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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ji Ito's Cat Diary: Yon & Mu Collector's Edition-Junji Ito 2021-10-12 Is there anything spookier than a silent feline, eyes glinting, stalking you in the night...IN YOUR OWN HOME?? Master of horror Junji Ito turns his twisted eye on his own life in this comedic graphic memoir about becoming a cat owner, now
reissued in a deluxe hardcover featuring an exclusive interivew with Ito and a NEW cover illustration by the author that GLOWS IN THE DARK! The perfect gift for the slightly-twisted cat lover in your life. Reigning king of horror manga Junji Ito presents a series of hissterical tales chronicling his real-lif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becoming a cat owner. Junji Ito, as J-kun, has recently built a new house and has invited his financée, A-ko, to live with him. Little did he know...his blushing bride-to-be has some unexpected company in tow--Yon, a ghastly-looking family cat, and Mu, an adorable Norwegian forest cat. Despite being a
dog person, J-kun finds himself purrsuaded by their odd cuteness and thus begins his comedic struggle to gain the affection of his new feline friends.
Junji Ito's Cat Diary: Yon & Mu-Junji Ito 2015-10-27 HELL-O-KITTY Master of Japanese horror manga Junji Ito presents a series of hissterical tales chronicling his real-lif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becoming a cat owner. Junji Ito, as J-kun, has recently built a new house and has invited his financée, A-ko, to live with
him. Little did he know…his blushing bride-to-be has some unexpected company in tow—Yon, a ghastly-looking family cat, and Mu, an adorable Norwegian forest cat. Despite being a dog person, J-kun finds himself purrsuaded by their odd cuteness and thus begins his comedic struggle to gain the affection of his new
feline friends.
伊藤潤二自選傑作集 (全)-伊藤潤二 (全一冊)從出道作「富江」至今已經畫了將近30年漫畫的伊藤潤二老師，終於在首度舉辦個人展覽的同時，推出自己的第一本自選傑作集！本書收錄老師精挑細選，最為中意的「中古唱片」、「寒氣」、「時裝模特兒」、「人頭氣球」、「傀儡家族」、「富江 畫家」、「長夢」、「祖先們」與「三酸甘油酯」等九部作品，其中人頭氣球更是老師略為添筆的版本。同時收錄老師對每部作品的「自作解說」，以及新畫的短篇漫畫「時裝模特兒•受詛咒的構圖」。
Notebook-Chanchi Hatbot 2020-10-02 Junji Ito's Cat Diary Yon and Mu Cat Toy Premium T-Shirt notebook
伊藤潤二的貓日記-伊藤潤二 2012-02-01 日本恐怖漫畫界的代表作家伊藤潤二＝恐怖漫畫家Ｊ。 喜歡養狗的Ｊ不敵未婚妻Ａ子的柔情攻勢，被迫在家養了一隻西洋品種的幼貓小六、以及一臉妖貓模樣的撒嬌鬼小四。 這兩隻嬌客完全不肯親近Ｊ，讓Ｊ的心裡十分不是滋味。……加油吧，Ｊ！ 恐怖與搞笑只是一線之隔。 恐怖漫畫家的搞笑貓咪漫畫！
SPY×FAMILY 間諜家家酒 (2)-遠藤達哉 為了執行任務、守護東國和西國之間的和平，佛傑一家挑戰名校入學考試。但是若要接近目標戴斯蒙德，安妮亞必須成為獎學生才行！於是黃昏展開了「好朋友大作戰」。但是…？
天地創造設計部 (2)-蛇蔵／鈴木蔦／鱈子 2019 像塗鴉一樣的生物誕生？這裡是設計動物的「設計部」。今天也在神（客戶）的無理要求下努力創造生物……偏偏設計圖被小孩子拿去塗鴉，導致某個誇張的動物誕生了──！（※真實存在。）「斑馬身上為什麼是黑白條紋？」「什麼生物很會玩捉迷藏？」「龍是怎麼飛的」……越來越妙趣橫生的生物創造喜劇！
Junji Ito's Cat Diary- 2015 HELL-O-KITTY Master of Japanese horror manga Junji Ito presents a series of hissterical tales chronicling his real-lif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of becoming a cat owner. Junji Ito, as J-kun, has recently built a new house and has invited his financée, A-ko, to live with him. Little did he know...his
blushing bride-to-be has some unexpected company in tow--Yon, a ghastly-looking family cat, and Mu, an adorable Norwegian forest cat. Despite being a dog person, J-kun finds himself purrsuaded by their odd cuteness and thus begins his comedic struggle to gain the affection of his new feline friends.
人間失格【太宰治生誕紀念典藏版】-太宰治 2019-07-02 回首前塵，盡是可恥的過往。 ★太宰治生誕110週年紀念典藏版 ★暢銷千萬冊、日本文學永恆經典 ★收錄太宰治最後遺稿〈Goodbye〉完整新譯 ★獨家收藏與三篇手札對應的太宰治珍貴歷史照片 在我過往的人生中，曾多次期望有人能殺了我，但從未想過要殺人。因為面對可怕的對手，我反而只想著要如何讓對方幸福。 《人間失格》字面意思即失去做為人的資格，這是太宰治人生最後一部作品，也是日本文學的永恆經典。全書由序言、後記，以及主人翁大庭葉藏的三部手札組成，描寫葉藏自幼年、青少年到中年，為了逃避
現實不斷沉淪，經歷自我放逐、酗酒、自殺、用藥物麻痺自己，終致一步步走向毀滅的悲劇。 太宰治透過大庭葉藏的人生遭遇，及其不斷否定自我的過程中，同時抒發了深埋於心的苦悶情感，以及渴望被愛的欲求，因此本作被視為太宰的半自傳性作品。他試圖藉由此作向世人提出身為人最真切且尖銳的質問，字裡行間皆可見其一生積累的矛盾與掙扎。 奇妙的是，儘管葉藏自嘲「充滿了可恥的一生」，卻仍讓人著迷，彷彿唯有其真正在世間窺見了人的本質，代替世人喊出了人性的醜惡，並如贖罪般一步步走向逐漸喪失為人資格的道路。 在完成本篇作品之後，太宰治於38歲壯年之際投水自盡，為失格的
人間劃下最後的句點。 作者簡介 | 太宰治（Dazai Osamu，1909-1948） 本名津島修治，一九○九年六月十九日出生於日本青森縣北津輕郡金木町的仕紳之家，父親曾任眾議院議員、貴族院議員，經營銀行、鐵路等事業。中學時期，受芥川龍之介等人作品影響，立志成為一名作家。 一九三○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就讀，師從井伏鱒二，後因參與左翼運動怠惰學業遭革除學籍。一九三三年開始以太宰治為筆名寫作，一九三五年以短篇《逆行》入選第一屆芥川賞決選名單，並於一九三九年以《女生徒》獲第四屆北村透谷獎，在他短暫的寫作生涯中總共創作了三十多部作品，包括
《人間失格》、《斜陽》、《晚年》、《富嶽百景》、《女生徒》、《津輕》等皆為日本家喻戶曉的經典作品。一九四八年，與情人山崎富榮於東京三鷹玉川上水投河自盡，結束其苦惱、矛盾而充滿傳奇性的一生。 太宰治的人生充滿濃郁的悲劇色彩，自二十歲起五度自殺，酗酒、女性關係複雜、還曾麻藥中毒，畢生寫作以自身為藍本，自傳體式的回憶貫穿文本，作品以負疚、否定、頹廢為底色，文字富哲思同時帶著幾分幽默，廣受文學愛好人士推崇。他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等作家被視為日本戰後文學臻至巔峰的大師級巨匠。 譯者簡介 | 高詹燦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研究所畢業。翻譯資歷二十多年，
累積譯作上百本。主要譯作有《人間失格》、《假面的告白》、《蟬時雨》、《劍客生涯》系列等書。 個人翻譯網站：http://www.translate.url.tw
人間椅子（亂步復刻經典紀念版．中村明日美子獨家書衣）-江戶川亂步(EDOGAWA RANPO) 2016-08-30 東野圭吾、宮部美幸、松本清張或橫溝正史， 他們的起點——江戶川亂步。 他一人，讓日本推理成為全世界的至高娛樂！ 百無禁忌、獵奇官能、殘虐瘋狂 不可通勤翻開（會下不了車）；不可夜晚閱讀（會睡不著覺） 半世紀前引爆日本國民人手一本的狂熱風潮 日本戰時一度成禁書也擋不了的亂步熱潮 影視及動漫改編的熱門題材，獵奇式娛樂作品始祖 不朽的日本推理之父──江戶川亂步 逝世五十年全新紀念版 【史上絕無僅有．全球唯一經典合作】 日本經典異色
漫畫家 中村明日美子 繪製封面 日本亂步研究者 諸岡卓真 完整導讀 邀你進入妖異魔魅 讀了便不可自拔的「亂步體驗」 慾狂愛妒恨，人性的醜陋及癡狂而生的豔魅， 全是他筆下場場智性詭鬥的狂氣燃料。 他的文字如蟲蟻蠕動肌膚，教人喘不過氣…… 【令人愛不釋手，捨不得一次讀完——第二發：《人間椅子》內容簡介】 殘酷、瘋狂又悲哀，詭譎、獵奇又滑稽， 拋棄一切理性，只願耽溺在無邊無際的狂氣之中。 〈人間椅子〉 貧窮又醜陋的製椅工匠，過著無人相伴的寂寞日子。某天，他突發奇想，躲進了交貨前的豪華座椅中，而這張椅子送到了一名貌美貴婦的家中。沉溺於隔著椅子愛撫女
體的荒淫生活的他，對椅子主人萌生了偏執的愛情……╱亂步最廣為人知的奇異短篇，讀過便無法忘記。 〈阿勢登場〉 因為生病無法滿足妻子的格太郎，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妻子阿勢在外風流。某日，他偶然被關在長衣箱中，不斷對外呼救後，終於等到了阿勢前來相救……╱亂步筆下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惡女。 〈芋蟲〉 時子和從戰爭中倖存，卻失去四肢，再也無法言語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兩人的生活猶如一場不可能假釋的無期徒刑。互相折磨的他們最後做出的選擇將會是……╱亂步最知名的反戰小說。 〈和貼畫旅行的人〉 我在一次旅行中，邂逅了帶著貼畫的男人。貼畫上有著栩栩如生，貌美
如花的豆蔻少女以及滿頭白髮的蒼老男子。男人見我好奇，便說要告訴我一個詭異的愛情故事……╱亂步自認短篇代表作的浪漫幻想傑作。 收錄亂步寫盡人心最幽微、最不可告人的那一面的十五篇短篇小說， 引領你望進那深不可測的黑洞。你可有勇氣一窺究竟？ ★宛如文藝復興時的全方位創作者：關於江戶川亂步 喜愛歐美恐怖作家愛倫坡，故事流著東西的血脈， 推理研究評論、翻案文學、青少年文學、長短篇無一不精， 更是本格派、社會派的開山鼻祖。 影響橫跨推理、大眾文學、官能小說和純文學領域， 三島由紀夫、橫溝正史、松本清張、東野圭吾皆受其影響。 他晚期設立江戶川亂步獎，催
生日本推理作家協會， 提拔新人不遺餘力，推廣推理小說為一生職志； 作品也是名偵探柯南及影視動漫的取材對象，改編作就超過七十部； 更是日本男女老幼都喜愛的國民作家，影響力至今無遠弗屆。 一旦踏進閱讀的世界，不管路途再多麼峰迴路轉， 最後必然會走到這位大師——江戶川亂步的面前。 ★跨領域的藝術家結合：中村明日美子的江戶川亂步 亂步的創作風格成功和大眾文化結合，成為日本國民不分男女老少的娛樂。超越領域的創作性，與漫畫家中村明日美子不謀而合。出道十六年的中村，是日本重量級漫畫家。畫風大膽俐落，同時散發禁欲的情色感，風格前衛耽美。從故事深刻，卻又
性感豔麗、洋溢著情色官能味道的作品，到青春爽朗的日常題材都可駕馭，多變以及特殊的風格讓她成功贏得眾多讀者的絕佳評價。 ★獨步文化．亂步逝世五十週年精選改版計畫 獨步精選六部作品改版，封面邀日本異色漫畫家中村明日美子繪製，全文重新校稿，邀日本亂步研究者諸岡卓真撰寫全新導讀，用更貼近年輕讀者的方式重新介紹日本推理之父。根據經典性、題材的開創性，與亂步特色的代表性各精選出三部短篇選輯和長篇。短篇選《陰獸》、《人間椅子》、《兩分銅幣》，長篇作《孤島之鬼》、《D?殺人事件》（日本三大名偵探之一的明智小五郎連作短篇）、《帕諾拉馬島奇談》，陸續於
二?一七年出版。 【本書特色】 完整了解亂步世界： 亂步研究者精彩的全文導讀，推理評論家傅博的豐富註釋，不僅了解亂步作品，及其相關風格的作品，更能體會到日本大正及昭和時代風情。? 出版社 獨步文化 (城邦)
Junji Ito's Cat Diary: Yon & Mu-Junji Ito 2018
我看见了什么-盖泽尔 2002 苏斯博士为笔名,本名叫西奥多尔·苏斯·盖泽尔(Theodor Seuss Geisel,1904~1991)
新•闇之聲 潰談 (全)-伊藤潤二 2007 (全一冊) 鬼才•伊藤潤二挑戰恐怖的盡頭， "闇之聲系列"第２彈！ 恐怖、憤怒、悲哀、絕望、黑色幽默， 靈活刻畫出人類心理的最深之處！ 雙一前線﹕長大以後的雙一，在日本各地引發某種現象…？ 雙一的寵物﹕人人喜愛的小貓咪，不知為何就是不喜歡靠近雙一… 闇之絕唱﹕不斷縈繞在腦海中的歌聲，揮之不去… 潰談﹕一罐不知名的甜美液體，讓人吃了會上癮…
路人超能100 (1)-ONE 只要到達１００就會爆發，少年的名字是…「路人」!! 平凡又對青春抱有憧憬的中二少年──影山茂夫（通稱＝路人），他其實擁有特別的能力──那就是「超能力」!!! 冒牌靈能者、可疑的宗教團體其他等等……想利用他這種超能力的各種怪咖都被他吸引而來，少年‧路人的心中似乎有股「力量」正在蠢蠢欲動!! 衝擊的超能力，青春的章節，就此開幕!!
進擊的巨人 (33)-諫山 創 艾連持續藉由「地鳴」澈底踐踏帕拉迪島以外的所有土地。米卡莎跟阿爾敏一行人為了從空中追上艾連，打算前往能夠弄到飛艇的歐迪哈。然而，付出的代價卻是必須放棄亞妮、萊納他們的家人所居住的「雷貝里歐」……。
東京喰種(13)-石田スイ 2016-04-24 “我要──回去「安定區」。” 為了找回“單純的自己”， 金木決心將6區的據點解散，回到芳村身邊。 另一方面， 〔CCG〕查出SSS級驅逐對象“梟”的所在之處， 準備開始進行「梟討伐作戰」。 身經百戰的搜查官們帶著「悲哀的裝備」， 宛如“10年前那場戰役”一般齊聚一堂， 而舞台就是── 東京20區的咖啡店「安定區」。
Mistress of All Evil-Serena Valentino 2020-12-04 Disney's new original novel, answering the truth behind the evil! The blessed daughter of the crow, her childhood trauma has planted the root of evil... Exclusive collection gift: Pop art sticker. Experiencing many sleepless nights, and almost forgot the shining light of
herself... Memphis as a child, just a girl with a difference, she is smart, cute, ambitious, but not evil. Until the fairy exam at the age of sixteen, sadness, loneliness, anger, betrayal.
Fate/Zero 黑-雌鳥 2016-06-29 ★本書Fate/Zero外傳性質漫畫。 ★以第四次聖杯戰爭各組人馬之間的吐槽為主。所謂的黑，就是黑歷史的黑； 而黑歷史，就是見不得光的歷史。 那是Zero開始的黑歷史── 為了爭奪能實現願望的「聖杯」而進行的「第四次聖杯戰爭」。 在魔術師與從者們所展開的死鬥背後， 存在著讓人不忍目睹的「黑歷史」──？
惡之華 (1)-押見修造 2011 深愛十九世紀詩人波德萊爾作品「惡之華」的少年．春日高男，在陰陽際會之下，拿走了自己暗戀的女孩放在教室的體育服。而這一切全被同班同學仲村佐和看見了！仲村以此要脅春日，並強迫春日和她訂下奇妙的「契約」，仲村並且因此履次強迫春日做出違反心意的事…帶有虐待狂性格的女孩．仲村、與被虐性格的男孩．春日之間，將會有什麼發展？
Poor Unfortunate Soul-Serena Valentino 2020-12-04 Disney's new original novel, answering the truth behind the evil! The grievances between mermaid, human, and witch, who is the source of anger and fear? Exclusive collection gift: Pop art style sticker. When the heart is swallowed by strong hatred, you can no
longer see who you are... She is the center of the ocean, the great deep sea witch. The horrible tentacles curled and twisted from time to time, and the powerful magic was full of hatred and sorrow. For revenge, Ursula came back... A long time ago, Ursula was born in a small coastal town.
EDENS ZERO伊甸星原 (13)-真島 浩 就在航向外宇宙前，四季等人造訪行星格蘭貝爾，出現在他們面前的卻是復活的魔王基極！然而基極卻彷彿變了個人，宣告「要支配權人類」，並發動攻擊企圖擊沉EDENS ZERO。在艾爾熙的搭救下，四季等人脫離這次危機，然後追著出發去尋找MOTHER的基極之船•EDENS ONE的腳步，來到了櫻宇宙與外宇宙的界線•DRAGONFALL……
即使如此依舊步步進逼 (1)-山本崇一朗 初學將棋的撲克臉高一生：田中步，喜歡著棋藝高超又容易害羞的學姊八乙女漆。雖然經常直率地說出怦然心動的台詞，卻暗自發誓，要用將棋贏過學姊才能告白。在這宛如棋局般一攻一防的戀愛對弈中，步一次又一次地戰敗，他究竟能不能順利贏過漆，並成功告白？在步步進攻的局勢下，究竟哪一方才能穩住內心不受動搖，贏得最終勝利？
从优秀到卓越-柯林斯 2002 本书作者和他的研究小组阅读并系统整理了近6000篇文章,记录了2000多页的专访内容,进行了大范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了如何使公司从优秀到卓越的令人惊异而振奋的答案。
EDENS ZERO伊甸星原 (12)-真島 浩 多拉肯發動「超速驅動」。在那壓倒性的戰鬥力前，四季眼看就要敗北，不顧一切闖入戰鬥中的彗智救了他一命。其餘船員也順利找到多拉肯的生命維持裝置，看來情勢將會一舉逆轉，然而……「不死者」的執念卻以意外的襲向眾人！與「闇之鍊金術師」的死鬥進入高潮！
EDENS ZERO伊甸星原 (11)-真島 浩 顛覆絕望的未來！用蕾貝卡的情資當武器，四季等人強行攻入彼列•高爾！任務是營救拉碧麗雅。然而闖入後，卻出現了令他們意外的人物……而等在前方的，則是精銳•４大精靈，以及宿敵多拉肯•喬。與曾徹底打敗自己的敵人的「敗北即滅亡」之戰正式開打！
惡靈莊園-達西．寇特斯（Darcy Coates） 2019-06-26 廢棄、陰暗的大宅，總是引人遐思， 空氣中瀰漫的潮溼霉味，彷彿殘留著前人的氣息， 古老的密室、破損的窗櫺、牆上的刻字，是否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祕密？ 美國鬼屋小說暢銷作家達西．寇特斯最新力作！ 在連計程車都很少見的鄉下小鎮裡， 一幢曾住著維多利亞時代貴族的古老大宅， 一樁從未解開的滅門血案， 隨著新繼承人的到來，潛伏在黑暗裡的「它」也開始蠢蠢欲動…… 愛卓剛來到艾許本大宅的時候， 完全沒想到等著她的會是這樣的命運。 不，應該說， 即使走廊上的詭異畫像、以及滿屋子「不要鏡子」的留
言， 讓她隱約覺得不太對勁，她還是不顧一切地住了下來， 畢竟，還有什麼比流落街頭更糟糕呢？ 可惜，真的有，那就是一輩子被困在這裡。 喀嗒喀嗒、喀嗒喀嗒， 是「它」轉著扭曲變形的四肢移動的聲音， 伴隨著又細又長的手指刮在牆面上， 喀嗒喀嗒、喀嗒喀嗒…… 愛卓看著刻在餐桌上的留言： 是週五嗎？ 點燃蠟燭 是誰刻的？什麼意思？為什麼要刻？ 如果能解開圍繞著艾許本大宅的重重謎團， 或許她就能逃走，甚至，從「它」手中奪回屬於自己的東西。 週五了， 她該去點蠟燭嗎？
如果高中棒球队女子经理读了彼得·德鲁克-Natsumi Iwasaki 2014
阿基里斯之歌-瑪德琳?米勒 2013-08-03 ◆英國柑橘文學獎得主！ ◆博客來外文館類型小說──『年度之最』！ ◆亞馬遜編輯嚴選──『年度小說』！ ◆紐約時報暢銷榜！ ◆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 ◆出版者週刊、圖書館期刊雙料星級推薦！ 長矛從我髮際掠過，近得如同愛人的氣息 如果唯有死亡能讓愛情不滅，我願以鮮血交換永不分離！ 當真愛再也敵不過命定的神諭， 勝利能否為你我唱出永恆的頌歌？ 帕特羅克洛斯，貴為王族之子。十歲時，因個性懦弱遭父王流放，淪為奴隸。在苦澀的國度普提亞，唯獨一名金髮男孩吸引他的目光。男孩的嘴宛如飽滿的弓，鼻子猶如高貴的
箭──那是王子阿基里斯。 被放逐的帕特備受嫌棄，唯獨阿基里斯對他流露憐惜。俊美而淘氣的阿基里斯，流著自海洋而生的半神之血，彷彿能聽見他內心的落寞。冰封的冬，新萌的春，兩人同食共寢、奔跑歌唱，胸膛躁動的渴切，終究讓他們捲入那道不該激盪的情感漩渦…… 特洛伊戰火一觸即發，阿基里斯違逆不祥預言而決意出戰。分離的愛與悲傷拉扯他的骨，吸吮他的血。「你絕不能去！」阿基里斯美麗的臉龐變得如鐵石一般──即使解脫即是死亡，絕不讓特洛伊讓你我分離！ 在這座凡人與神祉共存、人馬與妖精共譜的戰爭宇宙，壯烈的淒美震動了女神的淚，散亂的髮隨刀劍化成美麗的灰。死
神的嫉妒玩弄了這場千古對決──當太陽神的微笑沒入那道矗立的城牆，特洛伊將以誰的姓名血洗命定的結局？ 【好評推薦】 ◎讓J.K.羅琳不禁說出： I Love It! ◎讓波西傑克森作者雷克．萊爾頓在部落格上私心推薦： 雖然忠於希臘傳說和荷馬史詩，作者卻以創意和說服力補上原作中的空白，賦予帕特羅克洛斯一個合理的背景故事，然後描繪從友情走到愛情的兩人，也讓他們為特洛伊戰爭增添了一抹人性的光彩。 ◎紐約時報暢銷書《房間》作者愛瑪．唐納修強推： 這是歷史小說家瑪麗．雷諾（Mary Renault）再世！對這個最傳奇的愛情故事來說，這是最生動、最令人著迷、
最有說服力的版本。 ◎《奇蹟之邦》暢銷作者安．派契特盛讚： 這是一個學者對史詩伊里亞德致敬，也是一個極有才華的新銳作家驚人的原創作品。作者帶給我們她對特洛伊戰爭和那些英雄的全新詮釋，結果是一本我無法釋手的好書 。 ◎《裴少校的最後一戰》暢銷作者海倫．西蒙森（Helen Simonson）說： 我愛這本書。它的文字是不朽的，歷史性的細節堪稱完美，我希望《阿基里斯之歌》被選為高中暑期閱讀書單。 ◎名作家唐娜?塔特（Donna Tartt）說： 這本史詩伊里亞德的新寫，由帕特羅克洛斯發聲來主導情節，令人神往。這是一本難以釋手的書，任何一個喜愛古
典的人都會對當中海洋女神忒提斯的性格著迷，祂帶來真正的殘忍和遠古時代的不寒而慄。 ◎《奧德賽失落的章節》（THE LOST BOOKS OF THE ODYSSEY）作者扎卡里?梅森（Zachary Mason）說： 史詩伊里亞德是第一次寫出驕傲的阿基里斯以及他和帕特羅克洛斯之間的感情，不過荷馬個人對這一點是節制的，因此儘管我們相信他們之間的友誼，卻無法真正理解它。《阿基里斯之歌》則將焦點集中在他們之間的愛情。是相當美的一本書。 ◎柑橘獎評審團主席卓勒普（Joanna Trollope）盛讚： 「這本小說是實至名歸的贏家，原創、熱
情、獨創且撼動人心。荷馬會引以為傲。」 【名家推薦】 ◎專文導讀╱鍾文音（作家） ◎詹宏志（PChome Online 董事長） ◎蔡康永（主持人、作家） ◎謝哲青（文史工作者、廣播與電視節目主持人） ◎蘭萱（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 ◎膝關節（影評人、作家） ◎黃國華（專業財經美食旅遊小說作家） 【國際盛讚】 「2012年度最令人興奮的處女作，魅力無窮且娛樂性強。想像著阿基里斯和全心奉獻的帕特羅克洛斯之間親密的友誼，作者召喚出這對靈魂伴侶，讓這本書像電影一樣──有些人可能說像一部史詩，令人耳目一新、又在細節上對人性充滿了說服力。」
──Vogue雜誌 「緊湊、真實且令人獲益良多，這本書是卓越的成就。」 ──USA Today 「狂烈的浪漫和驚奇的懸疑，讓這幾個黑暗的角色重新活了過來。」 ──時代雜誌 「這是改寫自荷馬史詩的小說中最好的一部，當中充滿對阿基里斯突出、面面俱到又充滿感情的描繪，作者為這個故事早已註定的結局，注入了新意和懸念。」 ──華爾街日報 「巧妙地透過人神共體的阿基里斯和有著傳奇色彩的凡人帕特羅克洛斯，將想像中的古希臘風景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這個陷在愛情、戰爭和不凡女性之中的男人，以及這個世上最古老的史詩因為作者有了新的突破。」 ──出版者週刊星級評
論?當週選書 「有力、有創意，感人且極美的文筆。」 ──波士頓環球報 「以如荷馬般乾淨簡約的文字完成這部完美的作品，作者捕捉到少年間友誼的熱烈和奉獻，讓我們相信這兩個已經死去許久的孩子之間的情感，也讓這個傳頌三千年的故事深刻而豐富。」 ──華盛頓郵報 「你不需要熟讀荷馬史詩伊里亞德，或者看過布萊德彼特主演的電影特洛伊，才能看出作者的《阿基里斯之歌》有多吸引人。作者寫出的自負、憂傷和愛情的變換看起來歷久彌新。這是一個永恆的愛情故事」 ──O magazine 「作者出色的初試啼聲之作是阿基里斯和帕特羅克洛斯之間偉大而熱烈的愛情，重寫西方世界
第一部也是最偉大的戰爭史詩是龐大的責任，而作者這樣優美的文字和結局的懸念實在驚人。」 ──達拉斯晨報 「《阿基里斯之歌》應該當成獨立的作品欣賞和閱讀，不過作者的小說同時將讀者送回荷馬和荷馬後繼者的時代，就這點而言，他們應該感謝作者。」 ──華盛頓獨立新聞網站書評 「作者獲獎的處女作環繞在帕特羅克洛斯，一個活在阿基里斯光環下的年輕王子，作者同時讓許多本來在陰影中無聲的的女性角色有了說話的機會。」 ──出版者週刊2012年春季十大文學小說書評 「巧妙地刻畫劇情、勇士和特洛伊悲劇。喜愛名歷史小說家瑪麗．雷諾（Mary Renault）作品的讀者
將會對作者描繪的古希臘非常喜愛。我等不及作者的下部作品面世了。」 ──圖書館學刊星級書評 「這本史詩伊里亞德的當代新寫，充滿了愛情和榮耀的功績，以開放、抒情而靈活的風格呈現在讀者面前。」 ──出版者週刊 「雖然這個故事的細節是作者獨創，但史詩伊里亞德的世界是我們愛的，也是所有追隨者能一眼認出來的。閱讀這本書讓我回想起我第一次愛上古典文學，那種屏息的感覺。」 ──布林茅爾學院古典文學教授凱瑟琳?柯尼比爾（Catherine Conybeare） 「作者驚人地以某種方式混合了動作的商業性情節和如此唯美纖細的文字，讓你有時不得不駐足凝視。」 ──
獨立報 「作者的文字幾乎可說比任何荷馬史詩的翻譯更加詩意，這是關於阿基里斯深刻感人的版本，一個擁有三種身分的男人──兒子、父親、丈夫╱情人──如今就出現在當年所有英雄戰士戰鬥之處。」 ──衛報 「承繼名歷史小說家瑪麗．雷諾（Mary Renault）的傳統，作者巧妙地運用她對古典文學的所有資源，節奏完美、迷人且耐人尋味。」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非凡的作品，完美的描繪和心痛的抒情文字，敏感善感的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愛情故事。」 ──每日郵報 【好評迴響】 「作者寫出了人性的慾望與愛情的淒美，讓我們看見了截然不同的史詩故事。為原本充滿血腥與
暴力的經典戰爭傳說注入了新血，就算結局已注定，那可歌可泣的千年愛戀依舊讓人留下了聲聲的嘆息。」 ──讀者?jrue 「如果我說，這是我看過，對於愛情的描寫最為純粹而美妙的一本，你相信嗎？沒錯，是BL，但那又怎樣，能讓人感動，就是感動啊！」 ──讀者?毛毛牙 「在預言與戰火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無可奈何的英雄原罪，而兩人之間無法動搖的堅定情感，震撼更勝特洛伊戰爭。」 ──讀者?苦悶中年男 「文字乾淨纖細，單純且純粹，少年單純的愛戀與殘酷戰爭並存，張力與衝突隱藏在文字表面之下，命運的預言更等待著阿基里斯。」 ──讀者?快雪 「作者所詮釋的阿基里斯
人物性格是史詩外的難以料想，神性與人性，勇猛與柔性，使特洛伊戰爭的焦點暈染上一層戀情疑雲，本書將挑戰你無邊無際的想像。」 ──讀者?薩芙 「我覺得本書最棒的地方，是它用了不起眼的帕特羅克洛斯第一人稱的寫作方式，讓讀者真正看見了在太陽下屬於一抹幽影的溫柔與值得被愛。」 ──讀者?MRT 「讀完以後我有點想哭，而且非常滿足。這是首哀傷的歌，但縱使有著諸多缺憾，卻仍是則圓滿的故事。結局非常唯美……於是所謂的榮耀，就讓他隨風而逝吧。」 ──讀者?elish 「我情不自禁地逐漸沉入故事之中，為阿基里斯的驕傲而擔憂，為帕特羅克洛斯找到自己的定位而
開心，為事情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的未來而心痛。」 ──讀者?小云 「書中總能感受那溫柔的風、溫柔的淚。作者為史詩般壯烈的愛情畫下完美的句點，而他們的愛情將至死不渝、溫柔也將永無止息。」 ──讀者?欣芸 「喜歡愛情的人，喜歡戰爭的人，喜歡荷馬史詩的人，不能錯過這本翻轉史詩的小說。而像我一樣純粹想要瞭解阿基里斯的，那就更不能錯過了。」 ──讀者?MRW 「細膩而優美的筆觸我非常喜歡，在末尾時心裡也滿溢著一股惆悵與感懷。他們緊密交纏的愛情，彷若清亮音符，在我腦海久久不散。」 ──讀者?vernier 「『阿基里斯之歌』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經典。主旨在
於描寫英雄的誕生與命運，即使貴為神也擺脫不了命運的摧殘。」 ──讀者?黯泉 「當朋友、兄弟不是只是這層關係，昇華的情感、糾纏的情慾，戰爭之下命運之神的齒輪開始轉動，凸顯出禁忌之愛的堅貞。」 ──讀者?夜一 「特洛伊戰爭，因愛與不愛而掀起的戰爭。已經知道的預言，卻也無法避免的往命定的結果走去。出乎意料的《阿基里斯之歌》深深讓人心動、惋惜」 ──讀者?肆季 「闔上書頁，不僅為帕特羅克洛斯和阿基里斯的命運嘆息，同時也為黃金歲月的特洛伊戰爭而深深感嘆！不得不心服於作者能把一段神話寫得那麼讓人動容。」 ──讀者?Astraes 「這部小說最令人驚艷的
是以亡魂的身分，把他們敵不過命定神諭的真愛話說從頭，戰爭令人不覺為他們一掬清淚！」 ──讀者?寶寶 「作者描述情感含蓄又絕對深情，卻又不流於俗氣。深層的痛苦經由文字竟也讓人感同深受。絕對稱的上是文學好作，推薦給喜歡閱讀的朋友們！」 ──讀者?凱特 「以帕特羅克洛斯的視角描寫史詩英雄阿基里斯波瀾壯闊、短暫卻又璀璨的一生，看著阿基里斯是如何從手撫豎琴的善良男孩變成血刃敵軍享受戰爭的男人。」 ──讀者?夏夏 「能夠以現代讀者能夠接受的說故事手法，描繪出希臘悲劇宿命論的無限優美且憂傷的餘韻，確實要為瑪德琳．米勒這一部經典力作大大地喝采一聲！」
──讀者?Heero 「那段走向命運的過程依舊讓人心痛不捨，彷彿在讀者眼前重現，榮耀與戰爭、野心和詭計、血與淚……全都在極短的篇章中完整而完美地呈現。」 ──讀者?鳳梨冰 「或許是神話故事吧，這樣同性之間的愛情還真是讓人看的津津樂道。一整個劇情走向也不輸給傳統的宮廷劇內的愛情故事。」 ──讀者?Enzozach
EDENS ZERO伊甸星原 (14)-真島 浩 在MOTHER的以太引導下，EDENS ZERO到了綠之行星佛瑞斯塔。然而，這星球卻被魔王基極改造為機械支配人類的星球！不得已，四季等人只好迎戰機械，此時波賽頓•涅羅的游擊隊•獸王也展開了殲滅機械的任務！與此同時，艾爾熙以及緊追著她的腳步的賈斯提斯也現身在佛瑞斯塔……
東京喰種:re(08)-石田スイ 2017-02-06 「狼狽也無所謂，活下去吧。」 警報聲在庫克利亞響起。 單人牢房中的”?種”一一獲釋。 佐佐木琲世的「最後一項工作」， 就是藉由有馬貴將之手， 迎接人生的終結。 無敗的搜查官發出無數利刃， 毫不留情地摧殘他的肉體， 就在此時， ”某個聲音”伴隨著既視感 在腦中浮現── 接著，青年決定求「生」。 ──以半?種”金木研”的身份。 死神靜靜地露出微笑，兩者再度交鋒。 就像一對互相確認彼此存在意義的 ”親子”一般──
東京喰種(11)-石田スイ 2014-11-06 「所有妨礙我的人…都必須摘除。」 前〔CCG〕解剖醫生．嘉納宣言要捨棄人類的身分，轉為協助「青桐樹」，而利世也被四方擄走。 這一連串無法理解的現實讓金木喪失自我，化身為“半赫者”。 面對殘暴到了極點的金木，奮戰的篠原特等搜查官與〔CCG〕終於採取「SS級配置」。 “（口食）種”╳〔CCG〕，巔峰對決的結果會是…!?
炎炎消防隊 (24)-大久保篤 蠢動的陰謀，逐漸逼近的大災害。皇國的逆賊?第8將要以什麼方式戰鬥？為了對抗大災害，第8開始做準備。亞瑟的聖劍終於完成了！此外，森羅跟紅丸進行修行，讓「亞多拉連結」更加深入。森羅能夠踏進異界嗎？就像是在呼應自己的哥哥一樣，森羅的弟弟?象的內心也產生了波動，引導他採取某件行動——最後的彌撒即將開始，距離崩壞已進入倒數計時。隨著大地震的發生，太平洋近海也出現了異樣的敵影！那東西從海裡過來了！第8啊，去拯救世界吧！
鏈鋸人 (1)-藤本樹 2019 淀治是個背負了父親遺留下的龐大債務，因此過著極端負窮生活的少年，他救了惡魔波奇塔，並與牠一起以惡魔獵人的身分斬殺低階惡魔來換取酬勞。有一天，流氓騙了淀治，讓他成為一堆惡魔的祭品，淀治在臨死之際，波奇塔犧牲自己，把心臟給了他，讓他復活並擁有了惡魔的力量，只要一拉位在心臟那邊的鏈子就能發動。之後淀治被公安人員看上，因此成為公安的惡魔獵人…
阿宅的戀愛太難 (1)-ふじた 2015 極力隱瞞自己是個腐女的粉領族•成海，在新公司與長相帥氣又能幹，但卻是個重度電玩宅的兒時玩伴宏嵩重逢了。為了方便，提議兩人乾脆交往，於是同為阿宅的成海與宏嵩正式成為男女朋友。而公司中的另一對情侶小柳和樺倉也是阿宅，四人經常在一起喝酒聊天。作者以自己身旁的朋友為靈感，描繪出狀況不斷又有趣的阿宅戀愛故事。
東京喰種：re(02)-石田スイ 2015-10-21 「我對自己過去20年一無所知。」 佐佐木琲世以『半?種』的身份接下指導者的任務， 瓜江、不知、六月和米林這些「昆克斯」的成員，各自對他抱著複雜的思緒。 昆克斯班一方面調查擴充戰力的?種集團「青桐樹」的動向， 一方面投入下一個目標「胡桃鉗」的搜查。 街上一間咖啡店突然吸引琲世的目光， 他在店內遇見”令人懷念的香味”。 能夠解開自身謎團的巨大”關鍵”，就在那裡──？
哈利·波特-Rowling, J. K.·罗林 2000 本书包括:《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哈利·波特与密室》、《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四部小说.
OKR-约翰·杜尔 2019 本书介绍OKR,目标与关键结果(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前者代表你想达成什么,后者则是你该如何达成.OKR有4大超能力:专注投入优先要务,契合与连结,造就团队合作,追踪当责,激发潜能,成就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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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喰種:re(04)-石田スイ 2016-02-17 「是仇視我們”喰種”的存在－－」 “拍賣會掃蕩作戰”過了半年… 為了拯救身陷於煉獄般的痛苦漩渦中的月山習， 叶＝馮˙羅瑟瓦特與月山家， 不斷反覆進行以”收穫”為名的大量綁架。 但是，叶眼見主子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 看不下去的他開始單獨行動， 並借用攝影少女－－掘千繪的力量。 另一方面，琲世和昆克斯班升官後， 下一個討伐目標是「薔薇」。 因為“金木研”而產生交集的兩者， 會面時將引燃什麼火花――!?
進擊的巨人 (23)-諫山 創 2011 經過跟野獸巨人們的激戰之後，調查軍團來到艾連的老家。埋藏在地下室的秘密，絕對不是他們所希望的。面對揭曉的世界真相，調查軍團該走的路是……
傀儡主人-海因莱因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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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Junji Itos Cat Diary Yon Mu 01
Yeah, reviewing a ebook junji itos cat diary yon mu 01 could ensue your near links listings. This is just one of the solutions for you to be successful. As understood, skill does not suggest that you have fabulous points.
Comprehending as without difficulty as union even more than other will present each success. bordering to, the revelation as competently as keenness of this junji itos cat diary yon mu 01 can be taken as with ease as picked to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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