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e Goodwin Pork Meatballs
她被给予的人生-Ellen Marie Wiseman 2019
橫濱車站ＳＦ 全國版-柞刈湯葉 2019-05-10 ★2017年上半年《本の雑誌》Best 10、2018年《這本輕小說最厲害！》得獎作 系列新作 ★超乎想像又具有絕妙臨場感的科幻傑作，邁向全國！ 數百年後， 支配了99%日本的將是 橫濱車站！ ～ 「橫濱車站正
在急速擴張！」 當居住於站內的醫師——藍眼醫生接獲這樣的報告後，推測這極有可能是車站底層的火山即將噴發的徵兆。為了對應即將到來的車站崩塌，藍眼醫生和二條圭仁前往山頂，卻發現一名少女被拋棄在該處…… 改建工程從未停歇的「橫濱車站」，最終走向自我增殖一途，
在橫濱車站不斷增殖過程中，受到機械與未知命運擺弄的人們，即將面對無法預知的未來。 瀨戶內．京都篇：前往四國的仿生人海昆黛麗琪，在瀨戶內海上的小島遇見獨居於島上的男子熊野，他的真實身份究竟是誰？ 群馬篇：突然出現在山坡小鎮的金魚眼男子，慌張的闖入了藍眼醫生的
診所，告知車站結構正在膨脹的消息，這次的膨脹將會導致毀滅？ 熊本篇：擁有過人能力的島原三香，順利進入了位於九州的ＪＲ福岡，加入對抗橫濱車站的行列，然而，迎向她的神祕工作竟然是？ 岩手篇：在ＪＲ北日本公司內，存在著１６名尚無身體的仿生人，而這群仿生人們，將對
橫濱車站造成不可知的影響...... ※附：橫濱車站擴張方式解說、站內都市導覽 ﹝橫濱車站﹞ 横浜駅；YOKOHAMA STATION。 位於日本神奈川縣橫濱市西區。自大正四年（西元1915年）誕生於這個星球以來，百餘年間持續改建，未曾完工。素有「日本的聖
家堂」之別稱。
夜路-Kristin Hannah 2019-04 作者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感人至深的故事,关于母性,个性,爱情,原谅,夜路都提出了深刻的问题.这是一部倾向光明而又令人心碎的小说,既能引起失去的巨大悲痛,又能激发希望的惊人力量.关于对家庭的渴望,关于人心的韧性,
关于原谅所爱之人的勇气,读者都能从这本小说中体验"情感的马拉松",获得温暖积极的正能量.
被偷走的妳- 2016
Hello Lighthouse-Sophie Blackall 2020-05-05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Hello Lighthouse
Wei nu shi er nian-诺瑟普 (美) 2014 所罗门·诺瑟普本是一名受过教育的自由黑人, 与妻小生活在美国纽约州, 梦想靠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 1841年, 两个白人以高薪工作为诱饵, 将他骗到华盛顿, 卖给了奴隶贩子. 所罗门被送到路易斯安那州的种植园, 从此
被逼为奴, 三度易主, 饱受压迫. 在辗转挣扎的奴隶生涯中, 他曾患重病差点身亡, 挨过血腥鞭打, 曾拳打凶暴的奴隶主, 逃到危险重重的沼泽, 也曾发明捕鱼器具改善饮食, 节庆舞会时靠拉小提琴获得不少收入. 1853年, 他找到机会, 请一名反对蓄奴的白人木匠寄信回乡, 终于获
救归家, 重获自由.
毒家企業：從創造品牌價值到優化客戶服務，毒梟如何經營販毒集團？-湯姆・溫萊特（Tom Wainwright） 2019-02-01 這本黑色幽默的書，比毒品更令人上癮！ 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年度最佳圖書」 《科克斯書評》、《路透社》、《圖書館期刊》亮眼推薦 川
普在美墨邊境築牆，販毒集團為何竊竊自喜？ 在墨西哥，傍晚5點45分為什麼不要出門？ 幫派成員從頭到腳刺青，竟然是為了預防員工跳槽？ 一個地盤不夠就來兩個，毒梟也搞連鎖加盟？ 線上販毒比線下交易更有品質保障，顧客評價機制還能優化客服？ 隨著電視影集《絕命毒師》與
《毒梟》風靡全球，毒品產業、錯綜複雜的販毒組織、毒梟大起大落的故事莫不引人好奇，討論度始終不減。當前毒品問題嚴重，官方投入大量金錢與人力想遏止毒品氾濫和伴隨而來的犯罪活動，雖然時有捷報但仍無法根除危害，問題出在哪兒？如果將販毒活動視為一種經濟現象，並據以
調整反毒政策呢？經濟學家若能扮演警察，情況會是如何？ 重量級媒體「經濟學人」商業線記者湯姆・溫萊特奉命深入拉丁美洲，採訪報導全球最奇特又野蠻的販毒產業，過程爾虞我詐、驚心動魄。他愈是探討毒品背後的故事，愈是發現——販毒集團和組織嚴謹的跨國企業差不了多少！
組織犯罪集團不斷汲取大型公司的策略和手段，從創造品牌價值到微調客戶服務，無一不包。 毒梟如何向大型企業借鏡經驗： ★學習沃爾瑪 → 壟斷賣家（農民），壓低古柯收購價格；要求供應商吸收成本以維護本身利潤。 ★效法麥當勞 → 利用連鎖加盟的特許經營模式，擴張集團
版圖與影響力。 ★模仿亞馬遜 → 網路開店節省成本，線上比價、宅配及加強售後服務，提高顧客黏著度。 ★人力資源管理 → 把監獄當作就業中心；以紋身提升向心力、避免員工跳槽。 ★塑造企業形象 → 花錢買公關，利用社群媒體形塑毒梟親民愛民的公眾形象。 ★洞悉市場脈
絡，經營全球化 → 定期研究〈經商環境報告〉、〈全球競爭力報告〉，司法弱、警察不可靠、政客不受信任、容易行賄的國家，最適合拓展境外業務。 《毒家企業》從經濟學家的視角出發，逐一分析毒品產業的上下游供應鏈、人力招募與管理、品牌建立、加盟連鎖、多角化經營、電商
布局、通路開發與維繫⋯⋯等；原來，一般合法企業面臨的問題，毒梟也很傷腦筋！ 從玻利維亞到哥倫比亞、從墨西哥到美國，從古柯種植園到中美洲監獄，跟著溫萊特冒險進入神祕又危機重重的暗黑市場，以鮮明嶄新的視角深窺毒品交易與價值三千億美元的毒品市場，全面掌握全球毒
品產業——可以說，這是一本給毒梟的商用參考書，也是打擊毒品的關鍵指南！ 本書特色 1.作者以經濟學家的角度觀察並分析非法毒品交易產業，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這項的寫作角度史無前例，在同類型書籍中立刻脫穎而出。 2.本書屬紀實報導，敘事手法條理分明、一針見血，
筆調幽默活潑，人物訪談讀來彷彿親臨現場。一段段故事妙趣橫生，令人欲罷不能。 3.題材特殊吸睛，喜歡《絕命毒師》、《毒梟》影集或是《金牌特務：機密對決》的讀者，絕對會愛上這本書。 亮眼推薦 沈旭暉／GLOs創辦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副教授、《信報財經
新聞》主筆（國際） 林志都／譯者，蘋果日報「國際蘋道」拉丁美洲線、想想論壇、換日線專欄作者 阿潑／文字工作者 馬躍中／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張淑英／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張翠容／香港新聞工作者 許春金／臺北大學犯罪學研
究所特聘教授 陳小雀／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專任教授、拉丁美洲研究所專任教授兼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 陳韻如／臺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黃麗如／旅行作家 膝關節／影評人 蘇彥斌／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chinchen.h／旅遊作家 （依姓氏筆劃排序） 各界好評
「《絕命毒師》世代必看的經濟叢書。」——《泰晤士報》 「棒極了。這是我讀過最能以出奇致勝之道對付毒品世界的書籍。」——摩伊希斯・奈姆（Moisés Naím），《誰劫走了全球經濟》（Illicit）與《微權力》（The End of Power）作者 「溫萊
特是調查販毒產業之後尚能倖存的幸運記者之一。」——《華盛頓時報》（Washington Times） 「這幾年最令人激賞的商業書籍之一。」——《今日管理》雜誌（Management Today） 「出色的作品……既是長篇黑色笑話，也是對吸毒的冷靜
分析……。《毒家企業》讀起來興味盎然，作者思緒縝密，在諸多層面提出令人信服的論點。」——路透社（Reuters） 「從數個層面來看，溫萊特非常勇敢……。（他）一下子挑戰了每個人，包括毒販、毒梟與這兩者之間的旁觀者。這是一本大膽的調查報導書籍，論述有
理，值得借鏡，可依此制定更明智的反毒政策。」——《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本書極具爭議，但論述完備……。想解決毒品問題的人，務必詳讀本書。各國政府似乎對毒販束手無策，不妨借鏡溫萊特頭頭是道的見解。」——《華盛頓書評》
（Washington Book Review） 「言簡意賅，深具說服力，乃是我讀過最棒的毒品法改革論述之一……。（溫萊特）分析縝密且論事平衡，研究極為徹底……。溫萊特將毒品交易視為企業營運，揭露為何販毒會嚴重危害世界。」——米莎．格蘭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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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a Glenny），《紐約時報週日書評》（New York Times Sunday Book Review） 「本書生動活潑，引人入勝，既有堅持不懈的記事報導，也引用了學術研究的成果。」——《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經濟學人》編輯溫萊特觀察敏銳，運用企業策略與市場力量的邏輯，解釋全球販毒產業為何如此具有彈性。他的論點極具說服力，指出政府一旦忽視基本的經濟力量，就算投入大量公帑去執法，依然無法遏止毒品交易。」——《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 「本書
條理清晰，內容精闢，毫不浮誇……。溫萊特明確指出，想遏止毒品氾濫的人之所以失敗，乃是堅持去打毒品戰爭，其實應該將販毒視為市場操縱（market manipulation）。」——《獨立報》（Independent）（英國）
建筑的故事- 2015
老到可以死-芭芭拉．艾倫瑞克 2020-07-21 我們是想活得更久，還是活得更好？ 你怕老嗎？怕死嗎？ 21世紀，醫療「產業」給了我們長命百歲的許諾，除了延緩死亡，還包括遠離殘疾、安全分娩，從出生到死亡，一切似乎都可掌控。人們熱衷，也認為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身
體。 但真的是這樣嗎？ 芭芭拉・艾倫瑞克開始動筆撰寫本書時70歲，就她自己的話來說，是一個「死亡不再需要多費脣舌說明的年紀」，只是環顧四周，大家好像總不是這麼甘願地、「自然地」邁向死亡，甚至老去的過程。或許是之前罹患乳癌經驗，也或許是求學時的細胞生物學背景，
當然更可能是年輕時搞運動的愛找麻煩個性使然，在抗老產品、預防醫學盛行的此刻，艾倫瑞克做了一個看似挑釁的報導書寫，問了個其實每個人都在想的問題：我們是想活得更久，還是活得更好？芭芭拉・艾倫瑞克這次回到她細胞生物學的本行，研究老、病，和死，提出關於身體，以及
人在宇宙位置的全新理解。 從預防醫學檢查的重要性，到所謂「正確」的養生概念，艾倫瑞克從個人經驗、社會趨勢，到通俗文化及最新的科學文獻，引用各方說法，一步步推翻那些「指導」現代人健康長壽的關鍵字，進一步從細胞角度進行研究，說明我們所做的一切其實只是白做工。
對於衰老，我們無能為力，身體的每個細胞會做出自己的「決定」。而這決定並不總是對我們有利。 作者簡介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 1941～） 洛克菲勒大學細胞生物學博士，曾任《時代雜誌》專欄作家，作品也常出現在《哈潑》、《國家》、
《新共和》等刊物，是相當活躍的女性主義者與民主社會主義者。她出身礦工家庭，讀大學時受到反戰運動啟蒙，拿到博士學位後決定放棄教職，投入寫作與社會運動；也因為前夫是卡車司機，特別關注美國社會底層（M型另一邊）的生活。《我在底層的生活》出版後，她被診斷罹患乳
癌，在治療過程中以此個人經驗探討美國的醫藥產業問題。艾倫瑞克至今已出版二十餘本著作，包括暢銷作品《我在底層的生活》、《失業白領的職場漂流》、《失控的正向思考》、《嘉年華的誕生》，以及自傳作品《我的失序人生》。 譯者簡介 葉品岑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
碩士。曾任編輯，目前從事翻譯，譯作有《簡樸的哲學》、《古蘭似海》、《午夜的佩拉皇宮》、《時光的製圖學》、《我的應許地》。
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刘榜离 2011
一切皆有可能-Elizabeth Strout 2019-0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Anything Is Possible
见闻札记-欧文 2005 本书为中英文对照读本。华盛顿·欧文这位”美国文学之父“的19世纪欧洲游记作品集,文笔清新优雅,富于浪漫主义情调,贯穿着作者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
傑米奧利佛的歐非美食漫遊-Jamie Oliver 2011
上流法則-亞莫爾．托歐斯（ Amor Towles） 2021-06-01 所謂遺憾，就是在你擁有一切之後，心底還是會偷偷念著的那個名字 《上流法則》這本小說，是一封寫給紐約的情書，一個探索自我價值的永恆課題 假如我們只會愛上最適合自己的人，愛情又怎麼會讓人心
碎神傷呢？ 本書《上流法則》是暢銷書籍《莫斯科紳士》作者托歐斯的出道作品，被出版社以百萬美金這樣的天價，所搶下的新人處女作；榮獲法國費茲傑羅文學獎，更被選為美國《華爾街日報》2011年的十大好書、英國《泰晤士報》嚴選好書，蟬聯各大暢銷書排行榜！ 書中的背景
是三○年代末的紐約，那是座機遇與希望的夢想之城，當時經濟大蕭條剛過，二戰的威脅尚未到來，正是一個生氣蓬勃、充滿爵士、美酒與晚宴的年代。 主角是25歲的祕書愷蒂，她是個出身平凡卻又企圖心十足的聰明女孩，在1937年的跨年夜，她和室友伊芙在格林威治的爵士酒吧
裡，結識了一位迷人的銀行家錫哥。這場邂逅帶領愷蒂踏入曼哈頓，令人目眩神迷的上層階級，開啟了她一整年充滿驚奇與瘋狂的際遇。 她結識了一幫或天真或精明，或憤世或野心勃勃的人，經歷了上流社會所謂的富裕與地位，也發現表象底下的鬥爭、忌妒和背叛，嘗到了愛情的苦澀與
錯失。也領會當你走到人生的岔路口，讓你有機會可以改變境遇、性格，還有人生的軌道，或許可以將每條路看作是上天給的禮物，但別忘了，不管哪種選擇都必須付出代價的。 《上流法則》藉由機智的話語和個性鮮明的角色，探討了愛情與友誼，金錢與階級，理想與妥協，以及選擇與
命運。並且讓我們跟隨第一人稱的主角愷蒂，一同探訪紐約這座城市，有人在此妥協於生活，有人掌握了自由，有人獻身給理想，也有人屈服於欲望；贏得了地位與財富的大有人在，但也有人選擇內心的平靜與快樂。 此次特別邀請到知名音樂劇演員鍾琪，以及朗讀《莫斯科紳士》的專業
配音員蕭定睿，聯手為各個角色精心設計不同的聲音，除了讓聽覺層次更加豐富，也更能夠讓我們帶入角色的心境，一同探訪1930年代紐約的光采，並隨著主角的際遇逐漸體會到： 我們的選擇決定了我們的身分定位 而所謂正確的選擇，其實只是生命的玩笑 本有聲書由【漫遊者事業
群 × 遍路文化】聯合製作 朗讀版本：2015 年 3 月 初版一刷 版權申告：本書譯文為漫遊者文化所有，非經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製、轉載。版權所有，盜錄必究。
华尔街的86个谎言-John R. Talbott 2010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86 Biggest Lies On Wall Street by John Talbott who worked as an investment
banker at Goldman Sachs. He has foretold the housing crash in 2003 in a well analyzed book while everyone else dismissed his claim. In this book, he
criticizes the government policies, lobbyist, media, etc. and advocates for some tough measures to get our economy back on 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失窃的孩子-唐纳胡 2007 在美国东部的某个乡村,仙灵们依然躲藏在深山高林中,不为人知的,仙界世界和人类社会不时的发生交集,但只有仙灵和被交换的孩子知道全部秘密。
听雨-原因 2002 本书包括:情感小屋;我的植物园;听雨;忆念春天;边界上;寻里寻梅;绿岛小夜曲;春的断想等内容。
偷心賊-Douglas Carlton Abrams 2008
意外的管書人生-史坦伯格 2013
玫瑰迷宫-Titania Hardie 2009 Discovering hidden writings by Queen Elizabeth I's astrologer that made shocking predictions for the modern world,
documentary producer Lucy King races throughout England, France, and New York to decipher clues leading to a fated lost tr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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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与船长-邦杜 2006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蓝色小卡车-Alice Schertle 2018 本书讲述了"嘀嘀----"蓝色小卡车就是这么有礼貌:路上遇到蟾蜍,牛,马等动物时,都会亲切地打招呼.但翻斗车可太傲慢啦,不仅对别人不理不睬,还仗着自己个头大,抢道先行,结果一不小心陷进了泥巴里.他喊啊叫啊,却没人来帮他.这时,
蓝色小卡车冲进泥坑里和小动物们一起把翻斗车推出来.好人缘的蓝色小卡车和没人搭理的翻斗车形成了鲜明对比,让孩子们明白:友善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融洽;友善待人,自己也会更受欢迎,更快乐.
菲菲生氣了-Molly Bang 2000 A young girl Feifei is upset and doesn't know how to manage her anger but takes the time to cool off and regain her
composure.
Elmo Loves You (Sesame Street)-Sarah Albee 2016-12-16 艾摩喜欢好多好多东西。但是艾摩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和艾摩一起读读这本有趣的书来找出答案吧！
第六病房-契訶夫(Anton Pavlovich Chekhov) 2011-02-22 「昨天晚上我讀完了這篇小說，覺得簡直可怕極了……我有這麼一種感覺，好像我自己也被關在第六病房似的。」 ──列寧讀後感 這部曾被稱為「整個俄國文學中最可怕的小說」的〈第六病
房〉，故事十分簡單，發生在某一城鎮的某一小醫院裏，其中「第六病房」是監禁精神病患者的特別病房，遺世但不獨立，由一位粗暴、動不動打人的退伍老兵看守（或說統治），受監禁的病患共五名，其中一個關鍵性的病人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羅莫夫患有被迫害妄想症，出身良好，之
前是法院傳達員和地方上的書記，三十三歲（和彼時的作家同齡）。此人脾氣暴躁，言論尖利，他患病的起因係某個憂鬱的秋天早晨目睹兩名戴鐐銬的犯人被四名兵士押送，忽然神經質的想到自由喪失的可怖，自己不也極可能被捕被關監獄裏？「他知道他沒犯過任何罪，而且可以保證將來
也不會殺人、放火、偷竊，可是偶然間無意犯罪不是很容易嗎？是啊，無怪乎人民歷代的經驗教導我們，誰也不能保證免於乞討和牢獄之災……」 陷於如此思維泥淖的格羅莫夫，最終因為又一樁找不到凶手的雙屍命案，擔心自己被認為凶手而正式發瘋，送進第六病房。 另一面，則是醫
院的負責醫生安德烈‧葉菲梅奇。這是個好脾氣、待人溫和、有處世不爭哲學的醫生，他偶爾心血來潮巡視了這個被人遺棄的第六病房，被激憤的格羅莫夫所吸引，醫生一方面同情他的處境，一方面也以為格羅莫夫是個可談話的有意思對象，遂經常到第六病房找他聊天，這個不尋常的舉動
馬上在醫院、在整個城鎮引發議論和猜疑，並很快傳出葉菲梅奇醫生也瘋了的流言。 最終，葉菲梅奇醫生被誘騙進入第六病房，當個精神病患禁錮起來，他憤怒抗議，卻遭到老兵一陣毒打，不知道幸與不幸，葉菲梅奇醫生很快的就此死去。 從形式上來說，他的小說篇幅短小，最多只到中
篇小說的長度，捕捉的通常是漫漫人生的一瞬一截，頭尾兩端則依然浸泡在廣漠深厚的生命大海之中水波不興，也就不會有日暮途窮的絕望感；從書寫本質來看，契訶夫又太謙遜、太不自戀、太──該怎麼說好──太自由而且該講歡快還是頑皮，他的小說，即使在最悲慘無光的段落裏，都
還是有笑聲傳出來（永遠有人「稍微認真的在笑」），或者戲謔、或者自嘲、或者就只是單純的覺得有趣會心，伴隨著契訶夫本人耐心且寬容（他一輩子如此）的溫柔目光，所有非戲劇性不可的莊嚴偉大或悲壯總是這麼被他笑掉，應聲瓦解，因此凝聚不成某種雕像般剛硬的、截然的、和尋
常世界劃清界線的封閉性作品來。契訶夫絕不嚇唬我們，我們也不怕他，於是我們也就不覺得自己渺小，像讀托爾斯泰或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樣。平等，遂使百年來讀小說的人常常忘了要尊敬他。 契訶夫自己正是這麼講的，小說，本來就應該寫得「沒頭沒尾」。 這部〈第六病房〉，算是契
訶夫最「有頭有尾」的小說，也是契訶夫少數較沉重、較純粹悲劇的作品，適合單獨成書，儘管已是經典名作，而且一般以為標示著契訶夫小說書寫的重大階段性意義，但我們還是得說，這仍不足以代表契訶夫，真正契訶夫的美好係由他燦若滿天繁星的全部小說組合而成，每一塊碎片都閃
亮，而唯有全體，我們才能得著契訶夫小說的真正意義。
佛罗普赛家小兔子们的故事-碧雅翠丝·波特 2018-06-11 英文, 韓文, 中文繁體，中文简体，中文拼音 English, Korean, Traditional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Pinyin 在英國出生的世界級作家碧雅翠絲·波特所寫
的23篇《彼得兔系列》，是20世紀數一數二的兒童文學著作，在1902年初版《彼得兔的故事》出版後的115年期間，不僅受到兒童的喜愛，也受到大人的喜愛，在全世界被翻譯成24種語言出版，達到1億本以上的銷售量。 碧雅翠絲·波特是一生致力於環境保護的環境運動家，
《彼得兔系列》是以生動的動物樣貌與美麗的自然環境為背景，構成具有活力與生命力的故事，看見書中動物們的世界與生態自然，透露出其愛護環境之精神。 不僅是具有豐富想像力的童話故事，同時也是充滿詼諧風趣的經典，擬人化的動物故事反映出人類所生活的現實世界樣貌，作為
成人的童話也能帶來無限的樂趣。 一隻壞兔子的故事，向貓頭鷹爺爺獻上禮物的小松鼠們，差點被狐狸搶走蛋的笨鴨子，開洗衣店的刺蝟阿姨，向貧苦的老爺爺報恩的小老鼠們，釣魚釣到一半差點被抓走的青蛙，有潔癖的小不點鼠太太等，動物們被賦予人類的樣貌，不僅讓我們感受到親
切感，也提高了動物與人之間的親密感。 每當一一仔細欣賞這23篇故事時，總會因可愛動物們所展開的故事露出一絲微笑，在當中我們就好像尋找藏寶圖一樣，不自覺地尋找出作家細微的描寫與意義，一起深深陷入意想不到的劇情展開和動物們致命的吸引力吧。
一次荣耀的飞行-Alice Provensen 2018 1984年凯迪克奖唯一金奖图书,本书讲述了法国人布莱里奥坚持不懈制造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故事.内文如标题一样简洁凝练,绘图与文字完美结合,为故事增添了质感和氛围,二者相得益彰,这正是普罗文森夫妇的风格.
安提戈涅-阿努伊 2019
那時候，我們還不是孤兒-麗莎・溫格特(Lisa Wingate) 2018-09-29 「看到最後，不能不為他們的故事流下激動熱淚！」 ◆2017 年 Goodreads 網站讀者票選年度冠軍 ◆2018 年美國南方圖書獎年度最佳小說 ◆2018 年 Ezvid
Wiki 網站年度十大歷史小說 ◆2018 年 10 月誠品選書、城邦讀書花園選書 ◆改編自美國史上令人心痛的真實事件，Goodreads 網站 ◆全美銷售突破 110 萬冊，賣出全球 36 國版權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出版人周刊、亞馬遜網站熱銷之
作 ◆吳曉樂、陳又津、番紅花、楊富閔 同聲推薦 原本幸福美滿的七口之家，一夕之間遭硬生生拆散， 該為孤兒找到歸宿的育幼院，背後隱藏了什麼陰暗祕密？ 一九三九年，十二歲的瑞兒和她的四個弟妹，與年輕的父母一同住在密西西比河的船屋上。那晚風雨交加，父親必須將難產的
母親送往醫院，臨行前叮囑瑞兒要照顧好自己的手足，怎料這一離就是永別。隔天，五個孩子遭警察強行帶走，送往「田納西兒童之家」，雖然大人們保證他們很快就能與父母團聚，但未知的黑暗仍逐漸朝他們襲來，瑞兒拚了命要保住所有弟妹，不讓一家人再次被拆散。 二○一七年，在
南卡羅來納州艾肯市，即將舉行豪華婚禮、很可能會接下父親參議員棒子的聯邦檢察官艾芙芮，在老人安養院的一次意外遭遇，驅使她好奇地探索那段模糊隱匿的家族史，沒想到竟就此踏上一條最終走向崩壞或救贖的道路——端看她如何抉擇。 這部令人動容的小說，靈感源自美國史上
一樁真實事件。兩個家庭、相隔數個世代，因為叫人心碎的不公不義而發生永難癒合的改變。 ▍得獎、書店選書資訊 2017 年 Goodreads 網站讀者票選年度冠軍 2018 年美國南方圖書獎年度最佳小說 2018 年 Ezvid Wiki 網站年度十大歷史小說
2018 年 10 月誠品選書、城邦讀書花園選書 ▍媒體書評、名家推薦 吳曉樂、陳又津、番紅花、楊富閔——同聲推薦 ★ 麗莎．溫格特選取了一章幾乎沒人想起的美國歷史，編織出一個具有延續力的故事。喬琪亞．譚恩與她成立的孟菲斯田納西兒童之家協會確實存在，拆散了
無數孩子的情感連結，偷走他們的過去、改變他們的未來，讓人不寒而慄。然而，這本震撼人心小說的真正精湛之處，是溫格特帶我們深入十二歲的河上吉普賽女孩瑞兒．佛斯的心和想法。瑞兒全然單一的個人聲音，在你翻至最後一頁，將依然迴盪在耳邊。溫格特追隨她而去的勇氣也
是⋯⋯鮮明動人。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 寶拉．麥克蓮（Paula McLain） ★ 這是個勁道十足的故事，關於手足、隱藏的祕密與分享的祕密。我非常喜愛這本書，到現在依然沉浸在愉悅的閱讀體驗裡，為真實犯罪的來龍去脈而震驚，為這些似乎擁有不朽靈魂的角色
的旅程而讚嘆。 ——《紐約時報》暢銷書《悲喜邊緣的旅館》作者 傑米．福特 ★ 難忘的閱讀經驗⋯⋯這本扣人心弦的小說很可能靜靜地令你心碎——不過，因為掌控大局的可是麗莎．溫格特，在你讀完這本書時，你的心不會破碎一地而沒被補綴。她是個說故事高手，一定能直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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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讓我們抱持希望、堅定地走下去。 ——《迷人生活的祕密》（Secrets of a Charmed Life）作者 蘇珊．麥斯納（Susan Meissner） ★ 麗莎．溫格特述說一個家庭因田納西兒童之家協會的惡行而分崩離析。這個令人心跳加速的故事聽起來如
此逼真，使我無法成眠，直到我知道這家人後來的命運。偷竊最無助脆弱的孩子、將他們賣給出價最高的投標人，得到視若無睹的高階官員許可，這個殘酷的陰謀仍舊縈繞在我心頭，難以忘懷。 ——《喚我回家》（Calling Me Home）作者 茱莉．奇普勒（Julie
Kibler） ★ 年度最佳小說之一。……在這部近乎完美的作品裡，你很難從中抽離。 ——《赫芬頓郵報》 ★ 關於失去與尋回一個家庭的故事……手足之情、晦暗的祕密，交織出這部引人入勝的小說。 ——《時人》雜誌 出版社 馬可孛羅 (城邦)
现代竞争战略-沃克 2016 本书内容包括五个部分:"战略和战略决策制定"部分提出了战略的概念以及制定战略的目的;"建立竞争优势"部分描述了成功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在产业约束下建立竞争优势;"管理公司的边界"部分讲述了企业如何通过纵向整合或外包来管理业务边界从而
执行其战略;"企业业务的扩张"部分内容涉及企业国际化及多元化业务;"管理企业"部分介绍了公司治理的相关问题,包括法律框架和制度框架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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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瑟小子-Marc Tolon Brown 2007 Arthur, tired of being the only one in his class who still has all his baby teeth, waits impatiently for his loose tooth to
fall out.
伯南克的考验-Johan van Overtveldt 2009 本书分两篇,深入考察了最近的两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概述了他们的生平、个性及职业生涯,重点论述了他们在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掌舵和采取的强硬果断的行动。最
后分析了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货币政策,探讨了中央银行和一般金融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
如何推翻政府-赫芬顿 2001
儒学与女性-罗莎莉 2015
在德黑蘭讀羅莉塔-阿飒儿·纳菲西 2004 本書背景是伊朗革命的早期, 何梅尼剛掌權, 街頭抗議遊行不斷, 而大學校園裡, 宗教狂熱的學生為掌控課程內容, 將唱反調的教授趕出校園的事件層出不窮.無法面對革命的激進與對女性的壓迫, 作者離開校園後, 邀請過去教過的七位女學生,
到家裡開秘密的晨間讀書會, 在長達兩年的時間, 閱讀討論伊朗當局明令禁止閱讀的西方名著, 如:納伯科夫的羅莉塔, 費茲傑羅的大亨小傳 ... 等.
快活的狮子/蒲蒲兰绘本馆-Louise Fatio 2007 从前,有一只非常快活的狮子,他的家并不在那个又热又危险的非洲的原野上,那里经常有端着枪的猎人埋伏着。他住在法国一座可爱的小城里,到处可见棕色的屋顶、灰色的百叶窗......
千万别去当海盗-梅林达·朗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How I Became a Pirate, one of Melinda Long's pirate series. "Pirates Don't Change Diapers" is the
winner of Children's Illustrated Honor Book of the 2008 Book Sense Book of the Year Awards. In Simplified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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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B] Julie Goodwin Pork Meatballs
If you ally compulsion such a referred julie goodwin pork meatballs books that will present you worth, acquire the entirely best seller from us currently from
several preferred authors. If you want to witty books, lots of novels, tale, jokes, and more fictions collections are in addition to launched, from best seller to one of
the most current released.
You may not be perplexed to enjoy all books collections julie goodwin pork meatballs that we will completely offer. It is not on the costs. Its virtually what you habit
currently. This julie goodwin pork meatballs, as one of the most working sellers here will no question be along with the best options to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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