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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ing You a Secret-Julie Anne Peters 2007-07-31 National Book Award finalist Julie Anne Peters delivers a moving, modern classic love story with a coming out theme -- now with a fresh, redesigned cover! With a
steady boyfriend, the position of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and a chance to go to an Ivy League college, high school life is just fine for Holland Jaeger. At least, it seems to be. But when Cece Goddard comes to school,
everything changes. Cece and Holland have undeniable feelings for each other, but how will others react to their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This moving love story between two girls is for fans of Nancy Garden's classic
young adult coming out novel, Annie on My Mind. With her characteristic humor and breezy style, Peters has captured the compelling emotions of young love.
致富的科学-沃特尔斯 2009 本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有信念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足够的财富.......
数星星-Lois Lowry 2009 In 1943, during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Denmark, ten-year-old Annemarie learns how to be brave and courageous when she helps shelter her Jewish friend from the Nazis.
萬能金鑰-查爾斯．哈尼爾 2019-10-01 人類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潛能開發課 讓萬能的無限力量為你所用， 只要你敢「想」，整個宇宙都會幫你達成心願！ ★矽谷企業家私下爭相傳閱的財富之書 ★成功學之父拿破崙．希爾推崇的奇書 ★比爾．蓋茲受到啟迪輟學逐夢的天書 ★不敗暢銷書《祕密》引用多達16次，「吸引力法則」最具權威代表作 一本被禁數十年的勵志奇書，一個被隱藏千百年的成功祕密 掌
握了「萬能金鑰」開啟精神力量的訣竅，你將—— ‧輕而易舉地擺脫前途中的阻礙和羈絆，順利登上成功的彼岸 ‧學會運用精神力量，成為一個精力充沛、魅力四射的人 ‧開發洞察力，改善自我的性情，成為擁有遠見卓識的人 ‧散發出無限吸引力，周圍人事物都會心甘情願地成為你的合作夥伴 ‧成為「幸運」的代言人，可以輕易地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現實 ▌心靈世界才是外在世界的真正主宰 ‧我很努力追求財
富、成功，為什麼結果總是差強人意？ ∞想獲得外在世界的富足，首先要理解心靈運作的奧祕，因為外在世界取決於內在世界。只要你相信 ▌認潛意識的偉大力量 ‧為何我經常覺得恐懼、焦慮、匱乏？ ∞別讓負面思考宰制你的人生，潛意識最容易被錯誤的暗示影響， ▌「種瓜得瓜」的因果法則 ‧命運之神為何讓這麼多倒楣事發生在我身上？ ∞改變心態，就能改變命運。壞事都是你的思考吸引來的！ ▌聚焦
內在的精神活動，宇宙將助你一臂之力 ‧我想擁有力量，該怎麼做才好？ ∞先「知道」，才能「擁有」，你要清楚認知「力量源自你的內心」！ ▌描繪心靈藍圖，專注目標 ‧如何才能脫離貧窮、匱乏的生活？ ∞聚焦在你想要的目標，而非你不想要的事物。在心中描繪富足的景象吧！ ▌改變自己的工具：肯定語 ‧我覺得自己能力不夠、什麼都做不成，該怎麼改變自己？ ∞肯定的句子蘊含自我暗示力量！每天告
訴自己：「我是完整、完美、強健、有力、熱情、和諧又快樂的人！」 ▌從渴望到實現願望 ‧為什麼那些幸運兒都能心想事成？ ∞只要相信自身渴望「已經」實現，宇宙就會讓它在外在世界真正實現。 ▌改造健康，從改變心態開始 ‧我非常注重養身，為何還是病痛不斷？ ∞丟掉對疾病的恐懼！恐懼只會召來疾病，建設性的正面思考才能帶來健康。 ……（更多精彩內容請見本書） 一週一個「心靈力量啟動練
習」， 每週，你都朝宇宙真理更近一步…… 24週後心想事成，晉升超級幸運兒！ 【本書特色】 1. 成功學勵志經典！人氣歷百年不墜 本書對心靈力量的運作原理進行了極詳盡且有系統的說明，堪稱新思想運動的重要文本。「成功學之父」拿破崙‧希爾曾特地為本書作序，表明書中提供的方法，每年為他帶來巨大的財富。書中的法則經歷一百多年的時間考驗，仍歷久而彌新，是所有想獲得成功的人必讀的勵志
經典！ 2.內容採函授課程形式，最容易吸收的版本！ 為了讓讀者更快掌握「心想事成」的訣竅，除作者查爾斯．哈尼爾於每週課程開頭致學員的說明信函，以及課程最後附的「心靈力量啟動練習」、「隨堂小複習」之外，編輯部特地針對課程內容整理出33條「宇宙法則」，以及各章課程重點摘文，協助你每週離宇宙真理更近一步，以最快速度及最高效率，吸收「吸引力法則之父」的課程。 3.原創「YES, I
Can！心想事成實踐手冊」，實用表格+中英對照金句，成功祕訣一次掌握！ 手冊以書中24個「心靈力量啟動練習」為主，輔以實用表格，以筆記頁形式呈現，幫助你記錄實踐的歷程與取得的成果。精選中英對照金句激勵你克服惰性，最後的「自我分析問卷」幫助你更誠實地面對自我，帶給你智慧察覺周遭的「干擾」，勇敢向這些干擾說：「不！」 者簡介： 查爾斯．哈尼爾（Charles F. Haanel）
美國知名作家、企業家。1866年生於美國密西根州的安娜寶市（Ann Arbor）。年輕時在聖路易（St. Louis）工作，後來為了建立事業，辭職自立門戶。他從一個小小的雜工做起，15年後創辦了自己的公司。哈尼爾善於抓住機遇，運用獨特的精神力量和商業技巧使自己的公司成長為他所屬的年代最大的企業集團之一。 1912年，46歲的哈尼爾將多年奮鬥經驗進行了詳細的總結和概括，完成了
《萬能金鑰》(The Master Key System)。最初的形式是一套24週的函授課程教材，1916年才集結成一本勵志書籍，深受讀者喜愛。在本書中，作者認為個人的精神力量具有巨大的潛能，一旦掌握這些潛能，便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這種觀點對於成功學的影響深遠，影響了西方國家無數的成功人士，連「成功學之父」拿破崙．希爾（Napoleon Hill）也直言自己深受其影響，甚至
為本書作序。 然而，《萬能金鑰》卻在暢銷20萬冊後，於1933年在美國被教會列為禁書，70年不見天日。即使如此，仍無法澆熄人們對這本能改變命運的奇書的好奇，很多人都私下尋找閱讀，並以讀到此書為榮。在矽谷有一個人盡皆知的祕密，那就是：從矽谷起家的百萬富翁到億萬富翁，幾乎每個人都講過這本書，就連比爾‧蓋茲也在本書鼓舞下棄學從商，堪稱百年不墜的勵志經典。 譯者簡介： 周玉文 政
大新聞系國際新聞組畢業，曾經歷《華爾街日報》、券商，目前任職於某財經雜誌。譯作有《思考致富：暢銷全球六千萬冊，「億萬富翁締造者」拿破崙‧希爾的13條成功白金法則》《用10%薪水變有錢：全世界有錢人都奉行的巴比倫致富聖經》等。
如何閱讀一本書-阿德勒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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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蜂的秘密生活-基德 2007-01-01 夜晚,我躺在床上,观看蜜蜂表演。只见它们从我卧室的墙缝里挤出来,满屋子团团飞舞,发出的声响犹如螺旋桨在转动,尖锐的嗡嗡声在我们的皮肤边震颤。我看见蜜蜂的翅膀在黑暗里闪闪发亮,宛如无数的镀铬金属片,我心中随之涌起无限的渴望......
模范婚姻-达格何沃·米尔斯是多产的作家 2018-04-30 我欣然推介给您这原称为《婚姻辅导指南》的再版与延伸版的婚姻辅导手册。此手册于1992年面市，是此事工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物，更是多年来不断查考神话语，结合婚姻中的实际经验孕育出来的。 从过往的牧养经验中，我发现婚姻关系以及婚姻所带来的复杂挑战，会对大部分基督徒产生不利影响，并会拦阻个人蒙召参与服侍。
偷书贼- 2007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the horrors of World War II, Death relates the story of Liesel--a young German girl whose book-stealing and story-telling talents help sustain her family and the Jewish man they are
hiding, as well as their neighbors.
月夜仙踪-Grace Lin 2014-0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Where the Mountain Meets the Moon
力量- 变化无所不在，变化亘古不变。 伟大的变化源自那些伟大力量的推动。 我们如此崇敬伟大的心灵，大智慧令人升华，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万千世 界的气象。 我们如此热爱伟大的事业，大成功令人肃然，让我们从中意识到强大命 运的力量。 那些洞彻世间奥秘人生玄机的先哲智者们通透了许多问题，但始终困扰 着他们的一个极至问题——“究竟是什么永恒的力量推动着宇宙万物的变 化？”却远远没有答案。
也许正是这个上帝故意捉弄人类的问题，就象一个永 远的诱饵，让人类在对宇宙生存安全永远的饥饿感中繁衍生息、蹒跚而行，但 是哲人却万分智慧地认可了一个对待永恒一如真理一样的废话：除了变化，没 有什么是永恒的！ 永恒的问题还是留给永恒吧，在永恒的变化中我们又急匆匆过了一年， 对于林林诸国，它们依然会关注一年来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于芸芸苍生，他们 依然会关注一年来生活幸福的改进，而对
于巍巍英才，他们依然会关注一年来 事业开拓的成就。永恒的变化动力引发不满现状的动机，促使有机体的变化基 因生发力量，进而作用于不满的现状发生动机意愿方向上的变化。正如让羸弱 的强壮了，让疾病的健康了，让不信的信了，让不爱的爱了，让不能的能了。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Paulo Coelho 2009 牧羊少年圣地亚哥接连两次做了同一个梦,梦见埃及金字塔附近藏有一批宝藏。少年卖掉羊群,历尽千辛万苦一路向南,跨海来到非洲,穿越“死亡之海”撒哈拉大沙漠......期间奇遇不断,在一位炼金术士的指引下,他终于到达金字塔前,悟出了宝藏的真正所在......
呼啸山庄-勃朗特 2015-03-16 ?一个爱情悲剧，一幅畸形社会的生活画面，勾勒出被这个畸形社会扭曲了的人性及其造成的种种可怖的事件。小说描写吉卜赛弃儿希克厉被山庄老主人收养后，因受辱和恋爱不遂，外出致富，回来后对与其女友凯瑟琳结婚的地主林顿及其子女进行报复的故事。全篇充满强烈的反压迫、争幸福的斗争精神，又始终笼罩着离奇、紧张的浪漫气氛。《呼啸山庄》这部作品刚开始曾被
人看做是年青女作家脱离现实的天真幻想，但结合其所描写地区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英国的社会现象，不久便被评论界高度肯定，并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爱丽丝漫游奇境-卡罗尔 (英) 2016
一九八四-奥威尔 2018-01-01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他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入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出“奥威尔式”、“奥威尔主义” 这样的通用词汇，不断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笔下，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In Three Volumes-（英）玛丽?雪莱著 2016-01-01 玛丽·雪莱所著的《弗兰肯斯坦(精)》主人公是一名疯狂痴迷于科学实验的学生，力图用人工创造出生命，在实验室里制造了一个模样奇丑无比的怪物。怪物因无法融入人类族群而生愤懑，誓死报复其缔造者。
如何让孩子说出压在心底的秘密-Jennifer Moore-Mallinos 2013
蘋果橘子經濟學（擴充‧修訂紀念版）-李維特 2014-08-01 擴充‧修訂紀念版 加贈收錄六萬字精彩內容 原本以為不會有人想看的一本書 全球熱銷400萬冊 簡單有趣的方法，解決所有事件與謎團 ------------------------------ 全球矚目的經濟學怪胎 《時代》雜誌全球最具影響力百大人物 「經濟學界的印第安那瓊斯」、「全美國最有趣的腦袋」 克拉克獎得主，諾貝爾經濟學獎明日之星 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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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獲得答案的絕佳工具，但嚴重缺乏有趣的問題。李維特──經濟學界的印第安那瓊斯，他發掘了許多看似幽默怪誕，卻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問題」，比方說：墮胎合法化何以能降低十五年後的犯罪率？小學老師與相撲選手為何有個作弊的通性？從小孩每年在游泳池內淹死的數目遠超過玩槍致死的結果，怎麼推論出理想父母的條件？三K黨和房地產業務員有何相同特質？毒販既然賺錢，為何還是窮得只能跟
他母親住在一起？本書旨在探尋每件事物背後隱藏的一面，剝去現代生活的一兩層表皮，以觀察內部的運作狀況。作者發明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蘋果橘子經濟學──用經濟學的剖刀切開擁有蘋果外表的橘子果實。這種剖刀憑藉的是經濟學裡俯拾皆是的工具，不同的只是改從最有趣而關鍵的點切入。
HomeStaging_Content.pdf麥田捕手-沙林傑 2005
金银岛-斯蒂文森 2020 本书讲述:少年吉姆无意间从老海盗的遗物中找到一张藏宝图,在乡绅的组织下,一行人乘船前往金银岛寻找宝藏.然而,就在快要到达目的地时,一个惊人的阴谋浮出水面.甲板上的密语,荒岛上的怪客,让寻宝之旅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挺身而進-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2018-04-02 《時代》雜誌最有影響力人物、《富比世》雜誌最具影響力女性 Facebook營運長雪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引爆全球熱議著作 ★英美日法中5國Amazon.com暢銷排行榜Top 1 ★《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Top 1 ★TED演講吸引330萬人觀看 ★出版4個月，歐美銷售超
過45萬冊、售出30國語言版權 ★《時代》雜誌、《財星》雜誌、《富比世》雜誌、《紐約時報》、英國《金融時報》、《衛報》、美國ABC、CNN、英國BBC 等專題報導 你可能不知道，你限制了自己。 如果你毫無畏懼，你會怎麼做？ 你是不是也曾質疑自己的能力、壓抑自己的表現， 在該積極進取時反而退縮？ 你是否也因要兼顧工作與家庭感到分身乏術？ 生涯，從來不是只有上下的單向道階梯！
這本書將幫助你， 看到壓抑自己的盲點、突破限縮自己的內心障礙， 讓你 自信表現，挺身而進！ 桑德伯格是臉書營運長，自2007年起連續6年獲選為《財星》雜誌50大最有權力的商業女性，並榮登2012年及2013年《時代》雜誌全球百大影響力人物。2010年12月，她在TEDTalks發表激勵人心的演說，談到很多女性在無意間縮限了自己的工作生涯。她鼓勵女性「往桌前坐」、接受挑戰、
積極追求各種目標。這場精彩演講掀起了一股風潮，至今累積330萬次的點閱。 桑德伯格從她自己二十年工作經歷，問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為什麼到了今天，位居高階領導位置的女性，還是如此稀少？在已開發國家中，包括台灣在內，女性大學畢業生早已超過50％，在競爭最激烈的法學院的比例也超過男性，但女性在全球議會、企業高層、董事席次所佔的比例都不到20％，除了一些社會制度因素、女性生育的
生理條件之外，女性是不是自己限制了自己？ 在本書中，桑德伯格延續她在TEDTalks掀起的話題，首度完整公開從成長背景、哈佛求學經驗、世界銀行助理、麥肯錫顧問、美國財政部幕僚長、谷歌副總裁到臉書營運長，一路觀察、體驗到的職場問題，並點出關鍵應對心態，同時旁徵博引扎實的研究資料，釐清職場女性在生活與各種選擇中所面臨的層層迷霧和偏誤。桑德伯格詳述個人的選擇與錯誤，大方分享她
為自己、事業及家人做抉擇所面對的日常交戰、掙扎。此外，她也針對談判技巧、尋找人生導師，以及如何打造令人滿意的工作生涯等議題提出實用的建議。桑德伯格鼓勵女性設下界線，別再相信「兼顧一切」的迷思。對於女性如何結合事業成就與自我實現，桑德伯格提供了具體的建議，並證明男性如果支持女性同事和伴侶，也能跟著受惠。 本書以幽默、睿智的筆觸撰寫，是鼓舞人心的行動呼籲，也是個人成長的藍圖。
如果你對自己有所期待，這本書就是為你所寫！ 如果你在思索生涯，這本書將幫你懷抱夢想、尋找火箭型機會； 如果你身為主管，這本書將幫你建立各展所長的團隊、善用坦誠溝通的力量； 如果你為人父母，這本書將幫你突破刻板印象的局限，給孩子更寬廣的天空！ 未來，取決於我們興趣與熱情，而非性別。 突破內心的障礙，挺身而進！ 註： 雪柔‧桑德伯格將本書的收入全數捐出，成立非營利組織Lean
In，以鼓勵女性積極投入抱負，也捐款贊助其他支持女性的公益團體。本書及Lean In基金會網站www.leanin.org、www.facebook.com/leaninorg不斷彙集名人互動、分享，持續發揮後續話題與效應。 名人推薦 領導者一致好評 小英教育基金會董事長蔡英文、台灣金控暨台灣銀行董事長李紀珠、天下雜誌群董事長殷允芃、奧美大中華區首席執行長莊淑芬、台北101董
事長宋文琪、趨勢科技共同創辦人/文化長陳怡蓁、聯廣集團董事長余湘、特力集團執行長童至祥、Yahoo! 亞太區董事總經理鄒開蓮、台灣萊雅總裁陳敏慧、訊連科技總經理張華禎、嘉吉策略及事業發展部副總/麥肯錫台灣區前董事總經理林紹婷、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陳藹玲、薰衣草森林創辦人林庭妃、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PChome Online董事長詹宏志、老爺大
酒店集團執行長沈方正、THE BRAND PARTNER創辦人包益民 傳播／藝文界感動分享 資深媒體人李豔秋、知名主持人/「姐妹淘」網站創辦人兼總編輯陶晶瑩、國際知名舞蹈家許芳宜、News98《財經起床號》主持人陳鳳馨、TVBS新聞部總監/《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主持人詹怡宜、知名藝人 林志玲、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趙少康、《李四端的雲端世界》主持人/資深媒體人李四端
作家熱情推薦 小野、陳安儀、番紅花、黃淑文、Ada 林珮玲、李偉文、王伯達 教育界齊聲喊讚 台北市教育局長丁亞雯 北一女中、中山女中、景美女中、靜修女中、關西高中、台中女中、台南女中、光華女中、高雄女中、屏東女中、蘭陽女中、花蓮女中 等12校校長聯合推薦 國際推薦 美國前國務卿 康多莉扎‧萊斯（Condoleezza Rice） 臉書創辦人兼執行長 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奇異公司（GE）執行長 傑夫‧伊梅特（Jeff Immelt） 維珍集團（Virgin Group）董事長 理查•布蘭森（Richard Branson） 美國媒體名人、《歐普拉雜誌》（O Magazine）創辦人 歐普拉（Oprah Winfey） 知名藝人、葛萊美獎歌手 艾莉西亞‧凱斯（Alicia Keys）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女兒 雀兒喜‧柯林頓
（Chelsea Clinton） 「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創辦人兼執行長 溫蒂‧柯普（Wendy Kopp） 暢銷書《從A到A+》（From Good to Great）作者 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 各界推薦 「長久以來，我一直不斷找機會推廣職場女性的自覺與自主，因此十分佩服桑德伯格的用心。她不僅大膽假設、透過理論解析，也曝露隱私、小心求
證。桑德伯格利用臉書全球高知名度的品牌平台，挺身而出為全球所有職場女性發聲，尤其育兒養女的在職母親，看了這本書一定心有慼慼焉，周遭尊重女性的紳士也不例外！兩性關係無所不在、無人能閃。聽過『女人能頂半邊天』？這半邊天，就靠兩性同心協力不再延遲，幫助職場女性永遠發光發亮！」──莊淑芬，奧美大中華區首席執行長 「擁有理想、希望與眾不同，就要勇敢付諸行動。即使社會有枷鎖，身為女
人，也不要自我設限。無論男女，都應該更有自信地活出屬於自己的精彩人生。放膽去做吧！那才是忠於自己的人生。我以個人經歷呼應書中的論點，相信這本書無論對男生或女生，都會有很深遠的影響與啟發！」──宋文琪，台北101董事長 「看到桑德伯格的《挺身而進》，我相信台灣女性也可以如同她一樣。我雖然立志要走文學路，姻緣卻叫我立地成商。當我從企業經營的高峰走下來，我轉而推廣文化藝術，嘗
試開拓自己的另一片天空。這一路走來，有掙扎、有衝突，但終能圓滿。這本教戰手冊，推薦給有毅力、有決心的女性們，我們都能追尋自我、掌握人生。」──陳怡蓁，趨勢科技共同創辦人／文化長 ｢在男性主導的企業高層裡，女性主管往往有局外人的感覺，這本書提出了關鍵，也給了密碼，如果你想『挺身而進』，絕對值得一讀。｣──余湘，聯廣集團董事長 「臉書營運長桑德伯格透過本書分享親身經歷，以及一
些職場上的實用關鍵心態。這些建言相當有建設性，也很實用。『女性能出頭天』的氛圍已逐漸形成；然而，女性在各行各業擔任要職的比例仍屬偏低。有企圖心的女性應勇敢跨出舒適圈，願意逐夢，相信自己，發揮女性獨有特質，活出自己真正的價值！」──童至祥，特力集團執行長 「即使我已經是公司的最高主管之一，有時還會不自主地淪入女性自我肯定不足的心理。當我已盡最大的努力仍覺得不夠好，我會停下
來想想，男性同儕會怎麼做？這往往給我另一種眼光調整自己。我有時也會控告自己給孩子的時間不夠，每當有這些念頭時，我會告訴自己上帝絕非拿家庭來懲罰能幹的職業婦女，也絕非只有一種成長環境能教育出健全的孩子。」──鄒開蓮，Yahoo!亞太區董事總經理 「我常常鼓勵年輕人，要找到熱情的所在，放膽追求夢想，像蛹一樣奮力破繭而出，蛻變成蝶。如果妳看到夢想的美好，卻因為身為女性，而不敢
或不想挺身而進，那蝶蛹可能永遠只能待在小小的繭殼裡，多麼可惜！邀請大家來讀這本書，為自己裝滿勇氣，做一隻自由飛翔的美麗蝴蝶。」──陳敏慧，台灣萊雅總裁 「本書作者清楚點出，女性在職涯發展上，先天與後天的強弱點；藉由閱讀此書，可以讓讀者重新審視自己。只要女性不自我設限、不壓抑自己的企圖心，正視自己的能量及能力貢獻，並找到家庭與工作的平衡點，一定能在職場中轉換弱點成為自我強
項。我深切期許，台灣能有更多女性領導人出線。」──張華禎，訊連科技總經理 「閱讀這本書，就好像拿著一把鏡子，映照出以往的人生經歷，使我回想起過去的生涯發展，以及曾經做過的決定與選擇，還有潛在的盲點。我相信，這本書不只是給希望在人生與職業生涯中擔任領導者角色的女性看的，也是給所有希望能夠更了解如何激勵、指導、帶領女性同仁的領導者看的，幫助他們開啟女性的真正潛能。」──林紹
婷 嘉吉企業策略及事業發展部副總、前麥肯錫台灣區董事總經理 「當地球上還有些地方，女性甚至必須用生命，去爭取受教育的權利，或是因為長得美麗，而被剝奪已經當選的參政機會，我們就更應該重視並發揮女性的角色！然而，女性溫柔、堅毅的特質，更可以引領改變，讓社會更祥和、包容。人們啊，不要忽視女性深沉、龐大的力量！但請所有的女性覺醒，勇敢做自己，帶著周圍的人一起向前進！」──陳藹玲，
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董事 「看這本書時，我點頭如搗蒜。桑德伯格將我在職場上遇到的似有若無的現象，精簡又準確地一語道破。社會及傳統，讓女性有太多畏懼──畏懼高位、畏懼優秀、畏懼能幹；因此，我們自我設限。桑德伯格問：『如果你毫無畏懼，你會怎麼做？』她建議：『放膽去做，挺身而進！』這是本坦率又有趣的書，深具啟發性──對女性，也對男性。」──李艷秋， 資深媒體人 「我沒辦法接受別人
當面的讚美，通常我會覺得人們過譽了。好不容易放了兩天假，孩子們渴望去玩，但是公司也需要我，只好懷著內疚的心情帶著孩子。我以為這些都是個人問題：常常自責，覺得自己不夠好、能力不足。當我讀完《挺身而進》，大大地鬆了一口氣；原來，多數的女性在長期父權主義的主宰下，確實容易自我懷疑。『討論可以改變思想，思想可以改變行為，行為就能改變體制。』姐妹們，一起挺身而進！」──陶晶瑩 知
名主持人、「姐妹淘」網站創辦人兼總編輯 「這本書說到我心坎裡了。雖然擔任新聞部主管卻仍然沒自信，總覺得自己是個冒牌貨；想要兼顧一切，當好媽媽、好太太，心裡知道自己其實全部搞砸了。桑德伯格真實、詼諧地坦誠分享，幫助我重新省視生活，也提醒我面對現實：積極做個有領導力與影響力的主管。不只女性，對男性也受用。」──詹怡宜 TVBS新聞部總監、《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灣》主持人 「在
競爭激烈的職場上，不分男女，都要接受嚴苛的考驗。桑德伯格這本《挺身而進》，不僅激勵女性力爭上游、勇敢追求人生目標，也讓男性更加了解女性的能力與潛力。書中的道理，同樣適用於想要成功的男性。女人撐起半邊天，姐姐妹妹往前衝，如果雪柔‧桑德伯德能夠如此有成就，有志者亦若是。立定志向，她能，妳也能；男人不要怕，好好努力，你也能。」──趙少康，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 「以服務業的角度來
看，女性普遍細心、高EQ、協調力佳、忠誠度好，具備成為優秀從業人員及主管的絕佳條件。可惜，在家庭責任分擔與傳統性別認知差異之下，機會及潛力常受埋沒！閱讀桑德伯格女士的著作，為我上了很好的一課。我推薦本書不論性別，皆應展卷閱讀。」──沈方正，老爺大酒店集團執行長 「相信有不少人和我一樣，尊重女性表現，但又受制於那說不出口的猶豫，總有一絲保留在心頭。如今正是我們『挺身而改』
的時刻。機會和榮耀，只給那最好的人，從不問他們的性別。」──李四端 《李四端的雲端世界》主持人、資深媒體人 「桑德伯格鼓勵更多女性，懷抱著熱忱去追尋自己想過的人生，而非甘願或妥協當個別人人生中的配角。希望有更多女性在讀完此書後，能有勇氣為自己的人生，寫下不同的定義。」──包益民，THE BRAND PARTNER創辦人 「在強調男女平權的時代，我們也許會有意無意地忽
略男女有別的事實。本書不只鼓勵了女性，對於其他困於種族、國籍、年齡，甚至教育背景的人們，也鼓勵他們有勇氣地活出自己。」──李偉文 作家、牙醫師、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這真是一本一針見血的好書！身為現代女性，應當人手一本！雖然擁有一樣的受教權、一樣的工作權，表面上看起來，男女似乎擁有一樣向上發展的機會，但事實上，女性仍被視為家庭老幼的主要照顧者。這樣的社會眼光與要求，不
但減少了女性發揮能力的機會，也削弱了女性的自信。另外，女人確實要幫助女人。只有我們自己更加努力，將來才能為我們的女兒創造更好、更豐富的人生機會！女人，加油！」──陳安儀 資深媒體人、媽媽play創辦人 「這本書不美化、也不神話事業成功的女性，是如何完美地兼顧家庭。我尤其推薦這本書給正在大學校園勾畫畢業生涯的大孩子們，不論你是男人或女人，貴人只會在你準備充分時出現，給你珍貴
的建議、指導與提攜。世界邁向男女平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只要我們自己肯在觀念和行動上邁出一步又一步，女性就能創建自己的人生，讓世界的版圖更公平、更具體、更寬闊。」──番紅花，暢銷親子作家 「《挺身而進》這本書讀來很貼心、很過癮，感覺自己禁錮已久的心靈被解放，隨著書中的文字，蛻去舊皮長出自信，有一種被了解的暢快。這本書，不僅有助於男人了解女人內心真實的渴望，也幫助女人拋去
不必要的包袱，活得抬頭挺胸。」──黃淑文，親子教養類暢銷作家 「在台灣的大學中，半數是女生，現在和未來都是撐起社會的重要支柱。過去的社會條件已有鬆動，未來只要是充分自信、不自我設限、積極承擔責任的女性，都能帶領社會發展。」──戴旭璋，台中女中校長 「身為女性，應珍視獨有特質、展現自我能量、深化生活內涵、堅持人生目標、實踐生命價值；身為男性，請以陪伴、支持、尊重的態度，給身
旁的女性朋友最大的力量，共同創造平等、良善的社會環境。」──陳修平，台南女中校長 「本以為這是一本『女性主義』的勵志書，桑德伯格以自身的經驗，從各種不同面向切入，提供精闢且深入的看法和意見，不但發人深省，更提供了學習過程或面對問題時，反思及成長的態度與動能。這是一本值得兩性閱讀的好書！」──程膺，花蓮女中校長 「身為社區精英型女子高中學校的校長，經常思考的問題，就是所謂現
代女性成功的定義。本書作者桑德伯格提供親身的寶貴經驗與獨到見解，為女性的職場及生涯進路寫下精彩的詮釋。實在發人深省，也是高中女生於啟蒙時期應該閱讀的好書。」──曹學仁，蘭陽女中校長 「桑德伯格分享實用的建議，教大家如何管理與克服職場升遷的挑戰。我翻閱這本書時，時而頻頻點頭，時而哈哈大笑。對每個世代的兩性來說，這都是一本慧黠、坦率、意義深遠的好書。」──康多莉扎‧萊斯
（Condoleezza Rice），美國前國務卿 「過去五年來，我和桑德伯格比鄰而坐，幾乎天天都能從她身上學到東西。她智慧過人，可以直搗複雜流程，為最棘手的問題找出解決方案。本書結合她彙整資訊與激發他人潛能的能力，內容精彩、坦誠、詼諧、逗趣。她的分享將幫助所有的讀者──尤其是男性，變成更卓越、成功的領導者。」──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臉書創辦人
兼執行長 「桑德伯格多才多藝，是獨特的企業領導人。她有兩項傑出領導者的共同特質：好奇心與決心。她在本書分享獨到見解，企業可用來幫助人才發揮所長。桑德伯格的想法與行動，定義了未來的領導力。」──傑夫‧伊梅特（Jeff Immelt），奇異公司（GE）執行長 「如果你喜歡桑德伯格在TEDTalks上，談女性領導人為什麼太少的精彩演說，或是像我一樣認為高層領導的性別需要更平等，
這本書就是為你而寫的。身為臉書營運長，桑德伯格跟大家分享為什麼更多女性位居領導高位，對公司及社會都有益。對於想要改變當前不平等現象的人來說，這是本必讀的好書。」──理查•布蘭森（Richard Branson），維珍集團（Virgin Group）董事長 「既坦率又勇敢，這是一本給所有女性的新職場宣言。」──歐普拉（Oprah Winfey），美國媒體名人、《歐普拉雜誌》
（OMagazine）創辦人 「想要敞開人生最難開啟的大門，祕訣已經出現了！桑德伯格的著作提醒我們，探索自我的潛能，就能成就非凡。」──艾莉西亞‧凱斯（Alicia Keys），知名藝人、葛萊美獎歌手 「本書向女性提出相當有企圖的挑戰：創造我們想要的生活、在職場擔任領導者、在家裡和另一半合作無間，以及支持其他女性等。桑德伯格為現代女性提供因應這些挑戰的實用建議，我希望我這一
代的女性──還有男性，都能閱讀這本書，一起打造我們想要的生活與世界。」──雀兒喜‧柯林頓（Chelsea Clinton），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女兒 「為了有效解決社會最迫切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放『兩性』的領導力。本書教我們方法，對新世代的領導者及其支持者來說，都是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源。」──溫蒂‧柯普（Wendy Kopp），「為美國而教」（Teach for America）
創辦人兼執行長 「桑德伯格透過這本書，提供兩性重要、精闢的建議。在社會各領域的重要位置，我們都需要卓越的領導者，若那50％聰明、能幹的女性無法競爭這些高位，那是社會難以承受的損失。這是一本發人深省、實用、激勵人心的佳作！」──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暢銷書《從A到A+》（From Good to Great）作者
祕密-朗達．拜恩 2020-04-01 全球銷售近3500萬冊，近代最暢銷心靈勵志經典，影響全世界數千萬人生命！ 台灣狂銷超過120萬冊，史上最暢銷書籍！ 改編電影即將上映，《蝙蝠俠：開戰時刻》凱蒂•荷姆絲╳《賽道狂人》喬許•盧卡斯領銜主演！ ★獲各大公司團體大宗訂購為員工、客戶贈禮。 ★《商業周刊》第1059期封面故事「好事吸引力」重量級報導：你看了《祕密》沒？ 《商業周刊》
第1086期，創辦人金惟純說：其實我們公司就是《祕密》這本書所述說的最佳見證！ ★創下美國賽門•舒斯特出版史單月再版破200萬本、四個月銷量破500萬本紀錄。 ★《出版人週刊》預測《祕密》將成為史上最暢銷的勵志書。 ★橫掃美國、加拿大、英國、愛爾蘭、澳洲……各大排行榜第一名，目前已發行50國語言。 ★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歐普拉、賴利•金強力推薦。 ★榮獲「諾提
勒斯書獎」（Nautilus Book Award，該?項的用意是鼓勵對提升社會福祉，提升人類在心靈、生態意識上的層次與價值有卓越貢獻的作家與書籍）。 ★本書編者朗達•拜恩於2007年5月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2011獲英國《沃特金斯評論》選為100位在世的最具精神影響力人物。 在你手上的，是一個至大的祕密…… 一名澳洲電視工作者，有一年，父親
突然身故、工作遭遇瓶頸，家庭關係也陷入僵局。就在人生跌落谷底、生活即將崩潰時，偶然間讀到一本百年古書，發現了一個生命中的重大祕密，而過去知道這個祕密的，竟然都是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柏拉圖、莎士比亞、牛頓、雨果、貝多芬、林肯、愛默生、愛迪生、愛因斯坦。她不禁要問：「為什麼不是每個人都知道呢？」 於是，她開始組織一個工作團隊，尋找當世知道這個祕密的人。他們都是各行各業的佼佼者，
並且現身說法告訴你： 了解這個祕密，就沒有做不到的事；不論你是誰，你想要什麼，這個祕密都能給你！ 你天生擁有享受美好事物的權利！ ★席捲台灣！ 中文版尚未推出就獲《文茜世界週報》搶先報導！ 戴勝益、姜淑惠、陳文茜、徐仁修、許添盛、李欣頻、陳藹玲、胡志強、黃俊中、羅文嘉……感動推薦！ 前台中市市長．胡志強： 祕密，不再是祕密！ 今年生日前，台中市府同仁為我舉辦了一場慶生會。 車
禍受重傷、死裡逃生的太太也來參加，她臉頰帶著傷痕，卻笑得很燦爛。我在接受媒體訪問一時情緒激動，潸然落淚。之後很多朋友都開我玩笑：「天啊，你實在太會哭了！」還封我是「本年度最深情的男人」。 這陣子，我好像經歷一場噩夢，每次都希望醒來的時候看到不同的結局。可惜，這不是夢…… 幸運的是，在醫療團隊的大力幫忙與全國民眾的祝禱祈福下，太太奇蹟似地漸漸康復。雖然失去一隻手，她仍然
十分勇敢和堅強，讓我心疼，也令人佩服。未來，除了為她裝上義肢，我將當仁不讓地成為她的「另一隻手」。 回想半年前，就在我最脆弱的時刻，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為我們祈福，讓我深感台灣真是個善良的地方，我也會永遠記住台灣人民的善良。沒想到我說出內心的感動與心聲之後，引來更多的迴響和善意。冥冥中有股很強大的力量，充滿著溫暖的愛與祝福，讓太太轉危為安。 此時讀到《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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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祕密》這本書，真是心有戚戚焉。書中提及「愛和感恩，可以解除我們生活中所有的負面性────不論以什麼形式。愛和感恩能夠移山倒海，創造奇蹟；愛和感恩，能夠消弭任何疾病。」 書上又說人們身上「有三個在運作中的巨大力量：感恩的療癒力、接收的信心力，以及歡笑和喜悅消除體內疾病的治療力。」 心念是看不見的，卻如電波產生強大的力量，突破時空的障礙，無遠弗屆。事實上，我也從太
太身上看到驚人的效果。由於她獲得來自家人親友與民眾強烈的能量和關注，如今充滿元氣，往很正面的方向前行。 而書中德蕾莎修女的例子，也讓我印象極為深刻。她說：「我從不參加反戰的遊行，等到有倡導和平的遊行再找我吧。」 她的意思是，與其「反戰」，不如以「支持和平」取代之；如果有意「反飢餓」，應該去「支持人人都有飯吃」；如果你「反對」某個政治人物，那麼就去「支持」他的對手。「正面支
持」絕對比「負面反對」帶來更大的動力。 這本書中很多動人的例子，都在反覆告訴我們：努力當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凡事都能積極地朝正面思考，更可幫助我們「心想事成」。 沒想到所謂的「祕密」，竟然是這麼「簡單」的道理啊！ 在六月舉行的台中市教育志工大會上，我和太太唱著「感恩的心」這首歌，心中感慨萬千。我們感謝來自各方的祝福，也將在生活中祈求祝福的力量，並為一切的人和事物祝福。 是的，
只要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王品集團前董事長．戴勝益： 任何人在遇到問題時都一樣，一遇到問題，便不敢面對，拚命地逃避，那終究會被困難打垮的。反之，面對難題的態度，若能虛心以對，誠心處理，絕不逃避，一定能逢凶化吉，徹底的把困難化解掉。 人最大的問題，往往是逃避，而不是問題本身！ 正如《祕密》書中所提，「要改變你的狀況，首先必須改變你的想法」，做到如此，成功離你不遠了！ 健康
之道中心．姜淑惠醫師： 穿透天神的戲法 希臘神話曾載著：天神共議到底要把人類所擁有的「祕密」寶藏藏到哪裡，以免被人類找到？或高山，或深谷，或海底……均被否決。最後決定藏在一個最安全、最神祕、人類永遠找不到的處所。天神所設的祕密處，如今卻被大公開了，無盡藏的開採盡在此書中。 廣告創意人、作家．李欣頻：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本魔術書，能讓你從絕境中脫困，瞬間感受海闊天空，那就是
《The Secret祕密》。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本幸福書，能讓你離苦得樂，感覺創意活力源源不絕，那就是《The Secret祕密》。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本魔法書，能讓你擁有心想事成的能力，「每」夢成真，那就是《The Secret祕密》。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本真理書，讓你瞬間了悟你才是這宇宙真正的創造者，那就是《The Secret祕密》。 《The Secret祕密》，是引發我寫出
《推翻李欣頻創意學》最重要的一本書。現在，我就把這最終的創意祕密告訴你！ 富邦文教基金會執行長．陳藹玲： 從小就認為自己是一個特別幸運的人，讀了這本書、方知自己的幸運正和這個「祕密」有關！ 作者深入鑽研、系統化的整理讓人一看就明瞭此祕密的精髓、實用方法，以及對人生的大用。 人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佛理上的「萬法唯心造」，願有多大力就有多大，凡事善解，都闡述同理。其實，看
完本書之後，最大的課題不是「祕密」有沒有效，因為它一定有效；而是，該怎麼用才對？我建議，「祕密」加上善用它的智慧，才有可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好處。 ★不再是祕密：讀完《祕密》，中了9億！ 〈聯合報頭版〉常捐款行善 讀「祕密」圓夢╱〈蘋果日報頭版〉中獎人形容中獎是「命中注定」╱〈中國時報〉太太按書祈願╱〈經濟日報〉大樂透得主有「祕密」╱〈NOWnews〉看祕密寫祈禱文願望
成真╱〈yam天空新聞〉慨捐2.1億，大樂透得主有祕密╱〈澳洲中文報〉中獎不只是運氣，得主有祕密╱〈卡優新聞〉中大獎祕訣在《祕密》╱三立、中天、東森、年代、非凡、民視、TVBS、台視等媒體熱烈報導 ★轟動世界！ ◎賴利金在CNN節目三度現場訪問，他表示：「我學到許多關於生命的祕密，希望每個人都能受惠。」 ◎歐普拉在英文版推出後一個月之內兩度訪問本書作者及來賓群；三個
月後，歐普拉在自己的《歐普拉雜誌》五月號以社論再度推薦本書：「這讓我感到震驚！」她發現自己原來一直都是依此為信念，只是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妮可基嫚表示，《The Secret祕密》簡單明瞭又充滿智慧，幫她度過了婚姻難關。 ◎《出版人週刊》形容，本書可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從來沒有人能如此打破美國大眾被高估的絕望與不幸福。 ◎《新聞週刊》雜誌封面報導、
《人物》雜誌、《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底特律新聞》、《芝加哥時報》、《哈特福新聞報》、《出版人週刊電子日報》、《奧馬哈世界前鋒報》，以及NBC、CBS、ABC、CNN等電視台各大訪談節目及媒體報導。 ◎銷售冠軍！ ◤《紐約時報》書榜冠軍 ◤Amazon書榜、DVD雙冠軍 ◤《今日美國》（全球發行量最大報紙）書榜冠軍 ◤《華爾街日報》書榜冠
軍 ◤《出版人週刊》書榜冠軍 ◤《舊金山紀事報》書榜冠軍 ◤《丹佛郵報》書榜冠軍 ◤北卡羅萊納獨立書商協會書榜冠軍 ◤Book Sense書選書榜冠軍 ◤尼爾森圖書調查公司Bookscan銷售冠軍 【作者簡介】 朗達•拜恩（Rhonda Byrne） 就像每個人一樣，朗達已經走在自我探索的旅途上。循著這個探索之旅，她凝聚了一個超強的團隊，從作家、神職人員、教師、影像工作者、
設計及出版等相關人員，把這個祕密推廣到全世界，帶給全球逾千萬人喜悅的轉變，並因此入選《時代》雜誌2007年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之一。 本書作者群： 企業家亞薩拉夫、思想家貝奎斯、財富訓練師布勞爾、《心靈雞湯》作者坎菲爾、整脊醫學權威迪馬提尼醫師、風水師戴蒙、TUT創意公司創辦人杜利、超理性財富課程創辦人道爾、《塞多納術》作者多斯金、奇蹟先生古德曼、《男人來自火星，女
人來自金星》作者葛瑞博士、量子物理學家海傑林博士、勵志演說家哈利斯、物理學家強生博士、財務策略師朗梅爾、個人啟能倡導者妮可絲、卡內基傳人普克特、潛能開發專家雷、理財專家希爾莫、勵志作家許莫芙、行銷專家維泰利博士、心理學家維特利博士、《與神對話》作者沃許、物理學家吳爾夫博士。 【譯者簡介】 謝明憲 台灣宜蘭人，台科大應用外語系畢。 目前從事文字、影片翻譯。
愛麗絲鏡中奇遇-路易士.卡羅(Lewis Carroll) 2021-01-01 愛麗絲穿透了鏡子，跑到鏡子裡，展開新的奇幻旅程，鏡子裡的世界是一個大棋盤，她一格一格往前走，遇見了西洋棋子、會說話的花、有趣的叮噹兄弟，雜貨店的綿羊老闆、牆上的蛋頭先生、傳說中的獨角獸等等，走到第八格時，變成了皇后，舉辦了一場不可思議又超乎想像的宴會……
與成功有約-史蒂芬.柯维 ϟδνϝδλ Ο� �μσδυ�� 2007
达・芬奇密码-Dan Brown 2004
Verity-Hoover Colleen 2021-04-28 Together with the author of The Fifty Shadows of Gray and The Story of the Wool, he is also known as the Three Miracle Writer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ry circles, Ke Lin
Hoover has over 100,000 stunning masterpieces! Goodreads website, five stars praise recommendation! The New York Times tops the best-selling list. No. 1 on the Amazon Bookstore bestseller list (romantic thriller
category) Warning! The plot is beyond imagination, spurring the deepest human nature of you. Peeping. Possession. Sex. Fear. The best-selling writer of The New York Times murdered his own children because they
occupied Mrs love? Eight-year-old twin sister, killed her sister because of jealousy? [Based on the Foreign Translation]
Look at You Now-Liz Pryor 2017-06-06 CHICAGO TRIBUNE BESTSELLER • For readers of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and The Glass Castle, a riveting memoir about a lifelong secret and a girl finding strength in the most
unlikely place In 1979, Liz Pryor is a seventeen-year-old girl from a good family in the wealthy Chicago suburbs. Halfway through her senior year of high school, she discovers that she is pregnant—a fact her parents are
determined to keep a secret from her friends, siblings, and community forever. One snowy January day, after driving across three states, her mother drops her off at what Liz thinks is a Catholic home for unwed
mothers—but which is, in truth, a locked government-run facility for delinquent and impoverished pregnant teenage girls. In the cement-block residence, Liz is alone and terrified, a fish out of water—a girl from a
privileged, sheltered background living amid tough, street-savvy girls who come from the foster care system or juvenile detention. But over the next six months, isolated and in involuntary hiding from everyone she
knows, Liz develops a surprising bond with the other girls and begins to question everything she once held true. Told with tenderness, humor, and an open heart, Look at You Now is a deeply moving story about the
most vulnerable moments in our lives—and how a willingness to trust ourselves can permanently change who we are and how we see the world. Praise for Look at You Now “A funny, tender and brave coming-of-age
tale.”—People “A poignant, often funny reminder that we learn who we are when we’re at our most challenged.”—Good Housekeeping “Searingly honest.”—Family Circle “Readers will swiftly be drawn into the author’s
compassionate retelling of her teen pregnancy—her fear, shame, regret, joy, and even her forgiveness of her parents for sending her away. This coming-of-age memoir is authentic and unforgettable.”—Publishers
Weekly “[Liz] Pryor’s refusal to bury the truth of her experiences is the greatest strength of her book. Her honesty about a youthful error and desire to let that honesty define the rest of her life are both uplifting and
inspiring. An unsentimental yet moving coming-of-age memoir.”—Kirkus Reviews “Pryor has vivid memories of her time in the facility, and her straightforward, unvarnished narrative, written as if by her seventeen-yearold self, rings true. Her story is well worth sharing.”—Booklist “I started reading this book thinking it was a compelling, honest, sometimes funny, sometimes poignant look at the world of teenage pregnancy, and
knowing it would offer an inside look at the places where girls used to be hidden away until their babies came. I finished it damp-eyed and understanding that Look at You Now is much more than that. It is a story about
how family dynamics work. It is about how wrenching it is to give away something born of your flesh, even if you know it’s the right decision. It’s about how much we can learn from people very much different from us.
Most of all, it is a subtle, graceful story about how sometimes the worst things in our lives work best to shape our characters into something shining and true, something that will serve us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Elizabeth Berg, author of The Dream Lover “Liz Pryor’s story is shocking, moving, riveting, and, ultimately, inspiring. She writes like a natural, can balance humor and sorrow perfectly, and in Look at You Now,
has written a pitch-perfect memoir.”—Darin Strauss, author of Half a Life
鐵路邊的孩子們（雙語版）-伊蒂絲·內斯比特 2008-07-01 在伊蒂絲的眾多經典兒童文學作品中，《鐵路邊的孩子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世界兒童文學的經典之作。該書出版一百多年來已被譯成幾十種文字，受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根據這部小說拍成的電影也同樣在世界範圍內廣受歡迎。在中國，《鐵路邊的孩子們》同樣是最受廣大青少年讀者歡迎的經典童話作品之一。
為什麼菁英都是清單控?-Paula Rizzo 2015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Listful Thinking: Using Lists to Be More Productive, Successful and Less Stressed. The author, Paula Rizzo, is an Emmy Award winner and the senior health
producer for FoxNews.com.
PC/Computing- 1997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Sexuality-Jerrold S. Greenberg 2014 Revised and updated with the latest statistics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the fifth edition of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Sexuality
addresses the many facets of sexuality, covering the biological, spiritu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ocultural dimensions. The authors are sure to present all information from both a factual and impartial view-point and
encourage students discuss and discover their own perspective.
.NET 4 Wrox PDF Bundle-Bill Evjen 2010-09-17 The books included in this set are: 9780470502204 Professional ASP.NET 4: in C# and VB: Written by three highly recognized and regarded ASP.NET experts, this book
provides comprehensive coverage on ASP.NET 4 with a unique approach featuring examples in both C# and VB, as is the incomparable coverage of core ASP.NET. After a fast-paced refresher on essentials such as
server controls, the book delves into expert coverage of all the latest capabilities of ASP.NET 4. 9780470502259 Professional C# 4 and .NET 4: After a quick refresher on C# basics, the author dream team moves on to
provide you with details of language and framework features including LINQ, LINQ to SQL, LINQ to XML, WCF, WPF, Workflow, and Generics. Coverage also spans ASP.NET programming with C#, working in Visual
Studio 2010 with C#, and more. With this book, you'll quickly get up to date on all the newest capabilities of C# 4. 9780470548653 Professional Visual Studio 2010: This book gets you quickly up to speed on what you
can expect from Visual Studio 2010. Packed with helpful examples, this comprehensive guide explains examines the features of Visual Studio 2010, which allows you to create and manage programming project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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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platform. It walks you through every face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from common tasks and functions to its powerful tools 9780470499832 Visual Basic 2010 Programmer's
Reference: This reference guide provides you with a broad, solid understanding of essential Visual Basic 2010 topics and clearly explains how to use this powerful programming language to perform a variety of tasks. As
a tutorial, the book describes the Visual Basic language and covers essential Visual Basic topics. The material presents categorized information regarding specific operations and reveals useful tips, tricks, and tidbits to
help you make the most of the new Visual Basic 2010. 9780470477229 WPF Programmer's Reference: 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 with C# 2010 and .NET 4: Written by a leading expert on Microsoft graphics
programming, this richly illustrated book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WPF development and explains fundamental WPF concepts. It is packed with helpful examples and progresses through a range of topics that
gradually increase in their complexity. 9780470257029 Professional SQL Server 2008 Programming: This expanded best-seller includes new coverage of SQL Server 2008's new datatypes, new indexing structures,
manageability features, and advanced time-zone handling. As an added bonus, also includes Professional SQL Server 2005 Programmers for .NET 4 developers still working in a SQL Server 2005 setting.
It Started with a Secret-Jill Mansell 2020-06-11 THE SUNDAY TIMES BESTSELLER 'Gripping and incredibly comforting' Marian Keyes 'Like a little blast of sunshine - uplifting, heartwarming and supremely feelgood'
Sophie Kinsella Jill's Mansell's irresistible new book is the perfect escape. A beautiful Cornish setting, a chaotic family, a woman who's had enough of romance - or has she? The trouble with secrets is that you can't
guess what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 . . Lainey has lost everything. Luckily one little fib (OK, quite a big fib) helps nail her dream job. Soon she's living in a stunning house by the sea, fending off obsessed fans for a
retired - if far-from-retiring - actor and organising his charming but chaotic family. It's definitely worth the challenge of keeping her secret. At least Lainey isn't looking for love. It's time for a break from all that. And yet
. . . Seth, the actor's grandson, really is rather attractive. There's growing chemistry and a definit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But how would he react if he knew she hadn't been honest with him? Lainey's not the only
one with a secret, though. Seth has one of his own. And everything's about to start unravelling . . .
煙囪的秘密-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2003-11-01 一座私人莊園，因豪門紳士、政府要人出入頻煩而名噪英倫。 某小國的王位繼承人流亡至此後，竟被暗殺身亡，於是該國的石油開採權及其所擁有的珍珠財寶，成了眾人關心的焦點，而想當然耳也是野心者覬覦的對象。 於是一位深入虎穴打探虛實的年輕人，不意間竟發現了一間密室，至此，一場牽涉到國際陰謀的爭奪戰就此白熱
化。 誰是最後的贏家──或者該說，正義將落在哪一方？敬請熱烈期待。
Keeping Luke's Secret-Carole Mortimer 2013-03-27 Out of the blue, Leonie is asked by Rachel, a renowned actress, to write her biography. Although she has published a biography once before, she has no idea why
Rachel chose her as the author. Her doubts about the job deepen with Rachel's son, Luke, who for some reason relentlessly intimidates her. As Rachel was unmarried when giving birth to Luke, i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scandals at the time. While being aware of his hostile attitude, Leonie is drawn to his cold green eyes, and she decides to accept the job...
The Mathematics of Secrets-Joshua Holden 2018-10-02 The Mathematics of Secrets takes readers on a fascinating tour of the mathematics behind cryptography—the science of sending secret messages. Using a wide
range of historical anecdotes and real-world examples, Joshua Holden shows how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underpin the ways that different codes and ciphers work. He focuses on both code making and code breaking
and discusses most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ciphers that are currently known. He begins by looking at substitution ciphers, and then discusses how to introduce flexibility and additional notation. Holden goes on to
explore polyalphabetic substitution ciphers, transposition ciphers, connections between ciphers and computer encryption, stream ciphers, public-key ciphers, and ciphers involving exponentiation. He concludes by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ciphers and where cryptography might be headed. The Mathematics of Secrets reveals the mathematics working stealthily in the science of coded messages. A blog describing new developments
and historical discoveries in cryptography related to the material in this book is accessible at http://press.princeton.edu/titles/10826.html.
緘默的病人-Alex Michaelides 2020
Mac OS X Tiger Killer Tips-Scott Kelby 2005-08-08 Tips rule! Have you ever noticed that in just about every Mac book, the author will include a couple of tips in each chapter (you'll usually find them in the sidebar, or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in a tinted box). Sometimes it's a shortcut, a faster way to do something, or a clever workaround that just makes your life easier. People really love those tips, but there's only one problem--there's
never enough of them. That's why Scott Kelby, bestselling author and Editor-in-Chief of Mac Design magazine came up with the idea to create a book that¿s nothing but ¿sidebar¿ tips. That's right--this entire book,
cover-to-cover is packed with nothing but those cool inside secrets, slick workarounds, undocumented shortcuts, and sneaky little tricks that will make you faster, better, and have more fun using Mac OS 10.4 (Tiger).
Nothing but the tips! You're not going to find complicated descriptions on how to configure a network, how to partition a hard drive, or lines and lines of scary-looking UNIX code--instead this book is nothing but cool
tips--and it's all written in Scott's casual, plain English style so you can start using these tips today. Plus, this book does the standard "sidebar tip" one better by including a clear screen capture with nearly every tip, so
you can see exactly how it's all done. Not just tips. Killer tips! To be in this book, every tip has got to be a "Killer Tip" (the kind of tip that makes you nod and smile, then call all your Mac buddies to tune them up with
your new-found power). Scott¿s a total "hip hound" (in fact, it was Scott who created the entire smash-bestselling "Killer Tips" book series), and he doesn't hold anything back--it's all here from the man who literally
"wrote the book" on cool productivity tips. If you like doing things the easy way, if you like getting twice the work done in half the time, and if you get a kick out of knowing all the "inside secrets and undocumented
shortcuts" that will wow your friends and coworkers, you're absolutely going to love this book.
Katie Sprinkled Secrets-Coco Simon 2015-06-16 Katie has a tough time keeping one secret…what happens when she has to keep four? All of the cupcake girls have secrets and are ready to burst! Katie loves knowing a
secret; it's just tough for her to keep them! And in this story all her friends have told her a secret! From new crushes to someone cheating on a math test, Katie doesn’t know what to do with all of this juicy information!
Can the Cupcake Club survive with everyone keeping secrets from one another? The girls soon realize they need to confide in each other—after all what are best friends for if not for keeping your secr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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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somebody should go to the ebook stores, search start by shop, shelf by shelf, it is truly problematic. This is why we present the ebook compilations in this website. It will definitely ease you to see guide keeping you a secret pdf as
you such as.
By searching the title, publisher, or authors of guide you really want, you can discover them rapidly. In the house, workplace, or perhaps in your method can be every best area within net connections. If you objective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keeping you a secret pdf, it is no question simple then, previously currently we extend the associate to purchase and make bargains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keeping you a secret pdf so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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