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ey Under The Midnight Sun
Journey Under the Midnight Sun-Keigo Higashino 2015-10-08 When a man is found murdered in an
abandoned building in Osaka in 1973, unflappable detective Sasagaki is assigned to the case. He
begins to piece together the connection of two young people who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crime; the dark, taciturn son of the victim and the unexpectedly captivating daughter of the main
suspect. Over the next twenty years we follow their lives as Sasagaki pursues the case - which
remains unsolved - to the point of obsession. Stark, intriguing and stylish, Journey Under the
Midnight Sun is an epic mystery by the bestselling Japanese author.
白夜行-东野圭吾 2008 “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当成白天。我从来就
没有太阳,所以不怕失去”.
新參者-東野圭吾 2011-07-05 《新參者》 東野圭吾作品影視化再起旋風！ 2010春季大好評日劇原著 黃金型男阿部寬領銜主演，外冷內熱形象深植人心 獵犬般的刑警加賀恭一郎
系列最高傑作！ 日本狂賣48萬本‧笑傲書市雙冠王！ 2009「週刊文春推理小說BEST 10」第一名 2010「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第一名 與《嫌疑犯Ｘ的獻身》、《白夜行》
齊名 東野迷必入手的經典作！ 東野圭吾作品當中，故事架構尤其特殊的異采之作 以未偵破的主案件，做為串連各樁案外案的伏線 既獨立又連貫‧類短篇集的新形態長篇推理小說！ 全書舞臺以
東京人形町實際存在景物為藍本 每篇都是令人讀來心頭暖暖的「人情推理」 一起絞殺命案， 拉出下町人們曖曖內含的光與影。 人情與謊言之間， 這位獵犬般的刑警所解決的，不只是案
件…… 正因為是「人」， 我們總在誤會、逞強、逃避、欺瞞的暗流中打轉，一再錯過。 說不出口的真心、不願面對的真相， 唯有溫厚人情， 得以為人心輕柔揭開、抑或掩上謊言的面
紗…… 【內容簡介】 在充滿濃濃江戶人情的下町城市——日本橋，一名獨居中年女性慘遭絞殺，卻是搬至當地不久的外來者。而另一名「新參者」（新來的人）——剛調任至日本橋署
的刑警加賀恭一郎，奔走於這塊他所不熟悉的土地上追查真相，深入町上的煎餅屋、料亭、鐘表店、民藝品店等地抽絲剝繭，卻在過程中發現一起又一起案外案，一則又一則令人不忍戳破的白色
謊言…… 【經典對白摘錄】 「刑警的工作不只是偵查辦案而已。如果有人因為事件而心靈受到傷害，這個人也算是被害人了。而尋找各種可能的方法幫助這樣的被害人，也是刑警的職責之一。
」 ——加賀恭一郎 「謊言是真相的影子，一旦找到就要踩住不放。」 ——日劇《新參者》 「謊言有三種。 第一種是為了保護自己， 第二種是為了欺騙別人， 第三種是為了包庇他人。」
——日劇《新參者》 【目錄】 第一章 煎餅屋的女兒 第二章 料亭的小師傅 第三章 陶瓷鋪的媳婦 第四章 鐘表店的狗 第五章 洋菓子店的店員 第六章 翻譯家友人 第七章 清潔公司的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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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民藝品店的客人 第九章 日本橋的刑警 【名偵探——加賀恭一郎簡介】 初登場時為21～22歲，國立Ｔ大社會系，劍道部主將，曾贏得全日本錦標賽優勝，興趣是茶道與欣賞古典
芭蕾。 大學畢業後歷經兩年教員生涯，覺得自己教師失格而轉行當刑警（詳見《惡意》，其父親亦為警察）。原任職警視廳搜查一課，之後調職練馬警察署，目前任職日本橋警察署。 身形高瘦，
肩膀寬闊，五官輪廓明顯，雙眼深邃，尖下巴。因為不吸菸，牙齒非常白，笑容爽朗，然而在搜查現場卻是目光犀利。不算能言善道，亦非沉默寡言，性格沉穩嚴謹而重情重意，具領導氣質，但
當上刑警後卻經常單獨行動。雖是文學院出身，對於工科的理化資訊科學等領域也多所涉獵。 加賀刑警冷靜厚道而富男子氣概的性格使其擁有廣大加賀迷，隨著系列作的出版，加賀恭一郎的成長
過程也成為加賀迷津津樂道的軼事。
绑架游戏誘拐-東野圭吾 2020
幻夜（下）（經典回歸版）-東野圭吾(Keigo Higashino) 2018-04-03 ◆2004年《週刊文春推理小說Best10》第七名。 ◆2004年第131屆直木獎入
圍作。 ◆2010年改編為日劇，深田恭子、柴田恭兵、塚本高史主演。 為野心不擇手段的女人，為報恩奮不顧身的男人， 一段只能在永不可能天明的虛幻夜晚發生的愛情； 然而那真的是愛
嗎…… 一九九五年一月十七日清晨，阪神大地震。 宛如人間煉獄的斷垣殘壁中，水原雅也為自保犯下殺人罪行，卻被一名女子當場目擊。 女子自稱新海美冬，雙親亦於這場震災中罹難，舉
目無親的她願意為雅也守住殺人的祕密， 兩人約定拋棄家鄉的一切前往東京展開新生活。然而前方等著雅也的，卻是一個個形同幻影的夜晚。 美冬憑藉其美貌、肉體與手腕魅惑男性，一步步構
築她的上流夢想帝國； 而途中所有的阻礙，都交由雅也暗中協助處理。 雅也深愛美冬，但他的生活卻從此見不得陽光。美冬的白天正是雅也的黑夜，連繫兩人世界的， 唯有一樁又一樁依照美冬
指示的冷酷罪行。 刑警加藤?嗅出這數起案件的連結——凡是碰觸美冬的過去的人，都逐一從世上消失； 而另一方面，雅也愈愛美冬，就愈想知道她的過去。 加藤與雅也兩人都決心查出這名
女子的真實身分…… 她，到底是誰？? 出版社 獨步文化 (城邦)
解忧杂货店-东野圭吾 2020 本书讲述了:僻静的街道上有一家杂货店,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因男友身患绝症,在爱情与梦想间徘徊;为了
音乐梦想离家漂泊,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面临家庭巨变,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中.他们将困惑写成信投进杂货店,随即奇妙的事情竟不断发生.
Midnight Sun-Meyer Stephenie 2021-0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Midnight Sun
反乌托邦三部曲（套装共三册）-叶甫盖尼·扎米亚京 2017-07-01 套装包含《我们》、《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三部反乌托邦文学经典，选取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经典”版本，
掀开“窗帘布”，看见“新世界”。
永夜漂流-莉莉．布魯克斯-達爾頓 2018-12-03 即使身處世界盡頭，即使在戀人懷裡， 他依然無法說出自己很寂寞。 ★ 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科森．懷海德（Colson
Whitehead）年度最愛小說！ ★ 美國Shelf Awareness書評網站、芝加哥書評網（Chicago Review of Books）年度選書！ ★ 出版者週刊、《書單》
雜誌、華盛頓郵報、波特蘭水星報等多家媒體好讀盛讚！ ★ 美國權威書評Goodreads網站，近六千位讀者感動破表推薦！ ★ 美國亞馬遜書店累積數4.2顆星，讀者好評如潮！ ★
美國麻州公立圖書館2019年讀書會指定讀物！ ／／當漫漫長夜不見終止，你最思念誰……／／ 當季節到來時，北極熊只會感受到慾望，但從來不會有愛情、歉疚，更不會懷抱希望。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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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這回事，奧古斯丁的瞭解與北極熊差不多。他從不曾擁有如：羞恥、懊悔、厭惡，及嫉妒。能勾起他強烈情感的，只有宇宙。這份感情占據了所有空間、時間，無法分享給渺小的情人。 ★
乙太號組員最大的難題就是時間。時間太多了──倘若他們的地球以及所愛的人已不復存在，遭到焚燒、冰凍、蒸發，或以其他同樣悲慘方式滅絕，那麼，就算他們憂傷抑鬱，又有什麼關係？絕
望不是剛好而已嗎？蘇莉好想念女兒，金髮棕眼的小型風暴正在她的記憶中肆虐。 ★ 在故事的場景之一北極，年邁的天文科學家奧古斯丁長年駐守極地觀測星空，即便外界發生浩劫，他仍然拒
絕搭上不再返航的飛機。有一天，他遇見了小女孩愛麗絲，兩人在世界的盡頭相依為命。 另一方面，太空人蘇莉為了木星任務犧牲家庭，然而，就在返回地球途中，任務指揮中心突然全面斷訊。
於是他們開始脫離現實，痛苦地活在追憶裡，他們如何能憑藉著意志找到回家的路？ 《永夜漂流》訴說的不僅是生存的困難和人生的戲劇，更著重於人際之間「真空狀態」的描寫，關於回憶、遺
憾，及愛的永恆提問…… 【書封設計概念說明】 以簡單風格手繪的北極熊與小女孩，寓意著人之於整個宇宙既「孤獨」且「非單一」的關係。遙望天際的視角，猶如對追憶及未知的無以預期。
書衣裝幀選用帶光澤感的進口極光紙，攤開後，以鐵灰色雪花紙做為扉頁，象徵宇宙裡的熠熠繁星，安靜陪伴著我們的孤獨。 各界好評 《永夜漂流》是一部極為出色、極具天賦的處女作。作者
敘述荒蕪空間的能力令人驚奇，無論是冰冷無涯的宇宙，抑或是人心最深層的隱密處。──科森．懷海德，2016美國國家書卷獎得主 超脫塵世卻又深植人性……這個優美的故事讓我們想
起人類對接觸的深刻渴望：心愛的人、陌生人，以及自我。經過時空考驗，面對孤寂與荒蕪，我們終將明白，是溫柔與溝通讓我們彼此牽繫。──Keith Scribner，知名作家 脫離平凡
的日常世界，找到遺世般的獨立，卻發現與人親近的非凡美好，那會是什麼感受？作者以想像力、同理心，洞察從不改變、無法改變的人類天性，這部美妙的處女作帶我們踏上一段情感之
旅。──Yiyun Li，知名作家 作者使用大量散文式描述，有如一道道光線照亮書頁，她的對話犀利、洞見，高度概念性的情節驅動故事，描寫太空、撲朔迷離的愛，以及人類對彼此接觸難
以扼抑的渴望……令人難忘的角色探討各種複雜問題，有著如臨深淵的急迫感。──出版者週刊 優美的描述創造出驚奇感，並勾起悲涼情緒……以完美步調展開，詢問讀者當世上的一切消
失之後，還剩下什麼。──《書單》雜誌 文筆優美，略帶末日情懷的小說，探討回憶、失落與身分……讀者若喜愛艾蜜莉．孟德爾的《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金．史丹利．羅賓遜的
《Aurora》，一定會欣賞這部探討極限環境中，人際關係的作品。──華盛頓郵報 驚人優美……本書思考了人間的大哉問──世界末日之後，還剩下什麼？歷經畢生努力，人類能留下什
麼影響？──波特蘭水星報
圣女的救济-東野圭吾 2010
最漫长的旅程-福斯特 2016
祈念之樹-東野圭吾 2020-10-01 有沒有什麼思念，害怕說出來？有沒有什麼秘密，想要坦白卻無法開口？有沒有什麼歉意懊悔，已經來不及表達？ 故事中，有一棵具有神奇力量的樹，
只要向它祈念，就可以實現心願。 如果這棵樹此刻在我眼前，我要為台灣祈念， 祈念台灣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幸福。 ──東野圭吾 翻譯完《解憂雜貨店》，就默默祈願可以有第二本這種風
格的東野圭吾。 終於，等到了《祈念之樹》！────資深譯者 王蘊潔 每個人都有或多或少的遺憾， 如果有一個機會，可以彌補， 任誰都不會想錯過吧？ 青年直井玲斗因與前東家的糾紛而
被捕，毫無背景也沒有後盾可依靠的玲斗，本以為逃不過入獄的命運，沒想到，一名律師帶著神秘委託前來。為了重獲自由，玲斗同意律師轉逹的條件────獲釋後願意遵從委託人的命令。 很
快地，玲斗的案件順利解決，等著他的神秘委託人，竟是玲斗過世母親的異母姊姊千舟！千舟要求玲斗實現約定，遵從她的命令────成為神社管理者，守護巨大的神木。 玲斗本以為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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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淡無奇，沒想到神木樟樹的傳說似乎深植人心，許多心懷秘密的人們來向樟樹「祈念」，亦有人千方百計想要「知道那些秘密」。玲斗也因此開始發掘自己家族的過去，以及樟樹祈念的真
相......
嫌疑人X的献身-东野圭吾 2014-06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Devotion of Suspect X, a 2005 crime
novel by Keigo Higashino. It was nominated for the 2012 Edgar Award for Best Novel and the 2012
Barry Award for Best First Novel, and chosen by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s Best Mystery
Novel for the 2012 reading list.
一千零一夜-“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编委会 2013-10-01 本书收录的作品主要包括：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阿布·哈桑的梦、神灯、渔夫赫利发的故事、神马、渔夫的故事、手艺人
哈桑的故事等。
惡意(獨步九週年紀念版)-東野圭吾 2015-07-30 「他從沒想過，世上竟存在這樣的惡意！」 加賀恭一郎系列日本暢銷突破1,000萬冊！ 東野圭吾絕對自信之作 那是你我心中都存
有的魔物， 忌妒與怨恨交疊而成的強大意念 ────「惡 意」 恨不得那個人在世上就 此 消 失。 暢銷書作家遭人謀殺，真兇是誰？動機為何？ 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非得致作家於死地不可？
事件的背後，隱隱流竄的是人性的黑暗面，與居心叵測的惡意！ 東野圭吾將手札敘事推理發揮極致的經典作品！ 【故事簡介】 人氣作家日高邦彥在移居加拿大前夕於家中慘遭殺害。遇害前，日
高分別與鄰居及版畫家有糾紛。鄰人女子因為懷疑日高毒殺她的貓，心懷恨意，經常在家門徘徊；而版畫家則因被日高小說影射而聲名敗壞，協商破局，關係緊張。 命案現場的發現者為日高的新
婚妻子，及同為作家的昔日同窗野野口修。野野口修決定將好友的意外經過紀錄下來，而這份紀錄也成為刑警破案的關鍵線索，經過一連串的抽絲剝繭下，殺人真兇現身了，而隱藏在殺人動機背
後、令人不寒而慄的惡意呼之欲出。 全書穿插野野口修及刑警加賀恭一郎的自述與筆記，真相就掩埋在兩份真假難辨的紀錄中！不可不讀的經典，東野圭吾手札敘事推理傑作！ 【作者的話】
「從某個時期起，推理小說界開始重視動機。各個作家紛紛絞盡腦汁試圖想出令人意外的動機。這種情形至今也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只要有動機就會殺人嗎？一旦發生殺人命案，一定存在著
每個人都能接受的動機嗎？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我想到了這部作品。讓加賀刑警出場是基於直覺，但就結果而言，我想是成功的。」 【加賀恭一郎簡介】 初登場時為21～22歲，國立Ｔ大社
會系，劍道部主將，曾贏得全日本錦標賽優勝，興趣是茶道與欣賞古典芭蕾。 大學畢業後歷經兩年教員生涯，覺得自己教師失格而轉行當刑警（詳見《惡意》，其父亦為警察）。原任職警視廳搜
查一課，之後調職練馬警察署，目前任職日本橋警察署。 身形高瘦，肩膀寬闊，五官輪廓明顯，雙眼深邃，尖下巴。因為不吸菸，牙齒非常白，笑容爽朗，然而在搜查現場卻是目光犀利。不算能
言善道，亦非沉默寡言，性格沉穩嚴謹而重情重義，具領導氣質，但當上刑警後卻經常單獨行動。雖是文學院出身，對於工科的理化資訊科學等領域也多所涉獵。 加賀刑警冷靜厚道而富男子氣概
的性格使其擁有廣大加賀迷，隨著系列作的出版，加賀恭一郎的成長過程也成為加賀迷津津樂道的軼事。 【加賀恭一郎系列‧盡在獨步】 1986《畢業—雪月花殺人遊戲》 1989《沉睡
的森林》 1996《誰殺了她》 1996《惡意》 1999《我殺了他》 2000《再一個謊言》 2006《紅色手指》 2009《新參者》 2011《麒麟之翼》 2013《當祈
禱之幕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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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光典籍首部曲-布蘭登．山德森(Brandon Sanderson) 2012-04-02 ?◆布蘭登．山德森超越《迷霧之子》巔峰之作！ ◆十年計畫奇幻史詩【颶光典籍首部曲】，
震撼登場！ 紐約時報排行榜常勝軍、全台暢銷十萬冊奇幻鉅作「迷霧之子」系列作者 《出版人週刊》、《RT書評》、《圖書館期刊》、美國亞馬遜讀者讚不絕口齊聲推薦！ 知名版權經紀人
譚光磊（灰鷹爵士）專文推薦 〔2012台北國際書展特報：布蘭登．山德森亞洲行首訪台灣！〕 一個終年被風暴侵襲、寸草難生的岩石國度，埋藏了神話殞落的祕密，數世紀後，四個截然不
同的命運之人即將交會，古老的榮光將再度閃耀，或是徹底死寂？ 我，存在於古老久遠的最後寂滅之前，那是個神將拋棄我們、失落燦軍背叛我們之前的年代。 那時魔法仍籠罩於世上，人們的
心中依然有榮光閃耀，全世界曾經屬於我們。 然而我們卻失去了它。 數個靜默荒寂的世紀過去，一切開始有了改變，神佑的聖器將重返，古老的魔法將回歸──而那四人是開啟舊日榮景的關鍵
之鑰。 第一人原本是醫者，卻被迫放下療癒之手，成為雙手血腥、扼殺生命的士兵；第二人是刺客，卻為了被他謀害的人們而落淚；第三人是騙徒，一名披上學者外衣卻擁有盜賊之心的年輕女子；
第四人是戰將，卻對戰鬥不再渴望，眼睛始終望見過去的魅影。 他們其中之一會帶來救贖，而一人將會傾天覆地。? 【國內外推薦】 ◎版權經紀人 譚光磊╱灰鷹爵士｜《戰爭遊戲》歐森．史
卡特．考德｜《風之名》派崔克．羅斯弗斯｜「永恆戰士」系列作者麥克．摩考克 【佳評如潮】 ◎「……山德森總喜歡誤導讀者，並且藉由巧妙的布局和動作場面吊足大家的胃口，一步步吸
引熱愛奇幻文學作品的書迷們，引頸盼望未來每一部作品的釋出！」──出版人週刊 ◎「一則充滿魔力、神祕謎團和政治角力的神話故事，甚至會讓你無法呼吸！」──「永恆戰士」系列作者
麥克．摩考克 ◎「山德森真是邪惡的天才，用這種方式證明自己得以超脫他『迷霧之子』三部曲的卓越成就！」──RT書評 ◎「山德森再一次證明自己的實力，能夠處理龐大且錯綜複雜的
主題，並建構出栩栩如生的角色人物……這絕對是一部奇幻文學書迷必讀的傑作。」──圖書館期刊 ◎「更平衡，更壯闊，更精妙出色，超過『迷霧之子』的奇幻大作，布蘭登．山德森寫作
生涯（截至目前為止）最最傑出的作品！」──美國亞馬遜讀者Setfan Raets 出版商名稱?奇幻基地
紙上城市-John Green 2010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Paper Towns by John Green, a science fiction
thriller.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FIGURE SKATING ART COSTUMES-伊藤聰美 2020-08-07 ★台灣第一本花滑服裝作品集。 ★收錄以羽生結弦為首的眾多頂尖花滑選手的服裝照，進
一步理解為經典曲目增添深度與光彩的花滑服裝。花式滑冰不僅是一項競技運動，同時是一門要求藝術表現的「藝術運動」。雖然比賽規章裡並沒有所謂的服裝設計分，但服裝依然是曲目編排裡
的重要元素。 深受眾多選手、教練與編舞師肯定的服裝設計師──伊藤聰美，正是以其充滿獨特美感、別具風格且注重細節的設計，幫助花滑選手們更完美詮釋曲目。 本作品集收錄羽生結弦、
宇野昌磨、宮原知子、樋口新葉、本田真凜等眾多花滑選手的比賽或冰演服裝，並從故事、細節、色彩這三大層面解說設計的理念，是冰迷絕不可錯過的精彩作品集。
The Bulletin of the Brooklyn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Brooklyn 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
1908
悖论13-東野圭吾 2012
空洞的十字架-東野圭吾 2016-04-22 東野圭吾挑戰社會道德議題衝擊大好評作品！ 憎恨的人遭處死，你就滿足了嗎？ 沒這回事吧。——東野圭吾 ．日本上市一個月狂銷二十六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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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日本公信榜BOOK（綜合部門）暢銷冠軍！ ．知名書評網「讀書METER」4.5★讀者好評！ 所謂的「罪」與「罰」究竟本質為何？ 是讓犯人聽到自己的死刑宣判而感到解
脫？ 還是，讓他重返自由社會、但用盡一生贖罪？ 愛女被殺害的道正與小夜子夫妻在兇手被宣判死刑後，感到人生失去目標，即使兇手伏法，女兒也無法再復活的痛苦，終使道正與小夜子分手。
某日，道正接到刑警致電，帶來令人震驚的消息──小夜子被殺了。雖然不久後兇手自首，但道正卻在小夜子的遺物中有所發現，她的死因似乎並不單純…… 如果你的家人被殘酷地奪走，你希
望該如何處置犯人？ 如果犯人並未把死刑視為懲罰，至死仍未反省，死刑又有何作用？
聊天记录-Sally Rooney 2019
Mapping Tokyo in Fiction and Film-Barbara E. Thornbury 2020-01-30 Mapping Tokyo in Fiction and
Film explores ways that late 20th- and early 21st- century fiction and film from Japan literally and
figuratively map Tokyo. The four dozen novels, stories, and films discussed here describe, define,
and reflect on Tokyo urban space. They are part of the flow of Japanese-language texts being
translated (or, in the case of film, subtitled) into English. Circulation in professionally translated and
subtitled English-language versions helps ensure accessibility to the primarily anglophone readers of
this study—and helps validate inclusion in lists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film. Tokyo’s well-established
culture of mapping signifies much more than a profound attachment to place or an affinity for maps
as artifacts. It is, importantly, a counter-response to feelings of insecurity and disconnection—insofar
as the mapping process helps impart a sense of predictability, stability, and placeness in the real and
imagined city.
靈魂迷宮-卡洛斯．魯依斯．薩豐 2018-07-01 一生必讀的傳奇西班牙小說 墜入書頁那一刻，你的生命將從此改變 「你的時間已經用完了。最後還有一個機會留給你──迷宮入口見。」
歡迎回到「遺忘書之墓」── 《風之影》故事迷宮全新入口，震撼開啟 全球三千萬讀者等待15年，橫掃西班牙書店排行榜冠軍 鍾愛書本的小女孩艾莉夏，在巴塞隆納大轟炸中受父親的故友費
爾明所救，卻意外墜入一棟神祕建築的玻璃圓頂。醒來時，眼前只見一座通達天際的螺旋梯，以及書本堆砌而成的迷宮──這裡正是「遺忘書之墓」。 艾莉夏始終以為，當年在戰火中庇護她的群
書殿堂，只是瀕死之際的夢境。沒想到二十年後，當她身不由己地捲入文化部部長失蹤懸案，竟再次與那座螺旋梯重逢。 部長消失之前，曾收到一本沒有書名的書，黑色封面上僅有螺旋燙金圖樣，
書中夾著一張紙條：「你的時間已經用完了。迷宮入口見。」 當艾莉夏深入追尋，線索指向一系列名為《靈魂迷宮》的小說，主角艾麗娜失足墜入無止盡的螺旋梯，進入鏡像裡的另一個巴塞隆納。
《靈魂迷宮》系列僅存的書不知去向，而牽連其中的人們，竟包括「森貝雷父子書店」的達尼與選書顧問費爾明……這套奇詭之書，究竟會將他們的生命帶往何處？ 故事從來就沒有開頭，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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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結束，只有進入其中的入口。 ◆ 各界感動推薦 ◆ 無論多少好萊塢片商端著鉅額報價上門，作者薩豐都不為所動，堅持「遺忘書之墓」系列永遠不會拍成電影，甚至揚言要在遺囑裡寫明，死
後也不許改編……既然他運用了充滿畫面感的敘事手法撰寫這些故事，最佳的「電影版」就該存於讀者的腦海中──因人而異，卻都是完美。 史蒂芬?金讀完《風之影》後，曾掩卷長嘆：「有
了這麼一本精采的小說，誰還需要看電視？」與薩豐所言「有些故事不需要『影視化』」不謀而合。偉大的文學心靈或許都是相通的，而我相信，讀完「遺忘書之墓」這系列小說，你也會點點頭，
露出會心的微笑。 ──版權經紀人 譚光磊 把書闔上的那一剎那，滿足、感動與讚嘆，以及對薩豐的無比崇敬，筆墨難以形容。遺忘書之墓系列四本書，不是誰是誰的前傳，也不是誰是誰的續篇，
就像古代建築中不同部位的建材，之間的銜接完全不用釘子，只靠著老師傅?豐高超的工藝榫接，建構成完整的一座遺忘書之墓。 ──新媒體從業員 范立達 十五年來，全球數千萬讀者被遺忘書
之墓系列的文字綁架，與書中人物一起悲泣，一起心痛，一起歡笑，走入這座《靈魂迷宮》後，久未發作的「文學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又復發了。但我樂於承受。 ──本書譯者 范湲 如果你從
未讀過薩豐的作品，請準備好迎接一場盛宴，嶄新的宇宙將在眼前開啟！他以帶有魔力的筆觸，將讀者吸入令人驚心動魄的故事旋風，踏入這座文學迷宮裡，遇見一個又一個迷人角色，彷彿一場
永遠不會結束的精采旅程。 ──法國「Historia」書評 我欲罷不能地整整讀了三天，全心沉浸在小說中，彷彿在不朽的巴塞隆納見證了七生七世的故事。薩豐的文字是如此栩栩如生，彷
彿能穿透視網膜，在讀者的腦海中直接放映所有故事。 ──法國「文學沙龍」書評 《靈魂迷宮》寫出了我們對紙本書無條件的愛，小說時空從一九三八年的巴塞隆納、一九五九年的馬德里，再
回到一九九二年的巴塞隆納，時移境遷，情節不斷出現驚人轉折，但唯一從未改變的，是我們對文字與故事的愛。 ──盧森堡「Le Jeudi」書評 作者簡介 卡洛斯．魯依斯．薩豐
Carlos Ruiz Zafón 全球最多人閱讀的西班牙作家，1964年生於巴塞隆納，原任職於廣告界，亦曾從事電影編劇，後赴美定居，經常往返洛杉磯與巴塞隆納。 薩豐以「遺忘書
之墓」系列小說席捲全球書市，銷售逾三千萬冊，並高踞各國暢銷書排行榜，魅力遠勝《哈利波特》和《達文西密碼》。系列四部曲《風之影》《靈魂迷宮》《天使遊戲》《天空的囚徒》沒有特
定閱讀順序，四書都是一座巨大文學迷宮的入口，帶領讀者經由不同的途徑與風景，抵達故事核心「遺忘書之墓」，其中又以《風之影》《靈魂迷宮》最受全球讀者矚目。才華洋溢的薩豐，亦親
自為系列小說創作配樂並擔綱演奏，引領讀者墜入巴塞隆納街頭的神祕氛圍。 薩豐的寫作風格側重以影像強化文字，讀小說彷彿看電影，表情非常豐富，且講究聲韻和諧，文字節奏始終生動而緊
湊；交錯的情節彷彿俄羅斯娃娃，在驚奇之內另有驚奇，讓我們得以重溫閱讀小說的單純樂趣，彷彿又回到了兒時看故事書的美好時光。他的作品已譯為多種語言在全球五十多國出版，並囊括多
項殊榮。 譯者 范湲 西班牙納瓦拉大學語言學碩士，成長於高雄美濃山腳下農村，定居阿爾卑斯山麓的薩爾斯堡。時移境遷，最愛仍是坐看悠悠天地、耽溺讀書之樂。做過一些與所學相關或不相
關的工作，日日學習做個不失職的母親。 已出版譯作：《風之影》《靈魂迷宮》《天使遊戲》《天空的囚徒》《海上教堂》《雨中的3分58秒》《Good Luck：當幸運來敲門》《無形
之城》《時間推銷員》《露露》等。 ◆遺忘書之墓 系列創作概念 在「遺忘書之墓」的文學世界，《風之影》《靈魂迷宮》《天使遊戲》《天空的囚徒》四個故事交織搬演，但每部小說自成完整
且獨立的單一作品，沒有既定的閱讀順序或門檻。 這四本書，有如一座文學迷宮的四個入口，無論從哪一個入口開始探索，都能抵達故事的核心「遺忘書之墓」。四書相互串連的角色、情節和議
題，有如迷宮中驚喜的岔路，也像俄羅斯娃娃，每個故事裡總是還有精彩的細微線索，一個主題逐漸發展成一千個故事，令人目眩神迷。
Exposing Vulnerability-Adriana Margareta Dancus 2019-07-15 In the 2010s, Scandinavia has
strengthened its reputation as an ambitious and innovative film region. Established Scandinav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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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directors like Lars von Trier and Aki Kaurismäki have continued to generate a lot of public and
scholarly interest for their willingness to push aesthetical, political and ethical borders. Exposing
Vulnerability calls attention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candinavian films in which women
directors film themselves and their close ones in order to take up the most pressing contemporary
problems such as mental illnesses, bullying, the traumas of migration and racism. The book
investigates the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ethics of these films.
It All Changes in An Instant-Ayyampalayam Raghavendra Rao 2017-02-15 The value of friendship is
great. Kadambini, Keertana, Kranti and Kartik as young aspirants join the coaching centre for Civil
Services. Keertana from orphanage joins them. Kadambini befriends Keertana and promises to
extend all financial help to her as she cannot afford. As luck would have it, while Kadambini is
selected for IAS, Keertana is selected for IPS. Success does not adore Kranti and Kartik. They were
not a disappointed type and seek jobs of their interest and settle. However, the foursome meet every
month in spite of their positions held. It is once that Jayar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Polar
Computers is brought to the Police Station on a theft case by Keertana, ACP but Jayaram proves
beyond doubt that he is not the thief. Keertana is convinced and feels for her action and hosts a
lunch. The conversation with Jayaram makes her trust him. He reveals her past. They soon become
good friends. Keertana is interested to include Jayaram in their Group of Friends. She succeeds.
everal incidents happen and Jayaram helps Kadambini and Keertana. He is held in high esteem by all
the friends in the Group. The Forest Minister is involved in smuggling wood from the forests. A case
is booked against him. His son is involved in a road rage case and is arrested. In both the cases,
Kadambini and Keertana are responsible. So, with the help of the fugitive Sub Inspector Dakshina
Murthy enginners a plan to liquidate them as well as Jayaram. But he fails everytime as Jayara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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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cene. How the story ends is a total suspense.
仲夏夜之梦-William Shakespeare 2018
魔女宅急便-Eiko Kadono 2006
重現家園-Erin Hunter 2009-04-01 Chinese edition of Dawn (Warriors: The New Prophecy, Book 3). Check
out all six of the Warriors: The New Prophecy ser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In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暮光之城-史蒂芬妮‧梅爾 200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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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拉從繁華的鳳凰城搬到偏僻且陰雨不斷的福克斯，她原本認為往後
的日子會很無聊，但當她遇上神祕又迷人的愛德華之後，生活開始變得刺激有趣，心也深深地被吸引。 到目前為止，愛德華一家人身為吸血鬼的秘密，在福克斯是不為人知的，而如今，所有人都
陷入險境，特別是貝拉──愛德華最摯愛的人。 他們之間濃烈的愛意，讓兩人就像在刀尖上行走，在慾望與危險間掙扎著求取平衡。
告白-湊佳苗 2009-08-31 ．2009年本屋大賞第1名 ．第29回小說推理新人獎 ．週刊文春「2008年Mystery Best 10」第1名 ．寶島社「2009年這本推
理小說真厲害！」第4名 當倫理和正義分歧，你該選哪邊？ 殺人者的與復仇者的心理演進，輪番敲擊著我們內心的道德尺度。 一位中學女老師在校園游泳池內發現自己的四歲女兒意外溺斃，後
來經她私下調查，原來是班上兩位學生謀殺的，但殺人動機實在荒唐。痛失愛女的老師辭職，不向警方申請重新調查，而在結業式那天向全班學生告白真相，並透露了她的復仇計畫，在學生們的
心底種下恐懼的因子…… 作者利用《罪與罰》的反推理手法來心理分析新世代教育和校園犯罪，各篇章由受害者親人、嫌疑犯學生、嫌犯的家人及女同學等主觀視角分別告白，一步步逼近犯罪
動機的核心，藉此也提出許多重要問題，像是師生親子關係如何有效溝通、校園犯罪的法律面和道德面的懲罰該如何拿捏、如何與疑似有問題的學生相處來預防犯罪、如何落實個別化人格教育、
青少年犯罪的法律規章是否該檢討等等，小說適切地用個人的自白故事點出當今教育出了問題的因果所在。 全書的結局極具爭議，是「考驗大家的倫理觀和正義感」（本書日文版編輯平野優佳的
話），《讀賣新聞》報導說很多人就是因為想跟別人討論一下這個結尾，而向身邊的人推薦此書。
假如明天来临- 2007 谢尔顿作品
最偉大的世代-Tom Brokaw 2019-11-19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Greatest Generation
North of Infinity-Micheal Magnini 1998 A new breed of science fiction/fantasy writer emerges to fill
this collection with intriguing and suspenseful stories of people in extreme conditions and situations.
Includes stories by Colleen Anderson, Leonid Spektor, Ray Deonandan, and Dat Pham.
journey-under-the-midnight-sun

9/13

Journey Under The Midnight Sun

Quan Zhi Gao Shou-Hudielan 2017
世界之眼-乔丹 2007 时光之轮转动如常,岁月来去如风,只余记忆;残留的记忆变为传说,传说又慢慢成为神话,而当其诞生的纪元轮回再临时......
82年生的金智英-趙南柱（조남주） 2018-05-03 u 你們可以對一切都覺得理所當然， 我卻再也沒辦法繼續忍氣吞聲。 可是我只有變成別人，才能為自己說話。 我是金智
英，1982年生。 u ★「BTS防彈少年團」團長南俊 網路直播推薦書籍 ★最值得買來送給男性友人讀的一本書！ ★韓國國會議員、政策立案者必讀的轟動之作！ ★韓國正義黨黨鞭大
聲呼籲： 文在寅總統， 盼您擁抱這本《82年生的金智英》! 「希望10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不再讓1992年生的金智英陷於絕望。」 l 韓國2017年書店評選文學小說類年度最佳書
籍 l 新書暢銷榜Top1，實體、網路書店小說類Top1 l 韓國2017上半年最賣座小說，上市至今累積銷量破75萬冊 l 阿拉丁書店暢銷冠軍，連續 23 週前十名 l 韓國最大網路
書店Yes24 總榜第二名，並獲頒年度作家大獎 王春子（插畫家） 吳若權（作家／廣播主持／企管顧問） 李濠仲（《上報》主筆／作家） 林靜如（律師娘） 御姐愛（作家） 一致推薦
（姓名以筆劃排序） ․․․ 【故事簡介】 金智英，1982年4月1日生於首爾。 她有著那世代女生的菜市場名，生長於平凡的公務員家庭，大學就讀人文科系，畢業後好不容易找到還算安穩
的工作，31歲和大學學長結婚，婚後三年兩人有了女兒。 接著，在眾人「理所當然」的期待下，她辭掉工作當起平凡的家庭主婦…… 某天，金智英的講話和行動變得異常起來，與丈夫講話
時，用的是自己母親的口吻，或者化身成已經過世的學姊，脫口而出驚人之語；到釜山婆家過節時，又有如自己母親上身般，以「親家母」的身分向婆婆吐露內心的不滿。 最後丈夫決定帶她接受
心理諮商，就在與醫師的對話中，她慢慢揭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 ＊ ＊ ＊ l 弟弟的一切東西都無比珍貴，不是哪個阿貓阿狗都可以觸碰的，偷吃弟弟奶粉還會被重男輕女的奶奶打 l 高
中時遭到補習班男同學跟蹤，反而被父親責罵，認為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著要保守、行為要檢點，危險的時間、危險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免，否則問題出在不懂得避免的人身上 l 求職時被問過：
遇到客戶性騷擾會做何反應；經常遭受面試官對她的外貌批評，甚至經歷不必要的肢體接觸 l 因為年紀最小又是女生，每天得負責幫其他同事泡咖啡，並忍受應酬灌酒 l 公司會優先提拔男性，
而且他們薪水還比較高，但是難伺候的客戶卻會交給女職員，因為覺得「沒有必要把比較有可能長期留在公司服務的男同事逼太緊，叫他們做苦差事」 l 結婚後沒多久親戚長輩就開始關切何時生
孩子，還一口斷定是她身體有問題才懷不上 l 生了小孩卻不得不辭職在家帶小孩，而且丈夫不能理解自己生兒育女會有的損失，認為他也會幫忙家事也會負責撫養就好 l 好不容易稍微脫離筋疲
力竭的育兒生活，在外面喝咖啡喘口氣，卻聽到別人說：「命真好，我也好想用先生賺來的錢買咖啡喝、整天到處去閒晃……」 我是金智英，1982年生， 這是我的故事，或許也是妳們的
真實人生…… ＊ ＊ ＊ 這本書宛如人生現場直播，述說女性在社會中所感受到的一連串恐懼、疲憊、錯愕、驚嚇、混亂與挫折。透過女主角金智英的人生具體探討了社會對於女性的不公與偏
見體現在哪裡？這些看不到的性別歧視如何制約和壓抑女性的人生？女性在家庭、職場、婚姻中到底犧牲了什麼？ 全文以金智英的記憶為敘述主軸，偶爾引用了統計資料、文獻報導來支持那些記
憶，意圖將她的人生刻畫得更為寫實、普遍，就是在這樣平凡有如紀錄片的人生中，蘊藏著令人心驚的現實批判。從小說主人公名字開始，到其經歷的人生故事，在她身上仿佛每個人都能看見自
己的影子，讀來感同身受，也令人心痛。 【作者的話】 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到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 導致沒有辦法獲得付出後應有的成就， 甚至認為那是因為自己無能而深感自責的女性， 希望
她們在閱讀完這本書以後，可以獲得一些安慰。 【韓國書評】 那些至今被許多女性認為只是日常生活中會經歷的事情、不特別認為有什麼問題的事情、一些被忽略的議題等，統統都被這本小說
點了出來。……作者在刻畫金智英這個角色人物時想要跳脫女性框架，不只停留在好像是為女性訴苦或者發聲的角色，而是獲得更廣、更普遍的共感帶（包括男性以及不同世代的讀者）。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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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什麼這本書會比其他女性主義書籍話題性十足的原因所在。――文化評論家張德賢 閱讀到最後，你甚至分不清自己究竟是金智英，還是金智英其實就是自己，因為她的人生正好如實呈現著
「身為女性的人生」。……金智英的症狀雖然難用醫學角度說明，但是如果從「在對女性不友善的社會中消音」的角度來看，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她只是透過這些女性替自己站出來發聲罷
了。――女性學者金高蓮珠 【韓國網路書店讀者迴響】： 如果還有人沒讀過這本書，會想要強力推薦一定一要翻翻看，這是一本徹底點醒我的書，那些過去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原來一點也
不合理。김상희 看著金智英的人生故事，彷彿看見了自己的未來，因為知道自己一定也難逃這樣的命運，所以讀著讀著默默留下了心有不甘的眼淚，這個世界一直在不停改變，但是要等到身為女
人的我能徹底立足的世界到來，恐怕還有一段路要走。정예린 我竟然花不到一天就看完了她的一生，因為那是非常熟悉、幾乎和我的人生一模一樣的故事。那些婚前不知道、生小孩前不曾想過的
鬱悶與煩惱，以及可想而知的未來，這根本不是一本小說，而是我的人生報告書。보리숲 難以否定的事實，一旦開始閱讀便再也停不下來，身為出生在韓國的女性必讀，至少要先從我們開始改變。
이한나
棕色的熊, 棕色的熊, 你看見什麼?-Bill Martin, Jr. 2003-04-13 Children's Fiction
六個嫌疑犯-Vikas Swarup 2009 Chinese edition of Six suspects by Vikas Swarup, the author of Q & A
adapted for the big Oscar winning Slumdog Millionai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ilent Parade-Higashino Keigo 2020-03 Keigo Higashino is a Japanese author chiefly known for his
mystery novels. He served as the 13th President of Mystery Writers of Japan from 2009 to 2013. He
won the 31st Edogawa Rampo Prize in 1985 for his novel After School. In this book, he tells a story
of a series of murder cases with unexpected outcomes. What defines the punishable motive for a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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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lly dependence such a referred journey under the midnight sun ebook that will allow you worth,
acquire the very best seller from us currently from several preferred authors. If you desire to humorous books,
lots of novels, tale, jokes, and more fictions collections are next launched, from best seller to one of the most
current released.
You may not be perplexed to enjoy every books collections journey under the midnight sun that we will
unquestionably offer. It is not more or less the costs. Its just about what you dependence currently. This
journey under the midnight sun, as one of the most energetic sellers here will unquestionably be among the
best options to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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