪聚二千人的故事能量
十萬名粉絲期待珍藏的暖心傳說

本書挑選李白創作最具熱烈迴響的人物故事
剖析腳本風格的繪畫敘事法
公開療傷似顏繪動人的祕密

191.9/4026/2020

夜虎
朱洋熹(Yangsze Choo)著 , 王心瑩譯

◎Netflix強檔影集【彼岸之嫁】作者的第二本小說
◎美亞馬遜書店2019年度百大最佳文學小說

老虎如果吃了許多人，就會化為人形，置身於人群之中……

聰明機智、雄心勃勃的智蓮屈身於裁縫師學徒的工作，也兼差當舞廳
的伴舞女孩，希望幫助母親償還打麻將累積的債務。然而有一天，有
位舞客意外留下一件陰森可怕的紀念品，為了物歸原主，智蓮也許終
於能踏上她渴望已久的冒險旅程。

十一歲的家僕阿仁也身負任務，急著實現他前任主人死前的願望：阿
仁必須找到男主人多年前在一場意外中失去的手指，與他的遺體一起
下葬。阿仁要在七七四十九天內完成任務，否則主人的魂魄會徘徊於
世間，永世不得超生。

時間無情地滴答流逝，一連串意外的死亡事件在地方上引發騷動，伴
隨著「人變虎」的流言蜚語。智蓮和阿仁踏上的路途越來越危險，在
茂密的園林、醫院的庫房和鬼魅的夢境裡彼此交錯。

朱洋熹的《夜虎》帶我們進入的世界有僕人和主人，有古老的迷信傳
說和現代的理想主義，也有手足的競爭和禁忌的愛情。然而在這個處
處驚奇、不斷推進的故事深處，更是一個孩子和一名年輕女性深刻的
成長故事，他們一次次探索，在那個寧可隱身其中的社會裡尋找自己
立足之地。

868.757/2534/2020



法官說了算！：缺席的證據與邏輯
田蒙潔著

如果說台灣的法官，不是用證據判案，您相信嗎？
人不是神，但法官卻能用神的角度寫出連當事人也不知道的情節？

當你仔細翻看法院的判決文，將會驚恐的發現：原來司法並不是最後一
道防線，而是最後陷你於罪的罪魁禍首。如果台灣的法官都不改變判案
的心態，台灣的司法永遠都不會有改革的一天。真正的判決，並不是靠
法官的年資、社會歷練及人生經驗多寡，而是依據證據來判決，如此一
來，這樣的判決才不會是冤案，法官才不會被稱為是「恐龍法官」。但
是，當看了這些判決書以後，發現法官不是依據證據，而是自行腦補情
節而下的判決，這樣的司法，能真的保護人民嗎？

本書作者將大家耳熟能詳的幾個知名案子，包括：柯洪玉蘭案、陸正案、
蘇建和案、江國慶案以及許榮洲案，從判決書的內容來拆解這些判決是
怎麼產生的？法官是怎麼認定犯人呢？不依靠科學證據，卻只依靠犯人
的自白？因此造成了江國慶的冤死案。

法官判案難道是靠多年的判決經驗嗎？用「亦非不能想像」就能判定一
個人的罪嗎？沒有科學證據的支撐，沒有邏輯推理的思考，再簡單的案
子都可能變成冤案。這樣的司法可信嗎？人民能夠把自己的生命交給這
樣的司法機構嗎？
如果要讓司法變成有信度的司法，讓法官依據證據判案，讓警察確實找
到證據，就必須靠人民來監督，司法才有可能改革。

580.3/6043/2020

※ 相關影視改編：紀錄片《個資風暴》（The Great Hack）、電影
《脫歐之戰》（Brexit: The Uncivil War）
【適用】✔選戰幕僚✔社群行銷人✔駭客✔App工程師✔數據分析
師✔股票投資人

你相不相信，有一家公司可以窺視所有人的心智、可以瞄準最脆弱的
一群人，
偷走群眾的自我認知，植入有錢人想要的版本？

在本書中，Christopher Wylie以「主謀者視角」，首度公開數位心理
戰的第一手內幕。2014年，年僅24歲的Wylie創立了「劍橋分析公
司」，他結合自身的時尚、駭客、心理學專業，親自帶領公司開創出
史上最強大的「心理剖繪」（psychographic profiling）技術。這項
技術能夠扭轉人類行為、操控群眾意識，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和有錢人
都虎視眈眈，但一切很快就失控……英國快速脫歐、美國川普當選、世
界秩序一夕顛覆。原本或許能進白宮的Wylie，為何退出了「劍橋分析」
團隊？他又爆了什麼機密的料，竟然遭致臉書和IG封鎖帳號、全面噤
聲？

Mindf*ck 心智操控【劍橋分析技術大公開】：揭祕「大數
據AI心理戰」如何結合時尚傳播、軍事戰略，深入你的網絡
神經，操控你的政治判斷與消費行為！
克里斯多福.懷利(Christopher Wylie)著 , 劉維人譯

484.67/9022/2020



鏡子的背面
篠田節子[著] , 章蓓蕾譯

861.57/8681/2020

迷失方向的羊群需要牧羊人，
然而要是那個牧羊人其實是頭邪惡的狼的話……
我們的「老師」到底是誰？
收容藥癮與酒癮患者、吸毒者、家暴被害者的女性庇護所「新艾格尼絲
之家」發生了火災。
創辦管理這間庇護所的「老師」小野尚子為了拯救其他住民，不幸葬身
火窟。
這群飽受傷害的女性，因為這場意外頓失精神支柱，在封閉的環境裡，
逐漸失去身心的平衡。
就在這時，警方居然帶來一個震撼的消息。
他們通知尚子的左右手中富優紀，那具屍體並不是尚子，而是完全無關
的不知名女性。
這個消息將原本就維持著危險平衡的眾人推入了深淵。
沒多久，精神陷入谷底的庇護所的住民之間竟然開始傳出詭異的說法，
她們認為死去的那個自稱尚子的女子其實是被早就死亡的真正尚子給附
身了。

另一方面，曾經採訪過尚子的文字工作者山崎知佳被出身豪門，一度還
是皇族結婚對象候選人，
卻甘願放棄一切，獻身於社會福利的尚子的高潔人格感動，對於尚子的
死去感到十分遺憾。
知佳從優紀那裡得知屍體並非尚子的事實時，她開始追查事件真相。
透過調查她得知死於火災的小野尚子的真實身分，極有可能是一個名為
半田明美的頂替者。
然而這名女子其實個性冷酷殘忍，為財不擇手段，身邊曾經發生數起離
奇的死亡事件，甚至還因為殺夫嫌疑遭到警方鎖定。
這樣的女人為什麼要頂替小野尚子？若真是如此，她又怎麼可能獻身於
尚子創辦的女性庇護所直至死去？

曾經表示終身都要奉獻給受傷女性的「老師」小野尚子到哪裡去了？
這個半田明美又是從何而來？難道她真的被死去的尚子附身了？
不到最後一頁，無法看穿結局，心理懸疑小說的醍醐味盡在本作！

《破案天才伽利略》《Unnatural法醫女王》等知名日劇科搜指導監修
推理愛好者必備的科學搜查知識
指紋、DNA、藥物、臉部辨識……

圖解推理迷必備的犯罪現場科學搜查
山崎昭監修 , 陳聖怡譯

548.52/2267/2020



873.57/2112/2020

第13位陪審員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著 , 楊沐希譯

★獲柴克斯頓年度老牌詭奇犯罪小說獎
★《紐約時報》夏季必讀書單首選
★《出版者週刊》2019夏日必讀選書
★英國主流媒體《電訊報》評選2018最佳28部犯罪驚悚小說
★《明星論壇報》選為「夏季最佳作品之一」
★《太陽報》、《書目雜誌》、《出版者週刊》星級書評
★《紐約時報書評》、《美聯社》、《衛報》、《每日電訊報》等多家
國際媒體好評推薦
★已售出美、保、荷、法、義、塞爾維亞、西、泰、中繁等多國版權

如果你無法擊敗主宰者，那就成為他！
這是一場與時間博弈的高智商競賽，殺人只是遊戲的開端──
一場震驚全國的世紀謀殺官司，好萊塢巨星羅柏．所羅門殺害新婚妻
子與保安主任，兩具赤裸屍體安靜地躺在床上，只在舌下藏了一個說
不出口的祕密──一隻用一元美鈔摺成的紙蝴蝶。

所有證據都指向羅柏有罪，看似毫無懸念的審判，卻從開始便惡運連
連，法官重病、陪審員一個接著一個離奇死亡……
這讓辯護律師艾迪．弗林起了疑心，與前聯邦調查局探員連手展開調
查。而此時此刻，真正的凶手就隱身在法庭之中，以新身分暗中操控
全場。為了爬上那個殺伐決斷的最佳舞台，他一步一步除掉阻礙勝訴
的擋路石，但有個人卻讓他踢到鐵板。

聰明絕頂的律師，以及一名藏在陪審團裡的狡詐連環殺人魔。
他們都僅有一場判決的時間。是逐漸探知真相的艾迪能在最後一刻找
出凶手，還是在陪審團中的惡魔能坐收勝利？

★第一本專門寫給台灣人的極簡主義實踐書★
簡單生活不是「別買」，而是「別亂買」！
臺灣極簡生活實踐家─末羊子，
從月光購物狂變身極簡推廣者的真實告白！
用「馬上丟」、「不再買」的清單，改變立刻有感；
依照「不亂買」原則，維持有空間、有質感的生活。
從大學時「30天衣服不重複」的爆買月光族，到現在「可以半年不買
衣服」的極簡實踐家，末羊子想和你分享：極簡不是一時的流行盲從，
或追求空無一物的「零雜物、零慾望」，而是認清自己真正需要、想
要的生活！

420/5081/2020

末羊子的極簡日常提案
末羊子著



深度造假：比真實還真的AI合成技術,如何奪走人類的判斷力,
釀成資訊末日危機? 
妮娜.敘克(Nina Schick)著 , 林曉欽譯

541.415/8840/2020

從知名女星假A片、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種族暴動、暗黑公關公司、川普放
話延後2020總統大選，乃至重創全球的武漢肺炎，剖析美、中、俄、印
度、巴西、伊朗等國之間的角力、布局，層層解開AI造假、資訊亂象和
民主危機的關係，最重要的是──苦了誰？犧牲了誰？圖利了誰？

★《柯克斯書評》、《衛報》、《星期日泰晤士報》、英國版《連線》等
各大媒體推薦
★假資訊、AI合成技術、信任危機、國際局勢、地緣政治……看似困難又
枯燥的名詞或理論，本書透過大量真實案例和故事，用「最簡單的話」
解釋給你聽
【從資訊時代到「假資訊」時代，數位公民必懂關鍵字】
●深度造假（Deepfake，Deep Learning + Fake）：任何意圖提供錯誤
或不實資訊的「合成媒體」（包括圖片、影像和聲音）
●資訊末日（Infocalypse，Information + Apocalypse）：絕大多數人
都生活在混亂的資訊環境中，資訊的危險性與日俱增，可信度卻愈來愈
低
●AI專家示警：「2020年起，深度造假技術將漸趨成熟、普及。」
●牛津大學報告：「利用資訊末日混亂情勢，蓄意散播假消息、謀求私
利的國家，在2017～2020短短3年間，從28國增加到70國。」

現在，只要有心和一台可上網的電腦，隨時隨地都能「弄假成真」：
把甲的臉接上乙的身體，再搭配丙的嘴型和動作，自然說出甲乙丙都沒
說過的話！────深度造假不只能換掉人的外表，更在無形中改造你的大
腦！人人都可能成為詐騙、抹黑、攻擊的受害者，加害者還能將罪行統
統推給AI……然而，深度造假並不恐怖，恐怖的是我們毫無準備！
妮娜．敘克長期身處世界政治局勢觀察的第一線。眼看人類一再將科技
發展推上巔峰、卻又放任其失控以致反噬，她用「資訊末日」一詞向所
有人提出警告────

「只要有網路的地方，你發布的內容就任人取用。」
「我們的資訊生態系統已變得如此危險且不可信，其傷害遠遠超乎政治
──甚至入侵了我們的私人生活。」

有此認知可以協助我們團結一致、加強防備，並開始反擊。為了更有效
地對抗資訊末日，了解現況就是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