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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這樣教談判力-羅傑．費雪（Roger Fisher）、威廉．尤瑞（William Ury）、布魯斯．派頓（Bruce Patton） 2013-07-01 ★哈佛大學法、商學院30年經典教材 ★Amazon「談判類」排行榜No.1 ★全球總銷售超過800萬本 ★美國《商業週刊》最長銷的商業書之一 特別企劃【商業談判實戰演練】── 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 陳其華，藉由案例示範，教你快速掌握談判最佳策略 【專文導讀】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必榮、 中央警察大學談判學兼任助理教授 張文瑞、 中華民國應用商業管理協會理事長 鄭致文 【口碑推薦】 信義房屋董事長
周俊吉、 台北市政府副市長 張金鶚、 台塑石化董事長 陳寳郎、 行政院政務委員 薛琦 打開電視新聞，家庭糾紛、勞資爭議與外交衝突輪番上演，這些紛紛擾擾，追根究柢，全都是因為缺乏理想的談判過程。 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難免面對討價還價、薪資協議、工作分配等等需要溝通協調的現實情況，如果不想靠耍手段、費心機佔得便宜卻壞了關係，就需要提升談判能力，才能達成協議。 不管你喜不喜歡，談判是人生免不了的事。在任何協商中，隨機應變非常重要，但在開口之前，還是有些準備可以讓你事半功倍。 上談判桌之前，你該把握四項原則──將人與問題分開來看；要重視談判雙方的根本
利益，而不是單純地擺明自己的強硬立場；在最後拍板之前，努力尋求一切解決問題的可能，並找出中立客觀的判斷標準。 談判的本質就是溝通，高品質的溝通建立在良好的關係上，所以最重要的是積極聆聽對方的話語並調整自己的說話方式：談判雙方要注意對方的情緒變化，有的人需要安全感，有的人希望佔上風。參透對手在思考什麼、需要什麼──也許達成協議的關鍵，就在這些需求的差異之中。 由哈佛談判專案中心發展出的原則性談判法，是根據雙方真正在意的利益來決定議題，而非針對條件進行拉鋸戰。當利益衝突時，應堅持公平原則，不受雙方意志力影響。 針對原則談判的方法是對利益強
硬，對人和；不耍花招，故作姿態。 針對原則談判讓你明白如何得到滿意的收穫，但仍不失光明正大；也就是既能合情合理，又能保護你免於因堅持公平而吃了悶虧。 本書所談針對原則的談判策略符合所有目的，它不像有些談判祕訣最好是我懂你不懂；相反的，越多參與談判者懂得這個方法，運用起來反而更容易也更有成效。將本書內容融會貫通，不僅能有效解決各種爭議，而且能談出讓人說到做到、心服口服的好結果。
普通法-霍姆斯 2006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资助翻译出版
瓦尔登湖-亨利·戴维·梭罗 2013-07-01 作者无微不至地描述两年多的湖畔独居生活，目的在于通过这次亲力亲为的实验向读者证明：其实不需要很多钱，也能够好好地活着，而且能够快快乐乐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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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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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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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爸爸，窮爸爸（20週年紀念版）-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 2018-07-05 暢銷超過二十年，改變數千萬人的人生！ 全球銷售逾40,000,000冊！ 《富爸爸，窮爸爸》是21世紀最偉大的理財書， 想要擺脫窮、忙、困人生，你真的不能不讀！ ★ 《富爸爸，窮爸爸》一書已翻譯成51國語言，銷售109個國家。 ★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商業周刊》、《今日美國》最佳暢銷書。 ★ 《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在榜長達七年。 ★ 長踞國內各大書店暢銷排行榜，熱銷超過50萬本。 ★ 被全世界讀者公認、推薦、迴響，並譽為
「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本」的好書。 ★ 新增20週年紀念版序 財富是一種力量，但更有力量的是「理財教育」。 當你懂了「金錢不是真實的資產」的道理，你就會更快富有； 金錢是一種思想，如果你想要更多錢，請先改變你的思想。 因為，我們唯一的、最重要的資產，就是我們的「頭腦」。 如果你為錢工作，你就把力量給了雇主； 如果錢為你工作，你就能保有力量、掌控全局。 如果你想致富，就需要學習財務知識。 ★ 先明白為何富人不為錢工作。 ★ 懂得資產與負債的差異。 ★ 提高財務智商，學習會計、投資、瞭解市場及法律。 ★ 除了勤奮努力之外，持續打造你的資產欄。 ★ 克服對金
錢的恐懼與懶惰，打造富人的腦袋。 富爸爸說：「窮人和中產階級為金錢而工作，富人讓錢為他們工作。」 富人買入資產，窮人只有支出，中產階級買他們以為是資產的負債。 《富爸爸，窮爸爸》的架構圍繞在作者羅勃特．T．清崎童年時，兩位爸爸教他面對財務應該要有的想法和體悟。窮爸爸是清崎的親生父親，他跟我們大多數人的爸爸一個模樣：「努力讀書，找一個穩定的好工作！」但是，換來的是鎮日與金錢拚搏，為了錢而工作，最後卻留下一些債務。而清崎的富爸爸告訴他，要成為有錢人的方法，就是讓錢為他工作，並指導他面對財務應有的IQ。 文中倡導的「現金流」概念，至今仍影響
著許許多多人，甚至商業界、金融界也將現金流的遊戲概念運用在組織發展中。誠如書中所言，我們應該告訴我們的孩子，真正財務IQ能讓他們在受學校教育之餘，更懂得財務的現實。該是選擇富爸爸致富捷徑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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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美的正義-Bryan Stevenson 2020
The Key to Living the Law of Attraction-Jack Canfield 2008 Following on from the hugely successful THE SECRET, this book is a simple 'how to' guide for using the Law of Attraction to create the life you desire. THE KEY explains not only what you need to KNOW but what you need to DO in order to attract what you
want in your life. It addresses important issues of CLARITY, PURPOSE and ACTION. This thought-provoking guide will take you step by step through the processes of defining your dreams, goals and desires. And along the way you will gain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yourself - a sense of who you really are and why
you are here. Your journey begins right here, right now. You can change your life, increase your awareness and empower yourself to create an amazing future - one that is filled with love, joy and abundance.
领导力21法则-Maxwell, John C.·马克斯韦尔 2003 马克斯韦尔领导学经典
Secret 2. 0 - Unlimited Law of Attraction-Prakhar VASISHTHA 2017-06-17 Everything in the universe is energy with different densities. And everything in this universe has a vibrational frequency.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attraction like energies attract each other, and our life experiences are the result of our
thoughts. So, negative thoughts cause negative events, and positive thoughts cause positive events. I have been studying the law of attraction and related topics for past 10 years, steadily refining it to make it more effective and simple. I have manifested many satisfying and unsatisfying desires by applying it. While
refining the law, day in and day out, It has always been in my mind to share insights and findings with all those people who are a practitioner of the law of attraction or who are new and want to know about the world of energy and vibrations. I am confident that this book will make your life more fulfilling and full of
happy moments. This book is inspired by following books: The Secret by Rhonda Byrne Ask and It Is Given by Esther Hicks and Jerry Hicks The Science of Getting Rich by Wallace Wattles Law of Attraction by Michael Losier The Key to Living the Law of Attraction by D. D. WATKINS and Jack Canfield Thought
vibration by William Walker Atkinson The Attractor Factor by Joe VitaleThe Power of Intention by Wayne Dyer The Law of Success by Napoleon Hill
我的奋斗-希特勒, 1994
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 2020 本书讲述了:来自遥远星球的小王子与一朵玫瑰花闹了别扭,于是他独自一人开始了星际旅行,他先后到过几个星球,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最后来到了地球.他在地球上与一只狐狸成为了好朋友,狐狸使他懂得了爱与责任的意义.于是小王子离开了地球,回到玫瑰花的身边.
汤姆叔叔的小屋-斯托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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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法释义-布莱克斯通 2006 本书论述了法律性质、英国法律状况、个人权利、议会职权等,将十七八世纪盛行的古典自然法学说与英国的普通法结合起来,并把“权利”的观念引入技术性的、极其重要的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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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2020 本书共6卷31章,其中上册是3卷19章,下册是3卷12章.第1卷主要谈法和法的精神的一般概念以及法律和政体性质与原则的关系.第2卷讲的是法律和国家安全,法律和战争,宪法与政治自由,刑法和国家税收与公民自由的关系问题;第3卷专论法律与气候,土壤,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习惯的关系.第4卷谈法律和贸易;第5卷谈法律和宗教的关系,各种部门法的使用范围等问题;第6卷主要追溯法国法律的起源和变革.
女权辩护- 2017
乌托邦-莫尔 2020 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到了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第二部分描绘了乌托邦这个理想国里面关于官员,职业,社交生活,旅行,奴隶,战争,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女性的奥秘- 2005 本书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每个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病态表现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对安于现状、苦于困境的当代美国妇女发出了源自内心的呼唤。
心想事成的九大心灵法则-戴尔 1999
西方哲學史-Bertrand Russell 1984
了不起的盖茨比-F.S.菲茨杰拉德 2018-01-01 F.S.菲茨杰拉德，二十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以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为“爵士时代”吟唱华丽挽歌。短短四十四年的人生，他的遭际几经跌宕，在名利场中看尽世态炎凉。二十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权威在百年英语文学长河中选出一百部最优秀的小说，凝聚了菲茨杰拉德过人才华的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高居第二位。 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空气里弥漫着欢歌与纵饮的气息。一个偶然的机会，穷职员尼克闯入了挥金如土的大富翁盖茨比隐秘的世界，惊讶地发现，他内心唯一的牵绊竟是河对岸那盏小小的绿灯——灯影婆娑中，住
着他心爱的黛西。然而，现实容不下飘渺的梦，到头来，盖茨比心中的女神只不过是凡尘俗世的物质女郎。当一切真相大白，盖茨比的悲剧人生亦如烟花般，璀璨只是一瞬，幻灭才是永恒。
沉思录-马可·奥勒留 2018-12-01 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斯多葛派学者，被誉为“哲人皇帝”。马可·奥勒留在处理政务、征战四方的闲暇采用箴言形式，随时记录下自己与心灵的对话，一共十二篇，著就这部《沉思录》。在这部作品中，他探讨了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宇宙自然与人生的关系、理性与欲望的关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展现了他对日常生活的思考。信奉斯多葛学派哲学的奥勒留，认为世界处于永恒变化的过程中，所有一切都微不足道、变动不居、转瞬即逝，他提倡仁爱和善良，强调抑制欲望，主张接受命运的变幻、尽可能用美好的方式度过一生。这部作品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打动人心，至今被世界名人和普通读者奉为经典。原文为古希腊文，曾被译为拉丁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捷克文、波兰文等。
拿破仑·希尔成功定律全集-希尔 2005 本书囊括了拿破仑·希尔成功艺术学的全部精髓。书中倡导的成功原则揭示了众多伟大人士的成功致富秘诀,指明了所有成就、财富的意念源泉,引导人们开创幸福、富有、健康的人生。
Summaries of Conventions,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Administered by WIPO (Chinese version)-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2013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conventions,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administered by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奥狄浦斯王-索福克勒斯 2002 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书目
议事规则-罗伯特 1995 本书详细概括并论述了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以及西方各种会议制定并遵循的一套规则,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西方各种会议规则的知识,也给我们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提供了参考资料。
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牛顿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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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 2000 本书无情地揭露了法国头号封建主——太阳王路易十四残暴的专制统治,还触及了种种社会问题,揭露社会黑暗和污浊,描写巴黎上流社会各种人物的嘴脸。
80/20 法则-Richard Koch 1998
大教堂-Raymond Carver 2020
论犯罪与刑罚-贝卡里亚 2018
葛底斯堡演講-阿伯拉罕林肯
Living with the Law-Law in Education Project 1992-09-03
人的权利-托马斯·潘恩 2017-12-01 《人的权利》是托马斯·潘恩极为成熟与系统化的政治思想作品，书中驳斥了埃德蒙·伯克在《法国大革命之反思》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抨击，点出了法国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并成为启蒙运动的指导作品之一。“它冲破了当时笼罩于整个西方先进思想界对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迷信，深刻地批判了这一政体，给当时还处于摸索状态的法国革命指明了共和主义的崭新方向。”该书曾被英国媒体评为“改变世界的十大著作”之一，与《资本论》齐名。

key-to-living-the-law-of-attraction

1/3

Key To Living The Law Of Attraction

Read Online Key To Living The Law Of Attraction
When people should go to the books stores, search opening by shop, shelf by shelf, it is truly problematic. This is why we provide the book compilations in this website. It will utterly ease you to see guide key to living the law of attraction as you such as.
By searching the title, publisher, or authors of guide you essentially want, you can discover them rapidly. In the house, workplace, or perhaps in your method can be all best area within net connections. If you purpose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key to living the law of attraction, it is entirely simple then, since currently we extend the belong to to
buy and make bargains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key to living the law of attraction correspondingly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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