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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同业前辈性侵，身为记者的受害者
伊藤诗织，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同时，仍
直捣问题核心；意图向大众传达强暴受害
者在权力傲慢的压迫下，还得面对法律及
社会体制的不足──也就是黑箱──的残
酷真相。
　　一起不可饶恕的性侵案，就此变成了
密室事件，寻求正义的过程，面对的是一
个个开启不了的黑箱，真相就此被封闭。
　　以权职作为恶行的借口，有多少加害
人仍在大众的默许下逍遥法外？又有多少
受害者发声捍卫自己，换来的却是大众的
控诉？
　　每个地方都有Black Box，强暴受害者
勇敢道出自己的经历，只为停止这种最沉
默的伤害。

《黑箱》
伊藤诗织
高宝出版

 　　没有一篇是普罗大众乐见的教育神话
。没有一篇看了会感到喜悅。没有一篇看
了心中不会乱糟糟的，甚至觉得烦。然而
，这些事情确实发生过。不仅确实发生过
，极可能仍在发生⋯⋯
　　说故事的人，是个证人。她花了七年
时间，打开一扇又一扇的大门，走进不同
的家庭。在门的背后，她见证了各色光怪
陆离的景象：一个每日给儿子準备鸡精、
维他命的母亲，在收到儿子成绩单的当下
，却也毫不犹豫地甩出一记耳光；为了安
抚双亲，躲在衣柜里欺骗別人也伤害自己
的儿子；也或许，她看见一种用钞票堆叠
起来的亲情⋯⋯她以为她是家教，只需带
给学生知识，没想到学生及他们的家庭带
给她更多的冲击。

《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
吴晓乐　大块出版

　　“我受够了！我希望有更好的人生
！”
　　无论是工作或课业上的粗心大意、
对垃圾食物无法抗拒、没有手机就活不
下去，或是缺乏运动，每个人的心头总
有憾恨，都有想要改变的坏习惯或行为
。但起心动念想要改变，与实际著手进
行改变，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尚恩杨博士是行为科学领域新权威
，也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位行为中
心及加州大学预测科技研究所所长，精
通人类行为及如何改变行为的技术。本
书即是他对于持久行为科学的精彩见解
。书中充满重要且实用的知识与建议，
帮助每个人成功改变自己的行为及改善
生活。正如杨博士所言，关于行为改变
，我们以往所学的大半是错误的；与传
统智慧相反的是，本书主张，若要改变
行为，并非透过改变个人或个性，而是
借由改变过程来达成。书中援引他十五
年来对病患与研究参与者的科学发现，
　　　　　以及该领域其他先驱专家的
　　　　　研究，总结出七种促成个人
　　　　　持久改变的关键力量。

《恆毅力的七堂课》
Sean Young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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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芭芭拉是典型的「文科
出身」，自小讨厌数学理化，数学更
是从来没有及格过。但是，在成长过
程中，她摸索出一套从脑神经科学的
面向来理解大脑运作的方式，并且透
过亲身实践，最终成为美国奥克兰大
学工业系统与工程学的顶尖教授。本
书专为青少年族群量身打造，以浅显
的语言、有趣的比喻、大量图像加上
逐章附录的练习和摘要，说明大脑在
学习时的运作状态。书中提供高度可
行的学习方法，获得数以百万计的线
上课程学员有效推荐，极具说服力。

《学习如何学习》
Barbara Oakley，Terrence Sejnowski，Alistair McConville
木马文化

　　本书访谈了许多成功人士与教育相关
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最初的选择，不代
表最后的结果。所谓的菁英名校，并不能
保证人生一定成功。重要的是，孩子为自
己做了什麽？那些考试、比赛，真的是发
自内心而做的吗？
 　　“他们无法再当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也不认为这些事是在为自己而做。他们
想成功，但又不晓得为什麽要成功。为了
申请进那些名校，每个高中生
都强迫自己参加过多不必要的
补习或加强班，并承受极高的
课业压力。他们可能都罹患了
强迫症，每个人都需要心理治
疗。”心理医生苏珊与她开朗
、自信的儿子罗南皆因为升学
压力而焦虑不安，家中气氛沉
闷压抑，孩子更因为考坏了拿
手科目，导致可能申请不到理
想学校，而变得自责、毫无自
信。此时，她选择给孩子最大
的支持：“这只是个学习过程，而非你的
人生最终站。不管你去哪间大学，都只会
变得更好更棒，因为你已经学会，要怎麽
从挫折中再站起来。你还年轻，还有很多
时间来精进文笔或培养对文学的热情。考
坏是常有的事，但千万不要气馁：相信你
内心的声音，总有一天，你一定能办到！
”

《不读名校，人生更好》
Frank Bruni　　春光出版

 　　为何稍加调整学校课表作息，学生反而
学得深、学得好？针对不同阶段孩子，如何
拿捏家庭作业的质与量？为什麽降低期中期
末考重要性，纳入更多变通性评量，好处多
多？延后中学生上课时间，为什麽反而有助
于青少年学习？若孩子在校时间愈来愈长，
如何同步提升投入度，让他们感受到支持与
信赖？
　　面对孩子与家长「学这麽多，有什麽用
」的呐喊，面对老师与学校「学生能力，为
何不见提升」的无奈，长期追踪教育变革历
程，成立已15年的史丹佛「挑战成功」教育
专桉团队，如今已影响超过上百所学校，与
全球近八十万学生、教师、教职员与家长。
从严谨研究与实务变革经验出发，探究有助
于学生学习与身心平衡的策略，传授如何打
造亲师生三赢、家校同心合作的稳固校园。

《学习超载世代》
Denise Pope, Maureen Brown, 
Sarah Miles　　亲子天下



教育
现场

移动
教室

 　　带领你透过台湾母亲的角度，跳脱
身处的环境，进入德国的教育现场，用
全新视野看到有别于台湾，从生活中学
习的「德式启蒙教育」。
　　在德国所谓的「留级生」很多，留
级的理由不一，有些是老师建议的，因
为这一年的学习跟不上班上同学的进度
，有些是家长认为孩子学习的不够好，
必须打稳根基，所以重读一年。在德国
人的观念裡，留级就表示你对于这一年
的课程不够熟悉，所以再读一年罢了，
而且把基础打稳一点也是一件好事。
　　德国人的教育观点，一如他们对于
所有事一样务实，什麽样的选择对孩子
最好，就让孩子去选择，也就是──这
个孩子不喜欢念书，或者书念不好，那
就该把他放在他最可以发挥的地方，专
业的认证对他们来说，比任何文凭都来
的重要。

《没有边界的教室》
沈佳慧
乐木文化

　　“成为一个人”远比“学习
”重要！每个人身上多少都带着
伤痕，这伤痕形成自我的一部分
。教会他们释放过去，超越负面
的生命经验，是全人中学对待孩
子的第一步。当孩子拥有了健全
的心灵，将能更自在地面对人生
，学习自然不再是难事。正向看
待孩子犯错！
　　当孩子犯了错，大人的责罚
通常只能让孩子心生恐惧、厌恶.
甚至抹杀孩子尝试的勇气与创意
。在全人中学，老师不预设立场
，并宽容地与孩子认真讨论。因
为只有当孩子愿意思考自己的行
为时，才能真正获得成长。

《没有边界围墙
的学校》
李崇建、甘耀明
宝瓶文化

　　当你翻开本书，便进入一座梦幻的教
育森林，也进入台湾教育史上珍贵的一页
。从特别注重的心理辅导，到艺术课程的
设计、独特的登山课与漂流体验，以及培
养孩子自主、负责的公民素养，加上教师
时刻的觉察与反省——本书所呈现的正是
台湾唯一一所体制外中学—台湾全人中学
的“风景”，其中记录的有欢乐也有挫折
，有成功也有彷徨。
　　本书中所描绘的学校无疑为孩子营建
了一个体制外自由的学习天空，也为孩子
争取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作者通过本书
为关注教育的人们开启了一扇有着不同风
景的教育之窗。

《移动学校》
李崇建
宝瓶文化

　　丹麦人尊重孩子、真诚对待孩
子、重视家人相聚时光的教养哲学
，　　养成了幸福快乐的孩子，以
后也长成幸福快乐的成人。这样的
成人，又会以同样的教养风格，带
大自己的孩子，不断複製下去，丹
麦父母又是如何一代又一代、成功
複製幸福的教养模式？
　　丹麦父母这样做──没有最正
确速效的育儿方法，跟着孩子慢慢
学、一起成长，从每一天的生活裡
，培养让孩子、让自己都能更幸福
的全人教养思维。

《丹麦的幸福教养法》
Jessica Joelle Alexander, 
Iben Dissing Sandahl
天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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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既是人生中一段令人困惑的时期，也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时期，它
大约从12岁持续到24岁。在各种文化中，青春期都被视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无论是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还是对帮助和支持他们的成年人。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有4个本质特征，他们寻求新奇事物、积极参与社会
、情绪强烈，并不断进行富有创造力的探索，与童年期相比，他们的思考和
行为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也暴露出潜在的问题。父母要做的就是，了解这
些特征，将不利的一面降到最小，将有利的一面最大化。
　　为解决青春期的一切挑战，帮助父母与孩子进行更良性的沟通，作者将
“全脑教养法”运用到青春期，从“第七感”入手，提供大量方法帮助父母
们整合左右脑，将不安全依恋模式转化为安全依恋模式，和孩子一起，创造
一个平静、宽容的成长环境。

《青春期的脑内风暴》
Daniel J.Siegel
高宝出版

 　　以“老苏老师”闻名教育圈的苏明进
在走过很多学校后，明白老师们不欠缺热
情，他们只是欠缺方法，欠缺鼓舞他们再
站出来的勇气。不管是老师或父母在教育
孩子时，其实只需要换个角度，从孩子的
需求来看，都能迎刃而解。老苏老师想澄
清证明并聚焦，不畏惧学习、勇于面对学
习困难、并且靠自己找出解决方法，才是
陪伴孩子一生，用正向思维看待学习、能
带着走的能力。

《交心：
启动孩子的内在动机》
苏明进　亲子天下

 　　关庙阿嬷带着硕大凤梨，佝偻艰辛北上，老泪纵横
为了「最后一名」的孙仔向老师请命，「伊是阮唯一的
希望，拜託拜託⋯⋯」
　　飞来球祸翻过围牆，旋转的白球不幸失控，如何擦
枪走火，让高中对国小的上对下霸凌事件，一触即发？
　　建中「乔事王」臭头彬仔和英文老师的战争，一场
师生互斗风暴延烧出校园，「我发誓一定开一家比你大
的补习班⋯⋯」，青春时最痛恨的英文，让他冲撞出现
实美丽人生。
　　总绾光明与黑暗、铺写生命迭宕流转，全书二十四
篇至情至性故事──站在「人性」高度进行学习，发挥
我们与生俱有的「天性」；绵延各种心醉与心碎，刻下
既斑驳又华美的生之图景。

《学生３：
叫我最后一名》
林明进　
麦田出版

《走进小孩
的内心世界》
苏明进　亲子天下

 　　「教孩子好累」、「每天都
在斥责小孩」、「孩子在学校被
人欺负了怎麽办」、「孩子不肯
上学，怎样说都说不听」、「孩
子不听话」⋯⋯教养，从走进小
孩的内心世界开始面对千奇百怪
的教养问题，身为父母的你，是
否曾有不知所措的片刻？河合隼
雄教授了解父母的教养焦虑，整
理出48个父母的普遍性困扰，不
论你的孩子是在成长的哪一个阶
段，从孩子出生到青春期为止，
种种关于教养的烦恼与不安，都
能在这裡找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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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珍第一本深谈阅读素养「
为何学、如何学、怎麽学」的深度体
悟，无论是从为人父、为人子的角色
，畅谈阅读如何自然而然进入日常生
活，或是从文本的讯息提取、广泛理
解，到统整解释、反思评鑑的分层剖
析，还是针对评量方式、要不要读经
典、文言文白话文之争等教学现场的
讨论，这本书，集结了黄国珍多年来
针对「阅读素养本质」与「阅读理解
内涵」的淬炼与整理。他眼中的阅读
教育，并非只是教孩子如何去读一本
书，而是开启孩子的头脑去思考，甚
至是一种发现「自己是错误的」的教
育。从阅读中，我们不仅获得了知识
，获得了能力，更重要的是，触碰到
彼此的灵魂，在往来的讨论与对话中
，细细堆叠灵魂的厚度，让我们的心
灵逐渐滋养壮大。

《阅读素养》
黄国珍　亲子天下

 　　被路过的灵感撞到──情
境名词互换法；从尘埃裡开出
一朵花来──虚实互换法；在
琴弦上赛车──杂揉法；用一
碗汤看一个帝国──视角破题
法。36堂醍醐灌顶的写作课，
36种更上层楼的独门心法。

《写作吧！
破解创作天才的
心智图》
　　　蔡淇华
　　　亲子天下

 　　曾经，阅读，离这群孩子很
远很远。现在，书籍，是改变孩子
生命的起点。过去，是阅读安顿了
林怡辰的身心；如今，她用熟悉的
方式，拯救一个个脆弱的心灵。自
身成长过程的不顺遂，加上常驻偏
乡小校，林怡辰对孩子总带着更深
一层的同理与关怀。她坚信，阅读
是翻转贫穷的力量，教育是脱离弱
势的管道。十多年来，致力推动阅
读，说服校长、家长的认同与支持
，在网路上募书，写各种企划桉争
取经费，一步步替班级、学校打造
不输资源丰厚学校的图书馆，为的
是让偏乡孩子也有开拓视野的机会
。阅读的能力有了，写作能力的培
养就容易许多。林怡辰在书中具体
分享她如何有效提升孩子读写能力
的做法与建议，包括句子练习、创
意心得，利用演讲、辩论活动帮孩
子提升逻辑思考力，论说文写作也
不再是难事。此外，书中也回应了
经常让父母、老师头疼的问题。

《从读到写：
林怡辰的阅读教育》
林怡辰　亲子天下

《陪孩子一起阅读》
李伟文＆双胞胎AB宝
文化发展出版

 　　全书贯穿80本书、50部电影，以及
展览、演出、讲座等，在与孩子共同的
阅读中梳理压力、自学、朋友、成长、
追梦、志向、勇气等有关孩子学习、成
长的命题。从AB宝姐妹的交换日记看到：她们在考试满档的
中学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泉源；考试遇到挫折要怎样重振士
气；“为什么要读书”，是怎么解惑的；是什么书及电影让
她们仿佛回到外公、奶奶、爸爸的年轻岁月；是什么演讲让
她们体会到“失败也是生命的礼物”⋯⋯伟文爸爸的回信里
，娓娓道来的是一段段真实的人生体验、中西方的典范人物
故事、多元的阅读建议，温暖而真切，希望孩子领会生命、
拓展视野的真情表露无遗。每一篇都交织着孩子内心的真实
想法，以及爸爸宽广视野的生活领悟！每一篇都是送给孩子
的生命礼物！用轻松的亲子阅读化解硬邦邦的家教，通过亲
子交换日记把家长的生命感悟传达给孩子。

阅读
素养



 　　明明需要帮助，却开不了口？该如何好好拜託
别人，让对方主动愿意帮你，而不是被迫必须协助
？对于别人愿不愿意帮忙、何时会帮忙、帮忙时心
裡做何感想的直觉，我们常常错得离谱。我们以为
求助于人，对方是否接受是因为个性，但实际上如
何赢得最高级的帮助，主导权在你自己。让人愿意
转念帮你，关键在于触发内在动机。哥大改变人心
深层动机的热门课，结合半世纪以来社会心理实验
的重要发现，以及政商界顶尖人士的拜託之道，教
你学会洞察求助时机、掌握说服技巧，并给人动机
帮助你成功。《好好拜托》

Heidi Grant
天下出版

 　　本书旁徵博引大量有趣、甚至匪夷所思的
心理学实验，例如，只是假扮狱卒的受试者，
最后竟然真的虐待假扮囚犯的受试者；简单设
计一些团体活动，就让两个夏令营的小朋友变
成仇敌而最后又化敌为友；刻意将室内装潢、
日曆跟电视节目调回到六○年代，就让养老院
的老人重拾青春⋯⋯
　　透过这些惊人的实验，科学家发现，原来
不只大脑会影响身体，身体也会影响大脑。这
个简单的观念促成了一系列快速、简单、有效
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快乐，摆脱焦虑
和忧鬱，坠入情网，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解决拖延的问题，甚至延缓老化。最重要的
祕诀就是：「想要某项特质，就表现出你好像
已经具备了。」

《撕掉励志书》
Richard Wiseman　
漫游者出版

教育
现场 心理

情商

能力，包括：情绪管理力、个性塑造、态度养成、
领导力，以及个人魅力。你在社交、家庭、爱情和
职场等所有场合，能遇到的所有你认为与情商相关
的困惑，都可以通过这5种能力得到化解。
　　如果你不愿被愤怒、悲伤、沮丧、嫉妒等负面
情绪控制， 如果你希望在彰显自己时不冒犯别人，
照顾他人时不委屈自己， 如果你想在职场和情场都
如鱼得水， 如果你希望摆脱小透明、边缘人的标签
， 《蔡康永的情商课》就是适合你的选择。

　　情商是什么？在蔡康
永看来，情商，是人应对
一切关系的能力总和，而
情商真正的意义，在于愉
快地做自己。我们训练情
商，不是为了扭曲自己去
讨人喜欢，而是为了做情
绪的主人。
　　那么，情商应该怎么
学？ 康永哥的每一堂课程
，都有认知心理学方面的
学术观点作理论根基，但
最关键的是，他回应的都
是真实而具体的生活场景
。课程中提炼出了5种核心

《蔡康永的情商课》
蔡康永
湖南文艺出版

　　心理学家主张能测知
智商，同时能得知个人特
质及创造力；他们阐述情
感，说明如何成功地沟通
及自我管理；他们建构出
测试法，号称能在网路上
找出最佳的伴侣；他们告
诉我们如何经营婚姻、如

《失控的心理学》
Jens Bergmann
商周出版

何教养子女，以及我们该在职场上争
取何种目标。心理学能诊断出我们是
否正常、为我们的苦难命名，从创伤
后压力症候群，一直到职业倦怠症。
心理学一方面提供安慰，另一方面却
又严密地控制着我们。作者在书中描
绘了心理学如何深具感染力，及其所
带来的种种现象，为读者澄清了这门
现今最受欢迎学科的风险与副作用。



教育
现场 大象的

   道理

　　透过从源头上提升对
每个人来说极重要的六件
事（清醒认识自己、如何
有效学习、建立恰当金钱
观、高效利用时间、正确
处理人际关係、如何看待
成功）的基础认知，搞清
楚它们的内在逻辑，指出
大部分人的认识误区，直
指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道理
，让你思维开挂，认知升
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生赢家。

《你懂这么多道理，
为什么过不好这一生？》
蔡垒磊
远足文化出版

　　这是一本讨论道德的书。然而，它没有
要教导人如何生活的远大抱负，也未抱持传
授道德思想史的神圣使命。本书的志向谦虚
多了。作者提出一个邀请，邀请读者用不同
角度探讨道德哲学，自由思索何谓伦理。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十九个
道德难题，第二部分针对第一部分提到用来
解释这些难题的理论和实验进行系统性论述
。本书的目的不在表达知道什麽是善或恶、
公平或不公平是件很难的事，而是要提供某
种智识的工具箱，在正视道德争论的时候不
致于让那些伟大的字眼，诸如尊严、美德、
义务等等，以及崇高的原则吓到。

《道德可以建立吗？》
Ruwen Ogien 
脸谱出版

《大象在屋里》
Maria Gomori 
张老师文化出版

　　大多数家庭的问题都
像一只大象，把家庭功能
阻塞住了，
　　家族治疗师的工作就
是慢慢地清除这只大象，
并让家庭成员愿意敞开谈
论。
　　Maria Gomori对治
疗师说：只要家庭能出现
在你的面前⋯⋯就表示他
们已经走过来了，已经应
对了，他们具备了求生存
的能量及资源。问题是，
我们如何帮助他们使用自
己的能量，走向下一步⋯
⋯

《越过河与你相遇》
Maria Gomori 
张老师文化出版

　　治疗师与桉主之间有条河，治疗师
需要越过这条河与桉主相遇，但彼此间
仍需保持着清楚的界限。
　　我尝试帮助人们帮助自己，可以自
己做决定并找到自己的资源。这帮助我
能够主导历程，而不是主导他们。对我
而言，很重要的是，我认为成功的结果
　　　　，对桉主来说却可能不是他们
　　　　　　所需要的。我只能帮助他
　　　　　　们弄清楚他们想要什麽，
　　　　　　以及决定要去的地方。
　　　　　　　　我尽我所能地在历程
　　　　　　中让桉主主导自己。我的
　　　　　工作是帮助他们做选择，并
　　　　在他们和我之间保持微妙的平
　　　　衡。要整合这个模式需要花很
　　　　多年的时间，因为你必须先学
　　　　会整合你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