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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分类页面自动跳转） 

>>小说传记 P2-P5 
>>科普教育 P6-P8 

 >>商业经管 P9-P12 
  >>生活健康 P13-P15 
  >>家教育儿 P16-P17 
  >>心理自助 P18-P20 
  >>人文艺术 P21-P24 
  >>历史军事 P25-P26 
  >>社科学术 P27-P29 
  >>韩语图书 P30-P36 
  >>日语图书 P37-P44 
  >>港台图书 P45-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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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号粉丝 
Number One Fan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Meg Elison 

原出版社：P22 

图书页码：384 

图书开本：155.7×235 mm 

出版日期：2022  

纽约时报书评推荐！作者曾获 2014 年菲利普·K·迪克纪念

奖，并入围过雨果、星云等奖项的最终决选。她创造了一

个美丽的世界，现在他想要这一切。畅销小说家 Eli Grey

在去参加演讲的路上，上了一辆出租车，接受了司机的饮

料，以为一切都很美好，直到醒来时发现自己被锁在一间

陌生地下室里。Eli 知道她需要自救，并且她很快意识到，

自己被绑架并非偶然。对方对她写的书非常熟悉，并且深

陷她所创造的幻想世界中。 

 

你的名字 

Y/N. A Novel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Esther Yi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图书页码：192 

出版日期：2023-02  

波兰语、意大利语版权已售！本书讲述了一位生活在柏林

的韩裔美国女性对大热 K-pop 乐团成员 Moon 陷入痴迷

的故事。无名叙述者带着难以言喻又无处抒发的情感，开

始了以 Y/N（Your Name，“你的名字”）为主角的同人小

说创作。这是一种互动式的小说，读者（你的名字）即故

事主角。当小说里的 Y/N 从柏林飞往首尔与 Moon 在一

起时，叙述者也回到了她的故乡。在经历了一连串挫折

后，她终于和 Moon 相见，艺术和现实似乎重合了。但事

情发展却并不如她所料，她必须面对这个没有固定主角的

现实世界。在一个没有自我、没有文化记忆、没有个人历

史的地方，爱能存在吗？Moon 能否回应她？ 

 

厌书者的读书俱乐部 
THE BOOK HATER'S BOOK CLUB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GRETCHEN ANTHONY 

原出版社：Harlequin (P22) 

图书页码：352 

图书开本：134×203mm 

出版日期：2022  

作者曾获 2021 年度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发的艾利克斯奖，

作品经常出现在美国知名媒体上！只要有一本合适的书，

就能让一个讨厌书的人爱上阅读......这是书店老板 Elliot

不幸离世之前所坚守的理念。他总能为那些自诩讨厌图

书的人挑选到一本完美适合的书。但是现在，在他突然去

世后，他那悲痛的商业伙伴 Irma 同意将书店卖给一个公

寓开发商。当 Irma 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女儿们和 Elliot

的亲密伴侣时，却遭到了反对。 

 

纸上的名字 
Paper Names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Susie Luo 

原出版社：P22 

图书页码：320 

出版日期：2023-05  

《纸上的名字》以纽约和中国为背景，跨越三十年，从三

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成为美国人的意义。两位主人公——

中国移民后裔塔米，英俊的白人律师奥利弗，一场暴力袭

击将他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苏茜·罗的首部小说《纸上的

名字》结构严谨、全面立体、坚定有力，是一个令人难忘

的故事，讲述了父母一辈漫长的阴影、我们的决定所产生

的连锁反应，以及爱如何超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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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 

China Bound: Relocate, Rebuild, 

Reinvent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Randy Green 

图书页码：874 

出版日期：2018-10-12  

作为少数获得中国“绿卡”的美国人之一，Randy Green 在

本书中回顾了他在郑州大学的执教经历，以及他在现代中

国生活中所学到的东西。“没有错，没有对，只是不同”这是

他在面对新的中国学生、食物、交通、人群、噪音......时的

口头禅。在抵达中国后的几个月里，他开始重新审视一切：

衣食住行、人际交往、校园文化及它们折射的价值观念。 

 

图书馆里的女间谍 
The Librarian Spy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Madeline Martin 

原出版社：P22 

图书页码：336 

出版日期：2022  

Goodreads 4.5 万人想读！《今日美国》（USA TODAY）

畅销书！《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最新力作！小说的灵感

来自二战时期美国图书馆间谍的真实历史。艾娃以为，她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将会带给她平

静、规律的生活。但是，美国军方的一个意外邀请让她带

着一项新任务来到里斯本：假扮图书管理员，以间谍的身

份秘密收集情报。 

 

代号：蓝宝石 
CODE NAME SAPPHIRE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Pam Jenoff 

原出版社：Harlequin (P22) 

图书页码：352 

图书开本：134×203mm 

出版日期：2023-02-07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法学教授，撰写过多部脍炙人

口的畅销历史小说！本书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位女战士在一

列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上奋力营救表妹家人的传奇

故事。1942 年，在未婚夫在大屠杀中被杀害后，汉娜·马

特尔侥幸地逃出纳粹德国。她搭乘开往美国的船在港口被

拒，无路可走，只能投奔住在布鲁塞尔的表妹一家人。小

说灵感来自于二战中关于勇气和牺牲的真实故事。 

 

边缘地带 
Ledge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 Stacey McEwan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400 

图书开本：216×135 mm 

出版日期：2022  

西班牙语版权已售！在一个被称为“边缘”的地方，一个文明

社会被困在巨大的裂缝和陡峭的山壁间。但凡想要逃离这

片冰冷的荒地，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对外面的

世界一无所知，只知道那是冰川人居住的地方——一种神

秘的长着翅膀的生物，给他们送去勉强生存的微薄口粮，

交换条件则是定期的人类祭品。道辛是一名斧头手，也是

她家族中仅存的成员，到目前为止，她躲过了一年一度的

屠杀，但她的运气已经耗尽。她还是被选中，被带离她冰

冷的家，那是她唯一知道的世界。没有人知道她在另一个

世界会发生什么，她会被谋杀？被奴役？又或是更糟的对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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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地带 

The Red Zone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Chloe Caldwell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图书页码：304 

出版日期：2022-04  

Buzzfeed、《NYLON》、《Glamour》等众多媒体翘首以盼

的 2022 年度重磅作品！克洛伊一直饱受月经困扰，但直

到她三十多岁，与身为音乐家的单身父亲托尼坠入爱河时，

月经对情绪的影响才开始突显出来。为了找到原因，克洛

伊记录了同龄人和家人对月经的态度，阅读 Reddit 上关于

经前综合症（PMS）的帖子，服用抗抑郁药，停用抗抑郁

药，又再次服用抗抑郁药，了解“经前焦虑症”（PMDD）—

—她终于得知如何给自己的经历命名。对克洛伊来说，治

疗不仅仅是找到正确的诊断或单一的治疗方法，更意味着

对自己生活中的其他潜在模式进行反思。 

 

老虎和笼子：一部回忆录 

The Tiger and the Cage: A Memoir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Emma Bolden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图书页码：322 

图书开本：140×209 mm 

出版日期：2022-10  

本书揭露了令人胆寒的医疗实践和价值观念，探索了女性

的愤怒、身体自主和强制性性行为，同时质疑了社会强加

于女性身体的期望。骨盆疼痛、月经出血、子宫内膜异

位……一系列疾病接踵而至，但当 Emma 努力寻找病因

时，医生们却纷纷将她身体上的问题归咎于她的心理状态。

她的症状经常因实验性的医疗而恶化，严重到无法正常工

作。33 岁时，她接受了子宫全切除术，而这个拙劣的手术

带来的只是更多的问题。Emma 的故事并不少见。Emma

研究了其他女性的诊疗故事，联系自身，剖析女性在历史

上如何被视为自身经历的不可靠叙述者，探索女性如何、

是否能够掌控自己的身体。 

 

释怀：癌症世界的坦诚之旅 

Off Our Chests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Liza Marshall 等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图书页码：349 

出版日期：2021-04  

《华盛顿邮报》“2021 年 5 月必读的 10 本书”之一！豆瓣

TOP250 图书《众病之王：癌症传》作者倾情推荐！本回

忆录由一对夫妻共同撰写：妻子作为乳腺癌幸存者，详细

描述了她的治疗过程、艰难决定以及情绪阴霾；丈夫作为

肿瘤学家，则提供了关于癌症护理和研究的内部视角，也

回顾了他照顾妻子的心路历程。两人共同讲述了抗癌过程

中的爱、痛苦、希望、力量与坚韧，加深了对对方生活的

理解，更深刻地体会到作为一名癌症患者意味着什么，以

及作为一名肿瘤医生的情感压力。 

 

女性传记系列 

Women by Women Series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Laure Adler 等 

原出版社：P203 

图书页码：约 250 页/册 

图书开本：170×240 mm 

出版日期：2023  

由女性为女性作传，透过女性视角深度、全面、贴切还原

各界女性艺术家的精彩人生！每一册将回顾传主的成长轨

迹与职业生涯，结合时代背景剖析其代表作品与主要思

想。书内将收录约 100 张照片、档案资料，精美呈现她

们的艺术成就与人格魅力。本系列首发 3 册，传主分别为

科莱特（作家、法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国葬的女性）、阿

涅斯·瓦尔达（导演）、夏洛特·贝里安（设计师），后续

还将推出更多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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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CONVERSATIONS 

图书类型：小说传记 

作  者：Steve Reich 

原出版社：P22 

图书页码：336 

图书开本：- 

出版日期：2022-01  

法语、日语、西班牙语版权售出！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具

有启发性的对话，让我们对“我们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

的音乐和事业有了新的认识！Steve Reich 是当代古典音

乐界的传奇人物。作为六十年代极简主义运动的领导者，

他的作品成为世界音乐舞台的中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

年轻音乐家、编舞家和视觉艺术家。时值 85 周岁之际，

Steve Reich 回顾其一生的工作并创作了此书。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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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的美学：图解科学实验历史 

Beautiful Experiments：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Philip Ball 

原出版社：P73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246×190 mm 

出版日期：2023 秋  

  

作者菲利普·鲍尔写过 20 多本科普图书，多部作品曾

获奖项和表彰，他也是 BBC 电台科学历史节目主持

人，《自然》杂志编辑。书中包含很多科学实验的实例，

这些实验在设计、构思以及实践上都展现了优雅与美

观。本书邀请读者一同赞叹并欣赏这些科学仪器和设

备的制作工艺，也鼓励读者仔细思考，科学实验究竟是

什么，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操作的？本书提供了

一个研究科学历史的独特视角。 

 

 

科普口袋书系列（13 册+） 

Little Book of Series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Michel Beauvais 等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176 

出版日期：2012-2022  

该系列有数十册，以下为部分分册简介。1.《昆虫与蝴

蝶》：解释关于 80 种昆虫和蝴蝶的生物学知识和有趣

行为。2.《树木》：收录了关于我身边树木的一千零一

个轶事。3.《玫瑰》：花语、象征意义、药用价值、神

奇特性——最浪漫的花朵在这本书中绽放，其所有的秘

密将被揭开。4. 《符号》：详解 80 个深奥、神奇或神

秘的符号。5.《婴儿》：从历史、信仰、文明和神话的

角度来看待婴儿的世界。6.《猫》：回答了关于猫的历

史、行为、心理和照料的所有问题…… 

 

捷径科普系列（6 册） 
Short Cuts series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Mark Peplow 等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160 页/册 

出版日期：2022-2023  

  

本系列将围绕不同主题，通过 50 个趣味问题来探索 21

世纪最具挑战性的概念，揭开科学思维的最新奥秘。每

一章以一幅思维导图开篇，随后进入具体问题探析。针

对每个问题，作者首先会以简练文字给出“捷径”回答，

随后以数个段落做出详细解释、每个问题还配有插画

讲解相关趣味小知识。系列目前有六册，主题分别为科

学、心理学、哲学、医学、数学、经济学，后续计划推

出的主题有生态学、进化论、气候、人类学、宇宙、量

子理论、能量、脑科学。 

 

 
大脑地图集 

The Atlas of the Brain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Lara Wierenga 等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320×250 mm 

出版日期：2022-09  

神经科学家 Lara Wierenga 和平面设计师 Dirma Janse

共同致力于这个独特的图书项目。他们的目标是:让公

众了解我们大脑这台神奇的机器。通过“大脑是如何学

习事物的?”等 30 个有趣的问题以及数百张精美的插图

和信息图表，本书将带你进行一场对人类大脑的视觉

探索。书中个性化的版式设计和无数有趣的事实，有助

于我们深入了解复杂的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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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Yorick Wilks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216×138 mm 

出版日期：2023 年春  

 

作者 Yorick Wilks 是谢菲尔德大学人工智能名誉教授、

牛津互联网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佛罗里达州人类和机

器认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科学家。他曾凭借模拟人机

对话获得了年度罗布纳奖。在这本图文科普中，他审视

了人工智能的历史、哲学讨论和现状，并回答了一些关

键问题，如机器人应该如何思考，以及机器真的能学习

吗？从万维网到人工伴侣，该书考虑了诸如自动化战

争、互联网监控和假新闻等伦理问题，并推测机器人将

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我们的未来。 

 

农场动物的秘密生活 

The Secret Life of Farm Animals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Sébastien Moro 

原出版社：P147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235×172 mm 

出版日期：2021-02  

 
探究农场动物的情绪和感知的核心部分！“这家伙像骡

子一样固执”， “你的吃相真的像猪一样！”，“他已经

黔驴技穷了”……这些表达形象地揭示了我们对农场动

物的普遍印象：平和而不太聪明。然而，这种看法与

最近的科学发现所揭示的情况相去甚远！鸡是杰出的

数学家和教师，山羊是天生的冒险家，几乎拥有无限

的资源，绵羊是天才草药师，猪是优秀的制图员，牛

是社交之王！你不信？那就打开这本书吧——这本书

总结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现在的几百部科学著作，

将永远改变你对农场动物的看法！ 

 

一日一花 

A Flower A Day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Miranda Janatka 

原出版社：P300 

图书页码：384（365 张彩图） 

图书开本：221×156mm 

出版日期：2022-10 
 

 

365 个关于花的故事，一年 365 日，日日花作伴。在本

书中，园艺作家 Miranda Janatka 带领读者踏上了一段

环球赏花之旅，其间讲述了众多植物的故事，有谦逊低

调的雏菊，也有充满异域风格的天堂鸟。人们对鲜花的

喜爱之情毋庸置疑，几百年来也有无数人记叙过这份

感情，但这本书自有与众不同之处，它将 365 则妙趣

横生的故事汇总到一起，而这些故事则讲述了花朵的

美丽、功用、历史，介绍了植物学知识，以及这些花引

发的文化共鸣。 

 

令人着迷的矿物学 
Enchanted Mineralogy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Patricia Desmortiers 

原出版社：P203 

图书页码：176 

出版日期：2022-09  

 

本书开启了一场诗意的辨别之旅，带你置身世界上最

美矿物中心。我们喜欢佩戴的珍贵宝石从何而来？它

们有什么故事？这些以颜色、闪光和特殊性吸引我们

的矿物有什么秘密？本书将揭开全球 50 种宝石的神秘

面纱，包括钻石、黄金、大理石、石英、青金石等。它

们的故事会和科学数据、地理和诗歌交织在一起，读来

妙趣横生。书中还收录 40 幅手绘插图，带来无与伦比

的视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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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之地 
Endangered Places (Wonders of 

Our Planet)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原出版社：P64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297×277mm 

出版日期：2023-03  

 

书内包含 100 多个濒危地区，按大陆分类，配有 180
幅彩色照片！专业文字解释每个濒危地区背后的故事！

包括热带雨林、珊瑚礁和极地海洋等环境！我们这个美

丽的星球正处于危险之中，警告信号年复一年地出现

——从澳大利亚各地的森林大火到太平洋的珊瑚白

化，再到极地冰层的迅速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海平面

上升，威胁着各地低洼的沿海地区。该系列还有火山、

荒野、农业、河流等。 

 

生命的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Jaime Green 

原出版社：Harlequin (P22)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 

出版日期：2023-04  

 

版权售出英国！作者是一位科学记者、评论家和编辑，

曾为大众科学、柳叶刀传染疾病等撰稿。书中追溯了人

类对生命的认知史，从伽利略和哥白尼时代一直到我

们对“适居带”系外行星的探索，那里可能像地球般出现

高等生命。通过专家访谈、前沿的天文学研究、哲学探

究还有诸如《时间的皱折》、《星际迷航》、《阿凡达》

等流行文化的试金石，探索了我们不断演变的宇宙概

念，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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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品牌转型的艺术与科学 

Assemblage. The Art and Science 

of Brand Transformation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Emmanuel Probst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图书页码：232 

出版日期：2023-01  

作者 Emmanuel Probst 是益普索（Ipsos）品牌思想领导力

的全球负责人，有着超过 17 年的市场研究和营销经验以及

强大的学术成就背景。在本书中，他将指导你通过结合个

人、社会和文化因素来创造变革性品牌的艺术和科学。阅

读本书，你将了解：为什么感知即真理，以及它如何塑造

人们的感知？品牌如何让消费者对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感到放心？如何利用数据和洞察力来提供个性化的、以

人为本的消费体验？品牌如何对人、社会和经济产生积极

影响？ 

 

掌握洛克菲勒习惯，20 周年纪念

版（理论篇） 
Mastering the Rockefeller Habits 

(20th Anniversary Edition)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Verne Harnish 

原出版社：ForbesBooks (A03) 

图书页码：176 

图书开本：229×152mm 

出版日期：2022-10  

Verne Harnish 是全球知名的创业者协会（EO）的创始人，

Scaling Up 公司的创办者兼 CEO，过去 30 年里致力于帮

助企业扩张增长。本书原版于 2002 年出版，当时即是畅销

书，被翻译成 9 种语言。洛克菲勒习惯是 Verne Harnish 在

阅读石油大王、全球首富洛克菲勒传记后提出的理论，就是

基于这些原则，洛克菲勒做出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成功

管理。书中作者将这些创造真正财富的习惯分享给商界的各

位领袖。 

 

销售与营销：人工智能战略 
AI Strategy for Sales and 

Marketing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Katie King 

原出版社：P132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233x155 mm 

出版日期：2022-01-03 

本书绘制了一个框架，帮助读者了解人工智能如何通过创

建连接战略来推动客户成为中心，并促进销售，从而为当

下和未来提供价值。实用的技巧和建议贯穿本书，涵盖的

主题包括个性化、技能提升、线上和线下购物渠道的客户

体验以及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来建立消费者信任的重要

性。本书以原创研究和对领先从业者的采访为特色，还涵

盖了来自各行业组织的全球案例研究，包括三星、普华永

道、劳斯莱斯、德勤和希尔顿，并对其采用过程的各个阶

段进行深入了解。 

 

面向未来的零售业 

Future-Ready Retail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Ibrahim Ibrahim 

原出版社：P132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234 × 156 mm 

出版日期：2022-06-03  

传统商店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书向读者阐述了不

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数字化的影响以及健康、保健和距

离等因素是如何改变零售业的，并且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

决方案，帮助我们重构商业街和郊区购物中心。本书深入

分析了消费者、健康、数据和新技术将如何不可逆转地持

续撼动实体店，并永久地塑造传统零售的未来。作者认

为，要想为未来做好准备，零售业需要以人和地点为驱

动，而不仅仅是房地产。还阐述了品牌应如何制定战略，

打造以吸引、留住和取悦顾客为主要目的的店铺。 

http://www.ca-link.cn/
mailto:rights@ca-link.com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82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Emmanuel%20Probst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chubanshe=2%20Seas%20Agency%20(A25)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89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89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Verne%20Harnish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chubanshe=ForbesBooks%20(A03)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492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5842.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82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89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4921.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5842.html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凯琳国际文化版权 2022 年冬季大众书书目   分类：商业经管 

网址：www.ca-link.cn                                                                      Fanny   QQ: 257673087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慧忠北里天创世缘 310 号楼 802 室 邮编：100012                    Shawn   QQ: 3216254279 
Phone：010-52668756                          Email: rights@ca-link.com 

 

成功销售的必备指南 

So You' re in Sales?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Oliver Schumacher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50 × 224 mm 

出版日期：2022-03  

无论你是多年的销售专家，还是初入该行业的新手，本书

都将成为引领你事业成功的导师。从客户服务、客户保留

到数字技术、有效的团队合作和个人职业发展策略，作者

深度解读了从事销售工作时你真正会遇到的问题。阅读完

这本书你将亲身体会到，销售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

种生活态度。本书内容全面，与时俱进——既适用于职场

新人、转行者，也适用于资深销售人士。 

 

数字营销手册 
The Digital Marketing Handbook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Simon Kingsnorth 

原出版社：P132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235 x 157 

出版日期：2022-01-03   

带领读者逐步了解 B2B 和 B2C 网络营销的各个组成部分，

使其成为每个营销人员办公桌上的重要伴侣。本书提供的

方法高度实用，内容包括提示、平台建议和需要注意的常

见陷阱，以及来自谷歌、亚马逊和日产等全球品牌的实

例。本书为一些关键领域提供了详细指导，如创建能够激

发兴趣、提供信息和转化的内容，使用营销自动化，以及

分析你的成果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绩效。该书内容还包括

如何管理联营公司和合作伙伴关系，以提供高度针对性的

线索，并提供获得高评分和建立忠诚度的客户服务，同时

还附有在线模板和互动工具供读者在实践中使用。 

 

如何打造一家盈利的公司 

How to Build a Profitable 

Company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Philip Semmelroth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154 × 228 mm 

出版日期：2022-03-21 

一出版便空降类别榜第一位！当前在德国亚马逊获 4.7 分

盛赞好评！许多企业家以“激情”的名义追求无利可图的商业

模式，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回报却很少。作为一名经验

丰富的企业家，作者对令人疲惫的创业阶段与成功企业的

日常运作都了如指掌。企业最终必须赢利！本书为企业家

们提供了一个真实、有效的计划，涉及日常业务管理的各

个方面，包括战略、市场、销售、财务规划和领导力。作

者的建议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激情固然令人钦佩，但企

业家的生活和工作质量所依赖的是利润而不是激情。 

 

混合办公场所的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in the Hybrid 

Workplace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Phil Simon 

原出版社：Motion Publishing 

(A03) 

图书页码：350 

出版日期：2022-06  

Phil Simon“工作的未来”三部曲之二，Phil 经常发表主题演

讲，是公认的协作和技术权威，也是受聘的大学教授！放眼

未来，远程和混合办公场所将继续存在，它们带来了巨大的

障碍，使管理项目和推出新产品变得复杂。在这一背景下，

《混合办公场所的项目管理》登场了。Simon 巧妙地融合了

来自一系列不同的、看似不相关领域的关键研究和概念，包

括敏捷软件开发、人力资源、供应链管理、认知心理学、组

织行为学和劳动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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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 30 分钟系列 
30 Minutes Series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Viola Restle 等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96/册 

图书开本：111×160 mm 

出版日期：2022  

该系列已被翻译 16 种语言，全球销量超 600 万册！30 分

钟的精华：从领先的商业专家那里获得对你个人和职业发

展的关键见解；数百万读者和终身学习者将本书的知识应

用于实践，最终取得了个人和职业上的成功。30 分钟的阅

读时间：每天阅读 30 分钟可以提高你的智力。96 页分为

五个章节，各领域各行业 100 多位商业专家为你指点迷

津。2022 年最新单册有：《30 分钟了解元宇宙》、《30

分钟销售谈判》、《30 分钟提升韧性，战胜危机》、《30

分钟实现可持续投资》等等。 

 

让时间自由：甩掉庸碌，热爱工作 

Free Time: Lose the Busywork, 

Love Your Business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Jenny Blake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图书页码：325 

图书开本：152×228 mm 

出版日期：2022-03 

作者其他作品已被译为 8 种语言，总销量已突破 35000
册！本书西语版权已售！《深度工作》作者力荐！身为企业

主，你已经肩负着重大的风险与压力。如果再给自己施

压，即便能带来利润增长，那也是不划算的。相反，很多

人都希望简化工作模式、提高效率。本书并非主张尽量少

工作，也不主张在企业中打造一种仅能让某个人获益的工

作方式。相反，本书论述的是，如何创造一个给生命赋能

的企业，让企业中的每一个人都活力满满，包括企业主、

团队成员、客户、相关社群等等。本书会教您，如何在当

下做一些“小投资”，以便将来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女性的财富 

Women's Wealth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Karolina Decker 等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20 

图书开本：172 × 226 mm 

出版日期：2021-08  

今天，女性追求事业、创业、管理团队、养育子女、担负

家庭责任。她们自己的需求和爱好往往被忽视——特别是

在涉及金钱问题时。那么，女性是时候把财务安全掌握在

自己手中了。生活中有太多的事情——离婚、丧亲、残疾

等等——会让一个看似确定的人生计划陷入混乱。此外，

尽早为退休做计划也至关重要。考虑到这一点，这本全面

的财务指南展示了女性如何采取行动，帮助自己实现财务

独立。专家作者对金钱的主题采取了积极、开放的态度，

回答了关于投资的关键问题，并解决了女性通常面临的许

多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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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的一切：新型企业家的 40

堂课 
Anything You Want. 40 Lessons 

for a New Kind of Entrepreneur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Derek Sivers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图书页码：100 

图书开本：127×203 mm 

出版日期：2021-01 

版权已售法国、阿拉伯、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

越南、西班牙、伊朗、阿尔巴尼亚、巴西、葡萄牙！本书

于 2011 年由企鹅首度出版，取得巨大成功；2015 年再

版，再续辉煌。2022 年第三版大幅更新，增添 8 个章节！

Derek Sivers 是一名音乐家，他从零开始建立了一个网上

商店，在网上销售他的音乐。然而，经过口口相传，其他

音乐家也希望他出售他们的音乐。最终，他的公司成为网

上最大的独立音乐销售商，拥有超过 15 万名音乐人和 1 亿

美元的销售额。十年后，他以 2200 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公

司，并将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Sivers 将他十年的

经验提炼成本书，以飨读者。 
  

 

沉浸式体验：卓越的科学和幸福的

源泉 
Immersion: The Science of the 

Extraordinary and the Source of 

Happiness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Dr. Paul J. Zak 

原出版社：Scribe Media (A03) 

图书页码：259 

出版日期：2022-09  

Dr. Paul J. Zak 是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管

理学教授。他发表的 170 多篇论文被引用 18000 多次，位

列被引用最多的前 0.3%科学家行列。本书介绍了一个框架，

几乎可以将任何情形从寻常提升到卓越。基于作者 20 年的

神经科学实验室研究和客户间的应用，本书阐述了为什么大

脑会渴望卓越，并且用清晰的说明和案例告诉读者，如何为

客户、签在客户、员工、受众和学习者打造惊人的体验。 

 

转变的秘钥——积极掌控你的未来

人生 

Crack the Change Code! 

图书类型：商业经管 

作  者：Susanne Nickel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260 

图书开本：146 × 223 mm 

出版日期：2022-05 

最近几年是一个动荡时期，这种动荡容易压倒我们，并动

摇我们的自我效能感。虽然我们倾向于埋头苦干，但从长

远来看，这对我们不利，因为无论如何，变化都会到来。

更好的办法是握住缰绳，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你

在这方面需要一些帮助，“未来创造者”Susanne Nickel 能

够为你提供解决方案。在这本易读的指南中，她用幽默和

令人难忘的轶事来阐释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指责周围的环

境，并开始对我们的生活进程负责。她自主开发的“转型代

码”将消极心态到积极心态的转变系统化了。此外，书中还

附有一项便捷的自我测试，帮助你了解自己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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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修复手册 
The Health Fix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Dr. Ayan Panja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56 

出版日期：2023-01-05 

Ayan Panja 医生是英国医疗系统的一名全科医生，拥有 

23 年的临床经验，曾被评选为 2020 年英国最具影响力

的 50 名全科医生之一。区别于同类书籍，本书聚焦于“为

什么”，而不仅仅关注“怎么做”，并提供可行性建议。你将

了解对健康影响最大的 8 个因素，还将学会应用与你相关

的健康修复手段，在 8 周内就能感受到变化。Ayan 医生

将科学知识融入令人大开眼界的案例分析之中，助你轻松

掌握健康之道。 

 

了解你的心脏 
Understanding the Heart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Stephen Hussey 

原出版社：P03 

图书页码：336 

图书开本：152 x 228 mm 

出版日期：2022-04 

心脏病是世界上的头号杀手。尽管医学不断进步，药物效

果越来越好，但心脏病的发病率仍在继续上升。根据作者

的说法，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心脏的真正功能以及如何

保持其健康的存在误解，导致了不恰当的医疗方法和偏离

目标的干预疗法。作为一名 1 型糖尿病患者，作者知道他

患心脏病的风险要超出正常人两到四倍。因此，他成年后

致力于了解心脏，以防自己患上心脏病。在本书中，作者

将倾囊相授其深入了解心脏过程中的所闻所学，并指导读

者在疾病频发的现代社会中预防疾病，帮助读者享受长久

的健康。 

 

办公桌前做运动 
Move More at Your Desk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Kerrie-Anne Bradley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200×145 mm 

出版日期：2022-02-08 

 

这是一本实用指南，向您展示小而简单、多样且可行的运

动方式，让您的身体不那么僵硬，变得更强壮、更有活

力、精神状态更好。这本指南的重点在于您可以在一天中

轻松完成许多运动运动，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本

书插图丰富，共分为 5 个部分，向您介绍可以全天进行的

运动组合：颈部和肩膀 * 移动你的脊椎 * 腿和臀部 * 

手和手腕 * 呼吸。每个部分都提供针对受僵硬和疼痛严

重影响的区域的练习、提示和技巧。 

 

混合力量训练 
Hybrid Strength Training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Danny Kavadlo 

原出版社：Dragon Door(A03) 

图书页码：204 

出版日期：2021  

《囚徒健身》作者力荐！教你如何通过平衡体操和负重器

械来获得巨大的力量、燃烧脂肪。有了 Danny Kavadlo 的

《混合力量训练》，我们就有了前进的道路。这本书没有

花哨的东西，也没有教条的东西。Danny 从身体重量和负

重器械的世界中汲取精华，创造了一个易懂且高效的混合

体。这些基本的力量动作都有明确的说明，并通过出色的

渐进式训练付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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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肩颈背部疼痛：亚历山大技巧 
Back in Balance: Use the Alexander 

Technique to Combat Neck, Shoulder and 

Back Pain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Richard Brennan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216×135 mm 

出版日期：2022-05-10 

当前数据表明，80%的成年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

都会经历背痛，这也是人们去看医生的第三大常见

病因。Richard Brennon 认为，背痛的根本原因主

要是日常活动中的不良姿势体态，因此他提供了进

行日常活动的新方法。本书基于亚历山大技巧（一

种释放全身肌肉紧张的实用方法），介绍了简单实

用的练习，帮助您减轻肌肉紧张和骨骼关节的压力

——让您的生活不再痛苦！ 

 

女性基础健康知识指南 

The Knowledge: The Essential Women's 

Health Guide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Nighat Arif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235x190 mm 

出版日期：2023-06 

著名的全科医生 Nighat Arif 在这本内容广泛的指南

中把女性健康带到了最前沿，旨在帮助大家更好地

了解女性生命中的三个关键阶段：青春期、生育期

和绝经期。每一步，Nighat 医生都会帮助你了解女

性的身体，解释什么是正常的，接下来会发生什

么，如何照顾自己以及何时寻求帮助。本书涉及许

多重要的话题：从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多囊卵巢综

合征等疾病患者的帮助到女性应注意的心脏病症

状。 

 

平和健康度过生理期 
You Can Have a Better Period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Le'Nise Brothers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208 

图书开本：216×135 mm 

出版日期：2022-03-08 

《出版人周刊》星级好评！为什么我在来月经之前

如此情绪化？来月经前头疼是正常的吗？月经本就

是如此痛苦吗？ 在本书中，作者将带领我们了解月

经的每个阶段，明确营养膳食和生活作息计划。同

时作者也阐释了不同的补充性工作和重要压力管理

习惯，为我们的荷尔蒙平衡和月经健康带来持久和

可持续的变化。 

 

家庭排毒手册 
Home Detox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Daniella Chace 

原出版社：P60 

图书页码：208 

图书开本：177.8×228.6 mm 

出版日期：2023-01  

作者 Daniella Chace 是一位专业的毒理学家及健康

作家，她将在书中教读者如何识别潜在有毒物质，用

简单易学的方式逐个房间排查“十大有毒物质”。作者

还为读者揭示了日常生活中有毒物质与慢性健康问

题的联系，如头疼、哮喘、高胆固醇、皮肤问题、睡

眠问题，并提供排毒策略，以及如何使用精油、小苏

打、醋还有其他一些天然、廉价但有效的原料自制家

庭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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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者的啤酒手册 

Beer handbook for Beginners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Elisabeth Pierre 

原出版社：P147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210x260 mm 

出版日期：2022-03 

全本书包含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啤酒的所有知识！随着法国

和世界各地啤酒厂的增加，古老的酿酒传统正在复苏。品

种和选择越来越多，老方法重见天日，新方法应运而生。

在众多选项中，我们该如何选择呢？该指南是初学者了解

啤酒的最佳途径。由于啤酒种类繁多、难以计数，啤酒的

生产涉及广泛的类型。清淡的、柔和的、浓烈的、香甜

的、烟熏的、啤酒花的……翻开这本书，了解更多关于这

个不断演变的迷宫。在书中，你还可以知道啤酒可以有多

少种口味，以及它如何在不同场合与不同种类的菜肴搭

配，从而成为一种完美的饮料。 

 

葡萄酒系列（3 册） 
On...Wine Series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Susan Keevil 等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88/272 

图书开本：246 x 189 mm 

出版日期：2020-2022 

本系列中的每一本书都是关于一个葡萄酒产区的精彩探

索，在书中，你可以学习该地区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以

及它的葡萄酒酿造景观和文化。该系列汇集了顶级葡萄酒

作者、专家和葡萄酒制造商的丰富合作和贡献。系列目前

已出版三册，分别为《波尔多》、《加州葡萄酒》、《香

槟》，最新计划为《勃艮第》。 

 

猫咪行为解答书（第 2 版） 
The Cat Behavior Answer Book, 

2nd Edition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Arden Moore 

原出版社：P60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52×203 mm 

出版日期：2022-09  

宠物专家雅顿·摩尔在《猫咪行为解答书》修订第二版中回

答了铲屎官想问的诸多问题，从训练、喂养和护理等实际

问题到令人困惑的行为和沟通问题。猫会做梦吗？猫的胡

须有什么作用？怎样才能让我的房子免遭猫咪“毒手”？雅

顿·摩尔将为你一一解答，并且对可能会影响与猫一起幸福

生活的问题也提供了令人安心的指导。第二版已经完全更

新，收录了最新的研究和建议。配套新书有《狗狗行为问

答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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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你的孩子……系列（5 册） 
Help Your Child Series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Liat Hughes Joshi 等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128-144/册 

图书开本：125x175 mm 

出版日期：2021-2022 

本系列共有 5 册。1.《帮助你的孩子应对变化》：101

种方法帮助孩子度过生活变化带来的困难，包括离婚、

新的兄弟姐妹或失去亲人。2《帮助你的孩子减压》：

缓解忧虑、鼓励冷静的 101 种方法。3.《帮助你的孩子

变得更快乐》：101 种方法帮助孩子培养积极思维，建

立他们对生活的适应力和自信心。4.《帮助你的孩子交

朋友》：101 种方法帮助孩子学习社交技能，展开交谈。

5.《帮助你的孩子管理情绪》：101 种方法帮助孩子以

健康适当的方式关注、调节和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的孩子很痛苦 
My Child is in Pain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Liesbet Goubert 

原出版社：P122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155x240 mm 

出版日期：2022-06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儿童疼痛管理指南。研究表明，儿

童平均每天会经历 3 次疼痛，四分之一的儿童经历过

长期疼痛。他们在学习走路、跑步或骑自行车时都会受

伤。他们遭受成长中的痛苦和疾病——有时是慢性的

——并被敦促在医院和牙科诊所 “好好表现”。作为父

母，当你的孩子处于痛苦之中时，你可能很难以正确的

方式应对。止痛药对你的孩子而言是否安全？如果您

的孩子对针头有恐惧感怎么办？如果疼痛没有消失怎

么办？作者为您提供了鉴别孩子疼痛的实用工具，从

而尽量衡量和预防疼痛。她驳斥了常见的误解，并给出

了对儿童进行多学科疼痛治疗的理由。 

 

屏幕捕捉 
Screen Captured: Helping Families 

Explore the Digital World in the Age of 

Manipulation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Seam Herman 

原出版社：Scribe Media (A03) 

图书页码：220 

图书开本：139×215 mm 

出版日期：2019  

韩语版权售出！受女儿的上网经历启发，作者创办了

Kinzoo，目标是将科技融入孩子们的生活，帮助家长

们将孩子塑造成负责人的数字公民。在《屏幕捕捉》一

书中，Herman 区分了科技的真实与虚构。他强调正向

的屏幕时间和屏幕捕捉是不一样的，前者侧重于教育

和创造力，后者则是被科技公司操控，可以获得无穷的

信息。他承认屏幕捕捉的操作会触及到隐私问题，但同

时他提出了一个更需要关注的问题：孩子们越来越迷

恋在网上找寻社会认同感。 

 

挖掘：幼儿的户外 STEM 教育 

Dig In：Outdoor STEM Learning with 
Young Children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Lea Ann Christenson, 
Jenny James 

原出版社：Gryphon House (A03) 

图书页码：128 

图书开本：- 

出版日期：2022-12  

两位作者分别是陶森州立大学儿童早期教育系副教授

Lea Ann Christenson 和早期儿童教育倡导者、作家和

马里兰州一所幼儿园的主管 Jenny James。让孩子们

参与到户外 STEM 探索中来！本书提供策略、点子、

现实案例和信息，帮助你让孩子在户外学习，同时达到

早期学习标准和目标。探索学习的生命周期，发现新鲜

的想法，让孩子们在户外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体验，这

将使他们坚持到幼儿园乃至更长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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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富有情感的教室 
Create an Emotion-Rich Classroom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Lindsay N. Giroux 

原出版社：Free Spirit Publishing (A03) 

图书页码：200 

图书开本：216×279 mm 

出版日期：2022-10  

什么是情感丰富的教室？就好比丰富的出版物市

场会让孩子们更容易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图书期刊，

情感丰富的环境会让孩子们拥有广泛的社会情感

学习经验和支持性互动。本书为规划和实施支持儿

童情感发展的策略提供了框架，内容实用且易于使

用，帮助幼儿早期教育工作者在他们的教室中培养

幼儿的情感素养。作者 Lindsay N. Giroux 专门向

早教老师提供如何实施金字塔模式的培训，以促进

社会情感开发和预防挑战性的行为。 

 

Z 世代会怎么做？ 
What Would Gen-Z Do?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John Schlimm 

原出版社：Familius (A03)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229×152 mm 

出版日期：2022-11  

Z 世代，指那些出生在 1997-2012 年间的人。当与

Z 世代的人互动时，无论你是他们的父母、老师、

教练、亲戚、邻居，等等，代沟似乎比以往更大。

Z 世代的人会无视你，他们拒绝打开 Zoom 摄像头，

他们爱拖延，开奇怪的玩笑，他们的注意力很不集

中，很喜欢自拍。但这并不是 Z 世代的全部。在这

本关于 Z 世代的指南中，哈佛受训教育家和 Z 世代

的倡导者 John Schlimm 基于他与年轻一代打交

道的丰富经验，向读者介绍最真实的 Z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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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的方式生活 

SOVEREIGNTY: The Science of Life on 

Your Own Terms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Emma Seppälä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出版日期：2024 年春 

荷兰语、韩语、繁体中文版权已售，芬兰、丹麦、瑞

典、希腊、波兰、日本语种版权火热洽谈中！作者

Emma Seppälä 是积极领导力、情绪智力、幸福感和

社会联系等领域的领先专家，在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

学具有任职。本书邀请读者在各个层面与自己重新联

系，每一章都描述了某种束缚状态，阐释我们应如何

将束缚转化为主权，并在末尾附上了实用练习，以便

读者立即将理论付诸实践。本书以高度实用的方式编

写，描述了作者自身或同事的故事、科学、研究和案

例研究，每章的最后都有练习和收获。 

 

同理心：敏感人群的人际关系策略 
Empath Heart: Relationship Strategies 

for Sensitive Peopl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Tanya Carroll Richardson 

原出版社：P185 

图书页码：240 

出版日期：2023-02  

同理心或移情是一种高度敏感的情绪，它能让人们像

感知自己一样感觉到别人能量和情绪。与世界如此亲

密的互动是一种福祉，但富有同理心的人可能陷入拯

救、相互依赖或取悦他人等不健康的关系中。在本书

中，专业直觉师 Tanya Carroll Richardson 融入了

她跟全球各地成千上万富有同理心的客户打交道的

经验，提供了应对各种人际关系的指南，帮助敏感人

群与自己内心连接，并且与他人建立更有意义的互

动。 

 

找到你的框架 

Find Your Fram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Hermann Scherer 

原出版社：P186 

图书页码：180 

出版日期：2022-09  

Hermann Scherer 已经为 3000 多家公司和 30 多

个国家的约 100 万人举办了 3000 多场讲座，著有

36 本书，迄今已被翻译成 18 种语言。在本书中，

作者将引导你倾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在驱使你？

你真正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是什么在阻拦你？你的

工作是否允许你体现你的价值？你在实现目标的正

确道路上吗？作者会提供他最好的诀窍和经过验证

的 “如何做”的策略，让你直接投入行动，充分发挥

自己的独特才能，并激发个人潜能。 

 

二者皆为真：勇敢生活笔记 
BOTH THINGS ARE TRUE: Notes on 

Living in the Courageous Middl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Amy Low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出版日期：2024-04  

48 岁时，作者诊断出转移性结肠癌第四期，那时她

还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六年前，她惊讶发现丈夫已

经出轨三年。在勇敢地尝试修复破裂的关系后，他

们的婚姻还是在几个月后结束了。在创伤和难以忍

受的悲痛漩涡中，出现了更深的搅动——一个有利

视角——它让作者得以回顾自己生命中的魅力篇章

提供了框架。这个视点将赋予读者更为敏锐的洞察

力，帮助读者度过每段经历中不可避免的失落和心

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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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相信你所想的一切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Think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Joseph Nguyen 

原出版社：Joseph Nguyen (A03) 

图书页码：125 

图书开本：127×203 mm 

出版日期：2022-03 

 

★北美亚马逊生理心理学图书第一位！★哲学参考类

图书第一位！★销量超 60000 册！授权 13 种语

言！学习如何克服焦虑、自我怀疑和自我破坏，而

不需要依赖动力或者意志力。带你了解所有心理和

情绪痛苦的根源，帮助你实现心灵的自由，轻松地

创造你一直想要的生活。虽然痛苦是不可避免的，

但它是可以选择的。本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范式和

对人类经验来源的理解，让我们能够结束自己的痛

苦，并且无时无刻都能创造我们想要的感觉。配套

有 248 页的日志/练习册。 

 

治疗焦虑的灵丹妙药 
The Anxiety Antidot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Kamran Bedi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216×135 mm 

出版日期：2022-09-13  

本书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焦虑，并采用轻松且实际

的方法解决焦虑问题。作者为读者提供了能在日常

生活中快速应用的方法和技巧，例如自我反省练

习、呼吸训练、正念和可视化练习。通过这本实用

的心理自助书，读者将从认知和情绪的角度更好地

了解他们的焦虑，帮助他们更好的从消极的想法和

情绪中摆脱出来。考虑到现代人信息摄入的习惯，

这本书包含能够“一口吞下”的简要章节，并将这些简

要章节链接到更深入的章节，激发读者阅读兴趣。 

 

接纳与承诺疗法：抑郁症治疗手册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Workbook for Depression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Elizabeth Weiss 

原出版社：P179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88×233 mm 

出版日期：2022-10-11  

回首抑郁之路也许非常艰难，但接纳与承诺疗法这

样的成熟策略可以帮你找到前进的道路。这本工作

手册的实践指导、提示和训练将帮助你突出正念，

到达接纳的目的，从而重获幸福。你将通过学习识

别情绪、压力和症状，检查你抑郁症的程度以及它

在你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你也会学到激发正念和减

少抑郁的 ACT 练习，如换词训练、不止于词训练）

及远程控制训练等。经由专家指导，你的饮食会更

健康，睡眠会更安稳，人际关系会更牢固，生活会

变得幸福。 

 

自我疗愈良方：发掘自己的力量，释放

自我 
How We Heal: Uncover Your Power and 

Set Yourself Free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Alexandra Elle 

原出版社：P156 

图书页码：208 

图书开本：152.4 x 203.2 mm 

出版日期：2022-11  

纽约时报畅销书！人气健康作家和教师 Alexandra 

Elle 分享了这本实用、富有力量的自我疗愈指南，邀

请读者一同改变生活，自我疗愈并重归平静。在书中，

读者将发现自我疗愈的基本技巧，包括培养内在力量

的日常仪式、处理困难情绪的便捷工具，以及缓解心

灵的恢复性冥想。Alexandra Elle 将自我疗愈、正念、

内在小孩功课和边界设置等主题完美交织在一起，向

读者介绍了简单易行的实践方法，这些实践改变了她

自己以及成千上万她教过的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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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遗憾 

Maternal Regret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Astrid Hurault de Ligny 

原出版社：P213 

图书页码：304 

图书开本：130×210 mm 

出版日期：2022-09-07 

作者总是想象自己和孩子们在一起，而且她不止想

要一个孩子。然而，当她真正成为一名母亲时，一

切都不尽如人意，源源不断的困难向她涌来。之

后，她将自己的感受命名为母亲的遗憾。既不是产

后抑郁症，也不是妈妈倦怠症，更不是缺乏对孩子

的爱，她感到遗憾的是成为母亲。这本书真诚而有

力量，作者解释了什么是遗憾，如何识别它以及如

何解释它。在她的故事中，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

家庭模式的影响，同时强调了在这个社会母亲所背

负的担子，各种禁令，以及精神负担和家务劳动。

她敢于就这一敏感话题发表意见，回应了人们的普

遍看法，为解放关于母性的言论做出了贡献。 

 

冲浪与智者：生存和驾驭生命之浪的指南 
The Surfer and the Sage: A Guide to 

Survive and Ride Life's Waves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Noah benShea, Shaun 
Tomson 

原出版社：Familius(A03) 

图书页码：196 

出版日期：2022-06  

有时，生活的风浪会把你击倒；其他时候，生活似乎

会无力地把你卷走。但你总是可以选择重新游向光

明。传奇世界冲浪冠军 Shaun Tomson 和国际畅销

书诗人、哲学家 Noah BenShea 联手为你提供关于

目标、希望和信念之路的洞见。这本指南在 Tomson

富有启发性的经验性文章和 BenShea 触及心灵的评

论间来回切换，并配有令人惊叹的全彩冲浪照片。书

中讲述了人生中 18 个无情波浪，从失去和衰老到人

际关系和抑郁，并引导你走向转变。 

 

手机，不 
The Phone Book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Hanneke Hendrix 

原出版社：A47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140x215 mm 

出版日期：2022-09  

我们都会因为别人使用智能手机而感到恼火，而事

实上我们同样很糟糕。毕竟，有多少次你的手机是

你醒来后第一个问候的，是你睡前最后拿的一样东

西？在你身边，你能认出多少种不同的智能手机使

用原型？还有，我们有没有可能过一种没有智能手

机的生活，同时又不成为一个退回自然的怪胎？

Hanneke Hendrix 试图找出无智能手机生活的界限

在哪里，她还对其他无智能手机的人进行采访，并

提供给读者减少智能手机使用时间和数字排毒的秘

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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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探秘之书 

The Bathysphere Book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Brad Fox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图书页码：652 

出版日期：2023-05  

德语、荷兰语版权已售！本书是一部关于深海世界和

先驱探险家威廉·贝比（William Beebe）的创造性纪

实作品。基于探险日志等珍贵档案，本书围绕 1930

年在海地和百慕大的海底探险活动将众多故事编织在

一起。1934 年夏天，在一艘漂浮在大西洋农萨奇岛附

近的船上，海洋生物学家格洛丽亚·霍利斯特坐在板条

箱上，她把电话听筒贴近耳朵，在笔记本上疯狂地写

着什么。电话线连接到一条钢缆上，钢缆从船舷上展

开，坠入海中，下沉 3000 英尺。在那里，钢缆悬吊

着一个 4 英尺半的钢球，被称为“深海潜球”。霍利斯

特的同事威廉·贝比蜷缩在里面，透过三英寸长的石英

窗户凝视着海底世界…… 

 

奇幻生活 
The Life Fantastic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Noa Menhaim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304 

图书开本：234×153 mm 

出版日期：2022-07-12 

从怪物到女巫，从古老的图书馆到失落的岛屿，本书致

力于追溯各种思想的起源，探寻它们的路径以及它们

在历史上意想不到的互动和表现方式。通过挖掘文学

流派、流行故事和古代神话的根源，作者引导读者穿梭

时空，从高雅文化到流行文化，从艺术到政治和宗教，

踏上一段不断扩展视野的奇妙旅程。书中增加的旁注

在各章之间形成了一个参考网络，使读者能够跟随他

们感兴趣的话题前进——从亚马逊人到维京人，然后

到美人鱼。本书邀请我们探索构成西方文化集体潜意

识的迷人结构和一些丰富元素。 

 

忠实纪录：真实的纪录片远比小说精彩 
Well Documented: The Essential 

Documentaries that Prove the Truth is 

More Fascinating than Fiction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Ian Haydn Smith 

原出版社：P73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95×254 mm 

出版日期：2022-10  

本书出自资深电影记者伊恩·海顿·史密斯，由获奖导演

阿斯弗·卡帕迪亚(Asif Kapadia)作序，介绍了 100 部

最引人注目的纪录片，每一部都能彻底颠覆我们的认

知，挑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芭芭拉·卡颇获奥斯

卡奖的《美国哈兰县》，到詹姆斯 · 马什令人叹为观

止的《走钢丝的人》，从《触摸虚空》这样有力的体育

故事，到《制造杀人犯》这样关于真实犯罪及其影响的

故事，本书深入探讨了这些纪录片是如何制作的，是什

么让它们如此伟大，以及如果你喜欢这些，你可能会喜

欢的其他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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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色彩 
Colours of Film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Charles Bramesco 

原出版社：P73 

图书页码：208 

图书开本：225×170mm 

出版日期：2023  

《电影色彩》介绍了 50 部标志性电影，并讲述了色彩

在这些电影的成功中发挥的关键作用。色彩的运用是

电影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能够唤起强烈的情感，并作为

一种叙述工具，提供微妙的心理象征。在《电影色彩》

一书中，电影评论家查尔斯·布拉梅斯科介绍了一个电

影里经常被忽视的元素，却被以非同寻常的方式使用

着。使用信息图调色板和电影中的剧照，为影迷和色彩

爱好者提供了一种生动而新鲜的认识电影的方式。书

中还探讨了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了现代电影的进程。 

 

从无到有 
Out of Silence, Sound. Out of Nothing, 

Something.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Susan Griffin 

原出版社：2 Seas Agency (A25) 

图书页码：400 

出版日期：2023-01 

获奖作家 Susan Griffin 以优雅而温暖的现代笔触，提

炼出丰富的知识，指导作家的创作过程，并将写作技

巧转化为持续创造的精神力量。她将 50 多年来的创

意写作教学经历和编辑手稿中领悟到的的日常智慧，

以及她作为作家的经验，提炼为一本看似简单却十分

精辟的书，旨在帮助初出茅庐的作家开始写作，同时

指导经验丰富的作家规避会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在本

书中，她分步描述了创作过程，通过文学创作，指导

读者学习如何开始、完成和结束一部文学作品，无论

是小说还是非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适用此法。  

 

母亲：致敬地球母亲  

Mother：A Tribute to Mother Earth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Marsel van Oosten 

原出版社：A47 

图书页码：352 

图书开本：270x330 mm 

出版日期：2021-04  

Marsel van Oosten 是世界上唯一获得大满贯的摄影

师：年度野生动物摄影师、年度国际自然摄影师和年度

旅游摄影师的头衔。他的图片在画廊和博物馆展出，在

世界各地被用于广告和设计，他也是《国家地理》杂志

的定期撰稿人。这本精装书将包含 250 张从世界各地

拍摄的令人惊叹的照片。Marsel 将在这一巨作中向地

球母亲的惊人之美致敬。 

 

图书馆员的复仇 
Revenge of the Librarians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Tom Gauld 

原出版社：DQ 

图书页码：180 

图书开本：235×133 mm 

出版日期：2022-10-18 

汤姆·高德带着他迄今为止最机智、最尖锐的文学漫画

集归来。构图完美的画作中穿插着艺术家标志性的幽

默，跌宕起伏。毕竟，高德也乐于抨击《简·爱》和《权

力的游戏》。一些特别受宠的目标包括自命不凡的拖延

症小说家、冷静的商业雇佣兵、虚荣诗人的蒙昧主义。

当床头的书堆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你会感到震颤！咬牙

切齿地看着作家永远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的最后期限! 

震撼于评论家对手稿的精辟剖析！最重要的是，你会羡

慕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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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酒崎岖路 
Impossible People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Julia Wertz 

原出版社：BDL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177×228 mm 

出版日期：2023-03 

本书开篇即是一次灾难性的波多黎各之旅的高潮时

刻：Julia Wertz 神志不清地站在丛林中央，身旁是一

辆刚刚被撞毁的租来的吉普车。从这一刻起，故事闪回

至五年前她最初决定戒酒瘾的时候。这五年里，她历经

诸多糟心事：集体治疗、酒瘾复发、情路坎坷、奇葩约

会、无家可归。《戒酒崎岖路》描绘了一个很少被讲述

但非常普遍的故事：康复之路并不总是线性的，这与从

沦陷谷底到康复治疗再到大获痊愈的典型上瘾故事截

然不同。作者以无畏的诚实，详细讲述了屡战屡败，屡

败屡战的康复故事，它艰苦、令人沮丧又充满欢乐。 

 

安迪·沃霍尔的多重身份 
Andy Warhol – Serial Identity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Emma Zanella, Maurizio 
Vanni 

原出版社：Nomos Edizioni 

图书页码：350 

图书开本：170 x 140 mm 

出版日期：2023-01 

安迪·沃霍尔（Andy Worhol）是最知名也是最受人喜爱

的一位艺术家, 他是波普艺术和当代世界文化最重要

的主角之一。本书通过安迪·沃霍尔的 130 多件作品，

让读者把握安迪·沃霍尔在纽约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中

身份的持续转变，使读者近距离了解这位 20 世纪下半

叶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复杂的人之一。本书呈现了这位

艺术家的所思所想，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关于身份的转

变、流动性、对身份伪装的嗜好、对个人外貌的不满意

以及对改变的长期渴望。 

 

埃尔维·杜莱的游戏艺术 
Herve Tullet's Art of Play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Hervé Tullet，Sophie Van 
Der Linden 

原出版社：P156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203×279 mm 

出版日期：2022-11 

埃尔维·杜莱的书充满了艺术性的创意设计，让孩子在

天马行空的创意游戏中获得无限的艺术与创意启蒙。

无论是畅销儿童读物《点点点》还是国际巡回展“理想

展览”，他的每项创作都打破了艺术的界限。杜莱是一

位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他鼓励任何年龄段的人都要

以玩耍和快乐的方式创作。在本书中，他分享了创作起

源、灵感和方法，以及他的插图、草图、美术作品和装

置作品的照片。它可以是跨越职业生涯的专著，也是艺

术家的宣言。 

 

用户体验通用原则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UX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Irene Pereyra 

原出版社：P73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215.9×254 mm 

出版日期：2023-03  

这本书不是按时间顺序重述用户体验设计的历史，也

不是一本告诉你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完美的用户体验

设计师的技术指导书。它是一本哲学文集，包含了在超

过 15 年的真实客户项目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案例、情况、

问题和矛盾，这本书不是告诉你怎么做，而是教你如何

思考。每条原则都以两页的形式呈现。左页包含一个简

洁的定义、对该原则的完整描述、使用实例和使用指

南。侧记出现在文本的右边，并提供详细说明和参考。

右页包含了可视化示例和相关图形，以助于更深入理

解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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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专著系列（4 册） 
Design Monograph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Naomi Stungo, Judith 
Carmel-Arthur 

原出版社：P148 

图书页码：112/册 

图书开本：180×125 mm 

出版日期：2023-02  

这套设计专著系列介绍了 20 世纪和 21 世纪最杰出的

建筑师、设计师、品牌和设计运动，图文并茂，介绍了

设计师们的“最佳作品”，简明扼要地解释了他们为何

如此受人称赞，以及他们作品的标志性特征。每本书 80

多张图片，展示了各设计师的代表性作品。4 册主题分

别是以设计家具闻名的伊姆斯夫妇、西班牙建筑师高

迪、法国设计鬼才飞利浦·斯塔克和解构主义设计大师

弗兰克·盖里。 

 

奢华与权力 
Luxury and Power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James Fraser, Lloyd 
Llewellyn-Jones, Henry Bishop-Wright 

原出版社：P55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246×189 mm 

出版日期：2023-04 

本书随大英博物馆的重要展览策划出版，由专业作者

倾情撰写。文字通俗易懂，是一本能够吸引古代世界爱

好者的书，读者能享受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展览，包括

从保加利亚索菲亚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借来的帕纳久里

什泰宝物。书中介绍了一个跨越 600 年的阴谋与辉煌

的世界——从波斯宫廷的奢华，到公元前 5 世纪雅典

人对波斯颓废的批评，再到亚历山大大帝在马其顿等

地对波斯国王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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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个谎言里的世界简史 
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50 Lies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Natasha Tidd 

原出版社：P92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178×129 mm 

出版日期：2023-02  

在本书中，历史学家 Natasha Tidd 带领读者踏上人

类历史的全球之旅，考察谎言如何改变我们周围的世

界。从导致了数个世纪冲突的赝品，到大规模的政治

和媒体掩饰，作者深入而极具启示性地审视了被当作

“真理”兜售的欺骗和谎言，以及它们对历史的影响。

此外，作者还对我们如何通过复述历史，将虚构变成

现实进行了研究，例如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黑暗传说

和对中国女皇武则天的妖魔化。本书还深入研究了历

史上的谎言对现今生活的影响，例如美国骇人听闻的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奥斯曼帝国的文化遗产 
The Ottomans: A Cultural Legacy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Diana Darke 

原出版社：P149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240×170 mm 

出版日期：2022 

作者 Diana Darke 是广受好评的《偷师萨拉森人》

（Stealing from the Saracens）的作者，她因对文化

史深刻的原创见解和启发性的研究方法而受到好评。

本书配有精美的插图，展示了一个延续了超过 600
年，融合欧洲、非洲和亚洲文化的帝国的宏伟艺术和

建筑。在奥斯曼帝国覆灭的一百年之后，人们有足够

的时间来重新审视奥斯曼帝国和它留下的文化遗产。

本书探讨了奥斯曼帝国在建筑、美食、音乐、科学和

医学上的成就，以及他们经历的政治挑战。 

 

英国 
United Kingdom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Adrian Bingham 

原出版社：P54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115×173 mm 

出版日期：2022-09  

作者 Adrian Bingham 是谢菲尔德大学英国现代史

教授。几个世纪以来，英国作为征服者、国际贸易的

引擎和现代化的象征，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它是

第一个工业国家，是世界最大帝国的中心，也是一个

影响久远的议会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在这本书中，

Adrian Bingham 通过细数英国战后历史的重要发展，

向读者揭示这个国家是如何被过去的辉煌和教训所

塑造的。英国已经成为一个更加多样化、多元化和流

动性的社会，但它仍然在努力适应其在世界上已经改

变的地位，并且无法就未来的愿景达成共识。 

 

巨石阵的世界 
The World of Stonehenge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Duncan Garrow, Neil Wilkin 

原出版社：P55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280×250 mm 

出版日期：2022-02  

本书伴随着首次在伦敦举办的巨石阵相关展览而出

版，以巨石阵为切入点，探讨了在巨石阵建造之初及

之后，即公元前 4000 年至 1000 年之间活跃着的社

群和文明。近期关于巨石阵起源的引人注目的蓝砂岩

（bluestones）考古发现，重新激发了人们对这一古

老奇迹、巨石阵的建造者们及其信仰的兴趣。作者

Duncan Garrow 和 Neil Wilkin 通过 "标志性"构造、

贵重的异国材料以及简陋的个人物品，考察了包括农

业引入和金属加工发展在内的巨石阵世界的文化和

社会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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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流行文化史 
A History of Popular Culture in Japan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E.Taylor Atkins 

原出版社：P32 

图书页码：408 

图书开本：234×156 mm 

出版日期：2022-10  

本书首次对从 17 世纪起源到如今的日本流行文化

做历史和分析概述，进而探讨日本历史上的冲突、

权力和意义等更广泛的主题。作者讲述了日本如何

成为最早发展大规模生产、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

品以供城市中产和工人阶级消费的地点之一。从传

统的单色水墨画、宫廷文学和诗歌到动漫、漫画和

日本流行音乐，流行文化在日本民族主义、帝国主

义、军国主义的崛起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

用，直到今天，在日本人的身份认同中发挥着核心

作用。 

 

狄更斯和旅行：现代旅游写作的开端

DICKENS AND TRAVEL: The start of 

modern travel writing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Lucinda Hawksley 

原出版社：P47 

图书页码：232 

图书开本：234×156 mm 

出版日期：2022-04  

从童年起，查尔斯·狄更斯就被其他国家和文化故事

所吸引，他渴望看到全世界。在书中，作为狄更斯

的后人，Lucinda Hawksley 回顾了这位伟大作家

的旅程。探索查尔斯·狄更斯鲜为人知的游记，记录

他在欧洲、北美和不列颠群岛的旅程！了解狄更斯

在意大利生活的一年，以及他对法国的喜爱！了解

狄更斯的美国之旅，以及他在加拿大的舞台上的表

现，等等！本书带读者进入维多利亚时期的旅行者

的世界，看看狄更斯的旅程如何影响他的写作、丰

富他的生活。 

 

军用无人机（军用交通工具系列） 
Military Drones 

图书类型：历史军事 

作  者：Alexander Stilwell 

原出版社：P64 

图书页码：144 

图书开本：216×170 mm 

出版日期：2022  

在过去 20 年中，无人机系统在现代战争中发挥了

不可比拟的作用。无人机不再仅仅用于情报、数据

收集或侦察，而是用于常规的目标捕获和打击敌方

目标。按照国籍组织排列，本书是一本当今作战区

飞行的主要无人机的简明指南。内含 100 多张照片

插图，详细展示了在现代作战空间中发挥关键作用

的专业军用无人机。本书属于军用交通工具系列（5

册），其他主题包括：军用直升机、海军巡逻船、

特种部队飞机和特种部队陆地车辆。 

 

>>回到目录

http://www.ca-link.cn/
mailto:rights@ca-link.com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70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E.Taylor%20Atkins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chubanshe=P32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08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08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Lucinda%20Hawksley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chubanshe=P47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106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106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Alexander%20Stilwel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chubanshe=P64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704.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7089.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1067.html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凯琳国际文化版权 2022 年冬季大众书书目   分类：社科学术 

网址：www.ca-link.cn                                                                      Fanny   QQ: 257673087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慧忠北里天创世缘 310 号楼 802 室 邮编：100012                    Shawn   QQ: 3216254279 
Phone：010-52668756                          Email: rights@ca-link.com 

 

变幻莫测的水流 
Shifting Currents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Karen Eva Carr 

原出版社：P183 

图书页码：456 

图书开本：234x156 mm 

出版日期：2022-05-16 

本书是一部全面的游泳史。它研究了当不游泳的北方

人遇到非洲和东南亚的游泳者时产生的紧张关系。作

者利用考古学、文本和艺术史资料，展示了水是如何

同时吸引和排斥这些北方人的。欧洲人利用非洲人和

美洲原住民的游泳技能来证明奴役他们的合理性，但

北方人也想为自己争取水的力量。他们想象着游泳会

给他们带来健康并展示他们的科学现代性。这种未解

决的紧张关系今天仍然使妇女的游泳变得性感，并使

黑人和原住民游泳者被边缘化。游泳的历史是一个新

的镜头，通过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几个世纪以来的种

族、性别和权力。 

 

内心声音的奥秘 
The Mystery of Inner Voices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Hélène Lœvenbruck 

原出版社：De 

图书页码：350 

图书开本：140×204 mm 

出版日期：2022-05 

我们都曾发现自己可以在“脑海中”说话，甚至可以在

不发出真实声音的情况下，在心里默默地唱起了小

曲。在这个熟悉“声音”的背后，有一个复杂的现象过

程在发挥作用。当我们在自言自语时，是什么决定

了我们听到的声音？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听到这种

声音？我们能控制它吗？大家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

吗？跟随这些问题，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想象中的言

语是如何参与自我安慰、身份甚至是自尊的构建中

的的。除了科学数据外，作者还从文学作品、音乐

和电影中汲取了许多例子。 

 

精神分析，政治与乌托邦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Utopia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Herbert Marcuse 

原出版社：P41 

图书页码：152 

图书开本：197×130 mm 

出版日期：2022-08-09 

这本鲜为人知但极具先见之明的赫伯特·马尔库塞演

讲集为推翻资本主义发出了慷慨激昂的呼吁。通过分

析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作品，以及自动化、工作、后

资本主义、乌托邦和技术等主题，本书挖掘了当前资

本主义文明危机的心理根源，并为我们提供了将人类

从资本主义的苦难中解放出来的蓝图。在这个不安的

世界里，新自由主义共识持续崩溃，加上资本主义造

成的灾难性气候变化，马尔库塞在本书中的辛辣见解

在今天仍与 1970 年一样具有迫切的意义。 

 

美式监控：美国是如何监视异己的 

The American Surveillance State: 

How the US Spies on Dissent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David H. Price 

原出版社：P188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216x140 mm 

出版日期：2022-11 

在本书中，作者揭露了一个秘密：FBI 和其他政府

机构迄今为止一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秘密警察，他

们在国家安全局对所有人近乎无限制的监视中尽情

狂欢。作者通过执法部门、情报机构和公司的活动

名册来了解事情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的。他

从总统胡佛、早期联邦调查局与企业的合作开始，

查阅了 15,000 页从未见过的联邦调查局档案，发现

了联邦调查局监视和骚扰活动家和公众人物的模

式。围绕政府机构对于新型监视行动的扶持与庇

护，作者提出了重要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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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谷歌的搜索引擎：伦理，算法，

读懂我们的机器 
Investigating Google's Search 

Engine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Rosie Graham 

原出版社：P32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234×156 mm 

出版日期：2023-01  

谷歌搜索引擎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它不仅塑造了互联

网用户在万维网上寻找页面的方式，还塑造了我们作

为个人的思考方式，我们如何集体回忆过去，以及我

们如何与他人沟通。本书探讨了搜索引擎在当代数字

文化中的影响，聚焦于谷歌的社会、文化和哲学影响，

内含丰富的案例，有助于我们评估搜索引擎在个人和

全球范围内的实际成本。作者 Rosie Graham 是英国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学与数字化讲师。 

 

人脸识别 
Facial Recognition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Mark Andrejevic, Neil 
Selwyn 

原出版社：P54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38×216 mm 

出版日期：2022  

在强大行业利益的推动下，人脸识别技术正被整合到

社会的许多领域。这本及时的书出自澳洲莫纳什大学

的两位教授，对人脸识别做了关键性的介绍。书中概

述了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和未来的技术形式，以及它的

概念和技术基础，为继续采用人脸识别提出相应的论

点。在评估这些发展时，该书认为，我们正处于监控

技术世代更迭的风口浪尖，这将重新配置我们对在共

享和公共空间中匿名的期望。我们真的想生活在一个

我们的脸就是 ID 的世界中吗？ 

 

遗传学争议：孟德尔之战与生物学的

未来 
Disputed Inheritance: The Battle 

over Mendel and the Future of 

Biology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Gregory Radick 

原出版社：P101 

图书页码：576 

图书开本：15.24×22.86 cm 

出版日期：2023-01  

作者是英国利兹大学历史和科学哲学系教授。在

1900 年，几乎没有人听说过格雷戈尔·孟德尔。十年

后，他作为一门新的遗传科学——遗传学之父而闻

名。即使在今天，孟德尔的思想仍然是学习基因的一

个标准切入点。《遗传学争议》彻底颠覆了我们的认

知。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孟德尔的观点之所以成为

基础，并不是因为它们符合现实——自然界中很少有

像孟德尔豌豆那样的行为——而是因为在 20 世纪初

的英国，一场激烈的辩论以它的结果而告终。 

 

被淹没的过去 
Flooded Pasts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William Carruthers 

原出版社：P05 

图书页码：330 

图书开本：152.4×228.6 mm 

出版日期：2022-12  

本书研究了一个举世闻名但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

事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60-1980 年间发动

的拯救努比亚古迹的国际行动，讲述这一行动、其谱

系及其后果如何将考古学推向战后世界，并帮助它

“重新殖民化”。作者在书中探讨了战后的非殖民化是

如何形成的，以及像考古学这样的殖民学科——在帝

国主义的熔炉中锻造而成——在“新国家”面对全球冷

战时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作者是英国东英吉利大学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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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文物研究者到考古学家 
From Antiquarian to Archaeologist 

图书类型：社科学术 

作  者：Timothy Murray 

原出版社：P47 

图书页码：272 

出版日期：2023-01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追溯了考古学从 20 世纪 80 年

代的边缘学科发展为今天的主流学科的历史过程。这

些论文附有一份新的导言，不仅概述了该学科在过去

25 年的发展，并就其对于考古哲学和理论考古学的

意义进行了思考。本书跨越了蒂莫西教授作为澳大利

亚和国际考古学史研究学者的学术生涯，是他的成功

之作。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在英国、欧洲和澳大

利亚都担任过职务，包括知名的剑桥大学、伦敦大学

学院考古研究所、莱顿大学和巴黎大学。 

 

>>回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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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罗家族的爱情药局 

보테로 가족의 사랑 약국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李善英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300 

图书开本：140×205×20mm 

出版日期：2022 

★韩国 Yes24/Aladin 网五星、10 分好评★小说榜连续 3
周前 100 ★《欢迎光临休南洞书店》的黄宝凛作家推荐！

★获得 1 亿韩元稿费的韩国新浪潮文学奖得奖作家李善英

所描绘的奇妙而美丽的爱情故事。在“爱情药局”的商号下

挂着“完成你的爱情”的广告词。据说该药局贩卖着一吃就

会陷入爱河的“爱情妙药”，这家药局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

呢? 世上真的有那种药吗？ 

 

百田照相馆 

하쿠다 사진관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许泰妍 

原出版社：BC 

图书页码：396 

图书开本：137×197mm 

出版日期：2022 

★一出版就备受欢迎，两周内印了 8000 多册！★完美的暑

假小说。★抛弃过去的我，想象明天真正的我。这是一个在

美丽的济州岛上，人们通过拍照得到安慰，梦想着明天的

故事。“我”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日常事务和办公室生活。有一

天，看到了济州岛的美景，就跳上了飞往济州岛的飞机……

参观照相馆的人将面对明天真实的他们，并将过去的自己

放下。 

 

美人鱼的一小步 

인어의 걸음마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李钟山，李宥利 

原出版社：GB 

图书页码：168 

图书开本：140×210 mm 

出版日期：2021 

★2020 年韩国科幻小说奖（短篇类）！这本书由四部科幻

小说组成，始于一个疑问——人们能够逐渐接纳那些在学

校或是传统青少年文学中被视为禁忌的内容，但为什么人

们总是忽略那些身体或精神上有障碍的人呢？这四个故事

的主人公都有残疾。你也许会认为这些故事是悲伤或压抑

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四位作者以明亮的基调和出色的创

造力，对定义异常的界限提出了质疑。 

 

春来了，活下去吧 

봄이다， 살아보자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罗泰柱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82 

图书开本：133×200 mm 

出版日期：2022 

★诗人生涯五十年，人生礼赞五十年。罗泰柱诗人的生活

中处处插着“草花书签”其中蕴含“让人重新站起来的话语”。

“是啊，就是要活下去。首先，要活一年。这样下去能活更

多的日子。”在人、诗、自然中活今天、明天发现生命力的

朴素诗人的有力文章《春来了，活下去吧》是罗泰柱诗人

回顾自己生活，并长期以来认真书写的散文集，蕴藏着他

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惊人的生命力和恢复力的细腻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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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和偶然 

책과 우연들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金草叶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96 

图书开本：128×200 mm 

出版日期：2022 

★韩国最受瞩目青年女性作家金草叶首篇随笔！★作

家曾获韩国第 43 届今日作家奖、第 11 届青年作家

奖！”金草叶的第一篇随笔《书和偶然》是“回顾阅读

旅程，在其中发现自己‘想写’的探险记录”。《书和偶

然》由三章构成。在第一章讲述了从创作初期开始一

直延续作为书写作人态度的苦恼；在第二章讲述了为

了写作而经历的混乱的读书旅程；在第三章《有书的

日常》讲述了书店和读者、科学和工作室的趣事，讲

述了她作为小说家的日常生活。 

 

家里的家 

홈 in홈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泰秀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52 

图书开本：128×188×20mm 

出版日期：2022-11 

★继畅销书《1cm 潜水》后时隔 3 年回归的现实治愈

散文！如果休息够了也没好，那可能是心理问题！如

果前作讲述了为了寻找幸福而脱离现实的方法，那么

这次讲述了建立能够让内心休息的“我心中的家”的方

法。这本书不告诉正确答案。只是一步步告诉如何建

造心中的家。没有我的允许，坏情绪就不能控制我，

只允许我开门的感情才能进... 

 

获得安慰的美术馆 

위로의 미술관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진병관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300 

图书开本：145×210×16mm 

出版日期：2022 

★热门畅销书《奇妙的美术馆》陈炳官作家的最新作

品！★“走出这个美术馆的瞬间，我们将会成为更好的

人”★法国文化解说员陈炳官传授的感人名画课程。

“色彩魔术师”的亨利•马谛斯因病而成为画家？描绘

了明亮华丽瞬间的雷诺瓦，在晚年连毛笔都很难握

住？被称为“美国国民画家”并留下 1600 幅以上作品

的摩西奶奶，实际上是从 75 岁高龄才开始画画的？

以明朗美丽的作品受到很多人喜爱的画家们的生活，

真的像他们的画作一样美丽吗？。 

 

尴尬的艺术故事（7 册） 

난생 처음 한번 공부하는 미술 이야기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杨正茂 

原出版社：M 

图书页码：360-584 

图书开本：152×223 mm 

出版日期：2016-2022 

★东亚日报评选《年度之书》！为难堪的你进行秘

密辅导！在生活忙的时候，为什么要读美术史呢？

最近，韩国经常举办大型美术展示会、海外著名画

家的邀请展，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在国内美术

品拍卖会上，以数亿韩元价格成交的美术品层出不

穷，大众对美术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很多人

即使想好好学习美术，也不知从哪里开始，如何接

近。为了这些人，这本轻松、有趣、深刻地讲述美

术中的历史、政治、经济、艺术各方面的书《尴尬

的艺术故事》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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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人体描绘 

자연스러운 인체 드로잉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소은 박경선 

原出版社：May 

图书页码：280 

图书开本：200×230mm 

出版日期：2022-08 

★中文繁体、日本版权已授权★Yes 24，10 分五星好

评、连续 16 周排 艺术类前 20★从解剖到衣服褶皱

的学习！这是一本长期描绘人体的作者有效教导人体

绘画顺序的书。为了有效学习人体,首先通过人体的

结构和图形化掌握整体比率和立体感。图形化分为头

部、躯干、胳膊、腿、手、脚的形态。 

 

不要伤害我的心  

내 마음 다치지 않게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Seolleda 

原出版社：RHK 

图书页码：288 

图书开本：131×189 mm 

出版日期：2021-01 

★畅销 10 万册★版权已售越南、泰国、中国台湾！这

本书的主角雪兔经常犯错误，受到伤害，陷入矛盾等，

表现出不完美的形象。他还会责怪自己，并在自责的

过程中，会感 到痛苦，时而还会叹气。不过，为了让

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包容内心的感情，他会鼓励自己。

他相信，不区分“好感情”和“坏感情”，通过原原本本接

受的过程，可以拥有更好的日常生活。就这样积累起

来的雪兔的故事， 就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大家的

故事。 

 

心理弹力：战胜低潮与逆境，让人谷底翻

身的强大力量 

회복탄력성 

图书类型：商管财经 

作    者：金周焕 

原出版社：CSWH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14.8x21x1.62 cm 

出版日期：2021 

★繁体版权已售★问世十年、畅销十五万册，韩国复

原力专家经典之作★你无法避免失败和挫折，但你可

以比别人更快复原、更早出发！从脑科学、心理学、

社会科学、哲学等实证成功唯一必备条件──复原力，

收录复原力测验，检测自己从逆境复原的程度！遇到

挫折时，你会花多久复原？韩国首席海洋学家李尚默

教授，曾走遍全球探险及研究，却在某天遭逢重大意

外，成为颈部以下全身瘫痪的重度身障者…… 

 

前往公司的路上我绝不用跑的 

밥벌이의 이로움: 일어나자, 출근하자,  

웃으면서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赵熏熙 

原出版社：M 

图书页码：312 

图书开本：140×205 mm 

出版日期：2021 

★繁体版权已售★机智诙谐、笑中带泪的社畜真情告

白录！★韩国 yes24 网路书店 9.8 分，上班族有感好

评！随时在抽屉里备好辞呈，仍旧每日准时打卡的上

班族肺腑心声！职场年资十五年，曾在烦恼与担忧间

多次辞职，最后还是回来当个上班族。因深刻体认到

无论哪间公司都差不多，唯有留到最后的人才是胜利

者。既然终究得撑下去，不如就设法减轻工作和人所

带来的负担，保持波澜不惊的心灵平静，再从余裕中

找寻工作也无法填补的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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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人生不适合我 

인생이 적성에 안 맞는걸요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林在英 

原出版社：B21 

图书页码：216 

图书开本：140×205mm 

出版日期：2018 

★繁体版权已售。一名精神失常的精神科医生的心情

日记。本书作者林宰暎，曾在就读医学院时饱受忧郁

症之苦，然而，他实际经历过的内心煎熬，以及实习

时从病患身上学到的经验，引导他走向精神科医师之

路。虽然毕业后曾在医院服务，但有感于一般人对精

神病院仍有很大的心理抗拒，于是作者决定走出诊

间，开着咨商车穿梭大街小巷，聆听心苦之人的心事、

抚慰他们受伤的心。 

 

过去留下的忧郁，未来带来的焦虑 

과거가 남긴 우울 미래가 보낸 불안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金雅拉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336 

图书开本：142×210mm 

出版日期：2022 

★韩网阿拉丁 9.9 分好评★繁体已收到报价★停止后

悔、自责、忧虑、焦虑的心理。临床心理师介绍的 16

阶段心灵肌肉锻炼法。因职场问题、人际关系、育儿

压力、就业问题、经济问题等，来到咨询所的实际咨

询者的样子，可能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忧郁还

是焦虑的样子。透过实际咨询者所描述的症状，了解

一下自己是否也有与此相似的症状，以此使用各相对

应的 5 种忧郁管理方法和 4 种焦虑管理方法。 

 

吴恩瑛的和解 

오은영의 화해 

图书类型：大众书 

作    者：吴恩瑛 

原出版社：M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152*214mm 

出版日期：2019 

★韩网阿拉丁 9.6 分好评！★表面上若无其事地生活，

但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刺。我们当中有谁没有生病

吗?在父母和子女的绝对关系中，有时憎恶、痛苦、

怨恨、负罪感也会滋长，成为内心无法解决的伤口。

因为这样的伤痛，很多人在不知原因的情况下，对生

活感到痛苦和吃力。只有承认对小时候受到的伤害的

感情，并接受拥有多种欲望的存在就是自己，认识真

正的自己，才能在即将到来的无数个日子里，带着安

定感生活...…… 

 

妈妈的高敏感情绪自救书：26 则减轻教养忧虑

的处方，找回育儿与自我的平衡 

엄마니까 느끼는 감정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郑宇烈 

原出版社：M 

图书页码：304 

图书开本：140×210mm 

出版日期：2020 

★繁体版权已售★每个妈妈都该有一本的情绪

急救手册，自己的高敏感自己救！★不只是教

养书，更教你学会善待自己的生活方式。书中

收录 26 则育儿心理咨商故事，每个状况都是

妈妈最常碰到的情境。妈妈们必定能从中找到

自己苦恼已久的问题，并获得来自精神科医师

提供的解方。全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除了

减轻你的育儿忧虑，也教你提升亲职效能，学

会创造妈妈专属的宁静时光，活出不一样的妈

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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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我心里扎下的刺 

나는 왜 엄마가 힘들까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Summer 

原出版社：M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14.5x21x1.5cm 

出版日期：2020 

★繁体版权已售！★韩国 YES24 网络书店近 5 星满

分好评！读者赞誉不断！★拒绝再当妈妈的“情绪垃圾

桶”！自己的人生，自己负责！献给关在“妈妈城堡”内

的女儿们的逃脱地图，踏上治愈旅程！书中提供了面

对问题的勇气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世界上充斥

著各种改善母女关係的建言，但依旧有许多女儿无法

顺利解决对于因为家人与自己而牺牲，本书收录作者

成功重拾自我的修复练习范例，实际操演走出毒亲阴

霾！ 

 

没人给我生活费 

아무도 나에게 생활비를 주지 않는다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이종은 

原出版社：BC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145×205mm 

出版日期：2022 

★父母和子女想送给对方的书。一个一生致力于子女

教育的女人意识到老年后没有人给自己生活费，剩下

的只有一栋房子。虽然尝试着向子女索要生活费但大

家都说有自己的情况不顺利并认为都是妈妈的错。想

一下子离开某个地方的她，在知道有地方容下自己后

便离开了。认为妈妈离家出走的四兄妹在回顾自己的

态度时收到了去世的爸爸给未来的邮件。在老幺的提

议下四兄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邀请妈妈…… 

 

什么都能外送！ 

뭐든 다 배달합니다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    者：金夏永 

原出版社：M 

图书页码：280 

图书开本：128×195mm 

出版日期：2020 

★强势入选 2022 年韩国青少年人文学阅读全国大会

官方指定选书★上市两个月火速再版！卖破五刷，持

续长销，在韩国各地发挥影响力。平台经济迎接盛世，

平台劳工只能厌世？资深社会记者变身平台劳工，上

线跑透透观察，下线思索时代解答为了追求“更人道

的平台经济”，写下这本“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劳动故事”

在智能手机的这一端，消费者打开 APP，一键送出需

求，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另一端，劳动者接到订单，

为了梦想与生计开始奋力一搏...... 

 

孤独死研讨会 

고독사 워크숍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朴智英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388 

图书开本：136×194 mm 

出版日期：2022 

 

★来自深夜自助洗衣店的可疑邀请函。★朴智英作家

曾获得《朝鲜日报》奇幻文学奖。在时隔 9 年的新作

《孤独死研讨会》中，作者以多段式形式展现了生活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梦想着有尊严地死亡的人物

们，其无聊和矛盾的欲望。13 篇讲述孤独日常生活方

式的故事，是孤独死研讨会的参加者讲述的隐秘的自

我故事，也是哀悼孤独的自己和他人过去而编造出来

的假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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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懂杀人犯心理的理由 

내가 살인자의 마음을 읽는 이유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权一龙 

原出版社：B21 

图书页码：232 

图书开本：137×194×24 mm 

出版日期：2022 

★为我的人生增添智慧的时间，人生名堂韩国第一

代犯罪心理分析师权一龙所传达的恶人的时代，能

拯救所有人的真正的犯罪预防指南!把生活所必需

的所有教养知识都收集起来了!大韩民国代表教授

们展开的有趣的知识体验，《人生名纲》系列的第

九本书出版了。将历史、哲学、科学、医学、艺术

等全国大学各领域最高教授的名课翻译成书籍的

“人生名讲”系列通过读者对生活有用的知识。 

 

故事，一定要那样吗？ 

스토리， 꼭 그래야 할까? 

图书类型：人文艺术 

作    者：杨惠锡，文雅凛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300 

图书开本：148×210×20mm 

出版日期：2022 

现在开始告诉大家如何“创作故事”！从网络漫画-网
络小说作家那里得到的 58 个问题和答案包含了寻

找作品创意、连载后的心态管理！网络漫画-网络小

说等连载故事创作方法书籍《故事，一定要那样

吗？》不是针对渴望写作的作家们所写的，而是针

对进入写作阶段而苦恼的作家们所写的书。不会像

现有的工具书一样告诉人们公式，像是一定要写这

个，一定避开什么。 

 

好奇我的 MBTI 的玛丽蒙 

나의 MBTI 가 궁금하단 마리몽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金素娜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130*190 

出版日期：2019 

★繁体版权已售！寻找世界上最熟悉却最难的“我”
的提示。这本书是 MBTI 插画治愈随笔集。和玛丽

蒙的角色一起，从 16 种 MBTI 类型的根本欲望和

特色来看的内容构成。为抓噩梦而奔波的可爱玛丽

蒙在这里变身 MBTI16 种类型。通过生动的插图展

现各种类型的特征生活面貌和魅力。不用费力地接

近 MBTI，在旁边看着朋友的样子，就能产生共鸣

地读这本书！ 你们的 MBTI 是什么? 

 

反复读书 

독서는 반복이다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金范俊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236 

图书开本：140×210 mm 

出版日期：2022 

改变我的读书奇迹，与自身生活紧密相连的“反复

读书”力量。尽可能地在短时间内读很多书的读书

方法，很受人欢迎。这种以量取胜的读书方法，虽

有快速增加读书量的优点。但从根本上说，很难了

解自己为什么要读这本书，以及实际能产生什么样

的变化。一本书多读几遍会如何呢？上班时出版多

本畅销书的金范俊作家，在《反复读书》中表示，

至少要读 3 次与自身生活紧密相连的书。这本书讲

述了为什么要反复读书，以及如何读才能改变自己

的生活。 

http://www.ca-link.cn/
mailto:rights@ca-link.com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870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E6%9D%83%E4%B8%80%E9%BE%99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chubanshe=B21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65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E6%9D%A8%E6%83%A0%E9%94%A1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E6%96%87%E9%9B%85%E5%87%9B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chubanshe=A38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474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E9%87%91%E7%B4%A0%E5%A8%9C%C2%A0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chubanshe=A38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99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zuozhe=%E9%87%91%E8%8C%83%E4%BF%8A
https://www.ca-link.cn/books/search.html?t=&chubanshe=A38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8708.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70655.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4747.html
https://www.ca-link.cn/books/item-69997.html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凯琳国际文化版权 2022 年冬季大众书书目   分类：韩语图书 

网址：www.ca-link.cn                                                                      Annty   QQ: 106377667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慧忠北里天创世缘 310 号楼 802 室 邮编：100012                     
Phone：010-52668756                          Email: rights@ca-link.com 

 

书架名讲系列（共 25 册）24.当你感到不安时，

就和埃利希·弗洛姆见面! 

참을 수 없이 불안할 때， 에리히 프롬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    者：朴赞国 

原出版社：B21 

图书页码：268 

图书开本：128×188 mm 

出版日期：2022 

"只有爱才能拯救我们脱离不安和绝望"埃里希∙
弗罗姆唤醒我内在潜力的建议。该书的作者朴

赞国教授向大众介绍了尼采、海德格、叔本华等

哲学大师的思想，给大众带来了学习哲学的乐

趣。这本书讲述了人类感受到的不安和孤独的

理由，乃至思考真正自由和幸福意义的埃里

希·弗罗姆的深邃思想，以及努力将其应用到自

己生活的人类埃里希·弗罗姆。我们拥抱着有关

人类生活和世界的本质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激

烈思考和反省的世界。 

 

科学梦的奇异科学书 

과학드림의 이상하게 빠져드는 과학책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金正勋 

原出版社：A38 

图书页码：340 

图书开本：148×215mm 

出版日期：2022 

★75 万订阅者！累计 1.4 亿次点击率！最佳科

学频道！★获得科学技术信息通讯部长官奖！★
获得青少年及教师选定的最佳 YouTube 频道！

恐龙、动物、植物、人类、病毒、粪便穿梭于各

个领域，满足知识好奇心的愉快科学教育书籍！

“懂点科学”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扎实的事前

资料、有趣的照片和插图、正确的说明、连续不

断的科学故事而闻名的“科学梦”频道，现在将以

书籍形式与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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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相谈 谷川俊太郎对谈集 

人生相談 谷川俊太郎対談集 

图书类型：文学/纪实 

作  者：谷川俊太郎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320 

图书开本：148×105 mm 

出版日期：2022-05-06 

关于自我，关于性，关于家庭。关于老年，关于伪善，关于

语言。 

诗人谷川俊太郎与他的哲学家父亲谷川彻三，外山滋比古、

鲇川信夫、鹤见俊辅、野上弥生子，以及他的儿子谷川贤作

展开一场倾吐内心的无与伦比的对话。谷川先生与人交谈

时的姿态明明是有分寸的距离感，却不把亲密感抛在一边，

是很漂亮的姿态。正因如此，哪怕距离再远，他也从不忽视

那些人的心声。 

 

大师无处不在 

世界はフムフムで満ちている: 達人

観察図鑑 

图书类型：文学/纪实 

作  者：金井真纪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236 

图书开本：107×149mm 

出版日期：2022-06 

捕捉街头小人物生活的形形色色，看到每一个岗位的不平

凡。我们去了镇上，我们见面了，我们交谈了! 一个潜水员，

一个石匠和一个便利店经理……从大师们那里学到了如何

过上无声生活的技巧。潜水员、石匠、便利店经理、油漆工、

百货公司销售员、钢琴调音师……作者收集了来自街头达

人的工作之意义。偶尔严肃、偶尔惬意的 100 个人的价值

观照亮了不同的角落。 

 

改变人生的 1 分钟姿势课堂 

人生が変わる 1 分姿勢教室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杉森匠司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112 

图书开本：148×210 mm 

出版日期：2022-06-22 

亚马逊新书排行榜第一位（减肥运动类，

22/5/26~5/27) ！ 

纠正驼背和腰部弯曲、腰痛、肩膀酸痛、下半身发福……

瞬间解决！拥有 21 万订阅用户的人气 YouTuber，悉尼整

体理疗师教授的短时间练习。 

 

自律神经调理手账 

自律神経を整える手帐【日付书込み

式】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小林弘幸 

原出版社：D21 

图书页码：160 

图书开本：2.5x14.8x21 cm 

出版日期：2022 

★日本自律神经研究第一人亲创手账！★自律神经相关知识

再科普★融合 20 年研究经验，只选最有效的方法告诉您。

“你知道吗？女性 40 岁、男性 30 岁后副交感神经会以每 10

年约 15 的速度衰退…”每天“三行日记”+神经调理专用涂色

手绘压力乃自律神经之大敌。前者不可避免，但后者可以调

节。这是自律神经的名医发明的，养成每天睡前 5 分钟整

理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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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度自我生活”养成手账术 

人生の纯度が上がる手帐术 

图书类型：生活健康 

作 者：本桥平介，井上由香里 

原出版社：D21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127×188 mm 

出版日期：2022 

★繁体已报价！了解自己→接受自己→改变自己，提高“自

我含量”。不快乐是因为你的生活里尽是“为了别人”。久而

久之，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想要怎样的人生。扔掉“To do”

着手“To be”，放手那些令你与幸福背道而驰的“坚持”……让

生活中的“自我含量”挑战 100%！ 

 

正确的孤独心态入门指南 

正しい孤独マインド入門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コスメティック田中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129×188 mm 

出版日期：2022-05-25 

在当今社会，孤独生存的经验会成为一种优势。“社恐”、

“孤独的人”、“有社交障碍的人”，在每个时代，他们所拥有

的“孤独心态”都是极好的武器。作者说：“我自己从学生时

代开始就有无法融入集体的烦恼。但另一方面，我也通过

在网络上发表文章等活动，面对了大量孤独者的心理。我

从中发现了能够让自己平静地度过孤独生活的要素，并将

其提炼为一本“塑造孤独心态的方法”的解说书。”本书是作

者根据自己的经历、生活方式和数据分析得出的人生哲

学。 

 

小白也能看懂的心理学书 

ど素人でもわかる心理学の本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匠英一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129×188 mm 

出版日期：2022-05-23 

 

从行为心理学到组织心理学，即使是小白也能全面了解心

理学。该书以例子和图解等通俗易懂的方式解释了心理学

的理论，同时也说明了片面理解心理学的误区。该书还提

供了有关心理学误区的信息和在公司进行研究的案例，使

其易于理解。此外，该书还解释了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积极

心理学和商业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的新思维方式。 

 

让人生顺利的大脑使用方法 

人生がうまくいく脳の使い方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中野信子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184 

图书开本：149x210 mm 

出版日期：2022-09-12 

改变大脑的使用方式，让大脑成为我们的伙伴，这是一本

让你找到更轻松、更顺利生活方法的书。通俗易懂的漫画

形式，让读者可以按照故事情节愉快地阅读。大脑会用“我

知道，但还是戒不掉”的行为来命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

理解了大脑的习惯，就会明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

为?”，就会发现抑制令人困扰的行为的方法。在本书中，

脑科学家中野信子就人际关系、恋爱、减肥、提高工作效

率等身边的主题，从大脑的构造方面来传授消除烦恼的窍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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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商习惯 

しなやかに生きる人の习惯 何があ

っても立ち直る 50 の秘诀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松尾一也 

原出版社：D21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2x11.3x18.2 cm 

出版日期：2022 

★畅销书《从 50 岁开始开花的人，枯萎的人》作者最新作

品!歌颂有限的人生!无论发生什么都能重新站起来的 50 个

秘诀！对逆境的处理能力（逆商）也可以锻炼，一切都在进

化，无常与磨难也在升级。面对外部困局与自我折磨，你的

逆商真的行吗？工作的变化、家庭的烦恼、健康的不安……

面对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该怎么办才好呢？本书以众多事

例为基础，总结了把烦恼变成希望，重新站起来的方法。人

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 

 

一个人的聊天笔记 

1 人おしゃべりノート 

图书类型：心理自助 

作    者：铃木仓子 

原出版社：P222 

图书页码：192 

图书开本：13x1.5x18.8 cm 

出版日期：2022 

★电子书在亚马逊上的同类书籍中排名第一。★从缺乏爱情

和工作的生活到完全的翻转!★一位受欢迎的日记辅导员揭

示了如何在短时间内变得快乐的秘密。这本书是为那些竭

力克制自己想说的话，但在爱情和工作中表现不佳的人准

备的。以下是你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你的生活，只需一本笔

记本和一支笔。每天只需 15 分钟就能做到，所以不管你有

多忙或多乱，都可以做到！自行改善生活的秘密程序，你为

什么不开始呢？ 

 

Web3 时代的人工智能战略 

Web3 時代の AI 戦略 

图书类型：经管励志 

作  者：大植择真 

原出版社：NBP 

图书页码：272 

出版日期：2022-08 

Web3 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区块链、NFT、SBT、

methobas 等技术的推动下，网络结构将从中心化转变为

非中心化。Web3 带来的变化，在过去的 10 年里，随着

Web2.0 的潮流以“旋转模式”改变了世界的 AI 融合的同

时，还加速了 DX（数字化转型）。本书第一部分介绍了

Web3 带来的变化的本质，AI 带来的 DX 的本质“团子模

式”，以及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快速增长业务的理由，并且介

绍了这些变革的关键——独特的 BASICs 框架。介绍。在

第二部分中，列举了基于 Web2.0、Web3 和 AI 的国内外

30 多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在第三部中，将解说成为 Web3

时代胜利者的企业的组织、技能、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元宇宙商业霸权战争 

メタバースビジネス覇権戦争 

图书类型：经管励志 

作  者：新清士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235 

图书开本：112×172 mm 

出版日期：2022-08-10 

谁将占领“元宇宙经济圈”？作为彻底颠覆商业和经济形态

的技术，“元宇宙”备受人们关注。随着 GAFAM 的启动，

这个行业正在快速地经历一场重大变革。从 Epic 

Games、Roblox 等先驱者，到异端 Niantic、日本企业。

在这场毫无仁义可言的平台争夺战中，各家公司将以怎样

的战略来取得胜利呢？而虚拟空间的扩张又将如何改变现

实经济？作者多年来从事与 VR 开发组织的营运活动，并

以 VR 为中心进行各项采访，他将根据具体的企业动向进

行彻底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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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烦恼，通过经济学找到答案 

働く悩みは「経済学」で答えが見つ

かる 

图书类型：经管励志 

作  者：丸山俊一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304 

图书开本：113x173 mm 

出版日期：2022-08 

一提到经济学，我们就会想到“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但

“经济学家”所做的，就是从眼前的现象出发，思考社会是

如何运转的，以及如何去做。“工作不开心……”“社会是不

是变成了认真做事的人吃亏的社会?”“数字化会给经济带来

什么影响?”“明明做着同样的工作，换工作后年薪却提高

了，总觉得不可思议”“上班很累”等等，古今中外的经济 

学家都会对身边的疑问做出回答。 

 

为何我们喜欢兴奋，需要紧张？ 

ハーバードで学んだ脳を锻える53の

方法 

图书类型：经管励志 

作    者：川﨑康彦 

原出版社：P221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15×21×1.36 cm 

出版日期：2018 

★繁体版权已售★知道如何优化大脑，你的人生只有锋芒

没有迷茫！★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员首度公开，无论何时

何地都能做的、让你每天更聪明一点的大脑小练习！人脑

超有个性，碰到兴奋的事，就执行力大增，遇上紧张的

事，就会调动少用的部分来帮忙！只要运用本书介绍的 53

个小练习，刻意让大脑“兴奋”“紧张”，使大脑点亮你的人

生，踏出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吧。 

 

忘乎所以地阅读 

忘れる読书 

图书类型：经管励志 

作    者：落合阳一 

原出版社：P222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17.2x10.5x1.1 cm 

出版日期：2022 

作者是媒体艺术家、筑波大学副教授、风险投资企业代表

等，活跃在各个领域。据说，走在时代前沿的作者的思考

之源，其实是通过读书培养出来的。这是一种将读过的内

容化为血肉的“忘却式阅读”。作者断言，在数字时代，要

想培养“可持续的教养”，读书是必不可少的。本书从古典

文学到哲学、经济、理工、文学，介绍了众多塑造作者思

维的书籍，并详细介绍了其内容和解读方法。 

 

科学思维训练科学的思考 

トレーニング 

图书类型：经管励志 

作    者：牧 兼充 

原出版社：P222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7.2x10.5x1.1 cm 

出版日期：2022 

全球快速发展的公司将理所当然地提高决策质量，并带来

“没有正确答案的创新”的思考方法。成功的案例都有其特

殊的语境和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变了，结果也会变。 

因此，需要掌握“原因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的因果关系推理

技能。这才是“科学的思考方法”。学会了科学实验，就能正

确地进行假设、实验、分析结果、再假设的循环。 

并且能够以低成本、快速度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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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该怎么挤 又该怎么用 

时间錬金术 

图书类型：经管励志 

作    者：宫崎伸治 

原出版社：D21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18.8x12.7x2.5 cm 

出版日期：2022 

★繁体已报价！韩语版权已售！★通晓 6 国语言、拥有日本

英国 6 所大学 8 个不同专业学位、133 项专业资格的时间

管理大师经验谈！教你将人生的时间价值最大化！还记得做

喜欢的事时有多开心吗？你本应把整个人生的时间都投入

其中。即便从现在开始也不晚，时间慢慢挤、关键是去做。

“理性恩格尔系数”越高你就越不自由。拒绝对成长无益的请

求，原则上无视无偿要求。时间的“挤法”和“用法”都在这，

不翻开看看？ 

 

创造附加价值 

付加価値のつくりか 

图书类型：经管励志 

作    者：田尻望 

原出版社：P221 

图书页码：256 

图书开本：18.8x2x12.7 cm 

出版日期：2022-11 

★提高岗位附加价值，让工作变高效。★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有效增加销售和利润？★我们如何才能减少浪费的工作，并

专注于真正有意义的工作？关键在于提高岗位"附加价值"。

这本书的目光，聚焦在如何提高岗位的附加价值。从理解价

值和附加价值的真正意义，为公司产品和服务高效创造附

加价值的方法，通俗易懂的指南，帮助读者提升自己的岗位

附加价值。 

 

慢思考术：彻底思考的“10 个课程” 

遅考術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植原亮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272 

图书开本：210x148 mm 

出版日期：2022-08 

不仅能提高逻辑思考能力，还能提高思维能力的“慢思考”

书。52 个问题可以让你感受到思维的错误，通过了解思考

过程的对话形式，重新锻炼思考能力。这本书中包含了应对

伪科学和阴谋论的方法等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的思考工

具。本书采用了对话的形式。从对话中慢慢给出提示，变成

了能独立思考到自己极限的尽头。通过登场人物的对答，可

以理解思考缓慢的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就能体验到

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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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类注定会死亡 

ヒトはなぜ死ぬ運命にあるのか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更科功 

原出版社：JCA 

图书页码：215 

图书开本：128x191 mm 

出版日期：2022-05 

我们为什么会从“没有寿命的物种”进化成“有寿命的物种”

呢？40 亿年前诞生的早期生物没有寿命。尽管如此，死亡

是必要的——因为生物进化，产生多样性，成为复杂的结构

体。讽刺的是，生物为了生存，获得了“寿命”。通过有关“死

亡”的四个假说在历史上的兴衰，来扩展生物的“寿命”是如

何产生的。 

 

四大物理常数 

物理の 4 大定数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小谷太郎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264 

图书开本：112x173 mm 

出版日期：2022-07-27 

光速 c，引力常数 G，电子电荷的大小 e 和普朗克常数 h，

这些基本的物理常数支配着从日常生活到宇宙的一切规

律。我们通常不知道的物理常数如何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但

如果这些数值变得不同，太阳将变成一个黑洞，人类无法再

留在地球上，不得不生活在火星上，宇宙的形状也将发生巨

大的变化。本书解释了人类是如何发现这四大物理常数，它

解开了怎样的宇宙之谜，又因此出现了什么谜团。这是一本

关于相对论、宇宙结构、基本粒子和量子力学的开创性书

籍！ 

 

长颈鹿的脖子与人类的手指：生物进

化对比 

キリンのひづめ、ヒトの指: 比べてわ

かる生き物の進化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郡司芽久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34×188 mm 

出版日期：2022-09-28 

拥有高血压的长颈鹿心脏，难以抓住东西的猫爪……生物

不存在“不完美的进化”!人类和长颈鹿是相似的动物吗?虽

然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实际上骨骼的构造和婴儿的养育方

式等有很多共同点。关注这些共同点，就更容易理解生物复

杂的进化机制。在了解生物的形成过程中，“对比”是最重要

的。通过手脚、脖子、皮肤、心脏等 8 个器官，揭开刻在各

种动物身上的进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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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效 听觉学习法 

超効率耳勉强法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上田渉 

原出版社：D21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8.8x12.8x2.5 cm 

出版日期：2022 

★繁体版权已售“提升学习效率、促进大脑健康听觉学习当

仁不让！・听觉学习可以提高效率、提升理解力、改善睡眠...

脑科学告诉你，学一门语言一定要用听觉学习法！比读书更

轻松，调动不同大脑部位益于脑健康。不用听得很认真，但

获取的信息量却飞速增加。作者亲身实证，问题学生用听觉

学习法合格东京大学 

 

读到死也忘不了的快速阅读 

死ぬほど読めて忘れない高速読书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上冈正明 

原出版社：P221 

图书页码：240 

出版日期：2019 

★日版已售 11 万册！！★繁体版权已售，韩语版权已售。

★最强大脑！经脑科学实证的超强读书术！一直以来，很

多提倡“速读”的书，是教你快速移动眼球，或者“照片法”的

方法来“快速阅读”。然而，这本书所介绍的高速阅读发，

高速阅读法是经脑科学实证，利用输入（Input）←→输出 

（Output）的高速循环，让阅读的内容真正转化为知识，

真正做到学有所用，解决身边烦恼，工作做出成果，甚至

达到财富自由。 

 

提高“不会画立方体的孩子”的学习能

力 

「立方体が描けない子」の学力を伸

ばす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宫口幸治 

原出版社：P222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17.2x10.5x1.1 cm 

出版日期：2022 

对于标准的小孩来说，临摹立方体是在 7 岁到 9 岁之间就

能完成的课题。但是作者发现少管所关押着很多不会画立

方体的中学生和高中生。“看和听的能力弱是不是导致失足

的原因?”，寻找强化认知功能的训练方法，却找不到合适的

方法。在周围人的帮助下，设计出了既能提高社会性，又能

提高身体素质的教材，少年们通过训练发生变化。 

 

宇宙生命科学：天体生物学最前线 

教养としての宇宙生命学 アストロ

バイオロジー最前线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田村元秀 

原出版社：P222 

图书页码：208 

图书开本：18.8x12.8x1.85 cm 

出版日期：2022 

各国派遣探测器来发现生命。木星和土星上可能存在生命

吗？系外行星上的植物生命？是否有第二个地球？什么是

天体生物学？地球上的生命起源于何时何地？寻找太阳系

中的生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未来将带回的火星岩石中是

否有生命的痕迹？日本也参与了 JUICE 项目，在木星的冰

卫星上寻找生命——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进展迅速的

系外行星探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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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藤孝的知识整理力 

斋藤孝の知の整理力 

图书类型：科普教育 

作    者：斋藤孝 

原出版社：P221 

图书页码：256 

出版日期：2017 

智慧的人，是怎样的人?是学历高的人？还是学者或者研究

人员？即使有很多知识，但是知识都是分散的，也未必是有

智慧的人，顶多也就是一个杂学王。知识有没有被整理，有

没有被连接，有没有有效的输出，就不能说是智慧。这本书

带领读者重新理解“知识”的定义，解说获取知识和整理，连

接自己知识的具体方法，帮助读者重塑自己的“知识”体系，

学习到的东西成为一个体系，才能让你得以致用，才能让你

脱颖而出。 

 

用一本书读懂世界历史 

1 冊で読む 世界の歴史 

图书类型：历史研究 

作  者：西村贞二 

原出版社：EAJ 

图书页码：480 

图书开本：106×149 mm 

出版日期：2022-03-23 

通过 100 个小故事，追溯从原始时代到今天的世界历史。

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伊斯兰文化的

传播、欧洲的诞生、揭开近代序幕的文艺复兴和大航海时

代、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非洲、南美等国家的独立，这些

事件至今仍牵动着我们的心。著名的西方史学用通俗易懂

的文字和丰富的插图邀请读者，开启一次从过去到未来的

人类历史探索。 

 

如何将笨拙的孩子培养成快乐的人 

不器用な子どもがしあわせになる育

て方 

图书类型：家教育儿 

作    者：宫口幸治 

原出版社：P221 

图书页码：240 

图书开本：188×130 mm 

出版日期：2020 

★日本销量达到 30000 册！★日本热卖五十万册《不会

切蛋糕的犯罪少年》畅销书作者的全新力作！你的孩子有

没有这样的症状？动作笨拙、身体不协调、有沟通障碍，

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本没有心思学习……曾经

在少教所担任儿童精神科的医生指出，在少教所的很多

儿童和少年都有这样的“笨拙”现象。这是一种“临界智能”

现象，一种儿童发展性协调障碍。本书分析那些“笨拙儿

童”的特征，并出示了具体的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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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与生活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琦君 

原出版社：SM 

图书页码：224 

图书开本：15x21x1.12 cm 

出版日期：2021 

读好书，仿佛漫游在风光明媚的异国街道。懂生

活，是对每个当下的珍视与怜惜。读书与生活，

琦君的文字引领我们自得舒活。本书分为两辑，

上辑为读书随笔，为琦君对文学经典的所思所感，

她以细腻温厚的笔触，带领读者优游于浩瀚书海

中，开启读者更多元多样的观点;下辑为生活杂

感，从爱猫至爱子，从旅游趣事到故乡情思。在

琦君笔下如重拾一本旧相簿，温柔轻缓地诉说那

些岁月与单纯而美好的回忆。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三版）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the Pre-Qin Thinkers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    者：钱穆 

原出版社：SM 

图书页码：990 

图书开本：15x21x5 cm 

出版日期：2020 

取材广博、考证绵密，研究钱穆思想者必读！”孟

子见梁惠王，究竟是在梁惠王几年？“这个自古以

来中国史家从未解决的问题，启发了宾四先生撰

写本书的动机。先秦诸子年世问题实多，前人多

据《史记.六国年表》加以考订。然《六国年表》

仅据秦史，本身即多阙漏。先生乃通过考证汲冢

《竹书纪年》，改正《史记》之牴牾;兼之遍考诸

子著述，博采秦汉古籍，对先秦诸子之生平思想，

各家学派之传承流变，一一论证。 

 

世界铁道大探索系列（4 册）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    者：苏昭旭 

原出版社：MMWH 

图书页码：240/册 

图书开本：19×26×3.2cm 

出版日期：2022 

★铁道迷多年追随、引颈期待，苏昭旭老师的终极

大作！★跨出台湾、走遍世界各地，集毕生心血带

来铁道新视野！苏昭旭老师花费二十多年的追寻

与记录，带领你从设计结构与机械构造，认识世

界各国蒸汽火车的分类谱系；从地理环境及时代

背景，认识世界蒸汽火车演化的来龙去脉；从全

球文化资产铁道案例，认识世界各国观光铁道的

魅力；从地理环境及时代背景，认识世界铁道文

化资产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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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编年史（7 册）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    者：黄荣郎 

原出版社：YL 

图书页码：320 页/本 

图书开本：17x23x1.9 cm 

出版日期：2017 

★图像编年史系列★编年纪事，图文并茂。既有正

史的真实性，又有 KUSO 的趣味性。既是学生念

历史的入门书，也可当作一般读者考查历史事件

的工具书。以一则则新闻的呈现方式，带领读者

穿越时空，亲临帝国现场。在幽默生动的短文牵

引下，跳脱以往历史读物的枯索长文，无痛的建

构出历史的原貌。 

 

昨天的孩子  

图书类型：文学小说 

作  者：五月天 玛莎 

原出版社：MMWH 

图书页码：304 

图书开本：17 x 23 x 1.95 cm 

出版日期：2022-12-01 

 

从男孩的启蒙卡带，到男人的万人舞台，回望一

趟不思议的音乐成长历程【昨天的孩子‧今日的玛

莎，第一本音乐自传式文集】 生活、乐团、摇滚、

时代、回忆......首度娓娓细述，音乐如何教会他成

长的一切 ◆一位贝斯手的初心故事 X 一场对音

乐的诚挚告白「对我来说，音乐是快乐悲伤组成

的催化和注解，音乐是过去现在每个画面的标签

和密码。音乐是写在僵化的课本旁边空白处... 

 

物品的语言——心理治疗师的手记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安静 

原出版社：XGSL 

图书页码：240 

出版日期：2022 

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懂得心理分析、催眠和解梦，

那么如何得知自己潜意识中藏着什么会影响自身

命运却又难以觉察的东西呢？翻出你的物品吧！

人们要活着，就需要各种物品。即使多么贫困的

人，也定必拥有属于自己的物品。香港居住地方

狭小，即使没有足够的空间，还是要填满物品。

这可以看出人们心灵上的空虚，多么的渴望被满

足，然而却不自知。本书将解剖一个人拥有的物

品，反映物主的心理及投射物主的潜意识。 

 

我有分数：给跨代女性的 35 句知心话 

图书类型：心理励志 

作    者：罗乃萱 

原出版社：XGSL 

图书页码：312 

出版日期：2022 

这是我们女性的共同经验：”原来人生有一种选择

叫‘别无选择’......这就是死亡带来的残酷真相。“、”

昔日失婚的挫败是个开始，让你深切体会甚么是

真正的‘拿得起，放得下’。“、”真正过时的是我们

停滞不前，追不上时代。“书中女性在不同的人生

阶段，面对各种处境，亲友离世、婚姻破裂、年

龄焦虑......读着似别人的遭遇，其实是自我的反

照。究竟她们（还是我们）如何在痛苦中愈，重

拾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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啰啰唆唆：六十年 想过 写过 听过 说过的 

图书类型：艺术/设计 

作    者：又一山人 Liza Luk 

原出版社：XGSL 

图书页码：544 

图书开本：12x16.8x2.72 cm 

出版日期：2019 

”我有四个未来：眼前能掌握前行的未来。心中相

信而极遥远的未来。生命告一段落后的未来。还

有一个很重要的，明早起来能执行的未来。“又一

山人活了一圈甲子，工作了四十个年头。在这些

年月间，他想过、写过、听过、说过、做过......的，

并不是只言片语可以概括论述。本书有他自说自

话，有他人说他，有受他人启发，也有回应他人

的。近十万字，当中有文字、警句、创作等穿梭

交织，乃朝着「人的和谐」的理想去探讨和实践。 

 

皇室伪装者：德龄公主传奇 
Imperial Masquerade The Legend of Princess 

Der Ling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者：Grant Hayter-Menzies 

原出版社：HKUP 

图书页码：444 

图书开本：15 × 23 cm  

德龄公主是二十世纪最引人入胜的跨文化人物之

一。满族贵族的女儿、波士顿商人的孙女，像男

孩般受儒家经典教育、从教宗利奥十三世手中得

到祝福的洗受天主教徒，在中国穿着西方时尚服

装，在美国穿着宫廷长袍，也是美国领事的妻子

——引人入胜的德龄公主代表着人类身份战场的

交锋。她的形象披上了一层迷幻色彩，其中很大

部分是她自己促成。德龄的一生让人得以一窥一

位亚欧女性的生活经验。 

 

历史跨国界：亚洲世界区域的形成 
History Without Borders The Making of an Asian 

World Region， 1000–1800 

图书类型：历史社科 

作    者：Geoffrey C. Gunn（杰弗里‧C‧冈恩） 

原出版社：HKUP 

图书页码：444 

图书开本：15×23cm 

跨越历史上连接印度与中国、前现代东亚与东南

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视为一个长期形成的全

球性区域。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前，亚洲在香料、

丝绸和陶瓷方面的蓬勃贸易使此地区站在全球经

济史的前沿。伴随着日本人、欧洲人、穆斯林和

其他国家之间的白银贸易，加上中国古老朝贡贸

易网络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缔造

了一个辉煌的商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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