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rassic Park Audiobook
Jurassic Park-Michael Crichton 2012-05-14 #1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 From the author of Timeline, Sphere, and Congo, this is the classic thriller of science run amok that took the world by storm. Nominated as one of America’s best-loved novels by PBS’s The Great American Read “[Michael] Crichton’s
dinosaurs are genuinely frightening.”—Chicago Sun-Times An astonishing technique for recovering and cloning dinosaur DNA has been discovered. Now humankind’s most thrilling fantasies have come true. Creatures extinct for eons roam Jurassic Park with their awesome presence and profound mystery, and all
the world can visit them—for a price. Until something goes wrong. . . . In Jurassic Park, Michael Crichton taps all his mesmerizing talent and scientific brilliance to create his most electrifying technothriller. Praise for Jurassic Park “Wonderful . . . powerful.”—The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Frighteningly real . . .
compelling . . . It’ll keep you riveted.”—The Detroit News “Full of suspens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侏罗纪公园2-Michael Crichton 1996
火星任務-安迪‧威爾Andy Weir 2014-06-06 硬派科幻也能令人失笑出聲？看完讓人想緊緊擁抱理化老師！ 只要看10頁，你就會知道為何國外讀者瘋狂推薦這本小說 ★ 《羊毛記》作者休豪伊大推：「幾百年沒看過這麼好看的小說了！」 ★ 繼《羊毛記》之後最紅的科幻小說，自費出版三個月賣三萬五千本 ★ 美國Crown出版集團重金買下版權，甫出版即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榜 ★ 二十世紀福斯影業競得電影版權 ★ CNN新聞網撰文介紹，小說甚至獲得美國太空總署NASA的認可與讚賞 「我從沒注意過火星上安靜得如此詭異。 沒有太空衣，沒有維生裝備運轉的
聲音。連自己的心跳都聽得一清二楚。」 不過幾天前，馬克幸運地成為少數登上火星的太空人。突然颳起的強勁沙塵暴卻逼著他們不得不放棄任務，返回地球。幸好所有人都成功了。 除了馬克。 他被扯斷的天線擊中，刺穿了太空衣，吹進了暴風中。 同伴們誤以為他已罹難，情急之下只好將他就這樣孤零零地留在火星上。全世界都在哀悼，太空人馬克．瓦特尼英勇殉職…… 馬克的確是個幸運的傢伙，太空衣都破了，但他還沒死。真正的考驗現在才開始。他必須設法聯絡太空總署派人來救他，或是等待四年後的下一次火星任務。而為了生存，他的首要工作竟然是……在火星上種馬鈴薯？！ 馬克能
靠著他的科學知識活過1400天嗎？ 作者突破科幻的框架，用獨到幽默創造出全新科幻類型 讓非科幻迷也能享受閱讀科幻的樂趣 從太空人到家庭主婦、從科青到文青皆愛不釋手 國內外各路人馬好評推薦！ 【國外媒體也推】 - CNN國際新聞網： 「作者用文字建構出如同奧斯卡入圍電影《地心引力》一般的敘事張力。」 - 《科克斯評論》： 「聰明、有趣、驚險刺激、宅的剛剛好，作者說故事的功力高明，即使說了一堆科學知識卻一點都不會讓讀者想打哈欠，甚至讓人忍不住想像，現在火星上真的有個太空人吧！」 - 《出版人週刊》星級評鑑： 「非常優秀的第一部作品，詳盡的實驗細節描
寫滿足了科幻小說粉絲，毫不冷場的劇情安排和角色塑造則擄獲了小說讀者的心，精彩的結局安排獲得一致好評！」 - 美國圖書館協會《書目》雜誌： 「看一個人如何運用自己所擁有的知識，在嚴苛的環境下堅強地求生，令人聯想到《魯賓遜漂流記》，只不過這次魯賓遜上了火星，著實演出了一場精彩刺激的科幻冒險故事。故事和人物充滿吸引力，書中真實且詳盡科描述算讓人幾乎就要信以為真了！」 【國外暢銷作家也推】 - 《羊毛記》作者、紐約時報暢銷作家／休豪伊（Hugh Howey）： 「幾百年沒看過這麼好看的小說了！知識與娛樂兼具，小說所有的精采元素它全包了。翻開書之前
最好要有準備，肯定立刻就會被吸引住！」 - 《超自然謎殺三部曲》作者、紐約時報暢銷冠軍／道格拉斯．普萊斯頓（Douglas Preston）： 「好久沒看到這麼特別的『驚悚』小說了，感覺是如此真實又緊張，程度大概是《阿波羅13號》的十倍吧！」 - 《一級玩家》作者、紐約時報暢銷作家／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 「威爾精心設計了一個『火星生存遊戲』，參賽者就是馬蓋先，這樣的內容整個打中我啊，怎麼可能不看！」 - 硬派科幻大師、雨果獎與星雲獎得獎作家／拉瑞‧尼文（Larry Niven）： 「太空版《魯賓遜漂流記》，而且寫得更棒！」 《狂野時速》作者、紐約時報暢銷作家／派翠克．李（Patrick Lee）： 「作者抓準了閱讀的節奏和張力，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都緊緊吸住讀者，而且內容實在描寫得太寫實了，差點就要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 《哥倫布軼事》作者、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史蒂夫‧貝利（Steve Berry）： 「主角是堅強又膽識的21世紀魯賓遜，只不過他跑到火星上了！要看這本書之前最好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因為你絕對不會想看到一半被打斷的！」 【專業太空人也推】 - 美國太空總署NASA專業認可 - 加拿大太空人、《一位太空人給地球人的建議》作者／克里斯．哈德菲爾德（Chris
Hadfield）： 「哇，我從沒想過會有這樣的情況！作者太有創意了，好像『馬蓋先』登上了儒勒．凡爾納的《神祕島》，我一開始看就沒辦法放下這本書了。」 【國內老師也推】（依姓氏筆畫排序） - 壽山高中歷史科教師／王偲宇 - 壽山高中數學科教師／林銘寬 - 臺大地質所博士、北一女中退休地球科學科教師／吳育雅： 「這是一本知識豐富也情節幽默的科幻小說，『在地資源利用_ISRU』是人類外太空探測很重要的策略，充分利用最少物資以維生、產生能源，重建居所並返回地球，這些概念全都在這緊湊的故事中發揮極致，實在太過癮了！」 - 壽山高中生物科教師／許玉青 - 北
一女中生物科教師／潘彥宏： 「你能想像更糟的情境嗎？獨自一人被困在火星上，而且大家都覺得你已經死了！馬克．瓦特尼就碰上了這種狀況，還好他就像馬蓋先一樣，頭腦冷靜、思慮清晰而且雙手萬能。但是這些特質就足以讓他逃出生天嗎？一起來一趟緊湊、有趣，又能享受孤寂的火星之旅吧！旅程結束後你可能會發現，原來地球上的孤單，其實還挺熱鬧的呢！」 - 大直高中數學科教師／劉澤宏 - 台南一中科學班物理科教師／羅焜哲 虚擬的火星自救與營救行動中，運用了物理、化學、生物與天文知識。讀者除了經歷高潮疊起的劇情外，也不知不覺的吸收了大量的科學新知，是一本寓教於樂的好
書。 【國內小說愛好者也推】（依姓氏筆畫排序） - 飛碟電台夜光家族節目主持人／光禹 - 文字工作者／冬陽： 「跟隨樂觀又聰明的太空人瓦特尼進行一場意外的火星求生任務，兼具電影《地心引力》的刺激險境和《宇宙兄弟》幽默趣味，這部小說實在是太酷了！」 - 獨立科幻奇幻撰稿人、英國利物浦大學科幻研究碩士／林翰昌 - 圖文作家／鬼門： 「從故事的開始就非常引人入勝，丟給了讀者一個令人摸不著頭緒的開場，原本擔心宇宙和太空船的科技情節會有些乏味，但其實不然，內文不僅好讀還帶些幽默，一旦開始閱讀就停不下來了！」 - Technews科技新報數位內容行銷總監／藍弋
丰： 「在災難電影，或是各種求生節目中，當主角深入乾旱又一望無際的沙漠絕境，往往會說『簡直跟火星一樣』，那如果是真的流落到火星上掙扎求生，又會是如何？《火星任務》就是這樣的一個既充滿想像，又灌注了豐富的實際知識的科幻小說，讓人開卷有趣，又開卷有益。 對我這個年齡的朋友來說，科幻小說曾經伴我們度過童年，讓我們遨遊在廣闊無邊的宇宙之中，曾幾何時，隨著美蘇太空競賽的結束，以及挑戰者號太空梭事故，大眾對宇宙的興趣不再，科幻小說也隨之打入小眾的冷宮，這次《火星任務》原本在美國也只是『網路小說』，放在部落格上讓網友免費欣賞，直到有網友提議應該做
個Kindle版本，才上了亞馬遜，以亞馬遜所設定的最低價格零點九九美元販售，沒想到三個月內賣了三萬五千套，引起出版社注意，出版後又得到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的垂青，即將改編為電影。在此推薦這本《火星任務》給太空夢想不滅的朋友們，也期望這本特別的作品能為科幻小說再創高峰。」 【國外網友讀者也推】 - Amazon網站4.6顆星評價，3,500人推薦 - Goodreads書評網站，超過3,400人給予5顆星評價 Amazon讀者Josh： 「我喜歡作者的幽默還有他介紹科學的方式，讓我都想跟著一起去火星了！」 Amazon讀者Dan L.
Motif： 「雖然我是個科學大外行，沒辦法保證書裡寫的百分之百正確，但我可以保證閱讀本書絕對是一趟令人愉快又刺激的冒險旅程！」 Amazon讀者James Lacy： 「亞馬遜自費出版的書大多是廢話連篇，不過這本是我至今買過最好看的一本。就像魯賓遜火星漂流記，主角馬克不只是呆呆等待救援，他從不放棄希望，靠著自己的智慧和機智（還有幽默！）在火星活下來。作者將極其複雜的物理化學用有趣又容易理解的方式，讓所有小說讀者都能享受其中的樂趣。雖然我買的是電子書版，但我希望它能被出版成紙本實體書，讓我擺上書架上和艾西莫夫、海萊恩、亞瑟克拉克一起收
藏。」 Amazon讀者Akamai Okole： 「這可能是我讀過最歡樂的硬科幻小說，冗長又複雜的科學計算變得引人入勝，大量的幽默笑點讓這本科幻小說變得人性化，除了主角馬克之外，其他配角也都表現得非常不錯。幫自己個忙，買這本書，你得到的會比你想像中的更多（除非你討厭可愛的癟腳笑話）。」 Goodreads讀者Beverley： 「我不是科幻迷，買了這本書是個意外，不過當我開始看進去之後便停不下來。主角是個幽默樂觀而且堅強的太空人，我很快就發現自己在默默為他加油。這本書也許和你想的不一樣，沒有小綠人漫遊火星表面，但如果你相信科幻存與現實
之間的可能，我會極力推薦你讀這本書。我不是常常給5顆星的，但這本特別的小說值得5顆星！」 Goodreads讀者Juliane Kunzendorf： 「我承認一開始看到這麼多科學算式，的確讓我有點嚇傻了。但撇開這些不說，故事本身還真好看，快速的節奏和幽默的筆調讓我忘了化學式的存在，我尤其喜歡作者營造出的火箭升空和救援任務時的那種緊張感。我覺得這是一本很人性化的科幻小說，因為讓我愛上這本書的，是書中栩栩如生的主角和配角們。即使不是科幻迷也非常推薦！」 Goodreads讀者Jason： 「一點數學、一點物理、一點心理學、一點哲學，還教你如
何當火星農夫，還教你如何在面對困境時保持幽默，諸如此類，有趣又實用。我愛《火星任務》，我相信你看過也會愛上。」
最高危机-基里顿 1997
火车大劫案-克赖顿 1987 书名原文: The great train robbery
侏羅紀公園- 2017
Jurassic Park-Michael Crichton 2005-01-01 "...visit John Hammond's theme park and come face-to-face with living, breathing dinosau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64 million years." --web site.
龍鱗焰火．上冊-喬．希爾(Joe Hill) 2018-10-08 ★軌跡獎年度最佳驚悚恐怖小說，史鐸克小說獎魔幻驚悚奇才 ★紐約時報排行榜No.1暢銷作家，美國文壇熾手可熱明日之星 ★Goodreads讀者票選最佳恐怖小說獎 ★亞馬遜讀者五星★★★★★評價推薦，售出世界多國版權 ★美國首刷印量20萬冊，福斯影業改編電影中！ 史鐸克獎魔幻驚悚奇才喬．希爾人類未來進化代表作！ 美麗的黑與金交錯出華麗紋路，火焰將隨之如引線般纏繞全身， 一種足以毀滅世界的莫名病菌，正逐步吞噬燃燒地球上的生物， 你，就是下一個宿主…… 沒有人知道「龍鱗症」是從什麼時候散
布，又是在哪裡開始的。 這場可怕的新生瘟疫如野火燎原，使全球一個接著一個城市遭受侵襲； 它是一種具高度傳染性和致命的病菌孢子， 被感染者皮膚上會出現黑色和金色的紋身， 在這些紋身布滿全身之後，便會使人突發自燃致死。 護士哈珀在醫院照料病患時，染上了這種致命絕症， 但她同時發現自己也懷了身孕， 在神祕消防員約翰的幫助下，她決心和時間賽跑， 奮力在死亡到來、命運終點之前，將腹中的小生命帶到這個世界， 捍衛自己活下來的可能。 然而當患者越來越多，混亂和恐慌在各地蔓延，衝突和暴力不斷激增， 全世界都失控地燃燒了起來…… 華麗紋路現身卻是恐怖死亡的倒
數計時， 人性刻劃絲絲入扣，末世場景鮮明描繪，絕美與毀滅迷幻交錯的史詩鉅作！ 【驚豔推薦】 《冰與火之歌》暢銷大師 喬治．R．R．馬丁 瑞典皇家理工學院物理系博士 余海? 島田莊司推理小說大獎作家 陳浩基 律師╱PanSci泛科學網專欄作者 張清浩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PanSci泛科學專欄作者 黃貞祥 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科學傳播教育研究室主持人 黃俊儒 暢銷人氣作家 螺螄拜恩 臺大星艦科幻社第二十三屆社長 江元裕 【各界讚譽好評】 十足原創、扣人心弦，引人入勝的絕佳作品。 ——喬治．R．R．馬丁 書寫精湛的超自然驚悚之作，在一
個完全絕望恐怖的世界中，呈現令人心碎的史詩意境。 ——出版人周刊 一位說故事的大師，他的血液中有著寫作的火焰。 ——羅倫．布克斯，《破碎的怪物》作者 我從沒讀過一本書，能夠如此純熟地在恐懼與甜美之間引航讀者，這本書是驚人的發燒鉅作。 ——露意莎．哈爾，《Speak》作者 每過十年，就會有一本好書談論人類如何失落、社會如何分裂。喬．希爾寫了這個時代的《摩天樓》（High-Rise）、《魔株之日》（Day of the Triffids），讓我等難民在世界的殘塊中尋求安全的庇護所時，更成為帶有敵意的野蠻人。真是令人膽寒的一本傑作。」 ——尼
克．哈克威，《末日發動機》作者 完美的故事。本書是twitter時代的《蒼蠅王》，加上後末日的預言、社會諷刺的元素。精采、吸睛，給讀者連環重擊。」 ——瓊安．哈莉絲，《濃情巧克力》作者 好作家可以讓人深度思考或是用心感受，偉大的作家可以在故事中兼顧兩者。喬．希爾正是個偉大的作家。本書高超地運用想像力，文采斐然，人性刻畫深入。這本吸睛又驚悚的作品，讓喬．希爾成為當代最棒的故事大師之一。」 ——麥可．柯特亞，《最後之言》作者 這本書把鏡頭對焦於主角人物自身，而不是失落世界中降臨的災難，傳達悲劇之後的平靜。 ——衛報 討喜的角色、真誠的對
白、迫切的期待、以及無可倖免的終結，適合迫不及待翻閱下一頁尋求末日傳奇與驚悚情節的讀者。 ——圖書館期刊 每一頁都很精采，但結局更是讓人無法呼吸。這是對生命的美妙禮讚，而我們以愛之名做出的犧牲，絕不沉重。 ——birthmoviedeath網 真材實料的末日題材作品，令人愛不釋手，閱讀過程不僅僅是感動，還會心跳加速，並驚呼連連。 ——Book Page雜誌 一個既黑暗又可怕的精彩故事，充滿了人類的失敗，也充滿了希望和人性！期待它改編成電影那一天！ ——美國亞馬遜讀者，Kimberly A 這本書遠比我讀過的任何一本科幻小說都更恐悚，
令我無比驚豔。喬．希爾在書中融入了許多很酷的元素，最後幾章幾乎讓我抓狂，急迫地想知道故事會如何結尾，不看到最後仍然難以預料。 ——美國亞馬遜讀者，GossamerWriter 大師級的高超作品！每個人都應該花一個周末的時間，沉浸在喬．希爾創造的磅礡世界裡！ ——美國亞馬遜讀者，Cheryl Stout 發人深省又高潮迭起，寫作風格令人驚嘆，這本書和它的作者毋庸置疑顯露了了不起的才華！ ——美國亞馬遜讀者，Mesha’s Corner 這是一場狂野的冒險。書中角色如此原創與真實，你覺得他們完全就是你身邊的人物。我無法離開這本書，焦急又
恐慌地翻頁，等著看下一步會發生什麼事。 ——美國亞馬遜讀者，Sarah Ames-Foley 龍鱗焰火的絢麗與哀愁，在後末日場設中顯得格外刺眼，人類要怎麼逃離超級疾病的追殺？趕快拿起書本，一起品嘗科幻和奇幻交織出的甜美果實吧！ ——臺大星艦科幻社第二十三屆社長，江元裕 烈火灼燒的不只是生活，還有人性。作者用一種病態卻富含詩意的方式，去給予讀者們一場驚駭且美麗的死亡和重生，字字句句充滿珠璣，是一部不能錯過末世驚悚作品。 ——吉娃娃的觀點論 作者成功地描繪了一個非常實際的末日後世界，以大量的細節與人物勾勒出秩序崩壞前後的反差，人類在面
對威脅時展現的勇氣與恐懼，以及因為自私而造成的傷害有多驚人。 ——黯泉 我們衷心相信世界，世界卻在瞬間背叛瓦解，當你願意將生命交給對方，卻發現真相並非你所以為，那才是身為人類最大的不幸與災難，最深的恐懼。但反過來看，當敵人以你的最愛來威脅你，而你願意為所愛而犧牲一切，同時也有人願意為你粉身碎骨，那力量絕對足以戰勝一切恐懼，讓人有勇氣走下去，那是喜樂的泉源，即使末日當前，我們都會相信必得重生。?? ——苦悶中年男 情節驚心動魄、題材別出心裁，作者對人性的描寫深刻有致，比起致命的真菌，人類對彼此的惡意才是令世界變成末日的元凶，這簡直是
對現代社會一記當頭棒喝！ ——島田莊司推理小說大獎作家，陳浩基? 出版社 奇幻基地 (城邦)
亞特蘭提斯．基因-傑瑞．李鐸(A. G. Riddle) 2015-04-28 ◆台灣領先全球搶下版權！ ◆美國百萬銷售傳奇，超過14000篇讀者好評如潮！ ◆亞馬遜科幻驚悚類Top.1，蟬聯暢銷排行榜超過100週！ ◆授出全球20多國版權！ ◆知名製作公司CBS Films即將推出改編電影！ 超人氣科幻新秀傑瑞．李鐸人種演進史詩鉅作 古老神話揭開人類進化祕密 亙古最大謎底之輪即將轉動 兩千年來，古老組織「印瑪里」誓言保守人類起源的祕密，竭盡全力尋找一個自遠古時代便已存在的宿敵，這個龐大的威脅具有消滅人類族群的邪惡力量， 而所有一切物種本質謎團的
線索，都指向失落神話之城亞特蘭提斯…… 七萬年前，印尼超級火山托巴爆發，全球生物幾近滅絕；兩萬年後，極少數僥倖逃過浩劫的「智人」，開始了前所未有的長足進步時期——史稱「大躍進」。 沒有任何蛛絲馬跡能夠確知，脆弱的人類為何能躲過巨變存活，又何以在短短兩萬年內發展成萬物之靈，演化出現代七十億人口與文明…… 從事自閉症研究的遺傳學家凱特，無意中發現智人突變轉化要素「亞特蘭提斯基因」，竟也是1918年殺死全球五千萬人超級傳染病西班牙流感的始作俑關鍵，卻因此莫名遭到神祕千年組織印瑪里追緝。 在地下反恐探員大衛的協助下，兩人發現印瑪里掌握
人類自古至今的歷史進化祕密，與其背後恐怖動機， 原本互不信賴的凱特和大衛，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攜手合作，一起解開這樁危及全世界的跨國陰謀、「亞特蘭提斯基因」的真相，甚至是人類物種起源之祕…… 我們的昨日可能也是明天，我們的過去可能也是未來 人類的起源究竟為何？亙古以來最大的謎底之輪即將轉動 【國內名家及讀者推薦】 ◎李建興（《地獄》譯者） ◎陳浩基（島田莊司推理小說大獎作家） ◎張清浩（律師／PanSci泛科學網專欄作者） ◎張雅琴（知名主播） ◎黃貞祥（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 ◎黃俊儒（中正大學教授暨科學傳播教育研究室主持人） ◎鄭
國威（PanSci泛科學網總編輯） ◎譚光磊（版權經紀人） 「人類演化進程是隨機形成，神的旨意，還是誰的精心安排？科技文明發展到極致會進入神的領域，還是有巨大風險？本書作者提供了大膽又迷人的推論。」 ——李建興（知名譯者） 「不愧是美國火紅大賣的科幻作品！揉合考古學、人類學、歷史事件、科學假說、民間傳奇和陰謀論，串連成一段驚心動魄、介乎真實與想像之間的精采冒險傳奇！無論是涉及人類進化理論的靜態劇情，還是火爆驚險的動作場面，作者都將它們演繹得出神入化，堪稱結合了《達文西密碼》、《24小時反恐任務》和《法櫃奇兵》等等傑作的優點。一口氣讀
畢本書後，我腦海裡只有一句話：二部曲《亞特蘭提斯．瘟疫》何時出版？」 ——陳浩基（島田莊司推理小說大獎作家） 「作者巧妙結合托巴火山假說與亞特蘭提斯傳說，同時發展出數線懸疑又緊湊的劇情，最後交織成令人意想不到的結局。結局？還沒完呢，還有續集！」 ——張清浩（律師／PanSci泛科學網專欄作者） 「故事引人入勝，節奏緊湊不慌亂，事件清晰分明，無論是科幻小說愛好者或是初次嘗試科幻小說讀者，這本書都是最好的選擇。」 ——吉娃娃 「本書在娛樂與育教方面的確達到了一個有趣的平衡，讓人思索自己的行為是為了什麼，我們的誕生為何，歷史事件的各種面
向——還有適者生存。沒有什麼生物能夠永垂不朽，永遠稱霸帝王的寶座。」 ——黯泉 「徹底運用冒險懸疑小說讀者愛好的元素，重新打造出一個具有特別觀點的娛樂作品，第一集中的翻轉設定，讓人期待後續集數的巧妙規模會到達什麼程度。」 ——馬車道爵士 「一部成功的小說就是要讓讀者相信書裡的世界是可能的存在，而我們正活在其中，本書做到了這一點，真的很難相信它是作者的處女作。」 ——娃娃茵 「這一本高潮迭起的科幻小說，同時還帶著推理的色彩，以刺激的動作場面觸動你心中的熱血靈魂，又以令人為之驚嘆的大膽理論吸引你進入亞特蘭提斯成的結構體一探究竟。我
覺得不管是科幻書迷或是推理迷都可以入手！」 ——Ashley 【美國亞馬遜讀者絕佳好評】 「完美融合真實歷史與科學幻想的上乘傑作！」 ——Holly Y 「精采萬分又高潮迭起的小說，其中幾個重大轉折讓人不可思議！」 ——Katya Taylor 「一本完全無法放下它的作品，我拿起來後只能一路看完，停不下來！」 ——Amazonian 出版社 奇幻基地(城邦)
Jurassic Park-Michael Crichton 1990
一級艦隊（《一級玩家》作者最新作品）-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 2018-08-03 超過50個國家出版 《紐約時報》排行榜領先超過100週 史蒂芬史匹柏執導原著 《一級玩家》作者最新作品 ★《戰爭遊戲》、「星際大戰」、「星艦迷航記」粉絲絕對欲罷不能 ★史上頭一遭！三大經典暢銷作家同聲讚好：《冰與火之歌》作者喬治?馬汀、《羊毛記》作者休．豪伊、《火星任務》作者安迪．威爾重量推薦 ★強勢橫掃各大重量媒體：《滾石雜誌》、美聯社、《今日美國報》、《娛樂週刊》、《書單》雜誌、《學校圖書館》期刊強推好評 ※首刷限量艦隊書盒版※ 作者審核認
證，本版書盒以書中虛擬飛行載具牆面質地呈現，展現金屬科技質感效果，以珍珠墨模擬面料的實體，最後雷射膜燙印文字表現層次，全球唯一獨家收藏版；書封燙印特殊色，呈現故事體驗的完美質地。 虛擬世界的競爭，可以扭轉全人類的命運？ 在真實世界對抗敵人，真的就像打電動？ 這不是只論勝負的遊戲，這是生死交關的戰爭。 令人激賞的成長經典 史詩級的冒險旅程 沒錯，未來有時候很恐怖， 但那是你沒有辦法逃避的東西。 倒數8小時，這是你保護地球的最後機會。5、4、3、2…… 札克覺得自己可能瘋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教室窗外，高速移動的飛碟正在空中飛行，而
且，造型就像是他最愛電玩裡的敵軍戰鬥機。 如果這不是夢，那麼，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札克年紀輕輕，就要跟他的爸爸一樣失去理智嗎？ 爸爸札維爾在札克出生前就因一場意外過世。札克十歲時找到爸爸留下的詭異筆記，筆記中的內容不僅聲稱外星勢力有一天終將侵入地球，更指出跨國軍事組織為了打這場仗，早就結合電玩產業籌備多年，並以《星際大戰》、《第三類接觸》等熱銷全球的電影對民眾洗腦。札克早就懷疑，爸爸的瘋狂邏輯透露著真正的死因…… 沒想到，札克的夢想與擔憂竟然逐步成真，看似小說的故事情節即將引爆一場無人能倖免的戰爭！札克在電玩中得分的高低是否代表他能
拯救地球，奮戰到底的決心能否幫他面對父親死因的真相？在真實世界對抗敵人，真的就像打電動？ 一部成長的冒險經典、史詩級的冒險旅程， 懸疑氣氛高漲，出乎意料的驚人結局！ 【精采名句情節】 ?? ◎「歡迎來到王牌星際基地，這裡的遊戲永遠不會結束。」我背出這間店的罐頭招呼語，盡可能拿出熱情的態度：「各位年輕紳士今晚有什麼需求呢？」 ◎「未來」有時候聽起來很恐怖，但你沒有辦法逃避的。 ◎我被下藥了嗎？不，不可能。這天早上我只在開車上學途中吞了一塊草莓果醬餡餅，而且怪罪早餐吃的糖霜餅，根本就比看到虛構電玩太空船的幻影還要瘋狂。更何況，我明知道我
的D N A更有可能是罪犯。 ◎我想通了，這是我自己的錯。我原本可以採取預防措施，卻走了反路。就像老爸那樣，一輩子都在過量服用無節制的逃避主義，刻意讓幻想成為現實。 ◎如果外太空有其他文明，他們為什麼會想跟人類接觸？如果我們用這種方式對待彼此，面對地球外的突眼種族又能仁慈到哪裡去？ ◎看到那台長刀戰鬥機（也可能是看到它的幻影）之後，我的內心被引發了小規模的土石崩塌，接著它漸漸演變成矛盾情緒與回憶碎片的雪崩，壓向我。所有回憶都連向我爸，以及我從他的遺物中找到的老舊筆記本。 ◎「別動手，孩子！」凡斯透過公頻大叫，他現在無力阻止我了：「如
果你動手，人類滅絕這筆帳就會記在你一個人頭上！」我還是開火了。破冰器吃下我最後一發太陽槍，無聲、燦爛地爆炸了。 ◎在這個當下，我打算試著奉行尤達大師歷久不衰的建議——把注意力放到我的所在之處、所做之事上。竭盡所能地去保護對我而言真正重要的人。這並沒有我過去想的那麼難。碰上這麼多事、經歷這麼多狀況後，我發現自己不會再望向窗外，做關於冒險的白日夢了。 ◎我們無法強迫你賭上性命、加入我們的軍隊。但你們也應該要知道，跑回家也躲不開這場戰爭。你的朋友和家人也躲不掉，地球上的任何人都逃不開。我們不知道這些生物究竟是什麼，但他們就要來殺光人類
了。如果我們不阻止對方，人類就會滅亡 ◎人類的命運就寄託在破冰器上了，它得擊中目標才行。——我們只有一次機會，所以要搞定才行。 【媒體好評】 超有娛樂性……對過往電玩遊戲的讚美詩。它就跟《一級玩家》一樣，會為任何記得那段時光、玩過那些遊戲的人帶來極大的樂趣。 ——《冰與火之歌》作者喬治．R．R．馬丁 超好玩的小說，你一定會想重新啟動它，再讀一遍……對我這遊戲宅來說，這是近幾年最棒的小說。 ——《羊毛記》作者休．豪伊 在這本大師級的小說中，地球對上了強大的外星敵人，做出末路掙扎——你十四歲那年幻想的陰謀論都成真了。 ——
《火星任務》作者安迪．威爾 克萊恩再度將生猛的幽默和阿宅的知識灌注到他的作品中。這是一個氣氛昂揚、討喜的故事，非典型主角必須在不斷倒數的時間內拯救整個地球，激發腎上腺素的動作場面、樸拙的戀愛場面、感人的家庭劇也都是本作的特色……克萊恩的劇情設定難以捉摸、叫人絞盡腦汁，全力描寫的高科技戰鬥使人振奮，合起來就是一部機智、狂熱、令人心滿意足的娛樂小說。 ——《書單》雜誌星級評論 刺激的成長故事。 ——《娛樂週刊》 ……又一本向流行文化致敬的科幻小說，要一整個漫畫展才裝得下作者的愛。 ——《滾石雜誌》 這本小說棒呆了，證明克萊恩有能
力將「流行文化」和「不挑讀者的刺激故事」融合在一起。 ——美聯社 將「星際大戰」、「星際戰士」、「ID4星際終結者」，以及「小蜜蜂」的超難關卡煮成一鍋好喝的科幻濃湯。 ——《今日美國報》 作者的第二本小說，棒呆了……《一級玩家》迷該慶祝一下了。 ——《哈芬登郵報》 讀起來開心又愉快……克萊恩已經有一大票書迷，不過這本書會為他帶來更大群的讀者。 ——《波音波音》 在這充滿機智的外星生物驚悚小說中，虛構的電玩都成真了！ ——《紐約郵報》 結構穩得像一部夏季賣座電影……克萊恩將「戰爭遊戲」、「星際大戰」、「星際戰士」，以及「爆
破彗星」之類的老街機遊戲的基因結合成既熟悉又無法預測的作品，對過往科幻修辭的變異性致敬。 ——高客傳媒 《一級艦隊》證明恩斯特．克萊恩是「美夢成真」文學的當代大師——也提醒我們做夢前要三思。 ——《垂暮戰爭》作者約翰．史卡奇 克萊恩又創造了一個迷人的青少年主角札克，這次也在故事中埋藏鄉愁和阿宅領域，成果就跟備受好評的出道作《一級玩家》一樣好。劇情發展受到某些作品的顯著影響，例如歐森．史考特．卡德的「戰爭遊戲」、電影「星際戰士」和「星際大戰」，作者感覺比較像在致敬，而非挪用典故——饒舌歌手取樣道上最棒的那些beat，做出無人能
擋的大融合。 ——《學校圖書館期刊》星級評論 出版社 麥田 (城邦)?
机身-克莱顿 2008 本书内容: 空难发生了, 是飞机自身缺陷, 还是人为因素? 野心家会得逞吗? 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
Eaters of the Dead-Michael Crichton 1997 In A. D. 922 Ibn Fadla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ler of Bagdad, City of Peace, crosses the Caspian sea and journeys up the valley of the Volga on a mission to the king of Saqaliba. Before he arrives, he meets with Buliwyf, a powerful Viking chieftain who is summoned by
his besieged relatives to the North. Buliwyf must return to Scandinavia and save his countrymen and family from the monsters of the mist. Join them on their stunning adventure to the mysterious land where the day's length does not equal the night's. . . where after sunset the sky burns in streaks of colour. . . . .
where Buliwyf and his band of brothers must lock in mortal combat with the dark, hairy brutes who threaten to empty the land. . . . . CRICHTON EXCELS AT STORYTELLING - NEWSDAY
紅色覺醒-皮爾斯‧布朗 Pierce Brown 2015-10-28 你要帶大家衝向自由。這是只有你才能做到的事！ 反烏托邦小說頂峰之作！ 從《飢餓遊戲》開始的，都將在《紅色覺醒》中結束： 更龐大、更黑暗，也更震撼 戴洛和家人一輩子都在火星的地底挖礦。他們是「紅勞」，在這個以「色階」嚴格劃分等級、一輩子不能翻身的新世界中，他們為了幫助人類離開資源耗盡的地球、前往其他行星居住，擔任所有色階中最底層、也最勞苦功高的紅勞，滿心期盼一切艱辛都是通往美好未來的一塊磚。 直到一夜間，戴洛失去他辛苦工作想換取的獎賞——以及他摯愛的妻子——再也沒有人
可以阻止他放棄自己的生命，還有永生不見天日的苦勞。 然而戴洛求來的不是平靜的死亡：神祕的革命團體「艾銳斯之子」將他帶上地面，讓他看見殘酷的真相：美好生活早已不是口號，只是紅勞等低下階級的人沒資格享受而已——艾銳斯之子要戴洛接受改造，好直搗最高階層「金督」的世界、推翻這一切不公——但為什麼是戴洛？「艾銳斯之子」又是什麼組織？戴洛必須接受的考驗，又將把他帶往何處？ 如果他們站得太高，聽不見我們的哭嚎—— 那我就上去說，或把他們拉下來。 你以為自己讀過反烏托邦的故事了？別騙自己了！ 你以為自己見識過邪惡的未來政權了？不！ 和這本書裡提
到的相比，它們只是卡通裡的平面惡棍。 你以為你知道人類可以多腐敗？你根本沒看到！ 我不會稱這是「下一本《飢餓遊戲》」，因為它不僅止於此——作家大人，你叫我讀完《紅色覺醒》以後，除了續集，還能期待我讀什麼別的？——www.goodreads.com讀者強推好評 （原書名：《紅星革命首部曲：崛起》，於2014年8月出版，原出版社：讀癮出版） 【紅色覺醒系列】 《金色同盟》2015年12月 再怎樣高尚的革命，都可能變質！ 《銀色新生》2016年第一季 反烏托邦小說傳奇之作，迎來最終章！ 名人推薦 知名版權經紀人 譚光磊 中華科幻學會 理事長
難攻博士 知名譯者 微光 文字工作者 臥斧 ――震撼推薦 令人想起《飢餓遊戲》及《冰與火之歌》！──《科克斯評論》 野心之作、敘事高明，將完全接收《飢餓遊戲》的各年齡粉絲！──《書單雜誌》 充滿動作及驚悚，完全為好萊塢電影改編做足準備！──《出版人週刊》 壯觀的冒險、震撼的旅程……這本令人驚豔的處女作將喚醒讀者閱讀《飢餓遊戲》、《戰爭遊戲》、《蒼蠅王》時的感動。──《娛樂週刊》 一流的小說處女作……將帶我們前往擁擠火星的反烏托邦世界！──《今日美國報》 無數經典，成為《紅色覺醒》的靈感；但雖然建立在讀者熟悉的堡壘上，讀者卻能在閱讀之中，
不停發現各種充滿創意的零件，將這個故事變得與眾不同。──Tor.com 這個故事從開始就充滿驚奇，帶來許多閱讀樂趣，但它真正的價值，在於故事情節的深度。它與我們所處的時代與歷史模式，高度相關。──PopcornReads.com
上帝的宠儿-Peter Shaffer 1999 金石系列
第五季-（美） N.K.杰米辛 N.K.Jemisin 2018-03-01 在静寂的安宁洲中，一条巨大的红色裂隙将大陆从中心撕裂，残酷可怕的“第五季”到来。 桑泽帝国的心脏尤迈尼斯城面临崩溃。隐姓埋名在雷诺镇上的伊松，儿子被谋杀，女儿消失，她的平静生活一夕之间不复存在，命运走向不可逆转的另一端。悲恸的绝望使伊松长期蛰伏的隐痛化脓、溃烂，将她推向一条孤独而疯狂的复仇之路。毁灭由此而始，邪恶再次苏醒。 一座城市变成废墟，一个帝国陷入恐惧。长夜降临，文明沦丧。 这次是真正的世界末日，最终末日……
海洋深处-菲尔布里克 (美) 2015 1820年11月, 美国捕鲸船"埃塞克斯号"在赤道附近的太平洋海面上遭到一头巨型抹香鲸攻击, 不幸沉没. 二十名船员乘坐三艘小艇逃生. 由于害怕碰上南太平洋诸岛传说中的食人土著, 船员们舍近求远, 驶向东边3000英里开外的南美洲. 他们在大海上漂泊数月, 最后在南美沿岸被其他船只发现时只有八人幸存, 而这些人之所以能活下来, 是因为吃了死去同伴的尸体. 本书即是关于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完整记录.
海盜經緯-Michael Crichton 2010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Michale Crichton's work Pirate Latitudes. The novel is a departure from Crichton's usual thriller. It is a pirate novel set in the 17th century. In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回家之路-Yaa Gyasi 2018-10 Ben shu shi yi bu guan yu mei guo hei ren li shi de zhang pian xiao shuo.Shi ba shi ji jia na,Yi dui tong fu yi mu de jie mei zi chu sheng qi bian li san zai liang ge bu tong de cun zhuang,Bu zhi dao bi ci de cun zai.Yi ge nü hai jiang jia ji yi ge ying guo nan ren,Zhu zai hai an jiao cheng bao shu
shi ti mian de xiao wu zhong,An du yi sheng.Ling yi ge nü hai ze jiang zai cun zhuang zao xi zhong bei fu,Hou bei zuo wei nu li fan mai zhi da yang bi an.Kua yue ba ge shi dai, hui jia zhi lu yi lu zhui sui liang ge nü hai ji qi jia zu hou ren de ren sheng li cheng,Jie shi le ta men chong man dong dang de ren sheng kun
jing.
God Creates Dinosaurs - Ian Malcolm-Replica Books 2017-11-25 This book is a replica of the original God Creates Dinosaurs written by Dr Ian Malcolm as seen in the 2015 film Jurassic World and mentioned in both Jurassic Park The Lost World and Jurassic Park III. The cover and where possible the pages have been
painstakingly recreated using a genuine prop for reference as well as some original creative material. Including a genuine chapter excerpt made available prior to the movie's release called 'Game Theory in a Dinosaur Infested World'. The original prop was included in the movie as an Easter egg and can be seen in
several scenes throughout Jurassic World. Other than the content contained within this very book, no other content was actually ever created, therefore the remainder of this book has been cleared to use as .a journal or sketchbook should you wish. The book consists of 10 recreated pages matching the original pr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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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a genuine chapter extract and a copy of Ian Malcolm's autograph on the title page. with approximately 300 lined pages on a white background with title headers and numbers on each page. Perfect for any fan of the Jurassic Park franchise or movie fan.
Rising Sun-Michael Crichton 1995 On the forty-fifth floor of the Nakamoto Tower in downtown L. A. a grand opening celebration is in full swing at the new American headquarters of the immense Japanese conglomerate. On the forty-sixth floor, in an empty conference room, the dead body of a
人類大命運-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 2017-01-20 歐巴馬、比爾蓋茲、馬克祖克柏、羅振宇 強力推薦全球暢銷書《人類大歷史》 作者哈拉瑞－最新力作中文版．搶先美國震撼出版 所有希望掌握未來的人 都應該在2017年的開始 就先讀這本書 《人類大命運》會震撼你！會振奮你！ 更重要的是，它會讓你以未曾思慮過的觀點，深思細想。 —— 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快思慢想》作者 在《人類大歷史》，作者哈拉瑞展現了他「後見之明」的洞見，深刻闡述了「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而在這本《人類大
命運》，哈拉瑞則改以「先見之明」的姿態，提出三個大哉問，並用他一貫銳利幽默的筆調，旁徵博引，深入淺出，為我們預示了「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 幾千年來，不管是中國人、印度人或是埃及人，都面臨著同樣的三大問題：饑荒、瘟疫、戰爭。這三個問題永遠都是人們的心頭大患。但是在過去幾十年間，我們竟然已經成功遏制了饑荒、瘟疫和戰爭！當然這些問題還算不上完全解決，但已經從過去「不可理解、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轉化為「可應付的挑戰」了。我們不再需要祈求某位神祇或聖人來解救人類，而已經相當瞭解，該怎樣做就能預防饑荒、瘟疫和戰爭，
而且通常都能成功。 如今，人類面臨的是三大新議題： 第一、當「死亡」將逐步走向末日，長生不老之夢可能實現，人們該如何 面對？ 第二、當幸福快樂成為天賦人權，個人主義凌駕國族主義，社會將如何變 遷？ 第三、當生物醫學工程、半機械人工程、無機生命工程持續進展，人類將 從「智人」的位階躍升成為「神人」（Homo Deus），形同握有上帝的權力，那麼人類的終極命運將會如何？
失落的世界-柯南·道尔 2015-03-02 ?《失落的世界》是柯南道尔写的第一本科幻小说。故事主要讲的是主人公Challenger教授在南美高地上的一段冒险旅程。在那里生活着许多史前生物，包括恐龙和已经灭绝的生物。故事对史前人类和猿族的战争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情节引人入胜。这部小说对于我们现代的古兽、恐龙类型的冒险故事和电影不能不说是有所启迪的。
我死了，然後呢？-派崔克‧奈斯（Patrick Ness） 2015-08-14 卡內基獎決選作品！ 所謂地獄，就是永遠孤獨地困在最慘痛的回憶中嗎？ 除了生與死、天堂與地獄，生命是否還有其他選擇？ 充滿詩意與哲思，令人揪心落淚的故事， 今年最別出心裁的科幻小說！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作者，約翰‧葛林：關於內容，我不再多說什麼，讀就對了。 冰冷狂暴的海浪攫住賽斯，耍弄著他。然後，毫無預警地，大海最後一次緊抓著他，將他的腦袋撞上礁岩。他痛得眼前一片漆黑，現在就連試著游泳、抵禦海水的力氣也沒了，只能任憑海浪再次將他傾覆。 他的頭蓋骨裂開，碎片插進腦中，
數節脊椎被壓碎，切斷了腦動脈與脊椎神經，這麼嚴重的傷勢，救不了也回不去。一點機會都沒有。 他就這麼死了。 然後…… 賽斯睜開雙眼，再次醒來，發現自己赤身裸體、渾身瘀傷，但似乎還活著。這是怎麼回事？眼前的一切如此熟悉，但為何他對此全無記憶？ 這個屋舍傾圯、頹敗荒涼的地方，是地獄、來生，或是世界終結後的樣貌？ 賽斯努力探索，想弄清頭緒，但隨著記憶逐漸浮現，疑團卻越來越多。直到這天，在這理應只有他一個人的專屬地獄中，出現了另一個身影，也為背後的真相帶來一線曙光…… ※ 全球媒體一致讚譽： 派崔克•奈斯漂亮地以反差概念：生與死、隱私與曝露、罪
惡與純真，交出這部作品。這位「噪反三部曲」作者以其獨特風格，在這個故事如夢魘般的情境中進行一場人類心靈的存在主義式探索。 ──寇克斯書評雜誌 被人用「令人驚豔」形容的書中，這是少數能讓我讀得連連高聲驚呼：「天哪！」的幾本……關於內容，我不再多說什麼，讀就對了。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作者，約翰‧葛林 一個節奏洗鍊、情節令人難忘的出色故事。 ──波士頓環球報 對話生動，情節懸疑，劇情曲折離奇又寓意深遠。 ──週日泰晤士報 驚魂動魄，提出質疑且富含哲思，令人印象深刻……從故事開始到最後，無不扣人心弦。 ──每日電訊報 起初令人極度不安，繼
而讓人振奮不已的故事。 ──觀察家報 令人無法放鬆，始終緊抓住讀者不放。 ──每日郵報 派崔克•奈斯超越了自己。 ──衛報 這個複雜而讓人心驚膽顫的故事，正足以證明派崔克•奈斯得以屢屢獲獎的文學才華。 ──金融時報 情節緊湊、突破想像邊界、極具挑戰性。 ──書商雜誌 派崔克•奈斯在眾多角色與複雜情節間交錯的敘事手法能引人入勝，得歸功於他對青少年成長時的痛楚與渴望抱持的高度同理心。 ──愛爾蘭時報 我的本年度第一愛書。 ──Simon Mayo，BBC電台「賽門•梅約讀書會」顧問 一個極大膽而不尋常的故事，優美文筆中帶著濃厚的憂傷。引人感嘆、後
勁極強、並令人心痛。 ──英國圖書信託基金會
我们濒危的价值观-卡特 2007 本书作者对美国的政策变化及其影响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并对许多存在争议的问题,包括堕胎、同性恋、死刑、女权、科学与宗教、核扩散、枪支泛滥、贫富悬殊、环境保护、原教旨主义、政教融合、“先发制人”的战争等,从宗教、道德和政治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评判。
別相信任何人-S. J. 華森 2018-02-01 當記憶脫離了現實，究竟是誰，為她虛構了另一個版本的人生？ 全球400萬書迷欲罷不能的懸疑力作，闔上書，你的心跳將持續飆速！ 英國泰晤士報：「明天醒來，請記得 S. J. 華森這個名字。」 讀者盛讚：絕對是一本7顆星以上的驚人之作！！！ 重量級犯罪小說家、英國鑽石匕首獎大師齊聲叫好 《隔離島》丹尼斯．勒翰、《外科醫生》泰絲．格里森、 《人魚之歌》薇兒．麥克德米、《惡魔學者》安德魯．派柏、 《洛基福音書》瓊安．哈莉絲，及犯罪驚悚天王李．查德 ──上癮推薦 每一天醒來，克莉絲汀都身處一個陌生的房間，身旁躺
著一個不認識的男人。 當她面對鏡子，只看見一張陌生的臉，比她所知的自己老了20歲。接著，男人會耐心說明：我是妳丈夫班恩，妳今年47歲，20年前遭遇嚴重車禍，從此記憶受損。 每一天醒來，克莉絲汀就像懵懂的孩子，關於她世界裡的一切，全仰賴班恩告知。 不過每一天，她也會接到陌生的奈許醫師來電，要她到衣櫥後方找出日記。 原來，克莉絲汀在睡前會寫下今天的事作為「備忘錄」，提醒明天失憶的自己。 就這樣，克莉絲汀藉著日記的累積，一天天重建了自己的歷史，但其中細節漸漸和班恩、奈許醫師的說法產生矛盾。究竟哪一個版本可以信任？ 【解謎書封．線索設計．電子書
全部收錄】 概念：高機密證物袋，內藏當事人關鍵日記。 解謎書衣╲手感細紋紙與局部白底亮光特殊效果模擬證物袋，讓近在眼前的證據，卻有如包裹於霧裡謎團。 線索內封╲擬真撕毀的日記，手寫的狂亂文句，以記憶拼圖為真相引路。仿筆記紙張紋理，讓你離現場越近，謎題越難辨明。 42國接力上榜，出版多年獲獎不斷， 創下圖書館預約借閱人次破千、最長需等待三萬天的驚人紀錄！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年度翻譯文學總冠軍 霸占誠品翻譯文學榜Top10破145週 蘋果日報翻譯文學榜年度冠軍 北市圖書館文學類年度借閱冠軍 英國銀河圖書獎年度最佳犯罪小說 史全德評審獎 美國亞馬
遜書店年度嚴選驚悚小說冠軍 英國亞馬遜書店年度嚴選犯罪小說季軍 英國CRIMEFEST最佳有聲犯罪小說 法國SNCF警探小說大獎 約翰．克雷西（新血）匕首獎 英國TV Book Club讀者年度票選之冠 荷蘭最佳驚悚小說獎 全美最大連鎖書店「邦諾」選書 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 ……各項紀錄火速改寫中！ 各界好評── ▍了不起！讀完最後一頁，我仍神經緊繃了好久好久。──《隔離島》《神祕河流》作者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 ▍絕對是我讀過最好的新人小說。──《貝納德的墮落》《外科醫生》作者泰絲．格里森（Tess
Gerritsen） ▍每一晚記憶都被抹去，到了早上一切如煙，這就是主角克莉斯汀的處境，她在自己的內在流浪，身邊的親密關係卻令人顫慄……這本小說會讓人徹夜不眠，直到揭露一切真相。──《時人》雜誌星級好評 ▍讓人深感不安的小說，探討一個可怕的問題：當我們失去了自我，還剩下什麼？ ──《人魚之歌》《比小說還離奇的12堂犯罪解剖課》作者薇兒．麥克德米（Val McDermid） ▍由衷讚嘆！女主角的刻畫太美了，有誰能把受傷的心靈寫得更有力道、更真實且充滿感情？這本小說我從頭到尾都很愛！──《失蹤》作者莫．海德（Mo Hayder） ▍讚！
文筆到位，令人打從心底毛起來，角色心理真實可信。上乘的驚悚小說莫過如此！──《洛基福音書》《濃情巧克力》作者瓊安．哈莉絲（Joanne Harris） ▍《天才雷普利》令人屏息的驚悚節奏X《記憶拼圖》的絕妙設定，讓你一讀就無法忘記！──《惡魔學者》作者安德魯．派柏（Andrew Pyper） ▍從第一幕就展現了不凡的格局，字裡行間滿載懸疑氛圍，巧妙地鋪陳女主角克莉絲的日常生活，漸漸加深層次，最後堆疊出驚人的力道。──澳洲Readings獨立書店總監 ▍讀這本小說所帶來的最大衝擊，就是藉由主角的私密日記直接走進她的內心，目睹她的記憶如何
在當下與過去間遊走，彷彿快速移動的浮雲，不停聚散。──《蘇格蘭人報》 S. J. 華森最新作品── 《雙面陷阱》（Second Life） 這是一場無法暫停的猜心遊戲── 一旦摘下面具，只有粉身碎骨的結局。 作者簡介 驚悚小說天王李查德：「我們可能正目睹一位名家的誕生！」 S. J. 華森（S. J. Watson） 生於英國中部，居於倫敦。於伯明罕大學物理學系畢業後，曾任職於倫敦數所醫院的聽力醫學部門，並擔任英國國民保健服務計畫部門副主任。華森經常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創作，2009年申請參加英國老牌出版社費伯（Faber & Faber）舉辦的寫作培訓班，
獲選為第一屆學員，其間被文學經紀人發掘。處女作《別相信任何人》正是他在寫作班完成的作品，出版後聲勢一鳴驚人，不僅獲得英美各大書店選書推薦，更售出42國版權，成為文壇深受矚目的新銳作家，《週日泰唔士報》直指：「明天醒來，請記得S. J. 華森這個名字。」驚悚小說天王李查德也大膽預言：「我們可能正目睹一位名家的誕生！」 《別相信任何人》出版以來獲獎不斷，全球銷量已突破四百萬冊，在台灣登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書店翻譯小說年度總冠軍，更締造了台北市立圖書館預約借閱人次破千，最長需等待超過3萬天的驚人紀錄；由名導雷利．史考特製作公司籌拍、妮可．基
嫚與柯林．佛斯主演的改編電影也席捲全球。華森最新小說《雙面陷阱》已於2015年出版。 譯者 顏湘如 自由譯者。譯著包括《率性而多感的小說家：帕慕克哈佛文學講堂》《我會回來找妳》《S.》《雙面陷阱》《千禧系列4：蜘蛛網中的女孩》《韋瓦第效應》《挑戰莎士比亞5：轉學生》《我心中的陌生人》《人生複本》等數十冊。
一級玩家（電影書封版）-恩斯特．克萊恩(Ernest Cline) 2018-03-29 一個危險的世界，一次務必贏得的勝利 你 ，準備好了嗎？ ★全球千萬書迷引頸企盼 史蒂芬?史匹柏親導改編電影 ★本書衣製作為《一級玩家》官方電影海報圖像，由作者與導演雙重審定 ★長達87週盤距《紐約時報》排行榜 58國熱銷 翻譯為37種外語版本 ★《星際大戰》、《魔戒》、《哈利波特》之後最令人屏息的重磅娛樂經典 ★強勢橫掃亞馬遜網路書店、邦諾書店、哈德遜書店、圖書館期刊、娛樂週刊等重量媒體 2045年，現實環境是個糟糕透頂的地方。大部分的人其實都花時間在虛擬空間
「綠洲」裡，這也是韋德登入之後，唯一感覺自己還活著的世界。 當「綠洲」的創辦者死去，留下一連串他熱愛事物的謎題。只要誰能第一個找到答案，就能繼承龐大的財富，而且掌控「綠洲」。 雖然韋德順利破解了第一道謎題，然而，強大的競爭對手卻突然出現。 攸關性命的比賽即將展開——如果想要存活下來，唯一的方法就是贏…… 三把鑰匙、打開三道門、三個彩蛋， 當虛擬比現實還險惡，如果不想辦法一路領先，可能連命都沒有！? 此刻韋德還想不到——他將面臨背叛、猜忌、憤怒，以及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機。 因為這場競賽不僅攸關輸贏與獎金，更攸關他的生與死…… 【權威
媒體一致讚賞】 史蒂芬．史匹柏導演：這個故事展現了為什麼人們會不想活在現實世界，卻也同時呈現我們會因此失去什麼。它具有強烈的警世意味，也是一個精采刺激的冒險故事！? 《紐約時報》：撇開《哈利波特》、《星際大戰》和《魔戒》！令人震懾的新故事和說書人來了！別等著做好心理準備——直接買書，跳進去讀。因為這麼令人讚歎的故事是不可能等你先做好心理準備的。 《今日美國》：好看！猶如《巧克力冒險工廠》加上《駭客任務》。 《娛樂週刊》：饒富新意，充滿想像力。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超級有趣！ CNN：星際漫遊、尋寶遊戲，再加上愛情元素與真心誠意
的大製作。 Austin American Statesman：科技宅男的超級幻想曲。 Cleveland Plain Dealer：有趣、太有趣了，而且娛樂效果十足！ 【本書獻給以下讀者】 ★給生於80年代、長於80年代、對80年代抱著懷舊與熱愛的你 ★給眷戀經典老片、反覆重看被旁人嫌無聊、一聽到片中台詞就忍不住自動說出下一句台詞的你 ★給深深著迷電玩遊戲，為了破關可以熬夜到天亮的你 ★給熱中於「冷知識」和「尋找彩蛋」，為之樂此不疲的你 ★給渴望因為一本精采小說而心跳加速、屏住呼吸、徹夜難眠的你 【強勢橫掃各大媒體重要選書獎項】 ★麻州大學愛姆赫
斯特分校入學新生推薦閱讀課外讀物 ★亞馬遜網路書店2011年科幻╱奇幻類年度最佳小說 ★邦諾書店2011年科幻類年度最佳小說 ★哈德遜書店2011年度最佳小說 ★圖書館期刊2011年最佳圖書 ★娛樂週刊2011年十大好書 ★美國圖書館協會艾力克斯獎 ★蘋果電子書科幻╱奇幻類年度最佳小說 ★好讀選書獎：讀者投票最佳作家╱最佳科幻小說 ★Cnet假期讀物電子書排行榜第二名 ★加拿大BookLounge非讀不可選書 ★Audible.com年度最佳有聲書 【知名愛書人一讀上癮】（依姓氏筆劃排序） 小云（讀書部落客） 心戒（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曲辰（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臥斧（文字工作者） 苦悶中年男（讀書部落客） ?（讀書部落客） 張筱森（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陳國偉（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助理教授） 廖語晴（藝人） 劉韋廷（文字工作者） 貓昌（「科幻國協毒瘤在臺病灶」站長） 顏九笙（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翻開書只想看主角一路破關！完全來不及做好心理準備！】 你可以稱《一級玩家》稱為創意之書、融合遊戲的小說、嚴肅的科幻史詩，或者漫畫形式的流行文化混合物，然而，它卻又顛覆你賦予的任何標籤！終於，這世代的《神經喚術士》出現了！ ——暢銷書《失控的邏輯
課》作者威爾．拉凡德 就連不玩電玩的我也讀得津津有味！ ——《紐約時報》暢銷小說「南方吸血鬼」系列作者莎蓮．哈里斯 我真的、真的、真的好愛《一級玩家》……我指的是那種神魂顛倒的愛！作者克萊恩以精湛技巧爬梳一九八○年代豐富的流行文化，帶領讀者輕快地馳騁在先進卻緬古的未來世界中，令人目眩神迷。 ——《紐約時報》暢銷書《機器人啟示錄》作者丹尼爾．威爾森 引人入勝，充滿想像力……為了拯救真實世界，玩家必須在虛擬世界裡一一破解精心設計的謎碼，智取頑固勁敵。一趟狂野不羈的閱讀之旅！ ——《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沙娜拉」系列作者泰瑞．布魯
克斯 一本讓你在電玩中經歷欲仙欲死境界的書……想像電玩「龍與地下城」與八○年代的電子遊樂場在一場激情的翻雲覆雨之後，生下的孩子在魔獸起源地艾澤拉斯被扶養長大！ ——《紐約時報》暢銷書《垂暮戰爭》作者約翰．史卡奇 精采歷歷，栩栩如生，具有溫馨本質的虛擬探索……克萊恩這部玩家冒險傳說的想像力十足，洋溢歡樂氛圍，深具暢銷潛力。 ——《書訊》 這本書淋漓盡致地呈現讓人腎上腺素竄升的技客族（geekdom）文化，在探索虛擬世界之餘也散發著一九八○年代的濃濃懷舊氛圍，就連導演約翰．休斯最死忠的粉絲也能被取悅……窩心但自貶的主角韋德所
屬的宇宙怪異地融合了真實的過去和虛擬的當下，他是不可思議卻令人喜愛的完美主角！ ——《出版人週刊》 活潑歡樂、驚喜連連、精采刺激的冒險故事……書裡的每個句子都讓我愛不釋手！ ——超人氣網站「波音波音」創辦人馬克．法蘭腓勒德爾（Mark Frauenfelder） 太屌了。這本書取悅了我這副技客身軀裡的每一根技客神經。好像專為我而寫的！ ——《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智者的恐懼》（The Wise Man’s Fear）作者派崔克．羅斯弗斯 技客的完美天堂。作者恩斯特．克萊恩筆下的人物在虛擬世界中進行一場攸關生死的競賽——這種情節適當
不過，因為作者也是奮戰不懈以求讓夢想成真。克萊恩將悲慘的惡托邦和精心刻畫的懷舊氛圍融合在一起，創造出的故事肯定會在每個真正技客的心中引發迴響。 ——《血誓》（Blood Oath）作者克利斯．方斯沃斯 不知怎麼辦到的，總之克萊恩成功地把技客對七○和八○年代的集體懷舊夢想放入了他們的神經系統，讓他們出神地陶醉其中，並利用他在這二十年裡重新找到的試金石創造出比閱讀更了不起的冒險。《一級玩家》提到的電影《戰爭遊戲》、電視影集《天才家庭》、阿拉丁城堡電子遊樂場，以及其他許多很棒的驚喜，在在勾起我年輕時的最美好回憶。 ——《唐人街死雲大危
機》（The Chinatown Dead Cloud Peril）作者保羅．馬蒙 書中隨處可拾電玩遊戲、電影、小說、漫畫、歌曲和電視劇。有些顯而易見，有些隱而細微。讀了之後我確定我開始懷念這些，我相信你也會：程度則視你所屬的技客文化而定。你認出來的那些一定會讓你漾起微笑，從頭溫暖到技客的腳趾頭。然而，這本書只有這樣嗎？只是為了獎勵曾迷戀的事物而形成的技客大集合？除了沉溺於每個技客的幻想中，期望有一天我們腦袋裡那一只只裝滿某領域細瑣知識的破瓶可以讓我們聲名大噪、名利雙收，這本書還有其他的意義嗎？當然有，《一級玩家》精采地訴說著友誼、夥伴
情誼、榮譽和愛。在真實世界中曾交過朋友，主動維繫友誼，或者曾愛上網友的人，就會發現這本小說裡所提到的人際關係確實可信。這本書要傳達的訊息就是，不管你是誰，來自何方，如果你對於想達成的事情集中念力，並借助朋友的一點幫忙，你一定能達成。最棒的是，它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人能團結一致，就能撂倒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中的大壞蛋。 ——「技客星球」網站書評 進入《一級玩家》的世界會讓人驚歎，這種經驗既興奮又深刻。克萊恩是說故事高手，他勾勒出高清晰度的未來，令人目眩神迷，但同時又帶領我們乘坐情緒的雲霄飛車。就算不是科技技客，就算不接觸電
玩，你也能享受這本書。在宅男技客的表象下，它所呈現的是動人的友誼故事、善惡的鬥爭，以及當代的愛情故事。克萊恩藉由此書來告訴我們在高度連結的數位世界中，當個真正人類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如果你愛動作片和冒險片，就要讀這本書，如果你追求愛情和人生意義，如果你想預見未來，或者只是要單純享受小說所帶來的興奮悸動，也都能從這本書裡獲得。撇開《哈利波特》、《星際大戰》和《魔戒》，令人震懾的新故事和說書人來了。別等著做好心理準備——直接買書，跳進去讀。因為這麼令人讚歎的故事是不可能等你先做好心理準備的！ ——《紐約時報》專欄「紐約市電影」 作者在
故事中囊括了多項元素，包括八○年代的各種經典電玩遊戲、音樂與電影、戲劇，讓過去與未來揉合而成一種衝突樂趣，更結合了現今的社會議題——所謂的「繭居族」問題，以及青少年沉溺電玩、逃避現實之現況——揭露出人們過於追求假象而無視身旁現實的扭曲心理。 ——部落客．小云 《一級玩家》之所以好讀又好玩，在於它以一個簡單的軸線吸引讀者持續對故事保持關注（喔你知道的，就跟那些規則簡單、畫面不那麼細緻卻能讓人百玩不膩的遊戲一樣），卻不斷添加讀者熟稔的各式元素，甚至帶點挪用的典故操弄，讓人在小說世界裡不斷驚喜其精妙的用典，以及產生緬懷的、懷舊式的
共鳴。 ——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心戒 在《小飛俠》裡，溫蒂撒上精靈的魔法粉，然後想著快樂的事情，就可以飛起來了。如今，我們閱讀著《一級玩家》，想著那熠熠發光的黃金八○年代，彷彿就克服了現實的重力，徜徉在作者用想像力為我們打造的樂園，一個懷舊的neverland。 ——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曲辰 眩目的未來科技、豐富的八○年代歷史……你我永不厭倦、為英雄喝采的戲碼；加上一段萌芽於虛擬世界中的純純感情。《一級玩家》的遊戲一開始，絕對讓讀者如同按下一場冒險遊戲的啟動鍵，非得一路闖關下去而無法罷休。 ——部落客．苦悶中
年男 好的網路遊戲就是要有讓人流連其中的特色，一本好的小說也是一樣。整個故事如同一場華麗的冒險，唯有靜心等待，才能夠勝利在望……相當有趣、娛樂性也很高，唯有親自一讀，才能感受到這本小說描繪的精采世界。 ——部落客．? 感謝作者帶我回到了那段無憂無慮的時光。如果你也是活在八○年代的人，翻開第一頁，你就知道這是一本為你而寫的小說。 ——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張筱森 看完《一級玩家》真的會有點拿捏不出現實和虛擬生活的差異，穿插得太好了！其實每個人都冥冥在尋覓心中的「綠洲」，《一級玩家》踏實地描繪出人都有的欲望和缺陷，與我們內心的
寂寞和嚮往相呼應。網路世界的一言一行都是每個人心中想說、想做的縮影。只要你能夠正面去集中一個信念，執行它，你會發覺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一樣的人累積著這些能量，在最適當的時候綻放。我是個很容易迷上奇幻事物的女生，瘋狂地蒐集或忘我地投入。後來發現，就是這一股股的傻勁和一波波的熱情造就了每個人的獨特性。跟著主角韋德一步步地感受，他延伸了我好多的欲望，讓我覺得自己宅的值得，因為很多以前和未來的流行文化就是這麼地奇妙有創意。最想擁有的就是他在學校可以隨時「靜音」別人的批評，然後帥氣地走開，完全不吸收，做自己。其實現在我就覺得我也可以這樣：不
斷地練技、升級，成功地搜獲生命中所有的寶藏。 ——藝人．廖語晴 作者運用了極為大量的通俗及次文化元素，成功激起了讀者的高度共鳴。無論你喜歡的是電影、電視影集、音樂、電玩、桌遊、動畫或漫畫，都必然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元素。更棒的是，部分元素也絕非單純提及的虛晃一招，而是與故事發展息息相關，因此使人在閱讀時更覺興味盎然。而這種作法，或許也正是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藉由一個通俗且極具娛樂性的故事架構，完成其以通俗來禮讚通俗的寫作目的，同時亦令全書得以喚醒讀者的集體回憶，再度回到那個什麼事情都有可能，世界與世界間也毫無分野的美好時代。
——文字工作者．劉韋廷 作者點燃了中年宅叔心中深埋已久的引信，一發不可收拾……除了完全投降融入其中，根本就沒有第二個閱讀選項。 ——「科幻國協毒瘤在臺病灶」站長．貓昌 這不只是一個遊戲阿宅才會有共鳴的書，我幾乎不玩任何game，但是八○年代的電影、影集跟音樂塑造了我的人格，那種豐裕俗麗的時代精神深深滲透到我的靈魂深處，讓我面對二十一世紀黯淡的現世，還是有某種（也許天真到很可怕的）樂觀積極。這是八○年代的美好遺產，我想我完全明白，韋德為什麼能夠靠著這個度過他的黑暗時代…… ——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顏九笙 【本書專屬
遊戲】 破解三把鑰匙 《一級玩家》驚喜彩蛋等你拿 活動詳情參考網址：https://goo.gl/3h5MDR 出版社 麥田 (城邦)?
The Lost World-Michael Crichton 2012 Six years after the secret disaster at Jurassic Park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dinosaurs, the dismantling of the park, and the closing of the island, rumors persist that some form of life has survived.
A. J. 的書店人生-嘉布莉．麗文(Gabrielle Zevin) 2014-07-31 ?◆美國獨立書商第1名選書 ◆榮登《出版人週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翻譯授權20國：英國、德國、法國、荷蘭、西班牙、義大利、丹麥、芬蘭、挪威、瑞典、冰島、波蘭、加拿大、土耳其、以色列、巴西、日本、韓國、中國 我們不盡然是長篇小說，不盡然是短篇故事。 到頭來，我們是一部人生作品集。 A. J.大叔是島嶼上一家書店的老闆，個情古怪，鎮日與文字、試讀本、暢銷書、滯銷書、文宣，還有「奧客型」的讀者打交道。他的人生和期待的截然不同，摯愛的老婆過世，書店陷入有
史以來的經營危機，就連手上最值錢的資產──一本愛倫坡詩集珍本，也遭竊不翼而飛。彷彿他生活的所在，A. J.的內心世界也是一座孤島，不管是充滿善意的警察局長藍比亞斯、全心想要拉他一把的大姨子伊思美，還是懷著熱情與理想、搭乘渡輪前來造訪的出版社業務員愛蜜莉亞，全被他冰冷惡劣的態度拒於千里之外。就連滿屋子的書香，也在一點一滴消失中…… 就在A. J.對人生感到疲憊、對市場感到寒心、對未來嗅不到希望的時刻，生命發生轉折，一個神祕的包袱出現在書店中。雖然只是一個小包袱，卻相當沉重。這個意外讓A. J.大叔有機會重新拾起他的人生，以嶄新的眼光觀看世界。
沒多久，小島上的讀者與居民留意到他的改變，不屈不撓的業務員愛蜜莉亞也開始對他投以不一樣的目光，書籍中蘊藏的智慧再度成為A. J.世界的生命泉源。 然而，一切都將再度扭轉，意料之外的人生又悄然降臨…… 《A. J.的書店人生》充滿驚喜與感動，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關於生命的轉變、第二次機會，以及我們為何而讀、為何而愛的無法抗拒的理由。在作者巧妙的筆下，「閱讀」本身也成為貫穿全書的重要角色。 島嶼書屋是間維多利亞風格的小屋，門廊上掛著褪色的招牌， 上面寫著：?沒有人是座孤島，一書一世界，一書一天堂。? 書店老闆A. J.將探索這句話的真義。 【媒體
推薦】 「這本書提醒了我們，愛與被愛的能力、付出與接受的意願，能拯救陷於孤獨隔絕中的我們。一則美妙、動人的故事，關於人生的救贖與轉化，它會在你胸中迴盪許久、許久。」 ──賈斯．史坦（Garth Stein）（《我在雨中等你》（The Art of Racing in the Rain）作者） 「一場輕鬆且澎湃的盛宴，如果你曾經想像過一個社會的寶藏──書店，它是如何運作的話，這本書非常合你胃口。」 ──《潔米．艾廷博格（Jami Attenberg）（食慾風暴》（The Middlesteins）作者） 「這是一本幽默、浪漫、略帶懸疑的小說，而其中最重要
的是元素是愛──對書、對愛書人，或者應該說是對人性不完美榮光的愛。」 ──愛歐文．艾維（Eowyn Ivey）（《雪地裡的女孩》（The Snow Child）作者） 「我貪婪地一口氣讀完本書。它是一封獻給文字的情書，迷人且趣味橫生，能讓你在哽咽中掛著一抹開朗的微笑。」 ──娜塔莎．索羅門斯（Natasha Solomons）（暢銷書作家） 「麗文是高明的作者，聰穎機智，她對書的熱情顯而易見。」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 「這是一本關於生命、救贖以及第二次機會的小說。有趣、溫柔、感動人心，不時提醒著我們閱讀與愛的理
由。」 ──圖書館學刊（Library Journal） 「縱貫全書的娛樂性，時而風趣、時而反映人生，還是一則文學的愛情故事，談及書、閱讀與尋覓真愛。」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麗文接續了這個年代罕見的傳統──她創作了一本娛樂性很高的小說，雖是小品，但能攫取人心；儘管有趣，卻不甜膩濫情。更難得的是，她對書、書店以及愛書人的未來，充滿見解。」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在這部甜美、向書店致敬、振奮人心的小說中，麗文完美捕捉到讀者與書籍配對的喜樂。耐人尋味的角色、對於書籍銷售的深入理解、關於
經典作品的精闢評論，還有對讀書會以及行銷活動的幽默描述，愛書人將難以抗拒。」 ──書單雜誌（Booklist） 出版社 商周出版
聖骨拼圖-James Rollins 2008
Timeline-Michael Crichton 2000 An old man wearing a brown robe is found wandering disoriented in the Arizona desert. He is miles from any human habitation and has no memory of how he got to be there, or who he is. The only clue to his identity is the plan of a medieval monastery in his
The Da Vinci Code-Dan Brown 2004-0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Da Vinci Code by Dan Brown.
神探狗狗-Dav Pilkey 2019-0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Dog Man: From the Creator of Captain Underpants (Dog Man #1)
异乡异客-海因莱因 2006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星云奖获奖作品
曾达的囚徒-安东尼·霍普 (英) 2001
Masters Of The Broken Watches-Razi Imam 2020-04-21 Sebastian Miles, an adventure loving, risk-taking marine biologist accidentally discovers a new species that has the power to change the way we humans experience time. While performing research, he and his team are shocked by a logic-defying phenomenonwhere during one experiment the world outside their lab jumps ahead by twenty-two hours.News of this discovery soon reaches the heads of powerful governments and inadvertently triggers a global hunt to capture and control Sebastian and his team, their research and the species. These leaders know that this one
discovery would pivot the power equation and the group that control this species will have access to the greatest resource mankind has ever seen - Time.Sebastian and his team attempt to stay one step ahead of their pursuers, but are they willing to risk their lives--in order to share their discovery with all mankind?
MY REASON. MY HERO.: Inspirational True Stories from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Amazing Kids-Brian Ainsley Horn 2017-10-27 Being a parent, like running a company, can be tough at times. However, being an entrepreneur can put you at an advantage. Entrepreneurs are clever, imaginative and
mentally inquisitive by nature, and sharing these unique traits with your kids can help them be successful. This book is about the lessons that we as entrepreneurs have learned from our kids, and applied in our businesses, and also about the entrepreneurial lessons our kids have already learned from us. The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that 22 successful entrepreneurs wanted to share with other entrepreneurial parents like you. Enjoy all their inspirational stories, and even share them with your children. Featuring Inspirational Stories from: Brian Ainsley HornBella HornCarmen SakuraiJoshua Sakurai-MaranonRyan
StewmanJax StewmanJody JelasMilly & Joey TolhopfVictor Bell JrAaron Holland BellNora SudduthRyann SudduthKolby KolibasNoah KolibasSophie KolibasSara FlowersCole FlowersMark Evans DMMark Evans IIIRenée JeanLeana MarieRaul VillacisAlejandro VillacisBrandon James DuncanIsla Jo DuncanMaria
WhalenRiana WhalenMarshall SylverSterling SylverSarie TaylorMaia TaylorChad Michael HensleyGabriel Alexander HensleyTroy A. BroussardThales G. BroussardNancy E. KlenschGriffin HeckfordJason & Nandi MooreBodhi Shonin MooreDr. Matt MotilGrayson MotilLogan MotilPeighton MotilElla MotilJaxson
MotilJames M. TrothKaitlyn A. TrothAndy HussongKurtis Hussong
Camp Cretaceous, Volume One: The Deluxe Junior Novelization (Jurassic World: Camp Cretaceous)-Steve Behling 2020-09-22 Jurassic World Camp Cretaceous follows a group of six teens chosen for a once-in-a-lifetime experience at a new adventure camp at Jurassic World. But when dinosaurs wreak havoc across
the island, the campers are stranded. If they hope to survive, it's up to dinosaur super-nerd Darius to help the group turn from friends into family. This novelization expands on the first season and features eight pages of full-color images.
銀河便車指南- 2016
贝拉亚-洛伊斯·比约德 2008 我很担心。考迪利亚拨开弗·科西根爵府三楼客厅窗帘,望着下面阳光普照的街道。一辆长长的银色地面车正驶入连接前廊的半弧形车道,减速通过穗状铁栅栏和从地球进口的灌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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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zing the exaggeration ways to get this book jurassic park audiobook is additionally useful. You have remained in right site to begin getting this info. get the jurassic park audiobook colleague that we give here and check out the link.
You could buy guide jurassic park audiobook or acquire it as soon as feasible. You could quickly download this jurassic park audiobook after getting deal. So, following you require the books swiftly, you can straight acquire it. Its correspondingly utterly easy and correspondingly fats, isnt it? You have to favor to in this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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