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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886
索 書 號：173.32/8454
書名：男人玻璃心：親愛的，我想明白你
作者：郭彥麟
岀版者：寶瓶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男人並不難懂。
精神科醫師郭彥麟貼近女人的困惑和不
安，從專業觀點切入 23 種男人類型，溫暖
同理承受著內心枷鎖及外在束縛的男性，深
藏的憂鬱、委屈與壓抑、自戀和自卑……
這是一本重要的修復之書，喚醒我們重拾愛
的初衷，也是一把珍貴的連結之鑰，幫助我
們以全新的理解，走向彼此，擁抱彼此。










條 碼 號：344901
索 書 號：190/8663
書名：說真話的勇氣：北野武の新道德
作者：北野武
岀版者：商周出版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你以為的道德，真的是道德嗎？不要一味依
從別人訂立的道德。
我寫這本書就是為了表達這看法。
認真的傢伙總有一天會成為大人物？
這世界早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孩子們總有一天會踏入這些夢話根本行不
通的現實社會！
教導孩子動腦思考，用心判斷才是當前最重
要的事！
道德是便宜行事的另一種說法，意思就跟
「行人請靠右行走」沒什麼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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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902
索 書 號：369/835
書名：微生物的巨大衝擊
作者：羅布‧奈特、布蘭登‧波瑞爾
岀版者：天下雜誌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你知道嗎？人有十兆個細胞，但全身內外更
充滿高達百兆的微生物細胞，在這世界上，
成為你不可或缺的夥伴。懂得與微生物相
處，就能擁有健康自在的人生。
微小到肉眼不可見的微生物，其實對我們有
巨大的影響，從或胖或瘦、睡眠模式、憂鬱
症、關節炎，甚至成為蚊子叮咬的目標，都
與體內的微生物關聯密切。要讓自己更健
康、更愉快，就不能不了解微生物！










條 碼 號：344816
索 書 號：542.6933/8764
書名：居住正義：你我都能實踐的理想
作者：張金鶚
岀版者：天下雜誌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居住正義不該只是選舉的口號，更不是打房
的旗幟，在金錢至上，財富與所得分化劇烈
的 21 資本世紀，找回居住正義，才能打造
「住者適其屋」的理想境界。
打擊不合理的房市制度，戳破房價下跌必然
拖垮經濟的謬誤張金鶚教你 20 種改變自己
居住環境的實踐方法。人人都能檢舉黑心業
者、督促房市資訊透明化為捍衛自己的居住
權盡一份心力。










條 碼 號：344818
索 書 號：548.16/8236
書名：窮忙：我們這樣的世代
作者：大衛‧K‧謝普勒
岀版者：時報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這些是美國社會的縮影，也是在貧富差距破
百倍的台灣，可能發生於你我身上的故事。
普立茲獎得主大衛‧K‧謝普勒，繼描寫以
巴衝突的《受傷的靈魂》、美國種族歧視的
《陌生人的國度》後，花費數年時光、採訪
十多個家庭，生動地記錄了窮忙族的故事。
四十年的記者資歷，讓謝普勒在描寫貧窮問
題時，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政策與體制的弊
病之處，以及窮忙者的個人困境。他對窮忙
族充滿關懷，寫下「任何辛勤工作的人都不
應該是貧窮的，」為了理解貧窮，他深入勞
動世界，勾勒出貧忙族背後教育、醫療、家
庭、心理、薪資結構、居住品質的失能，以
及社會體制對於貧窮者的不友善。





條 碼 號：344898
索 書 號：586.5014/8434
書名：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
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
公平
作者：亞當‧班福拉多
岀版者：臉譜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本書就像精彩的犯罪推理短篇小說集--但
書中情節卻都是真人真事。針對司法體制，
作者提出了我們最在乎的問題：「正義究竟
該如何達成？」當書中討論受害者標籤、法
官角色定位、不同背景的大眾對同一案件的
歧異立場時，令人立即想起的是臺灣社會每
每發生重大刑案後，輿論熱議甚至社會對立
究竟所為何來、該如何解套；藉著對證人記
憶、犯罪心理等的深入剖析，作者也揭露了
人類心與腦的運作實際上如何恆常地偏離
認知的常軌，而我們又可根據最新科學進
展，如何有效修正偏失的司法準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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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887
索 書 號：733.21/8375
書名：臺灣史上最有梗的臺灣史
作者：黃震南
岀版者：究竟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這本書不是讓你快速讀通臺灣史的。
而是讀了能馬上假裝比別人更懂的特效藥
（喂）。
當你拿起市面上關於臺灣史的書，是否擋不
住排山倒海而來的睡意？
試試這本吧！
這也許不是一本適合拿來引用寫論文的
書，只是一本臺灣老故事的搞笑歷史散文，
那些教科書不寫、史籍論述不說的事，卻擁
有更多感動人心的能量。
它們在各種文獻中所留下的吉光片羽，交織
成了這幅動人的臺灣史繪卷。










條 碼 號：344857
索 書 號：783.288/8356
書名：為了活下去：脫北女孩朴研美
作者：朴研美
岀版者：大塊文化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上學途中看見屍體躺在路邊、肚子餓到只能
吃野生植物果腹、鄰居莫名其妙「消失」等
等，這些都是朴研美從小到大習以為常的
事。她相信「敬愛的領袖」可以看穿她的心，
甚至因為她心裡的「壞念頭」而懲罰她。
十三歲那年，飢荒再加上父親入獄，迫使研
美一家人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橫越結冰的
鴨綠江，從北韓逃到中國。然而，到了中國
之後，她才發現自己已經落入中國人口販子
的手中。
她在人口販子的掌控下度過兩年生不如死
的歲月，在一個甚至比她逃離的家鄉更殘
酷、更危險的地方掙扎求生。後來，研美與
母親再一次冒著生命危險想辦法逃亡。她們
在漆黑的寒夜橫越戈壁沙漠，跟隨著星星的
指引邁向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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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碼 號：344835
索 書 號：855.486/P481
書名：如果可以簡單，誰想要複雜
作者：Peter Su
岀版者：布克文
岀版年：201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生命可以簡單，只是我們誇張了！
走了那麼多地方，才知道家的重要，
遇過了那麼多人，才知道朋友的溫暖，
經歷了那麼多複雜的問題，才知道簡單的難
得。
誰都喜歡簡單的人、簡單的事，
但面對那麼多討人厭的事情，
如果可以簡單，誰又想要複雜。










條 碼 號：344828
索 書 號：855/8437
書名：旅行私想：謝謝天地接納我
作者：蔡穎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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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再出門旅行，是為了重新尋回生活的
美好。
從 12 歲離家求學開始，旅居過幾個不同國
家、城市。Bubu 可算是經驗豐富的旅者。
數不清多少次的出門旅行，不論是短暫的身
心出走，或家人朋友另一種形式的聚首；甚
至是任務在身，為工作遠行……
驟然的空間轉換，使得綿密的日常生活有了
不同的風景與節奏。
旅行歸來，生活有了更深的意義。這是一場
Bubu 的私旅行，細膩分享。










條 碼 號：344826
索 書 號：861.57/8764
書名：平行世界的愛情故事
作者：東野圭吾
岀版者：皇冠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六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這是東野圭吾最別出心裁的一部作品，他將
我們對愛情的妄想與執念，我們在愛情裡可
能引發的嫉妒與瘋狂，透過彼此錯置的兩個
平行世界交織成一個巨大而深邃的謎團。愛
情是動機，是證據，同時也是解謎的關鍵。
如果這是一部推理小說，那麼被謀殺的會是
你最美好的愛情。而如果這是一部愛情小
說，那麼這就是一場由詭計組成的戀愛。





條 碼 號：344900
索 書 號：987.83/887
書名：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II：先替自己勇
敢一次，再為對方堅強一次！
作者：水某
岀版者：商周出版
岀版年：2016
館藏地：六樓中文書庫區
內容大綱：
愛情向前走，然後右轉……可能轉到了真
愛，可能轉到了錯愛，也可能一直在愛與不
愛中團團轉～
終究，妳／你免不了自言自語的問：
男生到底──在想什麼？
女生到底──想要甚麼？
就讓我們從電影裡去找找看可能的答案，不
管你是男生，或是女生，這一百部電影，有
一百種相愛的方式，邀請你對號入座，看完
以後，你可能會頓悟，或者捶胸頓足，也可
能就此生出勇氣告白，或更堅定的牽手與子
偕老…那些電影教我的事，讓我們一起尋
找，一種相愛的方式。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