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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中的解释- 2017

Dictionary Catalog of the Research Libraries of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1911-1971-New York Public Library. Research
Libraries 1979

人文地理学词典- 2004 本词典共收录逾700条词条,注重关注人文地理中出现的新主题、方法和热点,词条所涉及的英语词汇、术语和习语涵盖了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种族地理学、人口地理学等范畴。

American Book Publishing Record Cumulative, 1876-1949: Non-Dewey decimal classified titles-R.R. Bowker Company.
Department of Bibliography 1980

快乐王子-奥斯卡·王尔德 2013-01-01 本书收入王尔德两部著名童话集《快乐王子集》和《石榴之家》，共收录九篇经典童话故事，是唯美主义童话的代表作。作家除了遵循一般童话中应有的惩恶扬善、锄强扶弱、劫富济贫以及褒美贬丑等主题外，还以他
的唯美主义观点，探讨"幸福"、"心之美"、"灵魂、肉体与心灵"等重大命题，在童话写作形式和内容表达两方面都取得突破，取得实绩，堪称"世上最美的童话"。

正義-邁可．桑德爾 2018-09-06 桑德爾：思考「正義」，才能促使我們思考最好的生活方式。 ★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引領當代思潮的重要指標 ★引燃全球公共辯論火苗，跨世代熱烈品讀經典 ★哈佛大學最受歡迎、最具影響力的一門課 ★
美國電視史上第一次向公眾播放的大學課程 博大精深、文筆流暢且深富人文關懷，這是能夠真正改變人的讀物。──《出版人週刊》 ◎關注當代最容易被忽略的議題、最切身相關的困境 社會和政治讓人充滿挫折感，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有沒有第三種可能？如果
我們希望過好自己的人生，扮演良好的公民角色，就無法迴避這些問題。本書作者桑德爾為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被譽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其蘇格拉底式的對話互動式教學為人津津樂道，亦實踐了學術平民化 的精神。「正義」課程至今已累積超過一
萬五千名修課人次，使得哈佛大學首次決定將一門課製作成電視節目在美國公共電視播出，成為美國電視史上第一次向公眾播放大學課程。這十二個小時的課程被瘋狂轉寄，日本NHK 和英國BBC 也接連播出，全世界各地掀起「桑德爾熱潮」，無數人透過
網路或電視收看這門課（www.JusticeHarvard.org），是哈佛大學迄今最受歡迎，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一門課。 《正義》囊括桑德爾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的各種深度議題，帶領大家踏上思辨之旅，例如該如何處理財富不平等的問題？說謊一定是
錯的？十人的命比一人的命珍貴？安樂死應該得到許可？個人自由應受限制？殺人有可能具有正當性？ 他以淺白清楚的方式詮釋亞里斯多德、邊沁、康德、諾齊克、羅爾斯等諸多哲學大家的觀念，探討各種衝突爭議的概念，邀請大眾持續對我們在生活中面對的兩難
困境，進行自我檢視和深度思考。 【專文介紹】 朱家安（沃草公民學院主編） 幸佳慧（作家） 苑舉正（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陳嘉銘（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黃益中（高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綠 角（作家） 顏厥安（臺灣大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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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系教授） 【各界推薦】 張鐵志（中華文化總會副秘書長） 楊世瑞（北一女中校長） 蔡淇華（惠文高中教師兼圖書館主任） （依照姓氏筆畫排列） 【媒體好評】 ◎世界上現存的哲學家當中，最切合當代需求的一位。──《新聞週刊》 ◎桑德爾以他的政治
哲學處理我們廣泛存在的不安感受。──《泰晤士報》 ◎桑德爾對於正義理論的解說……清楚明白又具有即時性。《正義》以我們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的方式，令我們面對那些潛藏在衝突之下卻經常沒有得到承認的概念。──《紐約時報》 ◎耳目一新，桑德爾
藉著將道德哲學置於公民辯論的核心而轉變了道德哲學。──《新政治家》 ◎身為全世界最受喜愛的一名教師，桑德爾質疑現代公共生活的首要假設，亦即道德與宗教概念是私人事務，應該排除於公共政治辯論之外。──《觀察家報》 ◎政治人物與評論者通常
會針對政策提出兩項問題：這項政策會不會讓選民的生活過得更好，又會不會影響他們的自由？桑德爾正確指出了這種辯論的膚淺性，並且加上第三個標準：這項政策對於共善會造成什麼影響？──《衛報》 ◎桑德爾這部廣泛探究各種熱門議題，以及永恆不墜的
哲學問題的著作令人讚嘆不已……博大精深、文筆流暢且深富人文關懷，這是能夠真正改變人的讀物。──《出版者週刊》 ◎桑德爾實踐了最優秀的學術平民主義，以簡單易懂的方式呈現彌爾與羅爾斯的思想，卻沒有加以簡化……他釐清了一項基本的政治鴻
溝——不是介於左派與右派之間，而是介於另外的兩個陣營之間，一方認為沒有比個人權利與選擇更重要的東西，另一方則是宣稱植基於道德信仰的「共善政治」不能被忽略。──《華盛頓郵報》 作者簡介 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牛
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1980 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以《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一書奠定其學術地位，其後陸續出版《錢買不到的東西》《正義》《訂製完美》《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等，著作曾被翻譯成27 種
語言，並獲得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 桑德爾開設的「正義」課程以互動式教學為人津津樂道，思辨式的討論為學生帶來更多啟發， 哈佛大學將其製作成電視節目，向大眾公開。 桑德爾亦將課程撰寫成《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一書，在全球造成轟動。桑德爾的講學
足跡遍及歐洲、中國、印度、澳洲與北美，也是巴黎索邦大學的客座教授，曾為《大西洋月刊》《新共和》與《紐約時報》撰稿。2009 年在BBC 廣播電台「里斯講座」擔任主講人。 桑德爾曾經兩度來到台灣，在演講現場帶領聽眾實踐如同公開課中的「公
共辯論」，探討當下最熱門的議題：人工智慧科技的道德影響；隱私在大數據時代是否仍然重要？如何處理退休人士與年輕一輩之間的世代正義問題？桑德爾向聽眾證明了深奧的哲學也能夠普及到一般民眾的生活，理性的公共辯論在各地都能實現。 譯者簡介 陳信
宏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翻譯獎項，並以《好思辯的印度人》入圍第33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 譯作包括《令人著迷的生與死：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課》、英國作家狄波頓系列作
《我愛身分地位》《幸福建築》《宗教的慰藉》《新聞的騷動》、《藝術的慰藉》等。 目錄 推薦序 閱讀《正義》，就是充實道德理論的最佳工具 苑舉正 推薦序 透過提升道德思辨能力來改變想法，避免被偏見所左右 顏厥安 推薦序 啟蒙的開端，讓我們對討論困
難的社會議題無所畏懼 陳嘉銘 推薦序 一本思索怎麼做才對與自由的快樂的好書 綠角 推薦序 脫離「無法討論政治」的困境 朱家安 推薦序 讓道德與政治問題重回台灣公共辯論的對話平台 黃益中 推薦序 思辨正義，照見更高的內涵與高度 幸佳慧 台灣版獨家作
者序 思考「正義」，才能促使我們思考最好的生活方式 桑德爾 ◎1. 為所當為 問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就是在問這個社會如何分配我們重視的事物—收入與財富、義務與權利、權力與機會、職位與榮譽。一個公正的社會懂得以正確的方式分配這些財貨，讓每個
人得到自己所應得。困難之處在於每個人究竟應得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應得那些東西？ ◎ 2. 最大幸福原則╱功利主義 我們經常面臨許多兩難，本章將探究道德與政治哲學當中的幾個重大問題：道德只是計算人命以及衡量成本與效益而已嗎？或者有某些道德
義務與人權具有極為根本的地位，而超越於這種計算之上？ ◎ 3. 我們對自己是否擁有所有權？╱自由放任主義 正義代表幸福的最大化？假設我們從比爾•蓋茲手上拿走一百萬美元，分給一百名窮人每人一萬美元。如此一來，整體的幸福很可能會增加。少了這
筆錢對於蓋茲而言不痛不癢，受贈者卻會從那一萬美元的意外之財中獲得極大的快樂？不過，這是否剝奪了每個人都擁有的權利─可以任意運用自己擁有的物品的權利？ ◎ 4. 購買服務╱市場與道德 在諸多關於正義的辯論中，最激烈的都涉及市場扮演的角色：
自由市場是否公平？有些商品是否花錢也買不到，或者不該用錢買得到？如果是這樣，那麼這種商品是什麼東西，買賣這類東西又有什麼不對？ ◎ 5. 重點在於動機╱康德 康德為義務與權利提出了一項不同的論述，其強大的力量與影響，跟任何一位哲學家提出
的任何論述相比都毫不遜色。此項論述仰賴這個觀念─我們是理性的個體，應當獲得尊嚴與尊重。 ◎ 6. 平等的論據╱羅爾斯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主張，思考正義的方式就是詢問我們在初始平等狀態中，會同意接受哪些原則。想像我們在一道「無知之幕」後
面進行選擇，這道帷幕讓我們對自己究竟是何種階級或性別、種族或族裔、優勢與劣勢等一切條件一無所知。由於沒有人擁有較高的談判地位，因此相互同意的原則就會是公正的。 ◎ 7. 爭論平權措施 在雇用員工或者大學招生的程序中，納入對於種族與族裔因
素的考量，是否為不公正的做法？若要回答這個問題，先來看看平權措施支持者對於為何應該將種族與族裔因素納入考量提出的三個理由：矯正標準化測驗當中的偏見、彌補過往的錯誤，以及促進多元化。 ◎ 8. 誰應得什麼？╱亞里斯多德 現代的正義理論試圖
把公平與權利的問題從關於榮譽、德行與道德應得的爭論當中區分開來。亞里斯多德不認為正義能夠具有這樣的中立性，他認為有關正義的辯論無可避免地必須涉及榮譽、德行，以及美好人生的本質。在他眼中，正義就是給予人們應該擁有的東西，讓每個人得所應
得。可是，一個人究竟應得什麼？功績或應得的相關基礎是什麼？ ◎ 9. 我們對彼此有什麼義務？╱忠誠的兩難 國家應該為歷史上的錯誤道歉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針對集體責任以及社群的要求來思考一些棘手的問題。 ◎ 10. 正義與共善 如果公
正的社會涉及共同推理美好人生，我們也必須再問，何種政治論述能夠將我們帶往這個方向？ 致謝 注釋

哲学与人文地理学- 2017

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韦伯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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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论-洛克 2009

食品科学-Norman N. Potter 2001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的出版得到了台湾华香园出版社的支持。

晏子春秋-晏子 2015-05-27 《晏子春秋》是記載春秋時期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齊國政治家晏嬰 言行的一部歷史典籍 ，用史料和民間傳說 彙編而成，書中記載了很多晏嬰勸告君主勤政，不要貪圖享樂，以及愛護百姓、任用賢能和虛心
納諫的事例，成為后世人學習的榜樣。晏嬰自身也是非常節儉，備受后世統治者崇敬。 書中有很多生動的情節，表現出晏嬰的聰明和機敏，如「晏子使楚」 等就在民間廣泛流傳。通過具體事例，書中還論證了」和」和「同」兩個概念。晏嬰認為對君主的附和是」
同」，應該批評。而敢於向君主提出建議，補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為。這種富有辯證法思想的論述在中國哲學史上成為一大亮點。 《晏子春秋》經過劉向的整理，共有內、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導讀 在《晏子春秋》中，晏子的節
儉觀念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晏子認為，節儉是一個賢人的基本品質，所以，他對那些富貴驕奢，鋪張浪費的人或行為從心底里抱有一種反感。他曾對齊景公的窮奢極欲進行了多次的批評。他自己則從節儉要求和約束自己。齊景公多次要給他調整住宅，還趁他出使
在 外替他建了一座新宅，他都堅決辭謝了。當齊景公賞賜他車馬時，他說：「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
（《雜下》）這就是說，他要以節儉作表率，以防百姓過分追求物質享受而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和道德敗壞。 《晏子春秋》還十分突出地表現了晏子對禮的重視。他說：「禮者，所以御民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 把禮看作是治國的根本，統治
百姓的工具，可見禮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在這一點上，晏子與后來的孔子是很有相似之處的。正因為如此，晏子對無禮或不合禮的行為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批評。（《內諫》）載：「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
之言過矣！群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其君，而禮不便也。禽獸以力為政，強者犯弱，故日易主。今群去禮，則是禽獸也。群臣以力為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晏子認為，禮是區別人與禽獸的標準。沒有禮，人就成了禽獸。作為一國之君，如果帶頭不講禮，國家根本就會動搖。《外篇》中載有晏子的另外一番話，內容與上面一段話類似：「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
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史弟無禮，不能久同。』」

印度哲学史-达斯古普塔 1996

耻-库切 2002 本书介绍52岁的南非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与一位女学生的艳遇而被逐出学界。他躲避在25岁的女儿露西的农场里、却无法与女儿沟通,还得与从前不屑一顾的人打交道......。

骑马下海的人-约翰·米林顿·辛格 2014-12-22 ?《骑马下海的人》（Riders to the Sea）是辛格最具代表性、象征主义色彩最浓的悲剧，在构思、结构方面都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 此剧写一个渔村老妇人，她有6个儿子。此前，她的丈夫
和5个儿子都在出海捕鱼时溺死了。但是，她的第六个儿子不肯留在她的身边，依旧照常出海。她预感到了不幸，果然，黄昏时，她儿子的尸体被从大海中捞起，送回到了她的身边……在失去了丈夫和所有儿子自后，她在绝望之余，说道：“现在他们都去了，大
海将奈何我不得了。” 此剧剧情简单，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而恰恰是剧中看似简单的对普通人生活的描写蕴含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无怪乎它被西方学界誉为最为悲凉、最打动人心的最优秀现代独幕剧。

印度哲學導論-D. M. Datta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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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学- 2019 本书紧密围绕农业生态系统,以系统结构,功能及其调控为主线,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评价与优化方法等方面对农业生态学进行了诠释.内容包括农业生态学产生背景,农业生物种群与群落,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
农业生态系统的评价与优化,生态农业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

恶心-萨特 2002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安德森 2001 本书涵盖了从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国家形成到公元15世纪欧洲封建主义危机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的欧洲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

H Is for Hawk-Helen Macdonald 2016-08-03 When Helen Macdonald's father died suddenly on a London street, she was devastated. An
experienced falconer captivated by hawks since childhood, she'd never before been tempted to train one of the most vicious predators:
the goshawk. But in her grief, she saw that the goshawk's fierce and feral anger mirrored her own. Resolving to purchase and raise the
deadly creature as a means to cope with her loss, she adopted Mabel and turned to the guidance of The Once and Future King author T.
H. White's chronicle The Goshawk to begin her journey into Mabel's world. Projecting herself ''in the hawk's wild mind to tame her''
tested the limits of Macdonald's humanity.

科学及其编造-查尔默斯 2007 封面英文题名:Science and lts fabrication

权力与荣耀-格林 2020 坦奇先生到外边去想给自己弄一罐乙醚,他走到了炎炎的赤日下和白热的尘沙中.几只兀鹰用鄙视的眼睛从屋顶上冷漠第看着他:他还没有成为一具腐尸.......

如何移动富士山-庞德斯通 2006 本书披露了微软和其他大公司面试中所使用的难题,同时提供了详细的答案。书中分别针对求职者和招聘者给了相应的应对面试难题的实用建议。

中國近代史-Immanuel Chung-Yueh Hsü 2001 本书内容以清朝立国起, 以迄二十一世纪, 缕述中国近四百年历史之演变。上册包括清帝国从建立、兴盛, 以至衰亡; 西方宗教、帝国主义及商业活动冲击中国;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及列
强瓜分中国;维新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下册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分裂及内战、抗日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及四人帮事件;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四个现代化、八九天安门事件、香港回归及中国迈向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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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爷-康拉德 2018-02-23 对于这一层，我差不多萦回思索了十六年的光景，还是不很以为然。我们知道，无论是在热带或是在温带，人们往往坐到深更半夜，“轮流着讲故事”。

封建社会-布洛克 1995

死亡与国王的侍从-索因卡 2004

汤姆·索亚历险记-马克·吐温 2015-03-17 ?本书描写的是以汤姆为首的一群孩童天真浪漫的美国式生活。他们为了摆脱枯燥无味的功课和虚伪教条的呆板生活环境，他们进行了种种冒险来改变自身的处境。汤姆非常顽皮，他在主日学校总是惹老师头
痛，“问题”很多。周末被罚刷墙，竟让别的男孩自愿成为他“俘虏”，而且自动奉上谢礼。他十分正直，去墓地探险时，目睹一起凶杀案，在无辜者即将遇难时，他勇敢站出来指证真正的凶手。他十分勇敢，在去郊游时，不仅救了自己和小伙伴，还找到了真正属于
自己的宝藏。

世界史纲-韦尔斯 2006 本书是畅销全球的世界名著,叙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想象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布哈林政治传记-科恩 2005 本书包括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形成、国内战争的政治、重新思考布尔什维主义、温和政策的危机、布哈林的垮台和斯大林革命的来临等共十章内容。

历史研究-汤因比 2019 本书收入了支撑作者论点的大量历史例证,保留了更多细节.同时配合文字说明的各个插图(共计90幅彩图,400幅黑白串文图)赋予了本书新的内容.

儿子与情人- 2014 小说中的父亲莫雷尔是矿工,由于长年沉重的劳动和煤井事故使他变得脾气暴躁,母亲出身于中产家庭,有一定教养。结婚后,夫妇不和,母亲开始厌弃丈夫,把全部感情和希望倾注在孩子身上,由此产生畸形的母爱。长子威廉为伦敦律师当文书,
但为了挣钱劳累致死。母亲从此对小儿子保罗寄予厚望。小说前半部着重写了保罗和其母亲之间奥狄甫斯式的感情。后半部则着重写了保罗和两位情人克拉拉和米里艾姆之间两种不同的爱。前者情欲爱,后者是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保罗在母亲阴影之下,无法选择自
己的生活道路。直到母亲病故后,他才摆脫了束缚,离别故土和情人,真正成人.

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贝林 2007 本书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的著名作品之一,是真正的大师级作品,是所有研究美国革命史、政治哲学以及法律思想史的学者的必读书籍。本书对美国革命的起因与影响方面的介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在资料方面尤
其丰富,再加上译者大量的注解,使读者几乎能了解所有美国建国初期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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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胡绳 1996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2001

汤姆·琼斯-(Fielding, Henry·菲尔丁 2004

文化与社会-威廉斯 2018

繁花将尽-布洛克 2019 本书讲述的马修·斯卡德职业生涯的谢幕.与所有故事一样,决定退休的马修还是同意接下了他的最后一宗案子.当事人露易丝遇到一个心仪的男人,但她总是疑心对方对自己有所隐瞒.在马修为其调查真相的时候,危险也在迫近.

库存控制与管理-沃特斯 2005 现代供应链物流管理精选教材

战马-Michael Morpurgo 2016 1914年, 英国德文郡乡间, 一匹叫乔伊的枣红色小马被一位酗酒的农场主买下, 随后与农场主的儿子艾伯特成了好朋友.艾伯特和乔伊相依相偎, 一起快乐地长大.又因为父亲跟人打赌, 艾伯特被逼在一周内,
训练并非农用马的乔伊学会了犁地.没想到, 这个本事在后来救了乔伊.宁静芬芳的田园生活最终被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农场主父亲为了保住濒临破产的农场, 把乔伊卖给了军队, 艾伯特发誓长大了一定要加入军队并找回乔伊 ... 悲欢离合, 生死辗转之间, 深情眷眷
的男孩艾伯特与战马乔伊, 看尽人情冷暖与战火之殇, 他们能否再次相互守护与拥抱.

人性的枷鎖-毛姆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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