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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 Wine- 2008-07
Metropolitan Home- 2008
Architectural Digest- 2008-11 The international magazine of fine interior design.
The Making of Design-Gerrit Terstiege 2009-01-01 This book takes an in-depth look at design processes, with twenty-five depictions of "the making of" products from a wide variety of industries. Its primary focuses are furniture design, transportation design, and household appliances. Renowned designers like
Konstantin Grcic, the Bouroullecs, Stefan Diez, Hella Jongerius, and Sir Norman Foster offer step by step accounts of how they go about designing products for Vitra, Grundig, Jura, and Authentics – the tools they use for visualization and how projects change during the model phase. Plus: an interview with design
legend Dieter Rams on realized and unrealized products for Braun.
漫漫自由路-Nelson Mandela 2005 本书是曼德拉在监狱中写成自传,从曼德拉出生一直到他当选并宣誓就任新南非总统,时间跨度达76年。全面展现了曼德拉的伟大人生和南非人民在非国大的领导下,为结束种族歧视,争取自由而前仆后继、英勇抗争的斗争过程。
tempra365 | Nr. 2 | Sommer 2014-bSb Bundesverband Sekretariat und Büromanagement e. V. 2014-06-04 Das Management-Magazin des Bundesverbandes Sekretariat und Büromanagement e. V. (bSb) für Office Professionals Als einer der größten Berufsverbände für Office Administration ist der bSb Ihr Partner für
professionelles Büromanagement,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en und Weiterbildung am Puls der Zeit. Megatrends und ihre Herausforderungen – Spitzenleistungen im Office von morgen
Handwörterbuch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1912
俄国革命史-Leon Trotsky 2014
Augustini Barbosae, ... Tractatus varii: quorum 1. De axiomatibus juris vsufrequentioribus. 2. De appellatiua verborum vtriusque juris significatione. 3. De locis communibus argumentorum juris. 4. De clausulis vsufrequentioribus. 5. De dictionibus vsufrequentioribus ... Nunc recens recogniti, ... Accesserunt summae
rerum, & indices axiomatum, appellatiuorum, locorum communium ... locupletissimi-Agostinho Barbosa 1678
Speculum Juridico-Politico-Philologico-Historicarum Observationum (etc.)-Johann Jacob Speidel 1657
Write My Life-Nailong Wu 2021-04-12 This book is a collection of the author's 45 memoir articles and 20 stories and short novels, telling his moving story and vividly reproducing many event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SPECULUM JURIDICO-POLITICO-PHILOGICO HISTORICARUM OBSERVATIONUM ET NOTABILIUM-Johann Jacob Speidel 1657
Annales ecclesiastici auctore Cæsare Baronio Sorano ... Tomus primus [-duodecimus]- 1595
Codex Italiae diplomaticus (etc.)-Johann Christian Lünig 1735
Tabula nuper in luce[m] edita in co[m]mentaria subtilitatum principis ... Francisci de Aretio super omnib[us] titu. decreta. ...-Francesco Accolti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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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我的電波吧 (7)-沙村廣明 鼓田美奈玲在因緣際會之下開始主持自己的冠名節目，此時出現一個起用她負責情人節廣播主持人工作的計畫…另一方面，美奈玲的同事蒔繪以成為企劃作家為目標在偷偷修行。某天雖然她激情地推倒了讓她寄宿在家中的中原…
BABADADA black-and-white, Hausa - Simplified Chinese (in chinese script), kamus mai hoto - visual dictionary (in chinese script)-Babadada GmbH 2020-10-18 BABADADA dictionaries are visual language education: Simple learning takes center stage. In a BABADADA dictionary images and language merge into a
unit that is easy to learn and remember. Each book contains over 1000 black-and-white illustrations. The goal is to learn the basics of a language much faster and with more fun than possible with a complicated text dictionary. This book is based on the very successful online picture dictionary BABADADA.COM,
which offers easy language entry for countless language combinations - Used by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approved by well-known institutions. The languages used in this book are also called as follows: Chinesisch, chinois, chino, Cinese, chinês, chiński
最後一個知識人：末日之後，擁有重建文明社會的器物、技術與知識原理-路易斯‧達奈爾(Lewis Dartnell) 2016-04-28 一本末日版「大人的科學」，得到英國《泰晤士報》、《新科學人》科學類選書、亞馬遜讀者5顆星推薦，售出全球十三國版權 世界毀滅，只是一瞬間的事， 突發海嘯、重量級地震、超級流感肆虐、核電廠大爆炸…… 如果你所知道的文明已經不存在了，你要如何在新世界活下去？ ★來自科學家的文明保存計畫，一部全景式科學簡史，一個重建文明社會的技術解決方案。 ★從現象觀察到作實驗，從科學原理延伸到工業應用，明白今日科學文明的背後，科技
如何建構了生活。 ★書中從食、衣、住、行，農耕、水力風力發電到復興化學工業，還有如何重回電力生活，皆詳細解說，要給末日知識人最實用的建議。 你是否曾經想過： ＊種子、農具及肥料哪裡來？冬天缺糧怎麼辦？ ＊飲用水如何過濾、消毒？沒有冰箱，食物如何在土盆中保鮮？ ＊為了重建家園，該怎麼從頭製造磚塊、水泥和鋼筋混凝土？ ＊如何利用汽車引擎和廢棄零件，組成暖爐、臨時水上發電機等維生設備？ ＊燃料耗竭，怎麼開車、烹飪，甚至燒製玻璃、煉鐵？ ＊病毒肆虐，沒有顯微鏡和藥物，怎麼對抗微生物大軍？ ＊欠缺電力設備，如何自行發電、製造能源？ ＊如何組裝、架構通
訊設備，與外面世界搭上線？ ＊只用「公尺」就能推算出體積、容量、面積、溫度等度量衡單位 ………… 在末日，現代人類習以為常的事物，都會因資源匱乏而不敷使用。人類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樣子？會回到遠古採集漁獵的洞穴生活？還是從廢紙堆中撿拾各種被忽略的知識，重新發現生活日用品的發明之秘，盡可能早日重啟科學文明？ ◆ 如果身處戈馬克．麥卡錫《長路》世界中，你需要這本末日生存科普指南 ◆ 若是不幸成為《我是傳奇》中的地球最後一人，這本所說的生存技能最好盡可能記得 ◆ 不小心被捲入《瘋狂麥斯》的資源爭奪戰，除了活命還要守住機械工具和零件，保護重要的
人事物…… 科學家路易斯‧達奈爾探討現代文明社會的物質基礎，發現已少有人能完整掌握建構器物的技術和原理，於是從農業、建築、材料、醫學、運輸、製造、通訊等面向，帶領讀者重新認識建構文明社會必備的知識和技能，在世界向人類反撲、末日來臨之前，我們要為成為「最後一個知識人」做準備，也讓你我思索：如果重新來過，科技該如何發展，世界又該演變成什麼樣貌？ 人們將告別用金錢換取商品的資本主義社會，來到人人都是科學家的大實驗室時代，你帶著化學及物理知識的操作手冊，四處探索，尋找能夠點石成金的物件和文明棄物，按圖索驥，學著自己過濾飲水，用廚餘製作肥料，
收集罐頭，用簡易鑄鐵設備煉鐵，吹出玻璃瓶，試圖找到可種植的種子，最後開墾田地，把人集合起來變成村莊，想辦法收集所有資源，想著如何重啟第二次工業革命。達奈爾所相信的是，物質文明也許有一天將走到最後，但只要知識沒有被破壞，人類就能按部就班重建生活。 這本書，不只是關於科幻、後末日的反英雄或者黑暗冒險故事，關於隕石撞地球、核子冬天、城市變廢墟的景象，你不知道什麼時候來臨，也不知道是否成真。但是人們要是對現代科技麻木無感，對事物的製造過程一知半解，末日魯賓遜又該怎麼求生？反之，當人們一次次對日常、無用之物產生興趣，有一天將使科學再生！ 【海外
媒體推薦】 「非凡的成就！一本即使文明沒有毀滅也該讀的好書。如果文明真的毀滅，這本書將成為新世界珍貴的文本。路易斯．達奈爾是第一個厲害的末日預言家。」 ——《泰晤士報》（The Times） 「『重新啟動』人類文明DIY終極指南。」 ——英國科學雜誌《自然》（Nature） 「詞藻生動淺顯易懂，處處流露耐人尋味的事實和對科技深具感染力的熱情。」 ——英國《BBC夜空雜誌》（BBC Sky at Night Magazine） 「頌揚人類聰明才智的讚美詩……必讀著作。」 ——英國《新政治家》雜誌（New Statesman） 「掌
握了路易斯．達奈爾的新書，我應該就能自信滿滿踏進天啟末日後的未來……達奈爾的末日生存指南，不只提供豐富資訊，也引人入勝。」 ——美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 「就如童軍常常說的——凡事做好準備！向上天祈禱你永遠都不需要這本書。」 ——貝爾•吉羅斯（Bear Grylls） 美國Discovery《荒野求生秘技》節目主持人 「不管這本書能不能拯救你的命——它都非常有趣。多希望當初有人在學校就把這本書給我們。它讓所有事情都有了意義。」 ——肯．麥克勞德（Ken MacLeod） 英國科幻小說《秋季革命系列》（Fall
Revolution Series）作者 「如果世界毀滅，這本書就會非常有用；即使世界不滅，它還是很有趣。要是彗星撞地球，這本書可以救你，或者你起碼可以知道自己怎麼死的。」 ——S.M. 史德林（S.M.Stirling） 美國架空小說《時間孤島》（Island in the Sea of Time）作者 「這些所有糟糕的氣候變遷、大爆炸、星球殺手隕石、末日病毒、核災恐怖主義以及超級智慧電腦的終極統治，路易斯達奈爾都寫了即使姍姍來遲但很詳細的指南，告訴你在末日該如何求生：以充滿啟發性及娛樂性的視野，說明如何重啟人生、文明以及所有事物。達奈爾的後末日求
生觀點提供了一個卓越的、全景式的視野，說明文明實際上是怎麼作用的。」 ——羅格．海菲爾德（Roger Highfield） 英國科普記者，作家及科學博物館（Science Museum Group）執行長
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2021-03-02 父親過世時，我沒掉一滴淚。我曾對妹妹說：「輪到媽媽時，也會是一樣的。」 但這一次，絕望超出了我的控制，在我心中，有某個不是我的人，正在哭泣。 我將媽媽的唇貼在我的臉頰上，下意識地模仿它的動作。 她整個人、她的全副生命都在其中具體顯現，而憐憫之情使我心碎。 沙特譽為西蒙・波娃最好的一部作品 以哲學家之心，文學家之筆 獻給母親與妹妹的哀悼日記 全新法文直譯・繁體中文首次出版 張亦絢（作家）、林雅萍（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醫學系副教授）──序文導讀 黃惠偵（導
演）、劉亞蘭（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副教授）、鍾文音（作家）──深情推薦 本書是西蒙・波娃第四部帶有回憶錄性質的作品，記錄了她與妹妹海倫陪伴罹癌母親度過生命最後三個月的歷程。 1963年10月，波娃的母親佛蘭索瓦摔倒住院，卻意外診斷出腸癌。在醫生建議下，波娃與妹妹決定讓母親接受手術，並對母親隱瞞病情。這一決定後來讓波娃懊悔萬分，認為是對母親的背叛。 波娃原本與母親關係疏遠。1949年出版《第二性》中，描述想要控制女兒的「專制母親」形象，部分即由此而來。但罹病期間，原本嚴厲、苛刻的佛蘭索瓦，竟變得像個小女孩般天真無助。這個從未見過的母
親使波娃既驚愕又憐憫，也促使她重新反省自己原本對母親的種種理解。 住院後三個月，佛蘭索瓦過世，波娃則於同年出版了這段歷程的回憶錄。書中極其動人地記下她對母親既依戀又痛恨、既理解又陌生的情感。 這是《第二性》中母女關係的續篇與變奏，更是她抗拒死亡、擁抱生命的熱情宣言。 欲理解西蒙・波娃，不能不讀。 各方推薦 「這份書寫中呈現的剔透與力道，如同相信此生堅不流出——但終究最忍不住的一滴，奪眶而出的淚珠。」──張亦絢 「母親，病痛，死亡。當生命中最難的這幾個課題一次在眼前展開，即便智慧如波娃都有感到無力的時刻。但她卻能比我們多數人更勇於直面那
些哀慟，並且從中凝萃出對自己所愛且恨之人的理解。」──黃惠偵 「波娃以她特有的存在主義觀點，詳細描述母親離世前的身體變化，以及她做為女兒，對於母親即將死亡「自己都無法理解的哀慟」；這一悲痛情緒又牽動波娃回顧過往緊張的母女關係，細膩的筆觸，讓讀者彷彿置身《第二性》的情境中。」──劉亞蘭 「在短短的篇幅中，西蒙・波娃傾盡全力書寫或許是她最好的部份，否則亦是最祕密的部分。」──法蘭西學術院院士皮埃爾－昂利．西蒙（Pierre-Henri Simon），《世界報》 「我們熟知西蒙・波娃的真誠與勇氣，如今她向我們揭露了震撼人心的感性與溫柔。」──艾
米爾．帕戴爾（Emile Pradel），《學校解放》週報 「這本書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出發，卻勾勒出每一個人都會面臨的共同悲劇，瀕臨絕望，卻充滿無比尊嚴。」──《圖書館學刊》
全球化-Malcolm Waters 2000
世界文学名著-高老头-（法）巴尔扎克著 2017-05-01 《高老头》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1834年。该讲述主人公高老头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起家的面粉商人，中年丧妻，他把自己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两个女儿身上，为了让她们挤进上流社会，从小给她们良好的教育，且出嫁时给了她们每人80万法郎的陪嫁，可他的两个女儿生活放荡，挥金如土他的爱轻而易举就被金钱至上的原则战胜了。
環境科學- 2017
普通汉语教程- 1988
我是獨特的-森繪都 2016
小儿病按摩-Changqing Guo 2011-06-01 "
玫瑰的名字-溫小平 2010
The Note on the Bench - English/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Kathleen Rasche 2017-07-07 Kindness rules the day! After finding a note on a park bench, one child's smile attracts crowds and skeptics. What did the note say? There are surprising results in the end. In bilingual English/Traditional Chinese. 善良令你有美好的一天！一
個小孩簡單的微笑行為吸引了人群，最後的結果令人驚喜。
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George Carter Stent 1874
困在身體裡的男孩-馬丁．皮斯托留斯(Martin Pistorius) 2016-04-28 ◆紐約時報暢銷書 售出21國版權 ◆美國、德國亞馬遜網路書店暢銷書，讀者一致五星好評 ◆CNN、NBC、npr、時人雜誌、赫芬頓郵報、美國在線、redbook、華盛頓郵報、今日美國、The Blaze、福斯新聞頻道、TODAY、The Dr. Oz Show 大幅採訪報導 ◆蘋果日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新唐人、人間福報等多家中文平面與網路媒體報導 激勵北美、英國、歐洲、南非等地數百萬人的重生奇蹟 媽媽看著我說：「你一定得死。」她不知道我聽得見。 我
好想聽媽媽的話，因為這句話遠超過我承受的限度。 他們在等我死，我死了，他們就會解脫。 疾病摧殘我的肉體，但沒有竊據我的心智 馬丁十二歲時莫名生了一場怪病，不到十八個月內他失去言語能力，困在輪椅上，無法進食。醫生束手無策，只能告訴他父母，這是一種未知的退化性疾病，他們的兒子只剩下嬰兒程度的心智，而且活不過兩年。 沒有人知道馬丁的心智正慢慢甦醒，他可以思考，意識清晰，可是他無法告訴任何人。身體囚禁了他的心靈，外界的人都認為他是植物人。 過了十年後，一名治療師才發覺馬丁是清醒的，他的雙親發現自己的兒子跟過去一樣聰明。發病十三年後，馬丁終於為動
彈不得的身體敲開一扇窗，讓大家發覺他其實一直都在。雖然僵坐在輪椅上而且無法說話，可是他很快就適應了電腦科技，開始和人溝通。在那之後，身心發展突飛猛進。他排除萬難完成大學學業，學會開車，開啟網頁設計的一片天，並且找到一生摯愛組成家庭。 馬丁的積極能量感染到每一個接觸他的人，他藉本書告訴我們，愛與心靈的強大力量可以跨越重重障礙。 【好評推薦】 從被困住到提昇人生各層面的品質是不容易的歷程，馬丁的真實經歷令人感動、感佩，讀起來覺得自己「向上提升」。 ──彭懷真（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理事長、東海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閱讀這本書使我與兒子洛根更
加親近，他是嚴重的自閉症患者，無法言語。看著馬丁透過寫作透露他的個人經驗，我大大理解洛根所面對的挑戰。無論是誰，只要生命中接觸過溝通障礙者，都一定要讀讀這本書！ ──葛倫．戴博斯（ProxTalker.com, LLC總裁） 生活中經歷的各種不公不義都能幫助我們成長茁壯。他提醒我們，只要選擇去做，任何人都能從人生轉折中獲得滋養。體驗過馬丁的人生之後，你將成為更美好的人。 ──麥可．辛森（紐約時報暢銷書《請帶我回家》作者） 如果今年有時間讀一本書，我建議你選擇馬丁．皮斯托留斯的《困在身體裡的男孩》。或許你對徹底活著這課題的疑惑會減少許多。
──黛安．尼爾森．布萊恩（美國坦普大學名譽教授） 出版社 商周出版(城邦)
Zou Xiang Chun Tian de Xia Wu-Mi Ji 2010-10-01 A walk in a spring afternoon is a work of art by renowned award winning illustrator Jimmy Liao. After a spring rain, the path in the woods take you to the willow, the fish in water, the clouds and wind, and to paradise... and to a friend waiting to give y In Simplified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我想知道什麼是佛法-Thubten Chodron 2007
成人發展與老化-Klaus Warner Schaie 2007 Ben shu zhi zai jian yan yi you de yan jiu zheng ju, Xi tong chan shu you guan cheng ren fa zhan he lao ling hua xiang dui ke xin de jie lun. Bing zai mei yi zhang jie fu you nei rong zong jie he jie shi xing de chen shu.
角落裡的老人-Baroness Orczy 2006 推理小說史上「安樂椅神探」的第一人不偵察不行動，不關心社會正義，動口動腦不動手腳，堅持三不政策的非道德「犯罪評論家」！倫敦大報《觀察家晚報》的女記者寶莉對社會上發生的奇案充滿好奇心鬥智解謎為樂自信滿滿。然而某日她所有的自信卻被一位坐在咖啡店角落、毫不起眼的的瘦老頭一夕摧毀且為之深深著迷--老人只利用尋常資料卻以見人所未見的精闢推理逐一解開當地十二件令警方束手無策的懸疑謎案。珠寶失竊？易容殺人？無病暴斃？綁架自己？……十二種狡猾的犯罪手法十二種打擊犯罪的的破案絕竅一次呈現。這位《角落
裡的老人》是個坐在咖啡店一角的怪人，成天無所事事，看看報紙，罵罵世人愚笨，手上不斷把一條繩子編成各種形狀又解開。他既不是公家警探也不是私家偵探，他既不偵察也不受行動委託；他是個「場邊評論家」，只根據公眾皆可得的資料（主要是報紙的社會版新聞）推理判斷出疑案的真相。他的安樂椅辦案方式帶給後繼小說家創作「業餘神探 」重大的啟發（因為他們不方便親到現場，也沒有資格詢問疑犯）；他的非道德性則帶來犯罪小說對犯罪世界本身的興趣（更高於偵破它），僅只這兩件貢獻，地位就不能再高。老人看來羞怯又緊張，不停玩弄手上的一條細繩；他瘦長顫抖的的手指把那條細繩
結起又解開，做成各種精巧複雜的結……《角落裡的老人》是位坐在咖啡店一角的怪人，成天無所事事，看看報紙，罵罵世人愚笨，手上不斷把一條繩子編成各種形狀又解開。他既不是公家警探也不是私家偵探，他既不偵察也不受行動委託；他是個「場邊評論家」，只根據公眾皆可得的資料（主要是報紙的社會版新聞）推理判斷出疑案的真相……這和福爾摩斯是不同的，福爾摩斯接受委託，親至現場蒐集第一手線索，甚至埋伏暗處，與歹徒格鬥技擊，親手逮捕歸案。福爾摩斯是劍及履及的行動派英雄，角落裡的老人則是純屬心智遊戲的「思考機器」，對「社會正義」似乎是毫不關心的。－－詹宏志
玛德琳和吉普赛人-贝梅尔曼斯 2015
想象的马克思主义-阿隆 2007 本书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问题,分析了信仰的形成机制;第二部分主要解读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重点讨论了萨特对马克思的存在主义解读以及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解读。
认知心理学-邵志芳 2013
动物学-Stephen A. Miller 2001
交響情人夢-二ノ宮知子 2007
尊敬的阁下-马哈福兹 1991 据贝鲁特格勒姆出版社1977年6月版译,本书获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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