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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预防道路交通伤害报告-佩登 2004 本书分为五章,旨在评价道路交通伤害的程度、危险因素和影响,以及预防和减少道
路交通事故影响的方法。
审计原理与实务- 2006 21世纪高职高专新概念(财经类)系列教材//王宗湖总主编会计专业
劳伦斯-马克-詹妮弗-Laurence Mark Janifer 2021-02-16 办公室不是很明亮，也不是晴天，但
这没关系。首先，如果格洛丽亚确实想要阳光，她总是可以通过在外面走走，在纽约市区的大街上走走的人来适应。其次，天气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感受。格洛丽亚摘下贝雷帽，塞进桌子的抽屉里。她坐下，为工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明亮的眼睛
闪闪发光，整个二十一岁的身体都渴望满足一天的需求。早上十点到九点。桌子上放着大量的报告和文件夹。格洛丽亚看着他们
叹了口气。她认为，清洁女工一定又让一切烦恼了。但是，整洁是任何领域中优质，高效工作的基石。格洛里亚开始努力以适当
的顺序重新安排一切。她花了近二十分钟完成工作，到她完成工作时，办公室已经满了。弗雷德里克森先生自然还没来。他总是
九点三十分。但是所有案例工作者都为这一天的工作做好了准备。格洛里亚朝四周看着他们，面带微笑。能够帮助人们并知道您
在做的事是对的，这是很好的。她记得想知道如果您无法读懂思想，如何确定自己对别人正确。但是，那时有规则要经过，社会
案例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所有高级课程和教科书。格洛里亚认为，如果您关注了，并且真的想帮助别人，那很好。当然，她自己办
公室里的一切似乎都运转顺利。并不是说她无论如何都会对其他工人不做任何事情。格洛里亚记得她的老师格雷斯通先生在一年
左右以前说过的话："切勿干扰另一名工人的工作量。您的唯一工作就是自己的工作量。"格洛里亚（Gloria）想，这是个
好建议。而且，无论如何，她似乎并不需要太多帮助。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的客户。她在这里，浪费时间！她摇了摇头，稍
稍叹了一口气，然后从第一个文件夹开始。
浪漫与幽默-家祺·陈 1989
與中國打交道-亨利．鮑爾森 2017-01-20 前美國財長、高盛總裁鮑爾森 二十多年來，深度往來中國三代領導人與政
商精英 獨家講述中國崛起的內幕故事 評析中國未來之進路與困境！ ————各界人士與中國經商交流必讀之經典文本和
權威註解———— 從中國三代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 到政商精英如：王岐山、周小
川、吳儀、薄熙來、周永康、李嘉誠⋯⋯等人 鮑爾森以精湛的協商技巧和社交手腕，近距離觀察中國領導階層與政商精英， 重
現精彩的歷史瞬間！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公開推薦：很多台灣人相當懂中國，但從書中可以用不同的視角，看看美國人怎麼看
中國，「這是我們一般人難以理解的角度。」 臉書創辦人祖克伯年度推薦書單：「我迫不急待想從鮑爾森的觀點了解，中國崛
起對世界的意義與影響⋯⋯這本書幫助我對中國現代文化有更多的洞見。」 《紐約時報》暢銷書、中國禁止出版！本書是中國
政府不願對外揭露的第一手觀察資料！ 本書是中國崛起的內幕故事，也是前高盛總裁、小布希時代的美國財長亨利．鮑爾森的
回憶錄。在與中國打交道的二十多年間，鮑爾森前後共一百多次前往中國。他以新聞寫實的筆觸，記錄了與中國接觸的關鍵事件
和豐富細節。 本書第一部分，詳述鮑爾森作為高盛總裁，深入交往中國政府和國企精英，協助中國電信、中國石油、粵海企業、
中銀香港等國企進行資本重組，將其引入國際資本市場，推動國企改革；第二部分回顧了鮑爾森在任美國財長期間，創立「美中
經濟戰略對話」機制，兩國政治家在人民幣匯率、能源、環保、人權等議題上展開的各種合作與角力；第三部分，鮑爾森則深入
k53-drivers-learners-memorandum

1/10

K53 Drivers Learners
Memorandum

分析在經濟放緩的情況下，中國深化改革所遇到的困難，並對習近平的治國政策進行了近距離的觀察和深刻評述。 鮑爾森以嫻
熟的社交技巧往來中國領導階層和政商精英之間，人物形象和關鍵歷史瞬間躍然紙上，豐富且生動。這本充滿趣聞軼事、引人入
勝的回憶錄，是與中國互動之經典教程和權威註解，也為觀察中國的發展和未來前行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歷史素材。
BABADADA black-and-white, Nederlands - Simplified Chinese (in
chinese script), beeldwoordenboek - visual dictionary (in chinese
script)-Babadada Gmbh 20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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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ederländisch, néerlandais, holandés, olandese,
holandês, holenderski and Chinesisch, chinois, chino, Cinese,
chinês, chiński
One Child-Mei Fong 2016-11-28 An intimate investigation of the
world's largest experiment in social engineering, revealing how
its effects will shape China for decades to come, 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Lass O' Lowrie's-Frances Hodgson Burnett 2020-07-28 They
did not look like women, or at least a stranger new to the district
might easily have been misled by their appearance, as they stood
together in a group, by the pit's mouth. There were about a dozen
of them there--all “pit-girls,” as they were called; women who
wore a dress more than half masculine, and who talked loudly and
laughed discordantly, and some of whom, God knows, had faces
as hard and brutal as the hardest of their collier brothers and
husbands and sweethearts. They had lived among the coal-pits,
and had worked early and late at the “mouth,” ever since they
had been old enough to take part in the heavy labor. It was no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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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wondered at that they had lost all bloom of womanly modesty
and gentleness. Their mothers had been “pit-girls” in their time,
their grandmothers in theirs; they had been born in coarse
homes; they had fared hardly, and worked hard; they had
breathed in the dust and grime of coal, and, somehow or other, it
seemed to stick to them and reveal itself in their natures as it did
in their bold unwashed faces. At first one shrank from them, but
one's shrinking could not fail to change to pity. There was no
element of softness to rule or even influence them in their half
savage existence. On the particular evening of which I speak, the
group at the pit's mouth were even more than usually noisy. They
were laughing, gossiping and joking,--coarse enough jokes,--and
now and then a listener might have heard an oath flung out as if
all were well used to the sound. Most of them were young women,
though there were a few older ones among them, and the
principal figure in the group--the center figure, about whom the
rest clustered--was a young woman. But she differed from the rest
in two or three respects. The others seemed somewhat stunted in
growth; she was tall enough to be imposing. She was as roughly
clad as the poorest of them, but she wore her uncouth garb
differently. The man's jacket of fustian, open at the neck, bared a
handsome sunbrowned throat. The man's hat shaded a face with
dark eyes that had a sort of animal beauty, and a well-molded
chin. It was at this girl that all the rough jokes seemed to be
directed.
The Children's Book of Art-Rosie Dickins 2015-12-08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Childrens Book of Art. This is a children's
guide to the world of art that begins with prehistoric to modern
day art, artists and styles. it is written to teach children to
appreciate art and is suitable for parents and children to sha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结婚的爱-司托泼 1988 根据朴社1924年中译本重印
传统与欲望-布列逊 2003 本书旨在讨论David、Ingres和Delacroix这三位画家作品创作中的传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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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探究了三者的艺术领悟力对他们在艺术传统中所处地位的感受及作品表现的不同方式。
The Seat of the Soul-Zukav Gary 2019-10-30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Seat of the Soul
鱼类着色和剪纸技巧活动手册-Rebekah Hope Morgan 2021-06-03 对于任何喜欢海洋动物，特
别是鱼类的人来说，这是个完美的礼物，适合3岁以上的孩子。那么这本涂色和活动书就是为你准备的。 我们的《鱼类着色和
剪刀技巧活动手册》是送给男孩、女孩和3岁及以上儿童的完美礼物。各种鱼类的美丽图像将使你的孩子度过的每一个小时都充
满了奇妙的时刻。你的孩子将在41个优质的惊人页面中发现、学习、着色和剪断鱼。 年龄建议。 - 儿童填色书 - 学龄前儿
童的涂色书 - 3-6岁儿童涂色书 - 6-12岁孩子的涂色书 今天就为你的孩子购买和赠送完美的礼物吧! 鱼类着色和剪刀
技巧活动书 Ø 设计是单面的，有各种鱼类。 Ø 41个独特的着色和剪刀页，使蜡笔、彩色铅笔或标记笔不会渗入。 Ø
最高质量的60磅纸，非常适合于着色。 Ø 书页是一个很好的大格式--8.5 x 11大小。 Ø 光滑的平装封面。 Ø 全
书共86页。
赶牛车的人-Donald Hall 2020
胡桃夹子-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2011
我在雨中等你 【暢銷十萬冊約定紀念版】-賈斯．史坦 2015-10-29 ★觸動全球400萬讀者，千呼萬喚約定紀念版
★今年最有溫度的小說──你，會在哪一段哽咽？ 你的心，決定你所看見的──因為，眼睛往哪裡看，車子就往裡去。 當一隻
狗擁有了人類的靈魂，世界在他心中會是什麼樣子？ 尤其這隻狗的主人，並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個雨中賽車的高手…… 恩
佐是一隻擁有人類靈魂的狗。他仔細觀察主人丹尼的一舉一動，以幽默、犀利和關愛的眼光及口吻，引導讀者沉浸在溫暖而感人
至深的故事裡。透過丹尼，恩佐發現「雨中賽車」的比喻，以賽車手在賽道上的技巧，成功駕馭人生道路上的考驗與難關。
【作者簡介】 賈斯．史坦 美國知名暢銷作家，哥倫比亞大學藝術碩士。畢業後以製作紀錄片為業，多年來參與執導、製作與協
製，多次獲得獎項。1998年以小說首作《渡鴉偷月》在文壇初試啼聲。2005年推出《單身伊凡》，獲頒2006年太
平洋西北書商公會圖書獎，並榮獲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 2008年，史坦的代表作《我在雨中等你》由美國出版鉅
子Harper Collins 以超過百萬美金天價奪得全球英語版權。出版後迅速空降《紐約時報》排行榜，並且就此在榜上
長踞達三年之久，讓全球35國讀者潸然淚下，主角「恩佐」的名號也廣為人知。為回應讀者的熱烈迴響，史坦更將恩佐的故事
改寫為青少年版與兒童繪本，並與西雅圖劇團合作改編為舞台劇。環球影業已搶下小說改編權，即將搬上大銀幕。 史坦出生並
生長於西雅圖。他的母親是阿拉斯加南部的特領吉族印第安人與愛爾蘭混血，來自布魯克林的父親則是奧地利猶太移民的後代。
史坦長大後移居紐約長達18年，目前又重返西雅圖與家人同住，還養了一隻叫彗星的狗。 他的最新創作《不曾遠去的約定》，
靈感出自他與已故父親的相處經驗，精湛的親情描寫再次令讀者深深動容。 作者網站：www.garthstein.com
【恩佐語錄】 ▍你的心，決定你所看見的——我們是自我命運的創造者。 ▍眼睛往哪裡看，車子就往哪裡去。賽車時，車
子打滑，駕駛若一直盯著牆看，就會撞上那道牆。 這個世界之所以能限制一個人，其實是因為你的意志軟弱�o�o真正的
冠軍可以完成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任務。 ▍「賽車手沒有記憶」。我骨子裡是個賽車手，賽車手絕不會讓已經發生的事情影響
正在發生的事情。 ▍賽車手不應該怕雨，賽車手應該擁抱雨。你的腳要踩得非常輕，好比煞車踏板上放了一顆雞蛋，而你不想
把蛋弄破。在雨中開車就是這麼回事。 ▍你要相信車只是身體的延伸，賽道是車子的延伸，而雨是賽道的延伸。要相信你不是
你；你是一切，而一切就是你。 ▍真正的英雄是有缺陷的。冠軍的真正考驗不在於他能否成功，而在於他能否克服困難，而且
困難最好是來自於他自身的缺點。 ▍一個駕駛不能因為車道上的意外就對另一位車手發脾氣。你只能氣自己在不當的時間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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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當的地方。 ▍人們總是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且難以保持鎮靜，無法先專注當下而暫時不要擔憂未來。人們通常對於
自己所擁有的並不滿足，反而對於自己「即將」擁有的東西感到憂心忡忡。
突然!-Colin McNaughton 1997 Time after time, Preston the pig
unknowingly outwits a hungry wolf that is trying to catch and eat
him.
艺术哲学- 1996
自己的房間【出版90週年全新譯註版】-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 2018-08-28 女性若是
想要寫作，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維吉尼亞．吳爾芙 Thinking is My Fighting. 吳爾芙帶領我
們找回女性創作與雌雄同體的身影， 預言莎士比亞的妹妹就在你我身旁出現！ 《衛報》、《時代雜誌》百大非文學作品＋《世
界報》20世紀百大書籍 出版近90 年來，最好的中文譯本！7萬字正文＋5萬字譯註 細數吳爾芙引用的文史典故，慧黠重
現文學才女靈巧機敏的文筆 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李根芳 專文引介 李維菁（小說家）、吳俞萱（詩人）、徐堰鈴（劇
場工作者）、黃麗群（作家）、楊佳嫻（作家）、魏瑛娟（「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創辦人）、瞿欣怡（作家，小貓流文化
總編輯）聯合推薦 ------------------------------------------------------------------------ 她的質疑為全
世界女人打開了改寫歷史的空間， 並激發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熱潮。 《自己的房間》是由吳爾芙的系列演講稿匯集而成，被
視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主義文學、及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經典。 1928年10月，吳爾芙受邀到劍橋大學紐南學院和格
頓學院兩個女子學院，就「女性與小說」的主題發表演說。她虛構了一位當代女子的日常遭遇，包括赴大學學院卻被斥喝遠離草
坪行走，側身男性學者餐會間的被剝奪感，在大英圖書館瀏覽書架發現盡是男性作品，在倫敦公寓俯瞰街景懷想獨立女性身影等。
在男性主導的文學與學術傳統中，女性沒有自己的房間，沒有教育、經濟與社會資源，要想創作甚至在文學史上留名，實是難上
加難。 吳爾芙想像，十八世紀的莎士比亞如果有位才華洋溢的詩人妹妹，她只能無名而終；而十九世紀以寫作聞名的勃朗特姊
妹和喬治．艾略特，則必須以男性筆名發表，喬治．艾略特更因為與情人的關係不見容於社會，必須隱居鄉間。 「女性若是想
要寫作，一定要有錢和自己的房間。」吳爾芙呼籲，女性擁有一個實體的空間，繼而成為心靈的空間、思考的空間、創作的空間。
在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以降的保守氣氛中，甚至對二十世紀以來女性主義的開展，都是鏗鏘有力的發聲！ 推薦 閱讀這本書時，彷
彿可以聽見吳爾芙的聲音，而能更靠近她獨特的會話式寫作風格！――昆汀．貝爾，《布倫斯伯里文化圈的回憶》作者 二十
世紀出自女性作家之手、最有影響力的非文學作品，就屬《自己的房間》。 《自己的房間》中最過人處，在於虛構出莎士比亞
的妹妹，描寫她與兄長同樣才華洋溢，卻囿於時代下的性別歧見而充滿痛苦的人生，正如吳爾芙其他關於女性主義的書寫，悲劇
性地陳述女性的生活現狀，與在逃脫現實的想像裏，如何可能獲致不同的命運。――何米昂．李，英國曼布克獎評委主席 吳
爾芙為女性發聲，充滿想像也富含邏輯，帶有機敏也兼及知識，展現了真正的小說家具有的想像力，而且她的發言至為精
闢。……這本書是宛如結晶體的頭腦所蒸餾出來的成果，下筆歡快、新穎、且強而有力，要傳遞想法給讀者。許多最精采的
論點，往往現身順帶一提之間，像是那些閃爍的洞見，點到為止的簡潔批判。這樣鮮明的筆調，總是讓人發現作家所知的事物，
遠遠超過了預計要談的單一主題。――Louis Kronenberger，《紐約時報書評》
大眼睛的女人们- 2003 本小说反映了在20世纪30年代即墨西哥历史上那个充满希望、生机盎然的时代女性所特有的情
爱世界,展现了现代女性对于传统观念的反叛以及对于新的情爱观念的大胆追寻.
CCNP BCMSN Exam Certification Guide-赫卡拜 2004 本书介绍了园区网基本知识和
设计、交换机的操作与配置、交换机端口配置、多层交换、IP电话技术、VLAN的安全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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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经济史-奇波拉 1993 英文题名: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
夜惑英倫-米勒 2013
亚马逊漂流记- 2014
巴黎到月亮-戈普尼克 2005 本书分冬季马戏团、远程错误、从物品中学习、一台描绘世界的机器四部分。以随笔的形式叙
述了法国巴黎的生活。
幼儿教育概论- 2002 河南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培训读物
黑暗深处的眼睛-伦德尔 2009 维拉死去的那天清晨,我很早就醒来了。窗外,鸟儿开始鸣叫。我们居住的郊区林木葱郁,枝
繁叶茂,小鸟比乡下多,叫声也更加响亮。在德汉姆内山谷——维拉的房子外面,鸟儿可从不这般鸣叫......
最後的巨人-Francois Place 2010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Les
derniers geants [The last giants]. Archibald Leopold Ruthmore, an
adventurer found a giant's tooth on which there was markings
resembling a map. So he set out to find the land of the giants
following the "map." By the author of "A voyage of discover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跑出全世界的人-菲爾?奈特Phil Knight 2016-06-30 ★全球23國讀者搶讀 ★勇奪Amazon商業傳
記類排行榜TOP1 NIKE創辦人菲爾?奈特唯一授權回憶錄， 躲在勾勾背後的人，首度公開他的故事。 24歲的瘋狂
點子、向父親借50美元創業， 成就了年收超過300億美元的企業王國。 「就讓別人說我的想法瘋狂吧……繼續跑下去
就對了！」 他毫無保留地寫下，創業路上的初心及勇氣， 最真實、深入的NIKE創業傳奇，首度解密！ ★《商業周
刊》1494、1495期特別企劃報導 王秋雄（豐泰企業董事長╱創辦人） 何培鈞（小鎮文創╱天空的院子創辦人） 邱奕嘉
（政大EMBA執行長） 吳寶春（世界麵包大師賽冠軍，吳寶春麵包店創辦人） 陳建州（黑人）（知名主持人、運動員、
富邦勇士隊籃球隊副領隊） 馬克媽媽（親子圖文部落客） 張嘉哲（2012年倫敦奧運馬拉松國手） 游文人（中達電通董事
總經理） 黃志靖（創略廣告公司總經理、創集團共同創辦人） 謝哲青（作家、節目主持人）─熱血推薦 這本回憶錄聚焦
於NIKE創業初期（1962-1980），NIKE如何進化成全世界最具標誌性、最創新，也最賺錢的品牌。 當菲爾．
奈特從史丹佛商學院畢業，年紀輕輕的他仍在摸索自己的未來與出路。他向父親借了50美元，開了一家公司，公司只有一個簡
單使命：從日本進口高貴不貴的跑步鞋。他開著自己那輛普利矛斯勇士車，將鞋子塞在後車廂，在美西一站又一站地推銷鞋
子，1963年進帳了8,000美元，而今他創立的NIKE年營業額已突破300億美元。在新創公司林立的時
代，NIKE這家全球最大體育用品製造商可謂創業人士的標竿。NIKE知名的勾勾（swoosh）不僅是個商標，也
代表魅力與影響力，是少數在全球家喻戶曉的商標之一。 但是這位勾勾背後的推手對外界而言一直是個謎。菲爾．奈特終於在
這本讓人驚豔的回憶錄裡道出他的故事，全書筆觸低調、毫無保留、詼諧有趣、結構精巧。 本書一開頭就很經典：奈特走到人
生的十字路口。他當時24歲，背著行囊壯遊世界，苦思人生幾個大哉問，最後決定不循常軌，踏上一條只屬於自己的道路。他
放棄在大公司任職，決定另闢蹊徑，打造一個全然屬於自己、充滿活力、與眾不同的事業。 奈特在書中巨細靡遺道出一路上經
歷的可怕風險、慘痛的挫敗、不留情的競爭對手。過程中數不清的人唱衰他、討厭他，還受銀行百般刁難，但他多次化險為夷，
在關鍵時刻逆轉勝。最重要的是，他細數過程中建立的幾段深厚關係，這是NIKE的靈魂與精神的根基：他和暴躁易怒但充
滿魅力的田徑教練比爾．鮑爾曼建立亦師亦友的情誼；和一群與社會格格不入、最懂鞋子的怪咖為伍，這些一起打天下的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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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沒多久都成了為勾勾癡狂的好兄弟。 這群人齊心合作，實現了激勵人心的大膽願景，堅信運動有救贖與改造的力量，合力
打造了一個改變全世界的新品牌、新文化。 ◎各界好評 很難想像當初若沒有菲爾?奈特的堅持，就不會有NIKE誕生，沒
有了NIKE，現在整個運動產業會是另一種不一樣的狀態。我想，最直接的影響就是不會如此蓬勃發展、具前瞻性、不斷尋
求科技突破。這本書可以幫助更多的讀者，菲爾?奈特在人生過程中所碰到的困難與挑戰，可以適用於各行各業，我們能從中學
習，一起追求卓越。Just Do It. ─陳建州（黑人）（知名主持人、運動員、富邦勇士隊籃球隊副領隊） 翻開這本書，
彷彿菲爾?奈特就在身邊侃侃而談，聊起最初的瘋狂讓他一路創辦全球知名品牌NIKE的故事。NIKE創辦人菲爾?奈特
不只製造商品，他還製造了讓人想要一直跑下去的動力。 ─馬克媽媽（親子圖文部落客） 在形而上的意義探究，每個人都是生
命的跑者，在生命的康莊或崎嶇上馳騁中，有些人走上了平凡寧靜的道路完成旅程，有些人挑選了柳暗花明、起伏跌宕的山徑挑
戰自我，但只有極少數的人，會從慣性、常識主宰的世界突圍，衝出地圖的侷限，看見不一樣的天空。「Just do It」，
正是超越規模與格局的第一步。 ─謝哲青（作家、節目主持人） ◎國際名人推薦 一本出色的美國傳記，圍著一群打
造NIKE王國的怪咖打轉，講這些人的運氣、膽識、技術、化腐朽為神奇的本事。這一切只能說是奇蹟，菲爾．奈特分享創
業的精神以及創業可能遭遇的障礙，這些是非常寶貴的心得。我摺頁的地方多到不及備載。 ─亞伯拉罕．佛吉斯（《雙生石》
作者） 我自小就認識菲爾．奈特，但直到讀了這本行文優美、意外連連、坦露內心的傳記才真正認識他，對NIKE也是同樣
心情。我是NIKE的愛用者，驕傲地穿NIKE，但讀了本書才了解每道勾勾所代表的創新、不敗、勝利是多麼得來不易。
─安卓．阿格西（《公開：阿格西自傳》作者） 本書是一位了不起英雄的人生歷程，詳述他的信念、無人能及的毅力、不凡、
成功、挫敗、辛苦而得的智慧與愛。NIKE的存在是不折不扣的奇蹟。讀到最後一句，心裡充滿讚嘆。深受啟發，也對讀到
本書心存感恩。 ─莉莎．潔諾娃（《我想念我自己》、《歐布萊恩一家》作者） 菲爾．奈特帶著我們回到勾勾如「大爆炸」般
誕生的原點，他憶及自己如何乞求刁難的銀行貸款給他，如何號召了一群與社會格格不入但聰明絕頂的怪咖，如何齊力打造了獨
一無二甚至改寫企業模式的產品。本書啟發了每一位胸懷大夢的人。 ─麥可．斯賓塞（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本書特色 1.一個迷茫的無名小子，如何闖出全世界知名的NIKE？ 菲爾?奈特從小就愛跑，畢業後茫然地做過幾份工作，
能讓他熱血的除了跑還是跑，他與大學田徑教練比爾?鮑爾曼，各拿500美金合開「藍帶體育用品公司」，找來一群和他一樣
愛跑的瘋狂夥伴，攜手將運動精神傳遍世界。他的故事，是年輕人忠於自我、放膽打拚的典範。 2. 最富有卻最低調的隱形企
業家，首本親筆回憶錄 隱身NIKE勾勾之後的世紀人物菲爾?奈特，首度現身幕前，毫無保留；讀者如親臨現場，看他起跑、
竄起、跌跤、擺平競爭者（有時是被擺平）；從中看見他的初心、感染他的勇氣，也學他永遠朝標竿直跑。 3.一課品牌學：世
界級品牌是怎麼創辦的？ 身為全球頂尖品牌，改變每個人對運動定義的Nike傳奇，始於菲爾?奈特就讀商學院時一篇名為
〈日本運動鞋公司，可以像日本照相機挑戰德國相機那樣，挑戰德國運動鞋嗎？〉論文。NIKE品牌的建立，就是他一步步
完成腦海中市場藍圖的過程。對每個創業者、經營者都是無價的一課。 4從跑者變企業家，運動愛好者及業者必讀 曾是選手的
菲爾?奈特，以不服輸的運動精神由日本運動鞋代理商→製造商→建立品牌→運動帝國，現在運動經營相關業者、跑者、運動
員，鍛鍊心智必備。 5.菲爾?奈特給每個人的禮物→人人都能得到啟發 如果你是社會新鮮人，奈特領你壯遊世界、找到自己；
如果你是小資創業者，他不藏私公開創業的方方面面（從選合夥人、找銀行貸款到取個響亮的名號，無所不談）；如果你是代
理/貿易商，他磨利你的眼光、挖掘人所未見的市場；如果你是廣告人/行銷人，他帶你看懂「什麼是好廣告」（史上最強廣告與
代言人，就由NIKE定義）；如果你是企業家，這是一堂億萬經營課；如果你正在找未來，看了他的故事，你會知道如何跑
出自己的人生。
白奴-崔虹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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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魯克林有棵樹-Betty Smith 2019-12-1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A
Tree Grows in Brooklyn
少年Pi的奇幻漂流-Yann Martel 2012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壁花男孩-Stephen Chbosky 2010-03-01 Chinese edition of 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young adult books
about a 10th grade boy named Charlie and his coming-of-age
stor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 2017
狼厅-Hilary Mante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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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B] K53 Drivers Learners Memorandum
Recognizing the habit ways to acquire this ebook k53 drivers learners
memorandum is additionally useful. You have remained in right site to
begin getting this info. get the k53 drivers learners memorandum
associate that we have the funds for here and check out the link.
You could purchase guide k53 drivers learners memorandum or get it as
soon as feasible. You could speedily download this k53 drivers learners
memorandum after getting deal. So, next you require the ebook swiftly,
you can straight get it. Its thus enormously simple and correspondingly
fats, isnt it? You have to favor to in this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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