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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總類（索書號 000-099）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李伯伯最愛的 40本書 李家同 圓神 012.4 

閱讀的所在 劉慧麗 網路與書雜誌 019.07 

人生新願景 江映松 台中圖書館 073 

面對大海的時候 龍應台 時報文化 078 

 

  

編製日期：1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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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學類（索書號：100-199）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打開戀物情節 珍．漢默史洛(Jane 

Hammerslough) 

張老師 164.7 

是你選擇了憂鬱:善用選擇理論改善婚姻'家庭、學校

和職場關係 

威廉.葛列神(wiliam Glasser) 商業週刊 170 

心理學精義 歐正伸 考用 170 

超越自我之道：超個人心理學的大趨勢 羅傑．渥許(Roger Walsh)、法

蘭西絲．方恩(Frences 

Vaughan) 

心靈工坊 170.1 

情緒寄生:與自我和解的 34則情感教育 許皓宜 遠流出版 170.181 

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 弗蘭克 杏文醫學文庫 170.189 

榮格心理治療 瑪麗-路薏絲.馮法蘭茲 心靈工坊 170.189 

現代心理學說與教育 無 無 170.38 

心理學家與你 黃榮村 大洋出版 170.7 

巴夫洛夫的狗：50個改變歷史的心理實驗 亞當．哈特－戴維斯 大石國際 171 

像佛陀一樣快樂：愛和智慧的大腦奧秘 瑞克．韓森(Rick Hanson)、查

理．曼度斯(Richard Mendius) 

心靈工坊 172 

喜悅的腦：大腦神經學與冥想的整合運用 丹尼爾．席格(Daniel J 

Siegel) 

心靈工坊 172.1 

神經心理學 梅錦榮 梅錦榮著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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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心理與生活 吳靜吉 遠流出版 173 

快樂，其實很簡單:112種行動方法一試就快樂 時台明 水晶 173.1 

兒童心理診所 柯華葳、游乾桂 桂冠出版 173.1 

想追好男孩:青春族的情感世界 張老師 張老師 173.2 

青年的認同與迷失 張春興 東華書局 173.2 

這就是男人! 阿龍．葛瑞奇(Alon Gratch) 張老師 173.3 

女性新生活手冊 沈怡 遠流出版 173.4 

一個女人的成熟 薇薇夫人 遠流出版 173.4 

拯救奧菲莉亞 瑪莉．派佛 平安文化 173.4 

識知心理學說與應用 江紹倫 聯經出版 173.6 

品德深度心理學 Integrity in Depth 約翰．畢比(John Beebe) 心靈工坊 173.7 

找回愛與尊重的自尊課 蘇絢慧 三采文化 173.75 

權力的取得與應用 Michael Korda 遠流出版 173.8 

中國人．中國心－傳統篇 高尚仁、楊中芳 遠流出版 173.907 

榮格解夢書 詹姆斯．霍爾 心靈工坊 175.1 

躁鬱奇才：不凡創造力的背後 賈伯洛．賀許曼(D. Jablow 

Hershman)，朱利安．李伯

(Julian Lieb) 

張老師 175.2 

被討厭的勇氣 二部曲完結篇：人生幸福的行動指南 岸見一郎、古賀史健 究竟 175.7 

愛、罪疚與修復 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 

心靈工坊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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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做自己最好的醫生：一位心理學家的自癒實錄 鍾灼輝 大塊文化 175.8 

世界最神奇的催眠術 林俊良 德威國際文化 175.8 

來自宇宙的新小孩 梅格．布萊克本．洛賽(Meg 

Blackburn Losey) 

大雁文化 175.9 

22 個今生靈魂課題 桑妮雅．喬凱特(Sonia 

Choquette) 

生命潛能文化 175.9 

克里昂靈性寓言故事 李．卡羅(Lee Carroll) 生命潛能文化 175.9 

光的語錄---與宇宙的新小孩對話 Meg Blackburn Losey 宇宙花園 175.9 

靛藍成人的地球手冊：給新世界的先行者 卡比爾．賈菲(Kabir Jaffe)、

瑞塔瑪．戴維森(Ritama 

Davidson) 

宇宙花園 175.9 

生活中的心理學 乾孝 天馬文庫 176 

你何時要吃棉花糖？：時間心理學與七型人格 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約翰．波伊德(John 

Boyd) 

心靈工坊 176.233 

不可思議的直覺力：超感知覺檔案 伊莉莎白．羅伊．梅爾

(Elizabeth Lloyd Mayer) 

心靈工坊 176.28 

30 堂帶來幸福的思辯課 琳達．艾爾德(Linda Elder)、

理察．保羅(Richard Paul) 

商周 176.4 

看遍心底事 余德慧 張老師 176.44 

成功的說話原理和運用 杜樂絲．莎羅 獅谷出版 17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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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別跟情緒過不去 亞伯．艾里斯(Albert Ellis) 張老師 176.5 

情緒與壓力管理 黃惠惠 張老師 176.5 

心的自由：達賴喇嘛 VS.艾克曼談情緒與慈悲 達賴喇嘛(Dalai Lama) 保羅．

艾克曼(Paul Ekman) 

心靈工坊 176.5 

心理學家的面相術 保羅．艾克曼(Paul E) 心靈工坊 176.5 

我還沒準備說再見:突然失去摯愛後，你可以這樣療

癒自己 

布蕾克．諾爾(Brook Noel)，帕

蜜拉‧D‧布萊爾(Pmela 

D.Blair) 

城邦文化 176.52 

無懼的人生 Vera Peiffer 方智出版 176.526 

寫自己的壓力處方 肯尼斯．麥森尼(Kenneth 

Matheny)、克里斯多福．麥卡席

(Christopher J. McCarthy) 

張老師 176.54 

給壓力一個出口 湯姆．麥格司(Tom McGrath) 張老師 176.54 

放輕鬆：揮別壓力的正念減壓法 傑弗瑞．布蘭特力(Jeffrey 

Brantley) 

法鼓文化 176.54 

顛覆壓力 Rodert Sharpe 精彩 176.54 

如何好好生氣：憤怒模式工作手冊 羅勃特．富勒 曼隆格(Robert 

E. Freeman-Longo) 穆瑞．柯藍

(Murray Cullen) 

張老師 176.56 

行為改變技術 陳榮華 五南圖書出版 176.8 

行為改變技術 Garry Martin/Joseph Pear 彰化文出版社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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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正向思考不是你想的那樣：讓你動力滿滿，務實逐夢

的動機新科學 

歐廷珍(Gabriele Oettingen) 遠見 176.85 

怎樣洞察別人 卡萊蘿等 桂冠出版 176.85 

行為改變之理性與應用 許天威 復文圖書出版社 176.85 

人際溝通高手 戴晨志 台北市時報文化 177 

創痛原是一種福分 貝佛莉．恩格(Beverly Engel) 生命潛能文化 177 

愛.醫藥.奇蹟 Bernie S.Siegel 遠流出版 177 

人生不能沒有伴：找回各種關係裡的安心感 許皓宜 如何 177.1 

    

一分鐘心理醫生：瘋狂世界裡的健康指引 亞諾德拉薩魯斯(Arnold A. 

Lazarus)，克利夫德．拉薩魯斯

(Clifford N. Lazarus) 

張老師 177.2 

不夠好也可以：女人的風趣 鄧惠文 三采文化 177.2 

美好五分鐘：平靜專注的 100則練習 傑弗瑞．布蘭特力 心靈工坊 177.2 

心中壞小孩 寶琳．瓦林(Pauline Wallin) 張老師 177.2 

拖延心理學：為甚麼我老是愛拖延? 是與生俱來的壞

習慣，身不由己? 

珍．博克(Jane B Burka) & 萊

諾拉．袁(Lenora M. Yuen) 

漫遊者文化 177.2 

快樂的十日課：從憂鬱到快樂的十個步驟 大衛．柏恩斯 張老師 177.2 

迎向生命迎向愛：現代人現代生活的實用寶 藍三印 桂冠出版 177.2 

鑽石途徑 1：現在心理學與靈修的整合 阿瑪斯(A.H.Almaas) 心靈工坊 177.2 

鑽石途徑 2：存在與自由 阿瑪斯(A.H.Almaas) 心靈工坊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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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鑽石途徑 3：探索真相的火焰 阿瑪斯(A.H.Almaas) 心靈工坊 177.2 

鑽石途徑 4：無可摧毀的純真 阿瑪斯(A.H.Almaas) 心靈工坊 177.2 

尊重自己 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 

張老師 177.2 

決定成功的策略 夏伯銘 國際村 177.2 

永不放棄:堅持成就完美 開心格格 異父文化 177.2 

創造自己的機運 黑幼龍 天下遠見 177.2 

心理醫師媽媽 告訴女兒的 31件事 韓星姬 城邦文化 177.2 

這輩子，你該做什麼?(全新增訂版) 坡．布朗森(Po Bronson) 早安財經文化 177.2 

心態，決定幸福:十個改變人生的承諾 大衛．賽門(David Simon) 心靈工坊 177.2 

你比自己想的更勇敢:跨越陰影、擁抱愛的 8個心靈

密碼 

黛比．福特(Debbie Ford) 遠見天下文化 177.2 

遇見更好的自己:卡內基 6大夢想實踐力 黑幼龍 天下遠見 177.2 

你是怎麼想最重要:自信人生 52法則 傑瑞．明其頓(Jerry 

Minchinton) 

方智出版 177.2 

不抱怨的世界 威爾．鮑溫(Will Bowen) 時報文化 177.2 

The Power 力量 朗達．拜恩(Rhonda Byrne) 方智出版 177.2 

活得好的 100個理由 游乾桂 時報文化 177.2 

發現你的利基:從排行與性格創造優勢 凱文．李曼(Kevin Leman ) 張老師 177.2 

為夢想跌倒，痛也值得! 冒牌生 時報文化 177.2 

我是 美好的 露易絲．賀(Louise L. Hay) 天下遠見 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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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幸福，很近很小 :凝視自己內心，每天都是愛自己的

練習 

衛藤信之 采實文化 177.2 

幸福，從心開始－活出夢想的十個指南 原栗英彰(Hideaki Kurihara)、

栗原弘美(Hiromi Kurihara) 

心靈工坊 177.2 

做自己與別人生命中的天使 嚴長壽 寶瓶文化 177.2 

最後的五個願望 蓋伊．漢德瑞克(Gay 

Heendricks) 

商周 177.2 

心靈雞湯 傑克．坎菲爾(Jack 

Canfield)、馬克．韓森(Mark 

V. Hansen) 

晨星出版 177.2 

快樂的十日課：從憂鬱到快樂的十個步驟 大衛．柏恩斯(Favid D. Bums) 張老師 177.2 

別再「可是」了 吉恩.海頓 時報文化 177.2 

勝任自己 鄭石岩 遠流出版 177.2 

自信要怎麼說出口 艾伯提 寂天文化 177.2 

快樂，其實很簡單 時台明 水晶圖書 177.2 

走過愛的蠻荒 文國士 寶瓶文化 177.2 

寂寞的不只是你 古屋和熊 天下文化 177.3 

與豪豬共舞-建立和諧的人際關西 鮑布．腓立普斯 校園書房 177.3 

人際關係與溝通 Rudolph F. Verderder, 

Kathleen S. Verderder 

揚智文化 177.3 

人際關係與溝通 林欽榮 揚智文化 1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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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人際關係與溝通 黃培鈺 新文京開發 177.3 

人際關係的理論與實務 徐西森等合著 心理 177.3 

與人接觸 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 

張老師 178 

習慣心理學:寫在晤談椅上四十年之後(理論篇) 柯永河 張老師 178 

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心靈工坊 178 

扭轉心靈危機 克里斯．克藍克(Chris 

L.Kleinke ) 

生命潛能文化 178.2 

誘引我的你是誰? 朴玉洙 宏冠 178.3 

危機行為的鑑定與輔導手冊 Robert E. O'Neil 揚智文化 178.3 

艾里斯:理情治療學派創始人 約瑟夫．顏古拉(Joseph 

Yankura)、 

溫蒂．德來登(Windy Dryden) 

生命潛能文化 178.3 

理情行為治療 亞伯．艾里斯(Albert Ellis) 張老師 178.3 

嚴重行為的問題處理 施顯烇 五南圖書出版 178.3 

聯合家族治療 Virginia Satir 桂冠出版 178.3 

兒童輔導與諮商－理論與技術 黃月霞 桂冠出版 178.3017 

團體諮商與治療 一個嶄新的人際－心理動力模式 吳秀碧 五南圖書 178.4 

焦點解決短期心理諮商 許維素 張老師 178.4 

諮商督導實務 林家興、趙舒禾、方格正、 

黎欣怡、李露芳、葉安華 

林家興等著 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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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焦點解決短期治療:理論與實務 許維素 心理 178.4 

諮商心理衡鑑的理論與實務 孫頌賢 張老師 178.4 

40 個諮商師必知的諮商技術 Bradley t.erford 心理出版 178.4 

你在做什麼？成功改變自我、婚姻、親情的真實故事 威廉.格拉瑟(willAm Glasse) 張老師 178.8 

其實你沒有學會愛自己：練習以愛．重新陪自己長大 蘇絢慧 寶瓶文化 178.8 

身心桃花源：當洋醫生遇見赤腳仙 比爾．莫怡斯(Bill Moyers) 張老師 178.8 

把自己愛回來：改寫生命腳本的療癒故事 周志建 方智出版 178.8 

敬那些痛著的心：蘇絢慧的暖心放映時光 蘇絢慧 究竟 178.8 

跟家庭的傷說再見：與生命和解的故事療癒 周志建 方智出版 178.8 

關係的評估與修復：培養家庭治療師必備的核心能力 趙文滔、許皓宜 張老師 178.8 

擁抱不完美：認回自己的故事療癒之旅 周志建 心靈工坊 178.8 

存在心理治療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張老師 178.8 

心靈的淬鍊 瑪麗亞．葛莫利(Maria Gomori) 

、伊蓮娜．艾達斯金(Eleanor 

Adaskin) 

張老師 178.8 

其實你沒有學會愛自己：練習以愛．重新陪自己長大 蘇絢慧 寶瓶文化 178.8 

生命的禮物：給心理治療師的 85則備忘錄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心靈工坊 178.8 

薩提爾治療實錄-逐步示範與解析 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 

龔娴紅譯 178.8 

人際溝通分析練習法 艾恩．史都華(Ian Stewart)、

凡恩．瓊斯 

張老師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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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家族治癒的靈性療癒 芙若瑪．華許(Froma Walsh) 張老師 178.8 

學習家族治療 薩爾瓦多．米紐慶(Salvador 

Minuchin)、 

李維榕(Wai-Yung Lee)、 

喬治．賽門(George M. Simon) 

心靈工坊 178.8 

藝術治療：繪畫詮釋：從美術進入孩子的心靈(第二

版) 

陸雅青 心理 178.8 

藝術治療：繪畫詮釋：從美術進入孩子的心靈(第二

版) 

陸雅青 心理 178.8 

諮商督導的臨床筆記 林家興 林家興著 178.8 

從故事到療癒:敘事治療入門 艾莉絲．摩根(Alice Morgan) 心靈工坊 178.8 

沙盤治療實務手冊 Linda E. Homeyer﹐Daniel S. 

Sweeney 

心理 178.8 

在關係中，讓愛流動:華人家庭關係的評估與修復 趙文滔 張老師 178.8 

我和我的四個影子-邊緣性病例的診斷及治療 平井孝男 心靈工坊 178.8 

夫妻溝通成功七律 亞伯．艾里斯(Albert Ellis ) 

泰德．克勞福(Ted Crawford) 

張老師 178.8 

沙遊療法與表現療法 山中康裕(Yasuhiro Yamanaka) 心靈工坊 178.8 

家族再生：逆境中的家庭韌力與療癒 芙瑪．華許(Froma Walsh) 心靈工坊 178.8 

存在心理治療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張老師 178.8 

大象在屋裡：薩提爾模式家族治療實錄 1 瑪莉亞．葛莫利(Maria Gomori) 張老師 178.8 



  第 12頁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薩提爾成長模式的應用 約翰．貝曼(John Banmen) 心靈工坊 178.8 

其實你沒有學會愛自己：練習以愛．重新陪自己長大 蘇絢慧  寶瓶文化  178.8 

ACT 實務工作者手冊 約瑟夫．西亞諾契(Joseph 

V.Ciarrochi) 

安．貝莉(Ann Bailey) 

張老師文化 178.8 

DBT 技巧訓練手冊(上) 瑪莎．林納涵(Marsha 

M.Linehan) 

張老師文化 178.8 

DBT 技巧訓練手冊(下) 瑪莎．林納涵(Marsha 

M.Linehan) 

張老師文化 178.8 

愛與和解：華人家庭的系統排列故事 周鼎文 心靈工坊 178.8 

選擇職業的 10個心理測驗 田崎仁 新潮社 179 

戀人之書 16型人格愛情密碼 艾咪 吳怡蒨繪 179.6 

美．靈魂的禮物 皮耶洛．費魯奇(Piero 

Ferrucci) 

心靈工坊 180 

成功致富又快樂 溫世仁 大塊文化 191 

探索人生方向的寓言 林清玄 圓神 191 

看淡生死人生 林慶昭 出色文化 191 

用心去活：生命的十五堂必修課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Elisabeth Kubler-Ross，

M.D.)大衛．凱思樂(David 

Kessler 

張老師 191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2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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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去活：生命的十五堂必修課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Elisabeth Kubler-Ross，

M.D.) 

大衛．凱思樂(David Kessler) 

張老師 191 

心靈維他命 林聖哲 三采文化 191 

在季節的窗下開放著芬芳 慮皇等作 慈濟中文期刊 191 

青蛙不知道自己快被煮熟了 奧利佛．克雷 奧林文化 191 

兒童與解放 黃武雄 人本教育基金會 191 

念轉運就轉 5  心念 黃子容 光彩文化 191.9 

生命沙伐旅 約翰.史崔勒基

(john.P.strelecky) 

時報文化 191.9 

我還年輕:不老族快樂哲學 丹尼爾．克萊恩(Daniel Klein) 馬可孛羅文化 191.9 

念轉運就轉 黃子榮 光采文化 191.9 

別讓現在的壞事,趕走未來的好事 艾爾文 方智出版 191.9 

關於生死，他們這麼說:23位名人教你看透生死迷障

的真言錄 

王中和 人本自然文化 191.907 

生命宛若幽靜長河 余德慧 張老師 191.91 

生命夢屋 余德慧 張老師 191.91 

寬容．讓自己更好：接受不完美的心理練習 克莉絲汀．聶夫 

(Kristin Neff,PH.D.) 

天下遠見 192.1 

每一天，都是放手的練習 梅樂蒂．碧緹 遠流出版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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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自己活 秋元 康 駿達 192.1 

精神體操：走出困境，迎向希望 鄭石岩 遠流出版 192.1 

鹿智者的心靈法則 丹．米爾曼(Dan Millman) 心靈工坊 192.1 

有禮達理:人文素質的涵養 釋證嚴 靜思人文 192.1 

幸福，從聽見自己的聲音開始 上官昭儀 養沛文化館 192.1 

別再說了！現在就為你的人生做好規劃|：建立成功

的生涯規劃 

溫蒂．赫胥、查里斯．傑克森 種籽文化 192.1 

當下覺醒 史蒂芬．鮑地安 

(Stephan Bodian) 

心靈工坊 192.1 

當下的力量:找回每時每刻的自己 艾克哈特．托勒 

(Eckhart Tolle) 

橡實文化/大雁文化 192.1 

為自己解惑 博佩榮 皇冠文化 192.1 

心開,路就開 林慶昭 出色文化 192.1 

心的面貌 維琴尼亞．薩提爾 

(Virginia Satir) 

張老師 192.1 

當下覺醒  史蒂芬．鮑地安 

 

心靈工坊  192.1 

把話說到心窩裡 劉傭 水雲齊 192.32 

一開口撩人又聊心 瑪那雄(陳家雄) 如何出版 192.32 

生活簡單就是享受 愛琳．詹姆絲 新路 192.5 

簡優．減憂過生活 蘇芳霈 慈濟中文期刊部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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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迎風向前：享受工作與生活的 65個態度 水野敬也、長沼植樹 方智出版 192.8 

祝你早日康復(Get Well Therapy) 布雷蕭(Clair Bradshaw) 張老師 192.8 

記得照顧自己(Caregiver Therapy) 茉莉．庫柏貝克 

(Julic Kuebelbeck) 

張老師 192.8 

給獨一無二的你(Self－esteem Therapy) 凱倫．凱塔菲絲(Katafiasz 張老師 192.8 

「三從」到「三寵」:齊家的智慧 陳瓊姬 慈濟中文期刊部 193.07 

雀躍陽光下的友誼 林慶昭 高寶國際 195.6 

醫院裡的哲學家 

(Troubled Voices: stories of ethics & illness) 

李察．詹納 Richard M. Zaner 心靈工坊 198.41 

醫院裡的危機時刻：醫療與倫理的對話 李察．詹納 Richard M. Zaner 心靈工坊 198.41 

器官量販店：生命工程的設計與行銷 安德魯．金伯利 

(Andrew Kimbrell) 

新新聞文化 198.41 

傅佩榮論愛 傳佩榮 海飛麗 198.41 

心理治療的道德責任 威廉．竇赫提(William 

J.Doherty) 

心靈工坊 198.41 

每個人都想學的焦慮課：用認知行為療法擺脫社交恐

懼、黑暗心理、憂慮壓力，學習善待自己 

大衛.A.克拉克 

亞倫.T.貝克 
高寶國際出版 176.527 

有病的其實是我媽，卻要我去諮商：寫給青少年和家

長的心理圖文書 
大衛.古席翁 究竟 173.1 

人生中的廢棒，我又廢又棒 dooing（莊明華） 精誠資訊 191.9 

帶著校園霸凌記憶長大的我們：致當年那些加害者們 Creal 野人文化出版 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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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男：病態人格-精神科醫師剖析 7種人格違常渣

男，遠離致命愛情 
王俸鋼 寶瓶文化 175.7 

勇於不敢，愛而無傷 蔡璧名 天下 121.337 

更快樂 :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 塔爾‧班夏哈(Tal Ben-Shahar) 天下 176.51 

阿德勒勇氣寶典：自助與助人的手冊 陳偉任 白象文化 175.7 

阿德勒心理學講義 阿德勒(Alfred Adler) 經濟新潮社 175.7 

客體關係理論與心理劇 保羅‧霍姆斯(Paul Holmes) 張老師 178.8 

也許你該找人聊聊：一個諮商心理師與她的心理師，

以及我們的生活 
蘿蕊‧葛莉布(Lori Gottlieb) 行路 178.4 

創傷的積極力量(上)-正向心理學與焦點解決治療的

合作策略 

芙蕾莉‧班寧克(Fredrike 

Bannink) 
張老師 178.8 

創傷的積極力量(下)-正向心理學與焦點解決治療的

合作策略 

芙蕾莉‧班寧克(Fredrike 

Bannink) 
張老師 178.8 

療癒次級創傷：助人工作者的自我療癒指南 
楚蒂‧吉伯特-艾略特(Trudy 

Gilbert-Eliot) 
遠流出版 178.8 

第一本複雜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自我療癒聖經：在童

年創傷中求生到茁壯的恢復指南 
彼得‧沃克(Pete Walker) 柿子出版 178.8 

沙遊-非語言的心靈療法 Kay bradway,Barbara McCoard 五南圖書出版 178.8 

兒童與青少年創傷知情實務工作 
William Steele、Cathy 

Malchiod 
洪葉文化 178.8 

跟心裡的傷痛告別：創傷療癒大師教你如何修復失衡 查爾斯‧惠特菲爾德(Charles 遠流文化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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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 L.Whitfeld) 

情緒勒索：那些在伴侶、親子、職場間，最讓人窒息

的相處 
周慕姿 寶瓶文化 176.52 

解鎖：創傷療癒地圖 彼得‧列文(Peter A.Levine) 張老師 178.8 

療癒從感受情緒開始：傷痛沒有特效藥，勇於面對情

緒浪潮，就是最好的處方箋 
留佩萱 遠流文化 176.52 

童年的傷，情緒都知道：26個練習，擁抱內在憂鬱小

孩，掙脫潛藏的家庭創傷陰影，找回信任與愛 

史蒂芬妮‧史塔爾(Stefanie 

Stahl) 
時報文化 178.3 

給總是講裝堅強、逃避傷痛的你：解開童年創傷的心

理圈套，運用自我對話，療癒不安與焦慮 
金允那 日月文化 178.8 

從聽故事開始療癒：創傷後的身心整合之旅 胡嘉琪 張老師 178.8 

情緒治療：走出創傷，BEST療癒法的諮商實作 周志建 方智出版 178.8 

情緒治療：走出創傷，BEST療癒法的諮商實作 周志建 方智出版 178.8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 
貝賽爾‧范德寇(Bessel van 

der Kolk) 
大家出版 178.8 

情緒勒索(全球暢銷 20年經典)：遇到利用恐懼、責

任與罪惡感控制你的人，該怎麼辦? 
蘇珊‧佛沃(Susan Forward) 究竟 176.52 

創傷的內在世界：生命中難以承受的重，心靈如何回

應 

唐納德‧塔爾謝(Donald 

Kalsched) 
心靈工坊文化 178.8 

從創傷到復原：性侵與家暴倖存者的絕望與重生 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 左岸文化 178.8 

長期精神動力取向心理治療-基本入門 葛林‧嘉寶醫師(Glen 心靈工坊文化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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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abbard.M.D.) 

療癒，藏在身體裡：從創傷復原到生命整合 凌昆楨 張老師 178.8 

過度努力：每個「過度」，都是傷的證明 周慕姿 寶瓶文化 192.1 

恰到好處的安慰：這樣說，幫助親友面對挫折、傷痛

與低潮 
凱西‧克洛(Kelsey Crowe) 究竟 176.52 

重新詮釋人生風景：用敘事治療改寫命運，為生活找

到解方 

秦安琪、曹爽、梁瑞敬、黃綺

薇、葛思恆 
張老師 178.8 

如果不行，就逃跑吧! 小池一夫 精誠資訊 177.2 

你可以生氣，但不要越想越氣：停止情緒化思考、不

再與對錯拔河，從此擺脫「地雷型」人設! 
水島廣子 仲間出版 176.5 

負面情緒的力量：駕馭黑暗的情緒走向更明亮的黎明 提姆‧洛瑪斯(Tim Lomas) 晨星出版 176.52 

在不完美的生活裡，找到完整的自己 艾爾文 三采文化 191.9 

蔡康永的情商課 2：因為這是你的人生 蔡康永 如何出版社 176.5 

你，很好：接受過去的你，喜歡現在的自己 艾爾文 方智出版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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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類（索書號：200-299）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靈性復興:科學與宗教的整合道路 肯恩．威爾伯(Ken Wilber) 張老師 200.16 

慧境神遊－漫遊東西哲學諸境界 梁燕城 宇宙光出版 211 

與神合一 尼爾．唐納．沃許(Neale 

Donald Walsch) 

方智出版 211.1 

迴旋宇宙序曲:光之靈 Dolores Cannon 宇宙花園 216.9 

覺醒風:東方與西方的心靈交會 約翰．威爾伍德(John Welwood) 心靈工坊 220.14 

年年三好三願 釋證嚴 靜思人文 225.4 

靜思語 釋證嚴 慈濟文化 225.4 

一行禪師-怎麼愛 一行禪師 大塊出版社 225.87 

一行禪師-怎麼坐 一行禪師 大塊出版社 225.87 

一行禪師-怎麼吃 一行禪師 大塊出版社 225.87 

一行禪師-怎麼走 一行禪師 大塊出版社 225.87 

一行禪師-怎麼鬆 一行禪師 大塊出版社 225.87 

生命不再等待 佩瑪．丘卓(Pema Chodron) 心靈工坊 226.962 

心靈神醫:創造健、幸福和覺悟的簡易禪修練習 東杜法王仁波切(Tulku 

Thondup) 

張老師 226.966 

大圓滿 達賴喇嘛(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心靈工坊 226.966 

轉逆境為喜悅-與恐懼共處的智慧 佩瑪．丘卓(Pema Chodron) 心靈工坊 22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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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為了什麼? 已馬內利修女(Soeur 

Emmanuelle) 

心靈工坊 242.42 

神之手-認識你內在的二十二種神秘人格 成英姝 心靈工坊 292.96 

心靈的故鄉:靜思精舍巡禮 潘煊 遠見天下文化 227.3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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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學類（索書號：300-399）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網路辭典:線上世界指引 大衛．莫爾斯(David Morse) 貓頭鷹 312.904 

時光旅人 馬雷特(Ronald L.Mallett )，

韓德森(Bruce Henderson) 

天下遠見 330.9952 

為什麼狗是寵物?豬是食物?: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道德

難題 

海爾．賀佐格(Hal Herzog) 遠足文化 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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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應用科學類（索書號：400-499）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說再見的 23個練習 堀繪里香 采實文化 410 

健康有約 1 大愛電視臺 天下遠見 410.46 

健康有約 2 大愛電視臺 天下遠見 410.46 

守護 4141個心跳 徐超斌 寶瓶文化 410.7 

點石成金健康法 姜淑惠 圓神 411.1 

身心靈整體健康：新時代醫學觀 蔡雅慧 宏欣文化 411.1 

自己當醫生：常春月刊選集 常春月刊 台視文化 411.1 

身心合一:肢體心靈和諧的現代健康法 肯恩．戴特沃德(Ken 

Dychtwald) 

生命潛能文化 411.1 

愛我，就不要控制我－共依存症自我療癒手冊 梅樂蒂．碧媞(Melody Beattie) 心靈工坊 411.1 

愛我，就不要控制我-共依存症自我療癒手冊 梅樂蒂．碧媞(Melody Beattie) 心靈工坊 411.1 

神奇的免疫力：一生無病計畫 阿諾．福克斯(Arnold Fox)、貝

利．福克(Barry Fox) 

新自然主義 411.1 

呼吸的神奇力量 德瓦帕斯(Devapath) 生命潛能文化 411.12 

我也不想恍神分心呀！精神科醫師教你集中力：46個

工作不出包，讀書不神遊，做事不拖延的專注技術 

西多昌規 城邦文化出版 411.19 

大腦的音樂體操-28堂音樂開發腦力課 李明蒨 張老師 411.1907 

越吃越美麗:美容漢方新驗證 蔡漁琴 臺視文化 411.3 

越吃越長壽:藥膳漢方新驗證 蔡漁琴 台視文化 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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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減肥的好幫手 郭心怡 安立 411.35 

上癮的治療與陪伴:全人關懷心靈輔導手冊 王倩倩 啟示出版 411.8 

人體使用手冊 吳清忠 達觀 413.1 

109 種常見的醫療陷阱：誤診預防手冊 理查．波岱爾(Richard N. 

Podell 

新自然主義 415 

攀越魔術山－罕見疾病 FOP的試煉與祝福 卡洛．沙巴達－惠倫(Carol 

Zapata Whelan) 

張老師 415.18 

那一百零八天(The Light You See) 郝明義 網路與書出版 415.18 

性格決定癌症？：癌症心理學 莉迪亞．提摩蕭(Lydia 

Temoshok)、亨利．卓爾(Henry 

Dre-her) 

新自然主義 415.271 

當呼吸化為空氣:一位天才精神外科醫師最後的生命

洞察 

保羅．卡拉尼提(Paul 

Kalanithi) 

時報文化 415.4682 

蔡合城癌末癌細胞不見了 蔡合城、張東秀 原水文化 415.645 

蔡合城癌末癌細胞不見了 蔡合城、張東秀 原水文化 415.645 

生理．心理．精神病 陸汝斌 宇宙光出版 415.852 

精神官能症 曾炆煌 水牛醫學 415.873 

鏡子裡的陌生人:一種隱藏的流行病 瑪莉．史坦伯格(Marlene 

Steinberg )、瑪辛．史諾

(Maxine Schnall) 

張老師 415.945 

鏡子裡的陌生人:解離症:一種隱藏的流行病 瑪莉．史坦伯格(Marlene 張老師 41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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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berg )、瑪辛．史諾

(Maxine Schnall) 

朵拉: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斷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 心靈工坊 415.945 

塗鴉與夢境 唐諾．溫尼考特(Donald W. 

Winnicott) 

心靈工坊 415.95 

他不知道他病了:協助精神障礙者接受治療 哈維亞．阿瑪多

(XavierAmador)，安娜麗莎．強

那森(Anna-Lisa Johanson) 

心靈工坊 415.95 

DSM-5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合記圖書出版社 415.95 

神奇城堡:以愛整合多重人格的真實案例 凱洛．史密斯(Carole Smith) 張老師 415.95 

11 個我與城堡 羅伯．安熙龍(Robert B.Oxnam) 時報文化 415.95 

刺蝟的愛情:親密關係與兩難困境 黛博拉．安娜．盧普尼茲

(Deborah Anna Luepnitz)． 

張老師 415.97 

諮商與心理治療 lrving B.Weiner 五南圖書 415.97 

找回內心的寧靜：憂鬱症的正念認知療法(第二版) 辛德．西格爾(Zindel V. 

Segal)、馬克．威廉斯(J. Mark 

G. Williams)、約翰．蒂斯岱

(John D. Teasdale) 

心靈工坊 415.985 

親愛的我，你好嗎?-十九歲少女的躁鬱日記 思瑀 心靈工坊 415.985 

親愛的我，你好嗎?-十九歲少女的躁鬱日記 思瑀 心靈工坊 41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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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情緒糟，不是你很糟:穿透憂鬱的內觀力量 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 心靈工坊 415.985 

請聽我說-請聽自閉少年的內心之歌 東田直樹 八方 415.988 

破牆而出:我與自閉症、亞斯伯格症共處的日子 史蒂芬．蕭爾(Stephen Shore) 心靈工坊 415.988 

親密的陌生人-給邊緣人格親友的實用指南 保羅．梅森(Paul T.Mason，

M.S.)、蘭蒂．克雷格(Randi 

Kreger) 

心靈工坊 415.99 

人人都有強迫症 王旗 高寶國際 415.991 

宅男宅女症候群：與社交焦慮症共處 林朝誠 心靈工坊 415.992 

瘋狂天才:藝術家的躁鬱之心 凱．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 

心靈工坊 415.994 

深井效應 治療童年逆境傷害的長期影響 娜汀˙哈里斯 究竟出版社 415.9517 

我遺失的時間 理查 ．貝爾(Richar K.Baer) 高寶國際出版 415.996 

第一人稱複數 康麥倫．魏斯特(Cameron 

West ，Ph‧ D) 

高寶國際出版 415.996 

晚安，憂鬱－我在藍色風暴中 許佑生 心靈工坊 415.998 

我的孩子得了憂鬱症:給父母、師長的實用指南 孟迪爾(Francis Mark 

Mondimore，M .D) 

心靈工坊 415.998 

以畫療傷-一位藝術家的憂鬱之旅 盛正德 心靈工坊 415.998 

聽天使唱歌 許佑生 心靈工坊 415.998 

走出藍色幽谷:告別憂鬱症 美國醫療協會 天下生活 415.998 

當所愛的人有憂鬱症-照顧他，也照顧好自己 蘿拉．艾普斯坦．羅森(Laura 張老師 41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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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tein Rosen)、哈維亞．法蘭

西斯可．阿瑪多(Xavier 

Francisco Amador) 

幸福滋味:傾聽憂鬱的心聲(第二屆(浴火重生)另類文

學獎得獎作品集) 

單題思等合著 心靈工坊 415.998 

癌來，我是素人畫家：從重症逆境中成長的身心靈滋

養寶典 

凌予 白象文化 416.2352 

突破現代醫學驚人的治癒成果 礒谷公良．礒谷圭秀 安立 416.414 

享受健康想受愛：女人的健康顧問(上) 丹尼斯．佛莉(Denise Foley)、

伊蓮．妮克絲(Eileen Nechas) 

新自然主義 417.1 

這世界，就該是太陽黃 亞伯特．艾斯畢諾沙(Albert 

Espinosa) 

方智 417.8 

一生罕見的幸福 巫錦輝 張老師 417.9 

微笑天使向前走：逆境家庭的生命復原力 吳蔗深、黃菊珍 張老師 417.9 

養身防癌精力湯 劉湘琪 如何 418.913 

21 世紀醫療革命:自然醫學 黃俊傑 生命潛能文化 418.94 

靈性治療的藝術:深入了解脈輪與能量在身體上的運

作 

凱思．雪伍(Keith Sherwood) 生命潛能文化 418.98 

點燃療癒之火－靈性治療，最深的靈魂探索 凱若琳．密思(Caroline Myss) 生命潛能文化 418.98 

靜心的療癒力量 蓋博爾．魏斯(Gabriel Weiss) 三采文化 418.98 

零極限－創造健康、平靜與財富的夏威夷療法 喬．維泰利(Joe Vitale)、伊賀 方智 418.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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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卡拉，修．藍(Ihaleakala 

Hew Len) 

不尋常的治療:催眠大師米爾頓．艾瑞克森的策略療

法 

傑．海利(Jay Haley) 心靈工坊 418.984 

站在琴鍵上看日出：一位旅居澳洲兒童音樂治療師的

心得記錄 

賴欣怡 新苗文化 418.986 

以畫為鏡:存在藝術治療 布魯斯．穆恩(Bruce L.Moon) 張老師 418.986 

把愛找回來:心理劇在悲傷輔導上的運用 游金潾 心理 418.986 

傾聽身體之歌--舞蹈治療的發展與內涵 李宗芹 心靈工坊 418.986 

聲音療法的七大秘密 強納森．高曼(Jonathan 

Goldman) 

生命潛能文化 418.989 

我的病患老師 于劍興等作 慈濟中文期刊部 419.4707 

我還活著-在心蓮病房的故事 3 許禮安 海鷗文化 419.7 

陪伴，是生命最好的禮物 史丹．高伯格(Stan Goldberg) 城邦商業周刊 419.71 

如果有一天，我們說再見 臺灣安寧照顧基金會 天下雜誌 419.825 

最後的擁抱:來自資深安寧護士、撫慰病患和家屬的

溫暖叮嚀 

瑪姬．克拉蘭(Maggie 

Callanan)，派翠西亞．克莉

(Patricia Kelley) 

野人文化 419.825 

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一位加護病房醫生的善終宣言 陳秀丹 三采文化 419.825 

台灣精神醫療的開拓者-葉英堃傳記 吳佳璇 心靈工坊 419.9232 

天使走過人間：生與死的回憶錄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天下遠見 419.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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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abth Kubler-Ross) 

健康，美麗自然來:陸文灝青春美形操 陸文灝 方智 424.1 

這樣料理最健康 姜淑惠 圓神 427.1 

養身防癌抗癌食譜 曹又方．郭月英 如何 427.1 

元氣健康補 方玉梅，美食天下編輯部作 台灣餐飲 427.1 

全食物密碼 陳月卿 大開資訊 427.1 

吃出健康好生機:88道簡易美味的生機料理 邱蕙臻 如何 427.31 

專注的技術－探索心靈的焦點 EUGENE T GENDLIN 天馬文化 427.4 

我來了－人類智慧學理念下的嬰幼兒保育 Joan Salter 光佑文化 428 

女人一生的健康護照 蕭美君 天下雜誌 429 

性字路上五十年 江萬煊 聯經 429.1 

設計的心理學:人性化的產品設計如何改變世界 Donald A.Norman 遠流 440.19 

清淨在源頭 證嚴法師 天下遠見 445.9 

意外的貴人:一個旅館人的驚奇之旅 蘇國垚 天下遠見 489.2 

麥肯錫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為什麼他們問完問題，

答案就跟著出現了? 

高杉尚孝 大是文化 494.1 

穀倉效應:為什麼分工反而造成個人失去競爭力、企

業崩壞、政府無能、經濟失控? 

吉蓮．邰蒂(Gillian  Tett) 三采文 化 494.2 

僕人－修道院的領導啟示錄 詹姆士．杭特(James C. 

Hunter) 

商周 494.2 

給未來的自己:找尋生命中的五片拼圖，成為想被追 馬克．米勒(Mark Miller) 天下雜誌 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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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的人 

臺灣世界級企業家領導風範 許龍君 智庫 494.2 

成功不墜-最適合者再生 唐納．薩爾(Donald N.Sull) 天下雜誌 494.2 

職場女王 麗莎．羅賓(Lisa Rodyn) 台灣廣廈 494.21 

揭密！萬惡人資主管的良心建言：面試、升遷、跳

槽、資遣、考績....其實是這麼一回事 

萬惡的人力資源主管 先覺 494.35 

作自己職場的諸葛亮－詹文男博士教你步步發光 詹文男 天下雜誌 494.35 

要做就做最好的 楊智為 水晶 494.35 

回話的藝術:有些時候你不該說(正確答案)，你該說

的是(聰明答案) 

鈴木銳智 大樂文化 494.35 

回話的藝術:有些時候你不該說(正確答案)，你該說

的是(聰明答案) 

鈴木銳智 大樂文化 494.35 

瞄準月亮，至少射中老鷹:郭特利給新世代的真實工

作之道 

郭特利口述．盧智芳、史書華採

訪整理 

天下雜誌 494.35 

小魚舖，大奇蹟!:西雅圖舉世聞名派克魚舖的工作哲

學 

辛蒂．柯羅瑟(Cyndi Crother) 張老師 494.35 

想好了就豁出去:人生不能只做有把握的事，鞋王謝

家華這樣找出勝算 

謝家華(Tony Hsieh) 大是文化 494.35 

高雄市英語服務商家簡介手冊 許芳賓 高雄市研考會 498.026 

廣告的心理原理 楊中芳 遠流文化 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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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想死，但還是想吃辣炒年糕：身心俱疲但渾然不

覺，一位「輕鬱症」女孩與精神科醫師的 12週療癒

對話，陪你擁抱不完美的自己 

白洗嬉 野人文化 415.985 

藝術治療圖卡的 100種應用 江學瀅 南周文化 418.986 

藝術治療與團體工作：實例與活動 瑪莉安．利伯曼(Marian 

Liebmann) 

張老師 418.986 

藝術治療取向大全：理論與技術 Judith Aron Rubin 心理出版 418.986 

遍體麟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嗎?：兒童精

神科醫師與那些絕望、受傷童年的真實面對面；關係

為何不可或缺，又何以讓人奄奄一息! 

布魯斯．D．培恩(Bruce 

D.Perry)、瑪亞．薩拉維茲

(Maia Szalavitz) 

柿子文化 415.9517 

創傷照管：照顧別人的你，更要留意自己的傷 蘿拉．李普斯基(Laura van 

Dernoot Lipsky)、康妮．柏克

(Connie Burk) 

究竟出版社 410.14 

總覺得自己沒那麼好?：一位實習醫師的冒牌者症候

群實錄 

克萊兒．勒芒(Claire Le Men) 究竟出版社 415.95 

畫畫讓我心平靜 蕾西．馬可洛(Lacy Mucklow) 遠流出版 418.986 

靜心舒壓曼陀羅 艾爾貝塔．赫金森(Alterba 

Hutchinson) 

遠流出版 418.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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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概論 葉學志 正中書局 520 

認知發展理論與教育 王文科 五南圖書出版 520.15 

當代美國人文主義教育思想 陳照雄 五南圖書出版 520.15 

教育改革的省思 郭為潘 天下文化 520.7 

臺灣教育的重建:面對當前教育的結構性問題 黃武雄 遠流出版 520.9232 

教育應該不一樣 嚴長壽 天下遠見 520.933 

教育心理學 林生傳 五南圖書出版 521 

關於考試，你用的方法都是錯的 超速太郎 高寶國際 521.1 

考試高手 呂宗昕 商周出版 521.1 

中國人、中國心．發展與教學篇 楊中芳，高尚仁合編 遠流出版 521.107 

大學生了沒-聰明的讀書技巧 Stella Cottrell 寂天文化 521.16 

教學媒體 張玉燕  521.53 

課程設計 黃政傑  521.7 

教師生涯起步走 劉之穎 幼獅 522 

繪本教學有一套 黃慶惠 天衛文化 523.37 

我好，你也好－增進孩子的溝通技巧 楊俐容 五南圖書出版 523.47 

班級經營 鍾啟泉 台灣東華書局 523.7 

當教授變成學生 麗貝嘉．納珊(Rebekah Nathan) 立緒文化 525.78 

學校經營與管理 蔡培村 麗文文化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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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正向管教範例 教育部編著 教育部 527 

教室裏的春天:教室管理的科學與藝術 C.M.查理士(C.M.Charles) 張老師 527 

教育部九十一年度青少年輔導計畫成果專輯 楊心蕙總編輯 教育部 527.4 

敘事治療在學校中的應用 John Winslade 、Gerald Monk 心理出版 527.4 

大專院校學生常見問題及輔導實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天馬文化 527.4 

帶給你快樂的人生 宗亮東等 幼獅文化 527.4 

為價值生命 Head、永續活力青春 楊心蕙 教育部 527.4 

團體領導者訓練實務 劉安屯 張老師 527.43 

助人助己 諮商技術指導 鍾思嘉教授 桂冠出版 527.45 

我不壞，我只想要愛 高雄市學生心理諮商中心 心靈工坊 527.47 

無性別偏見的校園空間手冊 畢恆達 教育部 527.51026 

不教養的勇氣:阿德勒教你，接受孩子最真實的樣

子，協助孩子自力解決人生課題 

岸見一郎 遠見天下文化 528.2 

虎媽的戰歌 蔡美兒(Amy Chua) 天下遠見 528.2 

教出孩子的生存力:大前研一給父母的 24個教養忠告 大前研一 遠見天下文化 528.2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以好奇的姿態，理解你的內在冰

山，探索自己，連結他人 

李崇建 親子天下 528.2 

心教－－點燃每個孩子的學習渴望 李崇建 寶瓶文化 528.2 

傾聽孩子的心 游乾桂等作 慈濟文化志業 528.207 

怎樣責備孩子:瞭解管教的奧秘 多湖輝 臺視文化 528.21 

孩子拖拖拉拉怎麼辦? 麗塔．艾米特(Rita Emmett) 新苗文化 5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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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爸爸天才囝 譚德玉 張老師 528.21 

考一張父母執照 黃越綏 時報文化 528.21 

怎麼辦？ 史英 人本教育基金會 528.21 

做孩子的親密知己 林啟鵬 張老師 528.21 

培養身心健康的下一代 吳金水 復文圖書出版色 528.21 

做個開心的父母 沈金慧 海鷗文化 528.21 

走一條快樂學習的路:李艷秋母子的教育手記 李艷秋，李志邦 天下遠見 528.21 

做溫暖的父母 盧桂櫻 張老師 528.21 

校園危機處理 陳芳雄 幼獅 528.39 

愛的希望 1 尤振卿 靜思文化 528.5 

輕舟已過 黃開元 慈濟中文期刊部 528.5907 

養育新世紀代靛藍小孩:具靈性天賦的小孩與眾不同 朵琳．芙秋博士(Doreen 

Virtue) 

生命潛能文化 529.5 

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為:文化、教化及病理篇(一九九

二) 

楊國樞、余安邦 桂冠出版 535.7207 

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楊中芳，高尚仁合編 遠流出版 535.7207 

臺灣的多元文化 洪泉湖 五南圖書出版 541.262 

網路文化 翟本瑞 揚智文化 541.49 

現代生活與心理衛生 葉英堃、曾炆煌 水牛出版 541.75 

追求人際關係的成長:35種組織中的人際關係訓練法 吳靜吉 遠流出版 541.76 

佳節/家結愉快?十二個月的同志子女出櫃故事 廖彥喬 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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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如何塑造人 維琴尼亞．薩提爾(Virginia 

Satir) 

張老師 544.1 

人在家庭 吳就君 張老師 544.1 

預防家庭暴力 Kevin Browne，Martin Herbert 五南圖書出版 544.18 

婚姻會傷人:真實的婚姻暴力故事 彭懷真 平安文化 544.18 

遠離危險關係-愛情的七大警訊 諾愛爾．尼爾森(Noelle 

Nelson) 

張老師 544.18 

家庭暴力 Richard J.Geller ，Claire 

Pedrick Cornell 

揚智文化 544.18 

家庭暴力法律救援 凃秀蕊 永然文化 544.18 

家庭與婚姻諮商 劉安屯 張老師 544.18 

家庭輔導室 劉安屯 張老師 544.18 

結婚證書不跳票 饒夢霞 大塊文化 544.3 

偷偷公開的悄悄話 曾昭旭 海飛麗 544.3 

學習。在一起的幸福 鄧惠文 三采文化 544.3 

有你，更能做自己 鄧惠文 親子天下 544.3 

相愛久久:在婚姻姻中學習愛情 彭懷真 平安文化 544.3 

愛情 119:戀愛、婚姻、性愛迷惑一一救 林蕙英 性林文化 544.3 

婚姻輔導 彭駕騂 巨流 544.3 

為什麼要結婚？ DAVID KNOX 允晨文化 544.3 

姻緣路上情理多 師大教育心理學系 張春興教授 桂冠出版 5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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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愛情下課了 彭懷真 平安文化 544.36 

校園戀愛學分 吳淡如 方智出版 544.37 

愛情以互惠為原則 吳淡如 方智出版 544.37 

給愛一條活路 吳淡如 方智出版 544.37 

小手拉小手 Aida 時報文化 544.37 

你就是我的 100分 吳若權 方智出版 544.37 

愛情物理學::愛情密度的測量公式 彭蕙仙 天下遠見 544.37 

有人問我關於愛情的事 吳淡如、蕭言中 新新聞文化 544.37 

愛情觀照:給女人及男人的 7個愛情叮嚀 張瀞文 宏道文化 544.37 

愛的急診室 秦夢群 水雲齋文化出版 544.37 

愛，上了癮:撫平因愛受傷的心靈 伊東明 心靈工坊 544.37014 

婚內昏外 陳棟墀 張老師 544.381 

海蒂報告 雪兒．海蒂(Shere Hite) 張老師 544.5 

酷兒的異想世界:現代家庭新挑戰 琳達．史東．費雪(Linda Stone 

Fish)、雷貝卡．哈維(Rebecca 

G.Harvey) 

心靈工坊 544.67 

如何與青少年子女談心 查爾斯．薛佛(Charles 

E.Schaefer)，泰瑞莎．佛伊．

迪吉若'妮摩(Theresa Foy 

DiGeronimo) 

張老師 544.67 

新舊男女-兩性平權新視野 林燕卿 幼獅 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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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兩性關係 黃金山 普林斯頓國際 544.7 

愛情 EQ 曹又方 圓神 544.7 

跳脫性別框框:兩性平等教育教師/家長解惑手冊 吳嘉麗 女書文化 544.7 

性別教育大補帖(下)學生活動作業百寶箱 楊佳羚 女書文化 544.7 

性別教育大補帖(上)教師基礎觀念大挑戰 楊佳羚 女書文化 544.7 

高校生的七堂性別課 施寄青 女書文化 544.7 

性別解碼全紀錄 張玨 教育部 544.7 

女人難為 彭懷真 平氏出版 544.7 

男人想要，女人該懂的親密關係 吳若權 皇冠文化 544.7 

新舊男女-兩性平權新視野 林燕卿 幼獅 544.7 

校園反性騷擾行動手冊(增訂版) 清大小紅帽工作羣作 張老師 544.7 

衣櫃裡的親密關係:台灣同志伴侶關係研究 謝文宜 心靈工坊 544.75 

我愛她也愛他:18位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 陳洛葳 心靈工坊 544.754 

退休生涯規畫 吳東權 龍吟文化 544.83 

社區動力遊戲:工作坊使社區活起來 鄭晃二、陳亮全編著 遠流出版 545 

兒童社區探險隊 日本兒童與社區營造研究會 遠流出版 545 

社區/動力/遊戲 莊展鵬 遠流出版 545 

東京媽媽町之夢:日本地方小雜誌ㅁ谷根千ㅁ傳奇 
森檀 遠流出版 545.0931 

我是小志工:在靜思書軒的學習與成長 邱淑宜 遠見天下文化 547.16 

柳暗花明時 賴怡伶 慈濟中文期刊部 5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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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扭轉人生:十二個受助助人的故事 葉子豪 慈濟中文期刊部 547.16 

那年夏天，我們走出教室-非洲、愛滋、7+1 中原大學(友．愛．資)數位服務

團、張靖媛 

天下遠見 547.16 

人生七十正精彩 莊淑惠等 慈濟中文期刊部 547.16 

建構解決之道的會談:焦點解決短期治療 Peter De Jong，Insoo Kim 

Berg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547.2 

如何與非自願個案工作 克里斯．察特(Chris Trotter) 張老師 547.2 

探索成功事業 夏林清 張老師 547.2 

調兵遺將話社區:社區共識的形成 劉潔心，邱詩揚合著 光寶文教 547.7 

兒童虐待:現象檢視與問題反思 余漢儀 巨流 548.13 

兒童虐待:現象檢視與問題反思(增訂版) 余漢儀 巨流 548.13 

瓦礫中的小樹之歌-921失依孩子的故事 兒福聯盟基金會、陳斐翡 心靈工坊 548.13 

選擇生命被看見:拍紀錄片得護士 顧景宜 天下雜誌 548.15 

愛的先行者:翻轉 50萬個生命的家扶 李俊明 遠見天下文化 548.1933 

臨終諮商的藝術 喬治．賴爾(George S.Lair ，

ph .D.) 

心靈工坊 548.2 

不要叫我瘋子: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 派屈克．柯瑞根(Patrick 

Corrigan) 

心靈工坊 548.29 

從一條河流說起:紅溪河畔愛心奇蹟 葉子豪 慈濟中文期刊部 548.314 

真理的痕跡:走向復甦的亞齊 劉雅嫻 慈濟中文期刊部 548.317 

微笑，吻走了淚滴:在斯里蘭卡南部小鎮相遇 邱淑娟 慈濟中文期刊部 54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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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學(下) 蔡墩銘 黎明文化 548.52 

教孩子遠離性侵害 凱若．蘇瑞特．克普(Carol 

Soret Cope ) 

新苗文化 548.544 

兒少性侵害全方位防治與輔導手冊 陳若璋 張老師 548.544 

我的孩子想自殺? 唐雅．夏慕(Tonia K.Shamoo)、

菲立普．培卓斯(Philip 

G.Patros) 

商智文化 548.85 

說不出是自殺 自殺遺孤編輯委員會，長腿育英

會編 

先覺 548.85 

他走了，不是你的錯:破除自殺迷思，讓他們的親友

放下憤怒、內疚與哀傷 

蕊塔．羅賓森(Rita Robison ) 麥田出版 548.85 

自殺衡鑑實務 Shawn Christopher Shea 五男圖書出版 548.85 

性別多樣化:彩繪性別光譜 Vanessa Baird 書林 554.7 

女性幸福法律事務所 蔡惠子 凱信企業管顧問 580.22 

寫給女人的生活法律書 蔡惠子 高寶國出版 582.18 

刻意失戀：好好失戀，才能好好愛 李介文 遠見天下文化 544.37 

同理心的力量：放開自己，理解他人，用天生的能

力，撫慰受傷的靈魂 

亞瑟‧喬拉米卡利(Arthur 

Ciaramicoli)、凱瑟琳‧柯茜

(Katherine Ketham) 

日出出版 54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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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教室裡的幸福魔法：提升學習力和同理心的技巧與遊

戲 

蘇拉‧哈特(Sura Hart)、維多

利亞‧哈德森(Victoria Kindle 

Hodson) 

光啟文化 521.4 

校園自殺、自傷與暴力：評估、預防和介入策略 Gerald A.Juhnke,Darcy Haag 

Granello & Paul F.Granello 

心理出版 527.4 

大學諮商中心的新變化新挑戰 陳若璋 五南圖書出版 525.64 

依附關係的修復：喚醒嚴重創傷兒童的愛(第二版) Daniel A.Hughes 心理出版 548.13 

自殺危機處遇：合作取向 大衛．賈柏斯(David A.Jobes) 五南圖書出版 548.85 

為什麼我們總是愛錯?：梳理你的原生家庭，組出鬼

釘牆的愛情 

莊博安 遠流出版 544.7 

自殺與靈魂：超越死亡禁忌，促動心靈轉化 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 

心靈工坊文化 548.85 

薩提爾的親密修復練習 王俊華 采實文化 544.1 

從 1到 1+：每個人都能成為影響者，驅動社群力，召

喚盟友一起改變世界! 

妮洛芙．莫晨特(Nilofer 

Merchant) 

馬可孛羅文化 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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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史地類（索書號：600-699）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帶給您快樂的人生 宗亮東等著 張老師 627.4 

一泊二食-新泡湯享樂主義 鐘玉霞 宏碩文化 6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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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界史地類（索書號：700-799）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 Peter Su 三采文化 719 

京都的走法:一個資深哈日族的京都案內 王常怡文字 宏碩文化 731.75219 

獻神的舞姿:吳哥皇城的美麗與蒼涼 徐世怡 皇冠文化 738.49 

回歸心靈本質:創造 21世紀新世界 Marianne Williamson 方智出版 752.89 

大地上的受苦者 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 心靈工坊 767.226 

雪梨風格旅行 李俊明 宏碩文化 771.7519 

鼓動生命的翅膀 林秀玲 女書文化 782.228 

為愛生財:十七個心靈富翁 徐美蘭 慈濟中文期刊部 782.632 

暗夜倖存者 徐璐 平安文化 782.886 

勇闖撒哈拉:林義傑的長跑傳奇 林義傑．曾文祺 二魚文化 782.886 

堅持，就會看見希望 余秀芷 商周出版 782.886 

她從海上來:張愛玲情愛傳奇 曲靈均 大都會文化 782.886 

鏡海的勇氣:羅金容的生死之教 紀潔芳 周大觀基金會 782.887 

五體不滿足 乙武洋匡作 圓神 783.18 

921 生命從此不同 施金魚 慈濟中文期刊部 783.31 

勇敢，走自己的路 蕭錦錦 天下雜誌 783.32 

流通教父徐重仁青春筆記 告別統一超商 35年的日子 徐重仁，莊素玉 天下雜誌 783.3886 

我失去雙腳，我用生命奔跑 艾美．帕迪(Amy Purdy)、蜜雪

兒．巴芙(Michelle Burford) 

平安文化 7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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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眼戲 亨利．格倫沃(Henry Grunwald) 心靈工坊 785.28 

我買了一座教堂 黛薇拉．高爾(Da’ Vella 

Gore) 

心靈工坊 787.28 

用腳飛翔的女孩 蓮娜瑪莉亞．克林佛(Lena 

Maria Klingvall) 

傳神愛網資訊 787.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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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語文類（索書號：800-899）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張雅琴 Smart 英語學習法 張雅琴 圓神 805.031 

我五歲，我的英文比你行：Donald & Mary 的學習秘

密記事本 

Donald & Mary 商周出版 805.1 

學習．成長．我的夢想 王再得 圓神 805.103 

出賣大衛王:看大衛如何不留學，也能說一口好英文 王再得 幾何文化 805.103 

小四生托福 637 魏君方 時報文化 805.18 

搞定英文面試= Interviewing Dana Forsythe 貝塔出版 805.188 

心靈寫作:創造你的異想世界 娜妲莉．高柏(Natalie 

Goldberg) 

心靈工坊 811.1 

詩筆映千古：唐宋詩選粹 潘麗珠 幼獅文化 821.8 

我可以教得更精彩 王淑俐 南宏圖書 850.405 

我佛莫要，為我流淚 許梅之 皇冠文化 851.486 

林良的詩 林良 國語日報社 851.486 

請為我讀詩 謝予騰 逗點文創結社 851.486 

我不是教你詐 劉墉 水雲齋文化出版 855 

我不是教你詐．第二集 劉墉 水雲齋文化出版 855 

繁華落盡見真淳 吳重德 能仁出版社 855 

路且徐行:藥師蘇蘇的繪事本 蘇芳霈 慈濟中文期刊部 855 

回家，真好:原鄉的變調 施叔青 皇冠文化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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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歷歷，晴天悠悠 吳淡如 方智出版 855 

平凡一點多好 劉墉 超越 855 

冷眼看人生 劉墉 水雲齋文化出版 855 

愛上飛翔的班長 連加恩 校園書房出版 855 

想你的離人節 嚴云農 文經出版 855 

雜貨 Talk Fion強 時報文化 855 

迎向開闊的人生 劉墉 水雲齋文化出版 855 

你不可不知的人性 2 劉墉 水雲齋文化出版 855 

幸福，請在對的地方尋找 吳重德 能仁出版社 855 

知己，知筆 陳美羿 水雲齋文化出版 855 

我想聽見你 東明相 大田出版 855 

關懷小天使文集 2(有三本) 李皎正 春暉出版 855 

想和你談 黑幼龍 龍齡出版 855 

不完美的旅程 葉石濤 皇冠文化 855 

Dear Marko：星球 F206呼叫星球 M1018 文：fean fran 圖：Pencil 宇宙花園 855 

一言九鼎．親子過招 饒夢霞 大塊文化 855 

淚光閃閃的巴黎 王孟婷 寶瓶文化 855 

生命，永遠施工中 林貴真 正中出版 855 

林良的散文 林良 國語日報 855 

關懷小天使文集(一) 李皎正 春暉出版 855 

關懷小天使文集(二) 李皎正 春暉出版 855 



  第 45頁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台灣少年記事 王浩威 幼獅文化 855 

無國界醫生行醫記－出走到賴比瑞亞 宋睿祥 一家親文化 855 

把這份智慧傳下去 吳重德 能仁出版 855 

快樂高手 戴晨志 時報文化 855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王政忠 時報文化 855 

別鬧了，地球人 園丁(Gardener) 宇宙花園 855 

把這份情傳下去 吳重德 能人出版 855 

五彩梯上天堂 徐世怡 皇冠文化 855 

惡之幸福 楊索 有鹿文化 855 

Orange 媽媽：四分之三的幸福 歐玲君 張老師 855 

遠離悲傷 鄧美玲 心靈工坊 855 

寫給女人的生涯企畫書 吳淡如 方智出版 855 

情人夫妻父母夢 秦夢羣 水雲齋文化 855 

萊茵情人 鄭華娟 圓神 855 

了解人性的八堂課 吳淡如 皇冠文化 855 

西藏野鬼的禮物 莎碧麗葉．田貝肯(Sabriye 

Tenberken) 

奧林文化 857.57 

愛の幽默 吳淡如 皇冠文化 857.63 

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 朱天心 INK印刻文學 857.7 

色，戒 張愛玲 皇冠文化 857.7 

白色巨塔 侯文詠 皇冠文化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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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隊伍 蘇偉貞 INK印刻文學 857.7 

我想要的，只是一個擁抱而已 橘子 春天出版 857.7 

少年粉紅 潘柏霖 尖端出版 857.7 

站在生命臨界點 李委煌 慈濟中文期刊部 857.85 

最後的禮物 葉文鶯 慈濟中文期刊部 857.85 

哇咧星樂園 Walei Wonderland 冰島女生 校園書房出版 859.3 

川震百日情 李委煌 水雲齋文化出版 859.7 

愛跳舞的稻田:童詩六十首 子魚 慈濟中文期刊部 859.8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皇冠文化 861.57 

明日的記憶 荻原浩 商周出版 861.57 

書店的黛安娜 柚木麻子 二魚文化 861.57 

心靈與科學的橋 Norman Friedman 方智出版 861.57 

便利店人間 村田沙耶香 精誠資訊 861.57 

變成麵包的夢 越智典子 遠流出版 861.6 

村上春樹雜文集 村上春樹 時報文化 861.67 

我家拆遷十二次 艾薇．荷馬娃緹 慈濟中文期刊部 867.6 

燦爛千陽 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 

木馬文化出版 869.157 

伊索寓言 伊索原 三久出版 871.36 

失物之書 約翰．康納利(John Connolly) 麥田出版 873.57 

為自己出征 Robert Fisher 方智出版 87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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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只有 1(One Mississippi) 馬克．柴德里斯 春天出版 874.57 

死亡約定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 台灣商務 874.57 

姊姊的守護者 茱迪．皮考特(Jodi Picoult) 台灣商務 874.57 

叔本華的眼淚(The Schopenhauer Cure) 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心靈工坊 874.57 

鏡像姊妺 丹尼爾．凱斯(DanielKeyes ) 皇冠文化 874.57 

豪情四兄弟 羅倫佐．卡爾卡泰拉(Lorenzo 

Carcaterra) 

輕舟出版 874.57 

悲傷先生的指南針 約翰．史賓塞．艾利斯(John 

Spencer Ellis) 

心靈工坊 874.57 

不存在的女兒 金．愛德華茲(Kim Edwards) 遠足文化 874.57 

夏綠地遊巴黎 瓊安．奈特(Joan MacPhail 

Knight) 

典藏藝術家庭 874.59 

心靈鑰匙 強納森．薩弗蘭．弗爾

(Jonathan Safran Foer) 

凱特文化 874.59 

心靈雞湯(二) 傑克．坎菲爾(Jack 

Canfield)、馬克．韓森(Mark 

V. Hansen) 

晨星出版 874.6 

心靈雞湯(三) 傑克．坎菲爾(Jack 

Canfield)、馬克．韓森(Mark 

V. Hansen) 

晨星出版 8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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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心靈雞湯(三) 傑克．坎菲爾(Jack 

Canfield)、馬克．韓森(Mark 

V. Hansen) 

晨星出版 874.6 

靈魂的 47首歌 蘇菲亞．布朗(Sylvia Browne) 大塊文化 875.57 

刺蝟的優雅 妙莉葉．芭貝里 商周出版 876.57 

藍色小孩 亨利．柏修(Henry Bauchau) 心靈工坊 876.57 

五歲時，我殺了自己 霍華．布登(Howard Buten) 寶瓶文化 876.57 

救救我！ 紀優．穆索(Guillaume Musso) 皇冠文化 876.57 

潛水鐘與蝴蝶 讓-多明尼克．鮑比(Jean-

Dominique Bauby) 

大塊文化 876.6 

爸爸，我們去哪裡？ 尚路易．博尼葉(Jean-Louis 

Fournier) 

寶瓶文化 876.6 

愛的教育 艾德蒙多狄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 

希代出版 877.59 

玩火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 寂寞出版 881.357 

直搗蜂窩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Stieg Larsson) 寂寞出版 881.357 

龍紋身的女孩 史迪格．拉森 寂寞出版 881.357 

蘇菲的世界(上) 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 智庫出版 881.457 

蘇菲的世界(下) 喬斯坦．賈德(Jostein Gaarder 智庫出版 881.457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保羅．科爾賀 時報文化 885.7157 

兜售夢想的先知 奧古斯都．庫里(Augusto Cury) 圓神 885.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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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阿米:愛的文明 安立奎．巴里奧斯(Enrique 

Barrios) 

大塊文化 885.7259 

阿米:星星的小孩 安立奎．巴里奧斯(Enrique 

Barrios) 

大塊文化 885.7259 

阿米:宇宙之心 安立奎．巴里奧斯(Enrique 

Barrios) 

大塊文化 885.7259 

偷書賊 馬格斯．朱薩克(Markus Zusak) 遠足文化 887.157 

輕聲細語(會說馬話的人) 尼古拉斯.埃文斯 國際村文庫書店 873.57 

心理師，救救我的色鬼老爸! 呂嘉惠 心靈工坊 863.57 

綠野仙蹤與心靈療癒：從沙遊療法看歐茲國的智慧 
吉妲．桃樂斯．莫瑞那(Gita 

Dorothy Morena) 
心靈工坊 874.59 

童話心理學：從榮格心理學看格林童話裡的真實人性 河合準雄 遠流出版 8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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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藝術類（索書號：900-999）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藝術的孤獨 奧莉維亞．萊恩(OLIVIA LAING) 商周出版 901.4 

聆聽自己，聽懂別人 李明蒨 張老師 910.7 

我的潛能，無限：活出愛與夢想的八堂課 派屈克．亨利．修斯(Patrick 

Henry Hughes)、派屈克．約

翰．修斯(Patrick John 

Hughs)、布萊恩．史坦佛

(Bryant stamford) 

天下遠見出版 910.9952 

黑瓦與老樹：台南日式建築與綠色古蹟的對話 王浩一 心靈工坊 923.33 

PEANUTS 漫畫全集 1950-1952 查爾斯．舒茲(Charles M. 

Schulz) 

遠流出版 947.41 

史上最偉大的自然攝影經典 羅莎蒙德．基曼．寇克斯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957.4 

映象真情 顏霖沼、林炎煌 慈濟中文期刊部 957.6 

當代寂寞考 馬欣 遠足文化 987.013 

顏色米=Answer me 尤俠企業 聯合文學出版 997 

手創生活趣 廖秋蓮(朵雲)、蘇芳霈 慈濟中文期刊部 999.9 

放手畫纏繞：我的 108個纏繞畫練習 珊迪．史汀．巴賽洛謬(Sandy 

Steen Bartholomew) 

積木文化出版 947.1 

蘿拉老師教你畫纏繞．入門篇 蘿拉老師 遠流出版 947.1 

戴安老師教你畫纏繞．進階篇(圓磚) 戴安 遠流出版 9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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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土心理學研究叢刊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索書號 

本土心理學的展開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1 

文化、心病及療法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2 

文化、心病及療法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2 

親子關係與教化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3 

組織文化與工作價值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11 

人際關係與人際互動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12 

家長式領導行為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14 

性別、婚暴及諮商 黃麗莉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15 

華人組織中的關係與領導 鄭柏薰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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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認同與群際關係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20 

婚姻關係與親職角色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21 

本土心理學的創新與超越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22 

自我實現與自我實現者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23 

華人心理治療與倫理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24 

婆媳關係與婚姻適應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25 

家庭與家人適應 楊國樞 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

心理學研究室編輯出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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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它 

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天地一沙鷗 李查.巴哈 晨星出版社 

顧台灣 蔡同榮 財團法人民視文教基金會 

人間的情懷 明 川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母親的旗袍 哇皓平 皇冠文化 

愛的希望 釋得宜.王端正 靜思文化志業有限公司 

成功的演講 陳家聲 獅古出版有限公司 

童眼看世界 林獻章 講義堂股份有限公司 

調香師日記 Jean-Claude Ellena 漫遊者文化 

永遠愛你 Robert Munsch 和英出版社 

點 peter.雷諾茲 和英出版社 

再見.愛瑪奶奶 大塚敦子 和英出版社 

想要不一樣 陳璐茜 遠流出版 

人人都需要一顆石頭 丁凡 典藏藝術家 

只要快樂不要哭泣可以嗎? Jurg Schubiger 大穎文化 

走進生命花園  米奇巴克 

如何與陌生人談話 多湖輝 正義出版社 

只要一分鐘 朱一飛 天津教育 

孩子的挑戰 Rudolf Dreikurs 桂冠出版 

牽手一輩子 賴瑞馨 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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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與心理的結合 晏涵文 張老師 

一流書一流人 一流社會 高希均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犯罪心理學(一) 蔡敦銘 黎明文化 

佛洛伊德心理分析 丁天編 普天文庫出版社 

兒童行為發展與輔導新論(三) 陳建勳 美得久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心理學概要 張春興 東華書局 

精神分裂病 問與答  行政院衛生署 

心理治療 曾炆煋 水牛醫學叢書 

心理及教育測驗的理論與方法 黃元齡 大中國圖書公司 

方外看紅塵 聖嚴法師 財團法人聖嚴法師教育基金會 

行為治療的基本理論與技術 黃正鸖 天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幸福家庭手冊 梅可望 中華民國幸福家庭促進協會 

生命之書 365日的靜心冥想 J.Krishnamurti 心靈工仿 

大人的心理學 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 陳書萍 

社會團體工作 李建興 五南圖書出版 

我可以教得更精彩 王淑例 南宏圖書公司  

校園危機處理 陳芳雄 幼獅 

人群關係新論 魁占姜 五南圖書出版 

鵑的 馬小萍 台灣大學兩性平等委員會 

行為改變之理論與應用 許天威 復文圖書出版 

EQ Emotional Intelligence 丹尼爾．高曼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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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相遇都是驚喜 文(汪用和)、圖(葛雷布) 格林文化 

自由基大革命－生老病死的秘密 林天送 健康文化 

身心靈整體健康 100問 雷久南 琉璃光出版 

教育改革 中國教育學會 師大書苑 

跟大師學催眠：米爾頓．艾瑞克森治療實錄 傑弗瑞．薩德(Jeffrey K. 

Zeig) 

心靈工坊 

兒童團體諮商--效果評鑑 黃月霞 桂冠出版 

認知心理學 鍾聖校 心理出版 

讓我擁抱你 凱絲．琪婷 張老師 

突破工作瓶頸 吳娟瑜、張小鳳、林景淵、陳宗

賢 

張老師 

我會再站起來 鄭石岩 國際佛光會 

禪．內外和平 聖嚴法師 法鼓山文化 

如何因應嶄新的 21世紀 聖嚴法師 法鼓山文化 

生命的價值 聖嚴法師 法鼓山文化 

心中的精靈 Christine A．Adams 張老師 

快樂鳥日子 張伯權 講義堂股份有限公司 

理性與感性 珍．奧斯汀 1996迪茂國際出版 

關愛婦幼手冊 余陳月瑛 高雄縣婦幼福利服務中心 

大地廣角;國家地理自然人文影像之最 斐迪南．普羅茲曼 大石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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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學(第二版) Jerry M.Burger 新加坡商湯姆生亞洲私人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發展心理學 BLIZABETH B.HURLOCK 桂冠出版 

找阿寶，玩創意 陳文玲 心靈工仿 

我會站起來 921災後心靈重建 鄭石岩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輔導系列 8 助人歷程與技巧 黃惠惠 張老師 

幾米作品 幾米 大塊文化 

精神醫學小百科 李明濱.楊聰財 台灣精神醫學會 

幾米作品 19 失樂園 IV 魔法失靈了 幾米 大塊文化 

災後學校心理教育與輔導手冊(兩本) 楊朝祥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婚姻與家族治療 黃芳華 天馬文化 

兒童行為的觀察與瞭解 楊國樞、張春興 主編 桂冠出版 

會心團體與人際關係訓練 黃芳華 天馬文化 

最新口吃療法 黃芳華 天馬文化 

兒童遊戲治療 劉安屯 張老師 

精微諮商理論與實施 黃芳華 天馬文化 

現實治療理論與實施(兩本) 劉景堯 天馬文化 

教導式諮商--諮商員之鑰 黃芳華 天馬文化 

躁鬱症問與答 高雄醫學院精神科 行政院衛生署 

熱鍋上的家庭-一個家庭治療的心路歷程 Augustus Y. Napier/Carl A. 

Whitaker 

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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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與環境對於心理機能影響之比較研究 上武正二 文景出版社 

美的人生 張老師 張老師 

創造與人生 Dr.R.W.Olson 遠流出版 

怎樣擁有健康 漥田登 台視文化公司 

突破婚姻困境(婚前篇) 林蕙瑛 台視文化公司 

青年輔導論文集(上) 劉焜輝/金樹人/林蔚芳 昇泰印刷文具有限公司 

中國人的性格 李亦園/楊國樞 桂冠出版 

中國人的心理 揚國樞 桂冠出版 

心疼到永遠 王淑英/陳月霞 高雄縣婦幼青少年館 

關愛婦幼手冊 王淑英/吳麗雪/黃麗霞 高雄縣婦幼青少年館 

怎樣增加魅力 渡邊綠 台視文化公司 

拾橞雜誌第四三二期 金開英 拾橞月刊社 

拾橞雜誌第四二四期 金開英 拾橞月刊社 

快速讀書法 潘意敏/潘崢崢 星島出版 

領袖可養成 王淑俐 南宏圖書 

輔導的理念與實際 林瑞欽 復文圖書 

行為改變的理論與技術 馬信行 桂冠出版 

社會個案工作 黃維憲·曾華源·王慧君 五南圖書出版 

精神心理疾病與輔導 教育部 高雄醫學院 

心理衛生學上冊 柯永河 大洋出版 

性騷擾性侵犯防治手冊 靜宜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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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兩性關係輔導手冊 林清江 教育部 

兩性文化社會 謝臥龍 心理出版社 

可以感受真實的愛 劉慧君 女書文化有限公司 

性侵害防治-工作人員服務手冊 黃主文 內政部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性侵害性騷擾性解放 朱秀姬 國立中央大學性別委員會 

愛.性之間 性侵害/性騷擾防治委員會 無 明新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眼睛疾病的治療保健 蔡武甫 健康世界雜誌社 

兩代間的溝通 鄭心雄 三川出版社 

陪孩子一起成長 郭為藩 教育部 

認清自殺真相 天華編輯部編 天華編輯部編 

兒童認知發展導論 卜拉絲姬 文景出版社 

身心桃花源-談身心適應 許鶯珠 國立交通大學-學務處諮商中心 

心靈秘徑-11個生命蛻變的故事 王浩威 心靈工坊事業有限公司 

我好 你也好 楊俐容 心靈工坊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兒童社區探險隊 葉素惠 遠流出版 

幼兒發展評量與輔導 王珮玲 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 

精神醫學 徐靜 水牛出版社有限公司 

親職與幼教 王連生 師大書苑發行 

請擁抱我 無 張老師 

愛性之間 輔導中心 明新科技大學 

可以真實感受的愛 愛瑞克．先德沃爾 女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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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作者 出版社 

性侵害性騷擾 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性侵害、性騷擾之性解放期刊 

與光同行 戶部敬子 台灣東販 

教師心理衛生 王以仁、陳芳玲、林本喬 心理出版 

青少年的激盪－青少年心理及精神問題解析 榮總精神科 張老師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季刊 

兩性教育學習單 林進材 高雄復文圖書 

校園親密關係暴力事件實務處理手冊 姚淑文 教育部 

特殊境遇婦女教育 蔡培村 麗文文化 

克服你的焦慮 楊延光 健康世界雜誌社 

班級輔導活動設計指引 吳武典/金樹人 張老師 

德育原理 歐陽教 文景出版 

教育行政論文集 謝文全 文景出版 

人格心理學 Lawrence A. Pervin 桂冠出版 

職業輔導論文彙編 何長珠 大洋出版 

輔導論文精選(上) 劉焜輝/汪慧瑜 天馬出版 

輔導論文精選(下) 劉焜輝/汪慧瑜 天馬出版 

輔導工作實務手冊 劉焜輝 天馬出版 

中國教育的展望 編輯小組 五南圖書出版 

MODELS OF GROUP THERAPY & SENSITVITY TRAINING JOHN B.P. SHAFFER/M. DAVID 

GALINSKY 

雙葉書廊 

輔英技術學院學生輔導工作手冊 王維新 輔英技術學院學務處學生諮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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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出-宮內二百八十天 李鎡堯 健康文化事業 

新生生活態度調查研究 張孝筠 林明文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 

中華輔導學報 第二期 蕭文 中國輔導學會 

少年機車竊盜行為及其團體輔導策略研究 楊孝濚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教育部輔導工作六年計畫八十三年度專案研究論文摘

要集 

黃正鵠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 

訓育研究 理論與實務 李鐘元 中國訓育學會訓育研究季刊雜誌 

問津與渡口之三 楊憲明 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 

問津與渡口 劉明秋 國立台南師範學院學生輔導中心 

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之文獻資料彙編 陳惠美 教育部電子計算機中心 

兒童發展(上冊) 王鐘和 大洋出版 

兒童發展(下冊) 王鐘和 大洋出版 

青春性事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非父系社會之性別圖像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性別民俗宗教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我們都是這樣玩大的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在法律中[做]性別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科技教育渴望性別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婦女與勞動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學校制服制服了誰 兩性平等教育季刊 教育部 

「蕯提爾系統轉化治療訓練課程」實務研習手冊 約翰‧貝曼博士 財團法人旭立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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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或創傷）後學校諮商與輔導工作參考工冊 教育部 教育部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工作？（上） 池上彰 采實文化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工作？（下） 池上彰 采實文化 

REAL 1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2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3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4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5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6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7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8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9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10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11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12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13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REAL 14 井上雄彥 尖端出版 

家栽之人 1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2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3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4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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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栽之人 5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6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7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8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9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10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11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12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13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14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家栽之人 15 毛利甚八 時報出版 

沙遊分析：沙遊類別檢核表之應用 Geri Grubbs 心理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