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m Noble All Of Me
All of Me-Kim Noble 2012 Describes the author's struggle with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escribing her childhood, the
twenty personalities that exist inside of her, the pursuit for a
correct diagnosis, and custody battle for her daughter.
All of Me-Kim Noble 2011 Kim Noble is an accomplished artist
whose work has been exhibited around the world. She is a mother
with a 13-year-old daughter. She is a bubbly and vivacious
woman. To meet her you wouldn't think anything was wrong. But
when Kim was younger than five years old, her personality
splintered and fractured. In 1995 she was finally diagnosed with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 which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creative way to cope with unbearable pain. Now her body plays
host to more than 20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or 'alters'. There are
women and men, adults and children; there is a scared little boy
who speaks only Latin, an elective mute, a gay man and an
anorexic teenager. Some alters age with her body; others are
stuck in time. ALL OF ME takes the reader through the
extraordinary world of a woman for whom the very nature of
reality is different. It will tell of her terrifying battles to
understand her own mind; of her desperate struggle against all
odds to win back the child she loved; and of her courage and
commitment in trying to make sense of her life. It is by turns
shocking, inspiring, sometimes funny, and deeply moving.
第五位莎莉-Daniel Keyes 2001
82年生的金智英-趙南柱（조남주） 2018-05-03 u 你們可以對一切都覺得理所當然， 我卻再也沒辦法繼續忍氣
吞聲。 可是我只有變成別人，才能為自己說話。 我是金智英，1982年生。 u ★「BTS防彈少年團」團長南俊 網路
直播推薦書籍 ★最值得買來送給男性友人讀的一本書！ ★韓國國會議員、政策立案者必讀的轟動之作！ ★韓國正義黨黨鞭大
聲呼籲： 文在寅總統， 盼您擁抱這本《82年生的金智英》! 「希望10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不再讓1992年生的金智
英陷於絕望。」 l 韓國2017年書店評選文學小說類年度最佳書籍 l 新書暢銷榜Top1，實體、網路書店小說
類Top1 l 韓國2017上半年最賣座小說，上市至今累積銷量破75萬冊 l 阿拉丁書店暢銷冠軍，連續 23 週前十名
l 韓國最大網路書店Yes24 總榜第二名，並獲頒年度作家大獎 王春子（插畫家） 吳若權（作家／廣播主持／企管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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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濠仲（《上報》主筆／作家） 林靜如（律師娘） 御姐愛（作家） 一致推薦 （姓名以筆劃排序） ․․․ 【故事簡介】 金智
英，1982年4月1日生於首爾。 她有著那世代女生的菜市場名，生長於平凡的公務員家庭，大學就讀人文科系，畢業後好
不容易找到還算安穩的工作，31歲和大學學長結婚，婚後三年兩人有了女兒。 接著，在眾人「理所當然」的期待下，她辭掉
工作當起平凡的家庭主婦…… 某天，金智英的講話和行動變得異常起來，與丈夫講話時，用的是自己母親的口吻，或者化身
成已經過世的學姊，脫口而出驚人之語；到釜山婆家過節時，又有如自己母親上身般，以「親家母」的身分向婆婆吐露內心的不
滿。 最後丈夫決定帶她接受心理諮商，就在與醫師的對話中，她慢慢揭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 ＊ ＊ ＊ l 弟弟的一切東
西都無比珍貴，不是哪個阿貓阿狗都可以觸碰的，偷吃弟弟奶粉還會被重男輕女的奶奶打 l 高中時遭到補習班男同學跟蹤，反
而被父親責罵，認為女孩子凡事要小心、穿著要保守、行為要檢點，危險的時間、危險的人要自己懂得避免，否則問題出在不懂
得避免的人身上 l 求職時被問過：遇到客戶性騷擾會做何反應；經常遭受面試官對她的外貌批評，甚至經歷不必要的肢體接觸
l 因為年紀最小又是女生，每天得負責幫其他同事泡咖啡，並忍受應酬灌酒 l 公司會優先提拔男性，而且他們薪水還比較高，
但是難伺候的客戶卻會交給女職員，因為覺得「沒有必要把比較有可能長期留在公司服務的男同事逼太緊，叫他們做苦差事」 l
結婚後沒多久親戚長輩就開始關切何時生孩子，還一口斷定是她身體有問題才懷不上 l 生了小孩卻不得不辭職在家帶小孩，而
且丈夫不能理解自己生兒育女會有的損失，認為他也會幫忙家事也會負責撫養就好 l 好不容易稍微脫離筋疲力竭的育兒生活，
在外面喝咖啡喘口氣，卻聽到別人說：「命真好，我也好想用先生賺來的錢買咖啡喝、整天到處去閒晃……」 我是金智
英，1982年生， 這是我的故事，或許也是妳們的真實人生…… ＊ ＊ ＊ 這本書宛如人生現場直播，述說女性在社會中
所感受到的一連串恐懼、疲憊、錯愕、驚嚇、混亂與挫折。透過女主角金智英的人生具體探討了社會對於女性的不公與偏見體現
在哪裡？這些看不到的性別歧視如何制約和壓抑女性的人生？女性在家庭、職場、婚姻中到底犧牲了什麼？ 全文以金智英的記
憶為敘述主軸，偶爾引用了統計資料、文獻報導來支持那些記憶，意圖將她的人生刻畫得更為寫實、普遍，就是在這樣平凡有如
紀錄片的人生中，蘊藏著令人心驚的現實批判。從小說主人公名字開始，到其經歷的人生故事，在她身上仿佛每個人都能看見自
己的影子，讀來感同身受，也令人心痛。 【作者的話】 因為身為女性而受到各種限制與差別待遇， 導致沒有辦法獲得付出後
應有的成就， 甚至認為那是因為自己無能而深感自責的女性， 希望她們在閱讀完這本書以後，可以獲得一些安慰。 【韓國書
評】 那些至今被許多女性認為只是日常生活中會經歷的事情、不特別認為有什麼問題的事情、一些被忽略的議題等，統統都被
這本小說點了出來。……作者在刻畫金智英這個角色人物時想要跳脫女性框架，不只停留在好像是為女性訴苦或者發聲的角
色，而是獲得更廣、更普遍的共感帶（包括男性以及不同世代的讀者）。這也是為什麼這本書會比其他女性主義書籍話題性十足
的原因所在。――文化評論家張德賢 閱讀到最後，你甚至分不清自己究竟是金智英，還是金智英其實就是自己，因為她的人
生正好如實呈現著「身為女性的人生」。……金智英的症狀雖然難用醫學角度說明，但是如果從「在對女性不友善的社會中
消音」的角度來看，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她只是透過這些女性替自己站出來發聲罷了。――女性學者金高蓮珠 【韓國網路書
店讀者迴響】： 如果還有人沒讀過這本書，會想要強力推薦一定一要翻翻看，這是一本徹底點醒我的書，那些過去認為理所當
然的事情，原來一點也不合理。김상희 看著金智英的人生故事，彷彿看見了自己的未來，因為知道自己一定也難逃這樣的命運，
所以讀著讀著默默留下了心有不甘的眼淚，這個世界一直在不停改變，但是要等到身為女人的我能徹底立足的世界到來，恐怕還
有一段路要走。정예린 我竟然花不到一天就看完了她的一生，因為那是非常熟悉、幾乎和我的人生一模一樣的故事。那些婚前
不知道、生小孩前不曾想過的鬱悶與煩惱，以及可想而知的未來，這根本不是一本小說，而是我的人生報告書。보리숲 難以否
定的事實，一旦開始閱讀便再也停不下來，身為出生在韓國的女性必讀，至少要先從我們開始改變。이한나
阿基里斯之歌-瑪德琳?米勒 2013-08-03 ◆英國柑橘文學獎得主！ ◆博客來外文館類型小說──『年度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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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編輯嚴選──『年度小說』！ ◆紐約時報暢銷榜！ ◆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 ◆出版者週刊、圖書館期刊雙料星
級推薦！ 長矛從我髮際掠過，近得如同愛人的氣息 如果唯有死亡能讓愛情不滅，我願以鮮血交換永不分離！ 當真愛再也敵不
過命定的神諭， 勝利能否為你我唱出永恆的頌歌？ 帕特羅克洛斯，貴為王族之子。十歲時，因個性懦弱遭父王流放，淪為奴隸。
在苦澀的國度普提亞，唯獨一名金髮男孩吸引他的目光。男孩的嘴宛如飽滿的弓，鼻子猶如高貴的箭──那是王子阿基里斯。
被放逐的帕特備受嫌棄，唯獨阿基里斯對他流露憐惜。俊美而淘氣的阿基里斯，流著自海洋而生的半神之血，彷彿能聽見他內心
的落寞。冰封的冬，新萌的春，兩人同食共寢、奔跑歌唱，胸膛躁動的渴切，終究讓他們捲入那道不該激盪的情感漩渦……
特洛伊戰火一觸即發，阿基里斯違逆不祥預言而決意出戰。分離的愛與悲傷拉扯他的骨，吸吮他的血。「你絕不能去！」阿基里
斯美麗的臉龐變得如鐵石一般──即使解脫即是死亡，絕不讓特洛伊讓你我分離！ 在這座凡人與神祉共存、人馬與妖精共譜的
戰爭宇宙，壯烈的淒美震動了女神的淚，散亂的髮隨刀劍化成美麗的灰。死神的嫉妒玩弄了這場千古對決──當太陽神的微笑沒
入那道矗立的城牆，特洛伊將以誰的姓名血洗命定的結局？ 【好評推薦】 ◎讓J.K.羅琳不禁說出： I Love It! ◎
讓波西傑克森作者雷克．萊爾頓在部落格上私心推薦： 雖然忠於希臘傳說和荷馬史詩，作者卻以創意和說服力補上原作中的空
白，賦予帕特羅克洛斯一個合理的背景故事，然後描繪從友情走到愛情的兩人，也讓他們為特洛伊戰爭增添了一抹人性的光彩。
◎紐約時報暢銷書《房間》作者愛瑪．唐納修強推： 這是歷史小說家瑪麗．雷諾（Mary Renault）再世！對這個
最傳奇的愛情故事來說，這是最生動、最令人著迷、最有說服力的版本。 ◎《奇蹟之邦》暢銷作者安．派契特盛讚： 這是一
個學者對史詩伊里亞德致敬，也是一個極有才華的新銳作家驚人的原創作品。作者帶給我們她對特洛伊戰爭和那些英雄的全新詮
釋，結果是一本我無法釋手的好書 。 ◎《裴少校的最後一戰》暢銷作者海倫．西蒙森（Helen Simonson）說：
我愛這本書。它的文字是不朽的，歷史性的細節堪稱完美，我希望《阿基里斯之歌》被選為高中暑期閱讀書單。 ◎名作家唐
娜?塔特（Donna Tartt）說： 這本史詩伊里亞德的新寫，由帕特羅克洛斯發聲來主導情節，令人神往。這是一本難
以釋手的書，任何一個喜愛古典的人都會對當中海洋女神忒提斯的性格著迷，祂帶來真正的殘忍和遠古時代的不寒而慄。 ◎
《奧德賽失落的章節》（THE LOST BOOKS OF THE ODYSSEY）作者扎卡里?梅森
（Zachary Mason）說： 史詩伊里亞德是第一次寫出驕傲的阿基里斯以及他和帕特羅克洛斯之間的感情，不過荷
馬個人對這一點是節制的，因此儘管我們相信他們之間的友誼，卻無法真正理解它。《阿基里斯之歌》則將焦點集中在他們之間
的愛情。是相當美的一本書。 ◎柑橘獎評審團主席卓勒普（Joanna Trollope）盛讚： 「這本小說是實至名歸的
贏家，原創、熱情、獨創且撼動人心。荷馬會引以為傲。」 【名家推薦】 ◎專文導讀╱鍾文音（作家） ◎詹宏志
（PChome Online 董事長） ◎蔡康永（主持人、作家） ◎謝哲青（文史工作者、廣播與電視節目主持人）
◎蘭萱（廣播、電視節目主持人） ◎膝關節（影評人、作家） ◎黃國華（專業財經美食旅遊小說作家） 【國際盛讚】
「2012年度最令人興奮的處女作，魅力無窮且娛樂性強。想像著阿基里斯和全心奉獻的帕特羅克洛斯之間親密的友誼，作者
召喚出這對靈魂伴侶，讓這本書像電影一樣──有些人可能說像一部史詩，令人耳目一新、又在細節上對人性充滿了說服力。」
──Vogue雜誌 「緊湊、真實且令人獲益良多，這本書是卓越的成就。」 ──USA Today 「狂烈的浪漫和驚
奇的懸疑，讓這幾個黑暗的角色重新活了過來。」 ──時代雜誌 「這是改寫自荷馬史詩的小說中最好的一部，當中充滿對阿基
里斯突出、面面俱到又充滿感情的描繪，作者為這個故事早已註定的結局，注入了新意和懸念。」 ──華爾街日報 「巧妙地透
過人神共體的阿基里斯和有著傳奇色彩的凡人帕特羅克洛斯，將想像中的古希臘風景栩栩如生地呈現出來。這個陷在愛情、戰爭
和不凡女性之中的男人，以及這個世上最古老的史詩因為作者有了新的突破。」 ──出版者週刊星級評論?當週選書 「有力、
有創意，感人且極美的文筆。」 ──波士頓環球報 「以如荷馬般乾淨簡約的文字完成這部完美的作品，作者捕捉到少年間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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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烈和奉獻，讓我們相信這兩個已經死去許久的孩子之間的情感，也讓這個傳頌三千年的故事深刻而豐富。」 ──華盛頓郵
報 「你不需要熟讀荷馬史詩伊里亞德，或者看過布萊德彼特主演的電影特洛伊，才能看出作者的《阿基里斯之歌》有多吸引人。
作者寫出的自負、憂傷和愛情的變換看起來歷久彌新。這是一個永恆的愛情故事」 ──O magazine 「作者出色的初
試啼聲之作是阿基里斯和帕特羅克洛斯之間偉大而熱烈的愛情，重寫西方世界第一部也是最偉大的戰爭史詩是龐大的責任，而作
者這樣優美的文字和結局的懸念實在驚人。」 ──達拉斯晨報 「《阿基里斯之歌》應該當成獨立的作品欣賞和閱讀，不過作者
的小說同時將讀者送回荷馬和荷馬後繼者的時代，就這點而言，他們應該感謝作者。」 ──華盛頓獨立新聞網站書評 「作者獲
獎的處女作環繞在帕特羅克洛斯，一個活在阿基里斯光環下的年輕王子，作者同時讓許多本來在陰影中無聲的的女性角色有了說
話的機會。」 ──出版者週刊2012年春季十大文學小說書評 「巧妙地刻畫劇情、勇士和特洛伊悲劇。喜愛名歷史小說家瑪
麗．雷諾（Mary Renault）作品的讀者將會對作者描繪的古希臘非常喜愛。我等不及作者的下部作品面世了。」
──圖書館學刊星級書評 「這本史詩伊里亞德的當代新寫，充滿了愛情和榮耀的功績，以開放、抒情而靈活的風格呈現在讀者
面前。」 ──出版者週刊 「雖然這個故事的細節是作者獨創，但史詩伊里亞德的世界是我們愛的，也是所有追隨者能一眼認出
來的。閱讀這本書讓我回想起我第一次愛上古典文學，那種屏息的感覺。」 ──布林茅爾學院古典文學教授凱瑟琳?柯尼比爾
（Catherine Conybeare） 「作者驚人地以某種方式混合了動作的商業性情節和如此唯美纖細的文字，讓你
有時不得不駐足凝視。」 ──獨立報 「作者的文字幾乎可說比任何荷馬史詩的翻譯更加詩意，這是關於阿基里斯深刻感人的版
本，一個擁有三種身分的男人──兒子、父親、丈夫╱情人──如今就出現在當年所有英雄戰士戰鬥之處。」 ──衛報 「承繼
名歷史小說家瑪麗．雷諾（Mary Renault）的傳統，作者巧妙地運用她對古典文學的所有資源，節奏完美、迷人且
耐人尋味。」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非凡的作品，完美的描繪和心痛的抒情文字，敏感善感的你會發現這其實是一個愛情故
事。」 ──每日郵報 【好評迴響】 「作者寫出了人性的慾望與愛情的淒美，讓我們看見了截然不同的史詩故事。為原本充滿
血腥與暴力的經典戰爭傳說注入了新血，就算結局已注定，那可歌可泣的千年愛戀依舊讓人留下了聲聲的嘆息。」 ──讀
者?jrue 「如果我說，這是我看過，對於愛情的描寫最為純粹而美妙的一本，你相信嗎？沒錯，是BL，但那又怎樣，能讓
人感動，就是感動啊！」 ──讀者?毛毛牙 「在預言與戰火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無可奈何的英雄原罪，而兩人之間無法動搖
的堅定情感，震撼更勝特洛伊戰爭。」 ──讀者?苦悶中年男 「文字乾淨纖細，單純且純粹，少年單純的愛戀與殘酷戰爭並存，
張力與衝突隱藏在文字表面之下，命運的預言更等待著阿基里斯。」 ──讀者?快雪 「作者所詮釋的阿基里斯人物性格是史詩
外的難以料想，神性與人性，勇猛與柔性，使特洛伊戰爭的焦點暈染上一層戀情疑雲，本書將挑戰你無邊無際的想像。」 ──
讀者?薩芙 「我覺得本書最棒的地方，是它用了不起眼的帕特羅克洛斯第一人稱的寫作方式，讓讀者真正看見了在太陽下屬於
一抹幽影的溫柔與值得被愛。」 ──讀者?MRT 「讀完以後我有點想哭，而且非常滿足。這是首哀傷的歌，但縱使有著諸
多缺憾，卻仍是則圓滿的故事。結局非常唯美……於是所謂的榮耀，就讓他隨風而逝吧。」 ──讀者?elish 「我情不自
禁地逐漸沉入故事之中，為阿基里斯的驕傲而擔憂，為帕特羅克洛斯找到自己的定位而開心，為事情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的未來
而心痛。」 ──讀者?小云 「書中總能感受那溫柔的風、溫柔的淚。作者為史詩般壯烈的愛情畫下完美的句點，而他們的愛情
將至死不渝、溫柔也將永無止息。」 ──讀者?欣芸 「喜歡愛情的人，喜歡戰爭的人，喜歡荷馬史詩的人，不能錯過這本翻轉
史詩的小說。而像我一樣純粹想要瞭解阿基里斯的，那就更不能錯過了。」 ──讀者?MRW 「細膩而優美的筆觸我非常
喜歡，在末尾時心裡也滿溢著一股惆悵與感懷。他們緊密交纏的愛情，彷若清亮音符，在我腦海久久不散。」 ──讀
者?vernier 「『阿基里斯之歌』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經典。主旨在於描寫英雄的誕生與命運，即使貴為神也擺脫不了命運
的摧殘。」 ──讀者?黯泉 「當朋友、兄弟不是只是這層關係，昇華的情感、糾纏的情慾，戰爭之下命運之神的齒輪開始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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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出禁忌之愛的堅貞。」 ──讀者?夜一 「特洛伊戰爭，因愛與不愛而掀起的戰爭。已經知道的預言，卻也無法避免的往命
定的結果走去。出乎意料的《阿基里斯之歌》深深讓人心動、惋惜」 ──讀者?肆季 「闔上書頁，不僅為帕特羅克洛斯和阿基
里斯的命運嘆息，同時也為黃金歲月的特洛伊戰爭而深深感嘆！不得不心服於作者能把一段神話寫得那麼讓人動容。」 ──讀
者?Astraes 「這部小說最令人驚艷的是以亡魂的身分，把他們敵不過命定神諭的真愛話說從頭，戰爭令人不覺為他們一
掬清淚！」 ──讀者?寶寶 「作者描述情感含蓄又絕對深情，卻又不流於俗氣。深層的痛苦經由文字竟也讓人感同深受。絕對
稱的上是文學好作，推薦給喜歡閱讀的朋友們！」 ──讀者?凱特 「以帕特羅克洛斯的視角描寫史詩英雄阿基里斯波瀾壯闊、
短暫卻又璀璨的一生，看著阿基里斯是如何從手撫豎琴的善良男孩變成血刃敵軍享受戰爭的男人。」 ──讀者?夏夏 「能夠以
現代讀者能夠接受的說故事手法，描繪出希臘悲劇宿命論的無限優美且憂傷的餘韻，確實要為瑪德琳．米勒這一部經典力作大大
地喝采一聲！」 ──讀者?Heero 「那段走向命運的過程依舊讓人心痛不捨，彷彿在讀者眼前重現，榮耀與戰爭、野心和
詭計、血與淚……全都在極短的篇章中完整而完美地呈現。」 ──讀者?鳳梨冰 「或許是神話故事吧，這樣同性之間的愛情
還真是讓人看的津津樂道。一整個劇情走向也不輸給傳統的宮廷劇內的愛情故事。」 ──讀者?Enzozach
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金英夏 2015
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Clayton M. Christensen 2012
給愛米麗的玫瑰-威廉·福克纳 2004
動物農莊-George Orwell 2020
繁星若尘-阿西莫夫 2019-07-03 年轻的拜伦·法瑞尔王子、天雾星未来的牧主，在地球学习期间险遭核辐射。其父，
受人尊敬的维迪莫斯牧主落入凶残的太暴人手中，身临险境。拜伦在懵懂中踏上太空飞船开始了星际逃亡之路。那份内容足以毁
灭整个世界的神秘文件藏在何处？叛军世界究竟隐身在哪个星球？繁星若尘，瑰丽、奇幻的银河隐隐浮现出阴谋的影子，浩瀚的
太空中涌动着权利与统治、科技与发展、阴谋与爱情的纷繁争斗。被强权的太暴人统治下的各星际人民不甘奴役，自发地团结起
来准备推翻太暴人的统治……
汤姆·索亚历险记-Mark Twain 2009
斷背山-Annie Proulx 2005 Detailed summary in vernacular field only.
神與狗的賭注-安德列．亞歷克斯（André Alexis） 2017-08-18 1998年，首部長篇小說《童年再見》
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艾莉絲．孟若 同獲「延齡草圖書獎」殊榮 加拿大名作家 安德列．亞歷克斯 最發人省思的寓言故事 ◎
榮獲2015年「羅傑斯作家信託獎」，加拿大最著名的「季勒文學獎」 ◎入圍2015年多倫多圖書獎決選、2016年
加勒比海文學獎 ◎獲選加拿大《國家郵報》年度最佳圖書Top 2、《環球郵報》圖書編輯年度五大選書Top 1、出版
商協會「49thShelf.com網站」年度選書、加拿大廣播公司四月「迫不及待閱讀名單」之一 馮勃棣（影視與劇場編
劇／表演藝術工作者） 專文推薦 陳雪（作家）、劉梓潔（作家／編劇）、駱以軍（作家） 好評推薦 ˙˙˙ 兩名天神一場心血
來潮的賭約， 讓15隻狗擁有人的智力，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人類的智慧究竟是天賜的禮物， 或者，只是偶爾派得上用場的
災難？ 「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是去思考、感受，愛人與嫉妒？本書深刻地探索了以上面向，並對自我意識的本質提出具有洞見
與哲學性的思考。這部作品的呈現比重均衡：幽默與野蠻並存，既孤獨又強烈渴望融入群體，感知的散文與戲謔的詩行交錯。這
篇精彩且原創性高的書寫，對讀者提出質疑，要他們檢視自己的生存狀態，並喚起亙古的提問：生命的意義為
何？」――2015年季勒獎評審意見 ＊ ＊ ＊ ――我很好奇，要是動物有人類的智力，會怎麼樣？赫密斯說。
――我想知道的是，牠們是不是會像凡人那麼不快樂。阿波羅說。 某天在人間的小酒館，阿波羅和赫密斯兩位天神為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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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是否讓人快樂」的議題爭吵不休，最後祂們決定以一個賭注決勝負：讓一種動物擁有人類的智慧，只要其中有一隻在臨終時感
到快樂，阿波羅就任赫密斯使喚，反之則赫密斯要為阿波羅做牛做馬，為期一年。祂們找到附近的一家獸醫院，對院裡的十五隻
狗施展神通，競賽就此開始。 這十五隻保留狗類本能但也擁有人類智慧的動物，隨即展開了截然不同的「狗生」：有的選擇留
在原主人身邊，卻因為感嘆人類無法理解自己的不同而抑鬱而終；有些狗選擇離開，卻對這種新生活感到不安，寧願重新融入普
通狗的群體，甚至企圖以暴力手段逼迫其他狗跟從。他們不只擁有思考、自我意識，創造出語言和詩，也開始懂得算計、欺瞞、
操控，甚至顯露出無關爭奪地位的暴力與殘忍。他們真能如願過著原本的狗生活嗎？無意中介入的人類與好事的奧林帕斯諸神，
又會為他們的命運增添什麼變數？ 作者透過寓言和魔幻寫實的筆法，以小說為鏡，思索存在的本質，與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
故事寫實殘酷卻也溫暖感人，從人類最好朋友的眼中，映照出我們自身的行為以及如何對待他者，其中的幽默感令人心驚。故事
同時探討了語言、藝術、社會秩序、個體意識對人類的影響，並觸及希望、快樂、暴力、愛與忠誠等命題。 媒體評論 l
2015 年季勒文學獎評審意見 活著的意義是什麼？是去思考、感受，愛人與嫉妒？本書深刻地探索了以上面向，並對自我意
識的本質提出具有洞見與哲學性的思考。這部作品的呈現比重均衡：幽默與野蠻並存，既孤獨又強烈渴望融入群體，感知的散文
與戲謔的詩行交錯。這篇精彩且原創性高的書寫，對讀者提出質疑，要他們檢視自己的生存狀態，並喚起亙古的提問：生命的意
義為何？ l 2015 年羅傑斯作家協會小說獎評審意見 亞歷克斯在這部有力的寓言中，透過一群狗在真實世界的冒險探索知
識、快樂、忠誠和命運為何。這是部為我們時代所寫的寓言故事，人類最好的朋友展示了擁有更高層次的意識，能帶來什麼好處。
這是一位工藝大師寫下的高度原創、生動的作品，用完美形式提出的哲學思考。 l 2015年 多倫多圖書獎評審意見 亞歷克
斯這部動人的小說，對作為人與狗的生存意義，有著非常美麗的描繪。 故事圍繞著這群被神選中、與人一樣擁有智力的狗；牠
們之間的政治角力，試圖在原始的天性與新獲的智力之間尋找平衡。有些狗在新的技能之下更加茁壯，然而有些狗卻刻意迴避人
性的一面，並對於擁抱人性的那些同伴施以原始的正義手段。 亞歷克斯對於狗的文化有詳盡與細膩的理解，這個故事將能得到
喜歡動物的讀者認同，並不時流下感動的眼淚。故事流暢的描述和深刻的哲學探索，緊緊抓住讀者的注意力，是部短小卻有高度
企圖的作品。 l 亞歷克斯在這部優秀且富娛樂效果的作品中，設計了別出心裁的嬉鬧來穿透人性的本質……聰明探索了人類
的本質為何、溝通是什麼，人類社會由什麼組成。 — 《科克斯評論》（Kirkus Reviews） l 亞歷克斯嘗試將
涵蓋範圍驚人的形而上問題，壓縮在這一個描述狗了解得太多的簡單故事之中。全篇愉快地把人與狗的狀態並置，故事裡有著讓
人驚喜的情節轉折，與語言天賦的反轉。— 《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l 一群會說話的狗的故
事？沒弄錯吧？這個怪主意很可能衍生出讓人難以忍受的壞點子，像是畫一群雜種犬玩撲克牌，或者繼承《動物農莊》的精神，
多多少少帶著有力的諷刺。很高興看到加拿大作家亞歷克斯這部生動的作品，在短短的篇幅中不斷挑戰我們的預期……我一
點也不愛狗，但是身為小說愛好者，我從頭到尾都喜歡這一個聰明、生氣勃勃的奇幻故事。— Jonathan Gibbs，
《衛報》（The Guardian） l 魔幻寫實、道德寓言、飼主手冊與哲學論述的優雅混合，對於狗和詩歌的本質，提出
了相當奇特與罕見的思考。—《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l 亞歷
克斯在這部輕薄但企圖龐大的小說中，逐步描繪了那些受到痛苦折磨的獸類命運，由一開始的思想實驗轉變為漫畫式的寓言故事，
再到充滿細節、更幽微的發現與情緒上的細微差別。— 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 Mail） l 擁有意
識代表了什麼意義，隨之而來有哪些好與壞，這個故事做了有力的討論。—加拿大廣播公司圖書春季評論（CBC
Books Spring Preview） l 幾許哲思配上滿滿的情感，摘下今年季勒獎的這部小說，想像了人類的最佳朋友
有了思考能力。一般都說狗的內心世界難以捉摸，但亞歷克斯探索了狗的意識世界，充滿溫暖和啟發。—加拿大《國家郵報》
（The National Post） l 繼獲得羅傑斯作家信託獎提名的《田園》之後，風格多變的作家亞歷克斯轉而開拓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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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幾乎為人遺忘的文類：寓言。—加拿大《筆與紙》書評雜誌春季評論（QUILL & QUIRE Spring
Preview） l 亞歷克斯從最根本層次探討語言和意識的概念，以及擁有兩者或僅有其一，代表了什麼意義。— Full
Stop網站 l 一次老練的哲學式練習……探索了意識、語言、社會秩序與藝術的問題，以及快樂的本質。—「溫尼伯評
論」網站（Winnipeg Review） l 透過狗的眼睛，對人性做了聰明且迷人的探討。—
Largehearted Boy文學與音樂網站 l 亞歷克斯有著高明的敘述技巧。故事中的角色多元，且各有差異，他的文
句修辭也很厲害……不怕大家知道，讀到結局時我哭了。—LitReactor文學網站
财富的福音-安德鲁·卡内基 2006 一个世纪以前,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就在《财富的福音》里写道:富人应该为他的
无穷财富而感激。在有生之年,当他们支配这笔财富时,应该多做一些捐赠活动,这样社会上的其他人就可以长期从中获益,而他们
自身的生命价值也会因此而得到升华。富人在道义上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
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
三体-刘慈欣 2016 本书讲述:"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军方探寻外星文明的绝秘计划"红岸工程"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但无人料到,地球文明向宇宙发出的第一声啼鸣,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命运.四光年外,为了生存挣扎的"三体文明"接收到了地
球发来的信息.在运用超技术锁死地球人的基础科学之后,三体人庞大的宇宙舰队开始向地球进发.
伊斯坦堡的私生女-Elif Shafak 2008
沙丘（6）聖殿-法蘭克．赫伯特 2021-09-07 ★《沙丘》首部曲電影於2021.9.16台灣上映★ 啟發《星際大
戰》、《駭客任務》，《風之谷》、世界地球日 無數文學、生態、社會、大眾娛樂作品的發想起源 ——電影改編原著小說，
千萬書迷眾所矚目，大銀幕獻映—— 丹尼．維勒納夫執導，提摩西‧夏勒梅、蕾貝卡‧弗格森、傑森‧摩莫亞、喬許‧布洛
林、史戴倫‧史柯斯嘉、張震——超強卡司主演 模式即末路。壘起高牆，阻隔變化， 等於在自我滿足的舒適中腐爛 宇宙中
的星球有生有滅，但恐怕沒有哪顆星球的毀滅，比拉科斯星更令人驚詫。這顆舊名「沙丘」的星體，即使承負了數千年以來香料
的祕辛和亞崔迪王朝的輝煌歷史，在兇殘嗜血的尊母手下，仍逃不過淪為焦土的命運。 挾著神祕的宰制能力與出人意表的特殊
武器，尊母的勢力所向披靡，制伏了舊帝國的百萬行星，所到之處沒有赦免，只有無盡的鮮血與奴役。宇航公會與伊克斯人俯首
稱臣，忒萊素人遭滅族，僅剩一人倖存。過去帝國的各大勢力全盤洗牌，能夠與尊母對抗的只有以統御大聖母歐德雷迪為首的貝
尼‧潔瑟睿德女修會僅存少數菁英，與她身邊的幾位重要人物。 甦亡人鄧肯被囚禁在無現星艦上，但他不僅擁有晶算師的能力，
還在過去與默貝拉的交手之中，意外獲得了回溯更多記憶的能力。而原本隸屬尊母陣營的默貝拉，在和貝尼‧潔瑟睿德的相處中
逐漸領悟尊母的缺陷，心中升起了異樣的情緒。霸夏特格親眼見證了沙丘的覆滅，以甦亡人之姿，重新回到女修會的旗下。 當
尊母的真實身分揭曉，歐德雷迪發現能夠扭轉情勢的方法，唯有大膽挑戰數千年來女修會的運作與思考模式，讓眾人進行痛苦而
必要的蛻變，才能實施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反噬計畫。 腥風血雨已經撲面而來，但隨著沙鱒繁衍生息，這顆逐漸被黃沙掩蓋的
聖殿星球，或許將傳承沙丘的神祕，為宇宙帶來轉機…… 反英雄敘事、生態文學、社會寓言、人類演化的想像 全新編修譯
本．《沙丘》小說六部曲．首次完整登台 《沙丘》從面世以來一直是科幻小說界不可動搖的巨星，但是，這部鉅作之所以經典，
正因為它從不只是一部科幻小說。剖析人性的文學價值、循環再生的生態思考、針砭政治運作的社會寓言等等，博大精深的多種
面向一應具全。 時隔半世紀，《沙丘》竟成了預演了21世紀科技與人性危機的前瞻預言，資訊科技讓任何人都能擁有透視歷
史、計算未來的能力，但人們的作為是否真能確保未來延續下去？受人類活動影響的環境變遷，又會投下多少變數？《沙丘》歷
久不衰的底蘊，或能跨越時間，成為借鏡。 本書特色 《沙丘》以科幻大作聞名，13年前台灣首次出版前三冊，毫不意外地掛
在科幻書系底下。 時隔超過半世紀，現今世界的社會與自然環境似乎走上了《沙丘》描繪的極端狀態，讀者會發現自己或許正
kim-noble-all-of-me

7/16

Kim Noble All Of Me

面臨和書中角色相同的處境，需要摸索追尋得以避免走向毀滅性結局的「黃金之道」。於此時機重新出版完整六冊《沙丘》，跳
脫科幻的框架，更加全面、多角度閱讀吟味本書，或許可成為借鏡。 作者簡介 法蘭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美
國科幻小說巨匠，生於華盛頓州塔科馬，在成為全職作家前，曾從事多種職業，包括電視攝影師、廣播主持人、新聞記者與編輯
等。1952年，赫伯特開始發表科幻小說，此後陸續在數本科幻小說雜誌上發表多篇作品。1965年出版《沙丘》後，建
立起名作家的聲譽。 《沙丘》取材自赫伯特擔任記者時研究海岸沙丘的資料，歷經六年醞釀構思、二十多次退稿才順利出版，
內容精彩地融合了科學事實、文學小說、環境保護主義與政治，走出和常見科幻小說頗為不同的新路。 這部大作獲得了雨果獎
和第一屆星雲獎，為科幻小說界最宏大的一部史詩打下基礎。 譯者簡介 老光 老光喜愛一切與科幻有關的事物，小說、漫畫、
電影、遊戲皆喜。翻譯過多部西方科幻作品，語言風格多變，時而樸實無華，時而古樸典雅，均力圖再現原著之意境。 在生活
中，老光是一個平淡的普通人，既無坎坷，也無鴻運。可能正因為如此，他才迷上了科幻，讓他能暫時抽離平淡的生活，一睹宇
宙之廣袤、粒子之細微、異星之詭譎以及人性之亙古不變。 這份癡迷鞭策老光在翻譯過程中始終保持一絲不苟的態度，力求完
美。他希望能引發更多讀者的共鳴，令科幻世界的道路上再增添一名同行者。 甄春雨 延邊大學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教學法與
翻譯，從事翻譯工作多年，譯有《從科學中獲利》等多部作品。
壞種-馬奇 2017
德米安：徬徨少年時-赫曼．赫塞 2020-06-02 網路書店「當當網」暢銷直譯本！引爆討論熱潮，好評高達9.1分！
BTS防彈少年團金南俊RM：「這本書我每天捧著讀！」 ★全新暢銷譯本，德語直譯無刪減，慕尼黑大學圖書館愛藏版。
★迄今已翻譯為40多種語言，全球超過1.4億人口耳相傳。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BTS金南俊RM、尤美
女律師感動推薦。 ★以佛洛伊德、榮格、諾斯底哲學為經緯，引領讀者度過自身蛻變的鬥爭。 覺醒的人只有一項義務： 找到
自我，固守自我，沿著自己的路向前走，不論它通向哪裡。 《德米安：徬徨少年時》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曼．赫塞 風靡全球、
引發當代閱讀熱潮的創作里程碑。 1919年出版後立刻造成轟動，足以媲美歌德《少年維特的煩惱》。 一整個世代的青年，
無不被他的文字吸引。 更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當時，赫曼．赫塞並未以本名示人； 而是化名為書中主角「愛彌兒．辛克萊」代
替。 在本書爆紅後，出版社收到大量詢問信（包括德國文豪托馬斯．曼在內）， 大家都想知道，這位神祕的作者「辛克萊」究
竟是誰？ 直到上市兩年後，發行第17刷時，赫塞才終於在封面署名。 本書迄今已被翻譯成為40多種語言，全世界超
過1.4億人口耳相傳。 即使問世已超過一個世紀，仍深受眾多現代讀者追捧。 BTS防彈少年團金南俊RM亦盛讚：「這
本書我每天捧著讀！」 全書以主人翁辛克萊第一人稱的視角，闡述自我的分裂與超越克服。 並於字裡行間安插了佛洛伊德、榮
格的心理學論證， 以及諾斯底哲學的二元辯證，引領讀者度過自身蛻變的鬥爭。 書中涵蓋自我認同、性向、性啟蒙、對威權的
反抗、孤獨或從眾等議題。 隨著劇情開展，各種衝突與矛盾的激盪不斷湧現， 我們彷彿也跟著辛克萊，回味了那段最是徬徨少
年時。 當人生路途中遭遇困惑時，在無奈的現實中， 我們都需要德米安這樣一位引路人，找到另一種人生意義。 德米安一直
看著我的眼睛，徬彿看了一輩子。 慢慢地，他向我湊過臉來，湊到我們能夠彼此觸摸的近處。 「閉上眼睛，辛克萊！」 我順
從地閉上眼，感到嘴脣上被淺淺吻了一下。 「像你我這樣的人都是孤獨的，但至少我們還有彼此。」 出身良好家庭的辛克萊，
四周洋溢著光明、正向的氛圍。 然而，兒童時期的他已注意到現實中還有另一個世界， 那裡充斥著殘酷、陰暗、失序，與辛克
萊從小的認知截然不同。 10歲時，辛克萊因為自己捏造的竊盜故事， 被惡棍克羅默抓到把柄，從此每日活在被霸凌與勒索的
恐懼中。 直到插班生德米安出現，才替他解除這道陰影。 德米安成熟穩重，有超齡的智慧。辛克萊好崇拜德米安。 兩人後來
分離了一段時間，期間辛克萊誤入酗酒的歧途， 偶遇一位神一般的女孩貝緹麗采，辛克萊開始繪畫，並得到救贖。 此時，他察
覺自己對德米安的渴望，這是超越友誼與愛情的關係。 辛克萊畫了破殼而出的鳥，寄給德米安，得到了回音： 「鳥要掙脫出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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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就是世界。人要誕生於世上，就得摧毀這個世界。」 依循著這條線索，他邂逅了鑽研神學的風琴手皮斯托琉斯。 上大學後某
一天，辛克萊巧遇德米安，並結識德米安的母親艾娃夫人。 他們一見如故、時常分享夢境，然而時間仍然繼續在走。 隨著德俄
開戰、世界的洪流湧來，故事的結尾，是結束也是開始。 【經典名句摘讀】 我所渴求的無非是將心中脫穎欲出的本性付諸生活。
追尋自身命運的人既沒有榜樣、理想，也沒有任何慰藉！但這才是真正的人生之路。 人的一生就是探尋自我的過程，儘管未曾
有人真正實現這個目標，但每個人都以各種方式，不論笨拙或明智，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每個生命都帶有其自身的出生痕跡，
並始終銘刻在基因當中，直至死亡。一些生命從未進化成人，例如青蛙、蜥蜴或螞蟻，還有一些成功了一半，上半身是人，下半
身是魚。然而，每個人都代表著大自然在造人過程中的種種嘗試。 儘管我們擁有同個起源和母親，來自同一個深淵，但在奮鬥
後總擁有不同的命運。我們似乎能夠彼此理解，然而每個人所能詮釋的，只有他自己。 有人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曾違反法則，但
這並不阻礙他成為一個混蛋，反之亦然。實際上，這只與懶惰有關。 我們的使命是在世界中填出一座島，使其成為一種不同生
活方式的原型，或至少作為一種預期。 愛不是透過乞求或索求得到的。愛意味著堅定內心，你若能這樣被愛吸引，後續就會吸
引別人愛你。 告別徬徨，堅定地做你自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塞紀念碑式名作！ 全新無刪減完整譯本，榮格、蔣勳摯愛之作，
慕尼黑大學圖書館愛藏版！ 本書特色 網路書店「當當網」暢銷直譯本！引爆討論熱潮，好評高達9.1分！ BTS防彈少年
團金南俊RM：「這本書我每天捧著讀！」 ★全新暢銷譯本，德語直譯無刪減，慕尼黑大學圖書館愛藏版。 ★迄今已翻譯
為40多種語言，全球超過1.4億人口耳相傳。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托馬斯．曼、BTS金南俊RM、尤美女律師感動推
薦。 以佛洛伊德、榮格、諾斯底哲學為經緯，引領讀者度過自身蛻變的鬥爭。 作者簡介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56） 德國作家、詩人，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其經典名言「do your own
thing」為美國整整幾代年輕人的座右銘；1946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被譽為德國浪漫派最後一位騎士。 21歲自費出
版第一本詩集《浪漫之歌》（Romantische Lieder）； 27歲出版《鄉愁》（Peter
Camenzind），引起轟動的成名之作； 42歲出版《德米安：徬徨少年時》，闡述自我的分裂與超越克服； 45歲
出版《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透過自我放逐，追求生命的最終目標； 59歲獲瑞士文學獎歌特弗利特．凱勒
獎； 66歲出版《玻璃球遊戲》（Das Glasperlenspiel）；是赫塞晚年功力最成熟的傑作。 69歲獲歌德獎；
69歲獲諾貝爾文學獎； 85歲病逝。 譯者簡介 趙麗慧 畢業於山東臨沂大學德語系，2004年起從事德語翻譯工作，曾
在外商企業從事德語口譯，後全心專攻筆譯，至今已經從業十餘年，翻譯文字超過千萬字。除了德文之外，亦擅長中日互譯，涉
及文學、教育等領域。
24個比利- 2014
黎明之塔-Sarah J. Maas 2020-06-09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ower of Dawn
深夜小狗神祕習題（大塊20週年經典紀念版）-馬克．海登（Mark Haddo） 2016-10-11 翻譯成三十二
種版本 七年來首次將《哈利波特》擠下暢銷排行榜冠軍寶座的作品 王浩威（作家，精神科醫師） 朱天心（小說家） 李家同
（作家，暨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李崇建（作家，全人中學資深教師） 洪 蘭（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張正芬
（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陳豐偉（作家，精神科醫師） 黃春明（小說家） 聯合推薦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我
想我會成為一個非常優秀的太空人。 要成為一個優秀的太空人必須要很聰明，而我很聰明。此外還必須瞭解機械的作用，這方
面我也很在行。並且還必須能夠獨自待在一間很小的太空艙內，遠離地球表面數十萬哩，不會驚慌，不會有幽閉恐懼症，不會想
家，也不會精神錯亂。我一向喜歡小小的空間，只要沒有別人在場就沒問題。 克里斯多弗，十五歲，患有自閉症的數學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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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偶像是福爾摩斯，最擅長的科目是數學，喜歡質數、邏輯與事實，討厭黃色和棕色，無法忍受被人碰觸。他獨自去過最遠的
地方是住家附近的小店，最想去外太空，因為方圓數十萬哩都不會有人。 他原本孤獨而安全的世界一夕之間被一樁命案改變：
深夜裡，隔壁鄰居家的小狗被鐵叉刺死。克里斯多弗決定自己來當偵探，然後將調查結果寫成一本書。所以這是本涉及謀殺案的
偵探小說----只是偵探、兇手、受害者、真相，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出乎人意料之外。 神經質的文字，異質的書寫，少年克里斯
多弗誠實到讓人不安。他意圖解開謀殺案，卻意外發現自己家裡隱藏的真相。克里斯多弗令人好心疼，只是他的心靈就像他最想
去的外太空，遙遠，難以觸及。 真實的人生有時跟數字一樣，複雜，而且一點也不明確。 以下是我的「行為問題」中的一部份：
A.很長一段時間不和人說話。 B.很長一段時間不吃不喝。 C.不喜歡被人碰到身體。 D.生氣或困惑時會大聲尖叫。 E.
不喜歡和人共處在一個小空間內。 F.生氣或困惑時會破壞東西。 G.會呻吟。 H.不喜歡黃色或棕色的東西，拒絕碰觸黃色
或棕色的東西。 I.假如有人碰到我的牙刷，我就拒絕使用它。 J.假如不同的食物互相沾到，我就拒吃。 K.看不出別人在生
我的氣。 L.不會笑。 M.會說一些別人認為粗魯無禮的話。 N.會做傻事。 O.會打人。 P.討厭法國。 Q.偷開母親
的車。 R.有人移動家具時我會發脾氣。
紐約公寓-Elizabeth M. Noble 2010-08-0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Girl Next Door. A British woman is filled with trepidation
when she followed her husband across the pond, finds herself
befriending the people in her apartment building that gradually
becomes her home. In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纯真年代-华顿 2002 本书收录了:《罗马神话》、《沉默的羔羊》、《孤星血泪》、《荆棘鸟》等共20部世界小说名著。
尤達大師神祕檔案-Tom Angleberger 2013-03-07 English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bilingual edition, with parallel text, of The Strange Case
of Origami Yoda. In Chinese/English.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狼厅-Hilary Mantel 2010
獅子女巫魔衣櫥-C. S. 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2020-06-01 奇幻文學的源頭，啟發 J.
K. 羅琳的經典，大人小孩百看不厭的魔法傳奇 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兼思想家C.S.路易斯，寫給每一位讀者，認識自我
的最佳成長禮物 2019年全新譯本，《魔戒》知名譯者鄧嘉宛，精準傳達原作精神 從前，有四個孩子，因為戰爭的關係，來
到一位老教授的鄉下大宅暫住。四個孩子當中最小的孩子名叫露西。有一天，露西在大宅中打開一個奇特的衣櫥，在衣櫥的另一
頭，發現了一個叫做納尼亞的地方。 納尼亞是一個冰封多年的王國，在這裡，住著人羊、海狸、女巫、矮人、巨人、人馬、精
靈……等，還有消失多年後再度現身的阿斯蘭。彼得、蘇珊、艾德蒙和露西這四個孩子，就從這個神奇的衣櫥走進納尼亞，
展開了一場奇幻的冒險旅程⋯⋯ 《獅子•女巫•魔衣櫥》是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兼思想家C. S. 路易斯的代表作作，也是
每個人在童年、成年、老年裡至少都必須讀一次的經典。這本書不但被譽為世界奇幻文學的開山之作，受到千萬讀者喜愛，更啟
發了無數的創作者。 《哈利波特》的作者J. K.羅琳曾說： 「C. S.路易斯是我最喜歡、也是影響我最深的作家之一。」
天才說故事大師尼爾・蓋曼也說： 「C. S.路易斯是第一個讓我想成為作家的人⋯⋯直到我當了父親，我會為我的孩子大聲
朗讀這個系列。我發現我小時候喜歡的段落，長大之後還是喜歡。」 《文學的40堂公開課》作者薩蘭德則說： 《納尼亞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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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我們穿過衣櫥，讓我們理解自己的定位和身分，並幫助我們理解人類要面對的各種無止境困惑。小時候，我們藉納尼亞的故
事看世界，長大之後，文學也和生活相互輝映。不論在人生什麼階段，偉大的文學作品都能啟發我們。 這本大人小孩百看不厭
的魔法傳奇，不但成為認識自我的最佳成長禮物、奇幻文學的源頭，也曾由迪士尼拍成電影，更名列英國BBC「歷來最好經
典童書」第二名、英國年度票選最佳讀物第一名、《時代》周刊二十世紀百大最佳英文小說、美國最受歡迎百大小說、英國讀者
每年年度票選最佳讀物第一名。2019年中文全新譯本，則由《魔戒》知名譯者鄧嘉宛執筆，精準傳達C. S. 路易斯的原
作精神。 「如果你不是如此渴望，你不會一直真誠地尋找。」 每個大人心中，都藏著一個長不大的孩子；每個孩子心中，都想
有一個通往奇幻王國的魔衣櫥。即使長大了，我們依然在尋找，尋找那個神奇的納尼亞王國⋯⋯
冷月-迪弗 2020 本书讲述了:寒冬十二月,也称"冷月",是万物休眠和消亡的时节.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纽约市迎来了一个
恐怖的连环杀手----钟表匠.码头的无名死尸,生活单纯的上班族,花店老板,现役军官,唯一相同的是,受害者都收到了一座阴森
诡异的月面时钟,和一张署名钟表匠的名片.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简直就像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完美罪犯.林肯·莱姆头一
次对案件这么手足无措,而偏偏,他的得力助手萨克斯又在调查那"另一起案件".
EQ：決定一生幸福與成就的永恆力量〔全球暢銷20週年．典藏紀念版〕-丹尼爾．高曼 2016-01-15 20週年典
藏紀念版 全球熱銷突破500萬冊！ 翻譯超過40種語言、衍生著作無數 《時代》雜誌最具影響力商業書之一 提升個人潛
能、有效掌握情緒力量的劃時代經典鉅著 EQ──是人人都能養成的基本生存能力。 是主宰情緒的智慧， 也是自制力、熱忱、
毅力與自我驅策的根源。 讓你在人生的每個重大時刻，都能做出最好的選擇！ ．我們如何能讓下一代過得更好？ 有些高智商
的人一事無成，而智力平庸的反而表現非凡，這要如何解釋？ 我認為答案就在本書的書名──EQ，這個詞彙涵蓋自制力、熱
忱、毅力、自我驅策力等面向。 我們可以將這些能力教給下一代，幫助他們發揮與生俱來的潛能。 ──EQ之父 丹尼爾．高
曼 本書自1996年出版以來，「EQ」已成為人們的日常用語，其概念更遠播全球無數角落。 利用大腦與行為科學的突破
性研究，丹尼爾．高曼在本書打破了IQ基因決定論，提出探討人生成就的全新角度──「EQ」，說明這項涵蓋自制力、熱
忱、毅力、自我驅策力的能力，才是決定個人成功、快樂與否的關鍵。 EQ的影響遍及生活各個層面，高曼於本書中闡述如何
更有系統地培養EQ，包括提高自覺、有效處理情緒低潮、在逆境中維持樂觀與毅力、培養同理心，以及彼此關懷合作與社交
等重要能力。可以說，EQ不僅攸關個人的心理健康，更有助於人際和諧；而隨著新的市場力量使得職場生態丕變，高人一等
的情緒能力對於個人職涯發展更是至關重要。 值得慶幸的是，EQ不但可以學習，更可從小加以培養。父母、教師、每一位領
導者、每一位關心社會的人士，在提升自我之餘，也都能把這樣的能力教給下一代，幫助他們發揮與生俱來的潛能，擁有更美好
豐富的人生。 情緒只要能適度地引導，便是一種智慧，是我們思想、價值觀與生存能力的指南。誠如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問題
不在情緒本身，而在於情緒本身及其表現方法是否適切。我們最終要探討的是：如何透過鍛鍊EQ，將情緒與智慧結合，讓自
身成為情緒的主宰、而非情緒的奴隸，才能活出更有覺知的自己。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马克·吐温 2019
鹽、油、酸、熱：融會貫通廚藝四大元素，建立屬於你的料理之道-莎敏．納斯瑞特(Samin Nosrat)
2018-09-21 ★美食界奧斯卡「詹姆士．比爾德基金會大獎」2018最佳不分類食譜書獎 ★國際烹飪專業協會
（ICAP）食譜書獎 ★《紐約時報》暢銷書、《週日泰晤士報》飲食類年度選書 【重點特色】 ★從初學者到料理專家都能
讓廚藝更上層樓的革命性創新烹調技法。 ★收錄三張超實用世界風味地圖拉頁，以輪狀地圖完整、分類標示不同地區料理使用
的油、酸、香料，只要正確搭配，不需食譜也能做出道地異國美味！ ★輕鬆又清楚說明料理基本四元素：鹽、油、酸、熱的作
用以及對其他食材的影響。 ★插畫家溫蒂．麥克諾頓（Wendy MacNaughton）精心繪製視覺化圖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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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潔清晰歸納食材的色香味特性、風味、區域性與產季，一目瞭然。 ★示範掌握基本四元素的活用原則與食材搭配，前所未見
的矩陣式食譜，教人用簡單食材與基本技巧就能重現各國經典菜色及變化版本。 【內容介紹】 這是一本烹飪界的文法書，帶領
所有美食愛好者拋開食譜束縛，從根本邏輯學會靈活變化，成為更出色的料理人！ 專業主廚師暨飲食專欄作家，莎敏．納斯瑞
特創造出一套革命性且富有哲理的簡單烹調方法，從中學生、初學者到天天做飯的主婦、甚至專業廚師，都能輕鬆理解、自行學
習，讓廚藝不斷升級，而訣竅就在掌握四個基本元素： ※ 鹽（salt）：引出鮮甜美味 ※ 油（fat）：傳遞香氣、增添口
感 ※ 酸（acid）：平衡味道 ※ 熱（heat）：控制食物的質感 本書為讀者揭開廚藝技法四大關鍵要素的神祕面紗，介
紹輕鬆易懂的廚房科學、實用的料理技巧，還有幫助循序漸進練習四大要素的100道必備食譜，加上數十種延伸變化。你將能
從千變萬化的沙拉與油醋醬、蔬菜料理、香氣飽滿的高湯與湯品、義大利麵五大家族、口感豐潤的燉肉，以及鬆軟可口的各式糕
點之間，細細體會鹽、油、酸、熱如何交織出豐富迷人的層次。身為專業主廚的作者將告訴你，頂級料理是怎麼做出來的，又為
什麼讓人垂涎三尺。跟著她的腳步彷彿親身走進星級餐廳的廚房體驗料理，不論你置身家中或在專業廚房，都能表現新鮮食材的
豐富內涵。她的食譜就像是樂譜，融會貫通之後你也能即興發揮，變化出自己的獨特風味。 一般人跟著食譜學做菜，最困擾的
就是搞不清楚適量到底是多少、或吃起來總覺得少了一味，到底問題出在哪裡？本書將讓你在廚房中信心滿滿地做出更好的決定、
找到明確的方向，無論使用任何材料、在任何地點、時間，都可端出讓人意猶未盡、難以忘懷的美味。 【專業推薦】 國際名廚
江振誠 烹飪書籍作者及譯者松露玫瑰 貓下去敦北俱樂部&俱樂部男孩沙龍負責人陳陸寬 飲食旅遊作家韓良憶 《低烹慢煮》
作者、咖啡與法式餐飲顧問蘇彥彰 《雜食者的兩難》（The Omnivores Dilemma）作者麥可．波倫
（Michael Pollen）專文推薦 《食滋味》（The Art of Simple Food）作者愛麗絲．華特斯
（Alice Waters） 《耶路撒冷》（Jerusalem）作者尤坦．奧圖蘭吉（Yotam Ottolenghi）
《A Girl and Her Pig》作者、米其林二星主廚艾波．布倫費爾德（April Bloomfield） 《改變人
類醫療史的海拉》作者芮貝卡．史克魯特（Rebecca Skloot） 《廚藝之樂》（Joy of Cooking）第四
代作者約翰．貝克（John Becker）與梅根．史考特（Megan Scott） 《Super Natural
Cooking》作者海蒂．史汪森（Heidi Swanson） 【各界好評】 ★美國亞馬遜書店雄霸烹飪、食譜暢銷
書#1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 BuzzFeed、《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華盛頓郵報》
（The Washington Post）、《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Rachel
Ray Every Day》、《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Vice大廚小吃》
（Vice Munchies）、Elle.com、《Glamour》時尚雜誌、Eater、《新聞日報》
（Newsday）、 《明星論壇報》（Minneapolis Star Tribune）、《西雅圖時報》（The
Seattle Times）、《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Tasting Table, 《現代農夫》
雜誌（Modern Farmer）、《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等各大媒體盛讚為2017年
度好書。 ★Netflix同名紀錄片《鹽、油、酸、熱》2018年10月於全球147個國家上架播映。 這本美好親切的
書不只教你料理，還幫你抓住料理的感覺，引導你探索、創造並樂在其中。莎敏用真實的食物料理：追求有機、當季與新鮮，更
以她奔放的熱情與好奇心贏得讚賞。 ——愛麗絲．華特斯（Alice Waters） 莎敏．納斯瑞特將「我們如何料理」
這個既龐大又複雜的主題整理歸納為四個字：「鹽、油、酸、熱」，即將令所有人眼界大開。 ——尤坦．奧圖蘭吉
（Yotam Ottolenghi） 想要精進廚藝的人必讀《鹽、油、酸、熱》。莎敏．納斯瑞特，加上溫蒂．麥克諾頓有
趣的插畫，教導大家認識料理的基礎，歸納出讓食物出色美味的四大元素。幫自己一個忙，買下這本書，保證你一定不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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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波．布倫費爾德（April Bloomfield） 如同從莎敏．納斯瑞特的廚房端出的神奇美食，《鹽、油、酸、
熱》也結合了所有高品質的元素：美麗的故事、清楚的科學知識、對食物的熱愛，以及溫蒂．麥克諾頓打動人心的插畫藝術。
——芮貝卡．史克魯特（Rebecca Skloot） 《鹽、油、酸、熱》是一本很重要的書，不只是因為其中包含了許
多傑出的食譜，也不是因為作者曾在Chez Panisse工作，雖然這些都是事實。這本書的重要性在於它給予家庭料理人
指引的方針，可以悠遊於各自的廚房，並相信讀者能善加運用這些原則。莎敏．納斯瑞特隨和、跟著感覺走的料理方式，不會令
人感到難以接近或門檻太高。這本書是引導你不再依賴食譜，也能在廚房裡揮灑自如的好幫手。 ——約翰．貝克（John
Becker）與梅根．史考特（Megan Scott） 《鹽、油、酸、熱》是一本資訊多元、新時代的烹飪參考書。莎敏．
納斯瑞特豐富的經驗在這裡集結為迷人的故事、真誠的建言、插畫與靈感。對新手或資深廚師來說，成功的條件都是一樣的，無
論你在廚房的何處遇到這本書，都能找到對的方向。 ——海蒂．史汪森（Heidi Swanson） 讚嘆。這完全就是
一本為廚事迷途羔羊們所譜寫的超級指南。 ——陳陸寬 風味是料理的靈魂，只有精準的科學與邏輯才能讓妳（或你）做菜
時是站在磐石上而非枯葉上。 ——蘇彥彰 出版社 積木文化 (城邦)
仲夏夜之夢-威廉.莎士比亞 2019-01-01 《仲夏夜之夢/新譯莎士比亞全集》是一部富有浪漫色彩的喜劇，講述了古
希臘時代的一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愛情故事。其屬於莎士比亞四大喜劇之一，是莎士比亞喜劇的代表作，此劇在世界文學史特別
是戲劇史上影響巨大，後人將其改編成電影、故事、遊戲、繪畫等，均取得了較大的影響。譯本加入了大量註釋和長篇導讀，譯
者在深入研究莎翁文本的基礎上所寫的長篇導讀，其價值在中國莎學研究領域也是得到了充分肯定的。放在文末，作為給讀者的
拓展閱讀資料，對全書的價值都有比較大的提升。
细红线-琼斯 2006 本书讲述的是1942年美国陆军第205师的一个连在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上向日军发起的歼灭
战。详尽地描述了这场腥风血雨、艰苦卓绝的战斗。
训民正音- 2008 本书是广泛介绍用汉文详细解释了世宗大王创制的训民正音进行详细说明的《训民正音》解例本,记录了
新文字的创制原理以及新文字的使用方法。
不列顛諸王史-Geoffrey of Monmouth 2015-01-01 不列顛，最美麗的島嶼，屹立在西面的大洋
之上，位于法蘭西與愛爾蘭之間。它南北長達八百英里，東西跨越二百英里，源源不斷地為人們提供著一切生活資料。本書講述
了不列顛所有國王的事跡，從第一位國王布魯圖斯一直到卡德瓦羅的兒子卡德瓦拉德。
The Pull of the Stars-Emma Donoghue 2021-07 Tradit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Pull of the Stars]. A novel about the flu
pandemic a hundred years ago, but it reads completely in line
with the present, depicting the same frustrations, tensions, hopes,
and dangers of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七天改变你的生活-McKenna, Paul·麦 2009 本书包括发掘自身真实潜能、学会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控制自
己的消极思想、树立并勇敢地去追逐自己的目标与梦想等内容.
浮生梦-杜穆里埃 2000 本书是作者继《蝴碟梦》后的又一部重要作品, 全书以康沃尔郡的庄园为人物活动的主要舞台, 讲
述了菲利普和拉吉奥间的故事.
银顶针的夏天-恩赖特 2020 本书描绘了一位可爱的小姑娘开心幸福的生活:加妮特在干涸的河床上发现了一枚银顶针,几个
小时之后,一场大雨结束了农场长时间的干旱,这让加妮特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枚顶针是一个神奇的护身符.在此之后,好运一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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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在邻居的帮助下,家里的新谷仓也建了起来;加妮特精心照料的小猪,还在县上赢得了蓝绶带奖.每天都会有惊奇的事情发
生,正如加妮特所想的,是这枚顶针造就了这个神奇的夏天,这就是"银顶针的夏天"!
Midnight Sun-Meyer Stephenie 2021-04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Midnight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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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ook kim noble all of me collections that we have. This is why you
remain in the best website to look the amazing ebook to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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