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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358
索 書 號：177.1/8453
書名：道歉的力量：維護尊嚴與正義，進
行對話與和解
作者：亞倫．拉扎爾
岀版者：好人出版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沒有善加化解屈辱感就會引發怨恨，甚至
導致家人相殘與國家對戰。就此而言，成
功的道歉能化解屈辱、恢復尊嚴、修復關
係，讓人從滿懷罪惡感的心靈桎梏中解脫。
昌盛繁榮的民主國家也應該要放下自負，
謙卑地去協助處境艱難的國家和群體恢復
尊嚴。唯有如此，這些國家和群體才有可
能進行道歉與和解的對話。
條 碼 號：344359
索 書 號：427.35/8273
書名：免捏飯糰三明治：日本狂銷 20 萬冊!
野餐露營 X 營養便當，簡單易做的
方便壽司!
作者：寶島社編輯部
岀版者：2016
岀版年：台灣廣廈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日本熱銷突破 20 萬本，歐美熱烈迴響，好
評不斷！
野餐露營、給孩子的愛心便當、上班族輕
午餐必備不用握捏、製程簡單 58 道化繁為
簡帶著走的健康美味！
只要 4 步驟：一擺→二疊→三包→四切，
餡料自由搭配，快速完成不失敗輕鬆備料
╳營養好吃╳方便攜帶，通通都能滿足！










條 碼 號：344464
索 書 號：427/8977
書名：傑米.奧利佛的超級食物
作者：傑米.奧利佛
岀版者：三采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多年來傑米一直告訴讀者，美味與健康絕
對可以兼顧！他不僅親自實踐了這項理念
（他按照本書的飲食方法和食譜吃，幾個
月下來瘦了 12 公斤），現在更要透過這本
書，幫助你達成這個目標。食物可以餵飽
我們的肚子、補充精力、修護身體，甚至
療癒心靈，它們同時也是治病良藥。只要
每天改變一點，每天吃「好」一點，就可
以擁有更健康、更快樂的生活。





條 碼 號：344371
索 書 號：496/8759
書名：為什麼超級業務員都想學故事銷
售：5 大法則，讓你的商品 99%都
賣掉
作者：川上徹也
岀版者：大樂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每個人都喜歡聽故事，因為故事不只好
玩、好聽、好看，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記。
作者川上徹也在知名廣告代理公司工作
後，為近 50 家企業透過廣告「說故事」，
還獲獎超過 15 次。
他創造「Story Branding」一詞，將故事的
優點融入銀貨兩訖的商業銷售行為。
本書除了傳授說故事、挖掘故事的方法，
還搭配許多成功案例。其實，不是沒有故
事，只是沒有發現；不是不會講故事，只
是用錯方法；從現在開始，只要活用 5 法
則，也能馬上構築屬於你和品牌的專屬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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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426
索 書 號：524.3/8474
書名：我的草根翻轉：MAPS 教學法
作者：王政忠
岀版者：親子天下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MAPS 教學法，也透過不同功能取向的提問
設計，引導學生在課堂上小組共學以及課
堂外自學。在完成完整的心智繪圖（I see
／I feel／I think）後，學生必須進行口說發
表及評論，以驗證並精熟閱讀理解。同時
採行異質性分組的合作學習策略設計，促
進同儕搭建學習鷹架，確保各種程度學生
都能有效學習、提升學習動機。
王政忠期盼透過這個教學法，讓孩子在課
堂裡盡力的學，儘可能排除「學習動機低
落」以及「學習負向態度」的干擾，讓「不
想」與「不動」
，不再成為教學現場的阻礙，
當學生的學習動機產生，改變就會發生，
老師也就能在課堂上看到不一樣的畫面。





條 碼 號：344348
索 書 號：528.2/8457
書名：孩子只是卡住了：突破教養關卡，
就要看懂孩子、協助破關
作者：王麗芳
岀版者：天下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教養像闖關，常常出現狀況題，孩子行為
卡卡、情緒卡卡，爸媽教養也卡卡，其實
孩子不是不聽話，而是聽不懂！不是無理
取鬧，是看不懂別人的為難；不是愛爭風
吃醋，是不明白父母決策的理由。想要順
利闖關成功，你一定要先看懂孩子卡住的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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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424
索 書 號：544.3707/874
書名：我們都是千瘡百孔的戀人
作者：陳雪
岀版者：INK 印刻文學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多年之後，我們都成了千瘡百孔的戀人，
再見面時，我們幾乎都認不出對方的模樣
了，屬於我們的過去，似乎脆弱得彈指間
就會飛滅，但只要給我們一點點時間，我
們還是認得出曾經愛過的那個人，那還是
我所愛的。
我們正在戀愛嗎？我真正愛過了嗎？被認
真愛過了嗎？如此多名之為愛的事物為何
大多數時刻都令人困惑，又充滿懊悔？如
此多帶著愛情外裝的關係，為什麼無法使
人快樂？你知道這些戀人關係終將結束。
你終究沒有能力令自己留在他們／她們身
旁，或者使他們留在你身邊。










條 碼 號：344414
索 書 號：563.53/8654
書名：五線譜投資術
作者：薛兆亨
岀版者：原富傳媒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想要投資股票，卻不知如何選股？買了股
票後，每天都提心吊膽，漲的時候怕賣太
早、賺太少，跌的時候怕賣太晚、賠太多。
投資股票是為了獲利，這應該是個快樂的
過程，如果你每天都為股票而痛苦，證明
你用錯操作方法。
知名網路財經作家薛兆亨和 Tivo168，為了
讓投資人都能快樂投資，走向財務自由之
路，大方分享了他們研發、實證多年的「五
線譜投資術」
，可以自動抓出高低價，判斷
最佳的買賣點，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用每
天盯盤，就能年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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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350
索 書 號：811.1/8774
書名：文章自在
作者：張大春
岀版者：新經典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張大春以 79 篇散文演繹文章之道，既談他
對寫文章的看法，也示範各種寫作技巧。
同時收錄蘇洵、魯迅、胡適、梁實秋、林
今開、毛尖等古今諸家文章各一篇，或博
大或巧妙，各擅勝場。
文章是自主思想的訓練，若不是與一個人
表達自我的熱情相終始，那麼，它在本質
上是造作虛假的。練習寫文章，是要培養
一種隨身攜帶的能力，而非用後即丟的資
格。從概念到方法，從說明到例文，從白
話到文言。
好文章從天地人事的體會中來，寫文章本
該是自由傳神、變化多姿的趣事。










條 碼 號：344422
索 書 號：855/874
書名：把你的名字曬一曬
作者：張西
岀版者：三采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每個人的心裡都有幾個名字，偶爾壓得自
己喘不過氣。
把你的名字拿出來，曬一曬，讓世界去風
乾它，讓它再被收進口袋的時候，只是一
個名字。
「故事是認識一個人最溫柔的方式。」每
個故事，都有一個小小的自己藏在裡面，
等著被理解。即使這世界不是每一次都讓
你有被理解的機會，但你不會因此沉默，
最怕的是你受傷以後，再也不說自己的故
事了。
當祕密永遠是祕密的時候，傷口就沒有包
紮的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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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375
索 書 號：861.57/8875
書名：不然你搬去火星啊
作者：伊坂幸太郎
岀版者：獨步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六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恭喜！施行「和平警察制度」的日本部分
地區，有了前所未見的和平生活，只是鄰
居會互相密告，莫須有的罪名扣在無辜人
士身上，而站上斷頭台的犯人，則在眾人
嗜血的喝采聲中被公開處刑。
在剛實施這項政策的仙台，恐懼的市民選
擇沉默，任憑警察無故帶走鄰居，或告發
他人以求自保；不甘默默承受的民眾密謀
反抗，卻陷入危機。在絕望的時刻，一名
奇裝異服又帶著神祕武器的「正義使者」
登場救援！










條 碼 號：344412
索 書 號：881.457/8353
書名：蟑螂
作者：尤．奈斯博
岀版者：漫遊者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六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金錢，政治，權力。這是一場他根本沒辦
法了解的遊戲，沒人要求他找出真相，也
沒人想要他找到真相……
新任的挪威駐泰國大使墨內斯被人發現陳
屍於曼谷一處妓院賓館內，背上插了一把
刀，早已氣絕多時。由於大使和挪威現任
首相不但是黨內同志也私交甚篤，此案的
偵查必得迅速了結且避免醜聞。於是哈利
再度肩負著「挪威警方大使」的角色，前
往曼谷協助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