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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以太奇襲：一位19歲天才，一場數位與金融革命
作者：卡蜜拉．盧索(Camila Russo)著 , 洪慧芳譯

曾多次造訪港台、人稱「V神」的以太坊創始人布特林（Vitalik
Buterin），是一位天才兒童。自從接觸了比特幣，就對區塊鏈深深著迷。
才19歲的他，乾脆放棄念大學跑去創業，成立「以太坊」，並催生了
「以太幣」。今天，以太坊是全球最重要的加密技術平台，以太幣成了
全球市占率高居第二（僅次於比特幣）的加密數位貨幣，布特林也晉身
人人羨慕的億萬富豪，在台灣與亞洲科技圈更有「V神」封號。布特林
何許人？為什麼被封「神」？以太坊是什麼？以太幣跟比特幣有何不同？
有多厲害？

《以太奇襲》是個引人入勝的真實故事，由資深《彭博》新聞社記者、
加密貨幣專家卡蜜拉．盧索深入調查採訪完成，書中揭露布特林的天才
巧思、創業初期的混亂、一路走來的驚人創新，以及狂飆與狂熱所必然
衍生的後果，翔實記錄了布特林所號召的這群無政府主義科技嬉皮團隊，
如何投身這趟商業冒險，其中有人變成百萬富翁，也有人成了罪犯。故
事中，有華爾街的虎視眈眈、投機客的貪婪炒作、全球政府的監管與施
壓……

若想認識區塊鏈，對加密貨幣感到好奇，想看看一群年輕的電腦怪傑如
何從寫程式到翻轉世界，正如經濟學家泰勒‧柯文說：「讀這本書就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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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146 / 2140 / 2021

書名：區塊鏈革命：比特幣技術如何影響貨幣、商業和世界運作
作者：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 , 亞力士．泰普史考特
(Alex Tapscott)著 , 陳以禮 , 李芳齡譯

有沒有一項技術，可以解決像這樣機會不均、過程不透明、中介機構過多
的類似問題，帶給人們更便利的生活，實現更公平的財富分配與社會正義？
全球50大管理思想家唐．泰普史考特說：「有，那就是區塊鏈。」第一代
數位革命帶給我們資訊豐富的網際網路，以區塊鏈技術為基礎的第二代數
位革命，則帶給我們充滿價值的網際網路。區塊鏈是一種精簡的革命性協
定，兼顧了匿名與資訊安全。這項科技不但催生含比特幣在內的多種數位
貨幣，發展潛力更是不容小覷，幾乎可以完整記載人類所有的價值活動，
例如從出生到死亡的保險理賠，甚至每一次的投票行為。全球最重要的金
融業者，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瑞士信貸等，都成立專責機構，研究如何
運用區塊鏈來加快交易流程，並提高交易的安全性。這項技術公開、加密
性強、可讓所有人運用的科技，將會扭轉全世界商業行為，甚至是一切人
類行為。數位經濟之父唐．泰普史考特長年精準引介下一波大趨勢，這次
他與身為區塊鏈專家的兒子亞力士聯手，為我們帶來這本分析深刻卻好讀
的作品，這將是關心未來趨勢的普羅大眾及商界領袖不可或缺的基礎讀本。

563.146 / 5854 /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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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人性越界：犯罪心理解剖書
作者：陳建安著 , 姜惟清繪

人性若是邪惡，犯罪還需要解釋？善惡的界線真的有那麼容易跨越嗎？
僅憑外顯行為，就能將人歸類為好人或壞人嗎？情殺、隨機殺人、分
屍、家暴、性侵、縱火、毒癮、黑吃黑、酒駕、神棍……是衝動、僥
倖心態、精神失常，還是理性預謀？走進時間收集器──監獄，一窺
被禁錮的慾望和眼睛。本書深入解讀臺灣近年來重大刑案，包含隨機
殺人、殺童、恐怖情人、性侵、縱火、青少年毒品成癮等社會問題，
深入剖析其心理痕跡，揭開犯罪者的精神狀況、異常人格、成長背景
以及犯罪促發動機與監禁心理歷程。本書不是以刀光劍影、血腥殺戮
的犯罪情節，來滿足我們對違法者的變態圖像，而是作者富有獨特而
細膩的社會心理對話，以及逼近圍牆內受刑人生命的日常流淌。

548.52 / 7513 / 2020

書名：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
作者：姜雯著

∥莘蒂，20歲，沒有足夠的職前訓練，就要硬著頭皮上陣操作沖床機。她
失去了右掌，療程未結束，仲介、雇主就找上門，逼她簽立和解書。

∥帕瓦，境外漁工，過勞工作又遭船長打罵，憤而夥同船員殺害船長，成
了轟動一時的海上喋血案主謀。一行人入了獄，還未看過新臺幣。

∥伊登，受過高等教育的牧師，工廠倒閉欠薪、無休假、被迫做許可外工
作。因繳不出高額仲介費而失去工作機會，又因「太聰明」而屢屢求職失
敗。他一再問天：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空喊人權的外衣底下，是以人為奴的體制，和不把人當人看的荒謬&lt;&lt;

好不容易湊齊高額仲介費，卻出事了才第一次見到仲介。懷著夢想離家，
卻一再落入惡劣的工作環境，遭受不人道對待……赤手空拳來臺的東南亞
移工，沒日沒夜做著多數島民嫌惡的工作，來不及禱告，下一場惡夢又迎
面襲擊。

在臺灣，每四十人就有一名移工。都說寶島最美的風景是人，被制度踩在
腳下的移工只能無語。對他們來說，現實比惡夢殘忍，人性是遠超想像的
魔幻。

本書作者姜雯深入田野蹲點，與移工訪談、書信往返，甚至探監，而後帶
著一股悲憤，以極具文學性的筆法寫成這本觀察筆記。種種荒謬、不真實
的情節，卻是移工無盡的日常。

556.56 / 8010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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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馴羊記
作者：徐振輔著

一名旅者為了尋找雪豹，再次突破重重阻礙抵達青藏高原，獲准在保育
研究站，進行七十二天的雪豹調查工作。回到臺灣，偶然翻開旅行日誌，
發現自己的心仍停留在西藏，毅然決定休學，三度重返高原，這次他要
追尋的又是什麼？一九五○年代，宇田川慧海為了理解更精妙的佛法，
遠渡印度非法入境西藏，當時藏軍和解放軍正在各地展開游擊戰，他最
終落腳拉薩，與記憶日漸模糊但對佛法有精妙見解的桑吉仁波切一起生
活。他將所聞見的經歷，寫成《馴羊記》。

徐振輔以兩條不同時空的故事主線，輔以藏戲《文成公主》故事，將西
藏七世紀、二十世紀和當代的重要歷史場景摺疊在一起，讓所有的事件
突破時間的限制、羅列眼前，赫然看清一般人認為佛光普照的青藏高原，
其實從未平靜。歷經漢代的文化移植，文革席捲，造林停牧，藏人不只
命如蜉蝣，原初天性與生活也早已歷劫數次，隨波逐流。

從當代旅者的視角看見藏地的生物萬象，彷如西藏博物誌，岩羊、鼠兔、
雪豹、禿鷲等繫起草原生態的自然平衡，同時也從環境史地理學角度寫
羊群流行病現象，拉出礦業汙染、草原鼠災、農牧衝突等環境議題，反
映西藏正面臨的情感認同與經濟發展衝突。

整部小說語境優美，哲思與隱喻精妙，融合生態、地理、戲劇、建築、
遊記等多種元素，將西藏的人文風景、牧民文化、藏人天性描摹得細緻
入微，除了展現出作者深厚學養與田調豐富經驗，更處處可見對土地與
人文的深情關照。在悼亡的哀惋中，《馴羊記》讓人們看見歷史如何在
這片憂傷的高原上重複搬演，以及人民所面對的困境。

863.57 / 2855 / 2021

書名：寫給公民的40堂思辨課
作者：江玟等作 , 公民不下課著

人氣知識平台「公民不下課」寫給現代台灣人的公民讀本，社會、經濟、
政治、文化，不可不知的40個議題，一手掌握時代脈動！「思辨」是現
代公民的行動準則，更是進步社會的成長養分，傾聽世界上的各種聲音，
你將找到屬於你自己的答案。

「轉型正義」是什麼？都過了多少年了，還不能放下仇恨嗎？
在網路上觀看或下載性侵影片，該不該與拍攝者同罪？
通姦除罪化後家庭價值何在？政府鼓勵「養小三」嗎？
想加薪就罷工、不喜歡就罷免，社會這麼亂都是因為「太民主」？
網路上的消息究竟是真是假？怎樣才能不掉進認知戰的陷阱？世界瞬息
萬變，我們的注意力有限，身處在「資訊即生活」的年代，我們該如何
對閱聽的資訊做出適當的判斷？如何選擇自己相信的事情？從近在咫尺
的食安問題、缺水危機，到遍及全球的性別平權、人權議題，隨著視角
不同、立場各異，是非的界線也隨之模糊，而「思辨」就是我們茫然無
措時的引路明燈。

「公民不下課」針對影響國內外的40個重要社會議題，用條理清晰的文
字、縝密詳實的資料，引領我們踏上「思辨」的道路。書中呈現不同觀
點的闡釋，希望能拓展讀者的思考維度，培養現代公民必備的宏觀視野。

或許你曾夢想改變世界，卻無奈喟嘆自己的渺小無力，但當你嘗試不再
只當「旁觀者」，而是學習成為社會的「參與者」，終有一天，我們也
能挺身而出，讓世界，成為我們更喜歡的那個世界。

528.3 / 3110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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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菁英媽媽想上班：
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

作者：帕梅拉．史東(Pamela Stone) , 梅格．拉芙蕎(Meg 
Lovejoy)著 , 許雅淑 , 李宗義譯

本書描寫的是中上階級女性在家庭與工作間拉扯的故事，她們畢業自哈
佛、史丹佛、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頂尖名校，在一流公司擔任
醫師、律師、會計師、高階主管、科學家。她們的人生直到辭職前都是
勝利組：不是已經衝破玻璃天花板，就是快衝過去了，像她們這樣事業
有成、具備優勢的女性，理當走上一流母校為她們規劃好的路，成為所
在領域的領導者。她們和同樣畢業名校的菁英男性結婚，在生小孩之前，
她們和丈夫平起平坐，有著類似的學經歷與工作成就。

從沒想過當全職媽媽！
但是，第一個孩子出生了、第二、第三個孩子出生了，從未想過擔任全
職媽媽的她們，卻因為菁英工作毫無彈性的高壓與高工時，讓她們不得
不中斷前程似錦的職業生涯，轉而成為家庭主婦，並且扛起一切家務，
確保丈夫和孩子可以在職場上或學校裡達到最佳成就。

後悔離職嗎？
本書作者為兩位社會學家，他們多年前研究菁英女性為何離開職場，經
過了十年，再次追蹤研究同一批人，詢問這群菁英媽媽放棄工作返家相
夫教子，真的是她們想要的嗎？當初毅然放棄大好前途，如今回頭來看
是否值得呢？是否感到後悔？

二度就業，回得到高端工作嗎？
當孩子長大、空巢期逐步到來時，這群曾在職場呼風喚雨的女性，幾乎
每個人都想重返職場時，但她們是否能回到當年的頂尖職位？她們會如
何展開第二職涯？

本書記錄了菁英女性重返職場的心路歷程，也說明了很多選擇的兩難。
聽她們的故事，我們將看見菁英媽媽面對家庭與工作的特權、矛盾與挫
折，以及中上階層的階級複製策略，如何讓媽媽犧牲前途也讓爸爸累昏
頭，而且也不一定對孩子最好。

556.84 / 5050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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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 3603 / 2021

書名：圖解！東大醫科生最強讀書術：讓你維持高度動機x反推
式學習x疾速提高學習效率
作者：河野玄斗[作] , 陳美瑛譯

「假設你現在用功1000個小時，未來上班的年收入會增加100萬日圓，
那麼用功念書的時薪就是100萬日圓×40年÷1000個小時＝4萬日圓。若
是如此，為什麼大家還不用功呢？」

學習是「只要努力的方向正確」，你所花費的時間就絕對不會背叛你，
也是「性價比最高的遊戲」。學習是回饋很大的娛樂。處於可學習的環
境中，也是人生中的一種享受。

透過念書學到的技巧，也能運用在人生其他方面
舉例來說，本書介紹了「反推學習法」這種非常厲害的學習方法。這個
學習法就是「從終點開始回推，詳細列出考試（合格）之前應完成的各
項作業，然後落實到時間表上，並以極高的效率完成作業」。

你不需要龐大資金或特殊環境，也不必擁有瞬間記憶力或過人的專注力。

這個反推思考也能夠應用在念書以外的各種領域。
例如整理家裡、與朋友的糾紛等身旁小事，或是工作上的作業處理或專
案推動等──正因為這是可以落實到每天面對的各種問題與課題的普遍思
考方式，可說是最厲害的學習方法。

為人生的幸福極大化助一臂之力
本書除了介紹「從學習中能夠獲得什麼？」另外為了獲得這些東西，也
會花篇幅說明「如何學習」。也特別補充更多任何人從今天起就可使用，
而且重現度高的學習法。例如「如何擬定精簡的計畫，在最短的時間之
內通過考試」的學習設計，或是「若想加強時間的密集運用，該如何有
效率學習」的時間管理術等，把重點鎖定在「具體方法」上。當然，這
些思考方式也能夠運用在念書以外的各種領域。
決定什麼時候之前要談戀愛，如果擬定時間表安排每天「應做的事」，
相信交到男朋友．女朋友的機率一定會大幅提升吧。若想更進一步探究
自己熱愛的興趣，可以請教該領域的資深前輩，找出深入研究興趣所需
的重要「主幹」。如果想在念書以外的各種領域中努力的話，也可以找
出本書的內容重新排列組合並加以運用。

此外，通過考試後，並不存在一眼就可看到的目標，而是必須靠自己的
力量找出前進的道路並持續向前邁進。
「自己的人生想做什麼？對什麼有興趣？」找到感興趣的事物時，就算
是念書以外的事，也請運用本書提供的思考方法，專心投入，並且得到
豐碩的成果吧！

521.1 / 7251 / 2022

書名：不敗學習力：學霸都在用的10大聰明讀書法
作者：劉軒著

你聽說過3S(Study，Social，Sleep)魔咒嗎?每個人的一天都只有24小時，
據說，哈佛學生課業之重，只能在課業、社交、睡眠中三選二。但，那
些會讀書又會玩的學霸們，是怎麼做到的?他們都日夜苦讀不睡覺?當然
不是。他們只是懂得善用大腦特性的聰明人。學習，如果沒有掌握訣竅，
光靠苦讀，也是事倍功半。哈佛大學心理學與教育學專家劉軒觀察身邊
哈佛學霸們常用的讀書方法，結合心理學、腦科學、教育學……等科學研
究，歸納出10大學習面向，破解高效學習的密碼，讓你課業、社交、睡
眠都兼顧，躋身頂尖學霸之列!



7

541.627 / 4074 / 2020

書名：都是李雅莉：「約會暴力」──誰都可能受害，卻誰也不
敢說
作者：李雅莉著 , 林芳如譯

李雅莉：「大部分的人都對他印象很好，他發瘋的一面、為了傷害我而
說出口的話……很諷刺地，只有身為『情人』的我才看得到。」

▌約會暴力是一步一步變得嚴重，加害者等待獵物完全落入圈套後，才
會脫掉「愛與關心」的面具，暴露出隱藏在後的「心理虐待」。

‧他從限制妳的行動開始，讓妳遠離家人和朋友，檢查妳的手機和信，規
定妳穿什麼，不准妳參加聚會……
‧他說都是因為愛妳，卻在妳不知不覺中，逐漸加重對妳的限制和控制。
‧他辱罵妳之後，哭著跟妳說對不起；他揍了妳之後，下跪求妳再給他一
次機會；他不管妳想不想要，把妳當成性玩物……
‧他把妳的自尊踩在腳下，讓妳自責都是妳的錯，害妳以為沒有別人會愛
妳。
‧他對外戴上「好人」的面具，所以這個恐怖的他，只有妳看得到，沒人
相信妳。
‧這樣的折磨，一直重複……

有一種叫「PUA」的把妹課程，竟然以「鼓勵女方自殺」為終極挑戰！
而根據研究，台灣未同居親密關係暴力案件，三年間增加約66%，青少
年約會暴力盛行率更高達36.8%！

「李雅莉」的故事不是別人的事。「李雅莉」就在我們身邊。

李雅莉：「妳不要太自責了，不是妳的錯。不是因為妳運氣不好或是不
會看人。妳不原諒他也沒關係。因為過去的妳撐過來了，才會有現在的
我，謝謝妳。真的……辛苦妳了，雅莉。」

書名：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
作者：羅伯．狄保德(Robert de Board)著 , 張美惠譯

這本老少咸宜、令人愉悅的作品，角色取材自英國經典童話《柳林中的
風聲》，作者將心理治療過程運用在動物主角們身上：主角蛤蟆先生因
為憂鬱症而離群索居，好友河鼠、鼴鼠和老獾擔憂他可能會做傻事，大
力慫恿他去找心理諮商師蒼鷺。蒼鷺運用溝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協助蛤蟆先生面對內在小孩和成人，學會分析自己的感覺，
發展情緒智商。到了書末，他恢復了以前的開朗，展開全新的旅程。故
事中涵蓋憤怒、潛意識、自我審判、兒童的自我狀態、父母的自我狀態、
成人的自我狀態，適應性兒童、挑剔型父母、共謀、情商等心理學理論。
將心理知識巧妙融入故事情節，解析20多個心理學專業名詞、可說是展
現心理諮商療程的標準範本。

178.4 / 4922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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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每一個都是「我們的」孩子：文國士與家園的漂浪少年
作者：文國士著

被稱為「家園」的安置機構是什麼樣的地方？這裡是孤單飄零的孩子，
第一次好好被愛的地方。無論是觸法少年或由社會局轉送而來，他們無
法選擇自己的出身，亦無從學習如何好好地長大。文國士在此擔任生活
輔導員，陪伴孩子們一起生活。但他不僅僅是陪伴。雙親皆是精神病患，
他從小被叫是「瘋子的小孩」，曾經滿懷羞恥與仇恨。當看著家園的孩
子，彷彿對著過往的自己。他再明白不過，逞凶鬥狠或滿不在乎，都只
是生存的武裝，他們的遍體鱗傷，其實多麼渴望被溫柔地撫觸。荒蕪的
心，祈望著有愛來澆灌。書裡幾名少年的故事，實際上是無數漂浪少年
的縮影。正是因為自己走過，他更懂得：一個人想要求好、求變，最開
始都是因為感受到「有人在乎自己」。我們都是這樣的，當感受到被愛，
才有了自愛的理由。547.51 / 0064 / 2022

548.13 / 6000 / 2022

書名：聽，傷痕在說話：呂立的兒少保護醫療現場紀實，守護
受虐兒，重拾家的力量
作者：呂立著 , 陳柏樺採訪撰述

呂立，除了是台灣友善兒童醫療之父，也是兒少保護醫療的關鍵推手，
曾獲紫絲帶楷模獎，他努力救受虐兒的命，更想醫治他們的恐懼!25個受
虐兒身與心的紀實故事，如同揭開了潘朵拉的盒子，每個故事的背後，
都是一個生命教育的思索、一個社會議題的探究、一個制度疏漏的反思。
17歲白血病少年求生意志堅強，卻苦於沒有醫療自主權，被迫與反對他
治療的媽媽對抗，因而母子絕裂，這個故事承裝的是生命權與親權孰輕
孰重的思考，更撞擊了現行的法律制度。由呂立來述說這一個個看似生
命悲歌的故事，沒有天問式的悲情吶喊，而是以他獨有的醫者仁心，用
理性客觀，卻又不失人性溫暖的帶領讀者同理施虐者的心理狀態、處境，
以及所有兒少保護工作人員所面臨的掙扎與困難。

這本書提醒所有讀者，兒虐的可怕之處不僅是孩子身體上的傷痕，還有
對孩子未來造成的扭曲與影響。作者試圖喚起你我人性的光輝，提醒大
家還能夠做些什麼，而不是急著責怪什麼。

透過本書，讀者看到的不只是一個個令人揪心的故事，還有許多相關兒
虐的知識，比如疏忽、生命權等概念，讓讀者能更加理解兒少保護需要
重視的各種層面。不僅如此，作者也提供了許多相對應的解決方式，讓
讀者在心情沉重之餘，也能對未來有光明的期待。

書名：我是你的觀護人：凝視犯罪深淵，看見穿透人性裂隙的
微光
作者：唐珮玲著

觀護人是鮮為人知的司法工作者，堪稱法律體系的邊緣人。他們隱身各
地檢署，不穿法袍、沒有「官」的頭銜，只是一個「人」。目前全國平
均在監人數5萬5千人左右，全國觀護人不超過240人，包括無期徒刑、
短刑期，還有緩刑等，每位觀護人同時負責的案件通常是150件到200件。
每個觀護人到能平安退休前，至少會經歷數千個犯罪者的洗禮……觀護人
工作現場第一手記錄，看見犯罪以外那些你我都不知道的真實。人性複
雜難解，而法不外乎情。然而，終究也只有人，才能治癒「人心」。作
者擔任觀護人工作長達十餘年，本書為她在工作現場與犯罪人訪談和輔
導的第一手記錄。有別於社會批判的眼光，她以同理包容的視角去理解
犯罪者的困頓與坎坷，以及犯罪背後的真實與無奈，佐以最真誠的關懷
引導，許諾每曾經犯錯的個案，一個改過自新、好好做人的機會。

589.88 / 0011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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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10分鐘入禪休息法：風行全球菁英的正念減壓法，7步
驟進入心流，既專注又放鬆的最高休息法
作者：歐文．奧侃(Owen O’kane)著 , 葉織茵譯

風靡BBC、高盛、維珍、環球影業等世界級企業
跟著牛津受訓合格、英國最頂尖的正念專家之一
每天10分鐘7步驟練習，
改變大腦、提升專注力、增強幸福感，
達到沉穩又放鬆的自在狀態！

本書作者歐文．奧侃，為英國行為和認知心理治療協會（BABCP）及人
際心理治療（IPT）認證的心理治療師。他曾任緩和療護護理師多年，協
助、陪伴過數千名個案，包括生者與臨終者。

在書中，奧侃融會其從業25年來的治療個案經驗及體悟，並擷取正念、
心理學及腦科學等領域的精華要義，為忙碌的現代人設計出一套簡單又
有效的「10分鐘入禪休息法」。而這裡的「禪」，並非指佛教禪宗，而
是廣義地蘊指一股深刻而安穩的寧靜感。

◎10分鐘可以喝杯咖啡、聊聊天、小憩一下，最重要的，10分鐘也能
用來改變大腦，找回自己真正的力量！

奧侃在書中引述了多項科學研究和腦部掃描的證據，指出透過主動投入
一項新行為，你就已經開始改掉無益的舊有模式，改變大腦結構。研究
證實，入禪正念練習，能有效提升專注力、增強記憶力、平息焦慮、改
善疼痛問題、提升睡眠品質，全方位提升幸福感。

411.15 / 2726 / 2022

494.2 / 7525 / 2020

書名：正念領導力：以你為起點打造高效、向心的卓越團隊
作者：陳德中著

想成為讓人願意追隨的領導者，慈悲，是你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正念，
正是卓越領導的最後一塊拼圖。

☆台灣第一位將正念帶入大型企業的正念訓練師，在台積電、廣達電腦、
統一集團、可口可樂、玉山金控、麗嬰房......多家企業教授正念。
☆ Google、臉書、微軟都在施行的正念訓練，掌握矽谷精英與全球高階
主管的團隊管理秘密。
☆哈佛、史丹佛、加州大學都將正念納入企管課程，各大企業爭相引進
的重要人才培訓法去蕪存菁版。
☆贈送4段正念練習音檔下載。

情緒智商，是未來企業領導者必須鍛鍊的能力，而受過正念訓練的大腦，
較不易被起伏的情緒劫持，能克服衝動性的行為與無意識的決策。

內在清明、思路澄澈、平靜沉著、胸懷大局，是紛擾時局中，這個世代
最需要的經理人特質，也是本書所要探討的核心價值。

作者為SIY（Search Inside Yourself）正念情商與領導力課程認證講師，
亦為台灣正念工坊執行長，結集多年授課精華，說明如何透過科學化的
訓練，提升專注力、情緒管理能力、創造力、人際溝通力及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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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災難清理教我的事：有人能做好萬全準備，從救援行動
到撫平傷痛，記錄封鎖線後的真實故事
作者：羅伯特•A•詹森(Robert A. Jensen)著 , 楊詠翔譯

封鎖線和路障的功能某種程度上是要保護生者，因為只要看一眼後面的
東西，世界就會永遠改變。詹森透過本書讓讀者難得窺見眾人一無所知
的世界，從911事件、卡崔娜風災、2004年南亞海嘯，到2010年海地震
災等等災變，讓讀者有如親臨現場，看他清理災後現場、挖掘死者遺體，
以及關懷死者家屬的過程，同時證明行善助人的強烈意志和渴望如何帶
領我們走過最悲慘的境遇。

548.31 / 2740 / 2022

862.57 / 1706 / 2022

書名：災難觀光團：命懸一線的旅程即將出發
作者：尹高恩(윤고은)著 , 簡郁璇譯

「災難旅遊」新企劃，無與倫比的奇想壯觀場面，化腐朽為神奇的新商
機！叢林旅遊專門推出災難觀光行程，上百種套裝行程任君挑選：人禍
類的交戰區、集中營、核災廢墟；天災類的火山、颶風、海嘯、地震重
創之地，全是精心開發景點，想一探福島或是中東交火區，想走馬看
「災」、深入歷史現場、擔任志工奉獻愛心，全都能幫您辦妥。尤娜擔
任災難觀光企劃已有十年，她正打算開發近期遭逢海嘯的城市。但就在
這時，她在公司內被盯上，騷擾、排擠、站邊的壓力蜂擁而來。正當她
灰心求去之際，一個帶薪休假的機會出現了──前提是她要偽裝成遊客跟
團，暗中訪調公司打算裁撤的災區小島。曾因為沙漠出現巨大天坑、獵
頭事件而揚名的小島陷入危機，當地近來太過平靜，難以再靠災難觀光
營生。尤娜的到訪，幾乎等於是宣告小島經濟死刑──於是，一場再造
「災難生機」的計劃隱隱成形，為了達到災難度、死傷數字化的標準，
島上居民做出了意想不到的決定……娛樂至死的年代，沒有不能賺的錢，
你的底線會在哪裡？耳目一新的想像力，生態驚悚小說的新高度！

494.386 / 1033 / 2021

書名：線上教學的技術：快速上手的12堂必修課
作者：王永福著

當學習從教室搬到螢幕，教學技巧如何快速轉換？線上參與、同步互動，
運用講述、問答、演練、影片法，照樣建立小組討論，發展遊戲化的元
素，無論學生人數10、30、70，甚至200、300人的大型演講，做好事
前準備，掌握關鍵細節，永不脫離教學的核心，只要有基本設備與紙、
筆，每一種軟體皆好用，從實體到線上，都教得更精彩、學得更好！實
際示範線上操作，與各級學校老師、企業人士、醫護人員……分享交流影
響一個老師，就可以影響更多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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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別逼貓啃狗骨頭：解破貓世代30個職場行為密碼，反骨
員工也能變將才
作者：李河泉著

七、八年級生已逐漸成為職場上的主力，他們就像貓，比較自我、有想
法。但喵星人的自我中心主義、抗壓性低及高離職率，困擾著許多四、
五、六年級生主管（又稱犬型主管，犬型世代會受到領導制約，上面不
需要講太多話，他們就像小狗忠誠、聽話）。本書作者李河泉，是各大
企業爭相邀聘的重磅級講師，訓練課程曾創下五分鐘內秒殺額滿紀錄。
曾在金融業帶領大批年輕人，目前在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授課，連家庭
管理子女都會運用KPI技巧，因此深諳新世代員工管理心法，協助許多企
業解決跨世代管理的痛點。他歸納出喵星人三十大職場行為密碼，再一
一透過實例剖析兩個世代的隔閡與差異，提供實務的破解技巧。李河泉
說：「你可以說不了解，但不能錯怪喵星人！」喵星人一定會逐漸成為
職場主力！與其看不慣年輕世代的工作行徑與價值觀，汪星人主管不如
識時務，擺平「媳婦熬成婆」心理，聰明接招，打造世代共好的高績效
團隊。

494.21 / 4032 / 2020

494.35 / 1033 / 2020

書名：工作與生活的技術
作者：王永福著

工作上，完成富有挑戰性的任務；生活中，享受運動、家庭時光、豐富
精彩的日子。它們不是二選一的難題，而是學習成長的人生！找到天賦，
實現天命，成就你自己，影響更多人！

工作上，如何突破目標、超速學習、鍛鍊寫作、提升銷售與遠距工作的
能力？讓自己更有熱情與生產力！生活中，如何為自己與家人實現夢想、
發展專業興趣、享受親子關係？讓日子更精彩自由！

高效工作技巧 X專注的生活原則 X成長型心態設定

◆高效工作技巧
老是忘了最該做的事，記下來卻找不到？從來沒有好好善用零星時間的
空檔？因為不擅長整理檔案、照片，需要時總是大費周章尋找？即使換
了電腦大螢幕，還是感到不夠用？運用一些工具、技巧，例如便利貼工
作術、週行事曆、計時器工作法，改變過去習以為常的模式，讓工作變
得更流暢，大幅提升效率、增加產出，這樣做不但不會辛苦，反而更加
輕鬆自在！

◆專注的生活原則
高壓下工作、忙碌的職業講師，如何天天陪伴孩子與家人，鑽研義式咖
啡、煎牛排，合氣道練到黑帶，常到知名潛點潛水，鍛鍊鐵人三項……，
還能裝修理想新居，同時準備博士論文，而且每天都充分休息？關鍵中
的關鍵，就在一日之計：早起。從05:00無痛起床的系統化方法開始，工
作時專注工作，休息時掌握身、心、靈的休息技巧，讓一整天能量飽滿，
感知與反省更敏銳，產生正向循環、持續前進的動力。

◆成長型心態設定
面對困難挑戰時，設定好正確心態了嗎？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助自己快
速學習？在工作與生活的追求中，作者累積了寶貴的人生體悟，無論是
寫書、寫論文、還是做課程，不管是身為職人、鐵人還是一般人，回首
來時路，他看到逐漸改變的自己。只有設定好心態，才能發揮堅強的意
志力，培養更好的習慣，造就未來更強大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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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21堂主管必修的帶人學：5大領導現場，顧問就在你身邊
作者：EMBA雜誌編輯部採訪撰文

每位主管都需要的一本情境式管理書。書中集結21位重量級管理顧問，針
對最讓主管心累、苦惱的5大管理現場、21個領導情境，給主管最實用的
建議。當部屬說「目標訂太高了」、「為什麼是我負責這個專案」、「因
為……，進度又落後了」、「我沒有什麼想法」，面對這些情境，主管可以
根據書中建議，協助部屬和自己都更上一層樓。

一本最實用的情境式管理書

困頓時刻，顧問就在你身邊
21堂主管必修的「帶人學」

當部屬說「目標訂太高了」、「為什麼是我負責這個專案」、「因為……，
進度又落後了」、「我沒有什麼想法」，面對工作中的困惑與挑戰，主管
應該如何帶領部屬，協助他們和自己都更上一層樓？

針對最讓主管頭痛的5大管理現場，精選ＥＭＢＡ雜誌最受歡迎的「顧問
區」專欄，重新編輯整理，快速解答你所有有關如何「帶人」的疑惑。

21位重量級管理顧問：王冠軍、何文堂、李彥興、卓勝國、林奕威、柯全
恒、桂竹安、張昀煒、張敏敏、郭希文、陳茂雄、陳雲雀、彭建文、曾郁
卿、馮仁厚、楊嘉慶、萬子綾、廖哲鉅、鄭偉修、謝文憲、蘇文華

494.2 / 4810 / 2022

書名：劉必榮談判精華課：33年經驗集大成，上過這堂課，視
野、思維無限寬廣
作者：劉必榮著

找工作、談薪資、商業合作、人際衝突、看懂國際情勢……談判不只是謀
略與技巧，更是人人都必須具備的重要素養！談判權威劉必榮教授帶你
進入談判的殿堂，貫通理論與實務，成為遊刃有餘的談判高手！談判不
只是技巧，它也是一種思維方式，更是一種「贏者不全贏、輸者不全輸」
的素養。談判不只是用來殺價或買賣，更多的時候，它在幫我們建立關
係、解決衝突，為事情找到最佳解方。學習談判，就是學習雙贏的做法。
劉必榮教授專研談判理論，並致力於談判觀念與談判藝術的推廣。30餘
年來，不斷受邀在各公民營企業主講談判課程。他將多年的研究，以及
在各界教學、交流的經驗，彙總成本書。全書融合理論與實務，以西方
的正統理論為內容骨幹，將中國傳統兵學化為血肉，拆解談判發生的條
件與組成元素，並提供豐富實例。從外交到兩岸、到商業、到勞資，劉
教授帶領大家深入思考談判的邏輯與原理原則，增加國際視野，提升戰
略位置，獲得洞悉情勢的談判智慧。

177.4 / 7239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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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7 / 4324 / 2022

書名：選擇障礙世代：受困於「無限瀏覽模式」，將成為現代
最危險的文化病症
作者：皮特‧戴維斯(Pete Davis)著 , 吳宜蓁譯

「你可能有過這樣的經驗：夜裡，你打開Netflix開始瀏覽，想找部影片
來看。你滑過不同的標題，看了幾個預告片，甚至還讀了幾篇評論，但
就是無法下定決心要看哪一部電影。三十分鐘就這樣過去了，你仍然在
瀏覽，所以你乾脆放棄，你現在已經太累，什麼都不想看了，你決定在
此停損，直接睡覺。」

以上情境對今日大多數人來說已屢見不鮮。在這個重視多元價值觀的時
代，每個人卻都因為選擇過多，而面臨選不出來的糾結。小至每個晚上
應該怎麼度過，大至該去哪間公司工作、選哪所學校，或是到底該愛誰、
歸屬於哪個團體、該相信什麼。不知不覺，時間就在猶豫不決中浪費掉
了……

◎選擇障礙有如「無限瀏覽模式」，每個人都深陷其中
本書作者皮特‧戴維斯2018年於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發表演說「承諾：反主
流文化」，他將現代人這種有選擇障礙的文化病定義為「無限瀏覽模
式」。戴維斯觀察到現代生活的主要緊繃壓力之一：從休閒活動、約會
對象、生涯事業、到用餐的餐廳，整個千禧世代的人都渴望找到最好的，
因此不想草率做決定。結果無論工作、戀愛、人生興趣，都只是陷入無
止境的旁觀。在這本書中，作者對於無限瀏覽模式提出鞭辟入裡的觀察
和見解，讀者將從根源理解自己之所以害怕或無法做出選擇的原因，以
及選擇障礙的情況可能導致你真正錯過什麼。

◎採取行動──在生命有限的狀況下，選擇追求無限的深度

對於無限瀏覽可能帶來的危機，作者提出「承諾」的力量。只有決心投
入一件事物，才能把心中願景化為實際的計畫和收穫。書中借鑑歷史文
化與個人故事，讀者將逐步改變思維，明白我們可以如何在充滿選擇的
時代，安定心中焦慮的錨。最好的時刻就是現在，讓我們學會如何跳出
無限瀏覽模式，選定一部電影，在睡著之前看完它。

書名：就算悲傷，也還是能夠幸福
作者：海倫．羅素(Helen Russell)著 , 康學慧譯

當悲傷來臨，我們習慣性厭惡「負面情緒」，逃避感受，甚至強迫自己
儘快走出陰霾。書中，作者分享自身的悲傷旅程，從兒時妹妹死去的那
天，接續而來的父母離異、成年後幾段失敗關係，到罹患厭食症等成癮
行為，以及為人母之後的憂鬱情緒。藉此告訴讀者：我們需要給悲傷呼
吸的時間，學會接受人生難免出現低潮，理解悲傷並不阻礙得到幸福的
可能。只有當我們害怕悲傷的時候，悲傷才會讓我們生病。本書幫助我
們改變看待悲傷的觀點，作者以一貫迷人的敘述手法訴說，結合自身故
事，以及當代心理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神經科學家的專業研究
及建議，解答悲傷時如何照顧自己？如何談論悲傷？悲傷時可以怎麼做？
讓我們對悲傷有更完善的認識，且在將來面對傷心、或者回顧悲傷過往
之時，得以更好地應對。176.52 / 6050 /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