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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神介入-Bill Johnson 2011-01
剛強站立 Strengthen Yourself in The LORD-比爾．強生 Bill Johnson 2009-06-18 該是時候了，GO！開始活出剛強、壯膽的生命！今天的信徒正面臨了過去歷史上不曾遭遇到的狀況和挑戰。想要得勝有餘，並且進入自我提昇的關鍵
時刻，就必須學會靠主自強。 你將學會： ＊自我服事和激勵的秘訣 ＊勝過極度煎熬日子的訣竅 ＊保持連結於自己的命定 ＊進入並且支取敞開的天堂領域 ＊以感恩使地獄棄械投降 當你的人際關係、工作、甚至是家庭陷入一片混亂不安時，要如何才能夠 “凡事喜樂”？作者比爾．強生
將透過聖經的經文和個人經歷來與您分享，使你可以透過掌握自我激勵的秘訣，而剛強站立---超越過去的失敗，進入成功的未來！
作门徒的代价-Dietrich Bonhoeffer 2000 本书包括恩典与作门徒、登山宝训、福音的使者、耶稣基督的教会与作门徒的生活四部分。
屠场-Upton Sinclair 2013
Holy Spirit-Eulalie Hendricks 2019-02-20 This book is two thousand years overdue in its telling. Since the fall of man in the Garden of Eden, God
declared a state of war between Satan and the woman and her offspring, therefore, Satan hates women with every fiber of his being (Gen. 3:14, 15,
MSG). Since time immemorial, Satan has worked relentlessly to try and steal, kill, and destroy women, trying to steal our knowledge of who we are in
Christ Jesus, trying to beat us down and kill us with abuse, and trying to steal from us our dignity, our value, our worth, our identity, and ultimately,
our joy (1 Pet. 5:8). For too long, Satan has kept us deceived, demeaned, and defeated, but Jeremiah declares, "Call to Me, and I will answer you, and
show you great and mighty things, which you do not know" (Jer. 33:3). Through Jesus's glorious gospel of grace, God is lifting the veil of darkness
that has kept Christians blinded to the truth of who women are in Christ and all that is ours as heirs to His throne of grace. A grace revolution is
sweeping our planet, and part of that is the unveiling of women's identity in the Godhead and all that we are in Christ Jesus. Two thousand years ago,
at the cross of Calvary, God returned to man His glory, and this book unveils all that that means to us as daughters of the Most High, and it reveals
the fullness of who we are as His comforters, helpers, and beautiful shekinahs.
The Answer Book for Troubled Times-Holly Lewerenz 2008-11-30 "THE ANSWER BOOK for Troubled Times" is a book for everybody - Americans,
other world nations, Israelis, Muslims, and Christians! No matter what your spiritual beliefs, your political beliefs or your personal beliefs, this book
will speak to you! "THE ANSWER BOOK for Troubled Times"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s on your heart and mind about the end times that we are living
in. "THE ANSWER BOOK for Troubled Times" will show you how to live safely, with peace of mind, and God's divine direction, provision, healing and
protection regardless of the environment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failures that engulf America, Israel and the World.
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 2015-11-10 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代表著作 迪頓（Angus Deaton）關心全球窮人，要他們過好日子 他分析為何人類獲得有史以來最好的生活水準 深入探討因此而產生的貧富差距
及不平等現象 諾貝爾頒獎委員會說：迪頓把應用經濟學發揮得淋漓盡致！ 比爾蓋茲、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艾斯格魯柏、賓州大學普列斯頓教授、耶魯大學波吉教授、《紐約時報》、《金融郵報》、《商業世界》、《金融時報》、《彭博資訊新聞》、《經濟與政治周刊》、《商業經濟學》、
《富比士》雜誌、《周日泰晤士報》等大力推薦 比爾‧蓋茲（Bill Gates）： 如果你想了解為何人類的整體福祉隨著時間而快速進步，一定要讀本書。 ※ ※ ※ 現今人們變得更富裕、更健康、更長壽 然而當大量人口脫離貧窮後 人與人、國與國之間卻形成極大的不平等！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首屈一指的發展經濟與貧窮研究學家──迪頓 探討各國增進健康、財富的舊有和現行模式 提出援助落後國家展開大脫逃的具體作法。 迪頓在《財富大逃亡：健康、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中闡述某些影響廣大的創新與不易克服的障礙，例如，人
類一方面擁有了疫苗、抗生素、防蟲措施和潔淨水源，一方面必須對抗大饑荒、愛滋病和文明疾病。除了檢視美國歷經長期繁榮之後成長步調趨緩、貧富差距漸增的情況，也提到印度與中國的經濟成長如何改善十多億人口的生活。有鑑於國際援助成效不彰，甚至有害無益，迪頓在書末倡議
採取替代措施，包括對製藥公司提供新誘因、取消貿易限制等，讓開發中國家也能展開大脫逃。 迪頓撰寫本書的主旨在討論全球的健康與財富，不僅聚焦於現代，也回顧人類發展的歷程。 首先，探討人類的健康發展史、數十萬年前的狩獵與採集生活為何影響現代人的健康，以及人類從十
八世紀開始努力降低死亡率如何奠定現代的健康進步模式。十九世紀末，細菌致病論的發展與採納，為另一波爆炸性的進步奠定基礎，同時也打開另一道鴻溝，使得富國與窮國人民的存活率出現極大差距。 二次大戰結束後，全球加快腳步研究醫療方法，以便拉近自十八世紀開始形成的健
康鴻溝。其間獲得許多重大成就，例如運用抗生素、防蟲措施、疫苗注射和乾淨水源，讓數百萬孩童免於死亡。雖然窮國與富國平均壽命差距縮小，但還不夠接近，且全球曾遭遇某些可怕的障礙，例如1958至1961年間人為因素造成的中國大饑荒，以及若干非洲國家近年流行的愛
滋病，徹底摧毀了人類對抗死神的三十年進步成果。目前還有許多國家缺乏適當的常設醫護系統、大量孩童因生在「錯」的國家而難逃一死、某些地區還有孩童嚴重營養不良，以印度最出名。 富國和窮國的死亡率差距未能加速拉近的理由之一是，雖然富國的死亡率持續下降，但對成人比
較有利，孩童受惠較少。也談到富國死亡率降低的趨勢、男女平均壽命不斷趨近的原因、吸菸扮演的要角，以及心臟病治癒率大於癌症治癒率的因素。 其次，討論物質生活水準。美國的經濟狀況既特殊且極端（例如所得不均的程度），但其他富裕國家也不遑多讓。二次大戰後，經濟成長
為美國帶來新的榮景，使得貧窮人口（尤其是非洲裔和年長者）顯著減少。1970年代以前，美國曾是全球重要經濟楷模，此後成長持續減慢，所得差距因富人激增而持續加大。這種不平等有其光明面，例如教育、創新和創意獲得的報償高於往昔；但也顯示出黑暗面，由於美國是金權國
家，導致國民的幸福受到政治和經濟的威脅。 全球貧窮人口自1980年開始減少，堪稱人類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脫逃行動，主因在於人口最多的中國和印度經濟成長表現非凡，改變了十幾億人口的生活。目前全球的生活水準雖然遠勝過1960年代悲觀者預測的情況，但仍
有約十億人口三餐不濟；許多人已經逃脫，也有不少人被遺棄。 再次，提出大家應該和不該採取的行動。我們幸運地生在「對」的國家，因此應該善盡道德義務，協助全球減少貧窮和疾病；已經掙脫貧窮和疾病的人，必須幫助依然受困者。很多人認為我們應該以提供外援的方式，以及透
過多國政府（大都設有官方援助機構）、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或是在各國國內或國際上營運的非政府救援組織，來履行這些道德義務。但是，如果這類援助會破壞某些國家的成長機會（這正是我的看法），我們就沒有理由抱著「應該做些什麼」的觀念繼續提供救濟，而應
該停止援助。過去五十年，援助對於經濟成長和減少貧窮到底功過如何？值得質疑。 最後，迪頓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是否渴望展開大脫逃行動，為現今世界創造幸福與快樂。《財富大逃亡》剖析健康與生活水準的提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是討論所有國家幸福議題的重要指南。
正常就好，何必快樂-珍奈．溫特森 2020-06-30 當代最好也最具爭議性的作家 珍奈．溫特森 入選英國《衛報》21世紀百大書單 《紐約時報》過去50年以來最佳回憶錄 「單獨讀這本書並不會減損其鋒芒......本書是利器，開過光，刀尖沾的是自己的血。這也不是形容詞，
她也算死過一次。」――李屏瑤 ▌2016年BBC全球百大女性 ▌2016年入選英國皇家文學學會會員 ▌2006年榮獲大英帝國官佐勳章（OBE） ▌2018年再獲大英帝國司令勳章（CEB） ▌2019年入選曼布克獎 繼暢銷半自傳成名作《柳橙不是唯一的
水果》後 最深入生命內心的完整自傳 ★2019年獲選《衛報》「21世紀百大書單」 ★《紐約時報》50年來最佳回憶錄 ★2012年亞馬遜書店編輯百大選書 「我曾經想過―─ 如果我不能好好地活，就要去死。」 「為何女性會受限於任何人或事？為何女性不該對文學懷有野
心，對自己有所抱負？因此，我寫了一本書，出版它，得了獎。還站在電話亭裡，和母親滔滔不絕談論文學，爭辯女性主義。」 一本關於失落與愛的回憶錄，兼具散文的優雅和小說的戲劇性，展現了文學與愛的顛覆力量。得不到愛的孩子，如何保有原始的生命力，在文字裡發現嶄新世界，
在閱讀中找到慰藉，日後藉由書寫發展自己的語言，進而創造出作品，以及最終，創造出自己的生命。 「我必須能夠說出自己的故事。人生本是部分真實，部分虛構，而且永遠是個改編故事。我因為書寫而找到出口。」 珍奈．溫特森在只擁有六本書的家庭長大，與母親的關係緊張卻疏離，
性別認同的課題使她更格格不入。幸好上了大學，文學為她打開全新世界。成名之後，她得知自己是被領養的孩子，失落感排山倒海而來。她尋找生母下落，這又是一段面對傷口的黑暗過程，直到她有勇氣穿過種種冷漠、忽視、孤單的記憶，仔細辨認諸多感覺，熬過內心惡獸的折磨，她才
終於能藉由書寫來面對事實，承認自己是一個被領養的孩子。 「傷口是一種象徵。原本屬於你的東西，你不能否認。拋出去的總會返回，會清算、會復仇，或許也會和解。一定會歸返。傷口會把你帶到那裡。傷口是血的痕跡。」 歷經一段與內心黑暗進行險惡角力的時光，她逐漸領悟：她
以為自己一直得不到愛，其實她也一直不懂得如何愛人。其實對自己的愛就是對生命的愛，值得你用盡力氣像鮭魚一樣逆游而上；而傷口是你永遠的身分，如果你試著清理它，也許它會先來復仇，但最後，傷口就是帶領你回家的印記。 作者簡介 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出生於英國曼徹斯特。1960年1月，被溫特森夫婦收養，在小城阿克寧頓長大。養父是工廠工人，養母為家庭主婦。家裡只有六本書，包括一本聖經和一本《亞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讀到《亞瑟王之死》，開啟她閱讀和寫作的熱情。 養
父母希望她長大後從事傳教工作。可是她後來進入女子中學，十六歲離家出走，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並申請大學。然後愛上一個女孩。遇到一位老師收留。一年後，取得牛津大學入學許可。進入牛津後，從姓氏字母A的作家開始閱讀，立志讀遍英國文學，直讀到Z字頭作家為止。 大學畢業，
進劇場打工。23歲撰寫第一本充滿自傳性質的小說《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一舉奪下英國惠布瑞特首作小說獎（Whitbread Award for Best First Novel），自傳《正常就好，何必快樂》
被列入英國《衛報》21世紀百大書單， 《你的身體，我的時間之書》（原名《筆電愛情》）為溫特森性別故事中的收場白，也是集大成之作。 創作生涯裡獲獎無數，而她傑出的文學成就，更於2006年榮獲大英帝國勳章OBE。（此為超過百年歷史的英國授勳制度，迄今獲此殊榮
的作家包括JR托爾金、阿嘉莎．克莉絲蒂、JK羅琳等人。） 溫特森具有十分豐沛的創作能量。她將人生中最重要的幾個命題：自我認同、愛的追尋、性別爬梳，都投射進作品之中，交織出深刻動人的故事，而這幾個命題，也成為了她寫作上永恆的主題。 譯者簡介 三珊 國立政治大學
英語研究所碩士，主修英美文學。 曾任英文報紙記者，喜歡嘗試生活的各種可能，在文字和翻譯中找到快樂踏實。 曾獲梁實秋文學獎譯詩組首獎。譯文賜教：sunsunshad@gmail.com
Proselytizing and the Limits of Religious Pluralism in Contemporary Asia-Juliana Finucane 2013-10-21 This volume brings together a range of critical
studies that explore diverse ways in which processes of globalization pose new challenges and offer new opportunities for religious groups to
propagate their beliefs in contemporary Asian contexts. Proselytizing tests the limits of religious pluralism, as it is a practice that exists on the border
of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The practice of proselytizing presupposes not only that people are freely-choosing agents and that religion itself is an
issue of individual preferenc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also raises fraught questions about belonging to particular communities and heightens
the moral stakes in involved in such choices. In many contemporary Asian societies, questions about the limits of acceptable proselytic behavior have
taken on added urgency in the current era of globalization. Recognizing this, the studies brought together here serve to develop our understandings
of current developments as it critically explores the complex ways in which contemporary contexts of religious pluralism in Asia both enable, and are
threatened by, projects of proselytization.
包法利夫人-福樓拜 2016-09-12 法國寫實主義文學泰斗福樓拜成名代表作！ 嚮往騎士美女般的浪漫愛情，渴望纏綿悱惻的熱情和幸福， 像飛蛾撲火般，追尋不倫的婚外戀情， 在狂野的情慾中，一步步走向墮落的深淵…… ★衝破中產階級道德藩籬之爭議著作！ ★在《包法
利夫人》這部充滿情慾想望的小說中，福樓拜並未對性愛場面作聳動的描述，反而只以欲言又止、含蓄蘊藉的敘述方式，留給讀者廣大的想像空間，然而整部小說仍透著無限春光。 ★透過福樓拜典雅華麗文采，我們看見了一個真實醜陋的凡塵俗世。他極力想讓《包法利夫人》這部小說呈
現出真實、自然的風格，很有技巧的將生活瑣事帶進小說中，福樓拜將現實生活依附在虛構上，使得虛構的一切變得真實。 ★《包法利夫人》一書不僅在出版之初受到熱烈的討論，在經過了一百多年之後，它的魅力依然不減，至今仍風行世界各國，並被列為最具代表性、最經典的寫實小
說 在結婚之前，艾瑪總以為自己沉浸在愛情裡，整天胡思亂想。但是，愛情不是應該帶來幸福嗎？而此刻她卻感覺不到幸福的降臨。她想，一定是自己誤解了。從前她曾在書裡讀到的「幸福」、「熱情」、「陶醉」，曾是那麼的動人，但她現在不得不重新思索，在現實人生中，這一切真
正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自古以來，美麗的愛情故事就一直牽動著世人的心，充滿詩與夢幻的動人情節，成為無數青年男女嚮往的戀愛模式，然而現實與理想畢竟是有差距的。曾在教會念過書的農村女艾瑪，就是盡信美麗虛幻的愛情小說，徒然在平凡的現實生活中，尋求自身印證的可能，
然而盲目的追逐和偷情的歡愉所換來的，卻是無盡的空虛與絕望…… 在這部充滿情慾想望的小說中，福樓拜並未對性愛場面作聳動的描述，僅以欲言又止、含蓄蘊藉的敘述方式，留給讀者廣大的想像空間。而透過福樓拜簡潔細膩的文字、客觀冷靜的描繪，深切刻畫人性醜陋的真實樣貌，
成就最具代表性、最經典的寫實悲劇。
Pentecostal Megachurches in Southeast Asia-Terence Chong 2018-05-24 Charismatic pastors, fast-paced worship sessions, inspirational but shallow
theology, and large congregations - these are just some of the associated traits of Pentecostal megachurches. But what lies beneath the veneer of
glitz? What are their congregations like? How did they grow so quickly? How have they managed to negotiate local and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This book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and popularity of independent Pentecostal megachurches in Southeast Asia. Using an ethn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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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the chapters examine Pentecostal megachurches in Malaysia,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Singapore. Each chapter dwell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egachurch set against the specific background of the country's politics and history.
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鲍曼 2008 本书汇集了理查德·鲍曼诸多深富影响的研究成果,介绍了“表演”的本质、特征、理论基础、阐释框架及其实践意义等,并通过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展示了表演视角对于探讨民族志资料和历史文献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富兰克林自传-富兰克林 2018 本书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一部代表作,讲述富兰克林从一位贫困家庭的孩子在经历种种磨难后成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通才的成长经历.本书是美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而且还使自传成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它是一部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历经两百余年经
久不衰的励志奇书,它包含了人生奋斗与成功的真知灼见,以及诸种善与美的道德真谛,被公认为是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
金融能否拯救世界？-巴特杭・巴德黑（Bertrand Badré） 2018-10-31 ★法國總統馬克宏、英國前首相布朗 專文推薦 ★國際金融重磅級人物一致推薦！ 哈佛大學前校長、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全球發展中心主席、麥肯錫公司全球管理合夥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祕書長、美洲開發銀行總裁、前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暨前國務卿、墨西哥銀行總裁、前G20主席、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長、國際貨幣基金（IMF）前第一副主席、英國央行總裁......不及備載。 「本書讓我們得以對抗失敗論者、衰退的篤信者，以及所有臆想或
是論定我們已束手無策的人。的確，金融可以幫忙拯救世界。全看我們是否要宣告擁有它，將它握在自己手中。 」 ──馬克宏（Emmanuel Macron） 「關於各國政府如何訓練、僱用、提出政策來協助全球化之下流離失所的人們，已經出現過許多討論。然而，如何讓國
際架構更趨完善的論述則比較稀少。巴德黑的作品提供我們一些幫助，他告訴我們全球合作可以在哪些地方、如何提升，以達成最好的效果。」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 本書簡介 2007～2008年的金融危機與接續而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讓金融成為全民公
敵。在民粹主義和國族主義的暗示下，爆發許多世界性的緊張衝突，正是人類在巨大希望幻滅後的反擊。中美貿易戰爭、英國脫歐，以及在烏克蘭、中國海、中東的危機，在在顯示先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不時以強硬手段來打造金融政策。 其實，我們需要的只是一次二度蜜月，我們對金
錢的鍾愛可能動搖了，但需要一個重新找回「感覺對了」的機會。《金融能否拯救世界？》是一本把金融和世界連接起來的書，展示願景和建議，傳達改變全球金融的訊息。第一，他探討全球經濟在過去50年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第二，他就如何發動市場的寧靜革命提出建議。第三部分討
論新的國際合作模式，這並非要發明新的體系，而是精進現有的組織，確保它不會把民眾拋在一邊。最後一個部分則討論為永續發展提供融資的問題；永續發展可視為共善的代表，因此要在各層面重新設定獎勵誘因，金融就是幫助我們達成目標最有效的機制之一。
苦行记- 1994 《苦行记》是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的一部自传体著作,他以夸张的手法记录了他在1861—1865年间于美国西部地区的冒险活动。全书以几百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构成,读之既令人捧腹、为之倾倒,又活脱脱勾画出当年美国西部生活五花八
门的突兀现实。全书构思粗犷豪放,朴素自然,语言轻灵、活泼、平易流畅,文风幽默、诙谐,耐人寻味。本书是国内唯一未尝译介的一部马克·吐温的长篇著作.
Religion the Great Harlot in the Devil's Playground-S. Mason 2012-02 For those of you considering the purchase of this book allow me at the very
first to acknowledge that I am not a theologian, a pastor or a teacher ordained to the ministry of the Gospel by any organized religious group. The
pages within the covers are not written to extol or acclaim the need for or value of religion. You will find many reasons presented that cause me to
see and know the opposite is true. In my Introduction I call this manuscript "A Book of Warning." There is a tremendous movement in the world to
unite all faiths into a common religion that can be accepted by everyone. Hidden behind the words and actions of more than a few politicians and
many religious leaders is the ominous promotion of what the media has called a "One World Religion." Political and financial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many who prefer to remain in deep cover, are proclaiming that for the world to become more stable we must have a "New One World
Government." They realize that for this system of government to work there must be some form of common agreement, therefore they are preparing
the way for the false prophet. The world we live in which I have called "The Devil's Playground," is changing at a pace previously unimaginable. In
this documented commentary I hope to alert the readers to not only why and how, but introduce them to the only hope of escape from the coming
storm. In the extremely imminent future, all the things that those captive in the playground have put their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will suddenly
evaporate like a mirage. I pray that readers of this book may find the directions for their escape.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Chinese Edition)-John Piper 2010-03-15
HQ事件的真相-喬艾爾‧狄克Joel Dicker 2014-09-01 ★「已經有2,000,000人知道是誰殺了諾拉。噓～～～～」 ★ 2014年震撼全球書市，引爆話題的犯罪小說。 ★ 銷售量直逼《龍紋身的女孩》，擠下丹布朗的《地獄》榮登暢銷冠軍寶座。 ★ 創下
史上最高版權預付金！橫掃國際版權，即將翻譯成37種語言。 ★ 榮獲法蘭西學院小說獎、鞏固爾文學獎決選書！ ★ 華納搶下電影版權，《達文西密碼》導演朗霍華執導！ 是誰殺了諾拉？ 「我希望你學寫作，馬庫斯，我不是要你知道怎麼寫，我是要你成為作家。因為寫書可不是隨隨
便便的事：每個人都會寫，可是不是每個人都是作家。」 「可是哈利，要怎麼樣才知道我們是作家呢？」 「沒有人知道他自己是作家，這是要別人來跟他說的。」 二十八歲的馬庫斯‧勾德曼，在兩年前出版了第一本小說，旋即躍升為全美超級暢銷新銳，結果在收了出版社鉅額的預付版
稅之後，就得了作家病，可怕的「白紙症候群」。一個字都寫不出來的他，為了躲避出版社和文學經紀人的奪命連環call，決定逃到新罕布夏州的歐若拉鎮拜訪他的恩師，也是美國文壇巨擘哈利‧柯伯特（Harry Quebert）。本來想靠恩師幫忙找回創作靈感的他，卻在偶然
間發現哈利不可告人的祕密。原來哈利在三十四歲時，愛上了十五歲的少女諾拉‧凱勒岡，並計劃要私奔，但約定見面那晚，諾拉卻離奇失蹤了。沒想到馬庫斯從歐諾拉鎮回到紐約沒多久，失蹤了三十三年的諾拉的骨骸，竟在哈利的院子被發現，而哈利也在自宅遭到警方逮捕。堅信哈利無
罪的馬庫斯，決定再訪歐諾拉鎮，並寫下《HQ事件的真相》，找出到底是誰殺了諾拉！ 二○一二年九月二十日，二十七歲的喬艾爾‧狄克的《HQ事件的真相》出版了。這本書光在法國三個月內就狂銷500,000冊，更在一年後銷售超過2,000,000冊。如今，喬艾爾‧
狄克是法國近十年來最振奮人心的新銳，而美國亞馬遜書店更封他為「年度最亮眼新星！」 一本書中書中書。一本讓你欲罷不能、廢寢忘食的小說。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Karl Jaspers 1989
I Am the Aleph-Tav-Samuel Koiki 2018-05-29 Did you know that Jesus appears ten times (1000%) more in the Old Testament than he does in the New
Testament. In fact Jesus the Aleph-Tav appears 9612 times (uninterpreted) in the Old Testament but only 983 times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
Aleph-Tav is comprised of the first and last characters of the Hebrew language, just as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are the first and last characters of
the Greek language. The Aleph-Tav is also the Hebrew character symbol believed to be the signature of Christ found only in the Hebrew Bible,
represented by the head of a bull and the sign of a cross. Both character symbols clearly point us to Christ, the Lamb of God who died for humanity
on the cross of Calvary. I AM the Aleph-Tavunveils the presence of Jesus in the Old Testament, first by taking a deep dive into the mystery of the
Aleph-Tav. Although this symbol appears almost ten thousand times in the Old Testament, it was never interpreted into any other language, and
author Samuel Koiki shows how there are parallels between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statements Jesus made to John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where Jesus proclaimed that he was the Alpha and the Omega,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or, in a different way, the Aleph-Tav. Was Jesus telling John
that he was there all along when the universe was created in Genesis? Perhaps he was telling John that he indeed is the creator, and that it was he
who brought forth the miracles in the Old Testament scriptures. Unraveling the mystery of the Aleph-Tav will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lead
believers to the truth, abundant living, and freedom from sin, oppression, and the lies of the devil.
悉达多-赫尔曼·黑塞 2019-04-01 本书描写主人翁悉达多在古老的印度追求自我的历程。从禁欲、自我放逐到放纵视觉感官享受，最终他发现知识及和平才是生命的最终目标。
猶太古史-Josephus, Flavius·约瑟夫 1994
Mayflower Families Through Five Generations-Lucy Mary Kellogg 2000 The tracing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Mayflower passengers.
一無所有-娥蘇拉．勒瑰恩 2017-12-19 雨果獎、星雲獎最佳科幻小說 當代科幻小說在主流文學界奠定地位之重要代表作 村上春樹最喜歡的女作家之一 這是一座牆的故事。牆內與牆外的兩個世界、過往、現今與未來、 自我與他者的故事…… 這是一座牆與破牆的故事 勒瑰
恩在小說中建構的烏托邦是動態的、永恆的革命，是一種未完的進程。 他，雙手一無所有，毅然踏上異鄉…… 烏拉斯星球雲霧繚繞、綠野平闊，而它的衛星安納瑞斯卻無比貧瘠，除了零星耕地之外，大多是一片荒漠。數百年前，部分烏拉斯人拋棄歷史與豐美故鄉，到安納瑞斯殖民。這
些新住民倡導一切共有共享，更斷絕與其他世界的聯繫，建立一個異於資本主義故鄉的封閉新社會。 生長在安納瑞斯的薛維克，致力研究時間理論。本著追求知識真理與自由的理念、聯絡手足之情的夢想，冒險前往烏拉斯。烏拉斯人視他為改變世界的英雄，家鄉同胞卻視他為墮落的叛徒。
奢華的新世界有他夢寐以求的資源，然而陰謀與利益爭奪的耳語也令他困惑不已。對他伸出歡迎雙手的，究竟是敵是友？扭轉宇宙時間的新理論，又將落入哪一方手中？ 美國小說家娥蘇拉．勒瑰恩，繼《黑暗的左手》之後，又一部科幻經典。勒瑰恩以冷靜的筆觸，深沉刻畫出個人與社會
群體之間的種種關係。烏托邦與反烏托邦，是否僅在一線之隔？在《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之外，你將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有更新、更不同的想像。 作者簡介：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美國重要奇幻科幻、女性主義文學作家，1929年生。著有長篇
小說20餘部、短篇小說集10本、詩集7本、評論集4本、童書10餘本；並編纂文選與從事翻譯，包括將老子《道德經》譯成英文。曾獲美國國家書卷獎、號角書獎、紐伯瑞獎、世界奇幻獎、軌跡獎、星雲獎、雨果獎、小詹姆斯．提普翠獎、卡夫卡獎、普須卡獎……等，以
及SFWA大師、洛杉磯時報Robert Kirsch終生成就獎等榮譽。 她的奇幻成長小說系列「地海六部曲」與「魔戒」、「納尼亞傳說」並列奇幻經典，科幻小說《黑暗的左手》、《一無所有》等也是科幻迷心目中永遠的經典。小說探討的議題，從自我成長與認同，到社會制
度探討與性別問題，都鞭辟入裡，在優美恬澹的敘事風格中予人寬廣深沉的省思空間。西洋文學評論家哈洛．卜倫將她列為美國經典作家之列，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也是她的書迷。 譯者簡介： 黃涵榆 臺大外文系博士，現任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Jungle Tales of Tarzan (Chinese Edition)-Edgar Rice Burroughs 2016-04-16 .
上帝的宠儿-Peter Shaffer 1999 金石系列
當妳先說再見-Ann Packer 2010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dive from clausen's pier. Carrie's dream was making it in fashion design in New York
City. She felt her own urge to leave her small mid-west town home which also means leaving her paralyzed high school sweetheart and fiance she no
longer loves. Pressure from all sides behooves her to be the support of her fiance didn't stop her from leav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苏美尔王表- 1989
君主论-马基雅维利 2019 本书论述了君主之道:君主应具备哪些条件和本领,应该如何夺取和巩固政权等.道破了政治,领导,权力的秘密.全书内容包括:君主国的种类及其建国的方法,世袭君主国,混合型君主国,如何治理被征服以前独立自治的城邦或君主国等.
北歐眾神-尼爾‧蓋曼 Neil Gaiman 2017-07-05 我要告訴你們世界如何滅亡，以及世界又是如何重新開始； 我要告訴你們的是黑暗的日子和隱藏的事物， 有關大地毀滅和眾神之死―― 那是一切終結的開始。 故事之神的靈感，來自深暗的北方大地， 奇幻文學的
雛型，來自英勇的北歐眾神！ 知名作家尼爾‧蓋曼出道二十餘年，在出版無數暢銷作後，回歸創作初衷，化身說書人，對讀者重述影響他最深的靈感來源――北歐神話。尼爾•蓋曼從大地仍一片荒蕪、萬事萬物仍不存在的時刻說起。他描述奧丁與其手足的出生，以及他們為了擁有宇宙、
生命與未來，殺死困住自己的巨人；他寫到奧丁創造人類，並創造供人類居住的米德嘉世界，並為求取智慧獻上一眼。蓋曼寫下索爾每一次勇敢的冒險，每一個魯莽的決定，還有那柄得心應手的戰鎚從何而來。當然，他也沒有忘了洛基――謊言之神、詭辯之神。假使洛基決定與你結盟，
你將感到幸運；若你不幸與他為敵，你將後悔萬分。 跟隨蓋曼的文字，你會感到自己彷彿順著世界樹的樹根，造訪北歐神話中的九個世界；你可以感受阿斯嘉震懾神與人的氣勢，畏懼行走於約頓海姆間的冰霜巨人，讚嘆居住在奧弗海姆的光明精靈的美貌，或因不敢直視地底的亡者國度而
別開眼神。 最後，當諸神的守護者海姆達爾吹響號角，「諸神黃昏」――世界終結之時即將來臨。無論眾神身在何處、無論他們睡得有多沉，一定會醒來，整裝前去參與這最後的一戰。 眾神注定一死，然而，唯有死亡使所有生命變得可能。 這就是結束。 但新時代也將在結束之後來
臨。 名人推薦 奇幻科幻作家 伍薰 文字工作者 臥斧 作家 馬欣 中華科幻學會理事 馬立軒 怪獸文字工作者 唐澄暐 交通大學外文系講座教授 馮品佳 作家 陳栢青 ――推薦 蓋曼用現代風格的輕鬆幽默述說故事，《北歐眾神》描繪出眾神間爾虞我詐的鬥智，同時刻劃他們的英武神勇，
讀來趣味橫生。――《波士頓環球報》 除了尼爾‧蓋曼以外，還有誰能擔任天神的同謀，運用文字的巫術來使天神的故事改頭換面？《美國眾神》的作者將北歐神話故事轉化成令大人小孩都上癮的讀物，他充滿能量的強勢重述保留了北歐世界的不朽輝煌，但同時也將之變為一個使人能
接近的世界，充滿逗趣機智和黑暗趣味。――《格林童話註釋版》翻譯暨編輯瑪麗亞‧塔塔爾 數百年來，源自《散文艾達》與《詩歌艾達》的迷人古老故事，總是需要才華洋溢的說書人來替它們注入新生命。尼爾‧蓋曼以豐沛的熱情重新述說迷人的北歐神話，沒人比得上他。蓋曼深刻
地瞭解奧丁、索爾、洛基和其他天神的衝突，他透過個人想像的描述，將這些故事賦予新生。他對於重要北歐神話故事的詮釋，將吸引讀者進入奇異的領域，使他們眼花繚亂、迷惘困惑，並進而對北歐神話故事有新的體悟。――《諾頓兒童文學選輯》編輯傑克‧齊普斯 引人入勝、懸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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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又相當了不起的神話再現之作。一旦你被蓋曼經過千錘百鍊的文字和熟練的說故事技巧吸住，你會情不自禁一直讀下去。――《華盛頓郵報》 二十一世紀風格揉合千年北歐神話，蓋曼再次以他的文采為現代讀者創造出全新的類型。――《新聞週刊》 蓋曼重新詮釋古代寓言的筆
觸如此忠實，又添加豐富的閱讀樂趣。蓋曼擔任了吟遊詩人的角色，帶著我們在寒冷冬夜聚在熱呼呼的爐火邊，跟他一起歡笑、一同天馬行空。――金融時報 極品之作……蓋曼版本的北歐神話給了維京民族一個令人迷醉其中的當代面貌。――大西洋月刊
那時候, 我只剩下勇敢-Cheryl Strayed 2012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Wild: From Lo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 Cheryl Strayed's acclaimed
bestselling memoir, Amazon Best Books of the Month, March 2012, and the first Oprah's Book Club 2.0 tit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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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h, reviewing a ebook joseph prince benjamin generation could mount up your close connections listings. This is just one of the solutions for you to be
successful. As understood, completion does not recommend that you have wonderful points.
Comprehending as skillfully as settlement even more than extra will provide each success. adjacent to, the proclamation as well as acuteness of this joseph prince
benjamin generation can be taken as capably as picked to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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