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y Princess Story Eternal Alice Rondo
Key Princess Story-Kaishaku 2007-05-22 The stalemate of the higher ranking Alice-powered girls finally ends as the top-ranking girl Lidel makes the
move. Now, Aruto and his friends must face increasingly skillful girls as they progress in the Alice Royal. All girls keep their troubled past in their
heart, and perhaps that's what makes them so strong. And they will do anything to protect their secret.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threats
they face when they get too close to figuring out the secret of Never-ending Alice.
Key Princess Story-Kaishaku 2007-07-31 Aruto Kirihara is a high school student obsessed with writing the perfect sequel to Lewis Carroll's Alice in
Wonderland. After meeting a girl who looks strangely like his heroine, he is pulled into a world where girls with strange powers and bunny ears
battle to recover the true sequel, which has been lost for generations.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卡罗尔 2019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讲述了一个名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在梦中追逐一只怀里揣着一块怀表,会说话的白兔而掉进了兔子洞,从此开始了一段漫长而又惊险的旅行.旅行并不是充满了欢笑和乐趣,它有刺激,有惊险,有奇遇,有许多会讲话的生物以及像人一般
活动的纸牌.爱丽丝在寻找回家的路的过程中,结识了会隐身的柴郡猫,爱睡觉的睡鼠,脾气暴躁的红心王后......她喝一口饮料就会缩小成老鼠大小的人,吃一块蘑菇又能迅速长成一位巨人.在这个神奇而古怪的地下世界里.所有的人都疯疯癫癫,脾气古怪,发生的事情都出乎意料,十分离奇.只
有爱丽丝是唯一头脑清醒的人.但她也成了这个魔幻世界里被众人排斥的一个人.
The Anime Encyclopedia, 3rd Revised Edition-Jonathan Clements 2015-02-09 "Impressive, exhaustive, labyrinthine, and obsessive—The Anime
Encyclopedia is an astonishing piece of work."—Neil Gaiman Over one thousand new entries . . . over four thousand updates . . . over one million
words. . . This third edition of the landmark reference work has six additional years of information on Japanese animation, its practitioners and
products, plus incisive thematic entries on anime history and culture. With credits, links, cross-references, and content advisories for parents and
libraries. Jonathan Clements has been an editor of Manga Max and a contributing editor of Newtype USA. Helen McCarthy was founding editor of
Anime UK and editor of Manga Mania.
Magic as Metaphor in Anime-Dani Cavallaro 2010-03-08 Since its inception as an art form, anime has engaged with themes, symbols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drawn from the realm of magic.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um has increasingly turned to magic specifically as a metaphor for a wide range
of cultural, philosoph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cerns. This book first examines a rang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pproaches to magic in anime,
addressing magical thinking as an overarching concept which unites numerous titles despite their generic and tonal diversity. It then explores the
collusion of anime and magic with reference to specific topics. A close study of cardinal titles is complemented by allusions to ancillary productions in
order to situate the medium's fascination with magic within an appropriately broad historical context.
苏菲的世界-贾德 2017 本书收录了伊甸园魔术师的礼帽神话自然派哲学家命运苏格拉底柏拉图希腊文化中世纪文艺复兴等小说作品.
Mistress of All Evil-Serena Valentino 2020-12-04 Disney's new original novel, answering the truth behind the evil! The blessed daughter of the crow,
her childhood trauma has planted the root of evil... Exclusive collection gift: Pop art sticker. Experiencing many sleepless nights, and almost forgot
the shining light of herself... Memphis as a child, just a girl with a difference, she is smart, cute, ambitious, but not evil. Until the fairy exam at the
age of sixteen, sadness, loneliness, anger, betrayal.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Tara Westover 2019
尤利西斯-James Joyce 2020
森薫拾遺集-森薰 2019-01-19 ★《艾瑪》、《姊嫁物語》作者森薰的所有軌跡盡收錄在此！ ★有口皆碑的精緻細膩作畫風格帶給讀者充滿美感的視覺享受！ 從短篇漫畫、合作漫畫、單張的插畫工作、簽名會插畫傳單、束腹專欄， 乃至於四格漫畫，再加上前記和後記等新增附
錄頁！ 滿載了森薰所有的軌跡，保證讓你看了神清氣爽！ 喜愛森薰的讀者千萬不能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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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人-Sally Rooney 2020-07 正常人是爱尔兰90后作家莎莉·鲁尼继轰动文坛的处女作聊天记录之后第二年,在2018年紧接着出版的第二部小说,获得更高的好评.小说描写两个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康奈尔和玛丽安娜从高中到大学的成长,友谊和爱情.作者
用细腻而又深刻的笔触,去揭示这两位年轻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在向读者展示青春的美好的同时,又在毫不留情地揭穿那些我们寄托在过往时光上的谎言.
鹿苑長春-馬喬利.金蘭.勞玲絲(Marjorie K. Rawlings) 2010-06-01 內容簡介 本書的主角是一位少年，名為喬弟，待在陸地的「孤島」，無法像別的小孩一樣去上學。但是，他卻透過實際的生活經驗，從大自然和父母親身上學到許多事情。對他而言，這一切
都是很好的教師。 沒有同學和朋友在身邊的喬弟，小鹿褔萊格不只是陪伴他玩耍的寵物而已，小鹿就像是他的朋友，又像是與他相處和睦，必須多照顧牠一點的弟弟一樣。有弱者在身旁，而又萌生了保護之意的少年意識，使他走出了孤獨，並且促進了他的成長。但是，小鹿是自然的一部
分，長大以後，也會充滿野性，因此對巴克斯塔家而言，反而是一種威脅。喬弟必須親手射殺活生生的福萊格。以這社會的眼光來看，這實在是非常殘酷的行為，但是也唯有在經歷過這種痛苦以後，喬弟少年才會蛻變為成人。
北风的背后-麦克唐纳 (英) 2016
冰?-米澤穗信(Honobu YONEZAWA) 2011-08-18 ◆校園青春推理旗手——米澤穗信 ◆榮獲2001第五屆角川校園小說大獎之清新出道作《冰?》 摸透東野圭吾，想必不會錯過《放學後》； 算計米澤穗信，怎能少了出道作《冰?》！ 「青春」＋
「推理」 成長的苦澀微甜?日常的謎影幢幢 唯有當時15歲的眼與心能夠看見的真相 讓曾經是15歲的你與我笑著回味的輕狂 這個夏天，來認識米澤穗信。 從原點開始。 讓「節能少年」也不禁狂奔起來的那起禁忌事件…… 33年前，「古籍研究社」社刊《冰?》問世， 社長卻
遭退學，如今行蹤成謎。 曾經小女孩為他流下的淚水， 記錄的是多麼轟轟烈烈的青春軌跡？ 說到高中生活，就會想到「玫瑰色」吧？ 偏偏我是個「灰色」的節能主義者， 沒必要的事絕不做， 因為不想後悔。 要說我疏離也好，厭世也罷，但這就是我的作風。 直到我意外挖掘出埋藏在
校史中長達33年的真相， 我才恍然，什麼是真正的—— 青?春?無?悔 【內容簡介】 高一夏天，正是將青春盡情揮灑在社團活動與文化祭的日子，瀕臨廢社的「古籍研究社」好不容易招到了四名新社員：名門大小姐——千反田、雜學王——里志、毒舌女——摩耶花，以及
人生是灰色的節能少年——奉太郎。受到千反田的私人委託，奉太郎與伙伴從舊社刊的序文開始調查三十三年前的社長退學之謎。當年留下命名為《冰?》的社刊，究竟隱藏了什麼引人落淚的訊息？ 米澤穗信最受歡迎的青春推理「古籍研究社系列」第一作！ 【目錄】 一 來自貝拿勒斯
的信 二 深具傳統的古籍研究社之重生 三 值得誇耀的古籍研究社之活動 四 另有隱情的古籍研究社之後裔 五 其來有自的古籍研究社之封印 六 綻放榮光的古籍研究社之過往 七 走過歷史的古籍研究社之真相 八 邁向未來的古籍研究社之日常 九 寄往塞拉耶佛的信 後記 【內文摘錄】
在自己的房裡，仰望著純白的天花板。 我反覆咀嚼里志的話。 我喜歡開心的事，也不排斥閒扯淡或者趕流行，留在古籍研究社任由千反田帶著四處團團轉也不失為一種消磨時間的方式。 可是，如果，能夠一頭栽進某件無法視為玩笑的事情裡，讓我甚至忘卻去計算得花費多少時間與精
力……，那樣不是更快樂嗎？因為這代表那件事擁有令我不惜消耗能量也要去追求的價值，不是嗎？ 好比，像千反田那樣熱切地追逐著過去。 我的視線游移著。每當我思考起這些事，總是靜不下心來。我望遍白色天花板，又翻過身看向地板，無意間瞥見被我扔在地上的姊姊的來信。
然後，我的視線怎麼都離不開上頭一行字： 十年後，我一定不會後悔有過這樣一段日子。 十年後……在我這一介凡人眼中怎麼看都是一片朦朧的未來。到時我就二十五歲了。二十五歲的我會怎麼看待十年前的自己？能確信自己成就了什麼嗎？是否覺得十五歲的那段日子過得毫無遺憾？
出版社 獨步文化 (城邦)?
The Anime Encyclopedia-Jonathan Clements 2006 Covering more than eighty years of anime history and over three thousand titles, the authors show
how the anime universe has influenced creative cultures far beyond its native Japanese shores.
甲蟲男孩-M. G. 里奧納（M.G. Leonard） 2017-07-04 如果有人試圖控制甲蟲，究竟是基因科技的躍進，還是人類愚昧的災難？ 面對這場冒險，需要友情和膽量，以及最強大的夥伴……甲蟲！！！ 暢銷全球37國，囊括英美25個童書獎項 這本有趣的懸
疑冒險小說，讓人對甲蟲刮目相看！ 收錄「昆蟲學辭典」，讓你讀完就晉身甲蟲達人。 喜歡羅德．達爾式幽默冒險故事的讀者一定不可錯過！ 13歲的達克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隻超大黑色甲蟲從鄰居的褲腳掉出來， 而且，這隻蟲好像想跟他說什麼？ 男孩怎麼可能和一隻甲蟲溝
通交朋友？ 科學家怎麼會在博物館的甲蟲標本室人間蒸發？ 達克斯一心只想解開謎團找到爸爸， 渾然不知即將捲入什麼樣的陰謀與險境…… 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科學部主任在館內離奇失蹤。標本室庫房反鎖卻不見卡托博士，他居然就這樣人間蒸發！警方完全查不出線索。失蹤的科學
家正是13歲少年達克斯的父親，相依為命的父親突然失蹤，無親無故的他只好投靠長期投入於考古研究的麥西伯伯，兩人都相信卡托博士的失蹤並不單純。 達克斯轉學認識了聰明古怪的男孩柏托特、講義氣的大個頭女生薇吉妮亞，三人結為好友，兩人誓言幫助達克斯尋回父親。在達克
斯被同學霸凌時，一隻大如倉鼠的甲蟲不但幫他解圍還想跟他回家，達克斯感覺甲蟲似有靈性，聽得懂他說話，於是幫牠取名「巴克斯特」。 麥西伯伯和達克斯重回博物館甲蟲標本室，試圖尋找更多卡托博士失蹤的線索，卻發現部分甲蟲標本不見了。此時迷戀甲蟲的時尚設計大師盧克麗
霞‧卡特女士卻忽然現身，並且聲稱「知道」倆人闖入她捐贈給博物館的甲蟲標本室！兩人倉皇逃出，麥西伯伯苦著臉卻不願多談此人。沒想到鄰居家還有成千上萬隻像巴克斯特一樣懂人話的甲蟲！達克斯渾然不知自己即將陷入一場什麼樣的陰謀險境…… 《甲蟲男孩》最特別的部分莫
過於對甲蟲精細的敘述，恰到好處的情節安排。相關科學知識都真實有據，以流暢的文學敘事手法，巧妙揉入懸疑情節中，吸引讀者一口氣讀完，跟著13歲少年達克斯勇敢踏上一段非比尋常的正義冒險，隨之體會一段真摯動人的友情與溫暖的親情。 昆蟲世界中數量種類最多的就是「甲
蟲」，除了海洋和極地，無所不在，多達35萬種。全球各地的大小甲蟲迷與日俱增，雖然甲蟲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受到人類的重視，甚至經常引起恐蟲者的驚叫，但是經過書中的描述，甲蟲更添靈性，即使原本害怕蟲子的讀者都能體會造物的奇妙，作者更希望所有孩子能夠明白，地球絕對
不能沒有甲蟲。 本書3大特色 特色1 小說內容巧妙揉合昆蟲和基因科技的知識。 特色2 節奏緊湊的推理情節，有看電影般的樂趣。 特色3 附錄「昆蟲辭典」輔助理解，增加閱讀深度。 【少年天下】系列介紹 1. 專屬10-15歲「輕」少年的閱讀提案。 2. 夠酷而不幼稚，包
裝和題材能吸引少年。 3. 以少年為本位，提供邁向成長的關鍵字。 4. 有深度但無難度，得以思辨的優質文本。 得獎記錄 ★ 2016美國紐約圖書館年度百大好書 ★ 2016美國《出版人週刊》年度最佳童書 ★ 2017美國ALA圖書館協會年度童書選書 ★ 2016英
國衛報年度最佳童書 ★ 2017英國卡內基文學獎提名 國內外好評推薦 很像在看甲蟲版的正義聯盟電影，無論你喜不喜歡甲蟲，看完書，一定會更愛這些蟲蟲！——親子專欄作家陳安儀 一個男孩與三個朋友，還有一群美麗堅強的甲蟲一起冒險的精彩故事，特殊的架構讓人眼睛一亮，
情節緊湊讓我連連吸氣，看完會讓你也想要有一隻聰明又解人意的甲蟲朋友！——知名奇幻小說《詩魂》、《詞靈》作者陳郁如 如果還沒把大部分時間耗費在甲蟲身上，讀了這本書之後，一定會。 ——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鞘翅目標本室經理，馬克斯•巴克萊 M. G. 里奧納把甲
蟲與生俱來的能力跟冒險結合，非常寫實逼真。——「昆蟲農場」創辦人莎拉．貝嫰博士 精彩又刺激的故事，小男孩們都知道甲蟲有多麼神奇！——英國《書商週刊》童書編輯夏洛特．愛爾 以一連串的瘋狂行動和幽默感，巧妙的拆解一件陰謀，創造出一個迷人的、感動人的甲蟲樂
園。 ——《寇克斯評論》 融合冒險、懸疑和科學知識所創造出來的這個故事，不僅僅是關於昆蟲，作者提供獨特的視角，帶讀者一瞥昆蟲世界，連受不了昆蟲的人都為之著迷。——美國《出版人週刊》 作者把科學冷知識和蟲子神奇的揉混，交織成一個懸疑故事，如果你喜歡羅德‧
達爾（Roald Dahl）、雷蒙尼‧史尼奇（Lemony Snicket），甚至101忠狗，你真的會愛上這本書。——英國YABC青少年童書書評網 讓人興奮的原創偵探故事，不僅吸引男孩和女孩，也包括任何喜歡解謎的大人。準備好來參加這場甲蟲大戰吧！——
英國Bookbag文學網 如果你從不認為自己會喜歡上甲蟲，這本書將會動搖你的想法。——英國童書作家皮爾思．托爾代 陰森森又有趣的羅德達爾式冒險，一翻開書就擄獲讀者的心。——英國童書作家凱薩琳．伍德芳 讓人手舞足蹈的好書，想像力有如長了翅膀般。——
「雷普利先生的迷人好書」部落格 故事引人入勝，角色古怪又有趣。——美國《學校圖書館雜誌》 刺激的冒險，加上生動活潑的人物，最對羅德．達爾和《波特萊爾大遇險》粉絲們的胃口。——WRD雜誌 作者豐富的說故事技巧，具備經典童書才有的精神。熱愛冒險故事、擬
人化角色的讀者，一定會愛上這個快節奏的閱讀開胃菜。——美國《書單雜誌》 ＊適讀年齡：１０歲以上
墮落天使-Lauren Kate 2010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Fallen - a youth romance of a supernatural sor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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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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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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水血-柯奈莉亞.馮克 2008-04-30 ★獲「98年臺北縣國民中小學滿天星閱讀計畫」優良圖書推薦（國中組） 墨水世界，死神降臨，像噩夢中的噩夢 此刻，她非常想解開這個噩夢…… 書中書的咒語 墨水世界二部曲 美琪不敢相信，原來，聲音可以召喚魔法！ 一開始她只
是試著唸了《彼得潘》，沒想到文字飄在空中顫抖，精靈出現在窗台上。 美琪更不敢相信，憑著自己的聲音，進入了墨水世界！ 至今從沒有一個人辦得到，自己變成故事裡的一個角色。 她看見無路森林彷如綠色大海，但毒蛇頭暴力統治的刀要殺盡夜之堡； 紅皮膚的火精靈嗡翁飛，而巴
斯塔與冥府之犬大刀追來，步步緊鄰； 英俊的柯西摩王子，以亡靈又活了一次，遊戲從此沒有規則， 為了要救回美琪，魔法舌頭不顧一切也闖進書中書…… 冰涼冷酷的城堡大殿上，美琪驚恐萬分， 她想，法立德的吻也是虛構故事的一部份嗎？ 她想，當想像成了真實，生死逼進就是
現在，時間不會停止！ 她想，只要我們不去召喚，就不會迷失在文字後面強大的野心與恐懼， 她想寫，但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墨水世界，死神降臨，像噩夢中的噩夢，此刻，她非常想解開這個噩夢……
阿丽思中国游记-沈从文 2019 阿丽思小姐,自从游历奇境回家后,还是念叨那很有礼貌的兔子.在她姑母格格佛依丝太太所给她的一本圣经上,她曾这样写了一行字:朋友,我愿意到中国去看看,请你引导我一下,这是你高兴的事吧.......
童話中的陰影與邪惡-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Marie-Louise von Franz） 2018-06-20 挖眼睛、切耳朵、砍頭、燒死、變石頭…… 面對陰影與邪惡的代價到底有多少？ 魔神仔、吊死鬼、骷髏、山怪、巨人、女巫、魔法師…… 榮格派童話分析大師
最可怕又最吸引人的一本書！ 你自己帶在身上的邪惡深淵，早晚總是要面對。──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 在簡單純粹的童話當中，馮．法蘭茲找到許多超越個人、足以解釋人類心靈與道德運作的基本法則。本次她聚焦在人類陰影面與邪惡面的觀察，用22個童話搭配臨床案例，輔以
民族學、神話學、字源學及意象與象徵的擴大比較，不僅還原這些黑暗故事背後隱含的深意，也指引了一條認識自己的路徑。 ◆ 強光背後的陰影永不消失 集體想法強勢時，相異的言論往往失去發聲權，成為強光後的陰影。但這些聲音會躲在童話裡，被有技巧的傳講…… ◆ 孤單讓
邪惡有機可乘 負面思緒常和孤單密不可分，因為孤單無依使無意識活躍，讓人看見恐怖的東西或想起心頭的糾結，甚至衝動做出錯誤的決定…… ◆ 好奇心殺死貓 不管是出於莽撞的好奇，或因狂妄而踰越禁忌，在童話中都可能遭致不幸。禁忌化身妖魔鬼怪現身山林，提醒人們千萬不
要大意。 ◆ 動物是最好的朋友 「 撿起這支羽毛筆」、「躲進我的腳趾甲裡」……童話中的動物總會帶來建議。如果不聽建言甚至和牠們作對，通常就是主角的死期──因為童話中的動物就像你的本能與心聲，聽從內心就是最好的指引！ 閱讀童話讓我們在陰影與惡所打開的深淵之中，
把深淵化為河流，讓我們潛入其中，游向神聖的核心。──蔡怡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本書特色 ‧ 22個來自北歐、冰島、德國、立陶宛、愛爾蘭、土耳其、中國、俄羅斯、南美洲的故事，精彩捕捉人類的心靈樣貌。 ‧ 提出童話如何以一種補償的形式，說出主流文化沒說出
的真相。 ‧ 討論陰影面的運作方式、邪惡的各種面貌，以及如何招引和對付邪惡？ ‧ 作者馮．法蘭茲分享自己與邪惡交手及運用「積極想像」的實際案例。 聯合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序） 呂旭亞│蘇黎世國際分析心理學院畢業、IAAP 榮格分析師 杜明城│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
研究所教授 何敬堯│奇幻作家、《妖怪臺灣》作者 洪素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副教授 郝譽翔│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創作系教授 許皓宜│諮商心理師 鄧惠文│榮格分析師、精神科醫師 蔡怡佳│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副教授
一千零一夜-“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编委会 2013-10-01 本书收录的作品主要包括：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阿布·哈桑的梦、神灯、渔夫赫利发的故事、神马、渔夫的故事、手艺人哈桑的故事等。
好无聊啊好无聊-吉竹伸介 2019-06 Mom, I am so bored! His mom replied: Go on and find something to do! Thus, a not so boring story starts... What is boring?
Will a bug get bored? Will the carrots on the plate get bored? This is the best boring game! Everyone gets bored. Let's use this book to talk about
what is boring and guide them to accept their emotions.
十隻手指頭和十隻腳趾頭-Mem Fox 2010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en Little Fingers and Ten Little Toes by Helen Oxenbury and Mem Fox. In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汤姆的午夜花园- 2005
鬼女孩-Tonya Hurley 2010-06-01 After dying, high school senior Charlotte Usher is as invisible to nearly everyone as she always felt, but despite what
she learns in a sort of alternative high school for dead teens, she clings to life while seeking a way to go to the Fall Ball with the boy of her dreams.
泡沫宇宙-Claudia Gray 2015-10-08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A Thousand Pieces of You by Claudia Gra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2019-01-28 狗屁工作的蔓延與膨脹如同病毒，充塞在我們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沒有什麼比自己的工作從根本上就無用、對這個世界毫無貢獻更讓人沮喪
的了。恐怖的是，這是多數人所面臨的命運…… 敬告全體冗員：廢的不是你，是那些毫無價值的狗屁工作！ ? ★ 德國亞馬遜政治及社會學類、政治經濟類排行榜第一名 ☆ 德國時代週報選書 ★ 美國亞馬遜財金類排行榜第一名 ☆ 英國亞馬遜經濟類排行榜第一名 ★ 法國亞馬遜政
治、企業投資類排行榜第一名 ? 狂掃多國亞馬遜排行榜 No.1，報刊媒體瘋狂熱議，全球社畜含淚推薦 《債的歷史》大衛．格雷伯最新力作，顛覆你對工作的想像！ ? 「《狗屁工作》是現代職場的大揭露，充滿各行各業從業人員真心告白。「涼差」不一定是「爽缺」，無所事事的
工作不只是「廢」，員工還得費力假裝忙碌，瞎忙於一些瑣碎無聊的細節。這一類的狗屁工作誤國誤民，有時還帶來例如金融海嘯的災難。」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如同剛過兩百歲誕辰的馬克思，格雷伯點出了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問題（當然他沒有馬克思般提出系統
性的理論），雖然未能提出如何真正改變它。但至少，他讓我們意識到如何重新理解『工作』的意義，以及如何重新看待自己的狗屁工作——如果你有的話。」 ——張鐵志，文化與政治評論家 【專文介紹】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何明修 ╱文化與政治評論家 張鐵志 【有用推薦 】
? ? 清華大學人類學系助理教授 方怡潔 自由學者、作家 李明璁 主持人 陳嘉行（焦糖） 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張烽益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劉瑞華 ◆ 為何這份工作明明爛透了，卻無法說出口？ ◇ 強調效率利益至上的私營企業，冗員數竟然會比公部門還多？ ◆
「怨人有，笑人無」的全球民粹反智氛圍，居然也跟工作有關？ 工作好無聊！這工作根本就是狗屁，有做沒做哪有差！你是不是也這樣怒吼千百次了？1930 年凱因斯曾預言，科技發展將讓人類工時變短，但這個願景並未實現：全世界發明了各式各樣叫不出名堂的「服務性」職業，各
種諮詢、顧問、仲介、行政……根據統計，竟有高達 40% 的人在做這類工作。受訪者對自己工作的枯燥乏味感到絕望，感覺不出自身貢獻，「少了我根本沒差」。 上述「狗屁工作論」的發想源自 2013 年格雷伯一篇網路刊文。該文一推出後轟動全球，兩周內轉發逾百萬次，
更在短時間內被譯成十幾種語言，甚至驚動主流財經媒體為文回應。全世界各地人士紛紛寄信給格雷伯，分享自身的狗屁工作經驗，讓他決定擴大該文篇幅，撰寫成一本書。本書中他援引諸多真實案例，將數年來的觀察、研究與反思悉數呈現。他舉出狗屁工作的五大類型（幫閑、打手、補
漏人、打勾人、任務大師），分析職員無可奈何的困頓心態，更回到歷史追溯資本社會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隱含的瑕疵，探討此類工作大量增生之因，以及為何政府不去遏止這類現象。他認為，狗屁工作貶抑了人的存在價值，更助長了當前社會反智民粹對立。狗屁工作是理解當代社會病徵
的一個重要現象，所有人都應該正視這個從來沒人願意好好關注的問題。承繼他的犀利風格，本書將再度扭轉既定觀念，是新時代必讀的工作思維書。 【國外讚譽】? 機敏，極富魅力。 ——《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 開創全新想法、激發群眾辯論的大師。
——Slate 令人驚奇的原創思想家……總能以機敏風趣的口吻，傳達複雜的想法。 —The Telegraph (UK) 對我們的工作生活一次發人深省的盤檢。 ——《金融時報》 記錄諸多悲慘個案之餘，這本書就像一幅肖像畫，畫出了這個社會忘了自身存在為何的
面貌。 ——《衛報》 這本書想問，是否有個更好的方式能組織起全世界的工作——確實是個好問題。 ——《紐約時報》 既滑稽又活靈活現，點出了我們既定價值的一次文化轉移。 ——《紐約郵報》 這可能會是你今年讀到最棒的一本非小說書。記得別告訴你老闆就好。
——The Globe and Mail 每一位千禧世代及 Z 世代的新科畢業生都該讀這本書……格雷伯以學院式的嚴謹但清爽易讀的文筆，帶我們理解這些似是而非又容易被誤解的狗屁工作。 ——網路媒體 Salon.com 先不管皮凱提或馬克思了。在社畜經濟底下，
格雷伯說這一切都是狗屁……對那些做類似機器人煎肉排這種鳥工作、每分每秒都是煎熬的白領階級來說，這本書提供了一些指引。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國內推薦】? 揭露無用勞動的空虛價值，逼視無謂工作對人性消耗。 ——張烽益，台灣勞動
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 我早知道有些人做的事根本是狗屁工作，這本書提醒我，應該想想自己做的事會不會也是如此。 ——劉瑞華，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根據英、美近年調查顯示，有近四成的受薪階級覺得自己的工作『存在這世上其實沒有太多意義』；但多數有此認知的人卻
又無奈表示，不太可能在短期內轉換職涯。本書精準歸納了這些「狗屁工作」，並非傳統馬克思主義所關切、異化的低技術性體力勞動，相對的，反而是存在於那些被視為專業、甚至擁有管理權力、從事販售或提供服務的白領僱員身上。他們都有社會認可的穩定職務，但撥開來看，實際工
作內容卻可能都是缺乏意義的反覆。 作者犀利指出，之所以會造成無意義工作不斷擴張，弔詭地竟是透過教育所形成的社會共識：強調自我實現立基於工作表現。這導致「就業機會成為左右派都追求的口號」，卻沒有多思考創造這些工作本身是否存在意義價值。解方或許在於：採行全民
基本收入（UBI），由政府無條件提供國民最低生活給付，這呼應了近年席捲全球引發熱議的社會改革方案。作者倡議以此賦權人們有更多機會從無意義工作中解放出來，去探尋自己更想要、更適合的生活方式。 ——李明璁，作家、自由學者 出版社 商周出版 (城邦)?
时间的皱纹-英格 2007 这本五彩斑斓的小书里, 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15岁的女孩麦格为了寻找失踪的科学家爸爸, 踏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 这是一个关于坚持信念的故事。尽管旅途中布满了艰辛和危险, 但三个伙伴从没有动摇过他们要找到并救出爸爸的决心。 这也
是—个有关爱的故事.
环游精灵国度的女孩-Catherynne M. Valente 2012-08-0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Girl Who Circumnavigated Fairyland in a Ship of Her Own Making,
Amazon Best Books of the Month, May 2011 and winner of Andre Norton Award. Ana Juan's illustrations conjure up the drawings of Lewis Carroll's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 And the story of a 12-year-old girl from Nebraska who was spirited away to a fairyland by Green Wind has has the
feel of the classic. This book is bound to become a classic as well.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青蛙王子-格林 2018
风之抄-谷口治郎 2004
豌豆公主-安徒生 1998
水孩子-金斯利 2020 本书讲述了一个扫烟囱的小男孩汤姆如何变成水孩子,并在仙女的引导下,经历各种奇遇,最后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故事.
五等分的新娘 全彩版 (2)-春場 葱 「瀕臨留級」「討厭念書」的五胞胎美少女，風太郎要以家教老師的身分，讓她們可以順利畢業。首先，要先一個一個地跟他們建立起信賴關係，風太郎開始為這個目標而奔走。風太郎和三女?三玖進行了戰國武將知識競賽後，獲得三玖的信賴。可是
不料此時卻又不小心在中野家遇到剛洗好澡從浴室出來的次女?二乃，因為一些意外的關係，又面臨五胞胎對他的信賴又即將崩壞！風太郎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嗎──！
坎特伯利故事集-Geoffrey Chaucer 1994-01-0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by Geoffrey Chaucer.
七只瞎老鼠-杨志成 2008
暴风雨-W.·莎士比亚 (英) 2002
大学英语听说新编- 2004 本书是一本大学英语视听教学的自学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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