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 年 04 月份 新書簡介
 登 錄 號：3144224
 索 書 號：855
 書名：種地書
 作者：蔡珠兒
 岀版者：有鹿文化
 岀版年：2012
 館藏地：五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每次都挑戰書寫深度與廣度的蔡珠兒，
7 年後全新大作《種地書》，除美食外，更寫下一
篇篇世間樂趣讓你一探窺究。「傻婆荷蘭豆」章
節記錄了珠兒下田當農婦的趣味與興味；「暖紅
色瑪麗亞」章節一段段出走、環遊世界的探險；
「馬場維修記」隨筆出生活的手記；「叮叮見聞」
長住香港的珠兒，融入這社會的多年觀察，她筆
下的香港硬是個道理；「時間的逃犯」記錄時代
變遷的社會樣貌、人物書寫、風土體驗，以及最
引人入勝、大呼過癮的蔡式美食書寫…..全都在
《種地書》，最受矚目的話題新作！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4720
 登 錄 號：3144431
 索 書 號：999.2
 書名：唱片收藏面面觀
 作者：郭思蔚
 岀版者：有鹿文化
 岀版年：2012
 館藏地：六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近年來愈來愈多人投入聽黑膠唱片、收
藏黑膠唱片的陣容。旅美資深唱片收藏達人郭思
蔚，有感於華文出版界對於唱片收藏整體行為的
文獻闕如，從 CD 取代唱片，到近年所謂「黑膠
文藝復興」之間，不同世代收藏者似乎在經驗傳
承上有個斷層，遂以〈音響論壇〉雜誌專欄內容
為本，補齊連載時遺落割捨的章節，為喜愛唱片
的發燒樂迷作了一個系統性的完整解答，圖文豐
富，堪稱是迄今華文出版界解析最透徹的唱片收
藏聖經。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4235

 登 錄 號：314457
 索 書 號：877.6
 書名：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
 作者：安伯托‧艾可
 岀版者：皇冠
 岀版年：2012
 館藏地：六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很久以前，人們在植物做成的紙頁上寫
字，而後紙頁成書，人類的記憶因而得以復刻、
傳承、變造、討論。擁有超過三萬冊藏書的艾可
大師，認為「書」就是「植物的記憶」，當你翻
閱一本書，那些所有可能被時間遺忘的都再度被
記起……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1478
 登 錄 號：314458
 索 書 號：876.57
 書名：精巧細緻
 作者：大衛‧芬基諾斯
 岀版者：皇冠
 岀版年：2012
 館藏地：六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娜塔莉，理想女性的典型，擁有讓人想
跟她共度每個週末的魅力。她的臉上總帶著一抹
奇異的微笑，因為她如實擁抱著幸福。然而這樣
的幸福卻在某個星期天被粗暴地打碎，此後娜塔
莉的心宛如槁木死灰，她無視其他男人的追求─
─感覺不對，不夠「精巧細緻」。馬區斯，雄性
世界中一枚不名飛行物，他的戀情總是以「慘不
忍睹」收場。一般人實在很難再多形容馬區斯，
因為他就像不引人注意也不打擾人的背景，幾乎
感覺不到他的存在。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6099

 登 錄 號：314486
 索 書 號：940.9933
 書名：尋畫
 作者：林麗雲
 岀版者：INK 印刻文學
 岀版年：2012
 館藏地：六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吳耀忠，一個從小就以牙醫父親的齒模
石膏當畫筆，以三峽老街騎樓地板作畫布的天才
畫家，小學五年級老師為他舉辦個展，二十歲拜
師寫實主義大家李梅樹，作品多次入圍省展、台
陽美展，但他最為人熟知的作品卻是為摯友陳映
真小說所繪製的封面，《夜行貨車》、《將軍族》、
《第一件差事》……，文學思想相互激盪，畫家
與作家的名字緊密相連，如果沒有一九六八年那
場翻天覆地的「民主台灣聯盟」案，如果沒有那
段摧殘身心的牢獄之災，他們會發出什麼不同的
故事呢？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6036
 登 錄 號：314487
 索 書 號：541.49
 書名：2025 年，你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
 作者：妮可‧涅索托
 岀版者：高寶國際岀版
 岀版年：2012
 館藏地：五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全球人口將衝破 80 億，印度的人口數
將超過中國。土地沙漠化問題更形惡化，全球有
70%的土地是無法耕種的。臺灣人口將逼近 3000
萬人，其中有 600 萬人是高齡人口。年均溫約上
升 1.2℃，海平面也會因此上升 2 公尺。受到氣候
暖化的影響，極端氣候出現頻率越來越高，降水
量的變化越來越大，即使梅雨也會引發土石流。
能源需求比現在增加約 30%，但我們開的車越來
越節能，油耗只有目前的 1/4。帕金森氏症或阿茲
海默症已經有藥可解，器官移植也不再需要苦苦
等待。基因改造食物將成為主流。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7826

 登 錄 號：314494
 索 書 號：487.91
 書名：IKEA 的真相
 作者：約拿‧史丹納柏
 岀版者：早安財經文化
 岀版年：2012
 館藏地：五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本書作者史特納柏在 IKEA 服務超過二
十年，並曾擔任老闆的貼身機要、英德 IKEA 分
店高階主管，最後出任 IKEA 綠能科技公司執行
長。這本書，是他以局內人的身分，為讀者揭開
他對這家全世界最神祕公司的第一手觀察。書中
首度揭露，坎普拉這位神祕企業家，不為人知的
個性與領導風格；IKEA 多年來「不沾鍋」──不
沾黏各種負面新聞──背後的真相，包括：多年
前的抄襲風波、節儉到近乎吝嗇的文化、精心布
局的環保爭議；IKEA 巧妙的產品開發與採購策
略、精采的行銷布局與銷售技巧──究竟 IKEA
讓消費者上鉤的祕密是什麼？賣場上的家具為
什麼好像都有讀心術……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7448
 登 錄 號：314495
 索 書 號：873.6
 書名：仰望星空
 作者：亞瑟‧亞里
 岀版者：冠橙
 岀版年：2012
 館藏地：六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人生最大的勝利，就是不論歷經多少失
敗、幾多失意，都能將希望長存於心底。即使人
們不是任何方面的專家，也必然是生活本身的專
家。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7900

 登 錄 號：314498
 索 書 號：494
 書名：WOW！多品牌成就王品
 作者：高瑞訓
 岀版者：遠流
 岀版年：2012
 館藏地：五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王品集團，擁有「敢拚能賺愛玩」的企
業文化、「以人為本」的經營精神，為台灣餐飲
業不斷寫下新的傳奇。從西堤、陶板屋到舒果，
18 年產出 11 個品牌，在差異化與優越性的品牌
定位、美味的菜色、優質的服務、良好的用餐氣
氛，以及環環相扣的內部管理下，成功吸引不同
的消費族群。王品品牌副總高端訓，將一身絕活
盡情展現，分享多品牌創新經營 7 部曲：追求好
品牌的 11 個觀念，品牌定位紅三角，10 大品牌
行動，10 大行銷活動，從品牌延伸、品牌資產檢
驗到內部管理，以王品及近 100 個國內外企業實
例相映，以近 30 位品牌行銷大師名句佐料，為讀
者抓住最精闢的方法與觀念。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6200
 登 錄 號：314500
 索 書 號：885.8157
 書名：希臘激情
 作者：羅伯特‧安布埃羅
 岀版者：南方家園文化
 岀版年：2012
 館藏地：六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智利籍的美國教授布魯諾，突然遭遇妻
子的不告而別，決定踏上尋妻之途。他先是到紐
約的女兒家打探消息，未料女兒不肯透露知情。
他決定前往妻子的故鄉瓜地馬拉，從家庭背景著
手調查。途中不斷思索妻子出走的原因，憶及兩
人結髮多年的過往，年輕的癡狂情熱已在婚姻生
活中長期磨耗，導致自己的外遇與出軌。他懷疑
或許妻子的隱忍終於到了盡頭，於是移情別戀，
遠走高飛。然而妻子則由於身世之謎與無法溝通
的婚姻，決定出外散心，釐清問題。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1672

 登 錄 號：3144503
 索 書 號：563.5
 書名：惡魔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作者：尼古巴斯‧鄧巴
 岀版者：財信
 岀版年：2012
 館藏地：五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惡魔的衍生性金融商品》述說金融市
場創新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包括投資銀行如何
開發新金融商品、全球投資者如何受其吸引而跳
入買進、政策監管者如何受惑於放寬信貸後的政
治利益，以及投機者在金融體系瀕臨崩潰之際如
何大撈一筆等。這部錯綜複雜的故事，歸根究柢
就是「厭惡失敗者」如何被「『嗜』贏如命者」
說服，並接受風險的過程。我們為何相信這些謎
樣的理財工具會帶來利益？哪些銀行家爭相將
基本的工具，組合成可以提供低利房產貸款的複
雜商品？這過程又是如何一發不可收拾，最後落
得倒閉、被救濟的命運，進而讓投資人對這些金
融巨擘發出怒吼……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7126
 登 錄 號：314435
 索 書 號：427.12
 書名：玩味廚房
 作者：郭靜黛
 岀版者：幸福文化岀版：遠足文化發行
 岀版年：2012
 館藏地：五樓 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其實做菜是一件輕鬆、簡單的事，即使
在台灣的傳統菜市場買菜也能做西洋料理，我們
希望所有做菜的人都能親自體驗從食材產地到
餐桌的旅程，享受食物的美味，感受餐桌上的幸
福。所以這不只是一本食譜，也是值得您好好找
個地方坐下來，喝杯茶或泡杯咖啡，細細品味的
Joyce 和她的廚房與餐桌上的故事。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
m=0010536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