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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ecognized, adventure as well as experience approximately lesson, amusement, as skillfully as accord can be gotten by just checking out a books latin
monkey match 2 flashcard game latin edition in addition to it is not directly done, you could tolerate even more re this life, roughly speaking the
world.
We manage to pay for you this proper as with ease as easy exaggeration to get those all. We have the funds for latin monkey match 2 flashcard game latin
edition and numerous book collections from fictions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 any way. accompanied by them is this latin monkey match 2 flashcard game
latin edition that can be your partner.
Song School Latin, Latin Curriculum (K - 3rd grade) 4000 Essential English Words 2 First Sentences for Toddlers | Learn to Talk | Toddler Speech Delay |
Speech Practice Video English How to teach your 1- 2 year old toddler? preschool prep 15 People With Largest and Longest Body Parts In The World !
Workshop 37: KidLit TV's FREE Onlin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audiobook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dale carne
Евгений Гришковец: Прощание с бумагой. СпектакльDON'T Touch that Rocket League BUTTON!! (Totally Reliable Delivery Service #2) K-CITY GAMING Sesame
Street: 6 Hours of Sesame Street Songs Compilation! HOW TO MAKE A BOOK FROM A SINGLE SHEET OF PAPER You Won't believe What People Found on These Beaches
15 People Who Look Like Cartoon Characters
15 Giant \u0026 Powerful People You'd Never Want To Mess With!Baby Songs and Nursery Rhymes- Baby Videos for Babies and Toddlers - Toddler Learning
Video Numbers Surprise | ABC Songs for Children, Kindergarten Kids Learn the Alphabet, Teach Counting Learn The Alphabet, Letters, Phonics Song |
Toddler Learning Video | Letter Sounds | Speech | ABCs
Alphabet Surprise | ABC Songs for Children, Kindergarten Kids Learn the Alphabet, Teach Baby ABCsBest Learning Video for Toddlers Learn Colors with
Crayon Surprises! Wheels on the Bus + More Nursery Rhymes \u0026 Kids Songs - CoComelon Toddler Learning Folder(Preschool Prep) 4000 Essential English
Words 6 (2nd Edition) List of Animals! Learn 100+ Animals with Pictures | Animal Names in English
Quizletlive - Have students work collaboratively to answer questions in a fun wayजंगल बुक सीजन 2 हिंदी में | हिंदी कहानियां | Panther Therapy | Hindi
Kahaniya | PowerKids TV \"Through Mowgli's Eyes Part II: Cold Lairs\" - Disney's The Jungle Book Alphabet Surprise | ABC Songs for Children,
Kindergarten Kids Learn Colors, Teach Toddlers ABCs Jungle Book in English | Stories for Teenagers | English Fairy Tales Dimitri Vs Wukong �� Account
Delet Challenge With My Brother �� 2 Vs 2 Clash Squad- Garena Free Fire
Latin Monkey Match 2 Flashcard
This is the moment a shocked zoo monkey fell off a window ledge at the sight of a woman staring at it through the glass. The funny footage was captured
at a zoo in Changchun in the north-eastern ...

Monkey jumps out of its skin after being surprised by zoo visitor in Changchun city, China [Video]
After several tireless days we have finished crunching the numbers from nearly 900 13F filings issued by the elite hedge funds and other investment
firms that we track at Insider Monkey, which ...

Herc Holdings Inc. (HRI): Were Hedge Funds Right About This Stock?
This is the adorable moment a tiny snow monkey decided to get a closer look at a tourist filming the animals as they bathed in hot springs in Japan.
Footage filmed at the Jigokudani Monkey Park in ...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Baby snow monkey checks out tourist as they photograph the animals bathing in Japanese hot springs
From the half minute to the 1 minute mark, it was traveling at 2 kilometers per minute ... drone once again instantly increases its speed to match the
real drone. And once again, it maintains ...

How To Find A Lost Drone With The Integral
A Paralympian quadruple amputee, an Olympic silver medalist and an "eco-adventurer" will attempt to swim 122 kilometers across the highest navig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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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in the world to raise awareness of ...

French quadruple amputee to swim across world's highest lake
After nearly two years, the US lifts its travel ban to UK visitors who have had both Covid vaccine doses. 10h10 hours ago UK After nearly two years, the
US lifts its travel ban to UK visitors who ...

BBC News
VANCOUVER, British Columbia, Oct. 21, 2021 (GLOBE NEWSWIRE) -- Latin Metals Inc. (“Latin Metals ... A vertical northeast-southwest section is shown in
Figure 2 with discreet magnetic highs ...

Latin Metals Receives Ground Magnetic Survey Results, Lacsha Project, Peru
Raheem Sterling and Jude Bellingham were targeted with monkey chants during the match on September 2, which England won 4-0. In July, European
football’s governing body UEFA imposed a two-match ...

FIFA opens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after crowd trouble at England-Hungary clash
The man known as “Tiger King,” who gained fame in a Netflix documentary following his conviction for trying to hire someone to kill an animal rights
activist, says he has cancer.

Arts & Entertainment
Today on Insight, we're looking at Covered California's open enrollment, the new redistricting maps, the State Auditor's retirement, and we check in
with the author of "Paradise Found: A High ...

Insight With Vicki Gonzalez
"Your best Latin dance of the competition," said Motsi. Rhys and Nancy's Paso Doble to The Eve Of The War by Jeff Wayne proved a strong comeback
following their battle in the dance-off last week ...

Strictly Come Dancing Halloween week sees Rose and Giovanni top the leaderboard with 'earliest 40 ever'
Why should we pay attention to Dov Gertzulin's stocks? Insider Monkey’s research was able to identify in advance a select group of hedge fund holdings
that outperformed the S&P 500 ETFs by more than ...

Dov Gertzulin’s DG Capital Portfolio: Top 10 Stocks
21+. Promo Code 100MATCH. The Deposit Match Bonus promotion only applies to the first deposit made and any subsequent deposits will not apply. The
amount of the first deposit will determine the ...

AmWager Promo Code – October 2021
Karla Zabludovsky covers Latin America for Newsweek. Previously, she reported for the New York Times from Mexico, covering regional politics, the
effects of the drug war o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

Karla Zabludovsky
It seems that football runs in the genes as Kai himself turned down a Premier League contract at the age of 12 to pursue a dance career, and he w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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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come Junior World Latin American Champion.

Strictly Come Dancing pro involved in 'kiss' is son of Port Vale star Tommy Widdrington
All of these stocks' market caps match YELP's market cap. [table] Ticker, No of HFs with positions, Total Value of HF Positions (x1000), Change in HF
Position REGI,17,73707,-4 AVA,17,44746,2 ...

Do Hedge Funds Love Yelp Inc (YELP)?
Brescia striker Balotelli, 29, scored and hit the post in a 2-1 Serie A defeat at Verona that leaves his ... Sunday after Mario Balotelli threatened to
leave the pitch following monkey chants from ...

Racism storm sweeps Italy again after Verona fans monkey chant Balotelli
Kenya’s government has declared a national disaster in 10 of its 47 counties. The United Nations says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are severely food
insecure. And with people trekking farther in ...

Mr. and Mrs. Zhang live with their grown son. One day an old friend comes to visit and tells of a monkey's paw that has magical powers to grant three
wishes to the holder. Against his better judgment, he reluctantly gives the monkey paw to the Zhang family, with a warning that the wishes come with a
great price for trying to change fate.
原名:猴子的夏天
【美國酷炫奇幻大作】 ★《紐約時報》、《出版者週刊》暢銷排行榜第一名 ★ 翻譯成全球三十餘國語言版本(法、德、義、英、俄、西、日、韓、泰、瑞、波、希……) ★ 電影版權已由美國福斯電影公司取得，大卡司大製作，由〈哈利波特〉一、二集導演Chris Columbus與〈史瑞克〉編劇Joe
Stillma合作，預定2010年上映，精采可期。(電影上映前，中文版全系列五冊出齊) ★ 本系列在美國自2005年出版第一冊起到2008第四冊，一路如旋風般橫掃各大暢銷排行榜及重要圖書獎項。 【各方榮耀肯定】 ★ 《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第一名 ★ 《紐約時報》最佳圖書獎 ★
《出版者週刊》暢銷排行榜第一名 ★ 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圖書獎 ★ 《學校圖書館期刊》最佳圖書獎 ★ 全國英文教師協會最佳童書獎 ★ 美國NBC電視台「The Today Show」讀書俱樂部好書精選 ★ 《兒童雜誌》最佳圖書獎 ★ VOYA最佳小說獎 ★ YALSA最佳青少年圖書獎 ★
CCBC最佳選書獎 ★ 英國紅屋圖書獎 ★ 英國阿斯庫斯圖書館組織火炬獎 ★ 英國沃里克郡最佳圖書獎 ★ 芝加哥圖書館最佳圖書獎 ★ 猶他州兒童文學協會蜂巢獎 ★ 維吉尼亞州讀者選書 ★ 馬克吐溫讀者選書獎 ★ 緬因州學生圖書獎 ★ 新澤西州青少年圖書獎 ★ 麻州最佳圖書獎 ★ 亞利桑那州學生最佳圖書獎
★ 路易斯安那州青年讀者選書獎 ★ 南卡羅萊納州青年讀者選書獎 ★ 北卡羅萊納州童書獎入圍 ★ 德州圖書館協會藍帽獎入圍 ★ 懷俄明州翔鷹獎入圍 【系列特色】 ★ 豐沛的「想像力」是一切創意的源頭
哈利波特作者J.K.羅琳在哈佛大學演講時曾說：「世界不見得需要魔術來改變，但適度的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波西傑克森〉運用了希臘神話帶給讀者的無限「想像空間」和「力量感」，將故事設定在現代，以節奏明快、角色鮮明、幽默、驚奇、懸疑的流暢敘事手法，將讀者帶進欲罷不能的奇幻冒險文學饗宴中。 ★
透過閱讀培養「人格力」 波西傑克森在凡人和眾神的世界裡，一路驚險穿梭進出，追尋自我認同。旅程中一路伴隨著親情的溫馨、牽絆與割捨，朋友間的信任與背叛，面臨險惡處境時的勇氣與膽識，還有戰爭與夢想、正義與邪惡……年輕讀者從中看到了冒險犯難、勇於追夢、正直仁厚的英雄人格特質。 ★
輕鬆享受精采小說，涵養新時代少年「文學力」 〈波西傑克森〉系列不只是好看的奇幻小說，也是輕鬆了解希臘神話的最佳入門。神話是西洋文學的核心源起，除了豐富奇詭的幻想及對人生問題的探索外，也反映了早期人類對自然的觀念，可說是人類文化的重要遺產。本書以高明的創作手法和情節設計，將個性鮮明的小說人物與神話角色做了
最巧妙的融合與描繪，趣味十足且深刻淋漓，大大激發讀者對希臘神話的好奇和進一步了解探究的動機，確是涵養新時代少年「文學力」的最佳敲門磚。 ★ 繁體中文版，特別加入編/譯註、主要角色介紹，讓讀者一目瞭然，輕鬆掌握角色特性，相互脈絡。文學性&知識性兼顧。 【本書內容】
問題學生波西‧傑克森在一次校外教學中，意外的將討人厭的數學老師憑空蒸發掉。當他又一次面臨被學校開除的命運時，不禁開始懷疑自己的人生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那些從小一路跟著他的過動行為、適應不良、閱讀障礙等情形，可能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單純，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奇詭的秘密？ 原來，波西是個「混血人」。伴隨這個發
現而來的，是一場驚心動魄、懸疑刺激的歷險旅程……波西先被送到「混血營」受訓，接著被指派和他的兩個朋友──格羅佛和安娜貝斯，一起接下了困難的尋找任務。天神宙斯最重要的「閃電火」失竊了，只有十天的時間，波西必須找回閃電火，揪出真正的小偷，揭開叛亂的陰謀，才能消弭奧林帕斯眾神間一觸即發的戰爭危機。
帶著與眾不同的詭奇身世，波西在凡人和眾神的世界裡，一路驚險穿梭進出。無比廣闊的想像空間與戲劇張力，在書頁中不斷湧現……
一個危險的世界，一次務必贏得的勝利 你 ，準備好了嗎？ ★全球千萬書迷引頸企盼 史蒂芬?史匹柏親導改編電影 ★本書衣製作為《一級玩家》官方電影海報圖像，由作者與導演雙重審定 ★長達87週盤距《紐約時報》排行榜 58國熱銷 翻譯為37種外語版本
★《星際大戰》、《魔戒》、《哈利波特》之後最令人屏息的重磅娛樂經典 ★強勢橫掃亞馬遜網路書店、邦諾書店、哈德遜書店、圖書館期刊、娛樂週刊等重量媒體 2045年，現實環境是個糟糕透頂的地方。大部分的人其實都花時間在虛擬空間「綠洲」裡，這也是韋德登入之後，唯一感覺自己還活著的世界。
當「綠洲」的創辦者死去，留下一連串他熱愛事物的謎題。只要誰能第一個找到答案，就能繼承龐大的財富，而且掌控「綠洲」。 雖然韋德順利破解了第一道謎題，然而，強大的競爭對手卻突然出現。 攸關性命的比賽即將展開——如果想要存活下來，唯一的方法就是贏…… 三把鑰匙、打開三道門、三個彩蛋，
當虛擬比現實還險惡，如果不想辦法一路領先，可能連命都沒有！? 此刻韋德還想不到——他將面臨背叛、猜忌、憤怒，以及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機。 因為這場競賽不僅攸關輸贏與獎金，更攸關他的生與死…… 【權威媒體一致讚賞】
史蒂芬．史匹柏導演：這個故事展現了為什麼人們會不想活在現實世界，卻也同時呈現我們會因此失去什麼。它具有強烈的警世意味，也是一個精采刺激的冒險故事！?
《紐約時報》：撇開《哈利波特》、《星際大戰》和《魔戒》！令人震懾的新故事和說書人來了！別等著做好心理準備——直接買書，跳進去讀。因為這麼令人讚歎的故事是不可能等你先做好心理準備的。 《今日美國》：好看！猶如《巧克力冒險工廠》加上《駭客任務》。 《娛樂週刊》：饒富新意，充滿想像力。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超級有趣！ CNN：星際漫遊、尋寶遊戲，再加上愛情元素與真心誠意的大製作。 Austin American Statesman：科技宅男的超級幻想曲。 Cleveland Plain Dealer：有趣、太有趣了，而且娛樂效果十足！ 【本書獻給以下讀者】
★給生於80年代、長於80年代、對80年代抱著懷舊與熱愛的你 ★給眷戀經典老片、反覆重看被旁人嫌無聊、一聽到片中台詞就忍不住自動說出下一句台詞的你 ★給深深著迷電玩遊戲，為了破關可以熬夜到天亮的你 ★給熱中於「冷知識」和「尋找彩蛋」，為之樂此不疲的你
★給渴望因為一本精采小說而心跳加速、屏住呼吸、徹夜難眠的你 【強勢橫掃各大媒體重要選書獎項】 ★麻州大學愛姆赫斯特分校入學新生推薦閱讀課外讀物 ★亞馬遜網路書店2011年科幻╱奇幻類年度最佳小說 ★邦諾書店2011年科幻類年度最佳小說 ★哈德遜書店2011年度最佳小說 ★圖書館期刊2011年最佳圖書
★娛樂週刊2011年十大好書 ★美國圖書館協會艾力克斯獎 ★蘋果電子書科幻╱奇幻類年度最佳小說 ★好讀選書獎：讀者投票最佳作家╱最佳科幻小說 ★Cnet假期讀物電子書排行榜第二名 ★加拿大BookLounge非讀不可選書 ★Audible.com年度最佳有聲書 【知名愛書人一讀上癮】（依姓氏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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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云（讀書部落客） 心戒（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曲辰（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臥斧（文字工作者） 苦悶中年男（讀書部落客） ?（讀書部落客） 張筱森（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陳國偉（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助理教授） 廖語晴（藝人） 劉韋廷（文字工作者）
貓昌（「科幻國協毒瘤在臺病灶」站長） 顏九笙（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 【翻開書只想看主角一路破關！完全來不及做好心理準備！】 你可以稱《一級玩家》稱為創意之書、融合遊戲的小說、嚴肅的科幻史詩，或者漫畫形式的流行文化混合物，然而，它卻又顛覆你賦予的任何標籤！終於，這世代的《神經喚術士》出現了！
——暢銷書《失控的邏輯課》作者威爾．拉凡德 就連不玩電玩的我也讀得津津有味！ ——《紐約時報》暢銷小說「南方吸血鬼」系列作者莎蓮．哈里斯
我真的、真的、真的好愛《一級玩家》……我指的是那種神魂顛倒的愛！作者克萊恩以精湛技巧爬梳一九八○年代豐富的流行文化，帶領讀者輕快地馳騁在先進卻緬古的未來世界中，令人目眩神迷。 ——《紐約時報》暢銷書《機器人啟示錄》作者丹尼爾．威爾森
引人入勝，充滿想像力……為了拯救真實世界，玩家必須在虛擬世界裡一一破解精心設計的謎碼，智取頑固勁敵。一趟狂野不羈的閱讀之旅！ ——《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沙娜拉」系列作者泰瑞．布魯克斯
一本讓你在電玩中經歷欲仙欲死境界的書……想像電玩「龍與地下城」與八○年代的電子遊樂場在一場激情的翻雲覆雨之後，生下的孩子在魔獸起源地艾澤拉斯被扶養長大！ ——《紐約時報》暢銷書《垂暮戰爭》作者約翰．史卡奇
精采歷歷，栩栩如生，具有溫馨本質的虛擬探索……克萊恩這部玩家冒險傳說的想像力十足，洋溢歡樂氛圍，深具暢銷潛力。 ——《書訊》
這本書淋漓盡致地呈現讓人腎上腺素竄升的技客族（geekdom）文化，在探索虛擬世界之餘也散發著一九八○年代的濃濃懷舊氛圍，就連導演約翰．休斯最死忠的粉絲也能被取悅……窩心但自貶的主角韋德所屬的宇宙怪異地融合了真實的過去和虛擬的當下，他是不可思議卻令人喜愛的完美主角！ ——《出版人週刊》
活潑歡樂、驚喜連連、精采刺激的冒險故事……書裡的每個句子都讓我愛不釋手！ ——超人氣網站「波音波音」創辦人馬克．法蘭腓勒德爾（Mark Frauenfelder） 太屌了。這本書取悅了我這副技客身軀裡的每一根技客神經。好像專為我而寫的！ ——《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智者的恐懼》（The Wise
Man’s Fear）作者派崔克．羅斯弗斯 技客的完美天堂。作者恩斯特．克萊恩筆下的人物在虛擬世界中進行一場攸關生死的競賽——這種情節適當不過，因為作者也是奮戰不懈以求讓夢想成真。克萊恩將悲慘的惡托邦和精心刻畫的懷舊氛圍融合在一起，創造出的故事肯定會在每個真正技客的心中引發迴響。
——《血誓》（Blood Oath）作者克利斯．方斯沃斯 不知怎麼辦到的，總之克萊恩成功地把技客對七○和八○年代的集體懷舊夢想放入了他們的神經系統，讓他們出神地陶醉其中，並利用他在這二十年裡重新找到的試金石創造出比閱讀更了不起的冒險。《一級玩家》提到的電影《戰爭遊戲》、電視影集《天才家庭》、阿拉丁城堡電
子遊樂場，以及其他許多很棒的驚喜，在在勾起我年輕時的最美好回憶。 ——《唐人街死雲大危機》（The Chinatown Dead Cloud Peril）作者保羅．馬蒙 書中隨處可拾電玩遊戲、電影、小說、漫畫、歌曲和電視劇。有些顯而易見，有些隱而細微。讀了之後我確定我開始懷念這些，我相信你也會：程度則視
你所屬的技客文化而定。你認出來的那些一定會讓你漾起微笑，從頭溫暖到技客的腳趾頭。然而，這本書只有這樣嗎？只是為了獎勵曾迷戀的事物而形成的技客大集合？除了沉溺於每個技客的幻想中，期望有一天我們腦袋裡那一只只裝滿某領域細瑣知識的破瓶可以讓我們聲名大噪、名利雙收，這本書還有其他的意義嗎？當然有，《一級玩家》精
采地訴說著友誼、夥伴情誼、榮譽和愛。在真實世界中曾交過朋友，主動維繫友誼，或者曾愛上網友的人，就會發現這本小說裡所提到的人際關係確實可信。這本書要傳達的訊息就是，不管你是誰，來自何方，如果你對於想達成的事情集中念力，並借助朋友的一點幫忙，你一定能達成。最棒的是，它告訴我們，如果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人能團結
一致，就能撂倒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中的大壞蛋。 ——「技客星球」網站書評 進入《一級玩家》的世界會讓人驚歎，這種經驗既興奮又深刻。克萊恩是說故事高手，他勾勒出高清晰度的未來，令人目眩神迷，但同時又帶領我們乘坐情緒的雲霄飛車。就算不是科技技客，就算不接觸電玩，你也能享受這本書。在宅男技客的表象下，它所呈現的
是動人的友誼故事、善惡的鬥爭，以及當代的愛情故事。克萊恩藉由此書來告訴我們在高度連結的數位世界中，當個真正人類所代表的意義為何。如果你愛動作片和冒險片，就要讀這本書，如果你追求愛情和人生意義，如果你想預見未來，或者只是要單純享受小說所帶來的興奮悸動，也都能從這本書裡獲得。撇開《哈利波特》、《星際大戰》和
《魔戒》，令人震懾的新故事和說書人來了。別等著做好心理準備——直接買書，跳進去讀。因為這麼令人讚歎的故事是不可能等你先做好心理準備的！ ——《紐約時報》專欄「紐約市電影」
作者在故事中囊括了多項元素，包括八○年代的各種經典電玩遊戲、音樂與電影、戲劇，讓過去與未來揉合而成一種衝突樂趣，更結合了現今的社會議題——所謂的「繭居族」問題，以及青少年沉溺電玩、逃避現實之現況——揭露出人們過於追求假象而無視身旁現實的扭曲心理。 ——部落客．小云
《一級玩家》之所以好讀又好玩，在於它以一個簡單的軸線吸引讀者持續對故事保持關注（喔你知道的，就跟那些規則簡單、畫面不那麼細緻卻能讓人百玩不膩的遊戲一樣），卻不斷添加讀者熟稔的各式元素，甚至帶點挪用的典故操弄，讓人在小說世界裡不斷驚喜其精妙的用典，以及產生緬懷的、懷舊式的共鳴。
——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心戒 在《小飛俠》裡，溫蒂撒上精靈的魔法粉，然後想著快樂的事情，就可以飛起來了。如今，我們閱讀著《一級玩家》，想著那熠熠發光的黃金八○年代，彷彿就克服了現實的重力，徜徉在作者用想像力為我們打造的樂園，一個懷舊的neverland。 ——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曲辰
眩目的未來科技、豐富的八○年代歷史……你我永不厭倦、為英雄喝采的戲碼；加上一段萌芽於虛擬世界中的純純感情。《一級玩家》的遊戲一開始，絕對讓讀者如同按下一場冒險遊戲的啟動鍵，非得一路闖關下去而無法罷休。 ——部落客．苦悶中年男
好的網路遊戲就是要有讓人流連其中的特色，一本好的小說也是一樣。整個故事如同一場華麗的冒險，唯有靜心等待，才能夠勝利在望……相當有趣、娛樂性也很高，唯有親自一讀，才能感受到這本小說描繪的精采世界。 ——部落客．?
感謝作者帶我回到了那段無憂無慮的時光。如果你也是活在八○年代的人，翻開第一頁，你就知道這是一本為你而寫的小說。 ——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張筱森 看完《一級玩家》真的會有點拿捏不出現實和虛擬生活的差異，穿插得太好了！其實每個人都冥冥在尋覓心中的「綠洲」，《一級玩家》踏實地描繪出人都有的欲望和缺陷，與
我們內心的寂寞和嚮往相呼應。網路世界的一言一行都是每個人心中想說、想做的縮影。只要你能夠正面去集中一個信念，執行它，你會發覺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和你一樣的人累積著這些能量，在最適當的時候綻放。我是個很容易迷上奇幻事物的女生，瘋狂地蒐集或忘我地投入。後來發現，就是這一股股的傻勁和一波波的熱情造就了每個人的獨
特性。跟著主角韋德一步步地感受，他延伸了我好多的欲望，讓我覺得自己宅的值得，因為很多以前和未來的流行文化就是這麼地奇妙有創意。最想擁有的就是他在學校可以隨時「靜音」別人的批評，然後帥氣地走開，完全不吸收，做自己。其實現在我就覺得我也可以這樣：不斷地練技、升級，成功地搜獲生命中所有的寶藏。
——藝人．廖語晴 作者運用了極為大量的通俗及次文化元素，成功激起了讀者的高度共鳴。無論你喜歡的是電影、電視影集、音樂、電玩、桌遊、動畫或漫畫，都必然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元素。更棒的是，部分元素也絕非單純提及的虛晃一招，而是與故事發展息息相關，因此使人在閱讀時更覺興味盎然。而這種作法，或許也正是作者撰寫
本書的目的：藉由一個通俗且極具娛樂性的故事架構，完成其以通俗來禮讚通俗的寫作目的，同時亦令全書得以喚醒讀者的集體回憶，再度回到那個什麼事情都有可能，世界與世界間也毫無分野的美好時代。 ——文字工作者．劉韋廷
作者點燃了中年宅叔心中深埋已久的引信，一發不可收拾……除了完全投降融入其中，根本就沒有第二個閱讀選項。 ——「科幻國協毒瘤在臺病灶」站長．貓昌 這不只是一個遊戲阿宅才會有共鳴的書，我幾乎不玩任何game，但是八○年代的電影、影集跟音樂塑造了我的人格，那種豐裕俗麗的時代精神深深滲透到我的靈魂深處，讓我面對
二十一世紀黯淡的現世，還是有某種（也許天真到很可怕的）樂觀積極。這是八○年代的美好遺產，我想我完全明白，韋德為什麼能夠靠著這個度過他的黑暗時代…… ——MLR推理文學研究會成員．顏九笙 【本書專屬遊戲】 破解三把鑰匙 《一級玩家》驚喜彩蛋等你拿
活動詳情參考網址：https://goo.gl/3h5MDR 出版社 麥田 (城邦)?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by Geoffrey Chaucer.

愛麗絲穿透了鏡子，跑到鏡子裡，展開新的奇幻旅程，鏡子裡的世界是一個大棋盤，她一格一格往前走，遇見了西洋棋子、會說話的花、有趣的叮噹兄弟，雜貨店的綿羊老闆、牆上的蛋頭先生、傳說中的獨角獸等等，走到第八格時，變成了皇后，舉辦了一場不可思議又超乎想像的宴會……

★ 紐伯瑞文學獎金牌獎作家傑瑞．史賓納利經典之作 ★《紐約時報》排行榜暢銷書 ★《家長好書》金牌獎得主 ★《出版家週刊》年度最佳讀物 ★ 美國圖書館協會最佳青少年小說 ＊關於紐伯瑞文學獎： 1922年美國圖書館學會為了紀念「兒童文學之父」約翰．紐伯瑞而成立的兒童文學獎項。
她的與眾不同，讓每個人都深深著迷。 她的格格不入，讓每個人避之唯恐不及。 星星女孩捲起天翻地覆的風暴，讓人重新思索， 在「平凡」與「不凡」之間，該如何抉擇？ 星星女孩讓人捉摸不定。 她是仙人掌花所散發出最淡的花香，是一隻姬鴞飛掠而過的影子。 我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方式看待她。
我們想把她當成蝴蝶，釘在軟木板上， 但大頭針刺穿木板，她飛走了…… 開學第一天，星星女孩來到寂靜的邁卡中學，帶來聲音和色彩。 她用一個微笑擄獲了里歐的心，她的歡呼喚醒了全校的學生， 每一個人都深深為她著迷。 直到有一天，突然間，她的與眾不同成為人人排斥她的原因，
在同儕與初戀之間難以取捨的里歐，向她提出一個要求， 希望她能夠成為「平凡」的女孩…… 名人推薦 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宋怡慧 貓頭鷹親子教育協會創辦人│李苑芳 作家│楊婕 心動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好評推薦 珍惜身邊獨特的人，別讓她變得很一般，也別讓她消失。這是從《星星女孩》得到的深刻感悟。
──戀風草青少年書房店長 邱慕泥 《星星女孩》是本難得嘗試捕捉變化莫測民意的青少年小說，那些令人摸不著頭緒的瞬間，是每個孩子摸索、拓展、抗拒、學習個體與群體邊界的過程，更是自我認同的建構經驗，人生雖不是非黑即白，但終究得做出自己的選擇。 ──親職溝通作家與講師 羅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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