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年 11 月份 新書簡介


登錄號：283932









索書號：855
書名：不桑大雅
作者：桑德/圖文
岀版者：新雨出版
岀版年：2008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桑德式輕幽默，品味居家瑣碎事；老百姓小
插曲，詼諧風趣私生活。桑德以全新時尚甘草公
仔，說畫家庭一二事；引領部落格閱讀新潮流。
創造人氣新指數；茶餘飯後闔家觀賞，輕鬆幽默
無限美好。




登錄號：283943
索書號：947.45








書名：插畫設計市集 304
作者：三采文化 編著
岀版者：三采出版
岀版年：2008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會說話的創意，與世界溝通零距離！創作不該
孤芳自賞，好創意也要好經營！發光之前必讀
的插畫經營學！創作一定要懂行銷，行銷不一
定要自己來。





登錄號：283953
索書號：861.57
書名：模仿犯(下冊)







作者：腦力&創意工作室 編著
岀版者：臉譜出版
岀版年：2004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連續七年《達文西》雜誌票選日本最受歡迎女
作家第一名最有資格繼承吉川英治、松本清
張、司馬遼太郎衣缽的日本平成國民作家宮部
美幸與《火車》、《理由》並列日本現代推理
小說金字塔的顛峰之作！一隻女性的右手腕被
發現在公園的垃圾箱裡，那是兇手嚐過「獵殺
人們」的快感後，所發出的挑戰宣言…一輛燃
燒的汽車墜落谷底。從死於車禍的男人房間起
出無數的「殺人紀錄」，操縱整個案情的兇
手，正呼之欲出…





登錄號：283954
索書號：813.4
書名：明和電機：搞怪=機器







作者：蔡晴宇 編著
岀版者：宇琉采伊出版
岀版年：2007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收錄世界矚目的日本藝術家，明和電機的全
部製品！無法助你一臂之力的機器目錄 1960 年
日本明和電機代表，土佐阪市進了位於神戶的新
明和工業。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製造「紫電改」
等戰鬥機的川西航空，從事飛行艇的尾翼設計。
1969 年辭職之後，他在兵庫縣的赤穗市成
立明和電機有限公司。工廠從幫東芝與松下電器
製作加工真空管開始，在最盛期時擁有超過 100
人的員工。但是因為 1997 年的石油危機，公司
營運逐漸惡化，最後倒閉。





登錄號：283955
索書號：861.57
書名：愛曾經







作者：凜 RIN 編著
岀版者：台灣東販出版
岀版年：2008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曾經緊緊擁抱的兩人，最後只能用眼淚道
別。一段純真的校園戀情因為一場世紀絕症，而
讓故事的男女主角在年輕的歲月裡，被迫嚐盡生
離死別的哀？！這是一個開始在冬天、結束也在
冬天的故事，原本人人稱羨的青梅竹馬戀曲，隨
著女主角意外得了愛滋病而蒙上了晦暗的哀傷，
讓日本女高中生熱淚盈眶的純愛情節，引發人們
內心最單純的感動。
精簡的文字對白中隱含著世人對愛情的眷
戀與無奈，也正因為故事結局的不完美，而讓讀
者在讀完全文之後，更能深深迴盪在一波波心靈
的悸動裡。



登錄號：283956









索書號：861
書名：握緊雙手，裡面什麼都沒有
作者：黃桐 編著
岀版者：沙發出版社
岀版年：2009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人生，就像開車上路，要先鬆開手煞車才能夠
起步，如果猛踩油門卻不放開手煞車的話，那
麼車子不但跑不動，還會嚴重磨損，甚至報廢
掉。社會上，有太多人因為錯誤的價值觀，一
味追求擁有，不懂得要適時放手，明明負載過
重，行李卻還一件一件猛往車上堆，結果哪裡
都去不了；還有，許多人不懂得要知足，買了
一台國產車之後，就會開始羨慕別人開進口
車；有了一個名牌皮包，就再也無法使用普通
的手提袋。曾經有人問過聖嚴法師：為什麼這
個世界充滿煩惱與痛苦呢？





登錄號：283957
索書號：992.8
書名：一張機票玩 6 國：943 的神奇跳蚤旅遊法







作者：943 編著
岀版者：平裝本出版社
岀版年：2008
館藏地：五樓 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是的，你沒有看錯，這是真的！趕快翻開本
書，學學史上最強的『跳蚤式旅行法』，一張機
票就可以讓你玩 3~6 國！
另外還有 943 獨家省錢旅行秘技：享受航空
公司的免費過境旅館＋花 1000 元再多玩一國＋
搭乘 1 元巴士玩透透＋0 元機票和住宿＋一晚
80 元的旅館＋1 公斤行李聰明收納…等等，943
的省錢金頭腦，將帶你實現一生的旅行夢想！






登錄號：283958
索書號：523.38
書名：看漫畫 FUN 英文 02
作者：賴馬文文圖






岀版者：積木出版
岀版年：2007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繪本作家—賴馬，將自身學習英文的經驗，
以 KUSO 漫畫的形式，讓大家在輕鬆的情境下
玩英文。英文學習的內容更配合了幼教英文專業
名師—吳敏蘭老師的編寫，讓整冊內容寓教於
樂，可玩可唸、有趣又有深度。
一套三冊，每冊除了有趣的四格漫畫之外，
更依單元區分專門的主題，讓孩子可同時藉由已
歸納的主題，學習大量相關單字，並隨著每則漫
畫的情境與對話，學習生活式用法，加上英、美
聲音演員錄製的英文朗讀 CD，還可邊聽邊跟著
練習正確的發音。





登錄號：283962
索書號：953
書名：攝影達人這樣拍







作者：楊安生等 編著
岀版者：尖端出版社
岀版年：2009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平常生活在都會叢林的朋友啊，繁雜的壓力
是否常逼的你冷著一張臉呢？多久沒有被美麗
的事物感動了？試著多多培養對美的感動吧，打
開所有感覺細胞，試著全然放鬆，細細品味一杯
香純的曼特寧，安靜聽幾首穿透心靈的
NEWAGE 音樂，走出戶外投入大自然的懷抱，
隨著風吹綠浪的脈動深呼吸，赤腳踩過田埂、浸
一浸沁涼的清溪，靜觀璀璨的點點繁星及一場美
麗浪漫的月升日落！






登錄號：283949
索書號：874.57
書名：死後四十種生活
作者：大衛.伊葛門 編著






岀版者：小異出版
岀版年：2009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大多數人都怕死。當然，我們害怕的事情可能
不少：考試（或公司考績）分數太爛、家人朋
友的身體狀況不大對勁、政治口水愈來愈多、
地球資源愈來愈少…但這些事情都與「死」不
同。因為我們都不知道，死了之後，該要面對
什麼樣的情境；而這樣的未知，讓我們深深地
感覺恐懼。





登錄號：283948
索書號：874.57
書名：第十層地獄







作者：茱迪皮考特 編著
岀版者：商務出版
岀版年：2008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如果在所有的罪行裡，最重的罪是背叛別
人，那麼欺騙自己的人該當何罪？十四歲的翠克
西瘋狂的自殘，被強暴的痛楚她無力承受，蕩婦、
淫娃、賤貨的罵名令她崩潰，唯有使力劃開手腕，
她才能為自己殘餘的生命找到出口。那強暴翠克
西的男孩該死，但他的死卻為翠克西帶來另一場
災難，她成了各地警察追捕的嫌疑犯，翠克西知
道只有不斷地逃亡，她才有可能開始新的人生。







登錄號：283947
索書號：874.57
書名：魔法活船三部曲 2 瘋狂之船(下)
作者：羅蘋．菏布 編著
岀版者：奇幻基地出版





岀版年：2006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刺客」系列作者又一絕無冷場、劇力萬
鈞的經典作品 「保證是真正卓越超凡的冒險傳
奇…荷布所描繪的人物總是很出色，更由於她
深愛大海、深知大海，所以更使每個人物都鮮
活了起來。如果派崔克？歐布萊再世，說不定
也會寫出這樣的小說。作者名不虛傳，期待續
集！」










登錄號：283946
索書號：177
書名：讓你瞬間看穿人心的怪咖心理學：史上最
搞怪的心理學報告
作者：李查韋斯曼 編著
岀版者：漫遊者出版
岀版年：2008
館藏地：四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人的心裡藏著哪些祕密？你有哪些「心事」
不想透露給別人甚至自己知道？為什麼人會相
信明明沒有科學根據的事？有哪些不合理的行
為其實背後都有複雜的心理因素？
現在，頂尖的心理學家們要發揮奇想，用各
種近乎搞怪的實驗把它們通通挖出來，一一求
證！看完你將大呼：「原來，我們心裡是這樣想
的！」






登錄號：283945
索書號：857.83
書名：秘密
作者：護玄 編著






岀版者：蓋亞出版
岀版年：2008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情人之間，是否容不下任何秘密？有一個只
愛自己、事業心強的花花公子，從來不曾真心談
過戀愛，一天晚上他從酒吧出來，走到廣場的噴
泉邊，忽然聽到一陣悅耳的歌聲，裡面一個活色
生香的水精雕像竟變成了美麗的女子。男子對她
一見鍾情，把她帶回家，並向她求婚。女子答應
了，但唯一的條件是男子必須在家裡為她空出一
間房間，門要漆成藍色，男子不能把門打開，也
不能偷聽或偷看，她每週會關在裡面一天一夜…





登錄號：283944
索書號：874.57
書名：美味關係：茱莉與茱莉亞







作者：茱莉鮑爾 編著
岀版者：時報出版
岀版年：2009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這本書是一個在紐約的女孩向全美知名料
裡主持界天王 Julia Child 致敬之書 2002 年，日
子過得百無聊賴的祕書茱莉突發奇想，計劃以一
年的時間，完成美國名廚茱莉亞．柴爾德（Julia
Child）《掌握法國廚藝》書中的 524 道料理，並
將心得發表在部落格「The Julie/Julia Project」
上，結果不僅出版成書，更被好萊塢搬上銀幕，
成就了這部號稱是「Bridget Jones 遇上法系大
廚」的幸福小品。






登錄號：283940
索書號：881.657
書名：妳離開以後
作者：瑞柯倫 編著






岀版者：商周出版
岀版年：2009
館藏地：五樓中文書庫
內容大綱：
成功和你想的不一樣！
天賦、家世、學歷、努力還不夠，之所以超
群成為「異數」，還牽涉周遭的人和環境。能不
能成為運動明星，要看你幾月出生；數學好不好，
要看祖先是不是種稻。作者引用大量統計科學辯
證，大開我們的視野，重新發現「出身」的意義：
誰能成功，多少人能成功，要看我們生活在什麼
樣的社會。想想看，他們的成功背後隱藏了什麼
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