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反對！」不恐龍大法官RBG第一手珍貴訪談錄：橫跨近
30年，13場關於愛、自由、人生及法律的對話
傑佛瑞‧羅森(Jeffrey Rosen)著 , 朱怡康譯

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不僅是美國史上首位民主
黨兼猶太裔女性身分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是最受人民歡迎的一位
大法官。她在美國家喻戶曉，並因其直率敢言的作風，被年輕人暱稱為
「聲名狼藉的RBG」。

本書作者傑佛瑞‧羅森為美國國家憲法中心主任兼執行長，也是她的好友，
藉由書中多年來一系列與金斯柏格的對談，呈現了最有血有肉的RBG，
讓人一覽這位不平凡的女性平易近人且不為人知的一面，以及她在法律
執行面向上無比縝密、超越時代的思索。

對談從九○年代開始，延續到川普時代，金斯伯格分享了她對各種事務
的看法：她剖析「羅訴韋德案」的利弊；她笑談她與丈夫的鶼鰈情深；
她分析#MeToo運動的崛起；她討論她最希望被推翻的判決；她也分享
該如何保持自律，如何擁有充實又富有同理心的人生，當然，還有她對
最高法院的未來展望。這部難能可貴的訪談錄展現了真實的金斯伯格，
一個擁有鋼鐵般決心，以最高標準要求自我，同時竭盡畢生所能、讓世
界變得更美好的偉大人格。

數位貨幣烏托邦：數據憑什麼成為錢？在比特幣出現之前的
故事
芬恩・布倫頓 (Finn Brunton)著 , 許恬寧譯

全球熱錢四竄，部份流入加密貨幣市場，
各類加密貨幣價格屢創新高，不只小菜雞們趨之若鶩，機構投資人也來
分一杯羹，
推升幣價的同時，也讓許多以往不為人知的故事公諸於世，
這些故事將解答：是什麼讓「虛擬數據變成可用、可儲備、可投資的
錢」！

本書作者芬恩．布倫頓揭曉科技烏托邦人士、密碼龐克與政治激進派如
何打造實驗性質的貨幣，以求讓心中的未來願景得以成真：他們嘗試保
護隱私、摧毀政府、準備好迎接世界末日。有時則希望開啟太平盛世，
靠爆發的創新能量讓創造者獲得永生。

加密貨幣先驅的奇妙故事，帶我們從公海上的自治區，前往全球價值最
不菲的垃圾場；從銀行擠兌到預測券；從舊金山酒吧的時空旅人，到每
張二十美元紙鈔上的防偽圖樣；從危險機密市場，到等著在未來重生的
人頭冷凍槽；一路上，本書探索創新者面對的難題與挑戰，例如：我們
如何學著信任與使用不同類型的貨幣？數位物件如何才能具備價值？貨
幣如何向我們驗明正身？怎麼樣才能讓某種數位的東西等同於現金，可
產生但無法偽造、可交換但無法複製，又不會洩露使用者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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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室熱門新進館藏



失落詞詞典
琵璞．威廉斯 (Pip Williams)著 , 聞若婷譯

1857年，倫敦語文學會決定展開一個百年大計畫：編纂一部史上最權
威、完整的英語大詞典。以詹姆斯・莫瑞博士為首組成的詞典編纂師
團隊，公開向天下徵求詞彙，並於牛津建造「累牘院」做為工作室。
每天，雪片般的詞彙從世界各地寄來，由詞典編纂師一一檢視、篩選，
並寫下最終定義。足足花費30年光陰，他們才完成了《A至B》的編纂，
而這才僅是《牛津英語詞典》十二冊中的第一冊。「經血」是骯髒不
潔、「陰道」是猥褻詞彙，有一些詞比其他詞來得重要，被詞典編纂
師淘汰的詞彙，將會在時間的洪流中消失。

詞典編纂師的女兒艾絲玫・尼克爾在文字的包圍下長大，她從小就對
詞彙情有獨鍾。每當遇到挫折，某個詞彙的定義總帶給她救贖。但最
吸引她注意的，是那些被男性編纂師們忽略、鄙視或丟棄的詞彙，而
這些詞絕大多數是關於女性。

「經血」（menstrue ）是骯髒不潔、「陰道」（cunt）是猥褻詞彙，
而女僕、廚娘經常使用的詞彙，沒有一個被收錄在大詞典中。如果說
大詞典的用意是理解天下萬物，為何有些人的生命不被理解、甚至根
本沒有被解釋的必要？

艾絲玫開始偷偷收集這些被她稱為「失落詞」的詞彙，她從累牘院中
拿走被詞典編纂師淘汰、遺忘的詞彙，並收藏起來。她也決定自己寫
下從市場、妓女、女僕那邊聽到的各種用詞，並將她們口中的話語化
為正式引文。這些詞彙靜靜躺在箱中許多年，直到婦女運動、一次大
戰接連爆發，新的可能在歷史的波瀾中悄然生發。

我不能讓這些詞被奪走，因為正是它們解釋了我這個人。女性書寫的
命運，盡皆被她收藏在她的舊皮箱裡。那是文字最美好的時代，也是
戰爭迫在眉睫、女性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艾絲玫偶然相識的女演員
緹爾妲、她的姑姑伊蒂絲，都在這時代扮演要角，奮勇向前。而在宛
如隔絕所有外界紛擾的累牘院中，實則見證著一切的歷史流轉。艾絲
玫重新發現文字的無窮力量：行動與言詞密不可分，沒有文字，便沒
有記憶；她收藏的詞彙紙卡，若沒有被印刷成冊，就不會有任何意
義...... 

本書故事基於真實事件，透過瑰麗的文字與翔實考察，鮮活地重現出
詞典編纂師的工作與大詞典的編輯細節，更講述了在充滿巨變的十九
至二十世紀，一個隱藏在男性書寫歷史背後的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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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罪人：真相與虛構的交織，迷宮中最黑暗的人性悲
劇
柯琳．胡佛(Colleen Hoover)[作] , 楊佳蓉譯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謀害親生小孩，只因她們佔據先生的愛？八歲雙
胞胎妹妹，因忌妒殺了姊姊？丈夫的復仇！製造妻子的死亡意外？奪取
別人聲名、金錢，甚至另一半的夢遊作家？

一幢湖畔豪宅，有著溫暖陽光卻也帶來冷峻闇影。充滿溫馨親情的家裡，
竟也藏著鬼魅般殺機，以及許許多多謎團、驚恐，就在看不見的晦暗角
落當中。捨不得金雞母的出版社、精於算計的現實經紀人、沉睡不醒的
病人、滿懷悲傷的男主人、誤闖險境的夢遊作家、罪有應得的兇手、以
及無辜的受難者，不時穿梭迴盪在房子四周。人性的光明面與陰暗面，
彼此交替、起落，情愛纏綿不時衝撞親情的弱點，佔有慾成了最後的勝
利者。真相能浮出水面？令人窒息的驚悚何時是盡頭？又會以怎樣的方
式告終？這次，紐約時報、亞馬遜書店暢銷作家柯琳．胡佛要「灼燒你
的靈魂」，而非融化你的心！

874.57 / 4725 / 2021 

親密關係暴力：以愛為名的虐待與傷害
瑞秋．路易斯．斯奈德 (Rachel Louise Snyder)著 , 張馨方譯

對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人來說，所展現的一切行為，無關離去或留下，
都僅僅是為了讓自己活下來……「看到我的忠誠了嗎？請不要在警察離開
後殺死我。」親密伴侶間的衝突，常被認為是「家醜不可外揚」的隱私。
但實際上，親密關係暴力是全球普遍的問題。美國在2000年至2006年
間，有3,200名士兵戰死沙場，同期內的家庭殺人案，奪走的卻是
10,600條性命。親密關係暴力引發的嚴重後果超乎想像，卻往往被封鎖
在沉默中，難以揭露與解決。瑞秋．路易斯．斯奈德以身歷其境的文筆
勾勒出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背景，解答大眾的常見迷思──為什麼受害者
不願離開？施暴者為何不停止動粗？為什麼不能在一開始就阻止這類傷
害事件的發生？《親密關係暴力》透過受害者、加害者與站在前線促成
改革的倡議勇者故事，深刻呈現掩蓋在每扇緊閉家門後，以愛為名的傷
害根源與真相。

544.18 / 4424 / 2021 

失控的審判：我在關塔那摩的日子
穆罕莫杜‧薩拉希( Mohamedou Ould Slahi)著 , 董文琳譯

在德國工作的穆罕莫杜．薩拉希，2001年某天出門後，就再也沒有回家。
因被懷疑與蓋達組織聯繫，經過不斷的移送、轉接，在毫無審判和起訴
的程序之下，穆罕莫杜被送往美軍關塔那摩灣監獄。經歷了超過10年不
間斷無人性的拷問、性虐待、強行注射藥品和宗教迫害等暴行。遭囚禁
3年後，在2005年夏秋時穆罕莫杜開始撰寫日記。經過兩次編輯，經美
國政府思想審查後，劃上至少2500條黑槓才得以出版。書中紀錄著他被
迫離家之前的生活、宛如人間蒸發一般被美國拘禁的日子外，更是對司
法不公的血淚控訴。 此書內容已改編為電影《失控的審判》，於2021
年在各大影院上映。辦案？

786.758 / 4540 / 2021 



魚與黑道：追蹤暴力團的大金脈「盜漁經濟」
鈴木智彥[著] , 羅晨音譯

先前隻身潛入福島第一核電廠，完成黑道與核電廠共生關係調查的鈴木
智彥，這回運用他對黑道的認識及相關人脈，循線追蹤暴力團的大金
脈——盜漁經濟。這趟單槍匹馬的採訪旅程，從岩手和宮城的三陸鮑
魚盜採題材展開，並由此進入東京築地市場臥底四個月。接著前往北海
道調查「黑鑽石」海參盜採，再以描繪千葉的「暴力之港」銚子，作為
漁港城鎮被黑影壟罩的縮影呈現。爾後再訪北海道東端的根室，挖掘爬
梳了當地盜魚傳統的來龍去脈。踏查足跡最終抵達九州、台灣及香港，
拼湊出鰻魚國際走私網絡。

書中的事件場景千變萬化，包括遭震災海嘯襲擊的市鎮、宛如異世界的
「築地村」、漁業權懸置的發電廠周邊海域、黑市化的知名觀光朝市、
漁村裡的聚賭場所、被國家拋棄的北方領土等等。鈴木筆下有血有肉的
人物，一一躍然紙上。男人盜漁、女人賣春的亡命鴛鴦；從一般社會掉
落、被築地市場撿拾起來的邊緣人；與盜魚集團鬥智鬥力，卻受限於法
令而難掩悲憤的海保職員；分工合作掩護防守，自比為棒球隊友的盜魚
團隊；為求生計鋌而走險擔任雙面諜的船主；在三角海域跟蘇聯警備隊
周旋、行徑被市民視為痛快逆襲的特攻船員……。

透過鮑魚、海參、鮭魚、海膽、螃蟹、鰻魚等海鮮，鈴木巧妙串接起一
個又一個生動鮮明的故事。他不刻板複製黑道的單一形象，也不浮誇渲
染漁民的哀情悲歌，而是奮力揭露被隱蔽的事物，傳遞無聲者的心聲，
讓那些活在黑白交錯之間的姿態身影，有機會進入大眾的視野中。

438 / 8480 / 2021 

騙子律師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著 , 林零譯

那一刻，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不再是審判的主導者。 變臉證人的瘋狂言
論，讓他們……全都成了目擊證人！ 雷奧納德．霍威爾最可怕的噩夢已
成真：他的女兒卡洛琳遭惡徒綁架。 雖然警方已經介入調查，他卻無法
向其尋求協助，因為在綁匪寄出贖金要求給聯邦調查局後，又另外寄了
一封加密信函給霍威爾…… 贖金根本不是警方以為的兩百萬美金，新羅
謝爾車站的交易地點也只是個幌子。 一籌莫展的霍威爾向艾迪求助，騙
過警方眼線好完成綁匪給的任務。 然而，當他按著指示撥出電話給綁匪
時，一聲轟然巨響，數公里外的某幢宅邸被炸成一片廢墟。 任務失敗的
霍威爾不但沒找回女兒，還讓自己吃上官司。此刻，艾迪正面對著職業
生涯中最大的挑戰，那名證人在所有人震驚的目光下走上證人席，而這
也是一切失控的開端──他到底是誰？ 在這場謊言遊戲中，還有人會說
真話嗎！？

873.57 / 2112 / 2020 



十月終結戰
勞倫斯．萊特(Lawrence Wright)[著] , 王道還譯

恐怖的病毒從哪裡來？為何而來？又是誰將它帶到這個世界？故事從日
內瓦一場世界衛生代表會開始…印尼一個難民營出現47人死於急性出血
熱，僅被當作小事提出，出席會議的美國CDC副主任、流行病學家亨
利．帕森斯（Henry Parsons）卻認為情況並不單純。亨利受託，親入
險境尋找病原體，卻先受政治阻撓、後遭神秘病毒困住，同時，令人擔
心的事正要發生：一名感染者正前往每年有數百萬信徒聚集的聖城麥加，
參與朝聖之旅。感染果然一觸即發，沙烏地阿拉伯官方下令封城，但
300萬朝聖者能一個人都不離開？疫情入侵美國，國土安全部副主任對
可能發生的生物戰能做出正確回應？全球旅行頻仍的時代，一場大流行
挑戰了裂痕重重的全球關係，病毒侵襲的不只是生命，還有支持文明的
各種體制。亨利為了挽救疫情擴散困在非洲，而他所惦記的妻兒能躲過
美國本土的疫情？他自己能回得了家嗎？這一切最終還有一個問題：到
底病毒從何而來？為何而來？

874.57 / 4424 / 2021 

騙局
史蒂夫.卡瓦納(Steve Cavanagh)著 , 聞若婷譯

證據一：謀殺案發生在大衛離開之前，公寓中沒有第三人。
證據二：案發後離開公寓的大衛，遭警方查獲車上有非法槍枝。
證據三：大衛身上有大量槍擊殘跡
證劇四：事發前監視器畫面拍到大衛與被害人在電梯裡發生爭執。

美國百大富豪大衛．柴爾德成為殺人犯！？
儘管大衛發誓他沒有殺害女友，然而警方深入調查後卻發現：
監視器畫面沒有第三人進入他的公寓，凶器在他車內被查獲，而他身
上還有著硝煙反應。所有證據皆指向他就是凶手。
更糟的是，他的委任律師還不見蹤影。

艾迪的新任務是誆騙富豪，從大律師手中搶來大衛的辯護資格，並使
其供認殺人罪刑。
在聯邦專案小組的脅迫下，他必須讓甚至還不知道是否有罪的人定罪，
為了掩蓋一起更為龐大的洗錢計畫，以拯救深陷金融風暴中遭人陷害
的妻子。
一邊是正義公理，一邊是他最深愛的妻子，艾迪這次該如何抉擇？

873.57 / 2112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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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一生的理財必修課：從小資存錢到財產傳承的完整規畫
廖義榮著

上述是許多人一生當中，可能會面臨到的財務問題。然而現在的學校教
育，卻很少教導這一塊，使得許多人在理財這條路上走得跌跌撞撞，找
不到正確方向。面對這個情況，擁有國際CFP®（認證理財規劃顧問，
又稱金融理財師）證照、現為IFA（獨立財務規劃顧問）的廖義榮認為，
其實每個人都應該花一點時間坐下來，好好談論「金錢」。只要你知道
如何管理你的財富、認清你的財務目標，相信你一定能夠過上富足的生
活。



548.52 / 4335 / 2021

從此不再壓力山大：給忙碌人士的紓壓撇步
蘇益賢著

身處三明治世代（上有父母、下有小孩要養）的現代人，壓力山大像是
躲不掉的宿命。根據調查，讓台灣人備感壓力的前五大主因有財務、健
康、工作量、家庭，與就業。會發現這五項多少都與家庭、工作有關。
此外，近年的「整體健康指數」裡，全球表現都進步了，但台灣表現卻
退步了。壓力山大的台灣人十分常見，但並不是每個民眾都把「壓力當
一回事」，甚至不認為壓力是需要處理，也不了解該如何取得協助。調
查發現，面對壓力，近五成民眾選擇的紓壓方法，是從事自己喜歡的活
動，包含24％的購物與22％的睡一覺；只有5％的民眾，會尋找專業人
士討論自己的壓力。

壓力早就不是新鮮事，存在你我日常生活中，卻始終很少受到正式的關
注。我們雖然平均壽命增加了，但卻未必能「健康的老」。許多「不健
康」的種子，也早在年輕、青壯年時，就跟著壓力一起被種下了。我們
甚至可以說，壓力是讓許多疾病快速惡化的重要原因。

《從此不再壓力山大：給忙碌人士的紓壓撇步》是由知名心理師--蘇益
賢將他執業至今近兩百場的壓力講座，加上許多學員互動、討論、激盪
的心得，去蕪存菁後整理而成。他將全書分為「好壓力vs.壞壓力：壓力
和你想的不一樣」、「意想不到，原來壓力從這裡來」、「心理師不藏
私的紓壓撇步」、「你知道『你』就是自己最大的壓力來源嗎?」四部
分，從了解好壓力與壞壓力，到壓力的來龍去脈，以及學習正確且有效
的紓壓方法，一一詳述分享給讀者。

從邪念到暴行：跟蹤騷擾、人質挾持、校園槍擊、無差別殺
人，鑑識心理學家的當代犯罪診斷書
克里斯‧莫漢迪(Kris Mohandie) , 布萊恩‧史柯洛夫(Brian Skoloff)著 , 
鄭煥昇譯

176.54 / 4487 / 2020 

近年許多手法最駭人聽聞、死傷人數最高的暴力犯罪事件，背後充滿令
人費解的謎團：歹徒身上找不出符合常理的動機，犯案時不試圖掩人耳
目，反而還希望得到注意。他們不是為了「利益」或「情感」等常見動
機鋌而走險的一般罪犯，卻也不是心神喪失、行動毫無理由的狂徒，他
們渴望的是：自我的權力、他人的恐懼、大眾的注目。

然而，內心懷抱這些渴望的人為數眾多，因而失控犯罪的卻是少數中的
少數，究竟是哪些情境與條件催化了他們心中的邪念，促使他們犯下恐
怖的暴行？

本書作者克里斯‧莫漢迪是資深的鑑識心理學家，長年任職於洛杉磯市警
局行為科學小組，專長是犯罪側寫、反情報偵蒐與人質協商，他不但曾
經當面訪談獄中的連環殺手、校園槍擊犯與恐怖攻擊策劃者，研究他們
的心理狀態和作案過程，更多次在槍手挾持人質、嫌犯飛車逃逸等迫切
危機發生的當下，現場協助警方評估威脅層級與應對策略。他回顧了生
涯中所接觸的十餘起重大案件，類型聚焦在跟蹤騷擾、人質挾持、妄想
型罪犯、校園槍擊、無差別殺人與恐怖攻擊，其中犯罪者的共通點是以
暴力手段表達信念、爭取關注，藉由造成他人恐懼而宣示自己的權力。
他分析凶手如何形成扭曲的世界觀，又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將想法付諸
行動，也探討一般民眾與執法者應該對哪些跡象抱持警覺，以避免下一
樁暴力犯罪的悲劇發生。



不可以
道尾秀介[著] , 高詹燦譯

弓投崖，一座位在蝦蟇倉市的臨海斷崖，那一大一小的尖端宛如小龍蝦的
前螯，也有人說它像是一把斷弓，直直朝大海挺出。這個詭譎的地貌如今
成了知名的自殺景點，不僅是當地居民，就連鄰近各縣都有人特地跑來跳
海自殺，於是開始有了這樣的傳聞：崖上聚集了無數亡靈，開車經過時只
要和亡靈對上眼，就會被帶往另一個世界，所以絕對不可以看向斷崖！可
是對邦夫來說，雖然他小心翼翼，忍住不看向斷崖，卻還是躲不過突然出
現的對向來車，他急踩剎車，但已經來不及了……意識朦朧之間，邦夫聽
見有人在叫救護車，沒想到對方駕駛竟然阻止求救，還抓起邦夫的頭髮，
將他的頭用力往方向盤撞去。一次……兩次……對方下手毫不猶豫四次……
五次……眼中景象逐漸消失。八次……九次……我就快死了。邦夫瞪大了眼
睛，眼前的男子像是在笑。「我終究還是逃不過弓投崖的詛咒嗎？」此時
的邦夫已無法言語，心中卻不停吶喊：不可以忘記……我絕對……不會忘
記……

861.57 / 3728 / 2021 

情緒掌控，決定你的人生格局：別讓1%的情緒失控，毀了
你99%的努力
宋曉東著

生而為人，難免會因為各種突發狀況而不高興。
但是，只有你能決定要不要生氣，也只有你能讓自己開心。

這本情緒管理指南，沒有空泛的大道理，只有最真實的經歷、最好懂
的心理學知識、最實用的方法，就是要幫助你提升掌控情緒的能力，
讓生活少一點不順心，多一點樂趣！

想好好管理情緒，你必須學會──
改變負面思考習慣，找回情緒主導權。
別人的否定與批評，從容優雅地回應。
面對不合理的要求，如何巧妙地拒絕。
戒掉完美主義與自我懷疑，建立自信。
有效化解負面思考，讓心情由陰轉晴。

176.52 / 3065 / 2021 

完美殘骸
海倫．菲爾德 (Helen Fields)著 , 楊佳蓉譯

一具屍體在偏遠的山區燒成灰燼，只剩下死者的牙齒和一小片碎布。
同時，在愛丁堡某棟住宅的密室裡，另一名女子在黑暗中慘叫。盧
克．卡倫納督察到蘇格蘭警署就任的第一天，一樁兇殺案落到他手上。
他得要證明一切，與剛認識的同僚艾娃．通納督察聯手對抗精心掩飾
行跡的兇手。第三名女子失蹤後，卡倫納一心只想保住受害者的性
命——然而這些女子真正的命運遠比他想像的還要扭曲畸形……猶如影
集般快速而流暢的劇情節奏、活靈活現的描述，與詭譎多變的犯罪。
除了精彩的案件，個性鮮明的角色也為故事增添精彩度，角色間的關
係與火花更是一大看點！

873.57 / 4124 / 2021 



刑案偵訊室
約翰．道格拉斯(John Douglas) , 馬克．歐爾薛克(Mark Olshaker)著 , 
吳妍儀譯

約翰・道格拉斯以協助偵破美國極具挑戰性的謀殺案名聞遐邇。身為
FBI犯罪剖繪（criminal profiling）先鋒，道格拉斯費時數十年與全美各
地執法單位合作，去理解犯罪心理，並追緝連環殺手與暴力獵食者。當
時，他曾經研究、訪談與分析某些美國最惡名昭彰的謀殺犯──包括查
爾斯・曼森（Charles Manson）、「山姆之子」大衛・伯考維茲
（David Berkowitz），以及「BTK（綁、虐、殺）殺手」丹尼斯・雷德
（Dennis Rader）等人──同時也訓練FBI探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調查員
如何剖繪並詢問這些致命的獵食者。

此次，道格拉斯和他長年合作的夥伴馬克・歐爾薛克聯手，將利眼轉向
他正面遭遇過的最令人不安的四名罪犯，針對他們的人生與罪行，詳細
解釋每個案子何以拓展了他對於犯罪行為的知識與研究。透過跟這些謀
殺犯的接觸，他按部就班地把每個虐待狂、獵食者的罪行連結到與他們
的對話上，顯示如何用他的詢問技巧來暴露他們真實的邪惡之處。在書
中，道格拉斯亦回顧他曾參與的其他知名案件──塑造出他的職業生涯
的那些調查與訪談──描述他從那些對話中獲得的知識，如何幫助他做
好準備，面對現在這些案件。

548.52 / 3454 / 2021 

全書宛如盤古巨樹般自樹根揭開半世紀美國西北部的伐木浩劫，帶出
九名主角與最後一片原生林木之間生死相繫的命運。當中包括青年藝
術家、華裔女工程師、心理學博士生、專利法律師夫婦、越戰退役上
尉、半身不遂的IT科技鉅子、言語障礙的植物學家，以及一名曾因縱
情玩樂觸電身亡但死而復生的女大學生，據說銀閃閃的樹靈在幽冥中
對她說話，伸出援手，將她拉回人世。生命究竟對人類有何要求？多
少人願意為了保護樹木而犧牲？生命如此豐富，為何人類擺脫不了物
種孤獨，總是感到孤單、無助又寂寥？

「若是你的思維稍稍像一棵樹，我們就會對你傾訴種種意義。」

「代表世界的辭彙是森林。」──娥蘇拉‧勒瑰恩

全書以樹根、樹幹、樹冠、樹籽為架構，鋪陳九位主人翁的個人生命，
如何與樹木命運環環相扣，彼此交會激盪的故事，當中記錄環境運動
現場，辯證環境倫理困境，意在突顯當今地球最基本且最具破壞性的
衝突，即人類與自然的對立。然而樹木智慧浩大、緩慢、互連、共生、
獨具創見、別出心裁，可惜只有少數人發現並相信那個世界，深受吸
引，因而捲入災禍，卻義無反顧。當護樹者擁抱樹木，他真正擁抱的
是誰？

樹冠上
理察．鮑爾斯 (Richard Powers)著 , 施清真譯

874.57 / 2142 / 2021 



本書探討駭客、安全專家和執法人員，相互連通的幕後文化。駭客可分
為黑帽、白帽與灰帽三種。白帽駭客就是所謂的道德駭客，在業主許可
下進行探測入侵行為，藉以發掘安全漏洞。黑帽駭客利用惡意程式不法
取得金錢；灰帽駭客則是遊走黑白之間，一方面從事資安任務，另方面
也有未經授權的入侵行為。從網絡安全專業跨足到新聞工作，作者凱特‧
法茲尼戳破了許多謊言，有的是公司和政府講得關於我們的資訊安全，
有的是罪犯為了成功所編造的謊言，還有的是網路安全主管為了讓人以
為他們把工作做得很好的謊言。她將網路安全這個瘋狂、神祕、混亂的
世界，活靈活現展示在讀者面前，以堅實豐富的新聞技巧，挖掘出網路
犯罪者、試圖阻止網路犯罪的人，以及從事網路犯罪雙面工作、富有創
業精神的人物……他們內心的真正想法。

禍駭：網路犯罪世界的第一手紀實
凱特．法茲尼(Kate Fazzini)著 , 王惟芬譯

585.79 / 3477 / 2021 

美國如今以無數犯罪小說、影集和電影風靡全球，但卻少有人知，不到
一世紀前，全美的法醫人數僅僅鳳毛麟角！法蘭西絲．格雷斯納．李，
為什麼會成為法醫學的推手？看她如何運用財富、智慧與一雙巧手，建
構美國的法醫制度！

法蘭西絲．格雷斯納．李（Frances Glessner Lee,1878~1962）生於一
個富有且極具影響力的芝加哥家庭，從小由父母請來的多位教師自學成
長，優渥的生活讓她一輩子不需為生計煩惱。在她對暴力犯罪的調查產
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將其作為她一生的工作後，全心投入美國法醫制度
的建立。

法蘭西絲對於推進法醫學的執著，打從一開始就是場戰鬥。當時的美國，
對於非自然死亡的調查幾乎付之闕如，許多不明原因的死亡案件永遠無
人知曉真相。驗屍官和驗屍醫生通常是酬庸、油水十足的肥缺，死亡鑑
定領域腐敗不堪。法蘭西絲除了利用她高明的社交技巧和家族財富，全
方位推動醫學、警察、法律為組成鑑識科學的三大要素之外，最著名的
便是她以精湛工藝製作的十八座「死亡之謎微型研究」立體透視模型。
在美國因加入二次大戰，國內物資貧乏的時候，她不計金錢與時間成本，
讓這些微型死亡現場得以忠實呈現，成為培養鑑識人員最珍貴的教材。

直到晚年，法蘭西絲仍然站在哈佛醫學院鑲著木板的教室前面，對參加
研討會的年輕人講述發展中的法醫學領域。儘管在世時她經常被描繪為
喜歡做病態模型的有錢老奶奶，但她的同事及學生都知道她是位非常聰
明、嚴格的改革家和老師，儘管身為女性，她卻是推動以科學方法調查
意外死亡的改革家。

作者布魯斯．戈德法布目前任職於馬里蘭州法醫中心，他也是「死亡之
謎微型研究」模型的保管者。他以《18種微型死亡》帶讀者回到上個世
紀之交，結合歷史、科學和真實犯罪，講述一名女性永遠改變了法醫學
面貌的故事。

18種微型死亡：建立美國現代法醫制度的幕後推手與鮮為人
知的故事
布魯斯．戈德法布(Bruce Goldfarb)著 , 黃意然譯

785.28 / 4034 5234 / 2021 



隱形牢籠：監控世代下，誰有隱私、誰又有不受控的自由？
彼德．布隆 ( Peter Bloom)著 , 王曉伯 , 鍾玉玨譯

550.1654 / 4077 / 2021 

人們在過去10多年見證了一場數位智慧革命，但另一場革命也悄然無聲
地運作，透過手機和電腦發生的全球大規模監控行動正在進行，監控範
圍從過去的公共場所，滲透到每個人的隱私生活。在當今這段時期，真
正重要的不是「照顧自己」或是「認識自己」，而是「監控自己」。正
是在這種監控下，我們忽略了周遭更大的世界，也無力徹底形塑它，放
任無知潰爛與惡化。我們生活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我們作為勞動者、
消費者和公民的生活受到新科技的廣泛監控，但另一方面，大企業、金
融業和政府卻愈來愈難以受到監管和控制。這種科技和精密的監控文化，
究竟揭露了現代社會哪些深刻的層面？英國學者布隆調查關於監控的歷
史和影響，深度解析這種當代特有的弔詭現象。他認為，監控的實踐遠
比我們所想的更為普遍，有些是我們所熟悉的，有些則令人震驚。即使
只是一個普通的平凡公民，也比以往受到更廣泛嚴格的監控，然而與此
同時，全球最頂尖的菁英和上層階級卻仍和過去一樣，在社會和道德層
面享有不受控制的自由。布隆指出，要改變這種狀況，唯有使那些監控
我們生活的系統和科技得到管理，迫使它們能真正對每一個個別的人負
起責任，而非對企業或政府，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社會解放的終極目標。

如何改變一個人：華頓商學院教你消除抗拒心理，從心擁抱
改變
約拿．博格 (Jonah Berger)著 , 許恬寧譯

你上次想改變一個人，他就真的照辦，是什麼時候？每個人都有需要推
動改變的時刻：小至家長矯正小孩的行為、業務員改變顧客的心意……
大至LGBT爭取權益、英國脫歐等。然而，人類天生內建 5個引發反彈的
大魔王：反抗心理、敝帚自珍效應、距離、不確定性、佐證。遭遇這些
反擊，99%人的反應是推得更用力，以為只要堅持，終會皇天不負苦心
人，但這麼做往往只會啟動對方心中的那個叛逆青少年，開始為了反對
而反對。用錯方法，不僅會引起反彈、達不到效果，更糟的是會傷害彼
此的關係。

讓對方參與改變，他會更有動力讓改變成真。有史以來成效最佳的青少
年吸菸防治運動，並沒有大力鼓吹別抽菸。警告標語就像用蠻力推動改
變，只會招致反效果。勸人別喝酒，反而讓大學生豪飲；倡導抽菸有害
健康，反而讓人更躍躍欲試。這項吸菸防治運動只揭露業者如何透過媒
體讓抽菸看起來很酷，公司內部更奉行著「今日的青少年，明日的顧客」
宗旨，接著便讓吸菸者主導會議，決定自己要怎麼做。結果，青少年吸
菸率在兩年內減半。這，便是書中推動改變的方法之一：為對方留下決
定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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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怪物的人：韓國首位犯罪側寫師的連續殺人案追蹤紀實
權日勇 , 高納穆著 , 黃莞婷譯

本書描繪權日勇如何成為韓國第一位犯罪側寫師、並打造了屬於他的
犯罪側寫組、活躍於案發現場，克服既有慣性及刻板偏見，找出搜查
關鍵線索。在社會大眾還對「犯罪側寫」感到陌生的時代，他已日夜
奔波現場，燒腦鬥智，只為深入連續殺人犯心裡的黑暗房間。2001年
四歲小女孩智妍的分屍案；2003年的柳永哲殺人案（後被改編為電影
《追擊者》；2006年殺害13名女性的鄭南奎殺人案，韓國也因此正式
成立犯罪側寫小組；2009年震撼韓國社會的反社會人格的連續殺人犯
姜浩順……究竟什麼樣的人會犯下這等行為？透過本書，讀者能踏入犯
罪者毫無出口的黑暗心靈，一窺犯罪側寫的世界。「從此以後，我的
生活都離不開這種怪物了。」

在這個地方，天天有著因夢而觸發的祕密，以及感動人心的點滴。各
樣夢境應有盡有的「達樂古特夢境百貨」─「睡著後才能入場喔！」

客人們入睡後，進入了最受歡迎的「達樂古特夢境百貨」，挑選陳列
在眼前的各色夢境：想再次相見的人、期待前往的地方、害怕又想突
破的事物，以及超乎想像、上天下海的瑰麗夢境……每一層樓都提供別
出心裁的夢。這棟五層樓的百貨門庭若市，有睡長覺的客人，也有短
暫睡個午覺的人類和動物。

新人佩妮通過了與達樂古特本人進行的一對一面試，來到夢境百貨上
班，準備好好推銷各個傳奇製夢師所設計的夢。然而，當她好不容易
稍稍搞懂測量睡意的「眼皮秤」、從「夢境滿意度」轉換的支付系統
等細節後，竟然惹下大禍──最貴的夢境費用從她手上被偷走了……眼
看工作即將不保，她該如何化解困境？在這神祕的夢境百貨，在清醒
與睡夢的邊界，她又將遇見什麼樣的人，以及他們心中渴求已久的夢？

在今日與明日的縫隙、在意識模糊之間存在的夢境，
到底要怎麼販售？夢境的價值怎麼估計？
內心的渴望、遺憾、恐懼，能在夢裡得到回應？
期盼前往的地點、自由奔放無拘無束的夢境，真的能訂做？

夢境百貨，全年無休，日日備妥好夢，
等候您的大駕光臨。──店主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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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光臨夢境百貨：您所訂購的夢已銷售一空
李美芮(이미예)著 , 林芳如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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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俊昊，上層與下層的背後：從《寄生上流》到《綁架門口
狗》，20年與創造奉式風格的每個瞬間
李東振著 , 黃菀婷 , 楊筑鈞譯

身為藝術片導演，為何奉俊昊的作品可以屢破南韓票房紀錄，擄獲南
韓廣大觀眾20年？藝術成就與電影娛樂性不相衝突的奉式成功祕訣何
在？循著奉俊昊鐘愛的垂直動線，從《寄生上流》向下探源，挖掘在
其充滿娛樂性的類型片外衣之下，令觀眾又笑又哭的「奉式電影社會
學」從近年的《寄生上流》、《玉子》、《末日列車》，到早年的
《非常母親》、《駭人怪物》、《殺人回憶》、《綁架門口狗》，讓
韓國影評人第一把交椅 李東振為你破解奉俊昊如何一次又一次以強敘
事、重構圖的奉式風格，帶領觀眾一起踏上這條以電影為媒介的社會
與人性探索之路。

李珍淑女士在取得心理學、社會學博士後，於35歲錄取韓國第一屆的
犯罪側寫分析官，成為了韓國第一位女性犯罪側寫師。不僅如此，她
同時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般人或許難以想像，在韓國如此重視男
主外女主內的社會，一位身兼母職的女性竟能長時間擔任這麼高風險
的職務。但，誰說身為女性就做不到呢？如今她已是擁有15年經歷的
資深側寫師，亦參與了許多韓國的重大刑案分析。她的溫柔，正是開
啟犯人心門的那把鑰匙；擅長傾聽，使她得以從兇手的證詞與證物的
矛盾中找出真相。

本書作者李珍淑女士將帶領讀者認識「犯罪側寫師」一職，透過真實
案例故事分享她面談犯人的過程中，曾遇過哪些挫折，以及側寫師須
具備的能力和特質；辦案時應觀察哪些細節，進而抽絲剝繭、最後找
出兇手。另一方面，除了少數天生的惡魔之外，李珍淑認為，近期犯
罪動機不明或隨機傷人案件的根本原因，來自於家庭的破碎和孤獨，
並吐露了對於凶嫌與社會問題的心聲。今後她也為了達成「不再留下
任何懸案、還給無辜的受害者公道」的目標，持續埋首於案發現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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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也要去見殺人犯：韓國犯罪側寫師眼中的人性故事
李珍淑著 , 龔苡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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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犯罪：資安戰爭開打！從心理測驗、交友軟體、廣
告信&假新聞到選舉操控，駭客如何入侵你的真實生活
蘇．布萊克(Sue Black)著 , 陳岳辰譯

英國科技報導記者傑夫．懷特透過本書，娓娓道來駭客不可思議的發
展歷程。早從1970年代嬉皮科技社群的濫觴、在東歐集團的殘壁斷垣
中茁壯成長，到如今的發達成熟，形成了網路世界最具威脅性的摧毀
力量。透過本書，將帶你一窺真實世界中的網路犯罪行動如何運作，
作者親自採訪最具代表性的駭客入侵事件幕後要角，透露高科技騙子
如何運用縝密策略入侵我們的線上生活、竊取財富與機密，而這些伎
倆又如何被民族國家利用來瞄準人民、影響選舉，甚至準備發動網路
戰爭。從「匿名者」（Anonymous）到「暗網」（Dark Web），從
Ashley Madison個資遭駭到選舉舞弊，本書是一部令人戰慄、頭暈目
眩的作品，除了向讀者展示了駭客歷史的前世今生、駭客技術的未來，
還有面對駭客技術我們自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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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骨檔案：法醫人類學家的鑑識筆記，解開隱藏在屍骸中的
死亡密碼
蘇．布萊克(Sue Black)著 , 陳岳辰譯

屍體經過支解、焚燒或是自然腐化之後，只剩下骸骨記錄著死者在生
命終點前的遭遇！骨骼是我們人生的沉默目擊者。我們的故事全被刻
在骨頭裡。顱骨藏有性別、年齡、種族的訊息；脊椎告訴我們死者患
過什麼疾病、受過什麼傷；背部中刀中彈會在肩胛留下傷痕，球棒、
鐵管之類鈍器會造成骨折；手骨腳骨能判斷身高體型……

享譽全球的法醫人類學家蘇‧布萊克以多年研究與豐富經驗為本，向我
們展示從頭顱到腳底，途中經過臉、脊椎、胸腔、雙臂雙手、骨盆與
雙腿，人身上的每個部位都有故事可說，不論犯罪性、歷史性，甚至
遠超乎一般想像的情節。

本書以解剖學與法醫人類學角度進行觀察說明，透過科學手段重現死
者生前的遭遇，協助犯罪偵查與釐清死亡疑點。作者以細膩感性與悲
憫之情，為我們還原數十起比電影小說更曲折離奇的案例。

為了找到答案，作者珍妮•克利曼採訪了性愛機器人、大啖實驗室培養
出的人造雞塊、看著胚胎在替代子宮的塑料袋中發育成長，還參與了
學習自殺的特殊「研習會」。克利曼採訪的人表示，他們在為種種定
義和限制人類行為的問題尋找解決方案。但是真正激勵他們的動機是
什麼？是什麼樣的人畢生致力於建造死亡機器？什麼樣的顧客迫切想
購買人工智能的性玩偶？他們為什麼會有這麽迫切的需求？這一類的
發明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什麼樣意想不到的後果？誰又在為制止這些進
步而戰呢？

在本書中，作者帶領我們踏入改變「人之所以為人」的世界，作者著
眼於人類生命經歷的四個核心領域：出生、食物、性和死亡，她探訪
了那些正在推動某些令人驚奇（同時令人擔憂）的創新者。從人工子
宮培育胚胎到實驗室生產人造肉，從能進行禮貌對話的性愛機器人，
到能夠自主的死亡來結束生命，我們的生存和死亡正處於地震般劇烈
的變化。我們從搖籃到墳墓的生命歷程，涉及越來越多的技術發展、
越來越少的人類互動，讓人不禁懷疑及審思，這些進步的技術是否有
可能奪走我們的人性。這不是一本科幻小說，本書所談的一切，都不
是未來可能發生的事，而是正在發生的事！取代上帝，改變人之所以
為人的世界，我們變得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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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惡的距離：AI性愛伴侶．人造肉．人造子宮．自主死
亡，它如何改變人性和道德，影響現在和未來的我們
珍妮‧克利曼(Jenny Kleeman)著 , 詹蕎語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