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落之山
奧古斯丁．馬丁尼茲 (Agustín Martínez)著 , 葉淑吟譯

兩個女孩同時遭綁架，五年之後，僅一人逃出來，但是「他」好像還在
監視著一切，讓她恐懼說出真相……

與世隔絕的庇里牛斯山腳下，一對好朋友安娜與露西亞遭人綁架，自此
人間蒸發。五年後，在一起車禍事故中，失蹤多年的安娜再度現身。

當場喪命的男性駕駛曾非法持有兒童色情照片，車禍中倖存的安娜卻說
他不是綁架犯，又說自己其實不曾看過綁架犯的臉。探長山迪亞哥和副
探長莎拉從總部遠道而來，支援當地警員，卻也難以突破，因為安娜明
明獲救，卻一直不敢吐露線索，讓人不禁懷疑，犯人難道就在他們身邊，
導致安娜擺脫不了恐懼？從安娜口中被囚小屋外白楊木樹葉的聲響，以
及車禍時收音機正在播放的歌曲，警探展開推理，終於奇蹟似地找到曾
經囚禁安娜的小屋正確位址，趕到現場時，卻看見小屋已經燒成灰燼。

警探們持續明查暗訪，卻一再引發駭人的案外案。原來，表面和樂融融
的村民各自有不欲為人知的陰暗面。他們為了守護自己的祕密，不惜隱
瞞案發當天的行蹤、私藏線索，甚至交出偽證……五年前，警方被嚴重誤
導，探長誓言決不讓此事重演。然而，安娜持續對真相噤聲，村民冷眼
旁觀，自私與膽怯讓小村莊形同人間煉獄。當試圖阻止調查前進的威脅
逼近，莎拉的不安也逐漸加深。在這法律無法觸及的偏遠地帶，小村有
自己運作的規矩──

不 容 違 背。

倖存之家
安．派契特(Ann Patchett)著 , 李靜宜譯

我們的童年如同一場火災，屋裡有四個孩子，卻只有兩個逃了出去──

華美張揚的荷蘭大宅，是梅芙與丹尼童年的家，是媽媽拋下他們，爸爸
組成新家庭，任憑他們陷入命運風暴的起點。

在丹尼的印象裡，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聰慧犀利又自信的姊姊，梅芙。這
份不可動搖的緊密連結，在他倆被逐出家門後，成了更深厚的羈絆。雖
然，他們逐漸甩脫困局，堅強自立起來，但傷痛如影隨形，而那些講述
不下千萬次的昔日往事，即便笑罵順口，實則是緊掐咽喉的爪，鉤住了
過去，嵌入了內心，無人能安慰撫平。他們只能一再重返荷蘭大宅，來
到童年家屋外，遠遠看著那座房子，好像一切都還存在裡頭，好像噩夢
不是人生的標配。

直到，意想不到的人物出現，直到，重聚舊日家宅裡，在揭露一切與對
質中，兩人緊密的關係面臨前所未有的試探……

878.57/717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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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室熱門新進館藏



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薩謬爾．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 , 黃裕美譯

西方常說，應該提倡民主，但不能讓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掌權；
伊朗和伊拉克應該接受禁止核子擴散條約，但以色列不必；
自由貿易是經濟成長的萬靈丹，但農業不行……

【文明是問題也是解方】

自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杭亭頓教授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期刊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後，引起全球性的爭論，成為後冷戰時
代最熱門的話題。他根據原先的論點，更進一步深入探索各項爭議，而
發展成系統性的完整論著。在原先的文章中，他問道，文明之間的衝突
是否將主導未來世界的政治？在本書中，他回答，不僅文明的衝突是世
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且建基於不同文明的新國際秩序也是避免戰爭的
最佳安全保障。

【理論是預言也是事實】

在後冷戰的時代，人與人之間的區別不再是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是文化，
各地區的文明越來越以祖先、語言、宗教和習俗界定自己的身分。全球
政治正在沿著文化的界線進行重組，以新的組合與衝突模式取代冷戰時
期的方式。目前最紛擾的地區都是位在文明的「斷層線」上，如波士尼
亞、車臣、高加索地區、中亞、喀什米爾、中東、西藏、斯里蘭卡、蘇
丹等，這二十多年來紛起的國際衝突在在應證了杭亭頓的觀點。

【國際關係的經典著作】

文明衝突論為真？誰對，誰錯？學術上，這恐怕永遠會是無解之題；現
實中，歷史依然在前進中探索。杭亭頓在書中，對世紀之交的各種推動
力量提供了深刻而有力的分析，處處充滿洞見。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認為本書是「冷戰結束以來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也是「大膽，想像力豐富，並具有挑戰性的見解，對國際事務帶來革命
性的看法」。在經過了時間的淬鍊，《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已
成為探討國際關係、國際政治情勢的經典著作。

712.8/4005/2020

絕對省事！一本在手，不用叫師傅，自己學居家修繕
西澤正和監修 , 彭春美譯

●詳細圖解步驟說明，讀者可拿著書實際操作，照表操課。
●監修者西澤正和帶著豐富的實務經驗前來傾囊相授。他除了是一間木
藝公司（WOOD HOUSE）的董事之外，也是日本Do It Yourself協會的
資深顧問。同時擁有多張執照，也在各個媒體平臺傳授DIY方法。
●在家遇得到的問題，這本統統教：牆壁、地板、粉刷、門窗、水材甚
至腳踏車，都教了！
●簡明扼要，只挑重點講，不只是裝修教科書，而是一本居家維修手冊，
與雜誌大小相仿，讀來沒負擔。
●自己買料件，免除被水電師傅綁架。進入特力屋、Homebox、Ikea不
再茫然。最適合、美觀又經濟的料件，只有自己懂。

422.9/1312/2020



末日：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
的啟示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 , 盧靜 , 廖珮杏 , 劉維人譯

COVID-19．黑死病．311大地震．車諾比核災．世界大戰．金融危
機…當災難降臨時，為何有的社會應對較好，有的卻是一團糟？決定
災難大小的關鍵，竟然是政治！

人類的歷史有多久，災難的列表就有多長。大部分災難都難以預測，
少數還會帶來末日般的嚴重後果，例如世界大戰、華爾街崩盤或福島
核災，以及從2019年開始席捲全球的COVID-19疫情大流行。

災難無常，但我們並非完全無能為力。災難暴露了社會既有的弱點，
反映了政治制度的缺陷。每一場災難，其實都是人類能否化危機為轉
機的考驗。

要理解眼前的災難，就得以歷來災難為師。從地質災難到地緣政治災
難，從生物災難到科技災難，本書追溯各種末日浩劫的前因後果，既
檢視人類社會應對災難的歷史，也分析政治領導者、官僚體系與社會
網絡，如何影響災難的嚴重程度。

尼爾．弗格森展現跨學科書寫的天賦，結合經濟學、歷史學、管理學、
反烏托邦文學、網絡與傳播理論，細數人類歷史上曾經面對過的末日
威脅，並從前人的成敗經驗找出應對之道。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下
一場災難來臨前，打造更堅韌的抗災社會。

破除社會對災難的迷思與盲點，從古今浩劫中找出最關鍵的歷史教訓：
◎災難為何難以預測？災難像景氣一樣循環？災難具有共通點或固定
模式嗎？
◎天災為何一再變人禍？社群網路、政治決策如何影響災難規模？
◎誰該為災難負起最大責任？是政治領袖、第一線基層，還是官僚機
構？
◎下一場災難可能是什麼？瘟疫、戰爭、大崩盤、氣候變遷，哪個會
先找上門？

711/5544/2021

收納要輕鬆，就要做對裝潢：做好空間規劃、櫃設計，收納
一次到位
漂亮家居編輯部著

學不會斷捨離沒關係，做對收納規劃就對了！
7大空間場域，匯整超過150個最好用的收納設計，有裝潢需要的你一定
要看。櫃子是否好用，關鍵不在「大小尺寸」，而是「善用空間格局+五
金配件」創造收納！真實生活中，每個人都脫離不了有鞋子要收、雜貨
控愛買餐盤，或者是一堆衣服怎麼收都覺得好亂，有些衣服摺了又會皺，
在寸土寸金的都市，唯有在裝潢時就規劃好收納，再加上省力收納絕技，
居家收納才能一次到位！
整合「空間規劃祕訣」、「好用櫃子設計」層面，蒐羅250個涵蓋玄關、
客廳、餐廚、臥房到浴室的收納櫃設計，根據物品出沒地點規劃到位收
納，深入剖析櫃子的型式、尺寸、材質、五金配件，以及各種物件的超
省時收納絕技，居家收納就成功99%，剩下的1%，才是管好你自己。

422.5 / 3037 / 2021



提問的設計：運用引導學，找出對的課題，開啟有意義的對
話
安齋勇樹（Aazai Yuki） , 塩瀨隆之（Shiose Takayuki）著 , 李欣怡 , 
周芷羽譯

引導學從1980年代從美國開始發展，是一種橫跨溝通對話、啟動思考
和帶人領導的專業能力，廣泛使用於會議、工作坊（Workshop）和
建立團隊（Team Building）等等情境。其中的控場者稱為引導者
（Facilitator），能夠激發個人潛力、形成團隊共識，以更有效率的方
式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進而促成改變。

本書作者安齋勇樹和塩瀨隆之擁有豐富的工作坊帶領經驗，服務對象
從企業、非營利組織，到社區、教育團體。他們發現，身在組織的人
們，對於所屬團體常有「沒人提出好點子」、「沒有團隊精神」的無
力感，這種無力感一旦蔓延，往往造成無法發現真正的課題並加以解
決，導致個人和團體停滯成長。

作者認為，這個現象並不是團隊成員或領導者無能，而是沒有做好
「問對問題」的「提問設計」。如果沒有善用引導學設計提問，就無
法發現並解決真正的課題，即使舉辦再多工作坊、用再多的引導學技
巧都沒有用。

團隊或組織的成功關鍵，在於能否打破既定觀念、發現問題的本質。
作者認為，關鍵在於正確設計「提問」和「對話」，讓每一位參與者
都能將設定的課題當成自己的事。他們將如何以引導學設計提問、帶
領工作坊的技巧和思考，都寫在這本書，有助於我們激發個人潛力、
形成團隊共識，應用在組織轉型、商品開發、學校教育、地方創生等
等領域。

想要激發個人潛力、促使團體改變、加速組織轉型的讀者，務必閱讀
這本書！

494.35 / 3014 / 2022

沉默的十字架
費歐娜‧巴頓 (Fiona Barton)著 , 吳宗璘譯

你可以掩蓋內情，但沒有辦法隱藏真相……倫敦郊區正在拆除老屋，有名
工人意外發現一具迷你骨骸，已經被埋屍了數十年之久。記者凱特．華特
茲試著拼湊出所有線索，為報社寫出報導，卻仍有諸多疑團待解：嬰屍的
真實身分究竟是？

《晚旗報》的新聞標題「尋獲嬰屍」，揭露出數十年前的慘案。大部分讀
者的目光不會多看一眼，但是對於那三個互不相識的陌生人來說，卻完全
無法拋諸腦後。對安琪拉來說，這提醒了她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慘劇；
就凱特的記者觀點，這是挖掘真相的第一條線索；對另一個女人而言，她
最暗黑的秘密很可能因此被揭發……

873.57 / 7751 / 2021



室內軟裝師養成術：不需花大錢動工裝潢, 靠燈光、家飾、
油漆、家具改變空間的美學佈置心法
李佩芳(Carol Li)著

第一本軟裝師養成實戰書獻給對軟裝有興趣，甚至夢想以此為志業的初
學者深入頗析居家軟裝佈置技巧，以日常習慣為基礎，利用色彩、質感、
家飾品配置，重新詮釋美好品味生活感。「軟裝」究竟是什麼？跟室內
設計有何不同？居家空間難道真的需要軟裝嗎？Carol從最基本的軟裝觀
念分享，帶你深入了解軟裝不只是能夠美化空間的幫手，也具備打造實
用生活場域的功能。藉由軟裝佈置與裝飾，不但能夠提升自己創造力與
美感，也打造出屬於自我風格的居家空間。軟裝基本觀念──軟裝師=布
置師=風格師？帶領讀者從最基礎的正確軟裝觀念入門，了解國內外現今
流行趨勢，也明確釐清與室內設計不同之處，以及軟裝優勢與適用範圍。
風格手法──如何探索自己喜愛的風格？與家人偏好的風格不同時如何解
套？你想知道的，本書都有建議方式。藉由解析熱門風格了解各項軟裝
構成元素和設計重點，如北歐風、無印風、工業風、極簡風等等，讓讀
者能夠進一步了解自己理想居家類型。配色與陳列擺飾

422.3 / 4024 / 2021

風格師給你居家空間布置85法則：6大經典風格＋8大明星
級軟件，教你選對物，找出規劃關鍵，搭出對味的家
王雅文作

擁有這本書，就像把風格師帶在身邊

完成了裝修，卻怎樣都少一味？原來關鍵就在於布置與軟件。

不需要花大錢，只需要有好概念！是室內設計師，同時也是風格設計師
的作者，透過簡潔扼要的法則說明，讓大家可以了解不同風格要如何正
確組搭，才不會走鐘。

全書從北歐、工業、輕奢、現代、新美式、日系，元素、色彩、造型、
比例、尺寸，幫你拆解剖析，深入說明，讓腦中的風格樣貌不再似是而
非。此外，也協助你一次弄懂家具、燈具、櫃子、抱枕、地毯、畫
作……8大明星軟件的特質與交錯搭配法則。書中還以實際案例步步詳解，
透過完整思考過程，看空間如何形塑成功。

422.5 / 1070 / 2021

正念減壓的訓練：風行全球，哈佛醫學院、Google、麥肯錫、
蘋果都在用
陳德中著

醫學界用正念幫助病人改善：慢性疼痛、焦慮、憂鬱、睡眠障礙，並增
強免疫系統。
企業界用正念幫助員工提升：專注力、情緒管理能力、復原力、創造力、
領導力與人際溝通能力。
教育界用正念幫助學生增強：學習效率與情緒平衡，並可優化大腦。
你，也能用正念改善健康、工作與家庭生活！192.1 / 7525 / 2017



台中私房小旅行：在地導遊深度攻略！跟著捷運輕鬆遊，人
氣景點X絕品美食X藝文散策，半日&一日這樣玩就對了！
克里斯‧李[作]

★跟著達人玩不一樣！休日大滿足玩樂景點、完美路線全提案！

從古蹟文青旅行到傳統市場、創始老店朝聖到特有小吃、博物館巡禮到
夜市…走踏最迷人的巷弄新風景！
彩虹眷村賞彩繪、無人商店買好物、懷舊古街聽戲曲；圓滿戶外劇場看
表演、勤美誠品綠園道散策、造訪世界最美書店；宮原眼科、第四信用
合作社超飽食；創意園區逛展覽、立體龍貓公車站有童趣！全台最好逛
的夜市、台灣最美傳統市場、超強美食文化拼圖都在這！

733.9/51 / 4046 / 2021

台北最好玩：Muying帶路深度遊台北：4大主題╳30條路線
╳199個景點
李慕盈作 , 賴雅琦繪

台北，你想怎麼玩？是鑽進飛機巷近距離觀看飛機起降、沿著深奧鐵道
騎腳踏車健行、走入寶藏巖聚落體驗藝術與人文的共生、在西門紅樓喝
喝咖啡、跳跳舞、穿梭於大安巷弄之中嘗遍傳統美食、或是到訪紀州庵
文學森林，聽一場文學講座呢？從這一區到那一區，無論文青派、潮流
派或旅遊派，都能在此找到專屬你的台北方程式！

733.9/2 / 4041 / 2021

達人滿分，週休二日帶你輕鬆走跳宜花東
滿分著

你心目中的東臺灣是怎麼樣的呢？翻開書，尋找東臺灣的旅行新觀點！

想在臺灣渡假旅行，第一站去哪玩？宜蘭、花蓮、臺東是被公認最有出
國渡假感受的城市
好山好水好無聊的淺見形容，本書絕對打破你的刻板印象
通往東臺東的海岸公路上，沿途美麗的海岸線，四季都有不同的山水風
光
群山峻嶺，沒有親自走過，怎能知道山海交界的震撼
大自然神奇的天然廚房，沒有嚐試烹飪，怎會知道地熱的溫泉蛋原來這
麼美味

一期一會的臺東國際熱氣球嘉年華，沒有親自看過，怎能感受百萬人同
時驚呼，身為國人的驕傲

跟著旅遊達人滿分，利用週休二日飆玩宜花東，每個景點都是最美背景
版
相機充好電，每處都要拍N百張才過癮

733.6 / 3480 / 2021



有鍋就能煮：「噗醬老師」搶鏡頭監製，煎鍋、湯鍋、氣
炸鍋…八鍋大絕招，100%保證完食
嘖嘖料理手帳zeze著

跟著嘖嘖學，有鍋就能煮一桌！煎鍋、湯鍋、氣炸鍋……八鍋大絕招，
100%保證完食！「煎鍋、深炒鍋、電鍋、電子鍋、蒸爐、湯鍋、壓
力鍋、氣炸鍋」一只要有鍋就能煮。「分鍋具、懂調味、熬高湯、調
醬料、練刀工」一料理活從此一把罩。「省事、無油煙、縮時」一學
會華麗大絕招。料理真的一點都不難！噗醬監製，嘖嘖掌廚，保證讓
你一
【料理活大升級】
「懂調味」柴米油鹽大家都了解，那味醂、鹽麴、伍斯特醬、韓式辣
醬、麵味露讓料理滋味再升級，你可不能不知道。
「熬高湯」了解各種熬湯底料的特性，煮出數種基礎私房湯頭真的很
簡單。
「調醬料」勾出料理隱味，提升美味層次。冰箱必備、絕對要會的九
種醬料！還不快快學起來！
「分鍋具」平底煎鍋、深炒鍋、湯鍋、壓力鍋、電鍋、蒸爐、電子鍋、
烤箱和氣炸鍋…有塗層？無塗層？一次搞懂各種鍋，分個清楚不再傻
乎乎。
「練刀工」刀工是料理的基本，但刀要怎麼握才不會切到自已？切片、
切丁、切絲、半月形該怎麼切？片刀、蝴蝶刀又是什麼？超清楚圖解
教學，讓你一看就會。
【各種美食我都行】
「開瓦斯煮起來」厚切牛排丼飯、激厚馬鈴薯煎餅、照燒豬肉捲、鐵
板胡椒骰子牛、番茄肉燥、漂浮蒸蛋烏龍、雪濃蒜頭雞湯、胡麻風雞
肉關東煮、日劇的咖哩麵包、唐揚章魚腳、雞肉豆腐卷…
「無油煙一樣出好菜」香菇雞肉蒸飯、羽衣鮭魚飯糰、日式牡蠣炊飯、
檸汁椒鹽雞胸、夜市風脆皮馬鈴薯、虱目魚幽庵燒…
「沒有鍋，料理一樣端上桌」簡易泡菜、日式漬蘿蔔、客家油蔥豆芽、
糖漬小黃瓜、味噌溏心蛋、醋漬蘿蔔絲。

427.1 / 6691 / 2022

療癒身心的書目療法：在對的時間讀到對的書，透過7個選
書練習，釋放每個過度努力的你！
寺田真理子著 , 黃詩婷譯

你有多久沒有好好「閱讀」了呢？是否曾經因為讀了書而覺得鬆了口
氣、或者心情上變得輕鬆呢？曾一而再、再而三閱讀某本喜歡的繪本
或小說？曾看了某本漫畫，因主角的挑戰而充滿勇氣？閱讀帶來的影
響力及療癒力，其實遠遠超過圖書本身，而你早就親身體驗過閱讀的
驚人效果！不妨放下無意識的滑手機和網路瀏覽重新與「閱讀」相遇，
讓它成為支撐你人生的方法。418.989 / 4641 / 2021



176.5 / 4440 / 2022

每一天愛自己：世界最知名身心靈出版社創辦人露易絲‧賀
366篇療癒經典收錄
露易絲．賀(Louise L. Hay)著 , 謝佳真譯

露易絲．賀是深刻的心靈實踐勇者，歷經被繼父虐待、被鄰居強暴、高
中輟學、未婚生女、低薪勞役、婚姻失敗、罹患癌症等種種嚴苛、痛苦
的生命考驗，以自我療癒創造生命奇蹟，打造全世界最具指標性的身心
靈出版王國。她的親身經歷證實，我們可以透過想法，徹底療癒並改變
自己的人生！

人生不論是好是壞，都是我們自己一手主導及促成的，因此改變人生的
那把鑰匙也握在我們手上。我們每一天所說的話、所想的念頭，絕對不
是無足輕重的，而是會招引來並創造每一天的體驗及境遇。

這部《每一天愛自己》是為了向露易絲的一生致敬，集結了她精彩作品
中最發人深省的教導。透過三百六十六則精華文摘，讀者能在每一天都
運用露易絲的智慧，建立對生命的愛與信任。

Insta-Brain拯救手機腦：每天5分鐘，終結數位焦慮，找回
快樂與專注力
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著 , 葉小燕譯

418.98/4680/2021

為什麼比爾蓋茲不給小孩用手機、賈伯斯不讓孩子碰iPad？注意力喪失
的時代，你不得不面對的手機依存問題！你一天花多少時間在手機、電
腦螢幕上？為什麼社群媒體這麼方便，卻能免費使用？為什麼越來越多
高科技名人，禁止家中的孩童使用3C產品？我們面對的現實是：
•人們一天平均碰手機2600次，每天平均盯著手機4小時。
•手機沒有讓人類升級為2.0版，反而降級成為0.5版。
•光是把手機放在身邊，學習效果、記憶力和專注力就會變差。
•社群媒體具有煽動腦部獎勵中樞的機制，APP是採用能使腦部釋放快樂
物質的「報酬系」機制而開發的。
•開發出臉書「讚」功能的人表示，網路成癮的危險性跟海洛因有得拚。
•你花費了大把時光漫遊網際，也讓大企業厚實了營收。

教育大國瑞典帶給全世界的震撼之作！瑞典國民心理學家最新的腦科學
研究！世界級暢銷書，帶你看清真相、找回身心優勢！

安德斯・韓森在本書中分享獨到見解和客觀證據，讓我們明白人類的腦
袋其實無法適應快速變動的科技，因此我們的壓力指數飛天、睡眠品質
低劣、再也無法專心，各類假訊息傳染病、數位忌妒、注意力殘留、自
戀流行病……層出不窮，而憂鬱和焦慮等症狀更成為跨國的通病。面對
這些衝擊和影響，韓森發出了諸多提醒與具體的因應之道，是每個現代
人必讀的重要著作。



一級玩家
恩斯特．克萊恩 (Ernest Cline)著 , 郭寶蓮譯

二〇四〇年，全球大部分的人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登入「綠洲」。

經濟大蕭條，能源嚴重枯竭，各地災荒四起。為逃避這一切，有史以
來規模最大的虛擬實境遊戲漸漸取代了現實生活，無一不備的「綠洲」
名副其實地成為人們身心的烏托邦。

有一天，所有玩家都收到「綠洲」創造者哈勒代的死訊。這位全球首
富在遺囑中宣布：勇奪「程式彩蛋尋寶競賽」冠軍的人，就可以繼承
他兩千四百億美金的遺產。這場全球性的競賽規則很簡單：只要在遊
戲中找到三把鑰匙，打開三道門，率先尋獲哈勒代的「程式彩蛋」，
就能奪冠。「綠洲」裡有數千個星球和城市，所有人都知道三把鑰匙
就在某個角落，卻始終沒有人找到過。
五年後，一向討厭現實生活的孤兒韋德，從哈勒代的遺囑看到了希望。
他因緣際會找到第一把鑰匙，一夜間成了人氣獵蛋客。哈勒代的敵對
廠商卻在此時找上門，試圖藉韋德之力來控制「綠洲」。虛擬世界的
戰爭逐漸延伸到現實世界，在這場險惡的爭奪戰中，為了保命，他必
須一路領先……

874.57 / 4046 / 2022

二級玩家
恩斯特．克萊恩 (Ernest Cline)著 , 黃鴻硯譯

「身分認證成功！歡迎來到綠洲！」如果再也無法分辨真實與虛擬，
有如天堂般的感官享受，是否也可能逐步把我們逼入地獄？

韋德贏得「綠洲」創始人哈勒代的比賽後，獲得巨額財富，成為「綠
洲」新一代繼承人。就在韋德漸漸與夥伴疏遠，也對生活感到茫然之
際，他意外發現哈勒代留下的一項全新科技ONI，直接與用戶大腦連
接後，能以近乎真實的感官知覺體驗「綠洲」裡的一切活動。這項科
技一經發布立即引起風潮，為韋德賺進大把鈔票。沒想到當ONI在線
使用者達到7,777,777人，哈勒代沉寂已久的網站竟又出現了新的謎語，
暗示所有玩家去尋找「賽蓮靈魂」的七個碎片，神祕的是，這次任務
的獎賞竟無人知曉。

就在此時，「綠洲」的另一位創建者莫洛遭到強大人工智慧綁架。韋
德一行人這才發現，人工智慧竟已經與越獄的邪惡「六數人」領袖索
倫托搭上線！他們被迫在有限的時間內解開謎題，找齊七個碎片，否
則人工智慧就會駭入ONI科技，破壞玩家的大腦，讓「綠洲」線上的
五億用戶一起陪葬……面對更複雜的謎題、更強大的敵人，韋德與夥伴
再度攜手合作，他們能不能克服眼前的挑戰呢？

最後一個任務：請拯救五億條人命。準備好登入了嗎？
倒數計時，三﹑二、一……遊戲再度開始！

874.57 / 4046 / 2022



觀光旅遊英語通
王琳詔總編輯 , LiveABC英語教學集團作

805.188 / 1010 / 2020

編輯有話要說！接下來就讓編輯來告訴你，為何要買這本書！

擁有良好的學習工具是啟發學習英語之動力的重要條件，不但內容要
生動活潑，學習方式更要能與環境結合，讓學習者能從各種使用情境
中輕鬆學習、琅琅上口，就像學母語一樣自然。畢竟出國遊玩可說是
一個人最需要運用英語的時候了。正因如此，此書多年來一直深受讀
者喜愛。如今，我們在推出電腦互動學習軟體下載版的同時也仔細審
閱、修訂全書，除了刪除過時的內容，也與時俱進地加入符合現代旅
人需求的新內容。

英語模擬城市生活必學英語會話
王琳詔總編輯 , LiveABC英語教學集團作

805.188 / 1010 / 2020

本書主打特點：模擬生活實境，在家就能學英語！

語言要能真正活用，首先就是這些字彙或對話要能看得到、用得到。
因此，本書精選日常生活常見的十二個場景，包含機場、廣場、麵包
店、牙醫診所、健身房、家裡、餐廳、超市、文具店、便利商店、教
室、圖書館，透過這些場景認識學習生活中經常接觸的字彙，並且設
計情境對話和口說練習，循序漸進，一步一步掌握英語這個語言的各
個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