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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30/ACE Why nations fail :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are some nations rich and others poor, divided by wealth 
and poverty, health and sickness, food and famine?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Robinson conclusively show that it 
is man-mad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at underlie 
economic success (or lack of it). Based on fifteen years of 
original research Acemoglu and Robinson marshall extraordinary 
historical evidence from the Roman Empire, the Mayan 
city-states, medieval Venice, the Soviet Union, Latin America, 
England,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rica to build a new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great relevance for the big 
questions of today. 
 

 

2 302/GLA Outliers : the story 
of success 

Malcolm 
Gladwell 

In this stunning new book, Malcolm Gladwell takes us on an 
intellectual journey through the world of "outliers"--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the most famous and the most successful. He asks 
the question: what makes high-achievers different? 
His answer is that we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what successful 
people are like, and too little attention to where they are from: 
that is, their culture, their family, their generation, and the 
idiosyncratic experiences of their upbr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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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30.019/THA Nudge :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Richard H. 
Thaler, Cass 
R. Sunstein 

Nudge is about choices—how we make them and how we can 
make better ones. Drawing on decades of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behavior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authors Richard H. Thaler 
and Cass R. Sunstein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on preventing the 
countless mistakes we make—ill-advised personal investments, 
consumption of unhealthy foods, neglect of our natural 
resources—and show us how sensible “choice architecture” can 
successfully nudge people toward the best decisions.   
 
 

 
 

4 152.41/LEW A general theory 
of love 

Thomas 
Lewis, Fari 
Amini, 
Richard 
Lannon 

A General Theory of Love draws on the latest scientific research 
to demonstrate that our nervous systems are not self-contained: 
from earliest childhood, our brains actually link with those of the 
people close to us, in a silent rhythm that alters the very structure 
of our brains, establishes life-long emotional patterns, and 
makes us, in large part, who we are. Explaining how 
relationships function, how parents shape their child’s 
developing self, how psychotherapy really works, and how our 
society dangerously flouts essential emotional laws, this is a 
work of rare passion and eloquence that will forever change the 
way you think about human in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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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05.42/WOL The beauty 
myth :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 

Naomi Wolf  In today's world, women have more power, legal recognition, and 
professional success than ever before. Alongside the evident 
progress of the women's movement, however, writer and 
journalist Naomi Wolf is troubled by a different kind of social 
control, which, she argues, may prove just as restrictive as the 
traditional image of homemaker and wife. It's the beauty myth, 
an obsession with physical perfection that traps the modern 
woman in an endless spiral of hope,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hatred as she tries to fulfill society's impossible definition of 
"the flawless beauty." 
 

 

6 650.1/KEL The one thing : 
the surprisingly 
simple truth 
behind 
extraordinary 
results 

Gary Keller 
with Jay 
Papasan 

In an information overload and multi-tasking world their message 
is clear and single-minded. You have to FOCUS on ONE thing. 
Extraordinary results are directly determined by how narrow you 
can make your focus. Of course for most of us that is really hard 
to do. Distractions and popular philosophies are often the 
reasons why we think we can't or didn't suc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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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ownload from 
Ebrary 
http://site.ebrary
.com/lib/sclib/ho
me.action 
 

Brain Rules: 12 
Principles for 
Surviving and 
Thriving at 
Work, Home, 
and School 

John Medina  In Brain Rules, Dr. John Medina, a molecular biologist, shares 
his lifelong interest in how the brain sciences might influence the 
way we teach our children and the way we work. In each chapter, 
he describes a brain rule - what scientists know for sure about 
how our brains work - and then offers transformative ideas for 
our daily lives 
 
 
 
 

 

8 158.1/DUH The power of 
habit : why we 
do what we do in 
life and business 

Charles 
Duhigg  

In The Power of Habit, Pulitzer Prize–winning business reporter 
Charles Duhigg takes us to the thrilling edge of scientific 
discoveries that explain why habits exist and how they can be 
changed.   At its core, The Power of Habit contains an 
exhilarating argument: The key to exercising regularly, losing 
weight, being more productive, and achieving success is 
understanding how habit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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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05.231/BRO 
 

Nurture Shock: 
New Thinking 
About Children 

Po 
Bronson、
Ashley 
Merryman  

The central premise of this book by Bronson (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Life?) and Merryman, a Washington Post journalist, is 
that many of modern society's most popular strategies for raising 
children are in fact backfiring because key points in the science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have been overlooked. Two 
errant assumptions are responsible for current distorted 
child-rearing habits, dysfunctional school programs and 
wrongheaded social policies: first, things work in children the 
same way they work in adults and, second, positive traits 
necessarily oppose and ward off negative behavior. 

 

10 305.3/SAX Why gender 
matters : what 
parents and 
teachers need to 
know about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sex 
differences 

Leonard Sax In Why Gender Matters, psychologist and family physician Dr. 
Leonard Sax leads parents through the mystifying world of 
gender differences by explaining the biologically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children think, feel, and act. He addresses a host of 
issues, including discipline, learning, risk taking, aggression, sex, 
and drugs, and shows how boys and girls react in predictable 
ways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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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650.11/ALB When : the art of 
perfect timing 

Stuart Albert  Timing is everything. Whether we are making strategic business 
decisions or the smallest personal choice, we must decide not 
only what to do, but when to do it. Based on a 20-year 
investigation into more than 2,000 timing issues and errors, 
When presents a single and practical approach for dealing with 
timing in life and business. Good timing, Albert argues, is not just 
a matter of luck, intuition, or past experience—all of which may 
be unreliable—but a skill.   
 
 

 

12 304.61/FIS Shock of gray : 
the aging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how it pits young 
against old, child 
against parent, 
worker against 
boss, company 
against rival, 
and nation 
against nation 
 

Ted C. 
Fishman 

The world’s population is rapidly ag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the number of people over age fifty will be greater than 
that of those under age seventeen. Few of us understand the 
resulting massive effects on economies, jobs, and families, or 
grasp how our most personal decisions both age the world and 
drive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Veteran 
journalist Ted C. Fishman masterfully explains how the shrinking 
of our families and the lengthening of our life spans change 
nearly every important relationship we have—to ourselves, our 
families, our communities, our workplaces, our nations, a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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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53.42/KAH Thinking, fast 
and slow 

Daniel 
Kahneman 

Drawing on decades of research in psychology that resulted in a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Daniel Kahneman takes 
readers on an exploration of what influences thought example by 
example.  System 1 and System 2, the fast and slow types of 
thinking, become characters that illustrate the psychology behind 
things we think we understand but really don't, such as intuition. 
Kahneman's transparent and careful treatment of his subject has 
the potential to change how we think, not just about thinking, but 
about how we live our lives. 

 

14 020.9/GLE The 
information : a 
history, a theory, 
a flood 

James Gleick Acclaimed science writer James Gleick presents an eye-opening 
vision of how our relationship to information has transformed the 
very nature of human consciousness. A fascinating intellectual 
journey through 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language of Africa’s talking drums to the invention of 
written alphabets; from the electronic transmission of code to the 
origins of information theory, into the new information age and 
the current deluge of news, tweets, images, and blogs. Along the 
way, Gleick profiles key innovators and reveals how our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is transforming not only how we 
look at the world, but how we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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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612.82/QUA Liars, lovers, 
and heroes : 
what the new 
brain science 
reveals about 
how we become 
who we are 
 

Steven R. 
Quartz and 
Terrence J. 
Sejnowski 

This exciting, timely book combines cutting-edge findings in 
neuroscience with examples from history and recent headlines to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who we are. Introducing the new science 
of cultural biology, born of advances in brain imaging, computer 
modeling, and genetics, Drs. Quartz and Sejnowski demystify 
the dynamic engagement between brain and world that makes 
us something far beyond the sum of our parts. 
 
 
 

 

16 153.1534/PIN Drive: The 
Surprising Truth 

About What 
Motivates Us 

Daniel H. 
Pink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the best way to motivate is with rewards 
like money—the carrot-and-stick approach. That's a mistake. 
Drawing on four decade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n human 
motivation, Pink exposes the mismatch between what science 
knows and what business does—and how that affects every 
aspect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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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303.484/JOH Where good 
ideas come 
from : the 
natural history of 
innovation 

Steven 
Johnson 

The printing press, the pencil, the flush toilet, the battery--these 
are all great ideas. But where do they come from? What kind of 
environment breeds them? What sparks the flash of brilliance? 
How do we generate the breakthrough technologies that push 
forward our lives, our society, our culture? Steven Johnson's 
answers are revelatory as he identifies the seven key patterns 
behind genuine innovation, and traces them across time and 
disciplines. 

 

18 303.48/FRI The world is flat: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omas L. 
Friedman 

In this brilliant new book, the award-winning New York Times 
columnist Thomas Friedman demystifies the brave new world for 
readers, allowing them to make sense of the often bewildering 
global scene unfolding before their eyes. With his inimitable 
ability to translate complex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ic issues, 
Friedman explains how the flattening of the world happened at 
the dawn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hat it means to countries, 
companies, communities, and individuals; and how governments 
and societies can, and must, ada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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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71.2/HAR The Moral 
Landscape: 
How Science 
Can Determine 
Human Values 

Sam Harris Defining morality in terms of human and animal well-being, 
Harris argues that science can do more than tell how we are; it 
can, in principle, tell us how we ought to be. In his view, moral 
relativism is simply false—and comes at an increasing cost to 
humanity.   Using his expertise in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 along with his experience on the front lines of our 
“culture wars,” Harris delivers a game-changing book about the 
future of science and about the real basis of human cooperation. 

 
20 107.6/BAG The pig that 

wants to be 
eaten : 100 
experiments for 
the armchair 
philosopher 
 

Julian 
Baggini 

Both entertaining and startling, The Pig That Wants to Be Eaten 
offers one hundred philosophical puzzles that stimulate thought 
on a host of moral, social, and personal dilemmas. 

 

  



No.No.No.No.    Call NumberCall NumberCall NumberCall Number    TitleTitleTitleTitle    Author(s)Author(s)Author(s)Author(s)    Abstract (extracted from http://www.amazon.com/)Abstract (extracted from http://www.amazon.com/)Abstract (extracted from http://www.amazon.com/)Abstract (extracted from http://www.amazon.com/)    Book CoverBook CoverBook CoverBook Cover    
21 530.142/HAW The grand 

design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When and how did the universe begin? Why are we here? What 
is the nature of reality? Is the apparent “grand design” of our 
universe evidence of a benevolent creator who set things in 
motion—or does science offer another explanation? In this 
startling and lavishly illustrated book, Stephen Hawking and 
Leonard Mlodinow present the most recent scientific thinking 
about these and other abiding mysteries of the universe, in 
nontechnical language marked by brilliance and simplicity. 
 

 

22 330/LEV Freakonomics :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Steven d. 
Levitt & 
Stephen  J. 
Dubner 

Freakonomics is a groundbreak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Levitt 
and Stephen J. Dubner, an award-winning author and journalist. 
Through forceful storytelling and wry insight, they show that 
economics is, at root, the study of incentives—how people get 
what they want or need, especially when other people want or 
need the same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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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303.4833/WEI Too big to 

know : 
rethinking 
know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t the facts, 
experts are 
everywhere, and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is the 
room 

David 
Weinberger 

In Too Big to Know, David Weinberger explains that, rather than 
a systemic collapse, the Internet era represents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methods we ha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round us. With examples from history, politics, business, 
philosophy, and science, Too Big to Know describes how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knowledge have been overturned, and what 
this revolution means for our future. 
 
 
 
 
 

 

24 330/LEV-2 Superfreakonom
ics : global 
cooling, patriotic 
prostitutes, and 
why suicide 
bombers should 
buy life 
insurance 

Steven D. 
Levitt & 
Stephen J 
Dubner 

SuperFreakonomics asks not only the tough questions, but the 
unexpected ones: What's more dangerous, driving drunk or 
walking drunk? Why is chemotherapy prescribed so often if it's 
so ineffective? Can a sex change boost your salary?  
SuperFreakonomics challenges the way we think all over again, 
exploring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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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52.42/BLO How pleasure 
works : the new 
science of why 
we like what we 
like 

Paul Bloom Drawing on a wealth of surprising studies, Bloom investigates 
pleasures noble and seamy, lofty and mundane, to reveal that 
our enjoyment of a given thing is determined not by what we can 
see and touch but by our beliefs about that thing’s history, origin, 
and deeper nature. 

 

26 153.43/LEV Think Like a 
Freak: The 
Authors of 
Freakonomics 
Offer to Retrain 
Your Brain 

Steven D. 
Levitt & 
Stephen J 
Dubner 

With their trademark blend of captivating storytelling and 
unconventional analysis, Steven D. Levitt and Stephen J. Dubner 
take us inside their thought process and teach us all how to think 
a bit more productively, more creatively, more rationally. In Think 
Like A Freak, they offer a blueprint for an entirely new way to 
solve problems, whether your interest lies in minor lifehacks or 
major global reforms.  

27 612/LIE The story of the 
human body : 
evolution, 
health, and 
disease 

Daniel E. 
Lieberman 

In this landmark book of popular science, Daniel E. Lieberman 
gives us a lucid and engaging account of how the human body 
evolved over millions of years. He shows how the increasing 
disparity between the jumble of adaptations in our Stone Age 
bodies and advanc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is occasioning a 
paradox: greater longevity but increased chronic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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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50.1657/ROB 国家为什么会失
败 : 权力、富裕
与贫困的根源 

戴伦·艾塞默鲁
(Daron 
Acemoglu), 詹姆
斯·罗宾森
(James A. 
Robinson) ; 吴国
卿, 邓伯宸译 

        为什么有些国家十分富裕，有些国家却异常贫困？  
        作者的研究显示，穷国之所以贫穷，不是由于命定
的地理因素，也不是因为传统文化作祟。糟糕的政策很可能
不是因为执政者愚笨无知，而是他们刻意图利支持其权力的
特权菁英，代价是整体社会的利益。繁荣富裕的关键在于这
个社会实行何种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 
 
 
 
 
 

 

2 177.2/GLA 异数 : 超凡与平
凡的界限在哪
里?  

麦尔坎·葛拉威
尔(Malcolm 
Gladwell)作 ; 廖
月娟译 

  成功和你想的不一样！天赋、家世、学历、努力还不够，
之所以超群成为「异数」，还牵涉周遭的人和环境。能不能成
为运动明星，要看你几月出生；数学好不好，要看祖先是不
是种稻。作者引用大量统计科学辩证，大开我们的视野，重
新发现「出身」的意义：谁能成功，多少人能成功，要看我
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 
  
 
 
 
 

 

  



序序序序
号号号号    

索书号索书号索书号索书号    书名书名书名书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译者译者译者译者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节自台湾博客来网页节自台湾博客来网页节自台湾博客来网页节自台湾博客来网页 http://www.books.com.tw/http://www.books.com.tw/http://www.books.com.tw/http://www.books.com.tw/））））    图书封面图书封面图书封面图书封面    

3 550.14/THA 推力：决定你的
健康、财富与快
乐 
 

Richard H. Thaler 
& Cass R. 
Sunstein / 张美
惠 

什么是 Nudge ？ 不是强迫，不是硬性规定，而是一种
轻轻的推力，能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只要选择的架构
经过良好的设计，就可以产生对我们有利的推力，同时又不
会损害个人的选择自由。   

Nudge 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既不赞成政府管制，也不认同
完全放任；既不是左，也不是右。可谓真正的第三条路。 

  
 
 
 
 

 

4 028.01/TAL 黑天鹅效应 Nassim Nicholas 
Taleb 著 ; 罗耀
宗译 

所谓黑天鹅，是指看似极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它具三大
特性：不可预测性；冲击力强大；以及，一旦发生之后，我
们会编造出某种解释，使它看起来不如实际上那么随机，而
且更易于预测。作者认为黑天鹅潜藏在几乎每一件事的背后
——从宗教之兴起，到我们个人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多年来，作者一直在研究我们是怎样欺骗自己，以为自
己知道的比实际上知道的还多。我们总是只看到无足轻重的
事情，而大的事件却继续在你我的惊叹声中出现，并形塑着
这个世界。本书试图解释我们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事物」
所知道的一切。作者提出简单得令人吃惊的技巧，协助读者
面对黑天鹅现象，并从这些意外的大事件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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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3.7/TAL 反脆弱 
 

Nassim Nicholas 
Taleb 著 ; 罗耀
宗译 

《反脆弱》一书力陈不确定不仅是件好事，甚至有其必
要，并且建议我们以反脆弱的方式建立各种事物。反脆弱超
越坚韧或强固：坚韧至多只能够抵抗震撼和维持原状；反脆
弱则会变得愈来愈好。此外，反脆弱可以免于预测误差，并
且受到保护，不受不利事件的影响。 

《反脆弱》是生活在不确定世界中的蓝图，也是面对随
时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时的终极自保守则。 

 
 

 

 

6 176.4/DOB-2 思考的艺术 : 52
个非受迫性行为
偏误 
 

鲁尔夫·杜伯里
(Rolf Dobelli)
著 ; 王荣辉译 

作者以清晰易读的语调，逐篇举出 52 个人人易犯的思考
错误，并佐以生活趣事、名人轶事、历史、爱情关系、投资
理财、实验研究等内容，具体说明错误何在、何以会犯。此
外，针对各项错误，作者一一提出解决之道，让读者不易掉
入思考陷阱之中。同时，每篇均搭配一幅与主题相关的谐趣
插画，让本书不仅具实用性，更具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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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76.4/DOB 行为的艺术：52
个非受迫性行为
偏误 
 

鲁尔夫·杜伯里
(Rolf Dobelli)
著 ; 方秀芬译 

我们绝对无法掌握成功跟幸福的要素，但肯定知道破坏
成功或幸福的原因，与其想着如何获得幸福，不如深谙如何
避开不幸，事情可能容易得多。以一贯机智风趣的语调，与
清晰恳切的陈述，杜柏里这次将带领读者看见行为上的偏误。
光思考当然不够，因为从思考到行动，你还会犯下一大堆错
误。还好，你有机会避开它们。这本书能够帮助你避开这些
陷阱，你不但可以聪明思考，更可以睿智行动！ 
  
 
 

 

8 551.8/STI 不公平的代价：破
解阶级对立的金
权结构 
 

史迪格里兹
(Joseph E.Stiglitz)
著 ; 罗耀宗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利兹，是省思全球化与利伯
维尔场最清醒的声音。 2008 金融危机后，史迪格利兹受法
国前总统萨科齐邀请，担任国际经济与社会进步评量委员会
主席，打破 GDP 的迷思。 

这次，史迪格利兹聚焦全球都面对的世纪难题－分配不
均。薪资停滞、工作机会消失，大众的税愈来愈重，但是社
会福利却一减再减。根本的原因，就是财团绑架政府、只求
自己的财富如滚雪球般膨胀，而政府失能、完全无法矫正市
场失灵。受害的不只是中产阶级与劳工，更已经伤害了民主
政治与司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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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41.771/SUR 群众的智慧：如何
让整个世界成为
你的智囊团 
 
 

James Surowiecki
著 ; 杨玉龄译 

《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专栏作家索罗维基
（James Surowiecki）致力探讨一个认知上虽很单纯，但实质
上却极具复杂度的想法：一大群人比一小群菁英份子，还来
得聪明，不论这群菁英份子有多聪慧，前者更擅长解决问题，
更能蕴酿出革新，更能做出智能决策，甚至能更准确地预测
未来。 

这些似乎与我们直觉不符的想法，可以伸展出许许多多
的分枝，深入商业运作、知识的累积、经济体系的整合、乃
至我们的每日生活之中。 
 
 
  

 

10 541.77/BUC 隐藏的逻辑 : 掌
握群众行为的不
败公式 
 

布侃南(Mark 
Buchanan)著 ; 
叶伟文译 

 本书的中心想法是，要想了解金融市场、政治、 一窝蜂、
流行、甚至更深度的议题， 譬如妇女教育与出生率的奇特关
连、种族冲突等等， 应该从群体行为的「模式」来思考， 而
不是从个人本身。    

作者企图告诉我们， 复杂的社会表象背后，往往藏有简
单的逻辑。 混沌理论退烧、赛局理论应付不了真实世界现况
之时， 「社会物理学」已悄然诞生， 只要找出隐藏的逻辑，
我们就能掌握群众行为模式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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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94.911/ARB 人如何学会语
言？：从大脑镜像
神经机制看人类
语言的演化 
 
 

麦可·亚毕
(Michael Arbib)
著 ; 钟沛君译 

人类与其他物种不同之处就在于，人可以学习与使用语
言。跨领域研究先锋麦可．亚毕提出「镜像系统假说」，解释
了人类大脑如何透过演化，造就了语言的诞生。  

这本令人大开眼界的书说明了文化演化如何接续生物演
化，促使原语言转化为完整成形的语言。作者解释了十万年
前促使最早语言诞生的大脑机制，如何仍活跃于今日正在学
习语言的儿童之中，或是近数十年来出现的新手语系统，以
及语言从数十年到数百年间的历史变化过程之中。 

 
  

 

12 172.1/BUR 人，为什么会自我
感觉良好？：大脑
神经科学的理性
与感性 
 

罗伯特·波顿
(Robert 
A.Burton)作 ; 
鹿忆译 

         人类为何会如此「自我感觉良好」？根本原因其实
深植在大脑生物学中。 
波顿博士在本书中引经据典，呈现大脑如何创造「知道感」
使人类的意识得到鼓励，而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又如何受
到基因的影响。 
        如果我们能因此反省，并开始质疑「自我感觉良好」
的本质，对于科学、宗教、信仰、舆论、争端，愿意采取不
同的观点来思考，就可以展现出更宽容、更自在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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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394.911/DAM 意识究竟从何而
来？从神经科学
看人类心智与自
我的演化 
 

安东尼欧．达马
吉欧 /陈雅馨 

长久以来，科学家一直认为「意识与身体某程度是分离
的」，但本田奖得主达马吉欧对此观点提出质疑，并以令人信
服的科学证据，指出意识乃始于生物体所创造出的一种生物
过程。 

除了从内省观、行为观及神经观等三种传统观点研究人
类心智，达马吉欧也引进演化观，为看待及讲述意识心智史
的方式带来根本变革。他也提出与感觉的起源和多样性有关
的大胆假设。 

达马吉欧认为，人类脑部发展出的「自我」挑战了自然
的漠不关心，并为文化的诞生开辟蹊径，是演化过程中的一
个彻底决裂，也是社会文化恒定的源头。  
  

 

14 394.911/MED 大脑当家 : 灵活
用脑 12 守则, 学
习工作更上层楼 
 

John Medina 著 ; 
洪兰译 

虽然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由大脑控制，但是大部分人并
不清楚自己的大脑到底如何运作。 目前大脑科学家已经累积
了足够的知识来回答上述问题。在《大脑当家》一书中，分
子生物学家麦迪纳博士分享他在大脑科学领域研究的成果，
探讨大脑知识对于在教室的教学以及在职场的工作能有什么
帮助。书中每一章分别解释一个大脑守则──科学家所知道
的大脑工作方式，然后提出可以改变我们日常生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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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94.911/QUA 骗子? 情人? 英
雄? : 看大脑科学
如何揭露你是怎
样变成这个你 

Steven R. Quartz, 
Terrence J. 
Sejnowski 作 ; 
洪兰译 

科学与人文都致力于解开「我们是谁」这个谜，而唯有
两者密切合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本书结合历史和现今头条
新闻的实例，以崭新的重要发现为读者引介一门由脑造影、
计算机仿真和基因学催生的新科学：文化生物学。  

文化生物学研究的旅程，受到了生物历史上最大的工程
──人类基因体定序的奥援；因为登录在基因上的并不只是
「如何建构出一个人」，还包括人类如何演化至今的痕迹。 本
书试图找出大脑的发展和人类的行为，如何与外在世界（文
化）产生交互作用──人为何会恋爱、会扯谎、会帮助别人、
会发动战争。  
    

 

16 173.72/MOI 脑内乾坤 : 男女
有别, 其来有自 

安妮·莫伊尔
(Anne Moir), 大
卫·卫塞尔
(David Jessel)
著 ; 洪兰译 

追求男女平等就是标榜女人可以做得和男人一样好，这
个错误观念已经被科学证据打破了！现代人唯有了解、接受
男女本质上的不同，才能寻求真正的互补与平等。  

男女有别是源于他们的大脑有别。大脑，这个掌管我们
情绪，主宰我们一切的总裁，在男生和女生的建构上就不相
同，它处理讯息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导致不同的知觉、优
先级的设定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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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6.74/DUH 为什么我们这样
生活，那样工作？ 
 
 

Charles Duhigg
著 ; 钟玉珏, 许
恬宁译 

习惯的定义为：刻意或深思后而做了选择，过了一段时
间之后，不再思考却仍继续、往往每天都在做的行为。一开
始，我们会动脑决定自己该吃多少，在办公室该专心做什么，
该多久去小酌一次，或什么时候该去慢跑。不过一阵子之后，
我们不再深思，也不再选择，一切变成自动自发。这是我们
神经系统的自然反应。习惯成形后，人脑便停止全心全意参
与决策过程，所以除非你刻意对抗某个习惯，或是意识到其
他新习惯存在，否则该行为模式会自然而然启动上路。 

幸好，习惯强而有力，却也脆弱易摧；习惯会自然而然
不知不觉出现，却也能刻意培养；习惯常未经同意便自行探
出头来，却也能被拆卸重新组装。  

  

 

18 523.1/BRO:2 教养大震撼：关于
小孩，你知道的太
多都是错的！ 
 

波·布朗森(Po 
Bronson)著, 艾
许丽·梅里曼
(Ashley 
Merryman) ; 潘
勋译 

 本书回答了一个超有趣的问题：亲子教养变成显学已有
二三十年，为什么孩子还是问题一大堆？答案：因为有太多
「真理」都是误人子弟。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孩子应该多
多赞美」、「EQ 比 IQ 重要」等等。每一章都是一场大震撼、
大洗脑。 

本书不是一家之言。作者在近百位顶尖学者的鼎力协助
下完成本书，可说是十年儿童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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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94.01/ALB 时机问题 : 顶尖
专家教你打开全
新视野, 学会在
对的时间做正确
的事 

史都华·艾伯特
(Stuart Albert)
著 ; 张家福译 

商业世界中有许多面向，都深深涉及时机问题。看得见、
摸得着的事物，最容易管理与操纵，但在竞争白热化的时代，
看不见的时机问题，有时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在本书，你将了解时间有其构成元素，事件的发生有其
顺序、节奏、速度，透过垂直与 水平的交叉分析，培养时机
管理的四大能力： 
  1.掌握最佳行动时机； 
  2.管理时机风险； 
  3.看见时机的重要性； 
  4.选择合适的时间设计。 
 
 

 

20 176.52/DAV 情绪大脑的神秘
档案 : 情意神经
科学泰斗从探索
情绪形态到实践
正念冥想改变生
命的旅程 
 
 

Richard J. 
Davidson, Sharon 
Begley 著 ; 洪兰
译 

每个人独特的大脑活动形态，会影响我们如何感觉、思
考和生活，顶尖的神经科学家戴维森以一个接一个精采详实
的实验，整理出近四十年来从大脑机制来研究人类情绪的卓
越成果。他发现情绪形态是由六种向度组合，包括：回弹力
（回复快∕慢）、展望（正向∕负向）、社会直觉（白目∕善
解人意）、自我觉识（不自知∕敏锐）、情境敏感度（失礼 ∕
得体）与注意力（聚焦∕分心），构成我们的情绪图纹，也就
是个人大脑情绪生活的基础；透过评估情绪形态的问卷，你
可以了解自己在各个向度上的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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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76.4/MAY 少了一部分，为什
么更值钱？：「不
做」，最有价值的
新商业概念，如何
操作？ 
 
 

马修·梅伊
(Matthew E.May)
作 ; 晴天译 

根据作者马修．梅伊的分析，某些人和企业的共同点是
都善于操作「对称」、「诱惑」、「能舍」、「恒久」这四个要素，
但其实应该说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格调」。他们
在商业上、管理上各自获得惊人成就，他们的共同点是很懂
得呈现格调的四大心理技巧。 

有格调的解决办法，其实大都经过精心设计地删减、留
白，好让我们打从心底自动补上那「失落的一部份」，而诱惑
力也因此而产生。有格调的创意，反而常常不是专家所提出，
它是一个人人有机会、时时能独赢的创意竞赛 

  

 

22 177.2/GLA-2 以小胜大：弱者如
何找到优势，反败
为胜？ 
 

麦尔坎·葛拉威
尔(Malcolm 
Gladwell)著 ; 李
芳龄译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更大、更强、更富必然对我们有
利。葛拉威尔结合科学、历史与圣经的多重线索，在书中破
解了一个又一个的迷思，重新解读政治、社会、教育、创作
领域的强弱法则。书中这些逆转命运的弱者群像，带出一个
重要的人生启示： 

强者未必强，弱者未必弱；我们以为的优势可能是一个
陷阱，我们以为的劣势正蕴藏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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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551.2/RID 世界，没你想的那
么糟：达尔文也喊
Yes 的乐观演化 
 

Matt Ridley 著 ; 
李隆生, 张逸安
译 

瑞德里不只是描述事情如何变得愈来愈好，还提供了解
释。 

富裕来自于每一个人都为其他人工作。开始于一万多年
以前的交换和专业化习性，已创造出集体智能，让人类生活
水平处于日渐上升的趋势之中。 

本书大胆涵盖整个人类历史──从石器时代到网络时
代、从停滞的明代中国到蒸汽机的发明、从最近的人口爆炸
到气候变迁的可能后果。由于人类对于创新改变的无止尽潜
力，即使存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但我们在二十一世纪仍将看
到人类繁荣和生物多样性的增进。 

 
    

 

24 191.2/GIL 快乐为什么不幸
福？ = Stumbling 
on happiness 
 
 

Daniel Gilbert / 
戴至中译 

小脑袋出了大问题！预测及想象未来是大脑的天职，结
果却总是「空欢喜一场」。做某些事得到快乐的体验，事实上
没有想象中来得好。  

实证科学研究是吉尔伯特的解密武器，这是他有所本的
证据，当最后真相揭开的时候，你不仅会讶异于人类想象未
来的独特能力，甚至更能知道预测想象快乐的一刻来临时，
会有多么欢喜，原来不过是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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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544.81/FIS 当世界又老又穷：
全球人口老化大
冲击 
 

泰德·费雪曼
(Ted C.Fishman)
作 ; 黄煜文译 

泰德．费雪曼为着名新闻工作者，他生动而机智地报导
了世界各地的老年化现象，同时也详实访谈许多家庭、雇主、
员工、经济学家、老人病学家、政府官员、医疗专业人员、
企业管理人员与小企业主。在这本及时、精采而且重要的作
品中，作者揭露了全球老化令人震惊而彼此连锁的影响，也
解释了国家、文化与重要的人际关系何以因此有了变化。 

 
 
 
 
  

 

26 312.1653/WAT 6 个人的小世界 
 

Duncan J.Watts
著 ; 傅士哲, 谢
良瑜译 

「网络科学」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模式，为古老的问
题指引出新的方向。为此，本书融合了两个故事：首先是关
于「网络科学」本身的故事──它从何而来，发展到什么程
度，演进的过程又是如何；其次，是关于疾病蔓延、文化时
尚、财务危机、组织创新等真实世界的现象，这些都是「网
络科学」所试图了解的对象。 

「网络科学」给我们的第二个省思是：在链接的系统中，
原因和结果的关联常常是复杂而且令人迷惑的。有时小小的
打击会有重要的牵连性，其他时候，强大的冲击却可能因为
明显的小分裂而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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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440.015/KEL 科技想要什么 
 
 

凯文·凯利

(Kevin Kelly)

著 ; 严丽娟译 

我们渴望科技带来的各种好处，却又想要减少个人欲求。
现代人的生活在这两种思维间来回拉扯，我们与科技的关系
充满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思考？ 

本书是科技教父凯文．凯利的思想菁华，他把这几年对
科技的观察与想象整理在书中，并且提出了全新的观点。他
认为科技是一个整体，不光只是杂乱的电线和金属，而是活
生生的自然系统。正如生物演化具备了无意识的趋势，科技
也一样；它会自我成长，持续进化。而透过这些长远的趋势，
我们可以了解「科技想要什么」。 

  

 

28 544.7/SAX 养男育女调不同 Leonard Sax著 ; 

洪兰译 
二十年前，大部分的专家认为男生女生的不同来自父母、

老师和朋友对待他们的方式不同。这二十年来，排山倒海的
研究数据让我们看到这个差异的显著性和重要性。性别差异
的确是存在的，它是大脑生物基础上的不同，这对孩子的教
养与教育非常重要。  

在本书中，心理学家萨克斯医生带领着父母走过许多性
别差异的迷思，他主张父母鹰超越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父
母、老师应该要认识并且利用这个生物上的差异，来使女生
成为女生，男生成为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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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12.09/GLE 资讯：一段历史、
一个理论、一股洪
流 
 

詹姆斯·葛雷易
克(James Gleick)
著 ; 赖盈满译 

本书往前追溯信息的演进史，述说数字时代之前，人类
史上各种储存信息、处理信息以及传播通讯的方法和工具。
同时也清楚解释信息论对生命科学与物理学的深刻影响，如
何导致我们对世界与生命本身的理解产生巨大变革。 

作者葛雷易克是全球顶尖的科普作者，处女作《混沌》
影响既深且广，《信息》是他花费七年时光写就的扛鼎之作，
将科学、历史、社会现象与人物传记镕铸为一体，充满趣味，
既是一本深入浅出解释科学概念的科普读物，也是一部人与
信息的文化史。 

  
 

 

30 558.15/CHA 富国的糖衣：揭穿
自由贸易的真相 
  

张夏准(Ha-Joon 
Chang)著 ; 胡玮
珊译 

本书揭开资本主义的幕后秘密：英、美等国过去依赖高
门坎保护措施创造经济霸权，在成功前从未实施自由贸易，
却枉顾自身经济成长历史，施压发展中国家走未经验证的路。
富国为何要向贫国洗脑：「自由贸易必定致富」？ 

作者张夏准是剑桥大学的韩裔经济学者，他以透明的经
济发展史、鲜明的对比分析及可靠的数据，一一揭露被掩盖
遗忘的致富进程。揭示英美历史上的高额关税、减少外资规
范背后的阴谋、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金融风暴，一再提醒
我们自由贸易绝非万灵丹，同时也不见于这些富国经济发展
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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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76.8/WIS 撕掉励志书 : 推
餐盘减肥, 喝热
茶杀价, 心理学
家教你用行为改
变思维  

李察·韦斯曼
(Richard 
Wiseman)著 ; 
洪慧芳译 

多数励志书鼓励你改变想法：想象你瘦下来，变得更富
有，或变成完美自我。这很难做到，也很费时，往往也没什
么效用。 

 畅销书《怪咖心理学》作者韦斯曼博士，提出全新的「As 
If 装假成真原理」──想改变想法和感觉，简单的行动是最
快速、有效的方法。 

本书旁征博引大量有趣、甚至匪夷所思的心理学实验来
告诉大家，原来不只大脑会影响身体，身体也会影响大脑。
这些心理学的革命性理论告诉我们，改变行为模式都可以装
假成真，最后真的让我们改变人生。 

 
    

 

32 176.4/NIS 思维版图 =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美)理查德·尼
斯贝特(Richard 
Nisbett)著 ; 李
秀霞译 

西方人和亚洲人存在着思想差异，是当今的共识，但因
为交通和沟通工具的发达，全球性的知识和思考模式，让许
多人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差距应该已经渐渐消失。介绍并理解
东西方思考上的不同，进而绘制出东西方的思维地图，是作
者尼兹彼所想在本书尝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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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494.35/KEL 聚焦第一张骨牌：
卓越背后的超简
单原则 
  

盖瑞·凯勒
(Gary Keller), 杰
伊·巴帕森(Jay 
Papasan)著 ; 罗
耀宗译 

成功，不需要把每件事情做到完美，而是聚焦、专注做
对能带动后续变化的事！ 
行动前，先想想：「哪一件事，做了之后，其他每一件事就会
变得比较容易？或者不必做？」 
在本书，凯勒分享他最重要的学习──「一件事」的惊人力
量，教你聚焦关键，打破阻隔成功的 6 项迷思！从小处着手，
聚焦关键能带动后续变化的一件事，不需做得更多，却能效
果强大。  
 

 
 

 

34 190/HAR 道德风景 = The 
Moral Landscape 

Sam Harris 著 ; 
于嘉云译 

作者试图论证，价值观（关于意义、道德、生命的更大
目的）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有意识动物的幸福的问题。 

价值观可以转译成科学上可理解的事实，其中最重要的
事实注定超越文化，就如同生理与精神健康方面的事实。一
旦有人承认坏生活与好生活的差别跟人脑的运作、人类的行
为及世界的状态有关，那么他就承认道德问题的答案有对有
错。 

这本书从脑神经学、道德哲学的角度，大胆试论这个可
能性。未来，科学不应只描述人们以「道德」之名从事的行
为；科学应当告诉我们该如何尽可能过最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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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494.1/CHR 创新者的修练 = 
Seeing what's next 
  
  

克雷顿·克里斯
汀生(Clayton 
M.Christensen), 
史考特·安东尼
(Scott 
D.Anthony), 艾
力克·罗斯(Erik 
A.Roth)著 ; 李
芳龄译 

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创新大师克里斯汀生相信，企业不能
单靠提升现有的营运效率来维持生存，必须不断创新、为组
织孕育出创新的文化，才能持续成长。  

此外，书中以专章检视教育、航空、半导体、医疗保健、
电信等产业在创新方面的相关应用。最后，更透过创新理论
评估国家总体经济策略，以及破坏性创新将如何影响企业的
海外市场。 

 
 
 
 
 

 

36 541.76/BRO 社会性动物 : 
爱、性格与成就的
来源  
 

(美)大卫·布鲁
克斯(David 
Brook)著 ; 陈筱
宛译 

大多数的人类行为并不是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来自意
识层次下的思考。我们不断培养各种理性能力，常常忘了要
发展精神能力与感情能力。因此在这本书中，作者将各式关
于潜意识心智的观点融入一个故事中。作者试着解释，我们
的心智运作与社会互动，会如何改变我们看待自己、养育孩
子、做生意、教学、处理关系和从事各种活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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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91.2/HAI 象与骑象人 : 实
现快乐的十个配
方 : 老智慧与新
科学的结合 = 
The happiness 
hypothesis finding 
modern truth in 
ancient wisdom  

強纳森.海德特
(Jonathan Haidt)
著 ; 李静瑤译 

我们的心，像是一头放任的大象。  
我们的智，像是一个希望具备掌控能力的骑象者。  
心智往往意见相左，各行其事，结果离开快乐越来越远。  

如何引导大象与骑象者以协调的步伐走上快乐之道？过
去人类历史沉淀下来的古老智能，告诉我们许多快乐的指南
针， 现在尖端科学研究出快乐的方程序，则是 H = S + C + 
V。  
Happiness（快乐）= Set point（快乐起始点）+Condition（生
活条件）+Voluntary activities（自发性活动）  

只要懂得善用老智能及新科学、掌握自己的潜能与限制， 
就能实现快乐，过一个充满智能的人生。 

  

 

38 173.6/BAR 绑架本能的世
界 : 影响所有决
定的“超常刺
激”理论 = 
Supernormal 
stimuli : how 
primal urges 
overran their 
evolutionary 
purpose  
 

黛笛兒·芭瑞特
(Deirdre Barrett)
著 ; 陈雅云译 

食欲、性欲、领域性、社会性的本能......帮助我们代代繁
衍，但是现代社会中充斥着各种人为的事物，正以夸大形式
刺激着本能：从色情文学到广告模特儿，从整形手术到化妆
品、从糖果快餐到 3D 电影，都是在扩大自然的讯号，让人
们情不自禁地迷恋、上瘾。 

种种「超常刺激」泛滥的结果，使我们成了搜集卡哇依
商品、嗜吃快餐零嘴、沉迷电视和网络的现代人。了解超常
刺激的作用，以及本能被绑架的后果，你将可以重新选择，
是甘心被牵着鼻子走，还是为自己做出更聪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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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75.9/HAW 心灵能量：藏在身
体里的大智能 
  
  

大卫·霍金斯
(David 
R.Hamkins)著 ; 
蔡孟璇译 

知名心理学家暨精神科医师霍金斯博士，以「肌肉动力
学」做了长达二十年的科学研究，针对数千名受测者进行了
数百万次的测定，发现我们的身体不但能判定万事万物的能
量、分辨好坏真假，还能测出意识能量的等级！  

藉由这项研究，霍金斯博士得以对人的意识进行分析，
勾勒出一张描绘人类经验的「意识地图」（从耻辱到开悟，等
级 1 ~ 1000）。这套系统不仅可运用在意识上，世间一切人事
物亦适用。换言之，透过我们的身体即能判断人事物的好坏
真伪，且完全不受人的主观判断与时空影响。 

 
  

 

40 176.4/PER 阿基米德的浴缸: 
突破性思考的艺
术与逻辑  
 

大卫.伯金斯
(Perkins, David)
着; 林志懋译 

从人类懂得用火到发明雷射，从阿基米得在浴缸里发现
浮体比重原理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布鲁内勒斯基发展出
透视画法到印象画派革命，「突破性思考」塑造并推动了人类
文明的进展。 

然而，突破性思考究竟是什么？本书除了以科学和心理
学的观点来阐明突破性思考的原则与方法之外，更提供了许
多趣味性的益智谜题和图画，从理论进入实际演练，再从实
际练习中抓住突破性思考的窍门，活学活用，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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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91.5/SUZ 神圣的平衡 : 重
寻人类的自然定
位 ＝ The sacred 
balance : 
rediscovering our 
place in nature  
  
 

大卫·铃木
(David Suzuki), 
阿曼达·麥康納
(Amanda 
McConnell)著 ; 
何穎怡译 

本书开宗明义指出，人类的生命要素也就是万物赖以生
存的元素：空气、水、火、土。因此，所有物种都是我们演
化过程中的亲戚，人类并非高居万物之「管理者」，而是与生
命整体「共存」于地球之上。 
 

《神圣的平衡》一书感人有力，提出了具体建议，增订
版更检视了十年来各项蓬勃发展的新式科学（如：基因科技、
大脑科学等）为人们所带来的利与弊，同时也提供了气候暖
化与人类社会变迁的最新统计数据，企图在人类无止尽的欲
望带给环境严重冲击之际，让我们在宇宙秩序中重新找到自
己的定位，进而追求真正生态永续、充实、公义的生活形态。 

  

 

42 554.68/FRI 世界又热、又平、
又挤 ; 全球暖
化、能源耗竭、人
口爆炸危机下的
新经济革命  
  
 

汤马斯·佛里曼
(Thomas L. 
Friedman)著 ; 
丘羽先等译 

佛里曼长期观察全球化的发展，他发现，在这种种失控
的乱象之下，其实，有个可从点到线到面的解释架构，并且，
有方法能彻底解决地球与人类目前所面临各项看似无解的危
机。 

佛里曼所提出的正是一场划时代的绿能革命！展望未来
五十年，这场绿能革命将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环境健
康、能源保障以及国家安全，也关系个人及企业的生存能力。
发动这场革命的所有要件，其实已存在我们周遭，却需要我
们更加清醒地投入参与。 穷尽三年之力，佛里曼在最新出版
的这本书中清楚的表示：绿能是金钱，绿能是竞争力，绿能
更是人类唯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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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561.09/CYL 世界金融史 3000
年:从古希腊城邦
经济到华尔街金
钱游戏 

陈雨露, 杨栋著 《世界金融史 3000 年》,从金融角度来解读世界通史,深
入浅出地带领读者从公元前六世纪希腊时代优游到 2008 年
的全球金融海啸,并以专业的基础、独到的见解来分析当中
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与金融事件。历史总是不断在重演,从 17
世纪郁金香泡沫事件、18 世纪南海公司泡沫与密西西比泡
沫,1929 年的华尔街股灾,到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啸,抽去这些
金融事件的时空、背景,我们将发现它们形成的原因、过程
与结果高度相似。透过解读这些金融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的
现象,以及回答金融所造成的灾难或繁盛的原因,将有助于我
们走出景气低迷,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44 550.187/PIK 二十一世纪资本
论 

托马·皮凯提
（Thomas 
Piketty）著 ； 詹
文硕, 陈以礼译 

贫富不均渐趋恶化已是当前极受热议的问题。它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尽管众说纷纭,但各种议论的数据根据似乎略嫌
不足。    

皮凯提从税收与遗产纪录着手,搜集整理横跨二十几个
国家、长达二百多年的数据数据,藉此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
全球财富分配动态,从中提出一个系统而全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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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76.85/PIN 动机,单纯的力量 Daniel H. Pink 
著 ； 席玉苹译 

大部分的人都相信,无论是激励自己或他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以金钱之类的外在酬赏做为诱因──也就是胡萝卜加
棍子。丹尼尔.品克直言这是错误做法。无论是工作、学校或
家庭,要获得卓越表现和高度满足,奥秘其实系于人类的一股
内在需求──向往主导自己人生、学习新知、创造新局,贡献
一己之力让世界更上层楼。 

 
 
 
 
 

 

46 176.4/JOH 创意从何而来 Steven Johnson 
著 ； 刘燕芬译 

大家都认得出好点子。三次方程序、印刷机、铅笔、冲
水马桶、电池、Google——这些都是绝妙的点子。然而,它们
是如何产生的?被喻为「科技界的达尔文」的作者,在本书中
提供了深具启示以及有论据证实的答案。他以深具感染力、
包罗万象的风格悠游于多重领域,从神经生物学、都市研究到
因特网文化,找出独特创新背后的七个关键模式,深入创新的
自然史,找寻它们的踪迹。作者检视了特定情境如何加速创新
过程、实体环境如何使众人与点子齐聚一堂而造就出伟大的
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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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76.3/SQU 透 视 记 忆  = 
Memory from mind 
to molecules 

史奎尔（Larry R. 
Squire ）， 肯戴
尔 （ Eric R. 
Kandel）著 ； 洪
兰译 

本书为美国精神病学、神经科学、心理学教授史奎尔
(Larry R. Squire)及二○○○年因研究海蜗牛机制而获诺贝尔
生医奖得主肯戴尔(Eric R. Kandel)第一本有关记忆研究的革
命性发现与看法,除了了解记忆是如何作用,并从分子生物学
的领域中探究大脑的记忆系统与认知记忆储存机制,从而寻
求研发治疗因年龄而造成记忆衰退的药物,以及减缓阿兹海
默症病情恶化的治疗法,对于未来神经学和精神病学在医学
上的研究和临床治疗,将有莫大的帮助与影响力。 

  
48 561.92/CZW 没 有 中国 模 式 这

回 事  = China 
model never exists 

陈志武著 中国的经济崛起是独特的现象吗?陈志武告诉我们,从金
融的角度解读,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不是奇迹,而是
过去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向西方学来近代的金融技术,
并赶搭上全球化市场的结果。近来广受诸多学者推崇的「中
国模式」的概念,作者认为是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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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192.1/BRA 无量之网 = The 
devine matrix 

(美) 格雷格·布
雷登（Gregg 
Braden）著 ；胡
尧译 

1944 年, ‧量子理论之父马克斯 普朗克用"母体"这个词
震撼了全世界并提出是由它创造了星辰、生命及宇宙起始时
的一切。近年来的发现不断证实普朗克所说的母体 — — 
无量之网 — —是真实存在的。它为宇宙提供了容器,为我们
的想象和现实架设了桥梁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创造的信
念提供了明镜。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出无量之网的力量,
就要懂得它是如何运作的并学会这种与之沟通的语言。 

 
 
 
 

 

50 176.4/LEV 苹果橘子思考术 : 
隐藏在热狗大赛、
生吞细菌与奈及
利亚诈骗信中的
惊人智慧 

史蒂文·李维
特(Steven D 
Levitt), 史蒂
芬·杜伯纳
(StephenJ. 
Dubner)著 ;  
许恬宁译 

从商界、运动、政治到人道慈善领域,书内所有讨论只有一个
主要目标:帮助你跳脱传统思维所导致的谬误,采用「苹果橘
子思考术」,让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富创意、更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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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176.51/BLO 香醇的红酒比较
贵, 还是昂贵的红
酒比较香? : 从食
物、性、消费、艺
术看人类的选择
偏好, 破解快乐背
后的行为心理 

保罗·布伦
(Paul Bloom)著 ; 
陈淑娟译 

‧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 布伦运用开创的研究,揭开人类
偏好的运作原理。 了解快乐,一窥我们选择偏好背后的行为
逻辑。 布伦援引了儿童发展、哲学、神经科学,以及行为经
济学的知识。 行文脉络中,他提供了我们有关人类心理学领
域中前所未有的见解。 
 
 
 
 
 
  

52 177.2/PMH 人生如果是一个(), 
你想填入什么? 

彭明辉著 如果家长、老师和学生可以看见职场与人才的多元性,并且适
切鼓励、肯定学生的多元能力,就可以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比较
友善而多元的学习环境,让各种人都知道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不需要因为现行成绩评量制度的不合理而放弃自己。    
职场的道路远比校园宽阔,而且人生不会有白费的功夫,也没
有走不通的绝路。希望大家可以因本书而缓解焦虑,找到自己
的未来方向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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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330/MCK:2 物理才是最好的
人生指南 : 让宇
宙定律为你效劳 

克莉丝汀·麦
金利(Christine 
McKinley)著 ; 
崔宏立译 

人心难测、世事难料,随时有可能发狂失控,但重力、运动、
能量和物质的行为举止却会以稳定且可度量的方式为之。 
了解这些定律,你就能在这一团混乱的世界里拥有坚实的立
足点。 更棒的是,物理学除了能丰富我们的见识、改变思考
方式与眼界、让生活酷炫有型,甚至还能拯救我们的性命! 

 

54 397/LIE 从丛林到文明 : 
人类身体的演化
和疾病的产生 

丹尼尔·李伯
曼(Daniel E. 
Lieberman)著 ; 
郭腾杰译 

李伯曼提出「演化失调」(dysevolution)的概念,他认为人类身
体无法适应新文明环境,所以罹患各种现代疾病。 本书结合
考古学、解剖学、生物生理学,和实验生物力学等研究,带领
我们进行一场史诗般的旅程,揭示过去六百万年的岁月里,我
们的身体是如何演化的。 而遗留在我们身体的「采集狩猎
者」,又是如何受困在人类文明的环境。 

 

 

 

 

 

序序序序 索书号索书号索书号索书号    书名书名书名书名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译者译者译者译者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节自台湾博客来网页节自台湾博客来网页节自台湾博客来网页节自台湾博客来网页 http://www.books.com.tw/http://www.books.com.tw/http://www.books.com.tw/http://www.books.com.tw/））））    图书封面图书封面图书封面图书封面    



号号号号    
55 410.92/TJQ 病榻上的龙 : 现

代 医 学破 解 千 年
历史疑案, 从晋景
公岛清嘉庆 25 位
帝 王 病历 首 度 揭
秘 

谭健锹著 本书以专业医学的眼光,根据史料记载,仔细推敲历代帝王的
病因、重新审视其病史,让读者重新理解他们的生存环境、生
活习惯与性格基因,并以全新角度辨证历史传闻及观点的谬
误,同时针对帝王罹患病例提供保健之法,突显与众不同的读
史切入点。 
 
 

 

56 556/CRA 摩 托 车修 理 店 的
未来工作哲学 

Matthew 
B.Crawford / 林
茂昌译 

《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把过去一度相当普遍,如今
似乎在社会上消声匿迹的经验——用我们的手去制作和修
理东西的经验——又带回来了。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人,经常
觉得和物质世界脱节、一种失落感,而且发现,我们说不出这
一整天到底做了些什么。对于那些觉得自己被赶去上大学,
然后被赶进办公室,却违背自己意向和天性的人,《摩托车修
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努力地去回复手工艺的荣耀,一个值得
选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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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21.1/WAI 学习的王道 Josh Waitzkin 
著 ； 游敏译 

作者将惊心动魄的武术过招、紧迫盯人的对奕交锋与适用于
所有人的人生真理相结合。他以自己的经验,和读者分享如何
面对失败,化错误为转机。 

 

58 410.92/TJQ-2 历 史 课本 没 写 出
的隐情 : 那些帝
王 将 相才 子 的 苦
痛 

谭健锹著 本书从医学角度剖析史料记载,推敲名人的病因、病史,并辨
证传闻的谬误,让那些沉睡了千百年的灵魂有机会跃然纸上,
功过重新留予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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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494.1/GIN 为 什 么我 们 的 决
定常出错? : 哈佛
教授的 9 堂心理课 

法 兰 西 丝 卡 ·
吉 诺 (Francesca 
Gino)著 ; 萧美
惠, 廖育琳译 

我们的每分每秒都在为自己和他人做决定,但是为什么常常
我们精心拟定的决策,最后结果却和预期背道而驰?最简单、
甚至最无关的因素,包括房间的光线、早餐咖啡的苦涩程度、
办公室的摆设,都可能对你的决策、行为产生巨大影响,甚至
让你朝原先设定的预期越来越远! 

 

 

 

 

 

 

 

 

 

60 520.7/GZY 别被教育打败 高子壹著 现有的教育体制,让家长、学生以及老师承载着莫大的压力与
焦虑。 作者以自身经验和省思,提供一种思维模式让家长、
学生及老师皆释然轻松!让学习回到学生本身,并提供实用简
单的学习方式、健康适当的心态。 让孩子赢回自己的天赋,
爱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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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520/SCH 大数据 : 教育篇 麦 尔 荀 伯 格
(Viktor 
Mayer-Schonberg
er), 库 基 耶
(Kenneth Cukier)
著 ; 林俊宏译 

作者举出「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可汗学院、
Duolingo 语文学习网站等案例,告诉我们,教育不只是「我讲
你听」、考试打成绩、或是选修科目更多而已;透过大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终于拥有了强大、具实证
效果的工具,能够了解「怎样教学」与「如何学习」。 
 
 
 
 
 
 
 

 

62 541.415/WEI Too big to know : 
网 路 思想 先 驱 温
伯 格 重新 定 义 知
识的意义与力量 

温 伯 格 (David 
Weinberger) 著  ; 
王年恺译 

数字革命改变了人类文明,知识的结构也已彻底改变。 过去,
知识经过编辑过滤,裁切成有限的内容收录进书本中,被删除
的内容并不会被看见;如今,知识离开了纸张,不再有界限,也
没有根基。 知识已经「网络化」了。 网络思想先驱温博格
于书中清楚说明,在商业、科学、教育和政府领域里,网络化
的知识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思考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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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548.692/ZJZ 谁 说 仵 作 不 科
学? : 古代刑事鉴
识实录 

邹濬智, 曾春侨
著 

本书收录著名古籍:《洗冤集录》、《棠阴比事》及《折狱龟鉴》
等书中的司法案件,除了对古文详加解释外,更仔细分析其中
的鉴识科技、法医学理和犯罪侦查的技巧,最后搭配今日真实
发生的相关案例。 读之将能身历其境,让你轻轻松松穿越古、
今犯罪现场! 

 

64 550/LEV 超 爆 苹果 橘 子 经
济学 

史 蒂 文 · 李 维
特 (Steven D 
Levitt), 史 蒂
芬 · 杜 伯 纳
(Stephen J. 
Dubner)著 ; 李
芳龄译 

这本《超爆苹果橘子经济学》用了许多另类的角度,剖析生活
中你想都没有想过的经济现象,透过他的观点,你会发现许多
复杂的行为与社会现象,变得简单而容易了解,更可以让你认
识生活中,你自己受到哪些诱因而不知不觉进行非理性行为,
进而让你知道你受到多少传统观念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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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550/LEV-2 苹果橘子经济学 史 蒂 文 · 李 维
特 (Steven D 
Levitt), 史 蒂
芬 · 杜 伯 纳
(Stephen J. 
Dubner)著 ; 李
明译 

本书旨在探寻每件事物背后隐藏的一面,剥去现代生活的一
两层表皮,以观察内部的运作状况。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测
量的科学,包含一组可以测量复杂信息的完善工具。 但经济
学的工具也可以很轻易地应用到「更有趣」的主题上。 只
要找对了透视角度,所有复杂的现象都是可被理解的。 这也
是利瓦伊特所认为的:如果道德代表人们理想中的世界运作
方式,那么经济学则代表真实世界的运作方式。 

 

66 551.98/COW 再见, 平庸世代 : 
你 在 未来 经 济 里
的位子 

泰 勒 · 柯 文
(Tyler Cowen)
著 ; 洪慧芳译 

我们眼前即将出现的,是一个挥别平庸的新时代。 如今冒出
来的新科技,将带我们走出「大停滞」经济。 这些趋势是由
几项相当基本又难以逆转的力量所促成:智能机器的生产力
提高、经济全球化,以及现代经济分裂成「非常停滞」和「瞬
息万变」两种类别。 因此,上班族就业的关键在于:你擅长运
用智能型计算机吗?你的技能和计算机互补,还是计算机做得
比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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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301/JOH 大科学 : 解析群
众 行 为、 金 融 风
暴、流行病毒、战
争 冲 突背 后 的 共
通脉络 

詹 森 (Neil 
Johnson)著 ; 林
俊宏译 

什么是复杂学?复杂学就是研究「复杂系统」的科学。什么
是复杂系统?只要集合了一群人,这群人会以复杂的方式相互
影响、彼此竞争有限的资源,就是一个复杂系统,所以,要不要
去 pub、开车族要选哪条路、金融市场走势,甚至战争伤亡模
式,全都是复杂系统。   这本书由研究复杂学的第一线专
家所写,深入浅出的介绍复杂学的概念及应用,带你瞧瞧目前
正在进行的重要科学发展! 
 

 

68 319.2/FIS 剪刀、石头、布 : 
生 活 中的 赛 局 理
论 

费雪(Len Fisher)
著 ; 林俊宏译 

碰到攸关自身利益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很容易为了先顾自己,
而陷入各种僵局和困境,导致难以合作的局面。 对此,「赛局
理论」提供了独到见解,既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在劳资纠纷、
名人婚变案例中,有这么多冲突、毁约、背信以及欺骗;也可
以告诉我们,面对各种竞争和冲突,最佳的因应策略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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