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hua Weissman An Unapologetic Cookbook
Joshua Weissman: an Unapologetic Cookbook-Joshua Weissman 2021-09-14 A Weissman once said... ...can we please stop with the barrage of 2.3 second meals that only need 1 ingredient? I get it...we're busy. But let's refocus on the fact that beautifully crafted burgers don't grow on trees. Ironically this sounds a lot like he's trying to convince you to cook, but he's really not. Is this selling the cookbook? The point is that the food in this book is an
invitation that speaks for itself. Great cooking does, and should, take time. Now is the time to double down and get your head in the cooking game. Or you know, don't. Maybe get someone else to cook this stuff for you...that works too. How can you know if something is your favorite if 50 to 80 percent of the stuff you've been eating was made by someone else? Butter, condiments, cheese, pickles, patties, and buns. For a superior and potentially even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you can (and should, to be honest) make these from scratch. Create the building blocks necessary to make the greatest meal of your life. While you're at it, give it the Joshua Weissman--or your own--twist. As Joshua would say, "If you don't like blue cheese, then don't use blue cheese." From simple staples to gourmet to deep-fried, you are the master of your own kitchen, and you'll make it all, on your terms. With no regrets,
excuses, or apologies, Joshua Weissman will instruct you how with his irreverent humor, a little bit of light razzing, and over 100 perfectly delectable recipes. If you love to host and entertain; if you like a good project; if you crave control of your food; if fast food or the frozen aisle or the super-fast-super-easy cookbook keep letting your tastebuds down; then Joshua Weissman: An Unapologetic Cookbook is your ideal kitchen companion.
鹽、油、酸、熱：融會貫通廚藝四大元素，建立屬於你的料理之道-莎敏．納斯瑞特(Samin Nosrat) 2018-09-21 ★美食界奧斯卡「詹姆士．比爾德基金會大獎」2018最佳不分類食譜書獎 ★國際烹飪專業協會（ICAP）食譜書獎 ★《紐約時報》暢銷書、《週日泰晤士報》飲食類年度選書 【重點特色】 ★從初學者到料理專家都能讓廚藝更上層樓的革命性創新烹調技法。 ★收錄三張超實用世界風味地圖拉頁，以輪狀地圖完整、分類標示不同地區料理使用的油、酸、香料，只要正確搭配，不需食譜也能做出道地異國美味！ ★輕鬆又清楚說明料理基本四元素：鹽、油、酸、熱的作用以及對其他食材的影響。 ★插畫家溫蒂．麥克諾頓（Wendy MacNaughton）精心繪製視覺化圖表工具，簡潔清晰歸納食材的色香味特性、風味、區域性與產季，一目瞭然。 ★示範掌握基本四元素的活用原則與食材搭配，前所未見的矩陣式
食譜，教人用簡單食材與基本技巧就能重現各國經典菜色及變化版本。 【內容介紹】 這是一本烹飪界的文法書，帶領所有美食愛好者拋開食譜束縛，從根本邏輯學會靈活變化，成為更出色的料理人！ 專業主廚師暨飲食專欄作家，莎敏．納斯瑞特創造出一套革命性且富有哲理的簡單烹調方法，從中學生、初學者到天天做飯的主婦、甚至專業廚師，都能輕鬆理解、自行學習，讓廚藝不斷升級，而訣竅就在掌握四個基本元素： ※ 鹽（salt）：引出鮮甜美味 ※ 油（fat）：傳遞香氣、增添口感 ※ 酸（acid）：平衡味道 ※ 熱（heat）：控制食物的質感 本書為讀者揭開廚藝技法四大關鍵要素的神祕面紗，介紹輕鬆易懂的廚房科學、實用的料理技巧，還有幫助循序漸進練習四大要素的100道必備食譜，加上數十種延伸變化。你將能從千變萬化的沙拉與油醋醬、蔬菜料理、香氣飽滿的高湯與湯品、義大利麵五大家族、口感豐潤的燉肉，以及鬆軟可口的各式
糕點之間，細細體會鹽、油、酸、熱如何交織出豐富迷人的層次。身為專業主廚的作者將告訴你，頂級料理是怎麼做出來的，又為什麼讓人垂涎三尺。跟著她的腳步彷彿親身走進星級餐廳的廚房體驗料理，不論你置身家中或在專業廚房，都能表現新鮮食材的豐富內涵。她的食譜就像是樂譜，融會貫通之後你也能即興發揮，變化出自己的獨特風味。 一般人跟著食譜學做菜，最困擾的就是搞不清楚適量到底是多少、或吃起來總覺得少了一味，到底問題出在哪裡？本書將讓你在廚房中信心滿滿地做出更好的決定、找到明確的方向，無論使用任何材料、在任何地點、時間，都可端出讓人意猶未盡、難以忘懷的美味。 【專業推薦】 國際名廚江振誠 烹飪書籍作者及譯者松露玫瑰 貓下去敦北俱樂部&俱樂部男孩沙龍負責人陳陸寬 飲食旅遊作家韓良憶 《低烹慢煮》作者、咖啡與法式餐飲顧問蘇彥彰 《雜食者的兩難》（The Omnivores Dilemma）作者麥
可．波倫（Michael Pollen）專文推薦 《食滋味》（The Art of Simple Food）作者愛麗絲．華特斯（Alice Waters） 《耶路撒冷》（Jerusalem）作者尤坦．奧圖蘭吉（Yotam Ottolenghi） 《A Girl and Her Pig》作者、米其林二星主廚艾波．布倫費爾德（April Bloomfield） 《改變人類醫療史的海拉》作者芮貝卡．史克魯特（Rebecca Skloot） 《廚藝之樂》（Joy of Cooking）第四代作者約翰．貝克（John Becker）與梅根．史考特（Megan Scott） 《Super Natural Cooking》作者海蒂．史汪森（Heidi Swanson） 【各界好評】 ★美國亞馬遜書店雄霸烹飪、食譜暢銷書#1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 BuzzFeed、《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Rachel Ray Every Day》、《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Vice大廚小吃》（Vice Munchies）、Elle.com、《Glamour》時尚雜誌、Eater、《新聞日報》（Newsday）、 《明星論壇報》（Minneapolis Star Tribune）、《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Tasting Table, 《現代農夫》雜誌（Modern Farmer）、《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等各大媒體盛讚為2017年度好書。 ★Netflix同名紀錄片《鹽、油、酸、熱》2018年10月於全球147個國家上架播映。 這本美好
親切的書不只教你料理，還幫你抓住料理的感覺，引導你探索、創造並樂在其中。莎敏用真實的食物料理：追求有機、當季與新鮮，更以她奔放的熱情與好奇心贏得讚賞。 ——愛麗絲．華特斯（Alice Waters） 莎敏．納斯瑞特將「我們如何料理」這個既龐大又複雜的主題整理歸納為四個字：「鹽、油、酸、熱」，即將令所有人眼界大開。 ——尤坦．奧圖蘭吉（Yotam Ottolenghi） 想要精進廚藝的人必讀《鹽、油、酸、熱》。莎敏．納斯瑞特，加上溫蒂．麥克諾頓有趣的插畫，教導大家認識料理的基礎，歸納出讓食物出色美味的四大元素。幫自己一個忙，買下這本書，保證你一定不會後悔！ ——艾波．布倫費爾德（April Bloomfield） 如同從莎敏．納斯瑞特的廚房端出的神奇美食，《鹽、油、酸、熱》也結合了所有高品質的元素：美麗的故事、清楚的科學知識、對食物的熱愛，以及溫蒂．麥克諾頓打動人心的插畫
藝術。 ——芮貝卡．史克魯特（Rebecca Skloot） 《鹽、油、酸、熱》是一本很重要的書，不只是因為其中包含了許多傑出的食譜，也不是因為作者曾在Chez Panisse工作，雖然這些都是事實。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它給予家庭料理人指引的方針，可以悠遊於各自的廚房，並相信讀者能善加運用這些原則。莎敏．納斯瑞特隨和、跟著感覺走的料理方式，不會令人感到難以接近或門檻太高。這本書是引導你不再依賴食譜，也能在廚房裡揮灑自如的好幫手。 ——約翰．貝克（John Becker）與梅根．史考特（Megan Scott） 《鹽、油、酸、熱》是一本資訊多元、新時代的烹飪參考書。莎敏．納斯瑞特豐富的經驗在這裡集結為迷人的故事、真誠的建言、插畫與靈感。對新手或資深廚師來說，成功的條件都是一樣的，無論你在廚房的何處遇到這本書，都能找到對的方向。 ——海蒂．史汪森（Heidi
Swanson） 讚嘆。這完全就是一本為廚事迷途羔羊們所譜寫的超級指南。 ——陳陸寬 風味是料理的靈魂，只有精準的科學與邏輯才能讓妳（或你）做菜時是站在磐石上而非枯葉上。 ——蘇彥彰 出版社 積木文化 (城邦)
風味聖經-凱倫．佩吉 2010-07-01 風味如同字彙，掌握得越多，組合出的味道就越豐富。 80年代，大廚在食材外觀玩起花樣 90年代，前衛料理與分子廚藝現身 現在，大廚開始學習食物的語言，不再以食譜記錄經典菜餚 以風味為字彙，創意為文法 組合出美味又令人驚豔的料理 《風味聖經》的出版，前後共花了八年時間。出版的時間，正好見證全球廚藝領域達到一個新的轉捩點：廚師，無論是專業或業餘，都意識到食譜對廚藝的限制。他們不再滿足於既有的風味組合，而試著創造出自己的料理。 另一項歷史性的轉變是：食材無國界，料理也不再用地域來界定，而是以「風味」來定義。 當我們解析料理文化，會發現其根源正是風味組合：只要把某些食材放在一起，便能搭配出特定的文化風味。 料理經歷這般革新，廚師帶著新的理解來運用食材，烹飪的天地因而變得更開闊；對食客來說，新的知識也帶來新的口腹之樂，我們學會更多「語彙」去理
解口中感受到的風味。也因此我們需要新類型的「烹飪書」，不再以食譜來記載經典菜餚，而是藉由大廚的創造力，激發出各種和諧的風味組合。 《風味聖經》是一本導遊書，以數十位美國最富創意大廚的多年經驗，帶你認識香草、香料和其他調味料等數百種食材，以及這些食材的組合，為料理開創最大的可能性，並創造出多元的感官之樂。 ‧ 一一探索鹹、酸、苦、甜四種主要味道，以及調和這些味道的方法。 ‧ 認識哪些風味是相近的，依據直覺發揮不同食材的特色。 ‧ 運用特定食材和技巧製造出層次感，讓風味變得更深厚或更清爽。 ‧ 平衡烹調在物理、情感、理智、心靈各方面的元素，教你製作出一頓別開生面的出色佳餚。 ‧ 優遊於全美大廚的烹飪祕訣、思考以及私房菜。 作者簡介 | 凱倫‧佩吉與安德魯．唐納柏格近來在法國 L"Ame et L"Esprit 雜誌上，獲選為「國際廚藝傑出人物」。兩人撰寫的食物類用書本本精采，不但具突破
性，更推動美國廚藝界的革命。作品包括What to Drink with What You Eat、Becoming a Chef、Dining Out、The New American Chef。這些作品並榮獲「美食家世界食譜書大獎」（Gourmand World Cookbook Awards）、喬治杜伯夫（Georges Duboeuf）2007年最佳用書、國際專業廚師學會（IACP）2007年最佳烹飪用書、詹姆士比爾德基金會（JBF）2009年最佳用書。2007年，凱倫和安德魯亦成為《華盛頓郵報》的葡萄酒專欄作家。 凱倫‧佩吉畢業於西北大學和哈佛商學院，安德魯．唐納柏格則在傳奇性人物馬德蓮‧卡曼（Madeleine Kamman）創立的「美國主廚學校」中學習廚藝，並在紐約和波士頓等頂尖餐廳擔任專業廚師。 作者目前住在紐約市，個人網
站：www.becomingachef.com 攝影者｜ 貝瑞‧薩爾茲曼（Barry Salzman） 生活、食物、旅遊類的專業攝影師，曾獲得國際性的「金光獎」（Golden Light Award）。作品散見於各大出版品如《浮華世界》、《VOGUE Entertaining + Travel》等。個人網站：www.barrysalzman.net 譯者簡介 | 黎敏中、蕭秀姍，合譯有《到底要吃什麼》、《笛卡兒的祕密手記》等。長年旅居比利時，天天下廚，但在翻譯此書期間，才開始真正看懂餐館菜單。
Joshua Weissman: An Unapologetic Cookbook. A #1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Joshua Weissman 2021 How can you know if something is your favourite if 50 to 80 percent of the stuff you've been eating was made by someone else? Butter, condiments, cheese, pickles, patties, and buns. For a superior and potentially even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you can make these from scratch. Create the building blocks necessary to make the greatest meal
of your life. Joshua Weissman will instruct you with his irreverent humour, a little bit of light razzing, and over 100 perfectly delectable recipes. Print run 100,000.
Joshua Weissman-Perryman Perryman Press 2021-06-16 ⭐⭐ JOSHUA WEISSMAN BIOGRAPHY BOOK ⭐ ⭐ Most people didn't know Joshua Weissman until he first released his book, Slim Palate Paleo Cookbook in March 2014 at just the young age of 16 and after losing 100 pounds the same year. Surprisingly though, many people still have some of the most pressing questions in their mind, which are, who is Joshua Weissman? Is Joshua Weissman a chef?
⌛ ⌛ Well, apart from being a young American chef and author who is known for sharing his recipes and cooking tutorials through YouTube, Instagram, and TikTok, there are a many things about this super talented young American chef that will certainly amaze you and make you love him the more. ⌛ ⌛ In this book of Joshua Weissman's Biography, you will learn everything possible to know about him right from his early days. ⭐Contained In This Book
Are: ⭐ His early life Education Personal life Relationship Quitting his job Net Worth Recipes Cooking style Cookbook And lots more Click BUY NOW and get your copy TODAY! ⭐
安東尼.波登之廚房機密檔案-Anthony Bourdain 2010-07-0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Kitchen Confidential: Adventures in the Culinary Underbelly by the famous Anthony Bourdain, host of Anthony Bourdain: No Reservations.
環遊世界做蘋果派-Marjorie Priceman 2018
Joshua Weissman: Un Libro de Cocina Sin Complejos-Joshua Weissman 2022-03-22
控制-吉莉安•弗琳 2013-04-26 2012年《紐約時報》年度暢銷小說冠軍 年銷量大破2,500,000冊，超越《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三部曲 出版至今盤踞Top5超過40週，按讚口碑驚傳不墜 Goodreads.com年度最多讀者票選小說第1名 吉莉安.弗琳榮登亞馬遜「懸疑小說作家」排行第1名 華文出版首席譯者施清真最新譯作 男人其實都愛酷女郎，酷女郎其實都是騙人的ｘｘｘ 愛得癡不如愛得狠! 他是尼克，他說：去死吧，我愛你！ 一則披著懸疑小說外衣的愛情故事， 一本讀完之後，欲罷不能，心有不甘，不得不從頭再看一遍的小說 試問世間男女，想要永遠在一起，重要的是愛情還是麵包？ 答案是「控制」。 一對具有完美吸引力的男女，加上一連串精心設計的失聯、抹黑、陷害、嫁禍、謀殺、互相比拚誰有強大的腦、鋒利的嘴和堅決的心，誰就在愛情大寨裡佔地為王。 本書作者吉莉安．弗琳以尖銳筆鋒和深沉算計，重
新詮釋當代男女關係，創作出改寫暢銷排行紀錄的年度風雲小說，結局驚人震撼。愛不愛，都要佩服得五體投地。 一想到愛咪，我的腦海總是浮現她那顆頭顱。好像一顆閃亮、堅硬的玉米顆粒，各個角度都帶有俏皮的味道。你輕易就可以想像她頭蓋骨的輪廓。 我到哪裡都認得出她那顆頭顱。 還有她腦子裡想些什麼。我可不會忽略她的思緒。她的大腦小腦圈圈纏繞，種種思緒穿梭其間，好像瘋狂爬行的蜈蚣。確實，「惹惱她的人都會遭殃。」 愛咪已經失蹤五天了。「愛咪，是我殺了你嗎？」你在想些什麼？你的感覺如何？你是誰？我們對彼此做了什麼？我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回家吧，回到我的身邊（妳他媽的ｘ女人）。回家吧，這樣一來，我才可以……。」 ?原文書名〔Gone Girl〕一詞，在字面意思除「失蹤女子」之外： 「Gone」另有神奇（wonderful）、傑出（excellent）的意思。爵士樂界會用以形容最厲害的 另外，在
二戰後「垮掉的一代」作家中，常用gone girl表示這女子是個cool girl。. 作家傑克．凱魯亞克名作《在路上》一書，就曾以Gone Girl描述一名酷女郎 。
我在雨中等你 【暢銷十萬冊約定紀念版】-賈斯．史坦 2015-10-29 ★觸動全球400萬讀者，千呼萬喚約定紀念版 ★今年最有溫度的小說──你，會在哪一段哽咽？ 你的心，決定你所看見的──因為，眼睛往哪裡看，車子就往裡去。 當一隻狗擁有了人類的靈魂，世界在他心中會是什麼樣子？ 尤其這隻狗的主人，並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個雨中賽車的高手…… 恩佐是一隻擁有人類靈魂的狗。他仔細觀察主人丹尼的一舉一動，以幽默、犀利和關愛的眼光及口吻，引導讀者沉浸在溫暖而感人至深的故事裡。透過丹尼，恩佐發現「雨中賽車」的比喻，以賽車手在賽道上的技巧，成功駕馭人生道路上的考驗與難關。 【作者簡介】 賈斯．史坦 美國知名暢銷作家，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碩士。畢業後以製作紀錄片為業，多年來參與執導、製作與協製，多次獲得獎項。1998年以小說首作《渡鴉偷月》在文壇初試啼聲。2005年推出《單身伊凡》，獲
頒2006年太平洋西北書商公會圖書獎，並榮獲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 2008年，史坦的代表作《我在雨中等你》由美國出版鉅子Harper Collins 以超過百萬美金天價奪得全球英語版權。出版後迅速空降《紐約時報》排行榜，並且就此在榜上長踞達三年之久，讓全球35國讀者潸然淚下，主角「恩佐」的名號也廣為人知。為回應讀者的熱烈迴響，史坦更將恩佐的故事改寫為青少年版與兒童繪本，並與西雅圖劇團合作改編為舞台劇。環球影業已搶下小說改編權，即將搬上大銀幕。 史坦出生並生長於西雅圖。他的母親是阿拉斯加南部的特領吉族印第安人與愛爾蘭混血，來自布魯克林的父親則是奧地利猶太移民的後代。史坦長大後移居紐約長達18年，目前又重返西雅圖與家人同住，還養了一隻叫彗星的狗。 他的最新創作《不曾遠去的約定》，靈感出自他與已故父親的相處經驗，精湛的親情描寫再次令讀者深深動容。 作者網
站：www.garthstein.com 【恩佐語錄】 ▍你的心，決定你所看見的——我們是自我命運的創造者。 ▍眼睛往哪裡看，車子就往哪裡去。賽車時，車子打滑，駕駛若一直盯著牆看，就會撞上那道牆。 這個世界之所以能限制一個人，其實是因為你的意志軟弱�o�o真正的冠軍可以完成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任務。 ▍「賽車手沒有記憶」。我骨子裡是個賽車手，賽車手絕不會讓已經發生的事情影響正在發生的事情。 ▍賽車手不應該怕雨，賽車手應該擁抱雨。你的腳要踩得非常輕，好比煞車踏板上放了一顆雞蛋，而你不想把蛋弄破。在雨中開車就是這麼回事。 ▍你要相信車只是身體的延伸，賽道是車子的延伸，而雨是賽道的延伸。要相信你不是你；你是一切，而一切就是你。 ▍真正的英雄是有缺陷的。冠軍的真正考驗不在於他能否成功，而在於他能否克服困難，而且困難最好是來自於他自身的缺點。 ▍一個駕駛不能因為車道上的意外
就對另一位車手發脾氣。你只能氣自己在不當的時間出現在不當的地方。 ▍人們總是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且難以保持鎮靜，無法先專注當下而暫時不要擔憂未來。人們通常對於自己所擁有的並不滿足，反而對於自己「即將」擁有的東西感到憂心忡忡。
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图像小说 4）-乔治·R.R.马丁 2019-07-01 第四册故事由提利昂带领野人部落与父亲泰温·兰尼斯特会和开始。罗柏·史塔克率军南下，取得三岔河战役的胜利并抓获詹姆·兰尼斯特，获得了与王室谈判的筹码；同时，在部下的拥簇下，罗柏称北境之王。君临城中，艾德·史塔克为保护女儿，放弃名誉，承认了自己的叛国罪行，然而新国王乔佛里不顾母亲瑟曦·兰尼斯特和未婚妻珊莎·史塔克的阻拦，竟下令斩首艾德·史塔克。卓戈卡奥意外受伤，丹妮莉丝于悲痛中亲手结束了丈夫的痛苦，并带着三颗龙蛋走入火葬仪式。出乎意料的是，大火焚烧殆尽后，丹妮莉丝完好无损，三只小龙也终于从风化的龙蛋中破壳而出，众人拜丹妮莉丝为女王。自此，异鬼初现，真龙降临，七大国纷争将始，维斯特洛大陆再续远古传说。
红色羊齿草的故乡-Wilson Rawls 2019-03 本书讲述了:男孩比利凭借艰苦劳作,买下了心仪已久的一对猎犬.比利和爱犬形影不离,一起捕捉浣熊.而在狩猎时,老丹用生命守护了比利,小安追随老丹而去.之后,比利在爱犬的坟头看见了传奇的红色羊齿草.
鬼妈妈-盖曼 2005 Looking for excitement, Coraline ventures through a mysterious door into a world that is similar, yet disturbingly different from her own, where she must challenge a gruesome entity in order to save herself, her parents, and the souls of three others.
老人與海-海明威 2016-02-24 為了不失去所愛的人，她寧願活得像寄生蟲。 「她以寫作，做了自己的切片，做了母女關係的篩檢，她就是那個怪胎家庭羅曼史深處，受陰翳餵養而長大的女孩。」——楊佳嫻 「這些年來，我歷經休學、憂鬱症發作、自殺未遂、強制入院……現在雖然情況比較穩定了……但在金錢和情感方面，我依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著父母，就像是一條寄生蟲。」——林蔚昀 詩人╱譯者林蔚昀首部散文著作。林蔚昀的媽媽是一位寄生蟲學家，這注定她的成長經驗和別人不一樣。別人的媽媽帶孩子去東京狄斯奈樂園，她的媽媽帶她去日本目黑寄生蟲館。別人的媽媽看到街上的狗屎是趕緊繞道並告訴小孩不要踩，她的媽媽則是像撿到寶一樣把它打包回家塞進冰箱，準備第二天帶到學校去研究。別人的媽媽也許會誇讚他們好可愛，她的媽媽則是在女兒進入青春期後就不再誇讚她可愛，反而誇讚寄生蟲和蛆很可愛。 林蔚昀一直以為，
媽媽只是興趣比較特殊，其餘和一般人沒有兩樣。直到媽媽在身體裡養起寄生蟲，引發家庭革命，她才意識到自己一點也不瞭解媽媽。 她以從小熟悉的寄生蟲為喻，寫下二十五則家族和個人的生命故事。帶著距離的幽默角度回顧生命最痛的傷疤，從台灣高中休學，赴英國留學再到波蘭生活，努力在異鄉尋找歸屬，最終以自己的方式重建人生。如實來寫的文字令人動容，一部從寄生到獨立的女性成長史。 名人推薦 王浩威、王聰威、吳億偉、郝譽翔、許佑生、楊佳嫻 感動推薦 如此猥瑣卑微又如此美麗強大。赤裸裸呈現自身情欲流淌、愛恨交織的女性家族史書寫。——王聰威（小說家） 林蔚昀把傷與愁寫得那麼細膩，血和痛都生出了地圖。人生最難纏的是心頭的顛，她以幽默領路不急著逃，直搗傷疤就算一碰就疼。她的破碎展示了完整，寄生蟲最終幻化成蝴蝶，不飛也是風景。——吳億偉（作家） 這是一本自傳散文，也是人際關係、親子教養、心靈療癒之書，
總之，它觸及到了作者內心的最深處，但也同時觸及到現代人所面臨的種種生命課題，所以這本書彷彿是面鏡子，而每個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身影！——郝譽翔（國北教大語創系教授） 多年前剛認識蔚昀，她以匿名在我書寫憂鬱症的奇摩部落格，總留下長文回應。那時讀蔚昀的掏心分享，給了我很大療癒。後來，才知道她是出色的作家，細讀她的文字，勇於揭露成長中的傷痕，並深刻、誠懇地記錄她在傷痕中，如何進行自我療癒。前後階段的兩個蔚昀，都讓我感動不已。請跟她的文字交談，她也會打動你！——許佑生（作家、性學家） 林蔚昀這部散文集，有些地方讀起來是佛洛伊德寓言，有些地方讀起來是暗黑版童書；如此誠實，誠實到不堪的境地，而又不堪到使人不忍。她以寫作，做了自己的切片，做了母女關係的篩檢，她就是那個怪胎家庭羅曼史深處，受陰翳餵養而長大的女孩。——楊佳嫻（作家）
饥饿游戏2:燃烧的女孩-苏珊?柯林斯 2013-10-01 第七十四届饥饿游戏已经结束，凯特尼斯出人意料地活了下来，她和“恋人”皮塔将会过上安定闲适的生活然而，噩梦才刚刚开始此时，十二个区也暗波涌动，凯特尼斯竟然成了反叛的象征情窦初开的凯特尼斯陷入爱情的纠结中不能自拔，狩猎伙伴盖尔和竞技场“恋人”皮塔让她难以取舍盖尔和皮塔都深爱着凯特尼斯，为了不让凯特尼斯痛苦，他们不约而同地冷落疏远她第七十五届饥饿游戏“世纪极限赛”的赛制是，选手是历届获胜者，他们中只有一人能存活凯特尼斯又将重返杀戮赛场凯特尼斯没有未来，她只有一死，才能挽救皮塔，这是对皮塔深情的最后报答，爱情与友谊，真诚与猜忌，血腥与牺牲，越来越扑朔迷离……
永遠愛妳-Robert N. Munsch 1999 A story about how a little boy goes through the stages of childhood and becomes a man, and about the enduring nature of parent's love and how it crosses generations.
怪奇孤兒院-蘭森．瑞格斯（Ransom Riggs） 2018-03-01 亞馬遜網路書店2011年度百大！ 紐約時報銷售排行第一！ 每張照片都有故事，有的很溫馨，有的很詭異。 最重要的是，這些照片，都是真的…… 從小，雅各的爺爺為他說的床邊故事十分與眾不同，他會一遍又一遍地說著自己童年時的詭異故事：在英國威爾斯的孤兒院裡，院長是會變成大鳥的隼夫人，院童中有不用繩子綁住就會飄到空中的小女孩，後腦杓有第二張嘴的人，當然，還有一個透明的男孩。 小時候的雅各對爺爺的故事深信不疑，但隨著時間過去，長大的他認為那只是些重複曝光的舊照片，爺爺只是個想像力豐富的老人，畢竟，這世上怎麼會有飄在空中的小女孩呢？ 但在那一天，他看到了。 雅各親眼看到爺爺故事中的「怪物」。 那一天，怪物在雅各面前襲擊爺爺、奪走他的生命。雅各開始明白，爺爺說的不是故事，是他真實經歷的一切。他也記得，在爺爺斷氣
之前，抓著他的領子對他說：「去找大鳥、去圈套裡、去告訴他們發生了什麼事……」於是，他決定完成爺爺的遺願，前往威爾斯的怪奇孤兒院、尋找隼夫人。不管這是否代表怪物將會盯上他，把他當作下一個目標…… 照片是祕密的祕密， 它告訴你的越多，你知道的越少。 ──攝影師 黛安．艾巴斯 蘭森．瑞格斯在馬里蘭州的牧場長大，因為牧場實在無聊，所以閒來無事只能跟自己玩耍。小時候的他對於照片特別感興趣，很愛看圖編故事。後來雖然搬到了佛州這個熱鬧的城市，但也沒有好一點，在網路和電視台都不太發達的年代，他依舊很無聊。於是看圖編故事的習慣便一路持續。 數年前，他開始收集照片。因為知名攝影師的照片實在很貴，所以他把目標轉往跳蚤市場。在跳蚤市場裡，你可以找到蒙了灰的寶石，也可以找到別人用過的水壺、杯具等生活用品。然而，抓住他目光的卻是一張張泛黃、老舊的生活照。 最早，瑞格斯本來只打算集結蒐集的照片，
個別編寫圖說、出版成冊。但他的天才編輯覺得，既然能幫每張照片編故事，怎麼不直接用這些照片寫成一個故事呢？ 在編輯提出建議後，瑞格斯似乎也覺得有趣，於是就這麼做了。 把這些照片串連成故事並不容易，要獲得充足的、適合入故事的照片也不容易。所以，他開始尋找跟他一樣喜歡蒐集老照片的收藏家。在這些收藏家的幫助下，他終於完成了這本小說。在書後，瑞格斯亦一一列出照片的擁有者，一一致上感謝。 這些又黃又舊、殘破不堪的老照片散發出濃濃的故事氣息，它好像總是有話想說，你也忍不住猜測，在鏡頭的另一端是怎樣的光景：是誰照下了這些照片？照下相片時的天氣如何？這張照片後來收在誰的抽屜？又是為什麼來到了跳蚤市場？ 奇妙的是，如果不論照片是黑白或老舊，有些照片其實是很平常的。然而，就因為多了歲月留下的斑駁、泛黃，照片便生出一種詭異陰森的氣味，這是一種因為時間流逝而產生的距離感，也是數位相片怎麼也無
法記錄的光陰痕跡。 在看完這本小說後，也許你會有種想去翻看舊照片的衝動；又或者，會想要把數位照片洗出來，放在抽屜裡十年八年。說不定還可以為那照片寫下一個故事。 未來的事，誰知道呢？
暮光之城：蝕-史蒂芬妮‧梅爾 2009-02-04 【得獎資訊】 《暮光之城》系列榮獲各界好評 紐約時報主編精選 出版人週刊年度最佳好書 亞馬遜網路書店：最近十年來最佳好書 榮登青少年雜誌的暢銷書排行榜 獲選美國圖書館協會的青少年十大最佳叢書之一 本書目前已經有超過20種語言的譯本 【內容簡介】 有三件事我很確定： 第一、愛德華是吸血鬼 第二、出於天性，他渴望喝我的血 第三、我無可救藥地愛上他了…… 西雅圖發生了一連串的殺戮事件，一個心懷惡意的吸血鬼持續進行復仇的搜索行動，貝拉發現自己再次身陷險境。處在危機之中，她被迫在最愛──愛德華，與好朋友──雅各間做出選擇，她知道，她的決定可能會在吸血鬼與狼人族群間激起無盡的戰爭。 隨著畢業即將到來，貝拉還得做出另一個決定：生還是死？但，什麼是生？什麼是死？
祕密-朗達．拜恩 2020-04-01 全球銷售近3500萬冊，近代最暢銷心靈勵志經典，影響全世界數千萬人生命！ 台灣狂銷超過120萬冊，史上最暢銷書籍！ 改編電影即將上映，《蝙蝠俠：開戰時刻》凱蒂•荷姆絲╳《賽道狂人》喬許•盧卡斯領銜主演！ ★獲各大公司團體大宗訂購為員工、客戶贈禮。 ★《商業周刊》第1059期封面故事「好事吸引力」重量級報導：你看了《祕密》沒？ 《商業周刊》第1086期，創辦人金惟純說：其實我們公司就是《祕密》這本書所述說的最佳見證！ ★創下美國賽門•舒斯特出版史單月再版破200萬本、四個月銷量破500萬本紀錄。 ★《出版人週刊》預測《祕密》將成為史上最暢銷的勵志書。 ★橫掃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澳洲……各大排行榜第一名，目前已發行50國語言。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歐普拉、賴利•金強力推薦。 ★榮獲「諾提勒斯書獎」（Nautilus
Book Award，該?項的用意是鼓勵對提升社會福祉，提升人類在心靈、生態意識上的層次與價值有卓越貢獻的作家與書籍）。 ★本書編者朗達•拜恩於2007年5月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2011獲英國《沃特金斯評論》選為100位在世的最具精神影響力人物。 在你手上的，是一個至大的祕密…… 一名澳洲電視工作者，有一年，父親突然身故、工作遭遇瓶頸，家庭關係也陷入僵局。就在人生跌落谷底、生活即將崩潰時，偶然間讀到一本百年古書，發現了一個生命中的重大祕密，而過去知道這個祕密的，竟然都是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柏拉圖、莎士比亞、牛頓、雨果、貝多芬、林肯、愛默生、愛迪生、愛因斯坦。她不禁要問：「為什麼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呢？」 於是，她開始組織一個工作團隊，尋找當世知道這個祕密的人。他們都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並且現身說法告訴你： 了解這個祕密，就沒有做不到的事；不論
你是誰，你想要什麼，這個祕密都能給你！ 你天生擁有享受美好事物的權利！ ★席捲台灣！ 中文版尚未推出就獲《文茜世界週報》搶先報導！ 戴勝益、姜淑惠、陳文茜、徐仁修、許添盛、李欣頻、陳藹玲、胡志強、黃俊中、羅文嘉……感動推薦！ 前台中市市長．胡志強： 祕密，不再是祕密！ 今年生日前，台中市府同仁為我舉辦了一場慶生會。 車禍受重傷、死裡逃生的太太也來參加，她臉頰帶著傷痕，卻笑得很燦爛。我在接受媒體訪問一時情緒激動，潸然落淚。之後很多朋友都開我玩笑：「天啊，你實在太會哭了！」還封我是「本年度最深情的男人」。 這陣子，我好像經歷一場噩夢，每次都希望醒來的時候看到不同的結局。可惜，這不是夢…… 幸運的是，在醫療團隊的大力幫忙與全國民眾的祝禱祈福下，太太奇蹟似地漸漸康復。雖然失去一隻手，她仍然十分勇敢和堅強，讓我心疼，也令人佩服。未來，除了為她裝上義肢，我將當仁不讓地成為她的「另
一隻手」。 回想半年前，就在我最脆弱的時刻，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為我們祈福，讓我深感台灣真是個善良的地方，我也會永遠記住台灣人民的善良。沒想到我說出內心的感動與心聲之後，引來更多的迴響和善意。冥冥中有股很強大的力量，充滿著溫暖的愛與祝福，讓太太轉危為安。 此時讀到《The Secret祕密》這本書，真是心有戚戚焉。書中提及「愛和感恩，可以解除我們生活中所有的負面性────不論以什麼形式。愛和感恩能夠移山倒海，創造奇蹟；愛和感恩，能夠消弭任何疾病。」 書上又說人們身上「有三個在運作中的巨大力量：感恩的療癒力、接收的信心力，以及歡笑和喜悅消除體內疾病的治療力。」 心念是看不見的，卻如電波產生強大的力量，突破時空的障礙，無遠弗屆。事實上，我也從太太身上看到驚人的效果。由於她獲得來自家人親友與民眾強烈的能量和關注，如今充滿元氣，往很正面的方向前行。 而書中德蕾莎修女的例子，也
讓我印象極為深刻。她說：「我從不參加反戰的遊行，等到有倡導和平的遊行再找我吧。」 她的意思是，與其「反戰」，不如以「支持和平」取代之；如果有意「反飢餓」，應該去「支持人人都有飯吃」；如果你「反對」某個政治人物，那麼就去「支持」他的對手。「正面支持」絕對比「負面反對」帶來更大的動力。 這本書中很多動人的例子，都在反覆告訴我們：努力當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凡事都能積極地朝正面思考，更可幫助我們「心想事成」。 沒想到所謂的「祕密」，竟然是這麼「簡單」的道理啊！ 在六月舉行的台中市教育志工大會上，我和太太唱著「感恩的心」這首歌，心中感慨萬千。我們感謝來自各方的祝福，也將在生活中祈求祝福的力量，並為一切的人和事物祝福。 是的，只要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王品集團前董事長．戴勝益： 任何人在遇到問題時都一樣，一遇到問題，便不敢面對，拚命地逃避，那終究會被困難打垮的。反之，面對難題的態
度，若能虛心以對，誠心處理，絕不逃避，一定能逢凶化吉，徹底的把困難化解掉。 人最大的問題，往往是逃避，而不是問題本身！ 正如《祕密》書中所提，「要改變你的狀況，首先必須改變你的想法」，做到如此，成功離你不遠了！ 健康之道中心．姜淑惠醫師： 穿透天神的戲法 希臘神話曾載著：天神共議到底要把人類所擁有的「祕密」寶藏藏到哪裡，以免被人類找到？或高山，或深谷，或海底……均被否決。最後決定藏在一個最安全、最神祕、人類永遠找不到的處所。天神所設的祕密處，如今卻被大公開了，無盡藏的開採盡在此書中。 廣告創意人、作家．李欣頻：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本魔術書，能讓你從絕境中脫困，瞬間感受海闊天空，那就是《The Secret祕密》。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本幸福書，能讓你離苦得樂，感覺創意活力源源不絕，那就是《The Secret祕密》。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本魔法書，能讓你擁有心想事成的能力，「每」夢
成真，那就是《The Secret祕密》。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本真理書，讓你瞬間了悟你才是這宇宙真正的創造者，那就是《The Secret祕密》。 《The Secret祕密》，是引發我寫出《推翻李欣頻創意學》最重要的一本書。現在，我就把這最終的創意祕密告訴你！ 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陳藹玲： 從小就認為自己是一個特別幸運的人，讀了這本書、方知自己的幸運正和這個「祕密」有關！ 作者深入鑽研、系統化的整理讓人一看就明瞭此祕密的精髓、實用方法，以及對人生的大用。 人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佛理上的「萬法唯心造」，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凡事善解，都闡述同理。其實，看完本書之後，最大的課題不是「祕密」有沒有效，因為它一定有效；而是，該怎麼用才對？我建議，「祕密」加上善用它的智慧，才有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好處。 ★不再是祕密：讀完《祕密》，中了9億！ 〈聯合報頭版〉常捐款行善 讀「祕密」圓
夢╱〈蘋果日報頭版〉中獎人形容中獎是「命中注定」╱〈中國時報〉太太按書祈願╱〈經濟日報〉大樂透得主有「祕密」╱〈NOWnews〉看祕密寫祈禱文願望成真╱〈yam天空新聞〉慨捐2.1億，大樂透得主有祕密╱〈澳洲中文報〉中獎不只是運氣，得主有祕密╱〈卡優新聞〉中大獎祕訣在《祕密》╱三立、中天、東森、年代、非凡、民視、TVBS、台視等媒體熱烈報導 ★轟動世界！ ◎賴利金在CNN節目三度現場訪問，他表示：「我學到許多關於生命的祕密，希望每個人都能受惠。」 ◎歐普拉在英文版推出後一個月之內兩度訪問本書作者及來賓群；三個月後，歐普拉在自己的《歐普拉雜誌》五月號以社論再度推薦本書：「這讓我感到震驚！」她發現自己原來一直都是依此為信念，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妮可基嫚表示，《The Secret祕密》簡單明瞭又充滿智慧，幫她度過了婚姻難關。 ◎《出版人週刊》形容，本書可成
為這個時代的《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從來沒有人能如此打破美國大眾被高估的絕望與不幸福。 ◎《新聞週刊》雜誌封面報導、《人物》雜誌、《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底特律新聞》、《芝加哥時報》、《哈特福新聞報》、《出版人週刊電子日報》、《奧馬哈世界前鋒報》，以及NBC、CBS、ABC、CNN等電視台各大訪談節目及媒體報導。 ◎銷售冠軍！ ◤《紐約時報》書榜冠軍 ◤Amazon書榜、DVD雙冠軍 ◤《今日美國》（全球發行量最大報紙）書榜冠軍 ◤《華爾街日報》書榜冠軍 ◤《出版人週刊》書榜冠軍 ◤《舊金山紀事報》書榜冠軍 ◤《丹佛郵報》書榜冠軍 ◤北卡羅萊納獨立書商協會書榜冠軍 ◤Book Sense書選書榜冠軍 ◤尼爾森圖書調查公司Bookscan銷售冠軍 【作者簡介】 朗達•拜恩（Rhonda Byrne） 就像每個人一樣，朗達已經走在自我探索的
旅途上。循著這個探索之旅，她凝聚了一個超強的團隊，從作家、神職人員、教師、影像工作者、設計及出版等相關人員，把這個祕密推廣到全世界，帶給全球逾千萬人喜悅的轉變，並因此入選《時代》雜誌2007年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 本書作者群： 企業家亞薩拉夫、思想家貝奎斯、財富訓練師布勞爾、《心靈雞湯》作者坎菲爾、整脊醫學權威迪馬提尼醫師、風水師戴蒙、TUT創意公司創辦人杜利、超理性財富課程創辦人道爾、《塞多納術》作者多斯金、奇蹟先生古德曼、《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自金星》作者葛瑞博士、量子物理學家海傑林博士、勵志演說家哈利斯、物理學家強生博士、財務策略師朗梅爾、個人啟能倡導者妮可絲、卡內基傳人普克特、潛能開發專家雷、理財專家希爾莫、勵志作家許莫芙、行銷專家維泰利博士、心理學家維特利博士、《與神對話》作者沃許、物理學家吳爾夫博士。 【譯者簡介】 謝明憲 台灣宜蘭人，台科大應
用外語系畢。 目前從事文字、影片翻譯。
姊妹-凱瑟琳．史托基特(Kathryn Stockett) 2010-08-05 ◆2009年美國出版界奇蹟！ ◆長踞亞馬遜網路書店總榜第一名，數千名讀者5顆星落淚推薦 ◆銷量突破4百萬冊！版權授出近40國！ ◆《紐約時報》2009年度暢銷榜第二名，僅次於丹‧布朗《失落的符號》 ◆《出版人周刊》2009年度暢銷榜第六名 ◆《今日美國》2009年度圖書第一名 誰在我們之間劃下一條分界線？ 1962年美國南方密西西比州。22歲白人女孩史基特剛從大學畢業返鄉，她夢想成為作家，但她的母親認為一椿好婚事才是女人的依歸。史基特從小由女傭帶大，女傭是她傾訴心事的好朋友，然而這次回來女傭也失蹤了，沒有人知道去向。 機靈能幹，內斂沉著，曾帶大十七個白人小孩的54歲黑傭愛比琳，在兒子兩年前因雇主疏忽而意外死亡後，她的內心世界起了變化，她在史基特的朋友李佛太太家當幫傭，照顧兩歲的小女孩。 黑傭
米妮，是愛比琳最好的朋友，矮小肥胖，廚藝了得，除了一身潑辣性格使她時常丟工作，一直到鎮上新來一戶人家才讓她找到幫傭之職。新來的漂亮女主人對待米妮如同姊妹，只是女主人看似心事重重還行跡可疑，而鎮上的其他女士也不歡迎她。 某日，史基特的朋友希莉起草一份衛生計畫，她恐於黑人身上帶有病毒，建議為幫傭另蓋廁所。對此感到不平的史基特，決意著手一個謂為大膽的寫作計畫：採訪黑傭在白人家庭的工作甘苦，並寫成一本書…… 愛比琳、米妮，和善良的史基特、接二連三的黑人遭虐事件，以及一個「幫傭專用廁所」事件，使得這些女人在保守的60年代不分黑白地首次相聚：黑傭訴說人生，白女孩記錄並改造故事。像發動寧靜革命，也像是拋磚引玉，有越來越多黑傭願意訴說自己的故事，在膚色黑白分明、道德黑白卻模稜兩可的年代，她們的相遇是民權運動發生前黑白之間搭起的最初橋梁。或許是真的，不管有多麼危險，「這本書」真能
順利出版，讓她們的聲音被世人聽見…… 本書分別透過三位女性的告白，以充滿感情的筆調，將人類追求夢想、自由與平等的渴求與良知淋漓展現，將愛與痛苦，恨與信仰，恐懼與勇氣交織其中。 【媒體讚譽】 ‧頂尖職業婦女 王文靜（商周媒體集團執行長）．小S 感動推薦 ‧一部超越階層、種族的和諧之作，呈現一份人與人之間溫暖入骨的情誼──《時代周刊》 ‧「卡瑟琳•史托基特收集的故事尖銳無比且震撼人心，它們給予黑人群體希望與驕傲……這部作品充滿自信、真誠和歷史感，註定登上暢銷排行榜。」──《出版人周刊》 ‧如飢似渴地讀完本書，五十年前的密西西比社會浮現眼前，生活的真實亦不過如此。數度感動落淚，對朋友、父母子女之間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認識。怎樣讓心與心之間自由擁抱，愛比琳、尤吉妮亞和米妮說出了最佳答案：愛，信任與相助。──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評論 ‧即使在看起來最客觀的居家敘事中，也隱藏無盡的
情感和親密，彷彿有個按鈕被啟動，這本小說瞬間風行。──《紐約時報》 ‧我熱愛這本書。凱瑟琳•史托基特塑造出的人物熠熠生輝，將一個張力十足而真實可信的故事呈現於我們面前。愛比琳、米妮和尤吉妮亞三人雖身分懸殊，卻在險惡的環境下攜手共進，它告訴我們即便是普通的女性也能締造非凡。──吉爾۰康納۰布朗《紐約時報》暢銷書天后《甘薯皇后》作者 ‧凱瑟琳•史托基特的首部小說韻味十足、錯落有致地講述了一個震撼人內心的真實主題。──《華盛頓郵報》 ‧故事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市，交匯著私人歷史和公共歷史，讀畢受到深刻而飽滿的激勵。──《出版人周刊》 ‧凱瑟琳•史托基特的《姊妹》是2009年書市的一匹黑馬。 ──《今日美國報》 ‧優雅、真實、讓人情不自禁往下讀的小說……如果你所在的讀書俱樂部不知道下個月要讀什麼書的話，務必力薦本書。──美國《娛樂週刊》 ‧所有人都在告
訴其他朋友應該一讀這本書，這本書的時代到了。──艾米•安霍爾（美國《姊妹》出版社Amy Einhorn Book副社長） ‧書中每次戰勝憎恨與恐懼，取得微小而堅定的人性上的勝利，總讓我無法自已感到無比驚險，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本書。 ──桃樂西•弗蘭克（《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 ‧這是我今年讀過的最好看的書，怎麼推薦都不過分，我甚至覺得應該拍個電影出來。故事緊扣你心，使你愛不釋手，你甚至聞得到密西西比街道那已然遠逝的味道，棉花田裡的勞作，玉米餅在爐上蒸烤。──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JK8 ‧史托基特果然天縱奇材，她筆下的人物，不論黑人或是白人，都是那麼血肉豐滿栩栩如生。我逢人必薦此書，千萬別錯過這本珠玉滿紙，橫空出世的處女作。──喬希林۰傑克遜（暢銷小說《主在阿拉巴馬》作者）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刺青師的美麗人生-Heather Morris 2019-09-25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Tattooist of Auschwitz.
美国式婚姻-Tayari Jones 2019-11-15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An American Marriage
一九八四-奥威尔 2018-01-01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他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奥威尔主义” 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蒼蠅王-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 2021-01-01 【全台唯一正式授權，十週年紀念版】 ☆全新名家設計書封 ☆新增全球獨家名人推薦序 ★《時代雜誌》評選威廉‧高汀為1945年以來最偉大的50名英國作家之一 ★榮獲「美國圖書館協會」精選1990-1999年 百大最具爭議性的小說之一 ★被《時代雜誌》評選為1923-2005年 百大英語小說之一 ★榮登「當代圖書館」20世紀百大英語小說之一 ★與《麥田捕手》並列美國大學生最愛的小說 ★《飢餓遊戲》作者蘇珊‧柯林斯少年時期最愛的小說 ★吳曉樂（作家）、馬欣（作家、影評人）、潘柏霖（人類） 專文推薦 ★九把刀、甘耀明、李家同、李秀貞、洪蘭、既晴、曾志朗、張碧娟、銀色快手、蔡淑媖 名家推薦（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史蒂芬‧金：「我希望自己也能寫出像《蒼蠅王》這樣的傑作！」 ＊＊＊ 「──不然，」蒼蠅王說道，「我們就會要了你的
小命，明白嗎？傑克、羅傑、莫里斯、羅伯特、比爾、小豬，還有拉爾夫，會要你的命，懂嗎？」 戰爭爆發。一群孩子搭乘飛機避難，不料途中卻遭到攻擊，迫降在無人的荒島。所幸美麗的珊瑚礁島猶如世外桃源，孩子們在這裡一面等待救援，一面想辦法建立秩序和滿足生活的需要。但隨著時間推移，孩子們的秩序漸漸散漫，衝突日益加劇，更讓人不安的是，白天如同樂園的小島，每當黑夜降臨，就變了個樣貌，黑漆漆的樹林裡彷彿有什麼東西潛伏著，伺機而動。不斷加深的恐懼侵蝕著孩子的心，直到有一天，他們辛苦建立起來的文明世界徹底崩壞…… ＊＊＊ 「蒼蠅王」即「蒼蠅之王」，源自希伯來語「Ba’alzevuv」；在《聖經》中，「Baal」被當作「萬惡之首」；在英語中，「蒼蠅王」是糞便和汙物之王，因此也是醜惡的同義詞。高汀以此命名是為了表達獸性戰勝人性的道德主題；故事中的孩子害怕莫須有的怪物，但其實怪物就在人心，是人把
樂園變成了屠場。 【媒體盛讚】 ◆《時代雜誌》 本書細膩刻畫「天真的死亡與人性的黑暗」，而這有可能是全人類的寫照。 如果這本小說撰寫於19世紀，那書中的男孩想必會創造一個歡樂夢幻的人間天堂。但高汀卻用一種冷酷、嚴謹，彷彿心理分析的角度來描述這個伊甸園的墮落，並殘忍地戳破人們對「兒童永遠天真無邪」的迷思。 ◆亞馬遜網路書店 高汀透過少年之間殘酷的競爭遊戲，探討人類理性與動物本能間的界線，讓人無法放下。 ◆《柯克斯書評》 非常出色的奇想故事，不僅引人入勝，甚至讓人深信不疑。故事架構完整，讀後發人深省。這是高汀的第一本小說，獨樹一格且歷久彌新，就如同故事中被遺棄在荒島的少年，我們這些讀者們也擁有同樣的人性缺點。 【名人推薦】 九把刀 甘耀明 吳曉樂 李秀貞 李家同 既晴 洪蘭 馬欣 張碧娟 曾志朗 銀色快手 潘柏霖 蔡淑媖 ◆既晴 《蒼蠅王》擁有多層次、多面向的寓意魅力，充滿各種重新解讀、
重新詮釋的可能性，引來無數創作者隨，在當代大眾文化，特別是恐怖小說、冒險小說、青少年小說、漫畫、影視的領域裡，是「生存小說」的濫觴。如高見廣春的《大逃殺》、貴志祐介的《深紅色的迷宮》、丹‧西蒙斯的《極地惡靈》、蘇珊‧柯林斯的《飢餓遊戲》；漫畫則有楳圖一雄的《漂流教室》、山田惠庸的《逃離伊甸園》──在這些新進作品中，有些題材是孩童的戰爭、有些是劣境的克服、有些則是弱肉強食的生存遊戲，由於當代強調的娛樂性，人物越加異常、衝突越加野蠻，但關於罪惡、暴力的人性論述，同樣脫離不了《蒼蠅王》指陳的範圍，顯見其無與倫比、超越時代的影響力。 ◆銀色快手 《蒼蠅王》就像是人類社會的微縮膠捲，你看這群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在飛機失事後，他們降落在一個不被大人管束的小島上，展開前所未有的大冒險。別把他們當作孩子看待，他可是有相當厲害的模仿能力，竭盡所能的去模仿那個還來不及長大的成人世界，試
圖重建新的秩序，卻渾然未覺無知將帶來暴力與黑暗。
夏洛的网-E. B. White 2004 Wilbur, the pig, is saddened when he learns he is destined to be the farmer's Christmas dinner. After some discussion, Charlotte, his spider friend, decides to help Wilbur.
美麗新世界（反烏托邦三部曲全新譯本）-阿道斯．赫胥黎 2014-11-04 反烏托邦小說經典之作 與《我們》、《一九八四》並列為三大反烏托邦小說 精準描述未來世界的預言之作 人類有多麼美！啊！美麗的新世界，有這樣的人在裡頭！──莎士比亞‧《暴風雨》 反烏托邦小說 反烏托邦小說的共同特點，在於對傳統烏托邦文學的「幸福」與「美好」，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其故事背景通常是描寫井然有序的社會，但作者會以反面的態度，表達對現實社會的質疑。相對於烏托邦強調整體的安定與利益，反烏托邦則以個人特質與自由意志為重心。最重要的是，反烏托邦想要表達的最大重點，在於探討表面科技進步、秩序井然的社會，是否真的是人們追求的生活呢？ 近年來，從《時間迴旋》、《飢餓遊戲》，到《羊毛記》，可發現這類型反烏托邦小說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對現實的不滿，而想找一個逃離現實生活，想像一個嚮往世界的窗口。 而《我們》、《一九八
四》、《美麗新世界》則可說是替反烏托邦小說定調的關鍵作品，合稱《反烏托邦三部曲》 ----------- 這不是故事，而是即將來到的未來。 「發現赫胥黎對於某種遙遠未來所做的諷刺性預測，有多少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變成現實，的確是個嚇人的經驗。」——《紐約時報書評》 《美麗新世界》這部驚世之作原本是在西元1932年出版，呈現出阿道斯・赫胥黎傳奇性的遠見中那個完全變樣的明日世界。作者在陰沉諷刺、先見之明與令人心寒的想像中，勾勒出一個「烏托邦式」的未來，人類在基因設計與藥物麻醉下，消極服從於一種統治秩序。書中創造了一個被全面制約的世界，因為控制的各個環節設計精巧完美，讓被制約者就如同會自行修復的精密機器一般。這部強而有力的後設小說作品，已經讓好幾個世代的讀者為之著迷、也為之驚恐，它仍然與今日的社會有顯著的相關性；一方面是應該注意的警訊，另一方面則是發人深省卻又帶來極大的娛樂性。 作
者簡介 | 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 阿道斯‧赫胥黎，一八九四年生於英國薩里郡，是家中的第三子，兩位兄弟日後都承襲了祖父，知名生物學家湯瑪斯‧赫胥黎的衣缽，成為優秀的生物學家。一九一一年他患了角膜炎，有兩三年的時間處於目盲狀態，讓他得以免於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視力恢復後，他進入牛津大學學習英語文學。離開牛津大學後，為了維持生計，他在伊頓公學教了一年法語，當時的學生中，也包括了喬治‧歐威爾，雖然歐威爾等人對他的用詞技巧讚譽有加，但還是被學校認為是一位不適任的教師。 他前半生的創作都以社會諷刺小說為主，中年後，其創作開始反映科技的發展抹滅人性的現象，一九三二年發表反烏托邦經典之作《美麗新世界》後，造成社會上廣大的迴響與激烈討論，並在文化、音樂、電影界造成了深遠影響。後來漸漸轉為創作與編輯有關和平主義的非小說作品。 一九六零年赫胥黎被
診斷出喉癌，在後來幾年間，雖然健康狀況越來越差，他還是完成了一本烏托邦小說《島》。最後，赫胥黎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甘迺迪被暗殺的幾小時後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譯者簡介 | 吳妍儀，中正哲研所碩士畢業，現為專職譯者，小說類譯作有：《維蘇威俱樂部》（野人）、《哲學的四十堂課》（漫遊者文化）、《暗夜無星》（皇冠）等書。
我就要你好好的-Jojo Moyes 2012
爱玛-奥斯汀 2007 本书是奥斯丁作品中艺术上、思想上最成熟的一部小说,是一部匠心独运的天才喜剧之作。小说描写了聪明、漂亮且任性的地主小姐爱玛的爱情故事.
精靈之屋-Isabel Allende 1994
长老-鲍里尼 2018 Ben shu jiang shu le:fa teng du er zhan dou jie shu hou,Shen fu zhong shang de yi la long tang zai di shang bu sheng ren shi,You ge zi cheng que zi wan ren de zhang zhe tong guo yi nian he ta qu de lian xi,Ta hui da le yi la long ti chu de suo you wen ti,Bing dun cu ta dao jing ling zu suo zai de ai le si mei la cheng qu zhao ta. dao da ai le si mei la cheng hou,Yi la long he lan er li ji tou ru jin zhang de xun lian,Ta men bi xu jiang li shi ji shi nian
cai neng xue hui de zhi shi nong suo zai ji ge yue nei jia yi zhang wo.Yin wei shi jian jin po,Di guo mo wang jia ba duo li ke si yi jing ji jie yi zhi pang da de jun dui,Zhun bei jiang fan kang di guo de lian meng zhan jin sha jue. yi la long jue xin ting shen er chu,Ying zhan ta zui xiong e de di ren jia ba duo li ke si,Ran er,Hun luan he bei pan xiang e meng yi yang chan rao zhe ta,Yi qie dou bian de nei me pu shuo mi li,Ta bu zhi dao ta jiu jing gai xiang xin
shei.Jia ba duo li ke si de hei shou shi fou hui e duan suo you pan ni zhe de yan hou?Yi la long zi ji ye ke neng xing ming nan bao.
无人生还-克里斯蒂 2020 本书讲述了:十个相互陌生,身份各异的人受邀前往德文郡海岸边一座孤岛上的豪宅.客人到齐后,主人却没有出现.当晚,一个神秘的声音发出指控,分别说出每个人心中罪恶的秘密.接着,一位客人离奇死亡.暴风雨让小岛与世隔绝,客人一个接一个死去.杀人游戏结束后,竟无一人生还.
骸骨之城-卡珊卓拉·克蕾兒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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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书贼- 2007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I, Death relates the story of Liesel--a young German girl whose book-stealing and story-telling talents help sustain her family and the Jewish man they are hiding, as well as their neighbors.
銀河便車指南- 2016
圣境预言书-雷德非 1995
东方快车谋杀案-克里斯蒂 2009
下雪天-Ezra Jack Keats 2020
市場街最後一站- 2016
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 2008 本书描绘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毫无公理、残忍野蛮的专制政权的黑暗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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