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lie Goodwin Thai Beef Salad
Homemade Takeaway-Julie Goodwin 2015-10-27 Let Julie Goodwin, Australia's favourite family cook, show you how to make your favourite takeaway dishes - at home, from scratch! Cheaper, healthier, and even faster than waiting for your order! Feel good about enjoying takeaway and save money at the same time. Julie Goodwin is back with Homemade Takeaway. In this beautiful new fully illustrated cookbook, Julie will teach you how to make all your
best loved takeaway meals. Whether it's the local bakery or the corner store, chicken shop or your favourite Thai or Indian takeaway, Julie has it covered. There's no need to go out for comfort food or family favourites like Chilli Chicken with Cashews or Lamb Shank Pie. They're all here - over 150 recipes that use fresh, seasonal produce to bring you the takeaway food you love. Feel good about enjoying takeaway with the family, and save money at the
same time with Homemade Takeaway.
坚不可摧-希伦布兰德 (女, Hillenbrand, Laura) 2015
誰怕當代藝術！-安景輝（Kyung An）、潔西卡・瑟拉思（Jessica Cerasi） 2018-07-05 看不懂當代藝術不表示你蠢；同樣的，看不懂的當代藝術你也不能說它蠢。 漫遊藝術世界的A-Z 從此之後，你會知道自己看見了什麼 在我眼前的是什麼？ 為什麼它是藝術？ 它有什麼意義？ 當代藝術常讓人感到不得其門而入。如果，你能輕鬆暢談電影、下一輪總統大選，或者最新科技……為什麼一提到當代藝術，就滿臉尷尬？本書將一般人怯於出口的問題，以26個英文字母分類，從當代藝術是什麼，到藝術的大千世界如何運作，每章都用一篇文章來說明一個問題並提供簡介，再以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活動或一個藝術議題當作切入點，深入討論或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專題。它提供了一個從A到Z、類似字母索引地圖的架構，以簡明扼要的文字帶著大家按圖索驥，用全新的思考角度來了解當代藝術。 《誰怕當代藝術！》是所有當代
藝術須知的大集合，能讓你在談論當代藝術時自信滿滿，或者在看展覽時，有能力判斷自己是否喜歡眼前的作品。翻開本書，了解當代藝術的A到Z，下回若再看到未來大作，你就不會霧煞煞了……
Frommer's South Pacific-Bill Goodwin 2002-06-28 You'll never fall into the tourist traps when you travel with Frommer's. It's like having a friend show you around, taking you to the places locals like best. Our expert authors have already gone everywhere you might go--they've done the legwork for you, and they're not afraid to tell it like it is, saving you time and money. No other series offers candid reviews of so many hotels and restaurants in all price
ranges. Every Frommer's Travel Guide is up-to-date, with exact prices for everything, dozens of color maps, and exciting coverage of sports, shopping, and nightlife. You'd be lost without us! Our expert author has been covering these exotic islands for years, and he's personally checked out every hotel, every restaurant, every beach, and every activity he recommends. He gives you a feel for the islanders' way of life, and offers a wonderful introduction
to the region's unique blend of cultures. From Fiji to Tahiti and beyond, there are many islands and hundreds of accommodations to choose from, so Frommer's South Pacific compares all the options, helping you find the tropical getaway that's right for you. We've included web addresses for every hotel, so you can check out pictures as you make your decision. Rely on us for in-depth, honest reviews of lavish honeymoon resorts, intimate inns, simple
bungalows, family-friendly motels, and more, with selections in every price category. We'll point you to the loveliest secluded beaches, and send you to the best places for snorkeling, scuba diving, sailing, deep-sea fishing, and more. You'll also get the latest trip-planning information, including tips on finding the best airfare or package deal.
拼盤與盤飾-黃淑惠 1982-01 Gain an intriguing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isine in this comprehensive book that includes recipes used in Wei-Chuan's cooking classes.
建筑的故事- 2015
府上有肉豆蔻嗎?-Elizabeth David 2004
漫长的革命-斯诺 2005 本书共分八章,包括“不同的国度”;“医疗保健与人口控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队、党和人民”;“人民公社”;“与总理彻夜长谈”;“与主席共进早餐”;“尼克松要去紫禁城”
I Can Be Anything!-Jerry Spinelli 2021-04-29 Mingjia co-created to give children the cutest and full of great hope. Newberry Children's Literature Gold Award winner, Jerry Spinnery, has a wonderful collabo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painter Jimmy. The 10th Anniversary classic works are turned into a cardboard book that can be enjoyed. A joyful book full of hopes and dreams. It is also a book for children to explore all possible powers.
Children are full of curiosity and imagination about the various jobs they will be engaged in in the future. What can I do when I grow up? This is what a child might have to say.
国际贸易-张友仁 2011
第二座山-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 2020-01-21 ★《紐約時報》暢銷書第一名 ★《成為更好的你》（原書名《品格》）、《社會性動物》大衛．布魯克斯，最貼近生命的人生進階課 ★《紐約時報》《舊金山紀事報》《今日美國》等主流媒體一致盛讚 《紐約時報》最具代表性專欄作家 大衛．布魯克斯 David Brooks 以理性與洞察 剖析社會的紛擾 以自省與謙卑 探究人生的價值 一個人的承諾， 定義了他是什麼樣的人！ 在征服世俗成就的第一座山之後， 有一種人選擇攀上第二座山， 臣服於對家庭、志業、信仰、價值的承諾， 承諾，不會帶來疲憊，只會產生無窮的力量！ 看見更深層的自己，追尋靈魂渴求的進階人生。 你知道，應該要為一個比自己更崇高的理念而活。 不過，這世界早已為你設下一條攻上人生頂峰的路線：財富、權力、名聲，努力獲得幸福人生。 只是，有些人在嘗到成功滋味後，卻覺得有些悵然， 「人
生只有這樣嗎？」有些人因為事業、家庭或名聲的挫敗， 從山上跌落下來；還有些人因為不在計畫中的人生悲劇，被迫走上另一條路。 這時，你意識到原來人生並不只要攀爬世界為你樹立的第一座山； 還有第二座山，同樣值得你努力征服。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大衛．布魯克斯以敏銳且兼具智慧與哲理的文字， 探討如何在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第二座山的人生由四個承諾所定義：家人、志業、人生觀、社會。 而能否實踐第二座山的人生，取決於是否慎選與執行這些承諾。 布魯克斯觀察許多擁有喜樂與堅定人生的人，他們充滿智慧的生命故事， 指引我們如何選擇伴侶和志業、實踐人生信念、貢獻社會， 全然將自己投身於這四個重要承諾之中，並在攀爬第二座山的路途上，看見不一樣的風景。 「『第二座山』在我的生命中始終不曾缺席。 嚴格來說，兩座山並沒有先後之別，甚至可以合而為一。 我常感到，人要獲得滿足，有兩種相反
的途徑：一個是再多要一些， 另一個是少要一點，這正好點出這兩座山的差異。 第二座山便是追求人生深層的滿足，那是發自內心、滿溢著光的喜樂， 而這個喜樂來自於對『大我』的獻身。 而且第二座山的風景遠比第一座山更加迷人、新奇、神祕， 這是待在第一座山根本無從想像的。」——嚴長壽，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專文推薦 嚴長壽 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強力推薦 呂冠緯 均一平台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兼執行長 周俊吉 信義房屋創辦人 林大涵 貝殼放大創辦人 張明正、陳怡蓁 趨勢科技創辦人 詹益森、張簡珍 競衡集團創辦人 （依姓名筆畫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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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的孩子- 2015
一双蓝蓝的眼睛-哈代 1994 书名原文:A pair of blue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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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刑事司法论- 2004 本书讨论的主题覆盖了侦查、起诉、辩护、审判和处遇诸领域,为如何在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比较刑事司法研究项目上取得进展,提供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实例。
凝視死亡-葛文德 Atul Gawande 2018-08-15 你願意人生最後一里路，是眼神空洞的坐在輪椅上滑行嗎？ 你希望至愛親人的餘生，是靈魂被禁錮在病床上的軀體裡？ 現代醫學已經扭轉了嬰兒死亡率和傷病致死率， 但是面對衰老和死亡，醫學能做的還是很有限。 葛文德透過自己家庭和病人的故事， 描述了衰老、死亡過程中的困擾、痛苦與無奈。 醫師該如何與病人討論死亡？如何提供適度而不浪費資源的療法？ 如何協助病人在虛幻的期望與有品質的臨終生活之間，做出抉擇？ 這些不僅是醫學院很少會教的課，也是許多人避諱不敢面對的生命課題。 葛文德毫無畏懼的迎向這個禁忌話題， 以誠懇的態度、溫暖的筆觸，敘述老人安養、臨終照護的種種面向， 揭示人生的終極目標可不是「好好的死」， 而是「好好的活、有尊嚴的活過每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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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声告白-Celeste Ng 2015
大熊抱抱-Nicholas Oldland 2010-10-01 A bear who loves to hug everything meets a human who is about to chop down a tree, and the bear must make a decision on how to save his forest.
F-丹尼爾．凱曼(Daniel Kehlmann) 2015-06-02 ◆《紐約時報》2014年百大注目好書 ◆《紐約客》、《Nylon》雜誌2014年最受歡迎書籍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2014年最佳書籍 ◆入圍德國圖書奬決選、英國《獨立報》2015年外國小說獎決選 ◆售出14國版權、德國暢銷20萬冊、德國《明鏡週刊》文學類暢銷書第一名 為了對抗生而平庸的窘境，我們只能在謊言上不停地堆疊謊言…… 弗里蘭德家有三兄弟，伊凡和艾瑞克是雙胞胎，他們有個同父異母的哥哥馬丁。保守內向的哥哥馬丁是天主教神父，傳道解惑、聆聽迷途羔羊懺悔是他的工作，「不信上帝」是他堅貞的信仰。具有犯罪性格、為幻覺所苦的艾瑞克經營看似成功的理財顧問公司，實際上早因金融風暴賠光客戶資金，面臨人生最大危機。有藝術天分的伊凡專門偽造名畫，被偽造的畫家早已上了西天，作品卻一直能在藝術市場推陳出新。 三兄弟
原本失聯多年，三人命運各自順利運轉，沒有人被揭穿戳破，許多時刻只差一步便要失足，是以他們全神貫注地經營自己的地位與名聲。然而，離家的父親亞瑟所寫的小說《吾乃無名氏》超乎預期地暢銷，書內灌輸的價值撼動了整個社會，三兄弟穩當的世界也開始失去平衡。就在父親突然出現的那一天，他們分別遭到命運之神的挑戰，只要踏錯一步，惡夢就成真…… 【名家推薦】 ◎陳中芷（自由撰稿人）導讀 ◎陳玉慧 ◎陳思宏 ◎銀色快手 出版社 商周出版(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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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ny the Lobster Can't Stay for Dinner ... or Can He? You Decide!-Finn Buckley 2021-0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Lenny the Lobster Can't Stay for Dinner ... or can he? You decide!
複眼人-吳明益 (中國文學) 2016
The Big Orange Splot-Daniel Manus Pinkwater 2020-10-29 Imaginative and loving children's land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Picture Book 365 classic picture book selection with rich color contrast, simple, and interesting story that is rich in meaning! Mr. Mei Doudou lives in a street with exactly the same houses. Everyone likes this tidy street. One day, a seagull with a bucket of bright orange paint in its mouth flew over. The paint fell on
the roof of Mr. Mei Doudou, leaving a big orange spot. Originally, the neighbors thought that Mr. Mei Doudou would repaint the roof to restore the house to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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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的規則-Shaun Tan 2014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Rules of Summer by Shaun Tan (Arrival). Tan's vivid oil paintings showing a big brother teaching the younger brother the rules - rules impossible for the younger brother to anticipate and to follow. Anyone with a brother, or even sister, can identify with the palpitating heart of the younger, with fear, and the older, with sheepish delight of the holding author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晚安,猫头鹰-Greg Pizzoli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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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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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e of Avonlea-Lucy Montgomery 2016-05-01 .
誰要一隻便宜的犀牛?-Shel Silverstein 1996-07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Who wants a cheap rhinoceros? A Shel Silverstein classi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弗朗西丝和好朋友-Russell Hoban 2009 When Albert and his buddies have a "no girls" baseball game, Frances and her sister organize a "Best Friends Outing -- No B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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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ike Shen Shi-Amor Towles 2018
基列家书-Marilynne Robins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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