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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Security-Tanya Spencer 2017-09-11 Maintain peace of mind while you are working or living abroadwherever and however you travel. As an international traveler, you know there are risks. But are you doing everything you can to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r belongings? Whether you are traveling for work or pleasure, Personal Security: A Guide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enables you to pre
漫漫自由路-Nelson Mandela 2005 本书是曼德拉在监狱中写成自传,从曼德拉出生一直到他当选并宣誓就任新南非总统,时间跨度达76年。全面展现了曼德拉的伟大人生和南非人民在非国大的领导下,为结束种族歧视,争取自由而前仆后继、英勇抗争的斗争过程。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ystems-R. Kelly Rainer 2008-01-09 WHATS IN IT FOR M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ives all around us-in how we communicate, how we do business, how we shop, and how we learn. Smart phones, iPods, PDAs, and wireless devices dominate our lives, and yet it's all too easy for students to tak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granted. Rainer and Turban's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ystems, 2nd edition helps mak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e alive in the classroom. This text takes students where IT lives-in today's businesses and in our daily lives while helping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valuab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to their future careers. The new edition provides concise and accessible coverage of core IT topics while connecting these topics to Accounting, Finance, Marketing,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and Operations, so students can discover how critical IT is
to each functional area and every business. Also available with this edition is WileyPLUS - a powerful online tool that provides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with an integrated suit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in one easy-to-use website. The WileyPLUS course for Introduction to Information Systems, 2nd edition includes animated tutorials in Microsoft Office 2007, with iPod content and podcasts of chapter summaries provided by author Kelly Rainer.
Mobile Technologies and Handheld Devices for Ubiquitous Learning: Research and Pedagogy-Ng, Wan 2010-08-31 Mobile Technologies and Handheld Devices for Ubiquitous Learning: Research and Pedagogy provides readers with a rich collection of research-informed ideas for integrating mobile technologies into learning and teaching. Each chapter looks critically at the issues, related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learning ubiquitous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research reported. New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present challenges for education causing educators to have to rethink pedagogy, boundaries and curriculum if they continue to embrace mobile technologies in their teaching.
Wireless Technologies: Concepts, Methodologies, Tools and Applications-Management Associati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2011-08-31 Contains the latest research, case studie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within the field of wireless technologies.
Computer Privacy Annoyances-Dan Tynan 2005 'Computer Privacy Annoyances' shows readers how to keep private information private, stop nosy bosses, get off that incredibly annoying mailing list, and more. Unless you know what data is available about you and how to protect it, you're a sitting duck. 'Computer Privacy Annoyances' is your guide to a safer, saner, and more private life.
PC World- 2008-07
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20世紀三位傳奇女子，一部動盪百年的中國現代史-張戎(Jung Chang) 2020-07-28 《鴻》《毛澤東》《慈禧》暢銷傳記作家／張戎 暌違六年最新重磅巨作 現代中國從慈禧到今天， 宋氏三姊妹與她們的丈夫，正是完整串連中國百年史的關鍵人物！ 跨越三個世紀 走過三大陸 多場革命 三位家喻戶曉的女子 三段鮮為人知的傳奇人生 親訪宋、孔、蔣、孫家親屬與專家學者見證人 參閱臺港英美俄五地共14家檔案館 收錄三姊妹個人生命與大歷史交織的珍貴照片64幀 ★足以理解中國現代樣貌的歷史巨作★ 《紐約時報》《泰晤士報》《衛報》《華盛頓時報》 《圖書館雜誌》《大西洋雜誌》《書單》《出版人週刊》等 ★英美重量媒體一致讚譽★ 「我還特別希望弄清一個問題：中國為什麼會從慈禧走向毛澤東？一九○八年慈禧去世前，她已經準備實行君主立憲，給中國人以投票權，有關程序、規則都已經制定。可
四十年後，毛澤東上台，中國陷入最嚴酷的專制極權。這四十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像毛傳和慈禧傳一樣，書中觀點也會讓一些讀者感到震驚。但是，中國現代史被改竄百年，早就應該重新書寫。我能夠做的，是發掘史料，從而提供新鮮視野。這三部傳記合起來，算是我的《中國現代史及其核心人物三部曲》吧。」──張戎 ＝本書特色＝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傳記作家張戎，暌違六年最新巨作，重量級登場！ ◎繼描寫影響中國現代化起步的女人慈禧後，張戎再度下筆出版撰述影響中國20世紀的三位女性！揭露宋氏三姊妹不為人知的史料、她們的榮光與爭議，無論在北京或莫斯科，宋氏三姊妹影響之深，足以為當代再次理解。 ＝各界名家重量推薦＝ 博客來網路書店人文線企劃◎呂佳龍 誠品書店南紡店門市組長◎李毓真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教師◎汪栢年 輔仁大學歷史
學系教授◎林桶法 誠品書店台南文化中心店書區門市組長◎郭嘉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黃克武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歷史教師◎黃春木 作家、知名節目主持人◎謝哲青 作家、出版人◎顏擇雅 ──齊聲推薦（推薦人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宋家三姊妹，從未建立過王朝。她們更像是在追求理想路途時，不期然捲入了兩個中國的現代進程。她們權傾一時，是依附在身邊的男人、領袖、組織與政黨之中。她們有過拯救苦難人民的信念，然而在同時代人的議論中，多是貶多於褒。過往，這一切被極力遮掩、淡化，慶齡、美齡甚至有了莊嚴、高雅的光輝。張戎重新立傳，不以推落神壇為手法，她撥開的是籠罩金身之下的朽壞──自私卑微、怯弱猶疑、貪權愛財身，就如同你我一般凡人的那面。 ──博客來網路書店人文線企劃◎呂佳龍 本書從宋氏三姊妹為起點，連結到她們的丈夫，再連結到清末至
近代的中國，緩緩寫出整個時代的動人史詩。有別於刻板教條的歷史，作者將人物的性格、感情、理念還原至歷史中，使歷史事件充滿人性；以人為主題，將生命歷程放入歷史事件中，讓人物述說歷史故事。你會發現：原來有好多真相被掩蓋住了。更會驚覺：這些教科書中的歷史人物，竟是在動盪不安的大時代中，展開自己與家人的生命歷程──本書宛如讓讀者看了一部活生生的宋氏家族興衰史。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教師◎汪栢年 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開始前夕，重新回顧與詮釋中國二十世紀的變遷已是必要之務，因為過往「中國現代史」研究及敘事的時間太近，糾結太深，意圖太雜。 張戎先前曾新詮及重現慈禧、毛澤東，現在以宋氏三姊妹為傳主，旁及她們赫赫有名的丈夫――孔祥熙、孫中山、蔣中正，以人敘事，在人物思緒和行動中鋪陳宏觀的歷史圖像，三部書，或許再加入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鴻》，隱隱然可輯成一部新「中國現代史」，有平
凡真實的人，以及與大時代廣闊不凡的交織。 ──台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歷史教師◎黃春木 ＝內容簡介＝ 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後平安歸來，其中的關鍵人物是宋美齡？ 宋慶齡愛孫中山到要為他去死，為什麼後來說「我沒有愛上他」？ 宋靄齡對蔣介石的影響超過任何人？ 為什麼政治風暴的核心常有宋氏三姊妹的身影？ 為什麼她們一生的故事，正好形塑現代中國的一連串重要事件？ 所謂「軍閥混戰」的民初十六年，乃是中國的民主時期、黃金時代？ 當中國現代史被改竄百年，二十一世紀如何回首真正的歷史？ 宋氏三姊妹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與她們的丈夫充滿感情糾結的關係，正是重新理解中國的關鍵角度。 人人都熟知宋氏三姊妹，卻並不真正認識她們──宋靄齡是中國最有錢的女人之一，是影響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治事務至深的人，卻因以國家之名行中飽私囊之實而備受譴責。宋慶齡嫁給首倡共和的孫中山，成了「國母」，婚後卻對丈夫心寒意冷，後半生雖
貴為共產黨中國副主席，卻飽嘗恐懼的折磨。宋美齡是多年元首蔣介石的妻子，人稱「永遠的第一夫人」，卻因這一身分多次與死亡擦身而過。三姊妹一生榮耀無數，卻危機不斷。曾是相親相愛的手足，卻因分屬敵對陣營，關係錯綜複雜，極具戲劇性。 寫過掌控中國命運的毛澤東與慈禧之後，暢銷傳記作家張戎開始思索：開啟中國現代化的慈禧生前原本已計畫賦予中國人投票權，為何短短四十年後中國就走進毛澤東的專制極權？為了尋找主宰這段歷史的風雲人物，作者再度下筆撰述影響二十世紀中國至深的三位女性和她們的丈夫。 本書既是個人史、家族史，也是中國波濤洶湧的現代史。從民初的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國、毛澤東的共產黨中國，到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臺灣的民主轉型，三姊妹親眼見證三個世紀，跨越中國百年。作者遍訪宋、孔、蔣、孫家親屬與專家學者、走過臺英美俄四地檔案館，選擇捕捉了三姊妹人生重要場面的六十四幀珍貴照片，
以其一貫的「秉筆直書」精神，再度寫下一部足以重新理解中國現代樣貌的歷史巨作。 ＝媒體評論＝ 張戎的作品研究十分深入，讀來引人入勝！──《紐約時報書評》 本書是一部不朽巨作……書中三位神話般的女主角悠然遊走在東西方之間……帶來的後果源遠流長，對當代生活的影響更勝以往。──《旁觀者》 引人入勝……在這部清楚易懂、充滿智慧及寬恕的傳記作品中，作者為舊時代注入新轉折。在每個偉大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宋氏姊妹。──《泰晤士報》 大多數西方人對這段期間的中國複雜歷史所知不多，這本可讀性極高的作品恰能協助填補這段空白。張戎將歷史結合人物特色，梳理出一種易於理解的觀點，貫穿數十個年頭以及原本難以消化的大量資訊。──《華盛頓時報》 精采非凡！本書就如同張戎先前的作品，包括最為知名的《鴻》，正因其極富同情心的作家之眼，留意著獨特時空之下的人心細節，使得她的作品傑出無比。本書是她
再一次的成功之作！──《倫敦晚報》 讀來令人忘我！任何讀過張戎名作《鴻》的人就會深深明白，她是技巧高超的說書人，擁有足以訴說動人細節的大師之眼。讀畢本書，你將渴望更加認識過去百年的中國歷史！──《每日郵報》 整本書令人欲罷不能，是英語世界有關宋氏三姊妹最為全面的著作。三姊妹的故事以充滿深刻理解的筆調寫就，對「國父」孫中山向來被神化的形象，本書做出令人樂見的修正。──《金融時報》 作者的作品一向值得一讀，尤其是本書展現出權勢強大的女子如何協助打造現代中國。在走過毛澤東的勝利七十年之後，這個國家的政治領導幾乎不見任何傑出的女性，因此這部著作的推出恰逢其時。──《週日泰晤士報》 一部應當迫切閱讀的力量之作。有如一扇開向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迷人大窗！──《愛爾蘭獨立報》 張戎在生動描繪現代中國歷史重要人物的系列作品中再添一筆……這本淺顯易懂的作品將吸引歷史迷及傳記迷，還有那些
對張的作品已經很熟悉的讀者。──《圖書館雜誌》 可讀性極高又淺顯易懂的作品，介紹三位值得受到更廣泛認同的重要女子。──《書單》 在這部令人入迷的三人傳記裡，張戎完整記錄宋氏三姊妹的生活及婚姻……這個精采故事將滿足對政治、國際事務及家族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出版人週刊》 本書帶領讀者親臨歷史場景，連結書中主角的個人故事以及她們之間深奧矛盾的政治分歧……充分顯現作者的歷史修正主義意圖。──《大西洋雜誌》 作者以大膽的筆觸描繪中國緊張又複雜的歷史……讀來饒富趣味。──《圖書館書評》 令人廢寢忘食……主角是三位出色的女子，每位都享盡榮華富貴，但是也忍受隨之而來的痛苦、致命危機，以及心碎和絕望。她們的迷人故事讀來有如《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以及米特福德六姊妹的綜合體，而這段歷史感覺和我們的時代是如此接近。──《書商雜誌》 張戎一向是敢於違逆時勢發言的說故事大師，在
她筆下，這個舊時代的故事由一位熟悉現代中國錯綜複雜的家庭、影響力、性別及力量的人，找到全新闡釋……由這幾位出色姊妹花提出看待歷史的刺激觀點。──《空中郵報》 這部令人屏息以待的全新三人傳記，成功重現這幾位堅毅女子出色又複雜的人性……一部令人不忍釋卷又動人的個人故事。──《英國電訊報》 本書最強大的特點是對這三位姊妹的隱約同情……三位宋氏姊妹是張戎這部新作的主角，她們的人生比歌劇劇情更加精采。──《衛報》 ▍延伸閱讀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
The Titan Series: A Military Romance Sampler-Cristin Harber CHAPTER SAMPLER of three bestselling military romance novels (WINTERS HEAT, GARRISON'S CREED, WESTIN'S CHASE) and two bestselling novellas (GAMBLED and CHASED). The sampler includes the first few chapters of each book. It's an easy way to see if you like the series before you buy it. WINTERS HEAT After putting her life on the line to protect classified intelligence,
military psychologist Mia Kensington is on a cross-country road trip from hell with an intrusive save-the-day hero. Uninterested in his white knight act, she’d rather take her chances without the ruggedly handsome, cold-blooded operative who boasts an alpha complex and too many guns. Colby Winters, an elite member of The Titan Group, has a single objective on his black ops mission: recover a document important to national security. It was
supposed to be an easy in-and-out operation. But now, by any means necessary becomes a survival mantra when he faces off with a stunning woman he can’t leave behind. When Titan’s safe houses are compromised, Colby stashes Mia at his home, exposing his secret—he’s the adoptive father of an orphaned baby girl. Too soon, danger arrives and Mia lands in the hands of a sadistic cartel king with a taste for torture. As hours bleed into fear-drenched
days, Colby races across the globe and through a firestorm of bullets to save the woman he can’t live without. GARRISON'S CREED Nicola is an injured CIA agent on the run from a failed undercover operation. Her escape plan shatters when she slams into the man who buried her a decade ago. Cash Garrison. Her first and only love. Now, sexier than her best memory and cradling a sniper’s rifle, he has questions she can’t answer. Why was she alive?
And armed? Cash is an elite member of a black ops organization, The Titan Group. He thought Nicola died his senior year of college and swore off love to focus on a decade of military missions. But when she shows up behind enemy lines, bleeding out and wielding a weapon, his heart and mind are unsure how to proceed. Titan and the CIA join forces to uncover a mole hidden in a network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ts and homegrown mobsters, teaming
Cash and Nicola again. They fight old wounds and re-ignite sparks while closing in on a double agent. When disaster strikes, Nicola’s hidden past makes her the hunted target and Cash’s best kill shot may not be enough to save them. WESTIN'S CHASE Jared Westin knows his reputation and likes it. He gets the job done. No emotion. No baggage. That’s why his elite ops company, The Titan Group, is better than the best. They complete projects
classified as mission impossible. And then, in walks a woman as tough as she is sexy. His counterpart in every way, should he choose to admit it. Ousted undercover ATF agent Lilly Chase only answers to “Sugar.” Jared is the only man who can see past her leather-and-lipstick demeanor, and that revelation is terrifying. She was fired for helping Titan on a questionable arrest she should’ve ignored, then partnered with Jared’s rival on an assignment in
Afghanistan. Distance and danger do nothing to change her feelings. When she’s left on the side of a mountain to die, an unexpected ally comes forward, and might open her heart. Saving Sugar isn’t a normal rescue operation. It pits Titan against its rival, Jared against his nemesis. Chasing Sugar’s heart isn’t a simple task, either. She fights him, fights them, always ready to run. When she becomes a pawn in a game of collateral damage, Jared must risk
his life to save her—the woman whose bravado and surprising sweetness has given him the one thing he never had. Love. GAMBLED Brock Gamble’s epic fall from the Titan Group labeled him a traitor, then his wife walks out the door. Can the couple survive if the only chance of redemption is a fall further into a world of guns and kidnappings? CHASED Jenny Chase and Asher McIntyre: can two hearts on opposite career paths survive while Asher’s
enemy seeks to take them out?
断裂失效的概率分析和评估基础-钟群鹏 2000 本书主要介绍断裂失效概率分析和评估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应用,包括断裂失效的概率统计和随机过程、失效分析的可靠性和工程断裂力学的基础知识等。
Grumor in groep 8-Paulus Stephanus Elisabeth Lambertus Maria Loon 2020
不轨之举-布朗 1995 书名原文:Immodest acts:The life of a lesbian nun in Renaissance Italy
Five Go off to Camp 五夥伴外出露營 (ESL/EFL 英漢對照繁體版)- 2020-02-04 本書是“百萬英語閱讀計劃”叢書——英漢對照中級英語系列讀物第IV輯（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專輯）之7，適合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閱讀。 百萬英語閱讀計劃(Million-Word Reading Project, MWRP)是專門為將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ESL/EFL learners）設計的英語閱讀提高計劃，讀者對象為已掌握1500基本英語詞彙的讀者（相當於初級英語），通過２年、每天約15分鐘的閱讀能達到中級英語水平，掌握3000多單詞和大量的短語，熟練掌握英語的各種句子結構，並能閱讀一般英語原著。 本書文本統計信息詳見下表，供選擇時參考： 【文本統計】 可讀性值 | 87.5 總字數 | 40507 1500詞外詞數 | 2370
1500詞外詞條數 | 571 生詞率(%) | 5.85 生詞率（按詞條）(%) | 1.41 生詞複現率 | 4.15 複現5次以上生詞數目 | 136 複現2次以上生詞數目 | 330 【內容簡介】 本書為英國作家伊妮德•布萊頓（Enid Blyton）系列少年歷險小說“聞名五夥伴”（The Famous Five）之7。聞名五夥伴是三兄妹朱利安（Julian）、迪克（Dick）和安妮（Anne），與他們的堂姐妹，假小子喬治（George），真名是喬治娜（Georgina），還有喬治那只忠實的狗提米（Timmy）。 假期，五夥伴到荒原上露營，在探索荒原時，他們來到一處廢棄的貨場。從看守貨場的老人口中，孩子們得知有一列幽靈火車，深夜從隧道開出來，然後又神秘地消失。於是，五夥伴決定進入隧道探索。他們在隧道內能發現什麼呢？幽靈火車之謎能破解嗎？ 伊妮德•布萊頓（1897～1968）是英國“國
寶級”的童書大王。在歐洲，她的書被公認為最讓家長放心的課外讀物；在全球，她的書被翻譯的數量超過安徒生和莎士比亞。在她去世50年之後，她的小說仍暢銷不衰。
社會學的想像：從「個人的煩惱」連結到「社會的公共議題」，歡迎來到社會學的世界！-米爾斯 C. Wright Mills 2020-08-04 ★社會學最負盛名啟蒙書★ ★當代美國文明最重要的批評家★ ★社會學領域最經典、最暢銷名著問世60年紀念版★ 在一個沒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的時代， 重要的是：認識到每個人在這樣的世界中身處何處。 用社會學家的眼光看世界、想問題，你會豁然開朗 在劇烈變動的社會之中，看似與他人無關的自身境遇變遷，帶來沈重的不安與無力感——為什麼從前有工作、現在卻失業；別人發財，我卻賠錢？大多數人看不出自身與身後更大的社會背景、結構之間的關係，其實早在一九五、六○年代，社會學家米爾斯就提出，人們需要「社會學的想像」、或者說是一種思考方式——將社會生活世界與自身生命的意義連結起來的思考方式——來掌握世上發生的事，以及理解自己。擁有了「社會學的想像」，冷漠的
大眾將關注公共議題，找出可能的解決之道。 米爾斯從個人境遇涉足社會結構的熱情，讓他直言當時社會科學兩兩大流派：「鉅型理論」偏重系統性、「抽象經驗論」側重統計資料，而流於空洞與技術化，忽視社會科學的問題、情境，依據在地情況不同，就算是同一概念也可能存在著極大的差異。他進而指出社會學家的本職：不囿於研究課題的「實用性」（以免受商人所用），以及不依賴科層制（力求學術自主性）。這樣犀利的批判，在美國社會學界引起深遠迴響，無論正反兩極，無不受本書與視野所啟發。因此自出版後，躍居社會學入門必讀之書，暢銷至今超過半世紀，有「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社會學名著之一」之譽。 本書有以下社會學的重要思考： ●什麼是「社會學的想像」？ 是一種心智特質，當思考個人日常經驗時，要意識到與所處的社會結構，敏銳的感知個人煩惱與公共議題的連結。 ●「環境中的個人煩惱」轉化為「社會結構中的公共論題」 「如果
一個人口十萬的城市只有一個人失業，這就是他個人的煩惱……如果一個人口五千萬的國家有一千五百萬人失業，那就是議題了。」 ●對研究方法的省思 對各類研究的簡單的加總，只是一種奇怪的砌磚成牆的努力，絕不可能完整認識社會。研究歷史和比較方法不可或缺。 ●社會科學的使命 隨著科層制的廣泛運用，大多數人運用個體理性的機會被扼殺，成為「快樂的機器人」，社會科學的學者負有教育和公共職責，必須捍衛理性和個體性，使其成為民主社會的主流價值。 ●如何看待政治 在一個沒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的時代，重要的是認識到每個人在這樣的世界中身處何處。 米爾斯寫道，「藉由社會學的想像，人們將會感覺到宛如在一間曾經如此熟悉的屋子裡頭驚醒；這種發現的興奮，不是來自發現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事物，而是發現以前熟知的事物改變了意義，使我們能以嶄新的眼光來看待生活一輩子的同一世界。」從米爾斯所處的二十世紀到今天，人們
永遠追求著社會學的想像——來看懂世界、理解他人、定位自己，進而改善、甚至創造個體與群體的機遇。 ｜本書特色｜ 1.現在最需要的一本書，歡迎來到社會學的世界！： 個人的煩惱，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如果將個人體驗抽離社會制度（結構）的影響，米爾斯說這是一種「不安、冷漠」，而終將成為社會普遍的苦悶。建立「社會學的想像」，是所有人面對內在不安、進而理解自身與大社會之間密切關係所必需，可說是社會意識高張、議題多元的現在最需要的一本書。 2.社會學世紀經典，米爾斯一生學術精華的大成之作： 米爾斯在當代社會學界負有盛名；他以大開眼界的犀利筆鋒，梳理社會學研究傳統，並挑戰美國的兩大流派：「鉅型理論」和「抽象經驗論」的抽象與空洞，將焦點放回社會學的核心價值——社會學想像——勇於面對時代的問題、在社會的脈絡之中探索其緣由，進而批判與改造。 3.綜觀「社會科學」學門： 包羅社會學
相關研究主題，舉凡社會學、歷史學、科層組織、科學哲學、研究對象、歷史、理性與自由、政治、治學之道，無論是想掌握整體視野的入門者，或是想進一步理解各領域的讀者，都能獲得啟發。 ｜專業推薦｜ 王宏仁（前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林鶴玲（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蔡博方（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暨所長） 「挑戰、刺激和激勵世界各地的學生，以嶄新而清晰的眼光看待社會學。」——《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社會學的想像》早已經是社會學的經典名著，幾乎所有社會學基礎課程都會選用此書（部份章節）當做認識社會學的基石。希望一窺社會學在討論什麼，或是希望從觀察社會現象中獲得堅毅勇氣的讀者，都應該來閱讀這本經典著作。」──王宏仁（前台灣社會學會理事長、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作者簡介｜ 米爾斯（C.
Wright Mills） 美國社會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 他的寫作主題包括白領工作、科層組織、權力和權威、社會菁英、理性化、社會問題、共產主義、冷戰、意識型態、社會科學和社會學本身。主要著作包括《白領：美國中產階級》（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1953）、《韋伯社會學文選》（From Max Weber, 1946）、《權力菁英》（The Power Elite, 1956）等。 《社會學的想像》初版於1959年，現在已成為英語世界，乃至世界各地社會學教學中廣受推崇的入門經典。米爾斯1962年病逝於紐約，得年46歲。被譽為「當代美國文明最重要的批評家之一」。
教堂尖塔-戈尔丁 2001 本书讲的是圣母马利亚大教堂的乔斯林教长感到主在召唤,要他为了主的荣光去建造一座四百英尺高的教堂尖塔,他不顾教士们的反对,也不理睬建造商罗杰·梅森的忠告,在没有地基的情况下硬逼着梅森和工人们往上造尖塔的事。
Goodnight, My Love! (English Chinese Bilingual Book for Kids - Mandarin Simplified)-Shelley Admont 2020-12-05 English Mandarin Bilingual Book (Simplified). Perfect for kids studying English or Chinese as their second language. Alex finds it hard to go to sleep. His father suggests planning a dream that he would like to see when he falls asleep.
冬天的故事-William Shakespeare 2016
动机与人格-（美）马斯洛（Maslow,A.）著 2010-06-01 本书共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包括：自我成长与人格力量；新型生活与人格力量；成功心理与人格力量；知识价值与人格力量。
I Love My Dad (Chinese English Bilingual Book for Kids - Mandarin)-Shelley Admont 2020-08-17 Chinese English bilingual children's book. Perfect for kids learning English or Chinese as their second language. Fun children's story with educational message. Jimmy the little bunny doesn't start off knowing how to ride a two-wheeler bike. When Dad shows Jimmy how not to be afraid to try something new, that's when the fun begins.
蓝色小卡车-Alice Schertle 2018 本书讲述了"嘀嘀----"蓝色小卡车就是这么有礼貌:路上遇到蟾蜍,牛,马等动物时,都会亲切地打招呼.但翻斗车可太傲慢啦,不仅对别人不理不睬,还仗着自己个头大,抢道先行,结果一不小心陷进了泥巴里.他喊啊叫啊,却没人来帮他.这时,蓝色小卡车冲进泥坑里和小动物们一起把翻斗车推出来.好人缘的蓝色小卡车和没人搭理的翻斗车形成了鲜明对比,让孩子们明白:友善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融洽;友善待人,自己也会更受欢迎,更快乐.
心理学原理-詹姆斯 2019 本书所列主题包括大脑的功能,习惯,心理学的方法和陷阱,思想之流,自我意识,注意,概念作用,辨别和比较,记忆,感觉,知觉,推理,本能,情绪,意志等,大致确定了以后百余年来心理学研究的范畴.
科学与人类行为-斯金纳 1989 书名原文: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生存任務-Bear Grylls 2013
禅与日本文化-铃木大拙 1989 根据岩波书店1981年日文版译出。
風的十二方位-娥蘇拉．勒瑰恩 2019-08-13 娥蘇拉．勒瑰恩是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她不只是科幻作家，更是文學界的標誌性人物。 ――史蒂芬．金 勒瑰恩的文字寫入了我的靈魂。 ――尼爾．蓋曼 ※哲學、奇想與科幻的完美融合 ※30年等待，繁體中文版初問世！ ※收錄《黑暗的左手》、《一無所有》靈感來源、《地海系列》前傳 ※作家 臥斧、臺大外文系教授 趙恬儀專文導讀 世上最幸福快樂的城市，住著最悲慘可憐的孩子――《離開奧美拉城的人》 那孩子小小的手中捧著一個木盒，微笑著說，裡面裝的是黑暗――《黑暗之盒》 一式十型的複製人不幸死去九個，剩下的那人，將會如何？――《死了九次的人》 在科學等同黑魔法的世界，對知識的單純渴求竟招致殺身之禍？――《師傅》 無人知曉山下巫師的真實身分，直到另一名屠龍巫師出現，他們才發現真相――《名的規則》 《風的十二方位》由勒瑰恩自選17個短篇，
收錄自我點評與花絮、起源與軼事。故事設定從中古世紀延伸至遙遠未來；有偶然拾起的靈感，也有未來長篇的起源。勒瑰恩向來善於以優美犀利的筆觸，刻畫衝擊既定印象的情節。於她筆下，所有世俗界線皆可挑戰與破除。透過這本短篇自選，我們將在作者帶領下踏上一趟回溯之旅，一點一滴深入她以文字開闢的科幻疆土，探索豐沛故事力量的源頭。 來自遠方、來自朝夕晨昏／來自蒼穹十二方位的風， 說吧，我必回應；告訴我，我能如何幫助你； 在風自十二方位吹來／我踏上無盡長路之前。 作者簡介 | 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美國重要奇幻科幻、女性主義文學作家，1929年生。著有長篇小說20餘部、短篇小說集10本、詩集7本、評論集4本、童書10餘本；並編纂文選與從事翻譯，包括將老子《道德經》譯成英文。曾獲美國國家書卷獎、號角書獎、紐伯瑞獎、世界奇幻獎、軌跡獎、星雲獎、雨果獎、小詹姆斯．提普
翠獎、卡夫卡獎、普須卡獎……等，以及SFWA大師、洛杉磯時報Robert Kirsch終生成就獎等榮譽。 她的奇幻成長小說系列「地海六部曲」與「魔戒」、「納尼亞傳說」並列奇幻經典，科幻小說《黑暗的左手》、《一無所有》等也是科幻迷心目中永遠的經典。小說探討的議題，從自我成長與認同，到社會制度探討與性別問題，都鞭辟入裡，在優美恬澹的敘事風格中予人寬廣深沉的省思空間。西洋文學評論家哈洛．卜倫將她列為美國經典作家之列，日本作家村上春樹也是她的書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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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斯底里症研究-佛洛伊德 2000
火星女仆-Edgar Rice Burroughs 2019-07-23 当公主被绑架时，她的儿子有机会 - 投掷飞艇战斗，失去城市，野蛮的生物，以及洛萨神话般的幻影弓箭手，你会有最好的刺激，寒战和高度冒险。
米德尔马契-乔治·爱略特 (英) 1987
人类理解论- 2017
失踪的孩子-费兰特 2019
大分流-慕兰·彭 2008 本书讨论了各家的论点, 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 对欧洲的英格兰和中国的江南地区作了具体的比较, 以新的论证方法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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