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masutra Kannada File
印度愛經-婆蹉衍那 2007
The Big Leap-Gay Hendricks 2020-07-31 Gay Hendricks is a great
role model for true success. He enjoys abundance and a deep
connection with his own spiritual ess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has lived for three decades in a thriving marriage. Now, he shows
us how to do it for ourselves. Mark Victor Hansen, co-author of
Cracking the Millionaire Code In The Big Leap, Gay Hendricks,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ing author of Five Wishes,
demonstrates how to eliminate the barriers to success by
overcoming false fears and beliefs. Fans of Wayne Dyer, Eckhart
Tolle, Marianne Williamson, and The Secret will find useful,
effective tips for breaking down the walls to a better life in The
Big Leap."
依附-樂維 2018
過猶不及-Henry Cloud 2001-04-01 Having clear boundaries is
essential to a healthy, balanced lifestyle. A boundary is a personal
property line that marks those things for which we are
responsible. In other words, boundaries define who we are and
who we are not. Boundaries impact all areas of our lives: Physical
boundaries help us determine who may touch us and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 Mental boundaries give us the freedom to have
our own thoughts and opinions -- Emotional boundaries help us to
deal with our own emotions and disengage from the harmful,
manipulative emotions of others -- Spiritual boundaries help us to
distinguish God's will from our own and give us renewed awe for
our Creator -- Often, Christians focus so much on being loving
and unselfish that they forget their own limits and limitations.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ir lack of boundaries, they ask: - Can I
set limits and still be a loving person? - What are legitimate
boundaries? - What if someone is upset or hurt by my boundaries?
- How do I answer someone who wants my time, love, energ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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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ey? - Aren't boundaries selfish? - Why do I feel guilty or afraid
when I consider setting boundaries? Dr. Henry Cloud and Dr.
John Townsend offer biblically-based answers to these and other
tough questions, showing us how to set healthy boundaries with
our parents, spouses, children, friends, co-workers, and even
ourselves.
摩爾人的最後嘆息-Salman Rushdie 2003
沙恭达罗-迦梨陀娑 1959
美麗失敗者（新版）-李歐納．科恩（Leonard Cohen） 2003-10-02 「搖滾樂界的拜倫」李歐納．科恩
作品，現代小說經典。 張照堂、馬世芳導讀推薦。 李歐納．科恩寫了一首詩，但偽裝成小說，這首詩的名字是《美麗失敗者》。
人類學家，他的妻子艾狄絲，以及好友F三個人，愛慾錯綜交纏。人類學家迷戀著四百年前的聖女凱特琳，思念著逝世的妻子和
好友F。F的鬼魂藉著文字還魂，穿越時間與死亡，試圖傳遞祕而不宣的信息給他猶在人間的朋友…… 《美麗失敗者》是一
個愛的故事，然而愛的本質那麼奇特，說故事的人明明尋著了合拍的語言，聽在人們的耳裡卻全然地荒腔走板，宛如喪失儀式的
宗教，亡佚旋律的歌曲，宛如訴說真理卻無人信服的先知。 1960年代的夏天，年輕的李歐納．科恩在希臘小島海德拉
（Hydra）就著海風露天寫作，頭上是地中海的太陽，眼前是愛琴海的波光。小島生活樸素，酒與麵包，文字與愛情，一根
菸度過一個漫長的午后。在這個天光充盈的拜占庭，他完成了這部60年代氣味濃烈，而又具體呈現人類存在處境的作品。 科
恩企圖以失敗者的姿態與心境，行過死蔭之地，渡過生與死，記憶與遺忘的大河，逾越政治、種族、性別、宗教的邊界。他是否
抵達彼岸，無人得知。只聽說，他從深淵回來那天下午，天上滿是黑色的鸛鳥。 關於李歐納．科恩 李歐納．科恩，身分多元，
是詩人，是小說家，是劇作家，也是創作歌手。1934年生於加拿大蒙特婁。1956年，他出版第一本詩集《讓我們比擬
神話》（Let Us Compare Mythologies）時，仍在大學就讀。接著他出版了《大地的香料盒》
（The Spice-Box of Earth）（1961）、《給希特勒的花》（Flowers For Hitler）
（1964）三本詩集及一本小說《鍾愛的遊戲》（The Favourite Game）（1963），第二本詩集《大
地的香料盒》出版後，便在加拿大詩誦界頗受注目。不過，早年這些書大都只印行數百本，做為一名純詩人，在加拿大是很難糊
口的。 創作《美麗失敗者》 1960年，對都市生活的厭倦與困頓，在一個率性即興的決定下，科恩買了一張單程的希臘機票，
飛往雅典，再搭小船駛往愛琴海中的海德拉（Hydra）小島上，尋找另一個生活與寫作的空間。陽光、海水、白牆、空屋，
小島上的生活極為簡單樸素、沒有電、自己取水，只要籌足一千元美金可以在這兒過上一年，足夠應付酒與麵包，以及不受管制
的毒品買賣。 《美麗失敗者》就是在這樣環境下寫成的。這本小說，其實是詩與散文體的無盡延伸，跟他的先前創作一樣，主
要關切主題是愛與性的渴求、失能與自剖。為了置放所選擇的話題，他採用不同的敘述手法，時而痞子似的喃喃自語、哭訴或吶
喊，時而又是一些神秘語彙的佈達，穿插著廣告文體般的短句，一會兒又是寫實報導文詞的腔調，極像一個毒癮發作卻仍愛慾高
漲而又無助的失意者恣意荒謬地叫嚎。事實上，科恩藉助了大量安非他命的興奮提示，以加強他既凝聚又飛散的意識力，
在1965年底才勉力完成第一版初稿。 歌手科恩 科恩在二十五歲左右開始嘗試將自己的詩作改為歌曲，但一直要
到1966年，Judy Collins唱了由他的詩作所改編的〈蘇珊〉（Suzanne）並引起回響之後，柯恩才開始投
入更多的心力在詞曲創作上。1967年，三十四歲的他出了第一張專輯《李歐納．科恩之歌》（Songs of
Leonard Cohen），為那個搖滾樂震天價響、目眩神馳的六○年代，帶來意外而動人的寧靜。自此，科恩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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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另一個創作身分。他的歌曲深富詩意，有人稱他為「搖滾樂界的拜倫」。 一本需要體驗的小說 歌手科恩，是最容易被認識、
最快被瞭解的身分；詩人科恩，是科恩最早進入的創作領域，也是他獲取桂冠榮譽的憑藉；小說家科恩，則是他最不被領略，讀
者也最不知如何欣賞的身分，可也是科恩融合他在各種領域創作精神的試煉場。2003年，《美麗失敗者》的中文版，在英文
版出版三十七年後終於面市，而科恩已經準備邁入七十大壽了。對於《美麗失敗者》被譯成中文出版，科恩當年也感到欣喜，畢
竟他自己曾研究過中國的詩歌和禪學。不過他也坦然地說，讀者在閱讀《美麗失敗者》時的態度不宜太嚴肅，就連英文版讀者也
一樣，否則這會是一本很難閱讀的書。科恩建議讀者隨意翻看，遇到不喜歡的地方就跳過去，說不定會有某些段落會引發讀者的
好奇心。因為這本書是在希臘的海島上，無遮蔽的大太陽下寫成的，所以科恩說：「在你手中的不是一本書，而是一種中暑的症
狀。」 《美麗失敗者》引發了我們一種新的閱讀方式，不去在意小說的敘事、故事的情節、脈絡的合理性，而以純粹感官的閱
讀，以身體的韻律去體驗，讓身體的直接來感受文字的流動與跳躍，是一種如閱讀詩歌般的欣賞方式。 推薦好評 六他的文字與
音樂一向咀嚼著沮喪、抑鬱、受苦，但又要勇敢、浪漫地面對這種墮落與絕望。他永遠在訴說男性心靈的卑微與脆弱，愛與自由
的永續追尋，而又不斷挫敗。本書亦是如此，它是一本救贖的小說，一段試圖拯救靈魂的練習過程。 ——張照堂 ○很多人
都說科恩首先是個詩人，然後才是歌手。然而，誰能抗拒他那要死不活而又自憐低沈的嗓音呢。他的詞即使脫離旋律，仍然有著
深邃動人的力量。然而，科恩的旋律也是過耳難忘的。作為音樂人的科恩，仍然足以在樂史上投下高大的身影。只是他的詩太好，
光芒往往掩蓋了他的音樂。 ——馬世芳 年耀眼，狂放，才氣縱橫……喬伊斯猶在人間……他以科恩之名居住在蒙特婁，
而從亨利．米勒的角度來書寫。——波士頓週日先鋒報 代「加拿大有史以來最激進和非凡的小說之一。」——加拿大廣播
公司 夏「我讀過的最生動，最迷人，最勇敢的現代小說。」——《英倫情人》作者麥可．翁達傑 天「加拿大有史以來最複
雜、博學，最迷人的小說。」——加拿大現代文學評論先驅戴斯蒙德．佩西（Desmond Pacey） ，「令人目眩
神移的書寫……本書的讀者看到的是既可怕又美麗的景致。」——紐約時報 希「讓人為之屏息，瞠目結舌……科恩是
個雷霆萬鈞，而又詩意盎然的作者。」——達拉斯時代報（Dallas Times-Herald）
東方主義-Edward W. Said 1999 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於一九七八年出版,旋即引起廣泛的迴響與不同立場
的批評爭議,直至今日,已有日文、德文、葡萄牙文、義大利文、土耳共文等二十多種譯本相繼出版。薩依德的論述,其影響力甚
至從中東、伊斯蘭世界到非洲、南亞、中南美洲等地,有如骨牌效應,成為文化論述的重要著作、後殖民主義思潮之經典,也影響
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的研究方向與思考態度。《東方主義》是一本有關歐美如何看待中東、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兩百年學術傳統
的權力與想像的研究。薩依德以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論」及傳柯的「知識 / 權力論」為其論述的基礎,將東方主義者在全球性的
網絡中,所建構的西方殖民勢力對東方世界權力的支配、知識再生產之霸權架構、殖民與被殖民者、西方與東方之不對等權力關
後及主奴式的霸權體系一一展演於前。他進一步分析西對伊斯蘭世界及中東研究的東方學文本與作者,主要內容從殖民的政治建
制、東方學專家的學術生產事業、與有關文學創作和通俗報導方面,來釐清剖析西方對東方的東方化想像與現實東方的差異,為東、
西方多年來的文化交流,做了鞭闢入裡的多元詮釋。
当代广告学- 2013
印度哲学史-达斯古普塔 1996
匿名女子-奎兒・漢德瑞克斯（Greer Hendricks） 2020-02-07 妳認為自己待人處事很有原則，殊不
知原則也有價碼。 妳以為自己沒有做錯事，卻在不知不覺中成了第三者？ ★《我們之間》暢銷作家雙人組懸疑新作 ★《紐約
時報》暢銷榜Top 1、亞馬遜「懸疑驚悚」小說當月推薦選書 ★《今日美國》票選「不可錯過的五本書」之一 ★USA
電視網買下版權，即將拍攝影集 徵求十八至三十二歲女性參加道德研究實驗，酬勞豐厚，保證匿名。 擔任彩妝師的潔西卡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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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那邊偷聽到一場高額報酬的心理實驗，她決定說謊頂替，成為「第52號受試者」。 原以為自己回答幾個問題就可以拍拍屁
股走人，沒料到測驗內容遠比她想像的更詭異…… 問題一：妳可以毫無罪惡感地說謊嗎？ 問題二：妳會怕傷害心愛的人，
而對他們隱瞞祕密嗎？ 問題三：妳認為受害者有權利討回公道嗎？ 測驗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幾乎直刺人心。現在負責實驗
的博士提出更高的價碼，邀請潔西卡實際「執行」這些實驗問題。 她必須依照指令穿衣、打扮，到指定的酒吧與陌生男子調
情……潔西卡的生活逐漸變成一場思想實驗， 她甚至懷疑博士是否隨時都在監控她，這些實驗的目的究竟為何？研究對象是
她或是另有其人？ 潔西卡決定主動出擊，潛入博士的住處尋找實驗紀錄。 她在自己檔案中發現博士寫下奇怪的評語：「放棄掙
扎吧，第52號受試者，這場實驗將讓妳重獲自由。」 還有一個被藏起來的檔案夾，封面印著「第5號受試者」，裡頭有張和
她極為相似的女性的照片⋯⋯ 國外媒體讀者一致驚悚推薦 「奎兒和莎拉早已領悟了一套公式，她們非常了解如何讓引誘出角色
本身對於危險的渴望，將他們帶入災難的邊緣，逼他們縱身一躍。」——《紐約時報》 「聰明又邪惡的作家雙人組，繼《我
們之間》又一部令人緊張又期待的驚悚小說！」——《早安美國》雜誌 「我想到三個形容詞：強烈、扭曲，以及令人毛骨悚
然的冷靜。我看過作者的前一本小說《我們之間》，而《匿名女子》也沒有辜負我的期望，比我預想的還要好看。」——亞
馬遜讀者Susan 「我覺得這本書完美地詮釋了什麼是『心理』驚悚小說！祕密和謊言總是令人著迷，而有些人不需要透過
語言，觀察動作舉止就可以得到答案，他們『閱讀』人的技巧令人感到害怕。如果你對心理學感興趣，你一定也會樂在其
中。」——亞馬遜讀者Taddy 「讀這本小說時，我發現自己跟主角一樣陷入困境，在這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中不知道誰
才是真正的危險分子，他們下一步又會採取什麼行動？到底誰在說謊，誰才是可信賴的人？這種緊張感真是太棒
了！」——Goodreads讀者Jennifer 「這可不是一般的貓捉老鼠遊戲。誰是老鼠？誰是貓？別以為你捉的真
的是隻老鼠！」Goodreads讀者Me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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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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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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扎尔辞典-帕维奇 1998 本书的内容纷繁复杂,古代与现代,幻想与现实,梦与非梦盘根错节地缠绕在一起,时空倒溯,人鬼
转换,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扑朔迷离地描述了哈扎尔这个民族在中世纪突然从世界上消失的谜,被公认为一部奇书。
The stone angel-Margaret Laurence 1999 本书通过哈格·希伯利从小姑娘到九十高龄老
妇的成长历史,反映了加拿大的社会现实,塑造出哈格这一骄傲、自强、不畏人生艰难的女性形象,富有浓厚的人文色彩。
白老虎-Aravind Adiga 2009
比利提斯之歌-路易斯 2009 本书收入散文诗158篇,分“庞费利地区的牧歌”、“米蒂莲地区的哀歌”、“塞浦路斯岛的
碑铭”、“比利提斯之墓”等四部分.
一个数学家的辩白-哈代 2020 本书是哈代于1940年写成的心得之作,展现了数学之美,数学的持久性和数学的重要性三
大主题.作者从自己的角度谈论了数学中的美学,给众多数学"门外汉"一个机会,洞察工作中的数学家的内心.作者还讨论了数学
的本质与特点,数学的历史及其社会功能等诸多话题.该书被称为是"用最优雅的语言对数学真谛进行的最完美的揭示",原汁原味
地向读者展示了一位真正,纯粹的数学家的数学思想,是不可多得的经典读物.
三體II：黑暗森林-劉慈欣 2011-04-07 ◆狂賀！！2015年雨果獎長篇科幻小說獎得主，華人世界第一人！ 二
十一世紀中國文壇最值得注意的作家——劉慈欣，最暢銷系列作推出續集！ 《三體》想像奇詭，氣勢磅?，寄托深遠，堪稱
百年中文科幻小?的首選。 ——王德威 二○○六年，《三體》開始在《科幻世界》雜誌連載，引起熱烈迴響；二○一○
年，《三體Ⅲ：死神永生》在中國上市，首刷十萬本，甫上市立即銷售一空、緊急再刷。在台灣，《三體》第一部尚未出版，試
讀迴響踴躍，也在批踢踢形成「洗版」現象。「三體」不但是華文科幻的最熱話題，劉慈欣更成為第一個被好萊塢買下電影改編
權的華文科幻作家！ 劉慈欣在中國擁有數量龐大的擁護者，王德威譽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壇最值得注意的作家」。《三體》
系列所展現的開闊格局，將華文科幻帶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劉慈欣之於科幻，如同金庸之於武俠，都將類型小說寫出了迥異於以
往的恢弘格局。他筆下的許多人物角色，也深植書迷心中，令人神往。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個文明都是帶槍的獵人 智子
鎖死了地球的基礎科學，監視所有人的一言一行。龐大的三體艦隊向地球飛來，地球也建立了太空軍，建設宇宙軍備準備迎戰。
為了對抗三體文明對地球進行的封鎖與監視，地球挑出四個人，執行「面壁計畫」。面壁者一生都必須孤寂地思索戰略，他們不
能向任何人洩露這些行動的動機，卻能動用地球最多的資源，進行各種配置。三體文明與地球三體組織，也挑選出「破壁人」，
一一譯解面壁人的戰略。 面壁者無法與人溝通的悲哀隨著冬眠技術發達，持續了數個世紀，直到有個人向蒼穹下了一道咒語，
地球與三體文明之間的局勢，終於出現大逆轉…… ◎三體系列：《三體》、《三體II：黑暗森林》、《三體III：死神永
生》 【專家導析】 宋明煒（美國衛斯理學院東亞系教授） 【口碑推薦】 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李偉才（香港科幻會會長） 出版社??貓頭鷹 (城邦)?
起飛-Michael A. Singer 2010-03-0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Untethered Soul: the journey beyond yourself. As a spiritual
teacher, Michael Singer takes us step by step throug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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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f intellectual Yoga; help liberate us from our self-image
and become a happy and creative soul.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裸猿-D.)·莫利斯(Morris 1987 书名原文:The naked ape
心理控制术-马尔茨 2007 本书作者通过大量的案例,包括许多著名奥运选手、职业运动员、教练、高尔夫选手、竞技牛仔
等的切身经历,阐明了心理控制术在改变人们生活中的神奇作用.
医生的翻译员-Jhumpa Lahiri 2001
雪球-Alice Schroeder 2008-12-01 A two-volum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Snowball: 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 This
comprehensiv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the greatest investment
mind of the century, is a product of over 5 years of research and
interviews. A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of non-fiction, the
biography focuses on Buffett as a human being, and his principles
and wisdom.
82年生的金智英-趙南柱（조남주） 2018-05-03 u 你們可以對一切都覺得理所當然， 我卻再也沒辦法繼續忍氣
吞聲。 可是我只有變成別人，才能為自己說話。 我是金智英，1982年生。 u ★「BTS防彈少年團」團長南俊 網路
直播推薦書籍 ★最值得買來送給男性友人讀的一本書！ ★韓國國會議員、政策立案者必讀的轟動之作！ ★韓國正義黨黨鞭大
聲呼籲： 文在寅總統， 盼您擁抱這本《82年生的金智英》! 「希望10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不再讓1992年生的金智
英陷於絕望。」 l 韓國2017年書店評選文學小說類年度最佳書籍 l 新書暢銷榜Top1，實體、網路書店小說
類Top1 l 韓國2017上半年最賣座小說，上市至今累積銷量破75萬冊 l 阿拉丁書店暢銷冠軍，連續 23 週前十名
l 韓國最大網路書店Yes24 總榜第二名，並獲頒年度作家大獎 王春子（插畫家） 吳若權（作家／廣播主持／企管顧問）
李濠仲（《上報》主筆／作家） 林靜如（律師娘） 御姐愛（作家） 一致推薦 （姓名以筆劃排序） ․․․ 【故事簡介】 金智
英，1982年4月1日生於首爾。 她有著那世代女生的菜市場名，生長於平凡的公務員家庭，大學就讀人文科系，畢業後好
不容易找到還算安穩的工作，31歲和大學學長結婚，婚後三年兩人有了女兒。 接著，在眾人「理所當然」的期待下，她辭掉
工作當起平凡的家庭主婦…… 某天，金智英的講話和行動變得異常起來，與丈夫講話時，用的是自己母親的口吻，或者化身
成已經過世的學姊，脫口而出驚人之語；到釜山婆家過節時，又有如自己母親上身般，以「親家母」的身分向婆婆吐露內心的不
滿。 最後丈夫決定帶她接受心理諮商，就在與醫師的對話中，她慢慢揭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 ＊ ＊ ＊ l 弟弟的一切東
西都無比珍貴，不是哪個阿貓阿狗都可以觸碰的，偷吃弟弟奶粉還會被重男輕女的奶奶打 l 高中時遭到補習班男同學跟蹤，反
而被父親責罵，認為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著要保守、行為要檢點，危險的時間、危險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免，否則問題出在不懂
得避免的人身上 l 求職時被問過：遇到客戶性騷擾會做何反應；經常遭受面試官對她的外貌批評，甚至經歷不必要的肢體接觸
l 因為年紀最小又是女生，每天得負責幫其他同事泡咖啡，並忍受應酬灌酒 l 公司會優先提拔男性，而且他們薪水還比較高，
但是難伺候的客戶卻會交給女職員，因為覺得「沒有必要把比較有可能長期留在公司服務的男同事逼太緊，叫他們做苦差事」 l
結婚後沒多久親戚長輩就開始關切何時生孩子，還一口斷定是她身體有問題才懷不上 l 生了小孩卻不得不辭職在家帶小孩，而
且丈夫不能理解自己生兒育女會有的損失，認為他也會幫忙家事也會負責撫養就好 l 好不容易稍微脫離筋疲力竭的育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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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面喝咖啡喘口氣，卻聽到別人說：「命真好，我也好想用先生賺來的錢買咖啡喝、整天到處去閒晃……」 我是金智
英，1982年生， 這是我的故事，或許也是妳們的真實人生…… ＊ ＊ ＊ 這本書宛如人生現場直播，述說女性在社會中
所感受到的一連串恐懼、疲憊、錯愕、驚嚇、混亂與挫折。透過女主角金智英的人生具體探討了社會對於女性的不公與偏見體現
在哪裡？這些看不到的性別歧視如何制約和壓抑女性的人生？女性在家庭、職場、婚姻中到底犧牲了什麼？ 全文以金智英的記
憶為敘述主軸，偶爾引用了統計資料、文獻報導來支持那些記憶，意圖將她的人生刻畫得更為寫實、普遍，就是在這樣平凡有如
紀錄片的人生中，蘊藏著令人心驚的現實批判。從小說主人公名字開始，到其經歷的人生故事，在她身上仿佛每個人都能看見自
己的影子，讀來感同身受，也令人心痛。 【作者的話】 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到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 導致沒有辦法獲得付出後
應有的成就， 甚至認為那是因為自己無能而深感自責的女性， 希望她們在閱讀完這本書以後，可以獲得一些安慰。 【韓國書
評】 那些至今被許多女性認為只是日常生活中會經歷的事情、不特別認為有什麼問題的事情、一些被忽略的議題等，統統都被
這本小說點了出來。……作者在刻畫金智英這個角色人物時想要跳脫女性框架，不只停留在好像是為女性訴苦或者發聲的角
色，而是獲得更廣、更普遍的共感帶（包括男性以及不同世代的讀者）。這也是為什麼這本書會比其他女性主義書籍話題性十足
的原因所在。――文化評論家張德賢 閱讀到最後，你甚至分不清自己究竟是金智英，還是金智英其實就是自己，因為她的人
生正好如實呈現著「身為女性的人生」。……金智英的症狀雖然難用醫學角度說明，但是如果從「在對女性不友善的社會中
消音」的角度來看，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她只是透過這些女性替自己站出來發聲罷了。――女性學者金高蓮珠 【韓國網路書
店讀者迴響】： 如果還有人沒讀過這本書，會想要強力推薦一定一要翻翻看，這是一本徹底點醒我的書，那些過去認為理所當
然的事情，原來一點也不合理。김상희 看著金智英的人生故事，彷彿看見了自己的未來，因為知道自己一定也難逃這樣的命運，
所以讀著讀著默默留下了心有不甘的眼淚，這個世界一直在不停改變，但是要等到身為女人的我能徹底立足的世界到來，恐怕還
有一段路要走。정예린 我竟然花不到一天就看完了她的一生，因為那是非常熟悉、幾乎和我的人生一模一樣的故事。那些婚前
不知道、生小孩前不曾想過的鬱悶與煩惱，以及可想而知的未來，這根本不是一本小說，而是我的人生報告書。보리숲 難以否
定的事實，一旦開始閱讀便再也停不下來，身為出生在韓國的女性必讀，至少要先從我們開始改變。이한나
暗藏杀机-克里斯蒂 2008 汤米? 贝雷斯福德和杜本丝? 考利和第一次大战后的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穷途潦倒,就业艰难。
他们焦躁不安,渴望刺激,于是俩人开始策划一个大胆的商业计划——“年轻人冒险有限公司”,声称“愿意做任何事情,去任何
地方”。由于遇上了心怀叵测的惠廷顿先生, 他俩首次接受的任务,便是寻找一颗政治定时炸弹的下落,即“卢西塔尼亚”号客轮
沉没后一份神秘失踪的高级机密文件。他们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神秘而冷酷的布朗先生可怕监视之中,并陷入了一种赳出想象
的危险处境.
尼赫鲁自传- 2014
透過藝術的教育-Herbert Read 1956
凯恩与阿贝尔-阿切尔 2019 本书故事发生在20世纪激烈动荡的头60年,主人公一个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美国银行世家
独子,一个是被猎户收养的波兰男爵私生子.他们同一天来到世上,从社会阶层的两极出发,经历了一战,世界经济危机,二战的洗礼,
通过非凡的奋斗到达人生巅峰,却也阴差阳错展开了一生的争斗.两个天才的相互拯救和毁灭,构成一部惊心动魄的奋斗史和豪门
斗争大戏.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萧伯纳 2019 本书讲述的是罗马帝国时期凯撒征伐过程中与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发生的种种故事.
书中塑造了鲜明复杂的人物形象,描绘他们妙语连珠的对话,以寄托作者的政治理想,讽刺当时欧洲帝国主义蔓延全球的动荡现实.
团队的五种机能障碍-兰西奥尼 2002 本书包括:运转失灵;点燃希望之火;重磅出击;引导;模式概述;团队评估;了解并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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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机能障碍等内容。
再給我一天-米奇．艾爾邦 2007-03-01 中年男子查理，本是職業棒球選手，由於受傷而不再能馳騁於運動場。此後他
謀生不順，個性變得乖僻難纏；他自暴自棄，終日酗酒。妻女離他而去。當他得知獨生女連婚禮也不要他參加，他覺得自己被打
碎了。他決定自殺。 他在一個靈異般的情境裡與死去的母親重逢。他回到老家所在的小鎮，陪母親渡過了一天。這一天，很平
常；這一天，卻也很不一樣，因為，母親終於說出了那個祕密。 父親當年為什麼要拋下他們，離家出走？這個問題像一個不曾
痊癒的傷口，在查理心中淤著血。而今，這個祕密像煙一樣浮出，遮住了天空，他震驚也茫然在今生與來生之間的某一個地方，
查理重新認識了自己的母親，得知了母親為家庭所做的犧牲。 查理努力記住他在與母親重逢那天所得到的溫柔和理解，把他以
為已經破碎的生命重新拼湊起來。查理重新活了一次。 意外與母親相聚的這一天，讓查理懂得了什麼叫「家」。家，不需要你
講道理，只需要你理解，接受，然後，愛。
纽约三部曲-奥斯特 2007 《玻璃城》、《幽灵》、《锁闭的房间》被称为纽约三部曲。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奥
斯特通过营造哥特式的紧张气氛,设置一个又一个悬念来诱使读者与之一起踏上追寻身份和存在意义的心灵之旅。
瓦特希普高原-理察‧亞當斯 2018-04-25
圣女贞德-萧伯纳 2015
卖花女/英汉对照/珍藏本/金石系列/Pygmalion/匹克梅梁-萧伯纳 2002 珍藏本.
相约星期二- 2007 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
战争与反战争-托夫勒 2007 本书内容包括:冲突、轨迹、探索、知识、危险、和平六部分。
玫琳凯谈人的管理-阿什 1995 书名原文:Mary Kay on people management
曙光中的机器人-阿西莫夫 2005 在遥远的索拉利星球上,首次爆发了神秘谋杀案。地球便衣钡莱奉命前往侦案,他的搭档是
个机器人,他们能够合作愉快,尽快破案吗?.
瓦解-阿契贝 2009 这是一部非洲部落英雄的悲剧史诗。奥贡喀沃是尼日利亚伊博部落的重要人物,在他生活的时代,白人首
次出现在视野里......由于他的傲慢和恐惧,他最终被驱逐出自己的部落。七年以后,他终于回到故乡,白人和天主教却在部落里
扎了根,甚至他寄予厚望的长子也皈依了天主教,而他最后也含恨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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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here, we have countless book kamasutra kannada file and
collections to check out. We additionally allow variant types and as a
consequence type of the books to browse. The welcome book, fiction,
history, novel, scientific research, as competently as various additional
sorts of books are readily approachable here.
As this kamasutra kannada file, it ends happening subconscious one of
the favored ebook kamasutra kannada file collections that we have. This
is why you remain in the best website to see the amazing books to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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