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 

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著 , 梁思

文(Steven I. Levine) , 楊淑娟譯 

索書號：005.32 / 3225 / 2023 

他的一生究竟是失敗還是勝利？★【中文版獨步全球 無刪改搶先面世！】★中國近代史專家潘佐夫

最新鉅作，最權威的蔣介石傳記，揭露蔣介石神祕、複雜、矛盾的真實面貌。 

蔣介石——一個失敗的勝利者，也是勝利的失敗者，他雖勝猶敗，又在敗中求勝，打贏二次世界大

戰，卻輸掉國共內戰；長期在臺灣掌握權力，死後卻遭到嚴厲批評。曾被尊為民族的救星，現卻被貶

為歷史的罪人。以前，我們在課本中認識蔣介石，學習他看著魚兒逆流而上的勵志故事；如今，雖然

提到先總統蔣公時已不用敬畏的挪抬空一格、不必再向他的遺像行禮，但我們在路名、錢幣、機關學

校名稱、紀念館等仍隨處可見他留下的身影。無論對他的評價如何，他對臺灣帶來的影響，一直都巨

大得難以抹滅、無法忽視。 

這本批判性傳記所根據的，是蔣介石未發表的日記、他在俄羅斯檔案中的大量個人案卷，以及俄羅斯

收藏的、他的親友和敵人的檔案。潘佐夫揭示了蔣介石在 1920 年代掌權和整個中國革命運動過程

中，俄羅斯人所扮演的角色，還有蔣介石與美國一些高官的複雜關係，同時也揭露了蔣氏家族不為人

知的祕辛、播遷來臺後的生活等，期待幫助讀者為蔣介石在歷史中找到適切而客觀的地位。  

書名：陪每天的自己聊聊：英國生命線個人情緒覺察手冊 

作者：凱蒂.可倫波斯(Katie Colombus)著 , 謝明憲譯 

索書號：172.9 / 1234 / 2023 

不論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或糟糕的一天，練習對自己傾訴，你的情緒值得被記得、被探索、被了解、被接

受。 

英國生命線「撒瑪利亞會」七十年智慧結晶，專門寫給現代人的心理健康自助手冊，了解自己不同情

緒的原因與意義。 

覺察自己的情緒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你如果知道「我正在擔心這個」或「我有那件心事」，你就會了解，

或許現在不是處理某個需要謹慎和注意力的複雜問題的最佳時機，因為你的看法已受到感受的影響了。 

透過書中的練習和方法，你可以提高對自己情緒的覺察力，並在重要時刻獲得自我緩解。如果你的心

理狀況尚未嚴重到需要撥打生命線，或求助於專業心理諮商師，不妨透過這本書，釐清自己的情緒糾

結，找到接納自己感受的方法。  



 
 

 
 
 
 
 
 
 
 

 

 
 
 
 

 
 
 
 
 
 
 

書名：陪傷心的人聊聊：重要時刻這樣傾聽、那樣對話：英

國生命線志工訓練手冊 

作者：凱蒂.可倫波斯(Katie Colombus)著 , 祁怡瑋譯 

索書號：177.1 / 1234 / 2022 

「Hi，你好嗎？可以陪你聊聊嗎？」，人生低潮時，每個人的心情都需要被聽見，懂得傾聽不見得能改

變世界，卻能改變那個人的世界。英國生命線「撒瑪利亞會」成立七十年智慧結晶，專業助人工作者、

一般陪伴者的實用談話指南，做個有溫度的人，提升自身的傾聽能力、同理心。 

當親友遭遇人生危機、心靈脆弱時，該怎麼聽、怎麼說，才是最剛好的陪伴？你身邊的親友，最近有這

些狀況嗎？（或許正需要有人陪他聊聊）：缺乏活力或常常顯得特別累、總是動不動就想哭、情緒很滿、

不再想做平常愛做的事情、作息改變，例如：睡或吃得比平常多或少、變得很封閉，都不回訊息或感覺

很疏遠、變得暴躁、有攻擊性或防衛心很重、突然做很多冒險的事，甚至有自毀的傾向、經歷重大人生

變化、痛失所愛，例如：朋友或家人過世。 

「噓」（SHUSH）傾聽法：S：表現出你的關心（Show you care）、H：有耐心（Have patience）、

U：用開放式的問題（Use open questions）、S：複述對方所說的話（Say it back）、H：拿出勇氣主

動問候（Have courage）。  

書名：我是醫生，在監獄上班 

作者：崔世鎭著 , 陳家怡譯 

索書號：419.47 / 2248 / 2022 

監獄醫師才能告訴你的──監獄診間故事。收容人詐病、藥物成癮、吞食異物…在這個地方早已不足為

奇，然而，在大韓民國這塊土地上，守護他們健康的最後一道防線，也是監獄。 

大多數醫學院生畢業後，壓根不會想到矯正機關（看守所和監獄）服務，作者崔世鎭卻選擇這裡作為

他醫師生涯的第一站，成為 1500 名收容人的唯一醫生，將在監獄裡看到的一切記錄下來。 

透過書裡的故事，我們或許可以思考：究竟是社會的灰色地帶催生了犯罪者，還是因為人性本惡？「報

應主義」真的能讓社會更好嗎？「公共醫療」該如何發揮最大實質效益？監獄這個地方，自成一個世

界，是社會的縮影，裡面的人，真的生病了。 

作者崔世鎭：「如果因為對方是犯罪者，就無視他們的醫療需求，不僅是侵害人權，也會醞釀出更多的

被害者。」引領你我一同思考個人與社會的健康是如何相互影響，又該如何降低再犯率，甚至預防犯

罪，打造更安全健康的社會。  



 
 

 
 
 

 
 
 

 
 

 
 
 
 
 
 
 

 

書名：會開瓦斯就會煮：就是這個味！ 

作者：大象主廚著 

索書號：427.1 / 4200 / 2023 / v.3 

睽違二年，40 萬粉絲震耳欲聾聲聲催，&gt;&gt;&gt;大象主廚感恩鄉親 100 道大放送！&lt;&lt;&lt; 

萬千讀者反饋： 

《會開瓦斯就會煮》系列是最好備料，最容易煮，最美味，最受家人歡迎，最有成就感的料理書……書

上保證有讓你料理魂噴發的各式象廚牌料理！ 

專治料理苦手的最佳解方： 

→有了它們平凡食材也會變身美味料理—「象廚愛用的各種調味料無私分享」。 

→友善新手、體貼老手—「超詳細操作步驟圖、一看就懂的文字說明、精進廚藝的小知識」。 

各種藏在細節裡的魔鬼，就讓象廚為你開釋，一起邁向大廚之路。  

書名：人命如何定價：從法律、商業、保險、醫療、政策、生

育等切面,探究社會為人命貼上價格標籤的迷思、缺陷與

不正義 

作者：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Howard Steven Friedman)

著 , 洪慧芳譯 

索書號：540.23 / 5626 / 2021 

這個社會上「人命有價」，但我們從不知道在背後撥打算盤的是誰，他們又如何盤算？哥倫比亞大學頂

尖統計學家、衛生經濟學家、聯合國首席統計模型專家弗里德曼，從與我們息息相關的保費、生兒育

女到法律獎懲、政策制定，甚至是恐怖攻擊的賠償金。探究人命究竟如何在這個社會被定價，並帶我

們思辨──這樣的定價方式合理嗎？ 

「要錢，還是要命？」這不只是一句老套的台詞，更是一個關於現代社會必要之惡的重要命題。從各

種產品、服務的價格、保險費、醫療費、刑責、罰金到汙染物的政府安全標準，人命無時無刻受到估量

計算，被政府、經濟學家、法律、企業、醫療體系、保險公司，甚至是人們自己定下價格，但我們卻對

背後機制知之甚少。 

霍華德．史蒂文．弗里德曼是當代頂尖的統計學家和衛生經濟學家，也是數據科學和成本效益分析應

用方面的專家。透過本書，他為我們簡單扼要地解釋了這個社會如何為人命標價，並指出了其中的邏

輯缺陷和局限性如何造成社會上的不公平、不正義，並對每個人的人生都帶來深刻的影響。  



 
 
 

 
 

 
 
 
 
 
 
 

 
 

 
 

 
 
 
 
 

書名：房市老手 21 堂超強實戰課：快速看穿房屋買賣陷阱 

作者：  

陳淑泰著 

索書號：554.89 / 7535 / 2022 

買屋、賣屋時必備實戰教材，帶你揪出房屋交易細節裡的魔鬼！ 

本書作者陳淑泰為財經媒體圈資深記者，20 年來出於自住、安排家人住所、資產配置之故，擁有多次

與房仲業務員過招的豐富經驗；這起交易糾紛是她身邊友人的真人真事，在簽約前一刻，協助友人圓

滿化解這起糾紛，拯救老夫妻逃過低價賣房的危機。 

房價動輒數百萬、上千萬元，交易過程中產生的費用也經常多達數十萬元，不容掉以輕心。然而一般

人一生當中買賣房屋的次數屈指可數，若不小心受到不肖話術誘導，就有可能蒙受金錢損失，甚至造

成心理上的巨大痛苦。 

不管是想買屋、想賣屋，看完這本書，你將會驚覺房屋交易細節中竟有如此駭人的魔鬼，你將能知道

該如何維護自己的權益，若不幸踩到陷阱，也能知道該如何展開自救行動！ 

這本書適合哪些人？擔心遇到惡房仲，不想誤觸陷阱的房市菜鳥。不願被不肖話術唬弄而低價出售房

屋的賣屋族。已經買到瑕疵屋，想合法討公道的苦主。  

書名：人生最重要的使用說明書：預立遺囑：專業律師教你遺

囑表達、訂立、保管、財產繼承等關鍵問題 

作者：劉韋德著 

索書號：584.5 / 7242 / 2022 



 

 
 
 
 
 
 
 
 
 
 
 

 
 
 

預立遺囑是自己的人生回憶整理、自己的身後安排、更是未來給生者的一封體貼的情書。 

▌為什麼要立遺囑？ 

請想像，有一天你突然要出遠門，再也不能回來，那個地方沒有電話、沒有網路，你和家人親友沒有

任何方法可以聯繫，那麼，現在你會如何做？ 

▌我有沒有多少財產，何必立遺囑？ 

如上述情境，你去了一個再也無法和家人親友聯繫的地方，除了財產之外，你會不會有什麼事情想要

交代清楚？ 

▌我現在立遺囑會不會太早了？ 

你認為什麼時候才是最適合寫遺囑的時候呢？你能確定自己萬一發生意外的時候，有時間可以寫遺

囑嗎？趁著自己身體健康、頭腦清醒時，及早寫下自己的心願，立好遺囑後定時檢視修改，才是最安

心的作法。但不論預立幾次遺囑，最後總有一次會派上用場，當無常來臨的那天，你會知道自己已做

好準備，可以和這個世界好好告別，沒有遺憾。  

書名：刑警的眼神 

作者：藥丸岳著 , 王蘊潔譯 

索書號：861.57 / 4764 / 2022 

能洞察人心的刑警 X 讓人忍不住潸然淚下的七起疑案，江戶川亂步獎得主藥丸岳筆下最令人動容、

直指人心的短篇代表作！ 

改編日劇由椎名桔平、要潤、松重豊主演，日韓網友★★★★★盛讚 刑警夏目信人初登場。 

「對我來說，偵查總是伴隨著莫大的痛苦——」，夏目年幼的女兒遇到隨機殺人者，頭部重傷成為植

物人，身為父親，他決定轉職成為追捕犯人的刑警。 

此後，夏目開始面對各式各樣的黑暗罪行：受到虐待的孩子、被殺的遊民、青少年犯罪……夏目時而

溫柔，時而嚴厲地注視著因社會的扭曲而深受折磨的人，努力尋找真相，同時也試圖找出十年前對女

兒痛下毒手的罪犯—— 

藥丸岳以驚人洞察力描寫人性黑暗，但又賦與人們希望，藉由為女兒調查真相的刑警夏目，以獨特視

角貫穿全書，本書是藥丸岳的連續短篇代表作。  



 
 
 
 
 
 
 
 
 
 

 
 
 

 
 

 
 
 
 
 
 

書名：陪審員 

作者：HS 錢德勒(HS Chandler)著 , 趙丕慧譯 

索書號：584.5 / 7242 / 2022 

全球最大書評網站 Goodreads 狂推！★★★★★法庭驚悚小說，讀這本書時，你會以為你知道故事的

每一個轉折。你會以為你知道誰有罪，誰沒罪。那你就錯了。 

除了本庭的呈堂證據之外，各位無論聽見了什麼都不可理會，你們十二位離開了陪審團室就不能討

論案情。也不可以使用社群媒體評論本案，否則的話你們可能會被判藐視法庭因而入獄。 

愛德華面朝下躺在廚房的石磚地板上，躺在血泊與陽光中。他有幾分鐘文風不動，也沒發出聲響。瑪

麗亞瞪著他的身體，折好放在餐桌上的報紙，放進資源回收箱。她拿著茶巾緩緩擦拭馬克杯的內緣，

一邊盤算要如何清除石磚接縫中的血跡。她把另一只馬克杯留在洗碗槽裡，拎起了一直壓著愛德華

的頭的那支椅腳，用食指去戳被突出的金屬螺栓纏住的人體組織。結實的木椅經證實確是極管用的

臨時武器。即使沒有醫學訓練，她也知道從她先生的頭顱流出來的灰褐色物質是腦漿。他後腦勺上的

垂直裂痕有四吋長，冒著泡沫的液體順著他的頸子流下。該報警了，但是她的花園從廚房窗戶望出

去，在下午三、四點的日光下是那麼的如詩如畫，她實在是提不起那個勁來……  

書名：失物請洽圖書室 

作者：青山美智子(Michiko Aoyama)著 , 邱香凝譯 

索書號：861.57 / 5288 / 2022 

您在尋找的，是書嗎？是夢想嗎？還是人生呢？《在樹下傳達神諭的貓》《木曜日適合來杯可可亞》

作者青山美智子最新暖心小說。察覺自己「真正在找的東西」，給人滿滿面對明天的活力。 

在偶然找到的圖書室裡，開始了內心的溫暖改變。一本奇特的書籍，與一小球蓬蓬的羊毛氈，傳達了

一切可能的奇蹟…… 

對工作或人生感到無助的人們來到鎮上的迷你圖書室。一句「我要找書」，得到「諮詢請洽圖書管理

員」的回應。雖然態度冷淡，但善於傾聽的圖書管理員小町，讓諮詢者們不知不覺就將各自難以啟口

的真心話或願望吐露。聽完後小町並沒有直接推薦想要借閱的那方面書籍，反而對他們建議完全不

同方面的書，例如，她向尋找電腦書籍的人推薦童書，或者，向尋找圍棋書籍的人推薦詩集。在他們

接受小町的推薦時，起初很不解，但當他們開始細讀她推薦的書時，那些一直隱藏在心底深處的願望

慢慢浮現……  



 
 
 

 
 

 
 
 
 
 
 

 
 
 

 
 

 
 
 
 
 
 

 

書名：選擇 

作者：泰絲．格里森(Tess Gerritsen) , 蓋瑞．布拉佛(Gary 

Braver)著 , 尤傳莉譯 

索書號：874.57 / 4764 / 2022 

醫學驚悚天后泰絲．格里森 Tess Gerritsen，攜手驚悚小說大師蓋瑞．布拉佛 Gary Braver，首度合

作挑戰懸疑鉅作。 在法蘭琪的經驗裡，驗屍解剖從來不會有什麼重大的意外發現。偶爾法醫可能會

找到多一個子彈孔，或者一個神秘的腫瘤，或者有一回，一個精神錯亂的老人在住處附近開槍，解剖

發現他患有皮克病，腦部嚴重萎縮。但是大部分時候，法蘭琪在病理學家割下第一刀時，就已經知道

死因和死法了。驗屍解剖通常只是例行手續，法蘭琪不必出席。 

而這個案例，她真希望自己沒來。 

波士頓警方正在調查一名聯邦大學女學生的死因，死者岱倫．摩爾現年二十二歲，家住緬因州何巴

特，星期日凌晨她被發現倒臥在住處艾許佛街三二五號公寓大樓外的人行道上，警方認定她是從高

樓層墜樓而死。岱倫．摩爾年輕、美麗，而且聰明……她究竟是自殺？還是遭到謀殺？當法蘭琪．魯

米思警探抵達現場展開調查，她直覺案情並不單純……  

書名：假新聞政治：台灣選舉暗角的虛構與欺騙 

作者：林照真著 

索書號：895.32 / 4464 / 2022 

假新聞玩弄新聞、詭辯真假，在社群媒體上利用平台科技進行政治動員，已使假新聞成為選舉與公投

時的政治武器。 

2016 年先後發生英國公投、美國總統大選令人震驚意外的投票結果後，假新聞已成為全球政治傳播

的重要課題。本書針對國內 2018 年、2020 年兩次選舉進行研究，試圖探討假新聞對國內選舉的影

響。 

林照真認為，「假新聞政治」說明假新聞為政治化名詞，已經成為民主社會的難題。臺灣更特別的現

象是，混淆的國家認同製造政治對立，提供假新聞得以擴大政治操弄的舞台。源自中國大陸的陰謀論

與宣傳，更隨時企圖崩解臺灣的社會秩序與民主價值。 

全書共十四章。除全面梳理假新聞相關文獻外，另分別以傳播科技、政治對抗、平台產業等不同視

角，聚焦分析國內外的假新聞現象。  



 
 
 
 

 
 

 
 
 
 
 

 
 
 
 

 
 

 
 
 

書名：如何欣賞藝術：認識藝術作品的入門通識課, 教你看懂、

能聊, 財富自由還懂收藏 

作者：卡洛琳.施拉姆(Carolyn Schlam)著 , 廖桓偉譯 

索書號：901.2 / 0854 / 2022 

作者卡洛琳是美國獲獎畫家、藝術家，作品曾被非裔美國人歷史和文化國家博物館永久收藏。她引用

超過 150 張的作品照片，百位以上大師簡介，讓你在參觀世界各大博物館時，從單純的走馬看花、

拍照打卡，學會怎麼欣賞素描、雕塑、繪畫，再也不會因為看到裸女或男體而尷尬。 

本書不是充滿年代背景的枯燥藝術史，而是一堂讓逛美術館變得極為有趣的藝術欣賞入門通識課！ 

◎美術館裡這麼多經典作品，我該怎麼欣賞？ 

‧莫內畫的不是《睡蓮》，而是光線，這是印象派畫家必備的專長。梵谷的《向日葵》美在哪裡？他明

明畫的是靜物，你卻可以感受到人味。‧米開朗基羅的《大衛》雕像什麼都沒穿，為何大家都說美不

說尷尬？因為他利用大尺寸和景觀陪襯，目的就是要讓你感到敬畏。 

這本書，是你認識藝術的入門通識課，也是日後參觀所有博物館、畫展、經典作品來臺展的必備書，

隨身帶著吧！ 

本書特色：認識藝術作品的入門通識課，教你看懂、能聊，財富自由還懂收藏。  

書名：無神之地：屏東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的日常與無

常 

作者：吉米．伯納多(Jimmy Beunardeau) , 郭佳雯

(Megan Kuo)作 , 吉米．伯納多(Jimmy 

Beunardeau)攝影 , 宋孟璇(Vera Sung)譯 

索書號：957.4 / 2622 / 2023 透過法國攝影師 Jimmy Beunardeau 的鏡頭、臺灣野生動物照養員郭佳雯的文字，翔實記錄下，瀕

臨絕種的保育類動物其境遇與哀歌！ 

只因人類的貪婪與私慾，被迫步上身處異地的際遇；雖然有些何其幸運，能重返荒野叢林的懷抱，但

更多是從此失喪的靈魂——終生以屏東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為家……。 

2016 年，一張臺灣黑熊遇到獸夾而被硬生截去手掌的照片，讓法國攝影師 Jimmy Beunardeau 飛越

一萬公里來到四面環海的臺灣，以明銳細膩的拍攝角度，記錄收容中心裡來自世界各地的破碎靈魂；

透過野生動物照養員郭佳雯的專業與觀察，書寫三千多個照養日常裡，困滯於文明社會的保育類野生

動物其無常命運。 

這些經由走私，盜獵、非法飼養、虐待、陷阱、槍傷來到收容中心的野生動物們，揭示人類未經深思

熟慮所遺留下的生態共業；在閱讀一篇篇令人心碎傷痛的故事、凝視一雙雙從喪志到寬恕的眼眸，我

們希望藉由本書，喚起人們曾在自然界體驗到的真誠和美好；讓你我替地球生靈保留一抹色彩，為牠

們的生命挺身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