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dith Blacklocks Flower Recipes For Spring
Judith Blacklock's Flower Recipes for Summer-Judith Blacklock 2008 Over 40 ideas to create simple, yet sophisticated, floral displays throughout the home. This book is the third in a series of four seasonal books, and is devoted to Summer arrangements using flowers and foliage readily available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The 'How to' section teaches the necessary techniques to achieve these impressive flower recipes.
Judith Blacklock's Flower Recipes for Winter-Judith Blacklock 2007-08-07 Over 40 ideas to create simple, yet sophisticated, floral displays throughout the home. This book is the first in a series of four seasonal books, and is devoted to winter arrangements using flowers and foliage readily available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The 'How to' section teaches the necessary techniques to achieve these impressive flower recipes.
Judith Blacklock's Flower Recipes for Autumn-Judith Blacklock 2008 Over 40 ideas to create simple, yet sophisticated, floral displays throughout the home. This book is the fourth in a series of four seasonal books, and is devoted to Autumn arrangements using flowers and foliage readily available during the Autumn
months. The 'How to' section teaches the necessary techniques to achieve these impressive flower recipes, and there is a useful color coded and illustrated flower index.
Judith Blacklock's Flower Recipes for Spring-Judith Blacklock 2008-01-10 Contains over 40 ideas to create simple, yet sophisticated, floral displays throughout the home. This book is devoted to Spring arrangements, using flowers and foliage readily available during the Spring months. The 'How to' section teaches
the necessary techniques to achieve these flower recipes.
Wedding Flowers-Judith Blacklock 2019-04-07 The complete guide to wedding flower arrangements, covering how to make everything from a simple button hole to grand table center pieces and ornate displays for the venue. The easy to follow step-by-step guides show you how to achieve these without spending a
fortune.
婚礼花艺设计-朱美化 2006 本书以婚礼为主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婚礼布置、新娘捧花、胸花、装饰花、伴娘花等婚礼用花的花材选择及花饰的制作技巧。
The British National Bibliography-Arthur James Wells 2009
Quill & Quire- 2001
American Book Publishing Record- 1998
英国婚礼-迪亚格拉姆公司 2002 本书讲述了在英国订婚与结婚的法律事宜,介绍了英国的各种宗教婚礼形式和结婚双方在安排宗教式或非宗教式婚礼时所必需的程序等内容。
我絕非虛構的美好七年-艾加•凱磊 2017-12-01 我們在最絕望的黑暗角落，總會找到美好的意義。 《忽然一陣敲門聲》風靡45國的以色列小說家 艾加．凱磊 撼動世界文壇的真實故事 「這本書帶我進入了寫作上的新境界， 那裡既陌生，又私密……太可怕了。 我甚至不敢用母語出版，只敢與陌生人分享。」──艾加．凱磊 ▲破天荒譯為波斯語，打破伊朗書市對以色列禁令 ▲亞馬遜書店選書、美國NPR年度選書、日本《達文西雜誌》怦然心動選書 ▲榮登法國書店、美國獨立書商協會、舊金山紀事報等排行榜 ▲榮獲查理斯．布朗夫曼人道精神獎、義大利ADEI WIZO協
會文學獎 ▲作者動人序言： 「我的故事有兩種：一種講給親近的朋友和鄰居聽，另一種只愛在火車上講給鄰座乘客聽。這些故事是第二種：關於兒子問我而我無法回答的問題；關於我爸；關於我爸生病時我在臉中央留的鬍子；關於永遠填不滿的強烈慾望，以及那場打不完的、已成為我兒子童年風景的仗。 接下來這兩百多頁，你將與我同坐火車，我將在最後一頁下車，也許此生不再相見。但我希望這七年的旅程，從我兒出生開始到我父辭世為止的這段旅程，能讓你也感動。」 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七個年頭，所有的美好，都伴隨著黑暗與恐懼…… 兒子列弗出生當天，醫院外發生恐怖攻擊，記者在醫
院遇見名作家，竟然問他能否針對攻擊案提供新穎視角。 朋友帶來消息說伊朗要核爆以色列；而凱磊躲過大屠殺的老父親，卻面臨癌細胞二度攻擊。他為了保護兒子而受傷，因為「在這世上，一個人總要有另一個人願意無條件保護他」。兒子卻反問：「爺爺死了，現在誰來保護你呢？」 當以色列遭遇空襲，一家三口在公路上玩起「夾三明治」，把身體疊在一起靜止不動。兒子的美好童年，並未因為世界的殘酷而蒙上陰影……躁動的黑暗現實都在凱磊的幽默中化為淡然，只留下最純粹真摯的情感。 凱磊的太太說：「我們的生活是一回事，而你總是把它改編成更有趣的東西，作家就是這樣，不是嗎？」
而他的父親說，永遠要堅持在最痛苦的境遇裡找到美好。這便是艾加．凱磊教給我們的事。 ▲作者欽點選錄，台灣獨享十篇壓箱珍藏故事 ▲電子書特別收錄作家悄悄話 ▲細緻手繪書衣：由巴西插畫家Veridiana Scarpelli創作，為艾加．凱磊指定最愛的書封設計 ▲導演彭浩翔、演員吳定謙、廣告導演盧建彰、出版人陳夏民 感動推薦 ▲各界好評 這是一本「勇氣之書」！──日本知名作家西加奈子 充滿「愛」的一本書！──《紐約時報》書評專欄 非常慶幸這世上有著艾加凱磊和他的故事，因為他讓生命更美好。──布克獎得主喬治．桑德斯 趣味橫生又絕頂深刻，簡直神作！凱磊絕
非虛構的真實故事，一如他的小說，總能從意想不到之處切入，讀過他的書，你看世界的眼光將從此不同。──美國暢銷小說家克萊爾．墨蘇德 凱磊的故事是如此詼諧逗趣，又帶著無比豐沛的情感，朝著你完全想不到的方向發展下去。他的敘事口吻極為自然，就像日常閒談，卻有著奇異的詩意。這些故事會附著在你體內，讓你左思右想好幾天。──美國知名廣播人艾拉．葛拉斯 艾加．凱磊可能是當代最會說故事的男人。這一次，他成為故事主角，帶著讀者進入他所身處的世界，看他在國情、種族糾紛的陰影之下，企圖尋找人性的異同，打開溝通的契機。最令人感動的是，我們同時見證了一個男人變成父
親之後，想為孩子先看見什麼，讓他避險，而不自覺踮起腳尖往前眺望的溫柔身影。──出版人 陳夏民 創作的靈感總來自於生活，拜讀過艾加．凱磊兩本風格奇幻的大作後，終得以在此書中一窺作者背後真實的生命經驗與生活狀態。讀著那些生命中微不足道的片刻，終於能理解那些奇幻的情節，其實都是作者一顆纖細敏感的心，在面對混亂政局、生為人父的焦慮，以及思考生命價值後，用文字所創造出的微小庇蔭，讓人在閱讀過程中不禁莞爾一笑，卻又眼眶泛淚。──演員 吳定謙 凱磊是一位亂世裡的幽默哲學家，他講的你都會懂，你都會笑，還因此會想。誠實並且帶著幽默的口吻，一直是我尊敬凱磊
的地方。而他一如過往，充滿想像力地談自己人生的劇變，讓我非常有感受。──廣告導演 盧建彰 作者介紹 他的寫作能治癒靈魂 他的故事讓世界更美好 此刻正風靡全球文學舞台的以色列作家，你不能不認識！ 艾加．凱磊 Etgar Keret（1967-） 出生於以色列拉馬干，是當地最受年輕世代喜愛的作家。他的文字犀利捕捉了我們身處的世界，在國際文壇備受推崇，作品譯為42種語言，於全球45國出版。 他的短篇故事刊載於《紐約時報》《衛報》《巴黎評論》等重量級文學專欄，成為各界創作人最佳靈感來源，目前已有超過50個故事改編為電影。他數次獲得以色列出版協會白金獎、
二度進入歐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決選，並獲頒以色列地位崇高的總理獎、有「小諾貝爾」之稱的諾斯達特國際文學獎。 2014年，台灣出版凱磊的短篇小說《忽然一陣敲門聲》，榮獲誠品、博客來、馬來西亞大眾書店選書，並登上誠品書店翻譯文學榜冠軍。本書讓以色列文學走進了世界，更難能可貴地登上外語文學最難攻克的美國排行榜TOP 5，橫掃美國權威媒體年度選書榜。2015年，《再讓我說個故事好不好》中文版接力推出，為作者親自授權的全球獨家選集。 《我絕非虛構的美好七年》是凱磊撼動世界文壇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平第一部非虛構真實故事，獲得查理斯．布朗夫曼人道精神
獎、義大利ADEI WIZO協會文學獎，更破天荒譯為波斯語，透過獨立出版管道進入伊朗書市。《衛報》將本書喻為伊朗╱以色列兩國之間的「生命線」，讓伊朗人看見以色列百姓的日常。 凱磊居住於特拉維夫，目前正與導演妻子席拉．葛芬合力創作法國電視影集，最新出版作品為繪本故事《小小王國》。 譯者 王欣欣 自媒體工作者，《欣欣咖啡屋》主持人。譯有《忽然一陣敲門聲》《再讓我說個故事好不好》《列車上的女孩》《夢想之城》《草間彌生X愛麗絲夢遊仙境》《穿著PRADA的惡魔》《隔壁那對夫妻》等書。網站：xinxintalk.com 目錄 ?第一年? 歡迎光臨這個
沒有新意的世界 大寶寶 電話問答 就跟從前一樣 ?第二年? 非真心簽書 飛行冥想 同床異夢 人民捍衛者 夢的安魂曲 眼光放遠 ?第三年? 敏感話題 瑞典夢 火柴棒戰爭 偶像崇拜 ?第四年? 炸不炸有關係 他說什麼？ 悼吾姊 恐怖遊戲 食物戰爭 ?第五年? 故鄉幻影 肥貓 孩子氣 裝模作樣 不過是個罪人 位子 愚樂園 ?第六年? 從零開始 在博物館睡一晚 男孩不哭 意外 為兒子留的小鬍子 一醉鍾情 ?第七年? 追隨父親的腳步 果醬 做個好人不容易 學校（有時候）不像監獄 我兒子的第一次選舉 燻牛肉 ?又過了幾年……? 以色列還在乎正義嗎 我不是「反」以色列，只是矛盾 晨間散步 ?
從前從前? 贖罪永遠不嫌遲 在以色列吃素 飄飄然
德國女孩-阿曼多．盧卡斯．科雷亞 2018-11-29 九百多名來自德國的猶太難民，1939年納粹清算前夕， 期許開往無反猶狂潮古巴的聖路易斯號帶來希望， 最後卻被迫與家人分別流亡各地， 開啟流浪大西洋的難民悲劇。 打從出生起，我們這群不純潔之人就已準備好迎接死亡提前來到。多年來，即便在日子還快樂時，我們也得提心吊膽著避免撞上這道命運，走一步是一步。有時我會想，當其他人如飛蠅般紛紛殞落時，我們又有什麼資格認為自己能倖免。 根據古巴政府至今不願證實的聖路易斯號郵輪事件而作 金髮碧眼的小女孩漢娜・羅森塔，出生在優渥的家庭。直到1930年代德國的
反猶行動，猶太裔的血統奪去了羅森塔家的所有財產，以及身為德國人的資格，曾經的友人、鄰居對他們嗤之以鼻。陰錯陽差之下，漢娜的照片被刊登在德國民族主義雜誌《德國女孩》的封面，她標緻的德國外表，使她對自己的身份感到疑惑，不理解何謂「不純潔」的血統。 當反猶主義日漸增溫，漢娜的父母透過管道購得古巴入境簽證，登上希望之舟「聖路易斯號」。九百多名逃離柏林的猶太難民在郵輪上享盡美食、舞會，漢娜和青梅竹馬李奧及其他年齡相仿的孩子們在甲板上玩耍，所有人在這庇護天堂暫時忘卻自己的難民身份，期盼在大西洋的彼岸尋得新生活。 經過兩週的海上顛簸，郵輪即將靠岸之
際，古巴當局發送電報，宣布他們高價購得的簽證在一夕化為廢紙，最後僅二十餘名乘客，包含漢娜與她懷孕的媽媽，獲准進入哈瓦那，而這艘孤立無援的猶太難民郵輪只能朝著歐洲返航。漢娜的媽媽生下弟弟之後，進入封閉自我的孤立狀態，漢娜才終於了解她們再也不可能離開古巴回到以前的生活。 七十五年後的紐約，十二歲的安娜・羅森收到一個來自古巴的包裹，寄件人：漢娜・羅森塔。為了挖掘這個包裹與她於九一一事件逝世的爸爸之間的關係，安娜與媽媽決定到古巴，展開一場追根溯源、了解自己的存在意義的旅程。 作者簡介 阿曼多・盧卡斯・科雷亞 Armando Lucas
Correa 獲獎無數的記者、作家，現為美國銷量最大的西語雜誌《People en Espanol》主編。成長於古巴的哈瓦那，大學時專攻戲劇分析以及新聞學，並以戲劇和舞蹈評論作為職業的開端，一九九〇年代移居美國。 《德國女孩》為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二〇一六年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同時出版。現與伴侶及三個小孩同住在紐約曼哈頓。 譯者簡介 簡萓靚 師大翻譯所口譯組畢業。靠著一張嘴、一組鍵盤維生與認識世界。跟隨聖路易斯號汪洋流離失所，緊跟漢娜逃離大陸、紮根島嶼。儘管時空地點殊異，正義缺席的時代，小人物的立足故事，原來隨處皆有共鳴。譯有《背離親緣》、《水
的導讀：如何用小池塘窺見太平洋》。 懇請賜教：jmke27@gmail.com
Country Life- 2000-03
死亡草-阿加莎·克里斯蒂 2011
Cash for Your Crafts-Wendy Rosen 1997 Shares ideas for creating crafts, and discusses start-up strategies and marketing techniques
午间女人-弗兰克 2009 小说《午间女人》的故事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从民族自审精神出发,通过一个带有犹太血统的女主人公经历两代奇诡、怪异的家庭生活后,从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少女变得沉默寡言、了无生趣,最后不得不抛弃爱子的故事。
Whitaker's Books in Print- 1998
Books in Print- 1991
中世紀人-(英)艾琳·鮑爾(Eileen Power)，韓陽，羅美鈺，劉曉婷譯 2018-11-01 內容簡介 本書作者通過賬本、日記、書信、記錄、遺囑及其他一些權威的文獻資料，再現了中世紀時6個普通人的生活。使我們得以一瞥中世紀生活的方方面面：農民生活、修道生活、羊毛交易、威尼斯與東方的貿易活動、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等。
Forthcoming Books-Rose Arny 2003-12
One Child-Mei Fong 2016-11-28 An intimate investigation of the world's largest experiment in social engineering, revealing how its effects will shape China for decades to come,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繁花将尽-布洛克 2019 本书讲述的马修·斯卡德职业生涯的谢幕.与所有故事一样,决定退休的马修还是同意接下了他的最后一宗案子.当事人露易丝遇到一个心仪的男人,但她总是疑心对方对自己有所隐瞒.在马修为其调查真相的时候,危险也在迫近.
Books in Print Supplement- 2002
繁花圣母-Jean Genet 1996
A Map into the World (Chinese Edition)-Kao Kalia Yang 2021-08-01 "Filled with wonder and sorrow and happiness." —Alison McGhee, #1 New York Times bestselling author of Someday A heartfelt story of a young girl seeking beauty and connection in a busy world, now in Mandarin Chinese. As the seasons change,
so too does a young Hmong girl's world. She moves into a new home with her family and encounters both birth and death. As this curious girl explores life inside her house and beyond, she collects bits of the natural world. But who are her treasures for? A moving picture book debut from acclaimed Hmong American
author Kao Kalia Yang. “充满惊奇、悲伤和幸福。”—Alison McGhee,#1 《纽约时报》《有朝一日 (Someday)》畅销书作者 一个年轻女孩在忙碌的世界中寻找美和联系的感人故事。 正如四季交替,年轻苗族女孩的世界也在变化。她和家人搬进了新家,经历了生与死。当这个好奇的女孩探索屋内外的生活时,她收集了这个自然世界的点点滴滴。但她的宝藏是给谁的呢? 著名苗族美国作家 Kao Kalia Yang 感人肺腑的处女作图画书。
你希望我成为的一切-Mindy Mejia 2019
Portico- 1998
Five Go Adventuring Again 五夥伴再歷險 (ESL/EFL 英漢對照繁體版)- 2020-02-04 本書是“百萬英語閱讀計劃”叢書——英漢對照中級英語系列讀物第IV輯（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專輯）之2，適合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閱讀。 百萬英語閱讀計劃(Million-Word Reading Project, MWRP)是專門為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ESL/EFL learners）設計的英語閱讀提高計劃，讀者對象為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相當於初級英語），通過２年、每天
約15分鐘的閱讀能達到中級英語水平，掌握3000多單詞和大量的短語，熟練掌握英語的各種句子結構，並能閱讀一般英語原著。 本書文本統計信息詳見下表，供選擇時參考： 【文本統計】 可讀性值 | 87.6 總字數 | 38436 1500詞外詞數 | 1826 1500詞外詞條數 | 439 生詞率(%) | 4.75 生詞率（按詞條）(%) | 1.14 生詞複現率 | 4.16 複現5次以上生詞數目 | 114 複現2次以上生詞數目 | 264 【內容簡介】 本書為英國作家伊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系列少年歷險小說“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
之2。聞名五夥伴是三兄妹朱利安（Julian）、迪克（Dick）和安妮（Anne），與他們的堂姐妹，假小子喬治（George），真名是喬治娜（Georgina），還有喬治那只忠實的狗提米（Timmy）。 寄宿學校放假，五夥伴回到喬治的家——基林村舍（Kirrin Cottage）過聖誕假期。然而，昆廷叔叔（Uncle Quentin）雇了一位家教假期給孩子們補課，他們期待已久的快樂假期似乎被破壞了。更糟糕的是，喬治一開始就不喜歡這位家教，跟他的矛盾日益加深…… 昆廷叔叔正在進行一項科學實驗，但是他的秘密書稿中最重要的三頁被盜。竊賊是誰
呢？書稿能找回嗎？ 伊妮德•布萊頓（1897～1968）是英國“國寶級”的童書大王。在歐洲，她的書被公認為最讓家長放心的課外讀物；在全球，她的書被翻譯的數量超過安徒生和莎士比亞。在她去世50年之後，她的小說仍暢銷不衰。
Five Run Away Together 五夥伴集體出走 (ESL/EFL 英漢對照繁體版)- 2020-02-04 本書是“百萬英語閱讀計劃”叢書——英漢對照中級英語系列讀物第IV輯（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專輯）之3，適合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閱讀。 百萬英語閱讀計劃(Million-Word Reading Project, MWRP)是專門為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ESL/EFL learners）設計的英語閱讀提高計劃，讀者對象為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相當於初級英語），通過２年、每天
約15分鐘的閱讀能達到中級英語水平，掌握3000多單詞和大量的短語，熟練掌握英語的各種句子結構，並能閱讀一般英語原著。 本書文本統計信息詳見下表，供選擇時參考： 【文本統計】 可讀性值 | 88.1 總字數 | 40859 1500詞外詞數 | 2318 1500詞外詞條數 | 515 生詞率(%) | 5.67 生詞率（按詞條）(%) | 1.26 生詞複現率 | 4.50 複現5次以上生詞數目 | 136 複現2次以上生詞數目 | 315 【內容簡介】 本書為英國作家伊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系列少年歷險小說“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
之3。聞名五夥伴是三兄妹朱利安（Julian）、迪克（Dick）和安妮（Anne），與他們的堂姐妹，假小子喬治（George），真名是喬治娜（Georgina），還有喬治那只忠實的狗提米（Timmy）。 三兄妹來到基林村舍（Kirrin Cottage）同喬治一起度假期。但是喬治的媽媽病了，爸爸只好陪她外出治療，於是四個孩子由臨時廚師照料，但是廚師幾次試圖毒死他們的狗提米，因此孩子們決定逃亡基林島（Kirrin Island）。 在島上宿營時，聞名五夥伴發現了一個神秘的行李箱，便懷疑有走私犯在行動。但是，夜裏，他們聽見了一個女孩的尖叫聲！還有
什麼人在島上呢？他們在島上幹什麼呢？ 伊妮德•布萊頓（1897～1968）是英國“國寶級”的童書大王。在歐洲，她的書被公認為最讓家長放心的課外讀物；在全球，她的書被翻譯的數量超過安徒生和莎士比亞。在她去世50年之後，她的小說仍暢銷不衰。
Five Fall into Adventure 五夥伴意外歷險 (ESL/EFL 英漢對照繁體版)- 本書是“百萬英語閱讀計劃”叢書——英漢對照中級英語系列讀物第IV輯（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專輯）之9，適合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閱讀。 百萬英語閱讀計劃(Million-Word Reading Project, MWRP)是專門為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ESL/EFL learners）設計的英語閱讀提高計劃，讀者對象為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相當於初級英語），通過２年、每天約15分鐘的閱讀能達到中
級英語水平，掌握3000多單詞和大量的短語，熟練掌握英語的各種句子結構，並能閱讀一般英語原著。 本書文本統計信息詳見下表，供選擇時參考： 【文本統計】 可讀性值 | 87.9 總字數 | 40036 1500詞外詞數 | 2233 1500詞外詞條數 | 632 生詞率(%) | 5.58 生詞率（按詞條）(%) | 1.58 生詞複現率 | 3.53 複現5次以上生詞數目 | 141 複現2次以上生詞數目 | 356 【內容簡介】 本書為英國作家伊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系列少年歷險小說“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之9。聞名五夥伴是三兄
妹朱利安（Julian）、迪克（Dick）和安妮（Anne），與他們的堂姐妹，假小子喬治（George），真名是喬治娜（Georgina），還有喬治那只忠實的狗提米（Timmy）。 喬治的爸爸媽媽出國度假，留下五夥伴在家由廚師照料。五夥伴非常開心放鬆，他們準備過一個非常平靜的暑假。夜裏，一張神秘的臉出現在兩個女孩臥室的窗口。第二天夜裏，家中發生了盜竊，昆廷叔叔（Uncle Quentin）記錄科學試驗的筆記本被盜走。繼而，喬治和她的狗提米失蹤…… 伊妮德•布萊頓（1897～1968）是英國“國寶級”的童書大王。在歐洲，她的書被公認為
最讓家長放心的課外讀物；在全球，她的書被翻譯的數量超過安徒生和莎士比亞。在她去世50年之後，她的小說仍暢銷不衰。
Five Get into Trouble 五夥伴陷入困境 (ESL/EFL 英漢對照繁體版)- 2020-02-04 本書是“百萬英語閱讀計劃”叢書——英漢對照中級英語系列讀物第IV輯（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專輯）之8，適合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閱讀。 百萬英語閱讀計劃(Million-Word Reading Project, MWRP)是專門為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ESL/EFL learners）設計的英語閱讀提高計劃，讀者對象為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相當於初級英語），通過２年、每天約15分
鐘的閱讀能達到中級英語水平，掌握3000多單詞和大量的短語，熟練掌握英語的各種句子結構，並能閱讀一般英語原著。 本書文本統計信息詳見下表，供選擇時參考： 【文本統計】 可讀性值 | 85.1 總字數 | 37961 1500詞外詞數 | 1921 1500詞外詞條數 | 574 生詞率(%) | 5.06 生詞率（按詞條）(%) | 1.51 生詞複現率 | 3.35 複現5次以上生詞數目 | 123 複現2次以上生詞數目 | 325 【內容簡介】 本書為英國作家伊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系列少年歷險小說“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之8。
聞名五夥伴是三兄妹朱利安（Julian）、迪克（Dick）和安妮（Anne），與他們的堂姐妹，假小子喬治（George），真名是喬治娜（Georgina），還有喬治那只忠實的狗提米（Timmy）。 五夥伴騎自行車旅行、露營時，遇上了一個富豪的兒子理查德（Richard），於是他們一同騎車旅行。但是途中，迪克被理查德的爸爸過去的保鏢誤認為是理查德，從而被他綁架。通過兩個線索，其他的孩子連夜追蹤到一所偏僻的房子。然而，他們自己又被抓住，囚禁起來…… 伊妮德•布萊頓（1897～1968）是英國“國寶級”的童書大王。在歐洲，她的書被公認為最
讓家長放心的課外讀物；在全球，她的書被翻譯的數量超過安徒生和莎士比亞。在她去世50年之後，她的小說仍暢銷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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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oks] Judith Blacklocks Flower Recipes For Spring
Getting the books judith blacklocks flower recipes for spring now is not type of challenging means. You could not deserted going taking into account book accrual or library or borrowing from your connections to approach them. This is an enormously easy means to specifically acquire lead by on-line. This online revelation judith blacklocks
flower recipes for spring can be one of the options to accompany you bearing in mind having extra time.
It will not waste your time. believe me, the e-book will completely way of being you extra issue to read. Just invest tiny mature to admittance this on-line message judith blacklocks flower recipes for spring as well as review them wherever you ar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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