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ers Companion Blasphemous Knowledge Roleplaying
The Keeper's Companion-Keith Herber 2000-09-01 [CALL OF CTHULHU ROLEPLAYING] "The Keeper's Companion" is an invaluable resource for
gamemasters. The material includes advice for new keepers, a lengthy study of Mythos artifacts, a learned discussion of many occult books, an up-tothe-moment description of every facet of forensic medicine, a thorough revi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game skills (including nearly two dozen new
ones), and the entire text of "The Keeper's Compendium," somewhat updated -- forbidden books, secret cults, alien races, and mysterious places.
Additional short essays and features round out this book -- more than 100,000 words!
The Keeper's Companion, Vol. 2-Lynn Willis 2002-09-01 New to Call of Cthulhu? A battle-scarred veteran of many campaigns? Here are essential
background articles useful to most keepers.
暴风雨-W.·莎士比亚 (英) 2002
洛夫克拉夫特之鄉：逃出絕命村-麥特．羅夫(Matt Ruff) 2019-01-03 對黑人而言，再也沒有比這裡——雖然是家鄉，卻處處寸步難行——更可怕的地方了。身邊到處都是怪物，有時它是洛夫克拉夫特的舊日支配者，有時是警察、三K黨，有時只是普通的登記選
民…… J．J．亞伯拉罕（《LOST檔案》、《西方極樂園》監製）、喬登．皮爾（《逃出絕命鎮》導演）聯手監製，HBO改編影集拍攝中！ 吉姆．克勞里程——一種測量單位，有色人種特別適用，內含實際的距離與偶發的恐懼、偏執、挫折與憤怒。本質會不斷變形，導致
旅行時間無法估算；暴力更使旅行者的健康與心智狀態，持續陷入危機。——《黑鬼安全旅行指南》，一九五四年夏季版 ?一九五四年的美國，由於種族隔離法，以及普遍的歧視觀念，黑人被餐廳、商店拒於門外是家常便飯，無緣無故被白人私刑吊死或遭到警察蓄意射殺更是每天都可
能遇到的危險，以致於黑人出門遠行還必須帶著《黑人安全旅行指南》、時時遵守以保安全。 ?二十二歲的阿弟克斯是韓戰退伍軍人，和父親蒙特羅斯時常針對是否要深入追查已逝母親的家族史起爭執。阿弟克斯認為過去的事就該放下，蒙特羅斯卻執著地想要查出亡妻家族中一位女性祖
先逃離奴隸身分、獲得自由的始末。 一日，阿弟克斯聽說父親跟一名陌生白人男子離開住處後便失蹤了。向來痛恨白人的父親居然會和白人離開，阿弟克斯驚訝之餘，推測這和父親鑽研多年、終有突破的家族史有關，於是和伯伯喬治以及好友蕾蒂夏前往母親的祖先還是黑奴時居住的地點：
麻州小村——和洛夫克拉夫特筆下邪神現身的阿卡漢僅有一字之差——阿德漢。漫漫長路上危機四伏，好不容易躲過白人警察的追殺，抵達神秘小村後，阿弟克斯發現更致命的危機正等著他們送上門…… 蒙特羅斯到底去哪裡了？那名神秘白人男子究竟是什麼人，又有什麼目的？
阿弟克斯一行人又是否能順利逃出生天？ 【各界好評】 冬陽 （小說愛讀者）/ 陳?青（作家） / WAITING（文字工作者）/ 龍貓大王（ 粉絲團「龍貓大王通信」主人 ）/ 螺螄拜恩（暢銷書人氣作家）驚艷推薦 AMAZON / GOODREADS讀者4.5顆星
好評！ ◎克蘇魯神話裡的怪物與神祇一直在恐怖小說史中佔據嚇死人不償命的地位， 但《洛夫克拉夫特之鄉：逃出絕命村》再度提醒我們，現實的種族歧視也一樣嚇人，而且就與那些怪物同樣黑暗黏膩，令人打從心裡感到惡寒。 ——WAITING ◎羅夫用二十世紀中恐怖、
科幻小說的陳腔濫調，對抗同時無所不在的庸俗偏見，玩得不亦樂乎。偏見底層屢屢傳出更邪惡的低吟。 ——《紐約時報》書評 ◎這本書最偉大的勝利，是在壓縮緊繃的環境裡，硬生生劈出寬裕空間，讓角色得以從容生活與呼吸。 機智流暢的對話、扣人心弦的行文，讓《洛夫克拉夫
特之鄉：逃出絕命村》——挑戰科幻小說類型中，辨識度最高的經典—— 物超所值。? ——芝加哥書評 ◎見證家庭、社區、創意與愛的力量，如何征服（或者，至少抗衡）歷久不衰的邪惡。 ——《軌跡》雜誌 ◎揉合諸般類型的《洛夫克拉夫特之鄉：逃出絕命村》，鎖定
現代美國最嚴重的種族課題，娓娓道來。 ?串起舊式通俗小說的偏見，保留原味，融成一本可讀性高恐怖小說，別樹一格：以古諷今，動人心魄卻又妙趣橫生。 ——邦諾書店科幻部落 出版社 獨步文化 (城邦)?
夢尋祕境卡達斯-H.P.洛夫克拉夫特 2021-07-20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古典恐怖故事作家 史蒂芬．金、尼爾．蓋曼、喬治．馬丁、伊藤潤二創作的原點 二〇二〇年追頒雨果獎最佳系列作品 深入「克蘇魯神話」的世界，與地球神明、舊日支配者和外神正式接觸！ 最知名的夢境
探險家藍道夫．卡特，帶領讀者進入《死靈之書》中的異次元空間幻夢境，展開神魔交錯的黑色奇幻冒險！ 要對洛夫克拉夫特作品有更全面的理解，就必須閱讀他的幻夢傳奇。 大多讀者對洛夫克拉夫特作品的第一印象，通常是潛藏在人煙罕至的地帶中的神祕怪物、邪教徒呼喚出的邪神，
或因追尋真相而精神受創的主角。彷彿一提到洛夫克拉夫特，就會聯想到人類難以理解的異次元生物。但在洛夫克拉夫特的寫作歷程中，克蘇魯神話並不是他筆下唯一的作品範疇。 《幻夢境小說傑作選》，是由一連串異次元空間幻夢境的相關故事所組成。收錄的十篇故事，以藍道夫．卡
特的冒險事蹟作為主軸，再加上幻夢傳奇的重要篇章《奈亞拉索特普》、《烏撒之貓》與《末日降臨薩納斯》，和劇情看似獨立、卻對後續故事有重要連結的恐怖短篇經典《皮克曼的模特兒》，以及將上述元素串聯在一起的長篇故事《夢尋祕境卡達斯》。 在這個由夢境構成的奇幻世界中，
各種奇異生物都生活在同一個空間，同樣的，地球諸神也在這個幻夢境中活動，像是由夜魅服侍的凱爾特神祇諾登斯，以及在克蘇魯神話中惡名昭彰的外神使者奈亞拉索特普。 幻夢傳奇與克蘇魯神話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它偏向帶有微妙恐怖的奇幻故事，而非完全傾向克蘇魯神話深淵般的
太空恐怖劇情。此外，洛夫克拉夫特在其他故事偶爾提及的諸多神祕地名（像是《死靈之書》中經常提及的冷之高原），也會在本書中完整呈現在讀者眼前，讓這個系列，與《克蘇魯的呼喚》相關故事息息相關，卻又展現出自己獨特的生命力。 有趣的是，在這裡，作者本人的化身──藍
道夫．卡特，會如同神話故事中的英雄，循序漸進，帶領讀者深入幻夢境，首尾相連，將各個段篇故事拼湊為一個完整的冒險歷程，打造出一個如同《魔戒》般，精彩刺激的傳奇故事。 作者簡介│ 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1890—1937） 美國恐怖
與怪奇小說家，因創造發展出日後被稱為「克蘇魯神話」體系的各類作品而聞名。 他在世時可說是名不見經傳，雖然產量頗豐，作品散見各大雜誌，但一生從未能夠靠著編輯與作家的收入養活自己，但他樂於與許多作家與文學家通信，訴說自己的世界觀與生活，並輔導年輕作家，此通信
圈也被稱為「洛夫克拉夫特圈」。 後因長期貧困的生活並得到癌症，於四十六歲過世。雖然過世，但由於「洛夫克拉夫特圈」中許多作家經常借鑑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中的設定與想法，使得他的名氣越來越大，影響力擴散至遊戲、音樂、影像等領域，也影響了史蒂芬．金、尼爾．蓋曼等眾
多現代知名作家，且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古典恐怖故事作家。」 譯者簡介│ 李函 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英文系，與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所。喜歡透過不同的語言與文字，讓作家們的心血能被更多人閱讀。譯作有《此乃書之大敵》、《百年回首》、《克蘇
魯的呼喚》（堡壘文化出版）、《碳變》等。 個人網站：brokenheartstudio.blogspot.tw/
诱惑的艺术-格林 2007 禁忌意味着诱惑,凡是被禁止的都是被强烈渴望的。因此,你要想方设法使自己成为一颗禁果.
克蘇魯的呼喚-H.P.洛夫克拉夫特 2021-01-05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古典恐怖故事作家 史蒂芬．金、尼爾．蓋曼、喬治．馬丁、伊藤潤二創作的原點 二〇二〇年追頒雨果獎最佳系列作品 「克蘇魯神話」的起源，恐怖小說的同義詞 「人類最古老、最強烈的情感就是恐怖，各種
恐怖中，最強烈的，就是對於未知的恐怖。」 你或許沒有閱讀過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恐怖故事，但一定在不同媒體中看過源自克蘇魯神話的視覺或敘事元素。 承襲愛倫坡文風的洛夫克拉夫特在生前並不知名，但他的風格卻廣泛影響後世的知名恐怖作家，包括史蒂芬．金與《養鬼吃人》的
作者克萊夫．巴克。克蘇魯邪神眾也經常在不同作品中客串，諸如尼爾．蓋曼的作品或漫威與DC等美國漫畫；蝙蝠俠故事中用於囚禁小丑等瘋狂罪犯的阿卡漢瘋人院便取自洛夫克拉夫特筆下的虛構小鎮阿卡漢。 洛夫克拉夫特一向專注於描寫對未知事物的恐懼，與人類在宇宙中不可名狀
的生物／邪神相比之下的渺小。作品中的人類角色試圖以理性面對前所未見的古老超自然威脅，但大多角色最後都落入理性崩壞的瘋狂深淵中。故事中的各類宇宙古老邪神不盡然會在劇情中出現，洛夫克拉夫特對大多數邪神或其從屬生物也只提供粗略的外觀或行為描寫，但反而營造出更強
的未知恐怖感。 洛夫克拉夫特的宇宙恐怖元素，除了受到大量後世作家引用和拓展外，也將觸手伸向恐怖小說以外的領域。美國DC漫畫中，囚禁蝙蝠俠諸多反派的阿卡漢療養院（Arkham Asylum），便得名於克蘇魯神話中惡名昭彰的新英格蘭小鎮。導演約翰．卡本特
（John Carpenter）在八○年代拍攝的「啟示錄三部曲」（Apocalypse Trilogy）便深受洛夫克拉夫特的直接影響，其中最有名的則是為科幻恐怖電影開創了新里程碑的《突變第三型》（The Thing）。 如今，「克蘇魯神話」已成為近一世紀以來影
響力最大的恐怖小說與故事元素，之後，我們還會不斷看到此系譜衍生出來的各種電影、遊戲、漫畫與文學作品。 本書收錄了「克蘇魯神話」中，最具代表性的八則故事，請靜下心、深呼吸，慢慢閱讀，喚醒你內心深處，那股對未知事物的恐懼，並勇敢面對源自久遠古老年代的超自然威
脅。 作者簡介│ H.P.洛夫克拉夫特（H.P. Lovecraft，1890—1937） 美國恐怖與怪奇小說家，因創造發展出日後被稱為「克蘇魯神話」體系的各類作品而聞名。 他在世時可說是名不見經傳，雖然產量頗豐，作品散見各大雜誌，但一生從未能夠靠著編輯與作家
的收入養活自己，但他樂於與許多作家與文學家通信，訴說自己的世界觀與生活，並輔導年輕作家，此通信圈也被稱為「洛夫克拉夫特圈」。 後因長期貧困的生活並得到癌症，於四十六歲過世。雖然過世，但由於「洛夫克拉夫特圈」中許多作家經常借鑑洛夫克拉夫特作品中的設定與想法，
使得他的名氣越來越大，影響力擴散至遊戲、音樂、影像等領域，也影響了史蒂芬．金、尼爾．蓋曼等眾多現代知名作家，且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古典恐怖故事作家。」 譯者簡介│ 李函 畢業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英文系，與英國格拉斯哥大學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所。喜歡透過
不同的語言與文字，讓作家們的心血能被更多人閱讀。譯作有《此乃書之大敵》、《百年回首》（堡壘文化出版）、《黑手》、《碳變》等。 個人網站：brokenheartstudio.blogspot.tw/
帕迪多街車站-柴納．米耶維 2018-09-26 柴納‧米耶維是近幾年來各個領域中最有趣、前景最看好的作家…… 他重新塑造了當代奇幻。 ――《風之影》作者 卡洛斯．魯依斯．薩豐 這是一座搭建於屍骨和破磚上的骯髒城市， 它結合工業與暴力的陰謀，是一片難以解讀
的不毛之地。 ――是的，某處仍藏有夢想， 但沒有路通往那個地方。 孤僻而古怪的科學家以薩與戀人同居於新克洛布桑。當一名翅膀被活生生割斷的鳥人帶著鉅款找上門，希望以薩讓他再次飛行，以薩突然覺得頹廢無趣的生活又有趣了起來。他接下案子，開始埋頭氣體動力學和生物
學、弄來所有能飛的生物解剖重組，甚至研讀古老而禁忌的魔法，嘗試以非物理性的方式翻轉地心引力――而一條流入黑市、意外來到以薩手中的蟲子，則在他髒亂無序的實驗室裡默默成長。以薩並不知道，這個生物將帶來毀天滅地的浩劫。 毛蟲樣貌妖異、色彩斑斕，以毒品「殘夢」
為食。牠會對人類心智會造成嚴重影響。每回以薩餵牠，總會產生劇烈頭痛與幻覺。但他仍一意醉心研究，毫無危機意識，直到毛蟲羽化，兩片變幻莫測、瑰奇壯麗的蟲翅在他面前展開，以薩才理解自己催生了一頭怎樣的怪物…… 我們毫無勝算， 就連惡魔也害怕我們要獵捕的對
象―― 噩夢如瘟疫般爆發，籠罩整個新克洛布桑。 魔蛾出發獵食；城市即將滅亡…… 【編輯筆記】 在柴納．米耶維筆下，城市栩栩如生，人與非人悠然自在，迂迴穿梭於髒汙黑暗的街道，一如《星際大戰》中種族混雜的星球，破敗而臭氣濃厚。無論在任何城市，交通樞紐都像心
臟，是一顆巨大而怦怦鼓動的活體器官；它鎮日輸入輸出――車輛或生物、貨品或罪犯、實體或幻影。它是見證一切的魔眼，也是金屬鐵鏽組成的血管。在帕迪多街車站，天與地、黑與白、純潔與犯罪、科學與魔法，都在此交會。 然而拯救城市的英雄十分顛覆想像――說是英雄，不
如說是捅出簍子的始作俑者。然而即便是麻煩的起源，整個噩夢卻是由整個城市的黑暗人心來完成――犯罪的鳥人前來求助、對稀有生物的需求流入黑市、毛蟲貪食危險的毒品「殘夢」、為了錢與權毫無道德操守的政府……瘋狂科學家雖是自作孽，也是連環事件中唯一出手解決的一
枚齒輪。 在新克洛布桑，他是活在不見天日的夾縫中的無名小卒，卻又真實得足以照亮這座陰暗的城市。 作者簡介 | 柴納．米耶維（China Mieville） 1972年出生於英格蘭的諾里奇（Norwich）， 18歲進入劍橋大學就讀社會人類學之前，曾在埃及教了一年
英文，因此對阿拉伯文化以及中東政治產生極大興趣。1995年取得倫敦政經學院的國際關係碩士學位。碩士畢業後，曾於哈佛大學就讀，但覺得當地生活過於拘謹，缺乏地下文化，於是又回到倫敦政經學院，後獲頒國際法學博士，並於2005年出版博士論文《對等權利之間：國際
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 米耶維也是個積極的政治參與者，2001年曾代表社會主義者聯盟（the Socialist Alliance）參選英國下議院議員；也曾在抗議事件中遭到拘捕。也因此他的作品往往瀰漫著濃厚的政治批判色彩。 米耶維是「新怪譚」文類的代表文類，作品結
合科幻與奇幻，但以真實世界為創作藍本，關注現實社會議題。他計畫在每一個類型都各寫一本小說，目前已累積的作品有美國西部小說《Iron Council》、海洋冒險小說《The Scar》、青少年小說《偽倫敦》，以及推理懸疑小說《被謀殺的城市》等。這些作品雖分屬不
同類型，但皆建構在想像或超自然的時空。 目前在英國華威克大學教授創意寫作。 譯者簡介 | 劉曉樺 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士、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學會計所碩士。熱愛故事中的驚悚與暴力，但希望現實世界大同和平。譯作包括《帕迪多街車站》、《魔像與精靈》《金翅雀》、《階梯之
城》等。
好奇年代-Richard Holmes 2020
野鴨- 2008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学- 1996
耶稣的一生-勒南 1999 据人人丛书1927年英文版译出
烟草路-考德威尔 2000 版权通过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Inc.与Laurence Pollinger Limited商定
现代戏剧理论 (1880-1950)-Peter Szondi 2006 本书文字简洁,篇幅紧凑,将形式看作内容的积淀,融形式分析与内容分析为一体,思路清晰地梳理出现代戏剧从易卜生到阿瑟·密勒的发展脉络,将极复杂的事情用极简单的语言表述出来。
虛構女王-法蘭西絲卡‧莎碧亞 Francesca Zappia 2016-03-30 一個無法分辨真實與幻覺的女孩， 愛上一個有感情表述障礙的男孩 ——但她怎麼知道，一切是不是都是她幻想出來的？ Teen Vogue—最受注目新書！ 邦諾書店、赫芬頓郵報—最
令人期待的高校小說！ USA TODAY—最受歡迎高校驚悚！ Seventeen Magazine—最愛新書！ Epic Read—最讓人想讀的高校小說！ 狂野爆笑更勝電影《破處女王》： 如果大家都說你不正常，最愛你的人一定根本不在乎。 她每天帶相機出門，
拍下所有可疑影像，方便回家後做二度確認。 無論是回家或是到學校，只要進入另一個環境，她就要做周遭環境檢查。 她不吃沒吃過的東西，即便是媽媽做的飯或學校午餐，她都要檢查有無 （一）下毒， （二）放追蹤器。 她無法分辨現實與幻覺。她的世界裡二次世界大戰沒有結束、
共產黨和納粹是致命威脅。 而這一切都要從一個藍眼睛的男孩，和量販店裡一水槽的龍蝦開始解釋起。 亞歷山大七歲時，在一家超市的龍蝦水槽前遇到了藍眼睛男孩邁爾斯，在他的幫助下，解救了砧板上即將成為亡魂的龍蝦。事後男孩答應和她做朋友，但亞歷山大卻再也沒有見過他。
根據亞歷山大媽媽的記憶，「龍蝦事件」從未發生過，因為女兒堅持，只好向心理醫生求助，這才發現亞歷山大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接下來的十年，她好不容易說服自己，龍蝦事件真的不曾發生，藍眼男孩更是只存在於她的幻想中。沒想到亞歷山大竟在新轉入的高中遇見邁爾斯！ 可
是她很快就發現，邁爾斯和自己記憶中的藍眼男孩天差地遠：他聰明但待人處事尖銳、不留情面。 在知道邁爾斯也有自己特殊的「感情狀況」後，兩人彼此告白、相戀，就在這時亞歷山大的幻覺加劇——教室天花板會竄出蟒蛇，校長對體育館的記分板滔滔不絕，妹妹查理則神出鬼
沒——到底自己的家、甚至爸媽，到頭來難道只是一場幻覺？ 本書堪稱青少年版《派特的幸福劇本》——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少女，與情感表達障礙的天才少年，七歲時在超市如假似真的逗趣相遇，十年後重逢一起經歷瘋狂、歡樂又略帶感傷高三生活，最後不落俗套的結局，
讓HarperCollins 旗下童書品牌以六位數美金搶下法蘭西絲卡‧莎碧亞這位學生作家的處女作。海外版權已售出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巴西及法國。
如果我們是天生一對-貝琪．艾柏塔利(Becky Albertalli)、亞當．席佛拉(Adam Silvera) 2020-07-22 本書電影版權已授權電影公司Anonymous Content籌備拍攝中！ 小說版權已在全球售出十多國 電影《親愛的初戀》編劇又一BL
力作 兩位摯友貝琪‧艾柏塔利（Becky Albertalli）與亞當．席佛拉（Adam Silvera）聯手寫出了機智、幽默又溫馨的小說。這是關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男孩，無法判斷宇宙能量是要湊合他們──還是要分開他們的故事。 亞瑟只在紐約待一個暑假，如果他有從熱愛
的百老匯裡學到東西，那就是宇宙能量會在最不預期的情況下，給你一場精采的羅曼史。班從小在紐約長大，認為宇宙能量是個王八蛋，畢竟宇宙能量如果站在他那邊的話，他就不會需要抱著一箱前男友的東西去郵局了。 當亞瑟和班在郵局相遇的那一刻，宇宙能量又為他們準備了什麼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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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說不定什麼都沒有，畢竟，他們後來走散了；說不定是華麗的史詩，畢竟，他們又重逢了。但如果他們重來三次都無法搞定一場約會，那又是為什麼呢？ 在紐約這個大都會，亞瑟與班迂迴曲折的戀情是否就像是百老匯音樂劇那樣高潮迭起，充滿浪漫的情懷？如果他們就是天生一
對…… 好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吳鈞堯（作家） 陳栢青（作家） 盛浩偉（作家） 楊富閔（小說家） ★2018年紐約公共圖書館最佳青少年讀物 ★2018年Bustle年度最佳YA書籍 ★2018年Paste Magazine年度最佳YA書籍 ★2018年秋季
《出版者周刊》最令人期待的青少年小說 ★Indiebound 青少年獨立書店必讀選書 深受讀者喜愛的艾柏塔利以及席佛拉聯手打造了這個紐約夏日戀情，是個充滿喜感的羅曼史，有著甜蜜又有內涵的劇情。──《科克斯書評》 兩個截然不同的男孩談著迷人又甜蜜的戀愛。──
《出版者週刊》 艾柏塔利與席佛拉在玩世不恭與夢幻樂觀之間取得了恰好的平衡，描寫出一段寫實又逼真的青少年戀情。帶點爽快又夾雜著不可抗力，兩位不同風格的作者合作的天衣無縫也同時吸引到新舊粉絲。──《學校圖書館學報》 兩個頂尖YA酷兒作家協力打造出一對年輕情侶，
在忙碌的紐約裡甜到蛀牙的戀情。毫無疑問，這就是你期待已久的男同志愛情喜劇。──《娛樂週刊》必讀清單 讓羅曼史重新變酷的一段戀情，好的愛情喜劇就是要讓人有這種感覺。──《洛杉磯書評》 一齣開心而且幽默到讓你笑出來的愛情喜劇。──《號角圖書雜誌》
安靜！這裡是圖書館-Don Freeman 2012-11-01 《蠟筆盒的故事》作者唐．弗利門（Don Freeman）於1969年出版的重要作品美國經典繪本，適合親子共讀的溫馨之作；畫面充滿想像力，愉悅而生動亞洲地區2008年日文版、2009年韓文版
推出【大手牽小手】系列最新選書，由台灣繪本重要推手林真美策劃翻譯 ? 今天是動物日，歡迎動物、小鳥來到圖書館！ ? 小女孩凱莉喜歡圖書館，一個星期六早晨她坐在圖書館，翻著一本介紹動物園的書時，想到說不定其他動物也喜歡閱讀，因此她有了一個點子：「如果我是圖書館
員，我一定要設一個特別日，專門讓動物、小鳥們進來圖書館看書。」坐在櫃檯後面的凱莉，靜靜的等待，首先光臨的是金絲雀，然後獅子、小熊、大象、孔雀、烏龜、長頸鹿、豪豬、猴子一家……一一到來，凱莉告訴獅子不能在圖書館裡大吼大叫，幫大象安排了舒適的座位，引導長頸
鹿瀏覽書架上層許多跟高個子有關的書，提醒猴子一家不能調皮搗蛋……進來的每種動物都安安靜靜的看著書，一切似乎完美極了。突然，意外的訪客──小老鼠──從門口溜了進來，牠們在大象的鼻子上面玩官兵捉強盜，嚇走了停在大象頭頂的金絲雀，原來靜悄悄的圖書館開始一陣喧
鬧與騷動，凱莉要如何讓動物們離開，恢復圖書館的秩序呢？
重生世界-史考特‧韋斯特費德 2014-12-01 我感覺到自己從身體剝離﹐直接穿過地板，往下落入一個黑暗、安靜、冰冷的地方。 我不能呼吸，不能移動，不能思考……我已經死了。 為了出版她寫的青少年小說《重生世界》﹐黛西．帕特爾決定延遲入學，在沒有公寓、沒有
朋友、沒有合適衣服的情況下隻身搬到紐約巿。但很幸運地，黛西在許多經驗豐富的前輩大師和剛出茅蘆的新手作家的幫助下，慢慢地探索紐約﹐並對寫作﹑出版世界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在這一年裡，黛西完成她的小說，接受他人對作品的批判，而且還戀愛了。 和黛西的生活穿插進行
的是她創作的懸疑小說《重生世界》。為了躲避恐怖分子的攻擊，莉琪用念力進入死亡，來到了重生世界。這個世界黑暗、冰冷、沒有顏色，除了全身發亮的莉琪。她並沒有死去，卻意外成為了可以跨越陰陽兩界的賽可旁波斯，遇到了三千年前出生的死神亞瑪杰。從此，莉琪的人生起了大
轉變，她體內存在著一個她隨時可以躲進去的黑暗角落，不由自主地被殘留著許多可怕的未解懸案的重生世界所吸引，其中包含莉琪媽媽童年時被謀殺的朋友明蒂。和黛西一樣，莉琪也戀愛了……但意想不到的新危機步步逼近，這才發現她的特殊能力也許不夠強大到足以保全她最愛的人。
專屬頁面 http://www.locuspublishing.com/events/1111R061/
美学理论-阿多诺 1998 本书内容包括艺术,社会,美学;情境;艺术美:显现、精神化与直观性;谜语特质、真理性内容与形而上学;连贯与意义;主体一客体等。
孤注一擲-伊莉莎白溫(Elizabeth Wein),江莉芬譯 2015-07-01 內容簡介 「讓我們來試試看，要怎麼做才能賄賂妳？」 「他們送我來，是因為我很擅長說謊。可是我說的全是實話。」 年度最撼動人心的戰爭小說！ Amazon書店平均★★★★☆（4.4顆星）
Barnes & Noble書店平均★★★★☆（4.5顆星） Goodreads平均★★★★☆（4.1顆星） 我還有兩個星期 不管我怎麼掙扎，你們最後都會一槍把我斃了 那就是你們會對敵方間諜做的事 我會把所有我記得的事都告訴你，絕對包括每個枝微末節 你們這些愚蠢
的納粹混帳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日 一架飛機迫降在納粹德國的法國據地 兩個女孩──飛行員與乘客──是最好的朋友 她們之中，一個人有機會活下去，另一個人，則在遊戲尚未開始前就注定一敗塗地。 薇芮蒂被蓋世太保逮捕當下，就已確信自己毫無勝算。身為在敵方領地被捉拿的秘
密特務，她過的生活恰恰是間諜最可怕的夢魘及最無法忍受的殘忍現實。她只有一個簡單的選擇：揭露任務，或接受駭人的處決。 他們會嘗試從她口中挖掘真相，然而，真相可能超乎他們最初的想像。 在自白的同時，薇芮蒂揭露自己過往的人生──她如何與飛行員瑪蒂結為好友，以及為
何把瑪蒂留在毀損機身中、獨自孤軍奮戰的原因。每頁筆記上都有她為生命奮鬥的痕跡，訴說她對於勇氣、失敗、雖已近乎絕望但仍期盼歸鄉的堅強意念。 然而，交換秘密是否足以拯救自己，讓她從心狠手辣、殘酷無情的敵人手中存活下來？ 獲獎紀錄 ★愛倫坡獎最佳青少年小說獎 ★英
國讀寫學會青少年小說獎 ★普林茲文學獎銀獎 ★波士頓環球報號角書獎推薦 ★卡內基文學獎決選 ★金風箏文學獎銀獎 ★Catalyst好書獎 ★阿莎嘉最佳小說獎提名 ★學校圖書館期刊年度最佳選書 ★美國青少年圖書館服務協會獎入圍 ★Goodreads最佳青少年小說提名
★出版人周刊年度選書推薦 ★紐約時報書評年度值得關注青少年類選書 ★科克斯書評年度最佳青少年類選書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年度最佳青少年類選書 ★美國兒童圖書中心藍帶選書 ★書單雜誌編輯年度推薦選書 ★號角雜誌年度最佳選書 ★圖書館期刊最佳青少年小說選書 ★亞馬
遜最佳青少年類選書 ★邦諾書店最佳青少年類選書 ★書頁雜誌夏季青少年類推薦讀物 媒體及各界好評 伊莉莎白•溫創造出本書獨一無二的角色，儘管闔頁良久，我們仍能強烈感受。──紐約時報暢銷書《完美世界三部曲》作者艾莉．康迪（Ally Condie） 讀完這本書後，我覺
得自己其實是邂逅了我將永不遺忘的真實人物。我不僅是臣服於《孤注一擲》裡的角色人物──他們緊緊揪住我的心。所以說，我再怎麼推薦這本書都不為過！──紐約時報暢銷書《The Raven Boys》作者瑪姬•史泰伐特（Maggie Stiefvater） 這個描述友誼
與真理的故事太令人驚豔了！它將展翅翱翔、深植你心。──紐約時報暢銷書《紙片少女》作者洛莉•荷茲•安德森（Laurie Halse Anderson） 精采絕倫！以令人驚嘆的手法撰述而成的精采小說──這是少數幾本在我讀完當下立刻翻回第一頁，一讀再讀的小說。──
《星河方舟三部曲》作者貝絲•瑞維斯（Beth Revis） 充滿令人痛心的細節卻又全然令人信服，《孤注一擲》讓我佩服地五體投地！這本小說雖以友誼為主軸、然結局無法預期、美麗動人、令人久久難以忘懷。故事的殘酷讓人感同身受，書中的英勇事蹟如此真實且生氣蓬勃，讓
這些人物彷彿躍然紙上。你會企盼能親身保護這些書中的角色，確保他們都能平安無事，而你終將為自己的無能為力而心碎。──《格里莎三部曲》作者李•芭度葛（Leigh Bardugo） 《孤注一擲》描述敵我雙方對峙的心理遊戲，串連種種殘酷情節譜寫而成，是那種你至少得
讀兩次的小說。──《紐約時報》 若一個人的外顯態度能忠於自身性格與價值，那昆妮（編按：書中角色）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對一本青少年小說的角色如此著迷了！──《英國衛報》 本書著眼於過去，而非未來，《孤注一擲》是部巧妙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創
作品，內容包括間諜、嚴刑拷打、女飛行員、友誼、以及戰爭的恐怖。──《英國獨立報》 伊莉莎白．溫的文字在敘說戰爭下的恐怖和真摯動人的英雄事蹟之間取得完美平衡，呈現出細節考證嚴謹且經作者妙筆撰寫而成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故事。──《出版人周刊》，星號書評 令人印
象深刻、感受無處可躲的傷感卻又深深鼓舞人心，這部真切寫實卻不濫情的小說足以滿足最挑剔的讀者！──《書單雜誌》，星號書評 一個讓人無法全然相信的自白者，堅強的友誼、美妙的歷史細節、擲地有聲的文字！──《學校圖書館期刊》，星號書評 這部小說聲勢絕對水漲船高，部
分原因毫無疑問來自於伊莉莎白．溫本身即身為女飛行員的寶貴經驗。但本書傑出之處不僅於此──溫暖奔放的角色性格、對史實考證的執著、設計巧妙的情節與戲劇性的懸疑、當然還有躍然紙上的生動敘述以及滿溢智慧之言辭。──《號角雜誌》，星號書評 一部細細考究加上精確敘事
的精心傑作，使人內心隱隱作痛卻又無法忘懷。──《科克斯書評》，星號書評 值得讓人細細品味的緊湊情節，以真摯動人的友誼為故事主軸，每個令人掙扎的瞬間都是書中人物的勇氣與心碎揉合而成！──《美國兒童圖書中心》，星號書評
貝雷的新衣（新版）-艾莎．貝斯寇（Elsa Maartman Beskow） 2015-04-15 貝雷知道，從羊毛變成衣服，需要很多人幫忙！ 小男孩貝雷長大了，他最心愛的小羊也長大了，小羊的毛變長了，貝雷的衣服卻變短了……於是小男孩決定用小羊的毛，為自己
做件新衣，但他一個人做得到嗎？該怎麼做呢？ 本書為瑞典國寶級女作家艾莎˙貝斯寇最經典的作品之一，充分傳達出孩子的自信、自重與勇氣，書齡幾乎橫跨一個世紀，仍深受世界各國讀者們的喜愛。在令人眩目的紛擾世界中，這個清新樸實的故事，帶領孩子體會一種簡單的快樂。也讓
孩子透過這個故事，體會生活周邊的事物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存在，一件看似平凡的衣服是如何透過許多人的參與和付出才能完成。從這個角度看來，這本百年經典對現今很少有機會體驗勞動產出的孩子們而言，更是彌足珍貴。 系列特色 【美麗新世界】（新版） 孩子的第一套自然啟
蒙書 林真美老師策畫翻譯 1.台灣第一套人文與自然對話的圖畫書。 2.以文學的語言與圖像，啟蒙兒童對自然科學、環境與知識的好奇心；從孩子的眼光探詢宇宙萬事萬物的奧祕，帶來發現的感動與探索的樂趣，打開小讀者們的「科學之門」。 3.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小大讀書會創
辦人林真美策劃、翻譯。 4.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平均銷售超過二十年、再版無數次的經典級兒童繪本。 5.公共電視對抗暖化寶貝地球遊戲本（注音版）書籍推薦 榮譽紀錄 1.好書大家讀 知識性讀物組 2.第27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 3.新北市閱讀滿天星電子報新書導讀
4.第三屆小綠芽獎0-5歲組／生活環保類 5.綠色和平電台推薦 6.中時網路藝文村推薦 7.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優良圖畫書推薦 名家推薦 百餘年前的作品，不僅讓我們看到一件毛衣從無到有的過程，也看到一個孩子透過勞力交換而「自立」的經過。在其間，大人的溫柔守候，
讓人讀完餘溫猶存。──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 林真美 強力推薦 讀者好評 「這是一本偉大的書，非常適合教育工作者與兒童。它承載了良好的教學的信息：你應該盡一切努力來獲得新的東西。這些活動提供成長中的孩子，一個有趣的方式來熟悉「工作」這個抽象的東西。」 「它講述了
衣服製成，清晰易懂的方式讓孩子完全明白了。」
吸血鬼黎斯特-莱丝 1996
娇红记-孟称舜 2000
最蓝的眼睛-Toni Morrison 2019-09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Bluest Eye
学术的进展-培根 2015 本书共有两卷,第1卷论述学术和知识的功效,兼及增广知识的价值和荣耀;第2卷的目的是对学术进行一次整体的考察和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指导.
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Jurgen Habermas 1999
问题的核心-格林 2008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属某西非殖民地的警察署副专员斯考比,原是个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送精神苦闷的妻子去南非度假,不得不向一名叙利亚奸商借债,从而受到他的威胁利诱;后来他又与一个因所乘船只被敌方潜水艇击沉而流落该地的年轻寡妇海伦发生关
系,违反了教义,.
快活的狮子/蒲蒲兰绘本馆-Louise Fatio 2007 从前,有一只非常快活的狮子,他的家并不在那个又热又危险的非洲的原野上,那里经常有端着枪的猎人埋伏着。他住在法国一座可爱的小城里,到处可见棕色的屋顶、灰色的百叶窗......
四个四重奏-艾略特 2017 本书精选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四个四重奏普鲁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到的事物空心人等重要作品,刻画现代入"可怕的空虚".
儿子与情人- 2014 小说中的父亲莫雷尔是矿工,由于长年沉重的劳动和煤井事故使他变得脾气暴躁,母亲出身于中产家庭,有一定教养。结婚后,夫妇不和,母亲开始厌弃丈夫,把全部感情和希望倾注在孩子身上,由此产生畸形的母爱。长子威廉为伦敦律师当文书,但为了挣钱劳累致死。母
亲从此对小儿子保罗寄予厚望。小说前半部着重写了保罗和其母亲之间奥狄甫斯式的感情。后半部则着重写了保罗和两位情人克拉拉和米里艾姆之间两种不同的爱。前者情欲爱,后者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保罗在母亲阴影之下,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直到母亲病故后,他才摆脫了束缚,
离别故土和情人,真正成人.
阿克瑟尔的城堡-威尔逊 2006 本书研究了法国象征主义运动的发展,分析了该运动对20世纪六位著名作家——叶芝、瓦莱里、T.S.艾略特、普鲁斯特、乔伊斯、斯泰因的影响。
小房子-Virginia Lee Burton 2007 A country house is unhappy when the city, with all its buildings and traffic, grows up around her.
迈克马力甘和他的蒸汽挖土机-伯顿 2019 玛丽是一辆红色的蒸汽挖土机,迈克·马力甘把她爱护得很好,他们在一起愉快地工作,可惜好景不长,新型的挖土机的出现让玛丽面临被淘汰的命运,直到他们来到一座小镇挖地基,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好安靜的蟋蟀-Eric Carle 1995 Chinese edition of Eric Carle's "Very Quiet Cricket"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源氏物語-紫式部 1974
雌性物種-敏蒂．麥金尼斯(Mindy McGinnis) 2018-11-06 生物界的雌性，往往比同物種的雄性更殘忍致命， 為何人類的社會裡，反而是女性活在暴力陰影之下？ 決定不再沉默旁觀的少女，以染血的雙手守護弱者， 卻將自己逼向困獸般的絕境…… 愛倫坡獎
最佳青少年小說得主挑戰「強暴文化」爭議主題 殘酷與溫柔並存的黑暗成長故事 ★兒童文學工作者—幸佳慧、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副教授/諮商心理師—許皓宜、 文學翻譯評論工作者—黃筱茵、作家—蔡宜文、人氣作家—螺螄拜恩——推薦 ★《紐約時報》、《出版人週刊》、
《書單》、《科克斯評論》一致星級佳評推薦 ★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4.7星高評價、好讀網Goodreads近八千則滿分評論 ★《學校圖書館期刊》嚴選年度最佳圖書 ★美國青少年圖書協會年度十大最佳小說 亞莉懂得如何殺人，而且絲毫不為此內疚，因為命喪她手下的人死有餘
辜。 在亞莉上高中的那年，相依為命的姊姊安娜慘遭強暴、殺害，棄置於荒野的屍首幾乎腐爛殆盡時才被發現。儘管小鎮上的居民都對凶手是誰心裡有數，那個人卻由於罪證不足而逍遙法外。憤怒且悲傷的亞莉找到凶手、殺掉了他，小心地抹滅掉所有可能讓自己遭到懷疑的痕跡。 原本在
學校就是邊緣人的亞莉，為了避免自己的復仇之舉曝光，更加獨來獨往。然而，渴望打破乖乖牌形象的牧師之女克萊兒、和學校運動場上的風雲人物傑克，卻都熱切地想要走入她的生活。她很開心和克萊兒結為好友，也驚喜於傑克對她的好感，卻又害怕自己釋出的一點點友善會暴露祕密、
讓他們再也不敢接近她。 當克萊兒與傑克帶她步出封閉的生活，亞莉發現周遭不斷有女孩在偏僻的郊外、在熱鬧的派對、甚至在熟悉的家裡，像她的姊姊一樣成為受人侵犯掠奪的獵物。不管是循規蹈矩的克萊兒，或是聲名狼藉的啦啦隊美女，都險遭厄運。她不只一次察覺異狀、出手阻止，
雖然得到女生的感激、男生的敬畏，但她深知自己的作為還不夠，不足以改變情勢，也不足以讓為惡者付出代價。 最後一個學期來臨，亞莉和傑克的感情逐漸穩定，又雙雙獲得大學入學資格和獎學金，她終於有了離開小鎮、重新開始的機會和動機。但是，當她發現鎮上又有其他強暴犯即
將逃脫法網，她決定再度下手殺戮，因為那是她心中唯一能保護無辜弱者的方法——儘管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再一次逃過警方的懷疑與歹徒的反擊，也不知道這個祕密是否可以永遠藏在她心中、不被她最珍視的人們發現…… 【佳評讚譽】 「我承認，我開始讀這本書時期待的是一種女
性主義式的、《夢魘殺魔》風格的幻想滿足體驗。然而，我得到的是一個痛苦、複雜但最終救贖人心的故事，呈現了強暴文化的險惡，以及將之拆解所需要的努力。最後幾頁讓我眼中盈滿淚水、心中充滿憤怒與希望。」 ——李．芭度葛，【格里莎三部曲】作者 「在我們目前的政治情勢
下，這本書登場的時機完美得令人毛骨悚然。麥金尼斯在這部獻給受暴者的作品中，以精準而優雅的技巧探討了希望與暴力、愛與恨的對立。」 ——《紐約時報》 「麥金尼斯優雅巧妙地避免了創作青少年復仇者角色時的窠臼陷阱，保持一種穿透人心的寫實感。」 ——《出版人週刊》
「安娜慘遭謀殺的命運，在三個主角的心中縈繞不去，而亞莉以殘酷的效率計劃、執行了復仇，將他們三人引向無法回頭的爆炸性駭人結局。這本書毫不閃避地直視強暴文化及其效應。」 ——《科克斯評論》 「一部陰暗得驚人但筆調優美的悲劇......點綴著真誠人性情感的倏忽閃現。
」 ——《學校圖書館期刊》 【讀者迴響】 「這是我長期以來看過最棒的現代背景小說之一，主要因為它毫不費力地平衡了(A)出色的道德問題辯證、(B)對強暴文化與社會的批判、(C)道德的灰色地帶、(D)謀殺情節、(E)我讀過的書裡最複雜且令人驚奇的幾位角色。」
——Goodreads讀者C. G. Drews 「這本書以陰暗的風格直率無懼地呈現了強暴文化、蕩婦羞辱的現象，以及性侵害造成的長期後遺症——不僅對於受害者，也對於他們周遭親近的人。所有的角色都複雜深刻且發展充分，不論是獨立表現，或是他們與家人、與彼
此的關係皆然。」 ——Goodreads讀者Emily May 「一開始，我驚訝於這本小說的粗魯直接，但我現在認為這對故事而言是合理且必要的。這是個會讓我一直擺在心上的故事，我在現實生活中見到書中談及的行為時，也一定仍然會想到它。我無法說盡這個故事對我
有多麼重要。」 ——Goodreads讀者Jordan 出版社? 臉譜 (城邦)
奥德赛-荷马 2016-01-01 《奥德赛》是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叙事史诗，为古希腊不朽的英雄史诗，西方古典文化基石。《奥德赛》全诗共24卷，12110行，叙述特洛伊战争后，希腊联军英雄、伊萨卡王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十年，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返回故国，夫妻团圆的
故事。奥德修斯勇敢机智，在特洛伊战争中献木马计，希腊联军终于获胜。回国途中历尽艰险，先后制服独眼巨神和女巫等，又被女仙卡鲁普索留居岛上7年，最后向先知泰瑞西阿斯问路，始得重返故乡。当时其妻裴奈罗珮正苦于无法摆脱各地求婚者的纠缠，他于是乔装乞丐，将求婚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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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射死，最后阖家团聚
好色一代女-井原西鹤 2004
非此即彼-克尔凯郭尔 2009 本书主要包括间奏曲、那些直接的爱欲的阶段或者那音乐性—爱欲的、古典悲剧元素在现代悲剧中的反映等.
漂亮朋友-莫泊桑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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