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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the Sea Shall Give Up Her Dead-Sean
Thomas Russell 2015-05-21 'Not a hundred yards
distant, the night opened in a blossom of orange
flame and roiling smoke.' Ordered to the West
Indies where they are to harass French colonial
shipping, Captain Charles Hayden and HMS
Themis rescue a pair of Spanish castaways en
route. This is lucky for the Spaniards but less so
for Hayden who soon finds that his guests are not

A Battle Won-Sean Russell 2011 After being
tasked with taking HMS Themis into battle
against the French for the strategically located
island of Corsica, Master and Commander
Charles Hayden soon must land his ship on
Corsica, where his men join forces with native
insurgents. By the author of Under Enemy
Colors. Reprint. 40,000 first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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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e what they claim. Caught between the
French, predatory privateers and a vainglorious
British commander, Hayden discovers that the
Caribbean is a lawless sea with many squalls to
sink the unwary seaman. Survival depends on
rapidly identifying friend and foe - but which are
the two castaways still aboard Themis? This is
the gripping fourth tale in the epic maritime
adventures of Charles Hayden, a masterpiece to
rival the stories of Bernard Cornwell and Patrick
O'Brian.

1794. As the terror rages in France, Captain
Charles Hayden leaves Plymouth with orders to
gather intelligence from a spy off the Le Havre
coast. But the enemy lies in wait. In the foulest of
weather, Hayden's seamanship is tested to the
limit and a terrifying cat and mouse chase
begins. Faced with a powerful French squadron
Hayden knows he must elude capture at any cost.
In his possession are details of an imminent
attack on British soil which must be delivered
before all is lost.Ahead lie shipwrecks, storms,
battles and dramatic escapes - and at the centre
of it all, the courage and heroism of a lone
captain . . . A Ship of War is the brilliant third
tale in the epic maritime adventures of Charles
Hayden. A masterpiece already rivalling the
stories of Bernard Cornwell and Patrick O'Brian.
Praise for Sean Thomas Russell: 'An unqualified
seal of approval. This is gloriously readable stuff.'
The Bookseller 'Russell's encyclopaedic
command of nautical lore, joined to his rare
ability to spin a ripping yarn, combine to place
the reader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action, of
which there is plenty.' Neal Stephenson (author)

A Ship of War-Sean Thomas Russell 2012-03-29
A Ship of War is a stunning new maritime
adventure from Top Ten bestselling author Sean
Thomas Russell, following the great success of A
Battle Won and Under Enemy Colours. For fans
of Bernard Cornwell and Patrick O'Brian, A Ship
of War is the third instalment in the electrifying
historical series of Charles Hayden and the
Themis. 'Hayden kept his eye fixed upon the
chasing ship...The screech of an iron ball passed
narrowly by. There was no room now for error'
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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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written, plenty of adventure . . . places the
reader in the midst of the action of battle.'
Marine Society Sean Thomas Russell is a lifelong
sailor whose passion for the sea - and his love of
nautical history - inspired the adventures of
Charles Hayden. A Ship of War follows
bestsellers A Battle Won and Under Enemy
Colours. Sean lives on Vancouver Island.

between the Themis�s tyrannical Captain Hart
and a mutinous crew. Steering a course between
the cowardly captain and the treacherous crew,
English common sense and French pride, Hayden
must first master his wits before challenging the
might of the French naval war machine.

Until the Sea Shall Give Up Her Dead - Book
4 - Adventures of Charles Hayden-Sean
Thomas Russell 2014 Until the Sea Shall Give Up
Her Dead is masterful maritime fiction - Sean
Thomas Russell's latest Charles Hayden voyage.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steadfast Captain
Charles Hayden, Royal Navy frigate HMS Themis
is sent across the Atlantic to counter the threat
of the French forces in the West Indies. But
before she strikes port in Barbados, the Themis
intercepts a single boat adrift in the middle of the
ocean - its sole occupants, two young Spanish
noblemen. But not is all as it seems with
Hayden's unexpected guests. The mystery only
deepens as Hayden's ship reaches Barbados,
where he must take new orders from the

Under Enemy Colours-Sean Thomas Russell
2009 1793: the thunder of cannon fire echoes
across the English Channel, chilling the stoutest
hearts . . . The opening skirmishe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 send ageing frigate HMS
Themis into waters swarming with enemy ships
of the line. Instructed to survey the French
coastline, she�s soon in the thick of the action:
cutlasses slash and bayonets skewer, cannons
splinter decks and sever limbs. Onto the smoky
deck strides young Lieutenant Charles Hayden.
With an English father and a French mother, the
Admiralty are reluctant to give Hayden his first
command. Instead, he is to act as a bulwark
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3/12

Downloaded from
getsettogo.mind.org.uk on November 30,
2021 by guest

Admiral. Hayden finds his ship in a squadron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conceited Sir William
Jones, who involves Hayden on a course of action
so foolhardy that he is faced with losing many of
his men. Once again, the Themis is thrown into
the most violent of action against the enemy and Hayden must make the hardest choice of all,
life or death? Following the top-ten bestselling
success of A Battle Won, Under Enemy Colours
and A Ship of War, Sean Thomas Russell's
captivating fourth novel Until The Sea Shall Give
Up Her Dead is the maritime adventure of 2014.
Sean Thomas Russell is a lifelong sailor whose
passion for the sea - and his love of nautical
history - inspired the adventures of Charles
Hayden. His latest book follows bestsellers A
Battle Won, Under Enermy Colours and A Ship of
War. Sean lives on Vancouver Island.

French plans for an imminent attack on British
soil, Hayden must return with haste to
Portsmouth to give warning before it's too late.

坚硬如水-阎连科 2013

白馬酒館-阿嘉莎?克莉絲蒂 (Agatha Christie) 2004-03-01
「……邪惡……我不能這樣死掉……懺悔，懺悔，我的罪孽深重……深重……」
戴維斯太太臨死前對戈曼神父語無倫次地這麼說著，並透漏了一些人名。 戈曼神父來到「東尼
之家」咖啡館，寫下了這些人名，隨即啟程返家。 霧夜中，神父遭人從背後一棒擊斃。警方在
他的鞋子內找到了一張名單，而這些人也一一「自然死亡」…… 歷史學家伊斯特來到從前的
白馬酒館舊址，發現居住其中的三名婦女懂得取人性命的巫術。他懷疑戈曼神父的那份死亡名單
可能與「白馬」這棟屋子有關，因而決心親身體驗即將在其中舉行的降神大會，藉此查明事件真
相。 到底是誰在裝神弄鬼？誰又是下一個受害者？請靜待真相分曉。

飘-米切尔 2019
A Ship of War-Sean Russell 2013-04-01 Captain
Charles Hayden has orders to destroy a French
frigate sailing from Le Havre and to gather
intelligence from a royalist spy. On discovering
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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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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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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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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命排-Sean Parnell 2012

一切皆有可能-Elizabeth Strout 2019-0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Anything Is Possible

亨利五世-莎士比亞 2015-08-26 《亨利五世》（Henry V）是英國劇作家威
廉·莎士比亞創作的一部歷史劇，據考證作於1599年。故事基於英格蘭亨利五世國王的人生，
著重描寫百年戰爭期間阿金庫爾戰役的前後事件。 該劇本是四部曲的最後一部，前面三部為
《理查二世》、《亨利四世第一部》和《亨利四世第二部》。原來的觀眾已經在《亨利四世》中
熟悉了這個角色，被描述成一個放蕩的難以控制的王子亨利。在《亨利五世》中，年輕的王子成
長為成熟男人，致力於徵服法國。 （維基百科）

Nicky&vera-Peter Sis 2021-06-03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NICKY&VERA: A Quiet Hero
of the Holocaust and the Children He Rescued].
International Andersen Award, New York Times
Best Children's Book winner Peter Sis works He
never told anyone about the children. In the
disorderly spring and summer of 1939, the Nazi
haze gradually enveloped Europe, and the British
youth were warm. Don arranged a train to flee
the Czech Republic for refugee children. He
saved 669 lives, but never told anyone.

羅馬帝國衰亡史 (第一卷)-(英)愛德華．吉本 2019-01-01 《羅馬帝國衰亡史》是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的一部巨著。全書共六卷，第一卷出版於1776年，第二、三卷出
版於1781年，第四、五、六卷出版於1788年。該書問世至今兩百餘年，鮮有能與之比
肩的同類作品。羅馬是西方人引以為傲的昔日榮光，而他們每言及羅馬，必稱《羅馬帝國衰亡
史》。可見這部惶然巨著在西方的地位。
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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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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袋公主-Robert N. Munsch 2020 本书讲述了:美丽的公主将要嫁给傲慢
的王子.大火龙突然出现捉走了王子,烧毁了城堡里的一切,只剩下赤裸的公主和一个纸袋.聪明勇
敢的公主穿上纸袋,智取火龙,却遭到王子的奚落.那么,美丽聪明又勇敢的公主到底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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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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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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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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김
상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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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gh. A life of toil in a second day old bread
shop gave a man his seven figure saving, and it
gave his nephew a chance to reflect what life
really mea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敦刻尔克的奇迹-洛德 1991 书名原文:The miracle of Dunkirk

The Fang Tale Chronicles Volume One-Sean
Thomas 2020-12-13 The FBI must stop the most
evil vampire of all time. But will the Supernatural
Research Division be enough

魔法神刀-菲利普·普尔曼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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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king Book Topics- 2014

遥远的向日葵地-李娟 2018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灾年蒙古包浇地命运关于乌伦古河等.
惊悚时分-Dean Ray Koontz 2008 二十六岁的齐娜到大学挚友劳拉家中作
客,劳拉家人的盛情款待让童年经历诸多不幸的齐娜倍感温馨,然而,就在当晚,一个神秘的恶魔闯

小店-Mort Zachter 2009-09-01 Chinese edition of
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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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劳拉幸福的家庭,杀害了劳拉一家......

了愛情的苦澀與錯失。也領會當你走到人生的岔路口，讓你有機會可以改變境遇、性格，還有人
生的軌道，或許可以將每條路看作是上天給的禮物，但別忘了，不管哪種選擇都必須付出代價的。
《上流法則》藉由機智的話語和個性鮮明的角色，探討了愛情與友誼，金錢與階級，理想與妥協，
以及選擇與命運。並且讓我們跟隨第一人稱的主角愷蒂，一同探訪紐約這座城市，有人在此妥協
於生活，有人掌握了自由，有人獻身給理想，也有人屈服於欲望；贏得了地位與財富的大有人在，
但也有人選擇內心的平靜與快樂。 此次特別邀請到知名音樂劇演員鍾琪，以及朗讀《莫斯科紳
士》的專業配音員蕭定睿，聯手為各個角色精心設計不同的聲音，除了讓聽覺層次更加豐富，也
更能夠讓我們帶入角色的心境，一同探訪1930年代紐約的光采，並隨著主角的際遇逐漸體
會到： 我們的選擇決定了我們的身分定位 而所謂正確的選擇，其實只是生命的玩笑 本有聲書由
【漫遊者事業群 × 遍路文化】聯合製作 朗讀版本：2015 年 3 月 初版一刷 版權申告：
本書譯文為漫遊者文化所有，非經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製、轉載。版權所有，盜錄
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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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流法則-亞莫爾．托歐斯（ Amor Towles） 2021-06-01 所謂遺憾，就
是在你擁有一切之後，心底還是會偷偷念著的那個名字 《上流法則》這本小說，是一封寫給紐
約的情書，一個探索自我價值的永恆課題 假如我們只會愛上最適合自己的人，愛情又怎麼會讓
人心碎神傷呢？ 本書《上流法則》是暢銷書籍《莫斯科紳士》作者托歐斯的出道作品，被出版
社以百萬美金這樣的天價，所搶下的新人處女作；榮獲法國費茲傑羅文學獎，更被選為美國《華
爾街日報》2011年的十大好書、英國《泰晤士報》嚴選好書，蟬聯各大暢銷書排行榜！ 書
中的背景是三○年代末的紐約，那是座機遇與希望的夢想之城，當時經濟大蕭條剛過，二戰的
威脅尚未到來，正是一個生氣蓬勃、充滿爵士、美酒與晚宴的年代。 主角是25歲的祕書愷蒂，
她是個出身平凡卻又企圖心十足的聰明女孩，在1937年的跨年夜，她和室友伊芙在格林威
治的爵士酒吧裡，結識了一位迷人的銀行家錫哥。這場邂逅帶領愷蒂踏入曼哈頓，令人目眩神迷
的上層階級，開啟了她一整年充滿驚奇與瘋狂的際遇。 她結識了一幫或天真或精明，或憤世或
野心勃勃的人，經歷了上流社會所謂的富裕與地位，也發現表象底下的鬥爭、忌妒和背叛，嘗到
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图像小说 4）-乔治·R.R.马丁 2019-07-01 第四册故
事由提利昂带领野人部落与父亲泰温·兰尼斯特会和开始。罗柏·史塔克率军南下，取得三岔河战
役的胜利并抓获詹姆·兰尼斯特，获得了与王室谈判的筹码；同时，在部下的拥簇下，罗柏称北
境之王。君临城中，艾德·史塔克为保护女儿，放弃名誉，承认了自己的叛国罪行，然而新国王
乔佛里不顾母亲瑟曦·兰尼斯特和未婚妻珊莎·史塔克的阻拦，竟下令斩首艾德·史塔克。卓戈卡
奥意外受伤，丹妮莉丝于悲痛中亲手结束了丈夫的痛苦，并带着三颗龙蛋走入火葬仪式。出乎意
料的是，大火焚烧殆尽后，丹妮莉丝完好无损，三只小龙也终于从风化的龙蛋中破壳而出，众人
拜丹妮莉丝为女王。自此，异鬼初现，真龙降临，七大国纷争将始，维斯特洛大陆再续远古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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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勒翰（Dennis Lehane） ▍絕對是我讀過最好的新人小說。──《貝納德的
墮落》《外科醫生》作者泰絲．格里森（Tess Gerritsen） ▍每一晚記憶都被抹去，
到了早上一切如煙，這就是主角克莉斯汀的處境，她在自己的內在流浪，身邊的親密關係卻令人
顫慄……這本小說會讓人徹夜不眠，直到揭露一切真相。──《時人》雜誌星級好評 ▍讓人
深感不安的小說，探討一個可怕的問題：當我們失去了自我，還剩下什麼？ ──《人魚之歌》
《比小說還離奇的12堂犯罪解剖課》作者薇兒．麥克德米（Val McDermid） ▍
由衷讚嘆！女主角的刻畫太美了，有誰能把受傷的心靈寫得更有力道、更真實且充滿感情？這本
小說我從頭到尾都很愛！──《失蹤》作者莫．海德（Mo Hayder） ▍讚！文筆到
位，令人打從心底毛起來，角色心理真實可信。上乘的驚悚小說莫過如此！──《洛基福音書》
《濃情巧克力》作者瓊安．哈莉絲（Joanne Harris） ▍《天才雷普利》令人屏息
的驚悚節奏X《記憶拼圖》的絕妙設定，讓你一讀就無法忘記！──《惡魔學者》作者安德
魯．派柏（Andrew Pyper） ▍從第一幕就展現了不凡的格局，字裡行間滿載懸疑
氛圍，巧妙地鋪陳女主角克莉絲的日常生活，漸漸加深層次，最後堆疊出驚人的力道。──澳
洲Readings獨立書店總監 ▍讀這本小說所帶來的最大衝擊，就是藉由主角的私密日記
直接走進她的內心，目睹她的記憶如何在當下與過去間遊走，彷彿快速移動的浮雲，不停聚
散。──《蘇格蘭人報》 S. J. 華森最新作品── 《雙面陷阱》（Second Life）
這是一場無法暫停的猜心遊戲── 一旦摘下面具，只有粉身碎骨的結局。 作者簡介 驚悚小說
天王李查德：「我們可能正目睹一位名家的誕生！」 S. J. 華森（S. J. Watson）
生於英國中部，居於倫敦。於伯明罕大學物理學系畢業後，曾任職於倫敦數所醫院的聽力醫學部
門，並擔任英國國民保健服務計畫部門副主任。華森經常利用下班後的時間創作，2009年
申請參加英國老牌出版社費伯（Faber & Faber）舉辦的寫作培訓班，獲選為第一
屆學員，其間被文學經紀人發掘。處女作《別相信任何人》正是他在寫作班完成的作品，出版後
聲勢一鳴驚人，不僅獲得英美各大書店選書推薦，更售出42國版權，成為文壇深受矚目的新銳
作家，《週日泰唔士報》直指：「明天醒來，請記得S. J. 華森這個名字。」驚悚小說天王李

別相信任何人-S. J. 華森 2018-02-01 當記憶脫離了現實，究竟是誰，為她虛構了
另一個版本的人生？ 全球400萬書迷欲罷不能的懸疑力作，闔上書，你的心跳將持續飆速！
英國泰晤士報：「明天醒來，請記得 S. J. 華森這個名字。」 讀者盛讚：絕對是一本7顆星
以上的驚人之作！！！ 重量級犯罪小說家、英國鑽石匕首獎大師齊聲叫好 《隔離島》丹尼
斯．勒翰、《外科醫生》泰絲．格里森、 《人魚之歌》薇兒．麥克德米、《惡魔學者》安德魯．
派柏、 《洛基福音書》瓊安．哈莉絲，及犯罪驚悚天王李．查德 ──上癮推薦 每一天醒來，
克莉絲汀都身處一個陌生的房間，身旁躺著一個不認識的男人。 當她面對鏡子，只看見一張陌
生的臉，比她所知的自己老了20歲。接著，男人會耐心說明：我是妳丈夫班恩，妳今年47
歲，20年前遭遇嚴重車禍，從此記憶受損。 每一天醒來，克莉絲汀就像懵懂的孩子，關於她
世界裡的一切，全仰賴班恩告知。 不過每一天，她也會接到陌生的奈許醫師來電，要她到衣櫥
後方找出日記。 原來，克莉絲汀在睡前會寫下今天的事作為「備忘錄」，提醒明天失憶的自己。
就這樣，克莉絲汀藉著日記的累積，一天天重建了自己的歷史，但其中細節漸漸和班恩、奈許醫
師的說法產生矛盾。究竟哪一個版本可以信任？ 【解謎書封．線索設計．電子書全部收錄】 概
念：高機密證物袋，內藏當事人關鍵日記。 解謎書衣╲手感細紋紙與局部白底亮光特殊效果模
擬證物袋，讓近在眼前的證據，卻有如包裹於霧裡謎團。 線索內封╲擬真撕毀的日記，手寫的
狂亂文句，以記憶拼圖為真相引路。仿筆記紙張紋理，讓你離現場越近，謎題越難辨明。 42
國接力上榜，出版多年獲獎不斷， 創下圖書館預約借閱人次破千、最長需等待三萬天的驚人紀
錄！ 博客來、誠品、金石堂年度翻譯文學總冠軍 霸占誠品翻譯文學榜Top10破145週
蘋果日報翻譯文學榜年度冠軍 北市圖書館文學類年度借閱冠軍 英國銀河圖書獎年度最佳犯罪小
說 史全德評審獎 美國亞馬遜書店年度嚴選驚悚小說冠軍 英國亞馬遜書店年度嚴選犯罪小說季
軍 英國CRIMEFEST最佳有聲犯罪小說 法國SNCF警探小說大獎 約翰．克雷西
（新血）匕首獎 英國TV Book Club讀者年度票選之冠 荷蘭最佳驚悚小說獎 全美最
大連鎖書店「邦諾」選書 美國獨立書商協會選書 ……各項紀錄火速改寫中！ 各界好評──
▍了不起！讀完最後一頁，我仍神經緊繃了好久好久。──《隔離島》《神祕河流》作者丹尼
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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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德也大膽預言：「我們可能正目睹一位名家的誕生！」 《別相信任何人》出版以來獲獎不斷，
全球銷量已突破四百萬冊，在台灣登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書店翻譯小說年度總冠軍，更締造
了台北市立圖書館預約借閱人次破千，最長需等待超過3萬天的驚人紀錄；由名導雷利．史考特
製作公司籌拍、妮可．基嫚與柯林．佛斯主演的改編電影也席捲全球。華森最新小說《雙面陷阱》
已於2015年出版。 譯者 顏湘如 自由譯者。譯著包括《率性而多感的小說家：帕慕克哈佛
文學講堂》《我會回來找妳》《S.》《雙面陷阱》《千禧系列4：蜘蛛網中的女孩》《韋瓦第
效應》《挑戰莎士比亞5：轉學生》《我心中的陌生人》《人生複本》等數十冊。

兩人卻被迫面對驚人而痛苦的現實。過程中，雙方的言語直鑽對方心坎，彼此互相依賴，日漸形
成相知相許的關係。最後，在生死交關之際，兩人想出一套脫困的計畫，但急著求生的兩人也不
得不思忖，各自回家後，這段強韌真摯的情緣將何去何從？

常识-潘恩 2015 本书是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潘恩发表的一本小册子,它公开提出了美国独立
问题,并痛斥世袭君主制的罪恶,极力主张脫离英国而独立,成了战争期间人民大众的教科书,给后
人也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思想遗产.

惶然录-（葡）佩索阿著 2012-06-01 人类文明的创造者主要有两类：有人把伟大的梦
想变成了现实的生活，有人把不能实现的生活变成了伟大的梦想。佩索阿显然属于后者。他
说：“我只走一座桥，架设在我之所无与我之所有之间。”通过这座桥，我们看到“理性的闪亮
划破生活的沉沉黑暗”，看到“生活充满着悖论。如同玫瑰也是荆棘”，看到一颗真诚、博大而
又敏感、疲惫并且矛盾丛脚的心灵。?

卿卿如晤-Clive Staples Lewis 2013

War and Drugs-Dessa K. Bergen-Cico
2015-11-17 War and Drugs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incursions and
substance use and abuse throughout history. For
centuries, drugs have been used to weaken
enemies, stimulate troops to fight, and quell postwar trauma. They have also served as a source of
funding for clandestin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y. In addition to offering detailed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s, this book explore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that follows military

絕處逢山（電影《絕處逢山》原著小說）-查爾斯．馬汀（Charles Martin）
2017-09-01 電影《絕處逢山》原著小說 【雷神索爾】金球影帝 伊卓瑞斯艾巴、【鐵
達尼號】金獎影后 凱特溫絲蕾 領銜主演 膝關節（影評人）、彌勒熊（影評人）、柚子甜（兩
性作家） 推薦 「本書不僅是一翻就無法釋手的冒險故事，更隱含一段深情動人的歷程……
情節綿密，讀來酣暢淋漓。」—─ BookReporter 書評網 「查爾斯．馬汀的浪漫
驚險新作是上上選。」—─《佛羅里達聯合時報》 醫術高超的外科醫師班．培殷，與妻子分居，
苦在心中，在機場邂逅即將步入禮堂的年輕文字工作者艾許莉．諾克斯。在暴風雪夜，飛機在冰
封的深山墜毀，兩人被迫與死神搏鬥。在絕境苦撐幾天之後，接著再熬幾星期，傷勢漸漸痊癒，
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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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 and the rising tide of substance abuse
among veterans, especially from the Vietnam and
Iraq-Afghan eras. Addiction specialist BergenCico raises important questions about the past
and challenges us to consider new approaches in
the future to this longest of US wars.

age stor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生命中的美好缺憾（電影書封版）-約翰‧葛林 2014-07-02 ★2012年1月一出
書便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第一名，停留榜上超過60週，至今仍未跌出榜外。 ★2012年美
國亞馬遜青少年小說類排行榜第一名，破2000名讀者五顆星推薦，口碑媲美《少年PI的奇
幻漂流》。 ★海外版權已售出30多國，改編電影2014年7/25全台上映，由福斯公司
拍攝：「暮光之城」系列製片、「戀夏500日」編劇。 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 時代雜誌 時
人雜誌 美國亞馬遜網站 洛杉磯時報 今日美國報 赫芬頓郵報 美國娛樂週刊 出版人週刊
goodreads書評網 書目雜誌 學校圖書雜誌 科克斯書評…… 各大媒體好評不斷，
遴選為「2012年最佳書籍」。 繼暢銷小說《紙上城市》、《兩個威爾》之後，普林玆獎得
主約翰‧葛林，最具野心也最令人心醉的作品！ 【內容介紹】 ※「電影書封版」與原始書封版
的不同之處僅有書封，書中內容皆一樣。 「星星即使在數億光年之外爆炸，光芒仍會留在地球
的夜空中。 儘管在不完美的命運中相遇，留下的痕跡並非傷痛，而是美好的缺憾。」 海瑟是個
平凡的女孩，雖然她罹患甲狀腺癌，而且已經進入末期。不過，醫學奇蹟縮小了腫瘤，賦予她更
多時間思考。對她而言，她的生命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面對死亡，她只想走得輕巧，不想活在
太多人的記憶裡，以免讓她愛的人受到傷害。 奧古斯都是個開朗、自信的男孩，即使骨肉瘤害
他失去半條腿，仍然肯定生命中簡單的喜悅。只是，他害怕被人遺忘，希望可以累積更多美好的
回憶，並且永遠活在人們的記憶裡。 在隨時可能畫下句點的生命裡，兩人在這個或許不是那麼
美好，又帶有一絲缺憾的世界裡相遇，彷彿兩顆星星，彼此碰撞、迸發出新的光芒…… 【國
內讀者推薦】 親子教養作家Choyce，知名醫師部落客Peter Fu，知名作家倪采青，
知名部落客姜小魚，馬偕醫院黃瑽寧醫師，作／譯者盧秋瑩，感動推薦！ 屏東女中林素梅、陳
美虹、張素華、張惠勝老師，新豐高中楊淳淳、李海莉老師，士林高商藍秀子、謝湘麗老師，桃

Star Trek Of Wolves& Sheep-Sean Thomas
2020-12-18 The USS Rever and its crew race
against time to sustain peace between three
intergalactic superpowers

熾熱之夢- 2017

從貝魯特到耶路撒冷-弗里德曼 1994

壁花男孩-Stephen Chbosky 2010-03-01 Chinese
edition of 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young adult books about a
10th grade boy named Charlie and his coming-ofa-battle-won-sean-thomas-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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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振聲高中陳智惠、林慧修老師，惇敘工商洪小媚老師，開南商工林麗青老師，大安高工林進宏
老師，明倫高中林宴寬老師，虎尾農工李毓真老師，延平中學吳欣怡老師，大理國小高老師，胡
適國小廖老師，品學堂教學研發陳老師，讀者辣子、Heero、黯
泉、March、Astraes、MRW、肆季、猴妞、起司貝果、嘎眯、雪翼、寶寶、
芬妮、Gwai Tsai、補夢人、Swallow、TinaRay、懸光、柚舍、蚊子、
翩翩、蒼野之鷹、凱特、小Y，以及更多不具名讀者。 【國外好評】 「約翰‧葛林的最高傑作，
探討生命與死亡，以及處在其間的人們。書中有淚水、有歡笑，並帶來更多的省思。」——
馬格斯‧朱薩克，《偷書賊》作者 「生動描繪出一隻腳踏入棺材的年輕人學習生命的過程，穿
插著幽默與悲劇，藉由提升主角面對的危機，探索普遍的主題：是否會有人愛我？是否會有人記
得我？我是否能在這世上留下痕跡？」——茱迪‧皮考特，《姊姊的守護者》作者 「完美融
合悲傷、甜美、哲學論述與趣味的一本書。」——《紐約時報》 「幾乎是天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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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代雜誌》 「辛辣又迷人的浪漫喜劇，同時以輕鬆的態度深入探討生死問
題。」——《號角雜誌》 「有關生命與失落，一個美麗又令人心痛的故事。」——《學校
圖書雜誌》 「書中的愛情故事彷彿命中註定一般真實。前半部幽默的文字越是令人開懷大笑，
越是顯得精采的結局有多麼令人心碎。」——《美國娛樂週刊》 「用巧妙的筆法描繪一段機
智橫生又熱情洋溢的愛情……讀者會沉醉在每一頁當中。葛林的代表風格閃耀其中：縝密編
織的對話以及敏銳犀利的角色，滿溢著真實才智、幽默感和心之所求。」——《科克斯書評》
「約翰‧葛林至今最棒的作品。」——《出版人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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