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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習慣-詹姆斯•克利爾 2019-06-01 每天都進步1%，一年後，你會進步37倍； 每天都退步1%，一年後，你會弱化到趨近於0！ 你的一點小改變、一個好習慣，將會產生複利效應， 如滾雪球般，為你帶來豐碩的人生成果！ 一出版立刻風行全球， 企業界、運動界、教育界、瘦身界都在用的習慣養成實作指南！ ★Amazon、《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報》《出版人週刊》暢銷
書！ ★商業雜誌《Fast Company》評為2018年7本最佳商業書之一！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站選為2018年最佳自我成長書籍！ ★職涯網站The Muse推薦：最能幫助你增進工作效率的書！ 善用「複利」效應，讓小小的原子習慣利滾利，滾出生命的大不同！ 天天細微改變，會累積成巨大差異，這就是原子習慣的驚人力量！ 本書作者詹姆斯•克利爾在高二
的一場棒球賽中意外被球棒擊中臉，嚴重受傷，甚至被實施人工昏迷。經過好幾個月的治療，雖然痊癒出院，可以重新踏上球場，後來也進入大學棒球隊，卻只能坐在板凳席，幾乎沒有上場機會。 然而，在頭部嚴重受傷之後的第六年，他被選為他所就讀大學的最佳男性運動員，並且入選ESPN的全美明星陣容——整個美國僅有33人獲得這項殊榮。 從運動生涯幾乎結束，到入選全美明星陣容，甚至在畢業時獲
得學業方面的總統獎章，他是怎麼做到的？一切只因他認識且善用了「原子習慣」的力量！ ◎有效建立永久良好習慣的系統化「行為改變四法則」 雖然知道習慣很重要，但你經常為了自己的壞習慣苦惱，想要戒除卻力不從心？或者，你想養成好習慣，卻老是半途而廢？其實，問題不在你身上，而是你遵循的行為改變系統出了問題！ 作者從生物學、心理學及神經科學中擷取菁華，結合自己親身實踐的經驗，創造出簡單
易懂、容易執行的「行為改變四法則」。這套法則可運用於學業、工作、家庭、健康、財富、人際關係等人生各個面向，有效幫助你打造好習慣、戒除壞習慣。 ◎風行各界的習慣養成指南 本書作者是世界知名的習慣養成專家，經常受邀到各界演講，例如NFL、NBA、MLB的球隊，以及美國運通、麥肯錫、美林證券、奇異公司、本田汽車、思科系統、IKEA等知名企業。 本書提供的系統性方法不只適用
於個人，還能運用在…… •商業：讓顧客養成購買你的產品或服務的習慣 •親子教養：讓孩子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教育：讓學生建立良好的讀書習慣 ◎你可以在這本書中學到的10件事： •建立一套每天進步1%的系統 •戒除壞習慣，保持好習慣 •避免多數人在改變習慣時常犯的錯 •克服「缺乏動機和意志力」的問題 •建立更強大的身分認同與信心 •騰出時間建立新習慣（即使你忙瘋了） •設計讓
你更容易成功的環境 •做出可以造就巨大成果的微小改變 •在養成好習慣的路上走偏時回到正軌 •將本書中提到的概念運用在實際生活中 ★各界名人強力推薦！ 艾爾文（理財與勵志暢銷作家）、溫美玉（知名作家╱全臺最大教師社群「溫老師備課趴」創辦人）、宋怡慧（知名作家╱新北市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艾蜜莉（財經作家）、Carol凱若（知名作家╱居家創業社團「HomeCEO」創辦人）、艾
兒莎（知名作家╱「放棄22K，蹦跳新加坡」版主）、謝文憲（知名講師、作家、主持人）、黃大米（職場作家）、許景泰（SmartM世紀智庫創辦人）、鄭國威（泛科知識公司知識長） 激賞推薦！ 「2007年4月，我成功戒除20年的菸癮，直到今天看到這本書，我才體會原子習慣的威力。 本書與我戒菸成功的契合處： 提示（使其隱而不現）：我開始不去超商買菸，家裡的菸、打火機、菸灰缸全都送
給朋友。 渴望（使其毫無吸引力）：菸癮來時，開始想像那些吸菸者的恐怖嘴臉，與身上奇臭無比的異味。 回應（使其困難無比）：加上離開外商職場，遠離可以拿伸手牌的機會，買菸更顯不便（環境很重要）。 獎賞（使其令人不滿）：看見街道、馬路布滿菸蒂，公共場所充斥似有若無的菸味，開始顯得不悅。 當年花了3個月的時間戒菸成功，維持至今已有12年。 好友郭昇（臺師大景美拔河隊教練，同時也是三
鐵選手）於2018年7月遭酒駕撞擊，四肢癱瘓已有9個月，復元狀況已有大幅進步。我一定要把本書作者的親身故事告訴他，希望可以延續他的復健意志與運動生涯。 想要養成好習慣，我推薦這本書。」——謝文憲 「詹姆斯•克利爾花了好幾年研究習慣的科學，並磨練自身技巧。想要破除惡習並建立好習慣的你一定要擁有這本引人入勝的實用指南。」——亞當•葛蘭特（《給予》作者，華頓商學院教授）
「超級實際且實用的一本書。詹姆斯•克利爾提煉出習慣養成的本質，讓你可以專注於更少，卻成就更多。」——馬克•曼森（《管他的》作者） 「這本特別的書能改變你過日子的方法。」——萊恩•霍利得（《失控的自信》作者） 作者簡介 詹姆斯•克利爾（James Clear） 專門研究習慣、決策及如何持續進步的作家與講者，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及《創業家雜誌》，也曾登
上CBS電視節目《今晨》。每個月有數百萬人造訪他的網站，廣受歡迎的電子報也有數十萬名訂閱者。 常受邀到大學及《財富》500大企業針對行為改變與習慣養成演講，所創造的習慣養成系統，廣受NFL、NBA及MLB的球隊使用。透過他創立的「習慣學院」（The Habits Academy）的線上課程，已教育了超過一萬名領導者、經理、教練及教師。對想要在生活與工作上打造更好習
慣的個人或團體來說，「習慣學院」是首屈一指的訓練平臺。 •個人網站：jamesclear.com •「習慣學院」網站：habitsacademy.com 譯者簡介 蔡世偉 臺大外文系畢業，補教老師，文字工作者，運動員。 譯有《我是GaryVee》《歡迎光臨疑家家居》等書。 教書、寫作、翻譯、運動的同時，也努力養成好習慣。 FB：KingWayne蔡世偉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Hew Strachan 2021-05-31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偉大攝影的基礎-亨利•凱洛(Henry Carroll) 2016-03-01 決定按下快門的瞬間，你需要的愛與勇氣都在這裡。 你的相機沒有心也沒有眼，它只是一個有洞的光學盒子（或是一支手機）。偉大攝影無需昂貴設備、完美曝光或黃金比例的構圖，造就偉大攝影的魔法，是拿著相機的那個人。 跟我一起學習攝影的一切基礎，然後，把相機收起來，用一天的時間認真看世界，你將會找到屬於你的──偉
大攝影之心。 ◎英美亞馬遜銷售冠軍，新手、專家一致必讀推薦 ◎50位攝影大師經典作品，超值收藏 ◎翻一頁領略一個觀念，讓你從「拿相機的人」成為「會攝影的人」 構圖──如何尋找畫面中的視覺引導線，如何決定主角的位置？取景構圖是一張照片的靈魂，本章整理了10種最能讓構圖快速到位的技巧，無論單獨運用或搭配使用，都能大大提升取景時的判斷力和成功率。 曝光──學習正確曝光是認識相
機功能的第一步。本章除了以逗趣易懂的圖表和口訣帶領你學會攝影中最枯燥乏味的必修課，更簡潔的介紹了一般市售相機上的所有預設功能之用法和效果，你將不再是相機圖示的文盲。 光線──光是一切的起源，更是營造視覺情感的要素，本章介紹並分析在攝影中會遇到的各種光源包括自然光、人工光等等，與其對照片氛圍所造成的影響。 鏡頭──相機鏡頭種類（或說焦距）直接影響了攝影者與被攝影物之間的距離
與互動方式，本章以十分具戲劇張力的6組大師作品，讓讀者直接了解不同鏡頭如廣角鏡、定焦鏡、望遠鏡頭等之間大異其趣的特質。 用心看──所謂「好的照片」除了掌握基本技術，最重要的是攝影者的心和眼。認真培養觀察世界的眼光與對事物的細微體會，才能讓你從一個「會用相機」的攝影者，成為一位「偉大攝影師」。本章蒐羅11張動人的偉大攝影作品，與讀者分享什麼才是偉大攝影者的重要素質。 ※本
書適用數位單眼相機DSLR、小型數位相機compact system以及類單眼bridge相機的使用者，也適合任何想要拍照的讀者。 【真心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列） 李莎拉（米拉藝視。視覺攝影工作室負責人╱《原色印象》作者） 范毅舜（國際資深攝影家） 賀禎禎（網路攝影教學達人） 「一本教人如何拍偉大的照片的工具書。縱然輕薄短小卻極其實用，更是富欣賞性的攝影好書！」──范毅舜
（國際資深攝影家） 「阿拉伯有句諺語：不需花太多功夫就能理解的文章，其背後需要偉大的寫作技巧。我從事攝影教學、寫作第六年，一直將這話盡力落實每一篇文章，才發現難的不是攝影，而是寫作教學。 這本《偉大的攝影基礎》是少數我所讀過的攝影書中，與我擁有相同寫作理念，並且落實在每篇文章中，值得初學者細讀。」──賀禎禎（網路攝影教學達人） 【書中引用的攝影名家們】 A 安瑟．亞當斯
（Ansel Adams） 馬克．阿什尼（Marc Asnin） 荷莉．安得絲（Holly Andres） B 愛德華．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 蓋．伯丁（Guy Bourdin） 李維斯．鮑茲（Lewis Baltz） 比爾．布蘭特（Bill Brandt） 雷內．布里（Ren? Burri） 羅伯特．伯克斯（Robert Burks） C 亨利．卡蒂亞－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盧卡．坎皮高圖（Luca Campigotto） 伊蓮．康斯坦丁（Elaine Constantine） 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 D 丹尼斯．達查克（Denis Darzacq） 馬奇．達柯維奇（Maciej Dakowicz） 菲力浦羅卡．迪寇旭亞（Philip-Lorca di Corcia） E 梅蘭妮．艾英齊格
（Melanie Einzig） 艾略特．歐維特（Elliott Erwitt） F 李．佛瑞蘭德（Lee Friedlander） 羅伯特．法蘭克（Robert Frank） G 新海．郭（Shikhei Goh） 菲．高德溫（Fay Godwin） H 艾爾康．哈珊（Alkan Hassan） 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 ?山直哉（Naoya Hatakeyama） 湯姆．杭特
（Tom Hunter） K 具煐俊（Youngjun Koo）? 納達夫．坎德爾（Nadav Kander） L 桃樂絲．蘭格（Dorothea Lange） 英薩加諾．拉蒂夫（Inzajeano Latif） 理查．李洛伊德（Richard Learoyd） 克里斯．萊文（Chris Levine） M 森山大道（Daido Moriyama）? 理查．米沙拉奇（Richard
Misrach） 萊恩．麥克金利（Ryan McGinley） 史蒂芬．摩根（Stephen J. Morgan） P 馬汀．帕爾（Martin Parr） 亞當．裴瑞提（Adam Pretty） 特倫特．帕克（Trent Parke） Q 木子．夸森（Muzi Quawson） R 克莉絲蒂娜．賈西亞．羅德洛（Cristina Garcia Rodero） S 喬．斯坦菲爾德（Joel
Sternfeld） 尚路普．謝夫（Jeanloup Sieff） 塞巴斯蒂昂．薩嘉多（Sebasti?o Salgado） 斯林咖裘（Slinkachu） 喬．麥特森．史考特（Jo Metson Scott） 艾力克．索思（Alec Soth） T 羅許．圖柏克（Lars Tunb?rk） W 愛德華．威斯頓（Edward We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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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h Educ- 2007 Contains abstracts in the field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extracted from documents worldwide.
旷野迷踪-阿尔蒙德 2002
推销员之死-Arthur Miller 1999 金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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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声测量图谱-戈德堡 2008 本书分为13篇,内容包括:早期妊娠产科测量、中晚期妊娠产科测量、产科多普勒、妇科、儿科、头与颈部多普勒、头与颈部、超声心动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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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日本-堺屋太一 2008 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基金项目
Learning- 197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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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丝路-李海燕 2008 新丝路中国出版“走出去”重点图书出版计划立项北大版对外汉语教材·商务汉语技能系列北大主干基础课教材立项
Bibliographic Guide to Womens Studies 1998-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taff 1999-08
骨科临床检查法- 2019 本书共分为20章,前8章总论部分按一般查体顺序望,触,叩,动量,听的一般原则进行编写.第9章介绍了影像学检查方面的相关知识,以及影像学检查在骨科疾病中的应用.第10至18章按身体由上至下的解剖顺序,对肩,肘,腕,手,脊柱,骨盆,髋,膝,足踝的检查进行了介绍.第19至20章以步态检查和关节穿刺对各关节进行了介绍.
剑桥插图法国史-琼斯 2004 本书是一部涵盖了法国早期到现今两千年来的政治和社会历史的重要新作。是一本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史的权威论著,是对法国历史一次引人入胜的全新阐释。
你該殺死那個胖子嗎？為了多數人幸福而犧牲少數人權益是對的嗎？我們今日該如何看待道德哲學的經典難題-大衛‧愛德蒙茲（David Edmonds） 2017-08-18 一輛失速列車迎面而來 看就要撞上軌道上來不及逃離的五個人 你站在天橋上目睹一切 旁邊站了一個胖子 把他推下去就能擋下列車 拯救五條無辜性命 一或五 你該如何選擇？ 為了多數人而犧牲少數人，真的是對的嗎？ 邱吉爾為了拯
救倫敦市中心，誘導德軍繼續投彈到勞工階級住的郊區； 遭遇海難的船長殺了船上服務生，四個人生啖血肉只求存活； 為了拯救被綁架的孩子，警官不惜刑求嫌犯逼問下落⋯⋯ 善惡該如何界定？道德究竟是要聽由理性指導還是遵循感性直覺？ 同婚合法、勞工權益、性別平等、分配正義 深入討論議題不能光靠直覺 學習像哲學家一樣思考 挑戰你的道德直覺 打破你對是非善惡的固有印象 暢銷哲普作家愛德蒙茲 以簡
單易懂的方式 帶領我們從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甚至大腦科學的不同進路 抽絲剝繭 進入史上著名十大思想實驗中的電車難題 《Choice》月刊2014年傑出學術著作 榮獲美國專業與學術傑出哲學出版獎（The PROSE awards） 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 謝世民 熱血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黃益中 「哲學雞蛋糕腦闆」朱家安 推薦 道德哲學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最常遇見的哲學。小至欺騙撒
謊、大至殺人放火，我們不斷用心中那把尺檢視自己與他人，但那把尺卻不會始終如一，甚至有時還會自我矛盾，這把尺究竟該長什麼樣子，正是道德哲學家苦心孤詣想找出來的。 大衛‧愛德蒙茲在本書中從一個倫理學中著名的思想實驗「電車難題」出發，不僅用饒富趣味的生動文字討論電車難題的源流以及種種變形，更介紹近十年來社會學、心理學、神經科學等對電車困境的熱情與解釋。因為這個看似極端的「一或
五」情境，背後代表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道德選擇，愛德蒙茲用各種精彩的真實案例來挑戰我們的道德直覺，更試圖在許多哲學家絞盡腦汁想出的電車場景中，讓我們不禁反思這個大哉問：道德到底是什麼？我到底該怎麼做才是對的？ 想想看，當你面對下列三種都需要在「一或五」的相似難題時，你的選擇都會相同嗎？ 1. 一輛失控列車呼嘯而來，前方鐵軌上綁著五個人，無法動彈， 旁邊有條岔路，而你可以轉動開
關將電車導到另一條支線上， 不過支線軌道上也綁著一個人，你該如何選擇？ 2. 一輛失控列車呼嘯而來，前方鐵軌上綁著五個人，無法動彈， 你跟一個身材足以擋下電車的胖子站在天橋上，把他推落天橋， 就可以停下電車，拯救無辜性命，你該如何選擇？ 3. 你是擅長器官移植手術的醫生，手上有五個病人命在旦夕， 唯有移植新器官才能存活，急需一顆心臟、兩個肺、兩個腎。 有一位身體健康的年輕人到醫院
例行檢查，恰好能跟這五個人匹配， 你會殺了這個年輕人，用他健康的器官來拯救五條人命嗎？
宠儿-Toni Morri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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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罗门之歌-Toni Morrison 2010
伊加利亚旅行记- 2017
敦煌-井上靖 2014
Ban dao ti wu li yu qi jian- 2018
纯真年代- 2015
她的身體與其它派對-卡門．瑪麗亞．馬查多 2019-06-02 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 《紐約時報》21世紀必讀女性文學 ■ Goodreads好讀網破萬條好評 ■ 福斯傳媒將改編拍攝影集 為男人奉獻生命的女人； 瘟疫肆虐細數逃難中所有性經驗的女人； 撫養前女友生的孩子的女人； 每晚被申冤的鬼魂騷擾的女人； 發現自己所賣的洋裝充滿靈魂的女人； 美食當前卻只能吃八口的女人； 深陷七嘴八舌
與虛實混亂的女人； 看A片卻聽見主角內心OS的女人⋯⋯ 八個故事，關於女性與她們的身體。 遊走於奇幻、童話與寫實間，表面上說著異常可怕的故事， 實則守護那些被限制的、被暴力對待的、乃至被忽視的女人，等待著重生的可能。 作者簡介 卡門・瑪麗亞・馬查多 Carmen Maria Machado 小說家，虛構與非虛構創作都非常擅長。作品曾出現在《紐約客》、美國全國廣播電台、文學季刊
《錫房子》等媒體。並曾獲美國最佳科幻及奇幻作家、年度最佳驚悚小說、年度最佳怪異故事、最佳女性色情故事。 〈為丈夫縫的那一針〉受美國科幻及奇幻作家協會頒發的星雲獎提名，獲手推車文學獎的評審特別獎，以及獎勵探討性別議題的科幻奇幻小說的詹姆斯・提普奇獎決選。 卡門・瑪麗亞・馬查多擁有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的藝術創作碩士，參與各種創作機構的駐村計畫。目前是賓州大學的駐村藝術家，並與妻子
現居於費城。 譯者簡介 葉佳怡 台北木柵人，曾為《聯合文學》雜誌主編，現為專職譯者。已出版小說集《溢出》、《染》、散文集《不安全的慾望》，譯作有《恐怖時代的哲學》、《被偷走的人生》、《返校日》、《憤怒的白人》、《絕望者之歌》、《變身妮可：不一樣又如何？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的成長之路》以及《恐怖老年性愛》等十數種。
印地安人的麂皮靴-Sharon Creech 2001
生物过程工程-舒勒 2008 本书介绍了能使生物过程工程师对生物活动进行可靠控制的重要原理。本书反映了生物科学技术领域的巨大进展,包括从基因组测序到利用重组DNA技术生产蛋白质的新技术。
無敵-桃莉絲‧基恩斯‧古德溫 2012-01-01 如何讓敵人變戰友 除了聖經，美國總統歐巴馬最想帶進白宮的書 林肯獎 美國歷史圖書獎 美國全國圖書評論獎決選 《紐約時報》暢銷書 改編電影已於2013年上映！ 閱讀專屬頁面：http://goo.gl/ZnaoE0 導讀 林博文 中國時報專欄作家 王丹 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邵玉銘 外交部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忠信 歷史學者／湯京平
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黑幼龍 大中華地區卡內基訓練負責人／趙少康 中廣董事長／劉必榮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鄭弘儀 媒體人／蕭萬長 副總統／錢復 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蘇貞昌 前行政院長／聯合推薦（依姓氏筆劃排列） ========== 典雅、深刻……古德溫精彩地描述林肯如何組成團隊，維護了國家的完整，並將美國從蓄奴的詛咒中解救出來。 ──詹姆士‧麥佛森
（James M. McPherson）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古德溫的寫作功力……在本書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將林肯描繪成政治界的藝術家和管理天才。 ──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一部構思與寫作都才華洋溢的歷史敘事傑作。 ──道格拉斯‧布林
克利（Douglas Brinkley） 《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 壯觀、精彩絕倫……這是近年關於林肯的書中，刻劃細節最用力的一本。 ──約翰‧羅德哈莫（John Rhodehamel） 《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 趣意盎然……令人愛不釋手的爐火純青之作。 ──傑伊‧威尼克（Jay Winik）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這本精妙、去蕪存菁的著作並非單調乏味的行政史或官僚史，相反的，是一則人格魅力的故事…… ──艾倫‧古爾茲（Allen C. Guelzo）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本書是洞悉林肯政治天分的啟蒙讀物。 ──《書籤》（Bookmarks）雜誌 ========== Team of Rivals 解放黑奴，贏得南北戰爭、
維護國家完整，並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願景，林肯之所以能成就這些偉大的事蹟，乃因他（一）選用頂尖人才，組成政敵團隊；（二）分享成就、承擔責任；（三）高EQ；（四）懂得反省，並從錯誤中學習；（五）擁抱危機中的契機。而根本則在於他具備仁慈、感性、愛心、誠實、同理心等特質。其中，林肯不與任何人為敵，因而能創造連政敵都同心效力的團隊，更為後人所津津樂道。在政治冷感的台
灣，人民心底其實更盼望能出現「林肯型領導者」──他同時具備高尚人品和領導才能，為正義和真理而奮鬥。對領導人而言，閱讀本書，猶如親炙偉大政治家與領導者的信念和做法，是自我超越的最佳指引。對大眾讀者來說，林肯化敵為友的智慧與突破逆境的故事，更激勵人心！ 林肯的成功絕非僥倖，而是個性使然，他能將心比心、設身處地，了解其他人的動機與欲望。入主白宮後，他延攬才華洋溢的競爭對手入閣，
他解釋道：「我們需要黨內最有能力的人出任閣員，這幾位就是最強而有力的人選，所以我沒有權利阻止他們為國家服務。」他的智慧並不僅止於以氣度、幽默和政治直覺，組織最好的人才，更在每個重要的時刻，都能讓他們牢記他的目標、觀念和決心。對時機和輿論脈動有過人的敏銳度，讓他能使分裂的群眾共同支持「自由的新生」。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像林肯這樣同時具備高尚人格和領導天才的人，屈指可數，他
不僅是政治人物的典範，更令我們神往。 封面圖片為一八六二年時，林肯於內閣成員前首次宣讀解放宣言（The first reading of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before the cabinet），由法蘭西斯．卡本特（Francis Carpenter）所繪。人物由左至右為：戰爭部長史坦頓（Edwin McMasters Stanton）、財政部長蔡斯
（Salmon Portland Chase）、總統林肯、海軍部長威爾斯（Gideon Welles）、內政部長史密斯（Caleb Blood Smith，站立者）、國務卿蘇爾德（William Henry Seward，坐者）、郵政部長布萊爾（Montgomery Blair）與司法部長貝茲（Edward Bates）。
贖金-茱麗．嘉伍德(Julie Garwood) 2015-05-05 ◆作品暢銷全球超過3600萬冊，翻譯成數十種語言 ◆長踞《紐約時報》《出版家週刊》《今日美國》暢銷榜 ◆20年來人氣始終居高不下的浪漫羅曼史經典！ 浪漫小說天后茱麗．嘉伍德 永不退燒的愛情經典，所有愛情小說迷絕不能錯過！ 對莉安來說，那可怕的一夜就像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年幼的她不但失去了父親，也和唯一的姊姊從
此失散， 這十幾年來她流落在外，過著戒慎恐懼的生活， 然而，當年迫害她家族的埃佛男爵卻不肯放過她， 為了保護自己，也為了找到姊姊的下落，她決心要逃離， 而所有的計畫就從尋求這個男人的保護開始…… 身為布徹南族的領主，眾人對勃迪向來是敬畏有加， 因此他完全沒料到，居然有女人膽敢聲稱自己是他的新娘， 甚至還毫不客氣地命令他親自去接她?! 既然這個英格蘭女人如此膽大妄為，他自然要
會一會她， 只是他沒想到這女人如此與眾不同， 不但為他帶來一個意外的驚喜，還勇氣十足地與他對峙， 而她潛藏在勇敢外表下的脆弱，令他有種強烈的感覺想要安慰她、保護她…… 出版社 春光(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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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毅力-安琪拉‧達克沃斯 博士（Angela Duckworth, PhD） 2020-08-27 ★全新收錄〈給台灣讀者的信〉與〈日常養成恆毅力的方法〉 ★出版至今長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超過三年 ★亞馬遜最佳商管書｜TED超人氣演說觀看突破兩千萬 ★《華盛頓郵報》《富比士》《華爾街日報》《經濟學人》選書報導 天分或努力，都不是成就的唯一條件， 持久熱情X堅持毅力，才是更重要的致
勝關鍵。 首度完整揭露成就背後的科學實證， 解開人類恆久探索的高成就之謎 為什麼最聰明不見得最優秀？最有才華不見得最成功？ 如果不是天分、不是埋頭努力、不是運氣，什麼才是人生成功最重要的關鍵？ 作者達克沃斯博士是美國研究成就與人格特質的新生代心理學家，曾任麥肯錫顧問、小學教師，也是兩個女兒的母親。她長期研究成就的科學，發現創造卓越成就的關鍵不是天賦，而是「恆毅力」
（Grit）──對目標長期的熱情與堅持。更重要的是，恆毅力不像天分無法改變，是可以由自己掌控、刻意練習得來的特質，達克沃斯因此獲得被譽為「天才獎」的麥克阿瑟獎。 本書完整說明具體方法，每個人都能培養、強化恆毅力 書中除了呈現心理學實證研究與發現，達克沃斯更分享她訪談全球各領域恆毅力典範的故事，包括西點軍校訓練的祕密、拼字冠軍的自我練習，還有業務、運動明星、成功企業人士如何
設定目標、找到人生熱情，以及如何堅持下去。這項發現顛覆了教育界培養能力的觀點，全球愈來愈多學校將恆毅力納入學生評量項目。 成功，是因為灌注熱情；卓越，是因為堅持不懈。 是你的恆毅力，而非運氣，讓你發揮極致，成就精彩人生。 本書精華： •為什麼比起天分，努力加倍重要？ •如何測量恆毅力的高低？ •無論智商高低或環境如何，如何培養恆毅力？ •如何打造戰勝逆境的超強大腦？ •如何找
到終生的興趣與熱情？ •如何設定正確目標？哪些目標必須堅持哪些必須放棄？ •究竟是溫暖的陪伴，還是設定嚴格高標能協助孩子發展潛力？ •教養小孩「困難任務」的神奇力量 •如何建立不斷增強恆毅力的環境，打造超級團隊？ •如何挑選具有高度恆毅力的人才？ 各界誠摯推薦 國際名廚 江振誠 Teach for Taiwan創辦人 劉安婷 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盧蘇偉 美國前財政部長 桑默斯
（Lawrence H. Summers） 可汗學院的創辦人 薩爾曼‧可汗（Sal Khan） 赫芬頓郵報創辦人 雅莉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 NBA波士頓塞爾提克隊教練 史蒂文斯（Brad Stevens） 海星傳媒集團（Starfish Media Group）董事長 歐布萊恩（Soledad O'Brien） Tory Burch托里伯奇CEO兼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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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里‧伯奇（Tory Burch） 哈佛大學公共政策教授 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 哈佛商學院教授 艾美‧柯蒂（Amy Cuddy）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 柳波莫斯基（Sonja Lyubomirsky） 國際正向心理學協會會長 佛列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 紐約市公立學校前校長 喬爾‧克萊（Joel Klein） 七度登上聖母峰登山家
艾德‧維思特斯（Ed Viesturs） 國際西洋棋大師 喬許‧維茲勤（Josh Waitzki） 《引爆趨勢》作者 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作者 丹尼爾‧品克（Daniel H. Pink） 《安靜，就是力量》作者 蘇珊‧坎恩（Susan Cain） 《先問，為什麼？》作者 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 《孩子如何成功》作者 保羅‧塔夫
（Paul Tough） 《與快樂偶遇》作者 丹尼爾‧吉伯特（Daniel Gilbert） 《創意黏力學》共同作者 丹．希思（Dan Heath） 《教出最聰明的孩子》作者 亞曼達‧雷普利（Amanda Ripley） 《別拿基因當藉口》作者 大衛‧申克（David Shenk） 「堅持到底，勿忘初心」是我人生中極為重要的座右銘。恆毅力也正是我覺得這個世代最需要的特質。書中告訴我們，
專注一個方向、竭盡所能、充滿熱情地觀察自己與他人，在所有事物中洞察各種模式和動機，不斷地整合各種可行的方法──清楚描繪出「成功」的輪廓。我回想起自己生涯中每一段挑戰、挫折、改變、調適，最後超越，恆毅力一直是我跨越每一個階段最大的動力，和成就每一個創作最重要的元素。《恆毅力》是一本改變人生方向，讓我們的內心更強大的成功手冊。“Passion, Patience,
Persistence”，你離成功並沒有太遙遠！──江振誠 國際名廚 乍看之下，「恆毅力」似乎不是什麼新穎的想法。尤其在華人的學校與家庭中，「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已經是被強調的概念。但這本書在我心中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在於作者清楚地呈現「吃苦」跟「恆毅力」是不同的。我看過無數在教育體制中成功生存的學生，都是「吃苦」的佼佼者，卻從來不曾被鼓勵去認識自己的興趣或是尋找自己的人
生目的。一旦脫離學生身分，很容易成為達克沃斯博士描繪的「脆弱的完美者」，瞬間失去前進的動力、也不相信自己有改變的能力，「習得無助」而徬徨不已。因此，老師是否能創造出「高度期許、持續支持」的環境以有效幫助孩子建立「恆毅力」，是孩子們能否透過教育、度過難關、有能力為自己選擇的關鍵。僅向在教育現場每一天用動人的恆毅力奮鬥的老師們致敬。願我們用更多充足的愛與陪伴，讓台灣的孩子們
都擁有恆毅的力量，創造屬於自己的成功。──劉安婷 Teach for Taiwan創辦人 說服力十足。這本書的觀點很有可能轉變我們的教育、管理與生活方式，難能可貴之作。──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美國前財政部長及哈佛大學榮譽退休校長 在知識無遠弗屆的世界裡，這本書說明了善用此環境的人所具備的關鍵特質，本書將激勵讀者堅持投入熱情。──薩爾曼‧可汗
（Sal Khan），可汗學院創辦人 我堅信在追求卓越的過程中，沒有比恆毅力更重要的特質，希望每位讀者都跟我一樣喜愛這本書。──布萊德‧史蒂文斯（Brad Stevens），波士頓塞爾提克隊教練 達克沃斯的理念令人關注，一般人只要有自制力和毅力，成就也能媲美天賦異稟者，也就是說，心態和心智一樣重要。──歐布萊恩（Soledad O'Brien），海星傳媒集團（Starfish
Media Group）董事長 本書提出真正睿智的觀點：致力於帶給我們歡樂與使命感的志業，就能成功。──雅莉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赫芬頓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創辦人 這本書破解了普遍的迷思，針對讓我們更努力挑戰極限的關鍵，提出可靠的預測指標。作者為了尋找決定成就的要素，深入研究形形色色的對象，包括國小四年級學生、軍校生、電
話行銷員等等。在各類型的研究中，她自己的故事就是理論的最佳實證：結合熱情和毅力就能培養出恆毅力。──托里‧伯奇（Tory Burch），托里伯奇CEO兼設計師 重要巨作……研究恆毅力的頂尖學者首次公開研究結果，引用適切的實例和箴言，說明如何將她的研究洞見運用在我們自己及孩子的人生。──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哈佛大學公共政策教授 引人入勝，鼓
舞人心，充滿創見，一翻閱就令人愛不釋手。──艾美‧柯蒂（Amy Cuddy），哈佛商學院教授 結合豐富的科學，引人入勝的故事，流暢優美的文筆，以及動人的實例。──柳波莫斯基（Sonja Lyubomirsky），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 唯有恆毅力不負所望！達克沃斯分享持久成就的幕後故事、科學原理以及正面意義，這是一本必讀的佳作。──佛列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國際正向心理學協會會長 這本書發人深省，對希望孩子學習有成的教育工作者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好書。──喬爾‧克萊（Joel Klein），紐約市公立學校前校長 人生的高峰不見得是由天生敏捷機靈的人征服的，而是由願意堅持不懈、撐過難關、重新嘗試的人攻頂。──維思特斯（Ed Viesturs），七度登上聖母峰登山家 極為重要……深刻體現的恆毅力以及堅定的熱情，
只會出現在極度艱辛刻苦的情境中。冷靜、耐心、紀律的培養以及挫折復原力的研究，可以教我們如何達到那個境界。達克沃斯的傑作橫跨了這兩個世界，提出我未曾讀過的細膩觀點。──喬許‧維茲勤（Josh Waitzki），國際西洋棋大師 這本書針對崇拜IQ的觀點，提出兼具說服力又引人入勝的回應。達克沃斯提醒我們，品格和毅力是成功人士脫穎而出的關鍵。──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作者 當代經典，承襲柯維（Stephen Covey）和杜維克（Carol Dweck）的論點，釐清要義，研究深入。想要更精明地工作或過得更好的人，都應該閱讀本書，也許可以改變一生。──丹尼爾‧品克（Daniel H. Pink），《未來在等待的人才》作者 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創見，推翻了我們對潛能的先入之
見。──蘇珊‧坎恩（Susan Cain），《安靜，就是力量》（Quiet）作者 我喜愛挑戰普遍觀點的概念，這本書就是如此！先擱下你對超越對手的既有想法，即使對手更有天賦也沒關係。變得更精明幫不了你，但堅持到底可以！──賽門‧西奈克（Simon Sinek），《先問，為什麼？》（Start With Why）作者 達克沃斯集結數十年的心理學研究、商場與體育界的動人故事、以及個
人獨特的經驗，粹煉出一套激勵你自己及孩子更熱情投入工作與課業，並堅持到底的實用對策。──保羅‧塔夫（Paul Tough），《孩子如何成功》（How Children Succeed）作者 心理學家花了數十年尋找成功的秘訣，達克沃斯找到了。在這本生動精彩的好書中，她不僅告訴我們秘訣是什麼，也教我們如何掌握。──丹尼爾‧吉伯特（Daniel Gilbert），《與快樂偶遇》
（Stumbling on Happiness）作者 這本書將會改變你的人生，內容精彩、嚴謹又務實，注定會成為成功學領域的經典。──丹．希思（Dan Heath），《改變，好容易》（Switch）共同作者 我想為我的孩子、先生以及我關心的每個人朗讀這本書。追求卓越確實沒有捷徑，但有指南，就是握在你手中的這本書。──亞曼達‧雷普利（Amanda Ripley），《教出最聰明的
孩子》（The Smartest Kids in the World）作者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深信天賦的迷思，達克沃斯帶我們洞悉實力的養成之道，感謝她的真知灼見。──大衛‧申克（David Shenk），《別拿基因當藉口》（The Genius in All of Us）作者
布魯克林有棵樹-Betty Smith 2019-12-1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A Tree Grows in Brooklyn
蜜月-James Patterson 2005 年轻的银行家柯勒富有、英俊、多情,他的未婚妻,室内装饰师诺拉美貌绝伦、风情万种。男才女貌、情深意笃,连偶然看到他们小别重逢的出租车司机都说他们是完美的一对。然而,他们刚刚订婚一个星期,柯勒就暴死于家中。与此同时,他在海外帐户上的四百万美金巨款被转移。柯勒是被杀的吗?死亡现场无蛛丝马迹可寻,尸检报告也毫无可疑之处。是谁杀了柯勒?FBI
探员约翰对此展开了调查。约翰绞尽脑汁,一步步接近凶手,那个已经杀了多个男人的恶魔.
少年Pi的奇幻漂流-Yann Martel 2012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成果管理-Peter Ferdinand Drucker 2006 华章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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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情者-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 2018-01-04 ◆2016 年普立茲小說獎得獎作，轟動英語文壇的耀眼新星 ◆入圍全球 16 項圖書獎、奪下 10 座文學桂冠，超過 20 家歐美主流媒體年度最佳圖書 ◆媲美杜思妥也夫斯基《雙重人格》、左拉《人面獸心》、史蒂文生《化身博士》 ◆ 比爾．蓋茲2017年閱讀書單五本書之一 ◆ 2018年1月誠品書店中文選書
◆2018年1月博客來網路書店選書 ◆ 2018年1月城邦讀書花園選書 ◆2016年6月誠品書店外文選書 大時代下的小人物如何面臨內心交戰、國家民族與身分認同的撕裂拉扯，震撼人心 近 25 萬字篇幅的深刻書寫，從戰火中看見人性、自荒謬裡得到救贖 【十項獲獎】 普立茲小說獎、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最佳新人小說、美國圖書館協會安德魯．卡內基優秀小説獎、戴頓文學和平獎、麥克阿瑟
獎、美籍亞太文學獎、亞美研究協會最佳圖書獎、加州書獎小說新人獎、小説中心小説新人獎、法國最佳外國小說獎。 【六項入圍】 國際都柏林文學獎、筆會/福克納小說獎、筆會/賓厄姆小說新人獎、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獎、洛杉磯時報書獎、梅迪奇圖書俱樂部獎。 【年度最佳圖書】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西雅圖時報、堪薩斯城星、奧蘭多每週、衛報、每日野獸、圖書館期刊、柯克斯評論、出版
人周刊、書單、國家郵報。 透過一名「雙心人」（同時擁有越南與美國這兩個國家的思維及視角）扭曲的、自白式的口吻，講述一個層次豐富的移民故事。 ——普立茲獎評委會 如同越南，台灣在近代史上也曾因戰爭、分裂與占據，對人造成巨大傷害。人民與文學如何去面對這樣的過去呢？這是我在這本小說中試圖探討的問題。 ——阮越清寫給台灣讀者的話 我是一名間諜，一名沉睡者，一介幽靈，一名雙面人。
1975年4月，西貢陷入動亂。在某處別墅裡，一名將軍喝著威士忌，在他信任的軍官幫助下列出一份名單，決定誰能搭上離開這個國家的最後一班飛機。將軍和他的同胞在洛杉磯展開新生活，卻渾然不知在他們之中，那位軍官正暗中觀察著他們，並將一切報告給越共。 《同情者》講述的正是這位軍官的故事：他的法國父親從小就不在身邊，由貧窮的越南母親扶養長大，接著到美國求學，然後返回越南為共產黨事業
奮鬥。作者阮越清筆下的驚人故事，帶我們探索雙面間諜複雜的內心世界：他心中的遠大理想，必須在背叛身邊親密夥伴的狀況下才能完成。 這部作品是一首氣勢磅礡、描寫愛與背叛的史詩，全書呈現驚悚小說的步調與懸疑性，以尖刻的手法探索認同問題、體察在兩個不同世界生活的難處，同時也是個關於愛與友誼、感人至深的故事。 【齊聲推薦】 王聰威（小說家） 阿潑（作家） 臥斧（文字工作者） 紀大偉（美
國UCLA文學博士、《同志文學史》作者） 胡培菱（外文書評人） 高翊峰（小說家、編劇） 陳又津（小說家） 張正（燦爛時光東南亞書店負責人） 張國立（作家） 黃宗鼎（獨立評論在天下「東南亞風輕使館」專欄作家） 駱以軍（作家） 謝哲青（作家） 【專文解說】 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文學語言研究系教師 阮荷安 ★ 透過一名「雙心人」（同時擁有越南與美國這兩個國家的思維及視角）扭曲的、自白式
的口吻，講述一個層次豐富的移民故事。 ——普立茲獎評委會 ★ 如同越南，台灣在近代史上也曾因戰爭、分裂與占據，對人造成巨大傷害。人民與文學如何去面對這樣的過去呢？這是我在這本小說中試圖探討的問題。 ——阮越清寫給台灣讀者的話 【各方推薦與媒體書評】 ★ 充滿機智、毫不留情的步調與野蠻的趣味。 ——《華爾街日報》（年度最佳圖書） ★ 令人矚目的處女作……集驚悚小說與社會
嘲諷小說之大成。 ——《紐約時報》書評（封面書評），菲利浦．卡普托 ★ 令人驚嘆之作……［阮越清〕以驚悚小說的理性外衣包裹一個絕望流亡者的故事，正視了這個時代的存在難題。 ——《華盛頓郵報》，羅恩．查爾斯 ★ 這部處女作讓人欲罷不能（讀吧，每個人都會把它看完），看過後你會重新思考越戰（讀吧，每個人都會有一點想法）……作者阮越清這本黑色喜劇小說從一個少見的角度來探討
美國文化。 ——歐普拉讀書俱樂部 ★ 瞠目結舌、不敢置信、銘刻於心。筆法高超卓絕，真不敢相信這是作者的處女作。（我除了感動，應該還有一絲忌妒。）顛覆了我們對越南小說的觀點。 ——《芝加哥論壇報》，約翰．華納 ★ 阮越清不只為由越戰所衍生的美國文學圈帶來罕見而真實的聲音，他也創造了一本凌駕於歷史、政治與國籍之上的書，探討那永恆不朽的文學主題：自我與身分認同的普遍探索。《同
情者》是一部一流的小說處女作，作者極具深度與技巧。 ——普立茲獎得主、《奇山異香》作者羅伯特．奧倫．巴特勒 ★ 一篇戰爭紀錄以間諜驚悚小說包裝，塞進一份自白當中……阮越清耍弄各種文類就像飛拋著無數AK-47步槍，效果炫目，又不時令人捧腹……《同情者》針對這場戰爭與其對越南人民造成的慘痛影響，提出了不同觀點，自然受到讀者青睞。 ——書評網「民眾書庫」 ★ 阮越清撼動
了一般人對越戰的刻板觀念……文筆靈巧，不時滑稽逗趣，有時又令人毛骨悚然……讓他躋身於描述赤裸裸且極具爭議的雙重性格的偉大小說傳統，而這類小說多半出於十九世紀，包括有杜思妥也夫斯基的《雙重人格》、左拉的《人面獸心》與史蒂文生的《化身博士》。 ——線上藝術雜誌《Arts Fuse》 ★ 許多讀者只認同那種長期不受質疑或沒有爭議的宏大敘事，而阮越清這本小說便試圖讓他們迷失
方向，亦可說是為他們重新導向。 ——耶魯大學雙月報《喧囂》 ★ ［一部〕驚人的新人小說……使得有關歷史與人性的討論更加熱烈，而他筆下的敘述者擁有一個尖刻且時時警惕的聲音。 ——《出版人周刊》（星號、專欄書評） 出版社 馬可孛羅 (城邦)
萬病之王-Siddhartha Mukherjee 2012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 the 2011 Pulitzer Prize for General Nonfiction and shortlisted by 2011 Wellcome Trust Book Prize
honoring the best writings of medicine in literature. The book is a "biography" of cancer, written by oncologist Siddhartha Mukherje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狼厅-Hilary Mante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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