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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ally habit such a referred sad multiplechoice qns and answers books that will have enough money
you worth, acquire the categorically best seller from us currently from several preferred authors. If you want
to witty books, lots of novels, tale, jokes, and more fictions collections are as well as launched, from best seller
to one of the most current released.
You may not be perplexed to enjoy every ebook collections sad multiplechoice qns and answers that we will
entirely offer. It is not going on for the costs. Its virtually what you compulsion currently. This sad
multiplechoice qns and answers, as one of the most working sellers here will extremely be in the course of the
best options to review.

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 2016 本书收录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麦克白两部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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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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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自由路-曼德拉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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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研究在后世享有持久的影响，说起来不难理解，因为他在提出自己
的见解时所针对的社会背景，至今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纪人类政治生活中最
重要的现象。勒庞虽然从学术角度讲经常表现得十分“外行”，却对这种现象具有一种出自直觉
的深刻感受力。

最後一片葉子-Henry, O. 2011-04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classic O'Henry story The Last
Leaf. It is illustrated by award winning Italian
illustrator Marina Marcolin. The Last Leaf is a
heartwarming story of hope for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夜莺颂-济慈 2009 本书收录了作者诸多名作中优美的不朽的诗篇。

草叶集-惠特曼 2004 美国文学界最具争议的名家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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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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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勒庞 2015-06-09 勒庞是何许人物？想当然对这位当年法国
的才子式人物不该完全陌生。他的《乌合之众》一书，包括汉语在内被翻译成17种语言。关于
勒庞的思想倾向，当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心理学的开山乔治·米德（George Mead）在
《美国社会学杂志》中评论勒庞的思想时曾说，“勒庞是这样一批法国人中的一员，他对自己民
族的文明几乎已经感到绝望，只有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个人主义，使他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唯一希
sad-multiplechoice-qns-and-answers

微物之神-洛伊 (女, Roy, Arundhati) 2006 本书从表姐苏菲的葬礼开始,讲
述了印度南部小村庄中一对孪生兄妹瑞海尔和艾斯沙曲折的童年经历,揭开他们的母亲阿慕与木
匠维鲁沙的爱情秘密,以及在这个社会等级森严的环境里,两个孩子是如何在无意中被诱导着参与
毁灭了这一段凄美爱情,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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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colm Gladwell's 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 The #1 New York Times and Amazon
bestselling book in nonfiction. Gladwell examines
the lives of Outliers - the best of the top 1%, asks
what makes them different than ordinary lives.
He approaches the remarkable answers that
proves this brilliant book is a revolution.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时间简史-霍金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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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蠅王-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 2021-01-01 【全台唯一正式授
權，十週年紀念版】 ☆全新名家設計書封 ☆新增全球獨家名人推薦序 ★《時代雜誌》評選威
廉‧高汀為1945年以來最偉大的50名英國作家之一 ★榮獲「美國圖書館協會」精
選1990-1999年 百大最具爭議性的小說之一 ★被《時代雜誌》評選
為1923-2005年 百大英語小說之一 ★榮登「當代圖書館」20世紀百大英語小說之一
★與《麥田捕手》並列美國大學生最愛的小說 ★《飢餓遊戲》作者蘇珊‧柯林斯少年時期最愛
的小說 ★吳曉樂（作家）、馬欣（作家、影評人）、潘柏霖（人類） 專文推薦 ★九把刀、甘
耀明、李家同、李秀貞、洪蘭、既晴、曾志朗、張碧娟、銀色快手、蔡淑媖 名家推薦（依姓氏
筆劃順序排列） 史蒂芬‧金：「我希望自己也能寫出像《蒼蠅王》這樣的傑作！」 ＊＊＊
「──不然，」蒼蠅王說道，「我們就會要了你的小命，明白嗎？傑克、羅傑、莫里斯、羅伯特、
比爾、小豬，還有拉爾夫，會要你的命，懂嗎？」 戰爭爆發。一群孩子搭乘飛機避難，不料途
中卻遭到攻擊，迫降在無人的荒島。所幸美麗的珊瑚礁島猶如世外桃源，孩子們在這裡一面等待
救援，一面想辦法建立秩序和滿足生活的需要。但隨著時間推移，孩子們的秩序漸漸散漫，衝突
日益加劇，更讓人不安的是，白天如同樂園的小島，每當黑夜降臨，就變了個樣貌，黑漆漆的樹

賣火柴的小女孩-安徒生 2019

海蒂/世界名著全英简易读物/Heidi-Deidre S. Laiken 2008 有声读
物

異數-Malcolm Gladwell 2009-11 Chinese edi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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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裡彷彿有什麼東西潛伏著，伺機而動。不斷加深的恐懼侵蝕著孩子的心，直到有一天，他們辛
苦建立起來的文明世界徹底崩壞…… ＊＊＊ 「蒼蠅王」即「蒼蠅之王」，源自希伯來語
「Ba’alzevuv」；在《聖經》中，「Baal」被當作「萬惡之首」；在英語中，「蒼
蠅王」是糞便和汙物之王，因此也是醜惡的同義詞。高汀以此命名是為了表達獸性戰勝人性的道
德主題；故事中的孩子害怕莫須有的怪物，但其實怪物就在人心，是人把樂園變成了屠場。
【媒體盛讚】 ◆《時代雜誌》 本書細膩刻畫「天真的死亡與人性的黑暗」，而這有可能是全
人類的寫照。 如果這本小說撰寫於19世紀，那書中的男孩想必會創造一個歡樂夢幻的人間天
堂。但高汀卻用一種冷酷、嚴謹，彷彿心理分析的角度來描述這個伊甸園的墮落，並殘忍地戳破
人們對「兒童永遠天真無邪」的迷思。 ◆亞馬遜網路書店 高汀透過少年之間殘酷的競爭遊戲，
探討人類理性與動物本能間的界線，讓人無法放下。 ◆《柯克斯書評》 非常出色的奇想故事，
不僅引人入勝，甚至讓人深信不疑。故事架構完整，讀後發人深省。這是高汀的第一本小說，獨
樹一格且歷久彌新，就如同故事中被遺棄在荒島的少年，我們這些讀者們也擁有同樣的人性缺點。
【名人推薦】 九把刀 甘耀明 吳曉樂 李秀貞 李家同 既晴 洪蘭 馬欣 張碧娟 曾志朗 銀色快
手 潘柏霖 蔡淑媖 ◆既晴 《蒼蠅王》擁有多層次、多面向的寓意魅力，充滿各種重新解讀、
重新詮釋的可能性，引來無數創作者隨，在當代大眾文化，特別是恐怖小說、冒險小說、青少年
小說、漫畫、影視的領域裡，是「生存小說」的濫觴。如高見廣春的《大逃殺》、貴志祐介的
《深紅色的迷宮》、丹‧西蒙斯的《極地惡靈》、蘇珊‧柯林斯的《飢餓遊戲》；漫畫則有楳圖
一雄的《漂流教室》、山田惠庸的《逃離伊甸園》──在這些新進作品中，有些題材是孩童的戰
爭、有些是劣境的克服、有些則是弱肉強食的生存遊戲，由於當代強調的娛樂性，人物越加異常、
衝突越加野蠻，但關於罪惡、暴力的人性論述，同樣脫離不了《蒼蠅王》指陳的範圍，顯見其無
與倫比、超越時代的影響力。 ◆銀色快手 《蒼蠅王》就像是人類社會的微縮膠捲，你看這群
天真爛漫的孩子們，在飛機失事後，他們降落在一個不被大人管束的小島上，展開前所未有的大
冒險。別把他們當作孩子看待，他可是有相當厲害的模仿能力，竭盡所能的去模仿那個還來不及
長大的成人世界，試圖重建新的秩序，卻渾然未覺無知將帶來暴力與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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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檀迦利-泰戈尔 2014-10-08 ?《吉檀迦利》是印度大文学家泰戈尔的代表作，书名
在印度语里的意思是“献诗”。这部诗集是他从已写成的众多诗集中选取精彩篇什，荟萃成的一
件具有整体感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是泰氏诗歌精华版或精选本。阅读这部书，对了解泰戈尔诗
歌来说，大概会有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2013年正值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纪念，
此新译本为“百年纪念版”。诗歌的翻译犹如拍摄风景，同一处风景由于拍摄者捕捉角度的差异
而呈现不同的美，《吉檀迦利》百年纪念版中文新译本的推出让我们有机会领略这一世界诗歌的
瑰宝更为丰富的美，中国的读者有福了。

P.O.W.E.R. Learning-Robert Stephen Feldman
2000

都柏林人-詹姆斯·乔伊斯 2016-01-01 《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久负盛名的短
篇小说集，1914年出版，置景于乔伊斯的故乡都柏林，截取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横断面，一
个片刻一群人，十五个故事汇集起来，宛若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笔触简练，错落成篇，浮现出
苍凉世态，遥远、清冷，然而精致，是上上之品。堪称20世纪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

A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of William
Wordsworth's "The Prelude (1850)"-William
Wordsworth 2004-01-01 This book is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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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ranslation of William Wordsworth's The
Prelude. The translation i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form by rendering each line of ten syllables
painstakingly into ten Chinese characters.
(English and facing Chinese translation) William
Wordsworth's (1770-1850) The Prelude is an
extremely long poem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t was
originally conceived as an appendix, and then as
a prologue, to a great poem to be titled, The
Recluse or Views of Nature, Man, and Society,
which Wordsworth had planned to compose but
never completed. In China, Wordsworth's poems
are famous for their description of nature and
rural life as well as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Prelude is certainly
significant and to be welcomed. The translator
should be recommended for his hard work,
learning, and linguistic skills. On the whole, the
translation is quite smooth and relativel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or has tried to render
the poem into Chinese as elegantly and
artistically as he possibly can.Since the original
was written in blank verse, and in iambic
sad-multiplechoice-qns-and-answers

pentameter, the translator apparently tried to
preserve the meter in the entire Chinese
translation. He also made effort in rhyming
occasionally.

论公民不服从的$-Henry David Thoreau 2018-02 梭罗认为，个人
不应该允许政府否决或摧毁他们的良心，并且他们有责任避免允许这种默许使政府能够使他们成
为不公正的代理人。 梭罗的动机部分来自他对奴隶制和墨西哥 - 美国战争的厌恶。

神奇的玻璃升降機-Roald Dahl 2011-01-0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Roald Dahl classic Charlie
and the Great Glass Elevator. In Chinese.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蝇王-William Golding 2014-03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Lord of the Flies, the classic novel by
the 1983 Nobel prize winner William Golding
about a group of boys who, after a plane crash,
set up a primitive society on an uninhabited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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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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姆雷特-（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2017-07-01 《哈姆雷特》是戏剧之王莎士比亚的
代表作。《哈姆雷特》讲述了丹麦国王的合法继承人哈姆雷特，其父王被杀，母后被迫改嫁，王
位也被篡夺。他经历了艰苦的磨难，最后终于在父亲鬼魂的提示下，查明事实真相，替父亲报了
仇。而他自己却在仇人设下的圈套中与其同归于尽。《哈姆雷特》的整个故事渗透着属于莎士比
亚那个时代的精神，是莎士比亚人文主义和对现实生活批判精神的最深刻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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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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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multiplechoice-qns-and-answers

皆大欢喜-莎士比亚威廉 2019

苍穹微石-阿西莫夫 2005 一次意外,现代人史瓦兹穿越时空隧道来到若干万年后的银河帝
国,地球因放射线而在帝国中地位低微。与此同时,天狼星区的著名考古学家艾伐丹为证实自己惊
世骇俗的猜想——人类生命起源于地球,来到地球寻找证据......

丛林之书-吉卜林 2018 本书主要是以"狼孩"莫格里为中心的人物故事.讲述了莫格里在狼
群里从婴儿到长大的经历,书中涉及了他的狼爸妈,狼兄弟,老虎谢尔可汗,黑豹巴赫拉等性格鲜明
的动物形象.

米德尔马契-乔治·爱略特 (英)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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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力量-Eckhart Tolle 2008 Chinese edition of The
power of now - a guide to spiritual enlightenment
by Eckhart Tolle, the author of One World. Tolle
is considered the eminent spiritual teacher in the
world. His message in this bestseller is: living in
the now is the truest path to happiness and
enlightenment

伊凡·伊里奇之死-graf Leo Tolstoy 2000

看不见的人-埃里森 2000

苦行记- 1994 《苦行记》是美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的一部自传体著
作,他以夸张的手法记录了他在1861—1865年间于美国西部地区的冒险活动。全书以
几百个妙趣横生的小故事构成,读之既令人捧腹、为之倾倒,又活脱脱勾画出当年美国西部生活五
花八门的突兀现实。全书构思粗犷豪放,朴素自然,语言轻灵、活泼、平易流畅,文风幽默、诙谐,
耐人寻味。本书是国内唯一未尝译介的一部马克·吐温的长篇著作.

先知-

医生的翻译员-Jhumpa Lahiri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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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音- 2000 本书作者贾克·阿达利是当代法国著名学术与政治人物,曾任法国总统密特朗的
特别顾问,他的作品众多,涉及面广,具有历史文化的内涵,深受欧美知识界的重视。在本书中作者
强调了音乐与社会的密切而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而整部音乐史即是噪音如何被含纳、转化、调
谐、传播的历史。全书以此为结构分为五章:一、倾听:论述音乐离不开对象、听众的聆听;二、
牺牲:为宗教而演奏;三、再现;四、重复:音乐为商业目的、录制唱片而作;五、作曲:未来的自
由地为创作而作,从而不断制造出社会新秩序。全书贯穿着作者后结构主义观点、旁征博引,是一
本研究音乐深层社会意义的杰作。
sad-multiplechoice-qns-and-answers

华伦夫人的职业-萧伯纳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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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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星纪年-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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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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