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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k Waters Pilot-Rod Heikell 2010-07-28 Greek Waters Pilot is the definitive cruising guide to the coasts and islands of Greece. It
covers the entire area from the Ionian Islands to the Aegean, Rhodes and Crete and includes details of over 450 harbours in a single
volume. Greek Waters Pilot has been painstakingly compiled from the author's own survey work and the latest first-hand information.
Although much of the new material affects the Ionian and southeastern Aegean, this new edition contains detailed updating of every part
of the guide. The redrawn and amended plans and new photographs, many of which have been taken from the air, complement the
revisions in the text, refreshing this work which is now in its eleventh edition. The organisation of so much detail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
single volume is an impressive achievement and has been the basis of Greek Waters Pilot's status as the indispensable guide for anyone
sailing around Greece. 'The fascinat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ith historical and mythological anecdotes gives this book a richness too
often missing from bald pilot guides.It would be inconceivable to visit this area without the detailed knowledge provided by Rod Heikell's
enviable experience of Greek cruising. Royal Cruising Club 'Anyone who has cruised around Greece will be grateful to Rod Heikell for
compiling what has become 'the bible' for pilotage in these waters. If you are planning on cruising in this delightful region, Heikell is
invaluable...' Cruising Association '...his excellent pilots are the yardstick by which all others are measured and it's with justification that
they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bible'.' John Goode, Sailing Today

Greek Water Pilot-Rod Heikell 1985

Greek Waters Pilot-Rod and Lucinda Heikell 2018-01-03 Greek Waters Pilot is the definitive cruising guide to the coasts and islands of
Greece. It covers the entire area from the Ionian Islands to the Aegean, Rhodes and Crete and includes details of over 450 harbours in a
single volume. Greek Waters Pilot has been painstakingly compiled from the author's own survey work and the latest first-hand
information.The organisation of so much detail within the confines of a single volume is an impressive achievement and has been the
basis of Greek Waters Pilot's status as the indispensable guide for anyone sailing around Greece.This 13th edition contains detailed
updating of every part of the guide, but in particular areas of the Ionian, Saronic and northern Greece, visited by the authors since the
last edition, have major revisions. Many new photos, often from the air, have been introduced. There are also many new harbour plans.

Ionian-Rod and Lucinda Heikell 2019-01-01 Like its companions, West Aegean and East Aegean, Ionian contains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many of the smaller harbours and anchorages which cannot be covered as comprehensively in Rod Heikell's major guide, Greek Waters
Pilot. These handy cruising companions are ideal for charterers and flotilla sailors who are in the area for a short time but to make the
best of it need all the essentia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 places to visit, history, food and travelling in Greece at their fingertips.
Cruisers on their own yachts will also find much of interest and additional pilotage when cruising in the area.Ionian covers the coasts
and islands south from Corfu, southwards to Finakounda and eastwards to Mesolongion. Ionian is essential on-board reference.This 9th
edition (2017) has been revised thoroughly throughout. The authors have updated the text and plans, and added lively new phot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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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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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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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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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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Emily St. John Mandel 2016-03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by Emily St. John Mandel's Station Eleven,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finalist, PEN/Faulkner Award Finalist, and an Amazon Best Book of the Month, September 2014.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孤注一擲-伊莉莎白溫(Elizabeth Wein),江莉芬譯 2015-07-01 內容簡介 「讓我們來試試看，要怎麼做才能賄賂妳？」 「他們送我來，是因為我很擅長說謊。可是我說的全是實話。」 年度最撼動人心的戰爭小說！ Amazon書店平
均★★★★☆（4.4顆星） Barnes & Noble書店平均★★★★☆（4.5顆星） Goodreads平均★★★★☆（4.1顆星） 我還有兩個星期 不管我怎麼掙扎，你們最後都會一槍把我斃了 那就是你們會對敵方間諜做的事 我會把所有我記得
的事都告訴你，絕對包括每個枝微末節 你們這些愚蠢的納粹混帳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一日 一架飛機迫降在納粹德國的法國據地 兩個女孩──飛行員與乘客──是最好的朋友 她們之中，一個人有機會活下去，另一個人，則在遊戲尚未開始前就注定一敗塗地。 薇芮
蒂被蓋世太保逮捕當下，就已確信自己毫無勝算。身為在敵方領地被捉拿的秘密特務，她過的生活恰恰是間諜最可怕的夢魘及最無法忍受的殘忍現實。她只有一個簡單的選擇：揭露任務，或接受駭人的處決。 他們會嘗試從她口中挖掘真相，然而，真相可能超乎他們
最初的想像。 在自白的同時，薇芮蒂揭露自己過往的人生──她如何與飛行員瑪蒂結為好友，以及為何把瑪蒂留在毀損機身中、獨自孤軍奮戰的原因。每頁筆記上都有她為生命奮鬥的痕跡，訴說她對於勇氣、失敗、雖已近乎絕望但仍期盼歸鄉的堅強意念。 然而，
交換秘密是否足以拯救自己，讓她從心狠手辣、殘酷無情的敵人手中存活下來？ 獲獎紀錄 ★愛倫坡獎最佳青少年小說獎 ★英國讀寫學會青少年小說獎 ★普林茲文學獎銀獎 ★波士頓環球報號角書獎推薦 ★卡內基文學獎決選 ★金風箏文學獎銀獎
★Catalyst好書獎 ★阿莎嘉最佳小說獎提名 ★學校圖書館期刊年度最佳選書 ★美國青少年圖書館服務協會獎入圍 ★Goodreads最佳青少年小說提名 ★出版人周刊年度選書推薦 ★紐約時報書評年度值得關注青少年類選書 ★科克斯書評年度最佳青
少年類選書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年度最佳青少年類選書 ★美國兒童圖書中心藍帶選書 ★書單雜誌編輯年度推薦選書 ★號角雜誌年度最佳選書 ★圖書館期刊最佳青少年小說選書 ★亞馬遜最佳青少年類選書 ★邦諾書店最佳青少年類選書 ★書頁雜誌夏季青少
年類推薦讀物 媒體及各界好評 伊莉莎白•溫創造出本書獨一無二的角色，儘管闔頁良久，我們仍能強烈感受。──紐約時報暢銷書《完美世界三部曲》作者艾莉．康迪（Ally Condie） 讀完這本書後，我覺得自己其實是邂逅了我將永不遺忘的真實人物。
我不僅是臣服於《孤注一擲》裡的角色人物──他們緊緊揪住我的心。所以說，我再怎麼推薦這本書都不為過！──紐約時報暢銷書《The Raven Boys》作者瑪姬•史泰伐特（Maggie Stiefvater） 這個描述友誼與真理的故事太令人驚
豔了！它將展翅翱翔、深植你心。──紐約時報暢銷書《紙片少女》作者洛莉•荷茲•安德森（Laurie Halse Anderson） 精采絕倫！以令人驚嘆的手法撰述而成的精采小說──這是少數幾本在我讀完當下立刻翻回第一頁，一讀再讀的小
說。──《星河方舟三部曲》作者貝絲•瑞維斯（Beth Revis） 充滿令人痛心的細節卻又全然令人信服，《孤注一擲》讓我佩服地五體投地！這本小說雖以友誼為主軸、然結局無法預期、美麗動人、令人久久難以忘懷。故事的殘酷讓人感同身受，書中的英
勇事蹟如此真實且生氣蓬勃，讓這些人物彷彿躍然紙上。你會企盼能親身保護這些書中的角色，確保他們都能平安無事，而你終將為自己的無能為力而心碎。──《格里莎三部曲》作者李•芭度葛（Leigh Bardugo） 《孤注一擲》描述敵我雙方對峙的
心理遊戲，串連種種殘酷情節譜寫而成，是那種你至少得讀兩次的小說。──《紐約時報》 若一個人的外顯態度能忠於自身性格與價值，那昆妮（編按：書中角色）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對一本青少年小說的角色如此著迷了！──《英國衛報》
本書著眼於過去，而非未來，《孤注一擲》是部巧妙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創作品，內容包括間諜、嚴刑拷打、女飛行員、友誼、以及戰爭的恐怖。──《英國獨立報》 伊莉莎白．溫的文字在敘說戰爭下的恐怖和真摯動人的英雄事蹟之間取得完美平衡，呈現出細
節考證嚴謹且經作者妙筆撰寫而成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故事。──《出版人周刊》，星號書評 令人印象深刻、感受無處可躲的傷感卻又深深鼓舞人心，這部真切寫實卻不濫情的小說足以滿足最挑剔的讀者！──《書單雜誌》，星號書評 一個讓人無法全然相信的
自白者，堅強的友誼、美妙的歷史細節、擲地有聲的文字！──《學校圖書館期刊》，星號書評 這部小說聲勢絕對水漲船高，部分原因毫無疑問來自於伊莉莎白．溫本身即身為女飛行員的寶貴經驗。但本書傑出之處不僅於此──溫暖奔放的角色性格、對史實考證的
執著、設計巧妙的情節與戲劇性的懸疑、當然還有躍然紙上的生動敘述以及滿溢智慧之言辭。──《號角雜誌》，星號書評 一部細細考究加上精確敘事的精心傑作，使人內心隱隱作痛卻又無法忘懷。──《科克斯書評》，星號書評 值得讓人細細品味的緊湊情節，
以真摯動人的友誼為故事主軸，每個令人掙扎的瞬間都是書中人物的勇氣與心碎揉合而成！──《美國兒童圖書中心》，星號書評

手斧男孩- 2012

柏青哥-李珉貞 2019-10-17 從二十世紀初的朝鮮、二戰前後的大阪，最終來到東京和橫濱，這部橫跨近百年的家族史詩，描繪了移民在異地生存的心路歷程。 「這是個講述韌性及同情心，強而有力的故事。」——美國前總統歐巴馬 真情推薦 獻給所
有異鄉人的動人史詩。 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決選 榮獲閱讀女性小說獎｜Litsy歷史小說獎｜梅帝奇圖書俱樂部獎｜戴頓文學和平獎亞軍等獎項肯定 榮登《紐約時報》暢銷書｜《紐約時報》年度十大好書｜《今日美國》年度十大好書｜《出版人周刊》年度最佳小
說｜Goodreads年度歷史小說書單｜亞馬遜書店年度最佳文學小說書單｜誠品書店年度外文暢銷榜等好書或暢銷榜 Apple TV將改編為影集 「雖然最終只能有幾名贏家，很多輸家；但因為心懷希望，相信自己可能是幸運兒，我們還是會玩下去。」
日本殖民朝鮮時期，少女順慈與日本富商墜入情網，但她懷孕後，才發現富商已有家室。這時一位年輕牧師提出了能拯救她的建議——順慈可以嫁給他，一起前往日本。 隨著幾乎陌生的男人來到日本，順慈在這裡沒有朋友，這國家對朝鮮人也不太友善；但她仍
在這個難以稱作「家」的地方生活了下來。二次戰後，她帶著兩個兒子回到城市，由於二兒子受僱於柏青哥店老闆，柏青哥進入了他們的生活…… 始於順慈的故事，轉而描寫兒子們這群移民第二代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遇到的霸凌與善意、以及第三代的自我認
同…… 這部橫跨將近一百年的家族史詩，從二十世紀初的朝鮮、二戰前後的大阪，最終來到東京和橫濱，藉由順慈一家及他們身邊形形色色的人們，描繪出移民在異地生存的心路歷程。作為一段歷史見證，或感動人心的故事，《柏青哥》絕對是上乘佳作。 作者
李珉貞花了三十年思考、收集資料，最後在東京正式訪問了在日朝鮮人後，終於完成了這個讓她魂牽夢縈的故事。書名的「柏青哥」，來自日本最受歡迎的小鋼珠賭博遊戲機，同時也是在日朝鮮人能掌握權力與金錢的灰色產業，暗喻了他們的命運處境及轉變；更深
深刻畫出不同世代移民的想法，他們的心路歷程轉變躍然紙上，是獻給所有異鄉人的動人詩篇。 各界佳評如潮 旅韓作家／YouTuber Fion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何撒娜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紀惠容 作家 鍾文音 感動推薦（以筆畫排序）

北海鯨夢-伊恩．麥奎爾 2020-10-26 海洋驚悚文學── 夢碎失落捕鯨航道 迎面襲來巨浪浮冰、暴風雪、利爪及刀槍，擊起骯髒念頭、無盡慾望。 他孤身於遼闊蒼茫，以死生辯證命與運，藉血肉見證野蠻和文明。 ◎ 普立茲獎首席傳奇文學評論家角谷
美智子、國際級愛爾蘭小說家柯姆・托賓盛讚 ◎ 曼布克獎、《洛杉磯時報》懸疑驚悚類圖書等多項大獎提名，英美年度暢銷書 ◎ BBC即將改編迷你影集，金獎演員柯林・法洛主演 劇情緊湊兇猛令人屏息，聲響氣味濃烈，文字語言既野蠻又詩意句句刺骨
重現極地冰寒中的殘暴腥血，以及英國十九世紀捕鯨業的沒落敗壞 十九世紀中葉，鯨魚因濫殺銳減，用於燃料的鯨脂、作為馬甲澎裙撐架的鯨鬚，被煤氣和石油大量取代，導致英國捕鯨業日漸衰敗。 船長伯朗利卻執迷不悟，堅信傳統捕鯨法，認定向北航行必能找
到鯨魚聚集地，夢想滿載而歸大賺一筆，因而籌組三桅帆船「志願者」號，領四十多人出海。 然而船員各自懷著不同目的上船，有暴虐無道的魚叉手跩克斯、四處勾結的大副卡芬迪、滿口哲學的德國水手鄂圖，以及身世與眾人格格不入的醫官森姆納，在藥箱裡除了
他日夜吸食的鴉片酊，似乎還藏著其它祕密。 就在「志願者」號駛入北極海域，進行獵殺、剝皮、取脂，大豐收時，發生了一起駭人姦殺案。森姆納檢驗屍體追查真相，嫌犯謊言祭出，大小陰謀暗潮洶湧，與血脂、海水和冰的腥臭交雜瀰漫空氣之中，整艘船猶如被
監禁在一場災難裡，有誰能活過這個寒冬，他們又將何去何從⋯⋯ 破天荒連登《紐約時報》書評版頭版 曼布克獎得主希拉蕊・曼特爾、英國文壇教父馬丁・艾米斯高度讚賞 曾獲普立茲獎的日裔美籍傳奇書評人角谷美智子，以嚴苛鋒利的評論聞名，只評作品不認作
家，能讓新人備受矚目，也能讓名家重重摔落，影響美國文壇近四十年。角谷評論《北海鯨夢》：「一條大白鯊：迅捷、駭人、無情而且勢不可擋。」而以電影《愛在他鄉》原作《布魯克林》享譽國際的愛爾蘭作家柯姆・托賓，在角谷美智子的書評後不到兩週內緊
接著評論此書：「令人著迷、黑暗而精妙。」盛讚其在無謬誤也無冗長解說的歷史背景下，以一股猛烈頑固的力量直截敲開不可抗力的純然邪惡與動物本能，一個在美麗景致中掙扎與生存的暴力故事。 憑藉歷史小說《狼廳》與《血季》兩度獲得曼布克獎的英國作家
希拉蕊・曼特爾，與英國文壇教父馬丁・艾米斯則大力推薦《北海鯨夢》，驚艷於其建構出的鹽血與冰寒的真實，讓人毫無防備地被引人那個殘暴的失落世界。 擅人物刻畫的英國導演安德魯・海格聯手多位實力派演員 遠赴北緯81度拍攝小說改編影集，以捕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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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冰、北極海與熊為景 影集由《45年》、《愛在週末邂逅時》編導、人稱「心碎導演」的安德魯・海格（Andrew Haigh）自編自導，與BBC TWO和曾出品《王者之聲》、《漫漫回家路》的翹翹板電影公司共同製作。《殺手沒有假期》、
《單身動物園》金球獎最佳男主角柯林・法洛（Colin Farrell），以及《永不屈服》、《超危險人物》傑克・歐康納（Jack O’Connell）主演，分別飾演魚叉手跩克斯和醫官森姆納。全劇組遠赴北極海域、挪威的斯瓦巴群島，抵達北緯81度
拍攝浮冰，是有史以來電視影集拍攝最北的一次。 本書特色 ◎ 台灣版獨家特別繪製「志願者」號航行路線地圖，以及十九世紀中葉捕鯨船、捕鯨小艇的剖面和俯視圖。 作者簡介 伊恩・麥奎爾（Ian McGuire，1964- ） 小說家、評論家，也是曼
徹斯特大學創新寫作中心的創辦人及共同主任，從事創意寫作教學近二十年。出生並成長於英國赫爾（Hull），畢業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及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作
品散見於文學雜誌《芝加哥評論》、《巴黎評論》等報章媒體。曾出版學院諷刺小說《令人難以置信的身體》（Incredible Bodies），《北海鯨夢》是他的第二本小說。 譯者簡介 馬耀民 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外文研究所碩士及博士班，現任台灣大學
外文系副教授。曾翻譯《史托納》、《屠夫渡口》和《奧古斯都》，《奧古斯都》獲2018 Openbook翻譯類年度好書。

我的家人与其他动物-杜瑞尔 1995

Greece Country Study Guide Volume 1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s-IBP USA 2012-03-03 Greece Country Study
Guide -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s Volume 1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s

緘默的病人-Alex Michaelides 2020

East Aegean-Rod and Lucinda Heikell 2021-07-01 The expanded third edition of this popular cruising guide encompasses the Greek
Dodecanese islands and the Turkish coast eastwards from the Samos Strait to Kas and Kekova. Fully illustrated with up to date plans and
numerous new photographs, it is packed with all the essential information for getting to the area, formalities and sailing these beautiful
cruising grounds. There is a level of further detail to this coverage in terms of anchorages and other destinations than is found in the
Heikell’s Greek Waters Pilot and Turkish Waters and Cyprus Pilot. This handy guide also whets the appetite for the local cuisine and
culture and gives some historic context to exploration ashore. The fantastic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ith historical and mythological
anecdotes gives ... a richness too often missing from bald pilot guides. Royal Cruising Club ... no East Med cruiser will want to sail
without a copy. Yachting Monthly

Logistics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John H. Pryor 2006 How were the Crusades made possible? This volume is the first
to bring together experts from the fields of medieval Western, Byzantine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specifically to address the logistics
of Crusading. It deals with questions of manpower, types and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by land and sea, supplies, financial resources,
roads and natural land routes, sea lanes and natural sailing route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is the attention given to the horses and
other animals on which transport of supplies and the movement of armies depended.

Yachting- 1983-02

鏈鋸人 (1)-藤本樹 2019 淀治是個背負了父親遺留下的龐大債務，因此過著極端負窮生活的少年，他救了惡魔波奇塔，並與牠一起以惡魔獵人的身分斬殺低階惡魔來換取酬勞。有一天，流氓騙了淀治，讓他成為一堆惡魔的祭品，淀治在臨死之際，波奇塔犧
牲自己，把心臟給了他，讓他復活並擁有了惡魔的力量，只要一拉位在心臟那邊的鏈子就能發動。之後淀治被公安人員看上，因此成為公安的惡魔獵人…

The Geotraveller-Roger N. Scoon 2021-03-25 This book describes famous geosites and historical localities in national parks and
conservation areas from North America, East Africa, and Europe. The geosites include iconic landforms associated with active volcanoes,
canyons, glaciated landscapes, natural rock monoliths, and rifts. The potential for geotourism in historical localities such as the famous
Greco-Roman antiquities of Greece, Italy, and Turkey, is emphasised. Some of the geosites and historical localities provide evidence that
previous civilizations coped with active geology and major climatic cycles, whilst others reveal evidence of famous geological events
recognized in history and ancient mythology that helped shape our current civilization. The book assists tour guides and visitors (both
geologists and non-specialists) interested in geotourism by providing an understanding of geological processes in the national parks and
historical location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hotographs and simplified geological maps.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 6-Lionel Scott 2005-08-16 This is a historical and factual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
6, which aims to assess the reality behind Herodotus' account of the years from the Ionian revolt to Miltiades' death. Further related
material is discussed in a series of appendices.

The Mediterranean Pilot- 1908

Mediterranean Pilot: The Ionian Sea bordering the western coast of Greece including Patraïkós Kólpos and Korinthiakós
Kólpos and the Adriatic Sea-Great Britain. Hydrographic Department 1988

Mediterranean Pilot: From Cape Matapan (Greece) eastward, the Mediterranean archipelago, and the southern shre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eastward of Ras Ashdir (Libia) 1925-United States. Hydrographic Office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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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Ancient Greek Seafaring-Jamie Morton 2017-09-18 This study in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explores the physical geography and sailing conditions of ancient Greece and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the seafaring
practice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more generally,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ctivity, technology and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Mediterranean Pilot: From Cape Matapan (Greece) eastward, the Mediterranean archepelago, and the southern shore of the
Mediterranean Sea, eastward to Ras Asjdir(Libia)-United States. Hydrographic Office 1916

Mediterranean Pilot-Great Britain. Hydrographic Dept 1908

水底的妳們-珀拉．霍金斯 2017-11-01 全球暢銷破18,000,000冊《列車上的女孩》 珀拉．霍金斯顫慄新作 最駭人的祕密，沒有和女孩一起沉入水中…… 攻占13國小說冠軍，上市三個月狂銷破百萬冊！ 40國讀者接力上癮，夢工廠搶下
電影版權 《樂來樂愛你》製作人熱烈籌拍中！ 上癮般研究跳河自殺史的女作家 留下道別紙條後揮別人世的女學生 妳們都葬身在此， 然而最駭人的祕密，從未隨著妳們沉入水底。 這條河有著致命吸引力，讓無數尋短的人接連墜入。 攝影記者妮兒埋首撰寫一本書，
研究曾經在此惹禍上身的女孩， 但書稿尚未完成，她就在河底沒了呼吸。 有人說，她的死法讓書更有機會出版。 一個以水中死者為題材的作家自己溺死在裡頭？這肯定有賣點。 也有人說，幾個月前跳河的女學生，是看了新書的初稿才送了命 ── 畢竟她沒有不
快樂，也沒憂鬱病史，更沒遭受霸凌。 牽涉此案的人們，生命中都有一個女孩喪命河裡。 小說隨著每一個人的自白越走越深， 不同的女孩，身後留下相互矛盾的線索，讓案情陷入膠著…… 直到那份爭議書稿浮現駭人字句： 這條河不是自殺聖地，而是處理棘
手女孩的地方。 ◆各界上癮推薦◆ 記憶可能是一場騙局， 當心平靜的表面──你永遠不會知道下面藏了什麼。 珀拉下筆有如電影鏡頭，讓人情不自禁潛入故事，直探驚人結局！闔上書頁，你或許再也不敢踏入黑暗冰涼的水中。──《今日美國》 令人膽顫心驚
的閱讀體驗……一頁接一頁猜想謎底，直到最後轉折揭曉的劇烈衝擊，才有如大夢初醒！──《歐普拉雜誌》 作者暗藏的底牌將讓你大呼過癮。──《出版人週刊》 讀珀拉的小說，最讓人著迷又意猶未盡的，不會是血腥劇情，而是她特別擅長挖掘人們內心隱密
的羞恥（像是《列車上的女孩》，瑞秋酗酒的矛盾心理描寫），壓抑不了的嫉妒，愛與恨同樣強烈的關係，和緊緊纏縛無法擺脫的罪咎重量。世俗又真實，精采而具說服力──那顫慄讓你背脊發涼，人性刻畫又痛快得令人渾身酥麻，值得特別推薦！──博客來外文
館推薦 黏著度超強的懸疑小說！一頁頁不斷拋出勾人線索，起伏不斷的多線敘事，直到最後一頁仍猜不到謎底！──《時人》雜誌 驚人的懸疑氛圍……珀拉鋪陳細微伏筆的功力令人讚嘆，結局的翻轉更是無懈可擊！──《華爾街日報》 《水底的妳們》除了帶
來高度閱讀娛樂性，也深刻呼應了社會現況，優秀的犯罪懸疑小說就該如此！──德國《明鏡週刊》 不同的涉案當事人、不同的敘事角度切換，層層堆疊出極具張力的轉折！準備好迎接珀拉高明的敘事遊戲，你會發現，真相從來不只有一個……──德國《漢堡
晚報》 珀拉總是能寫出令人膽顫心驚、狡猾難測的黯黑氛圍，本書布局高明，讓人完全被黏著在書頁上！──德國知名電台主持人Thomas Böhm 作者簡介 橫掃國際文壇的冠軍小說家 珀拉．霍金斯 Paula Hawkins 「我對快樂、正常的角
色絲毫不感興趣。」──珀拉．霍金斯 珀拉從事小說創作前，已有15年記者資歷。她曾化名為人代筆寫過幾部女性都會小說，但純屬交辦任務性質的寫作，只為糊口。 《列車上的女孩》是她真正想創作的故事，靈感出自平日搭倫敦地鐵通勤的經驗。小說架構早
有雛形，寫到一半卻陷入經濟困境，她的文學經紀人決定寄出不到兩百頁的書稿，開始尋覓合適的出版社。沒想到稿件公開後，各國編輯大為驚豔，紛紛祭出重金競標，其中包括曾發行《龍紋身的女孩》《風之影》《哈利波特》等一流作品的出版社。本書上市前，
在英國犯罪小說節發送試閱，讀者圈漸漸累積口碑，但誰也沒料到的是，2015年1月在英、美同步發行後，一面倒的好評狂潮將小說在十天內送上各大排行榜總冠軍。美國三個月內累積的讀者就能塞滿11,428個紐約地鐵車廂，更打破了《達文西密碼》紀
錄，連續攻占《紐約時報》小說冠軍14週。如今，《列車上的女孩》全球銷量已突破1,800萬冊，紀錄每天都在持續刷新。夢工廠早在故事尚未完稿前果斷搶下電影版權，由艾蜜莉．布朗領銜主演的同名改編電影於2016年上映，亦登上票房冠軍寶座。
2017年，珀拉出版萬眾矚目的第二部小說《水底的妳們》，上市三個月即好評如潮，同時登上13國小說榜冠軍，銷售破百萬冊，並在超過40個國家接力出版。 新書靈感已醞釀了好些年，故事萌芽甚至更早於《列車上的女孩》。珀拉一直對「我們告訴自己
的故事」無法抗拒，她認為，人們在有自覺或無意識之下，總是以各種方式掩藏起心中的聲音與真相，甚至讓「回憶」徹底洗去，使真正的事實深深沉入水底；當每個人都重述了自己版本的真相，水面上浮現的，只剩下我們刻意編造的故事。曾經真實的情緒和記憶
可能欺瞞，那些屬於過往的故事，很可能摧毀我們此刻的人生──這正是《水底的妳們》在精采的懸疑張力之下，最為迷人的核心。 譯者 蘇瑩文 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外國駐華機構及外商公司十餘年，現為英、法文自由譯者。譯作有《莎拉的鑰匙》《說故
事的人》《離別時刻》《禁錮男孩》《祕密之屋》《如果那天我沒死》《娃娃屋》《鴉片王國》等四十餘冊。

Cilin II: A Solo Sailing Odyssey-Edgar D. Whitcomb 2011-11-17 In 1986, seventy-one-year-old Edgar Whitcomb faced a crossroads in
his life; he needed a new direction. Th at venture became an epic journey, as this retired Indiana governor embarked on what would be a
solo, 30,000-mile, six-year sailing trip. With virtually no previous sailing experience, he and his thirty-foot sailboat, the CILIN II,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travel memoir, a chronicle fi lled with danger and adventure, Whitcomb narrates the details of his exploits on
the seas and in ports from Greece, to the Canary Islands, Antigua, Panama, Australia, and many points in between. He describes what
can happen to a sailboat in distress and the consequences when a boat runs aground or is snagged in a fi shing net. A story of the joys
and frustrations of sailing, Cilin II: A Solo Sailing Odyssey recounts one man’s realization of a dream and demonstrates his courage,
endurance, and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meeting new people, seeing new places, and experiencing new ideas. It’s a story about a thirst
for excitement and world exploration that both begins and ends in the hills of southern Indiana.

海变-James Powlik 2001 太平洋西北部海岸,人们在水中或岸上莫名其妙地死去。海洋微生物学家加纳前往调查,初步推测海水中可能含有有毒生物......。

Cruising World- 1984-07

Hydrology of Area 51, Northern Great Plains and Rocky Mountain Coal Provinces, Wyoming and Montana- 1987

MotorBoating- 1930-08

Byzantines, Latins, and Turk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After 1150-Jonathan Harris 2012-11-29 Byzantines, Latins,
and Turk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after 1150 is a collection of thirteen original articles which focus on the religious identity,
cultural exchange, commercial network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mong Christians and Muslims in the late Medieval
eastern Mediterranean.

伊利亚特-荷马 2016-05-01 《伊利亚特》（ΙΛΙΑΣ，Ilias,Iliad, 又译《伊利昂记》、《伊利亚特》。） 相传是由盲诗人荷马（Homer，公元前800-公元前600）所作。是重要的古希腊文学作品，也是整个西方的经典之一。主要
内容是叙述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的故事。它通过对特洛伊战争的描写，歌颂英勇善战、维护集体利益、为集体建立功勋的英雄。

謝謝你瞞著我的那些事-凱薩琳‧斯戴曼 2020-08-05 你有沒有想過，挖一座墳墓要多久？ 從結婚那天起直到你死去，一如我們誓詞裡承諾的至死不渝── ★榮獲瑞絲‧薇絲朋讀書俱樂部選書，並由瑞絲‧薇絲朋親自簽下電影版權！ ★榮登紐約時報各
式暢銷書排行榜，《唐頓莊園》演員凱薩琳‧斯戴曼一鳴驚人的驚悚之作！ ★各國出版社爭相競標！售出德國、義大利、西班牙、俄國、捷克等十六國版權！ ★上市即衝上亞馬遜總榜單TOP 3，僅次於史蒂芬‧金新作與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小說！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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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名人媒體滿分盛讚，令人無法自拔的閱讀體驗！ 「從第一頁開始就讓我深陷其中……發展成一場令人無法放下的瘋狂旅程。」──女星瑞絲‧薇斯朋 「步調緊湊、冰冷驚悚之作……斯戴曼把觀眾對她熟悉的詼諧巧妙、狡黠機智帶進書中……讓人忍不住
一頁頁翻下去！」──《紐約時報》 「用艾琳焦急挖著墳墓的場景當成序幕的這種大膽寫作手法，讓斯戴曼成為最值得關注的新世代作家！」──《出版者周刊》 「這位新進作家的驚悚小說就像閃閃發亮的黑暗寶石。」──《柯克斯書評》，佳評推薦 「最極致的
腎上腺素刺激。我一口氣把這本書看完。」──艾琳‧凱利，暢銷作家 「以我們這個時代為背景的驚悚小說，一場腹黑的惡作劇！」──露易絲‧康德黎，暢銷作家 「令人驚艷的處女作，寫作技巧一流，聰明而且令人欲罷不能！」──B‧A‧芭黎絲，暢銷作家
▍故事大綱 「你知道挖一座墳墓要花多久時間嗎？讓我告訴你：非常久。不管你預估的時間是多少，再翻倍就對了。」 艾琳一邊掘墓，一邊想著這個坑究竟要挖得多深。 而在一旁等待被埋入這座墳墓的，就是艾琳的新婚老公…… 紀錄片導演艾琳和銀行家馬克
是對郎才女貌的新婚夫妻，兩人正享受著甜蜜的蜜月假期，一起放鬆、一起潛水，艾琳更懷上了蜜月寶寶。 假期的某一天，當他們正徜徉於海中潛水時，意外發現了一架因失事墜毀而沉入海底的小型私人噴射機，以及裝有大量現金、一袋鑽石、一支手機、一
副USB以及一把手槍的黑色提袋，在蜜月前期意外失業的馬克立刻說服艾琳，夫妻倆於是決定私吞一切，並隱瞞噴射機失事一事。 然而，就在艾琳打開提袋裡的手機，想找尋噴射機失事的線索時，不小心已讀了訊息，被手機主人的交易對象察覺，包包已經落入
他人手裡……

The Returns of Odysseus-Irad Malkin 1998-11-30 This remarkably rich and multifaceted study of early Greek exploration makes an
original contribution to current discussions of the encounters between Greeks and non-Greeks. Focusing in particular on myths about
Odysseus and other heroes who visited foreign lands on their mythical voyages homeward after the Trojan War, Irad Malkin shows how
these stories functioned to mediate encounters and conceptualiz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during the Archaic and Classical periods.
Synthesizing a wide range of archaeological, mythological, and literary sources, this exceptionally learned book strength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early Greek exploration and city-founding along the coasts of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reconceptualizes the role of
myth in ancient societies, and revitalizes our understanding of ethnicity in antiquity. Malkin shows how the figure of Odysseus became a
proto-colonial hero whose influence transcended the Greek-speaking world. The return-myths constituted a generative mythology, giving
rise to oral poems, stories, iconographic imagery, rituals, historiographic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articulation of ethnic identities.
Reassessing the role of Homer and alternative return-myths, the book argues for the active historical function of myth and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 and traces their changing roles through a spectrum of colonial perceptions—from the proto-colonial, through
justifications of expansion and annexation, and up to decolonization.

论神性- 2017

Selected Water Resources Abstracts- 1985

Yachting- 19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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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or the globe, experience, some places, taking into account
history, amusement, and a lot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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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ually, you will categorically discover a further experience
and attainment by spending more cash. nevertheless when?
get you undertake that you require to acquire those all need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having significantly cash? Why dont
you try to acquire something basic in the beginning? Thats
something that will lead you to comprehend even more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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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your definitely own mature to affect reviewing habi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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