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導師班級經營與輔導實務參考書籍： 
序 書籍封面 書籍介紹 

1 

 

不孤單,一起走!:體制外教師曲智鑛的教育思索 

作者：曲 智鑛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親子天下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8.2 5588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985 | 

2 

 

這樣當老師:是那些老師和學生教我如何當老師的 

作者：邱 珍琬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書泉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0.7 7711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87986 | 

3 

 

看懂關係,療癒心靈:關係治療理論與實務 

作者：江 垂南;蔡 明娟;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張老師文化 

出版年：2017[民 106] 

電子資源：     HyRead ebook電子書 

4 

 

一個都不能少：愛的零拒絕教育！教育孩子同理心之必要 

作者：沈 雅琪;神老師&神媽咪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寫樂文化出版 時報文化總經銷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9.607 3471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536  

5 

 

老師,我可以叫你一聲爸爸嗎? 

作者：余 浩瑋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紅桌文化,左守創作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0.7 8031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982 |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397&resid=188874787&nowid=11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9B%B2+%E6%99%BA%E9%91%9B&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8558&resid=188940299&nowid=4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9%82%B1+%E7%8F%8D%E7%90%AC&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35801&resid=188940299&nowid=1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B1%9F+%E5%9E%82%E5%8D%97&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8%94%A1+%E6%98%8E%E5%A8%9F&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87%8C%E7%B6%B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8960&resid=188940299&nowid=13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B2%88+%E9%9B%85%E7%90%AA&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7%A5%9E%E8%80%81%E5%B8%AB%26%E7%A5%9E%E5%AA%BD%E5%92%AA&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394&resid=188940299&nowid=18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4%BD%99+%E6%B5%A9%E7%91%8B&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cs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26126


6 

 

老師,是孩子遲來的父母:N位夥伴 x蘇文鈺的熱血連線 

作者：蘇 文鈺;盧 諭緯 

出版地：臺北市 [新北市] 

出版社：親子天下出版 大和圖書總經銷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0.7 4408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979 | 

7 

 

傳統的年代,不傳統的老爸:專業諮商師的 32堂親職教育 

作者：邱 珍琬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書泉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8.2 7711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87985 | 

8 

 

做孩子的重要他人 

作者：蘇 文鈺;楊 語芸 

出版地：臺北市 新北市 

出版社：寶瓶文化出版 大和書報圖書總經銷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0.7 4408 2017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

書(001-312.9) | 00386604 |  

9 

 

沒有不會讀書的孩子:改變孩子學習的心靈力量 

作者：朴 民根;尹 嘉玄 

出版地：新北市 

出版社：一起來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1.1 4374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978 | 

10 

 

教出情緒不暴走的孩子:人氣諮商心理師的 36堂高效能情緒教養課,幫

助父母探索孩子的情緒困擾! 

作者：許 皓宜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新手父母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8.2 0823 2017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

書(001-312.9) | 00391384 |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391&resid=188940299&nowid=2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8%98%87+%E6%96%87%E9%88%BA&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7%9B%A7+%E8%AB%AD%E7%B7%AF&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8557&resid=189005895&nowid=11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9%82%B1+%E7%8F%8D%E7%90%AC&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7190&resid=189005826&nowid=11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8%98%87+%E6%96%87%E9%88%BA&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A5%8A+%E8%AA%9E%E8%8A%B8&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390&resid=189005826&nowid=43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9C%B4+%E6%B0%91%E6%A0%B9&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B0%B9+%E5%98%89%E7%8E%84&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788&resid=189005826&nowid=49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788&resid=189005826&nowid=49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8%A8%B1+%E7%9A%93%E5%AE%9C&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11 

 

幫助每一個孩子成功:發展正向性格,培養面對未來挑戰所需的恆久能

力 

作者：塔夫;張 怡沁 

出版地：臺北市 [新北市] 

出版社：親子天下出版 大和圖書總經銷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8.2 1193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87782 | 

12 

 

我有一個夢:一場溫柔而堅定的體制內革命 

作者：王 政忠 

出版地：臺北市 [新北市]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 大和書報圖書總經銷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0.7 1015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86545 | 

13 

 

案例法與班級經營之教師專業成長 

作者：張 民杰;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高等教育 

出版年：2017[民 106] 

電子資源：     HyRead ebook電子書 

14 

 

別叫我屁孩,我可以自己來!:專屬青春的完全生存手記 

作者：劉 南琦;南琦;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地：新北市 

出版社：華文精典 

出版年：2017[民 106] 

電子資源：     HyRead ebook電子書 

15 

 

撕掉孩子的 NG標籤:先接納、再賞識,就能順應特質教 

作者：王 君卉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新手父母,城邦文化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 

出版年：2017[民 106] 

借閱次數: 2 次  點閱次數: 0 次 

索書號 528.2 1014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538 |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7827&resid=189005830&nowid=1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7827&resid=189005830&nowid=1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A1%94%E5%A4%AB&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BC%B5+%E6%80%A1%E6%B2%81&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7132&resid=188940319&nowid=24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7%8E%8B+%E6%94%BF%E5%BF%A0&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35656&resid=188940319&nowid=43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BC%B5+%E6%B0%91%E6%9D%B0&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87%8C%E7%B6%B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36041&resid=188940319&nowid=56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8A%89+%E5%8D%97%E7%90%A6&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8D%97%E7%90%A6&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87%8C%E7%B6%B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8962&resid=188940319&nowid=73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7%8E%8B+%E5%90%9B%E5%8D%89&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cs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9500
http://cs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19739


16 

 

誰說分數不重要?:體制內教育的求生術,幫孩子找到分數背後的自己 

作者：彭 菊仙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年：2017[民 106] 

借閱次數: 0 次  點閱次數: 0 次 

索書號 528.2 4242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877 | 

17 

 

改變,是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未來:反骨校長王秀雲的教育改革傳奇 

作者：王 秀雲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平安文化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0.7 1021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874 | 

18 

 

柔軟的心最有力量 

作者：高曼;施 婉清 

出版地：臺北市 [新北市] 

出版社：天下雜誌出版 大和圖書總經銷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177 0843 | 正修科技大學/二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86576 | 

19 

 

慢情緒心理學:情緒愈少, 內心越豐盛 

作者：楊 秉慧;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地：新北市 

出版社：晶冠出版發行 旭昇圖書總代理 

出版年：2017[民 106] 

電子資源：     HyRead ebook電子書 

20 

 

翻轉職場性別 

差距[DVD]:debugging the gender gap 

作者：雷諾斯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宇勗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987.81 1004 | 正修科技大學/二樓資訊共享中心 | 影片光碟 

(包含: 電影片、紀錄片、教學影片) | 00383821 |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289&resid=188940319&nowid=82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BD%AD+%E8%8F%8A%E4%BB%99&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286&resid=188940319&nowid=83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7%8E%8B+%E7%A7%80%E9%9B%B2&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7162&resid=188874793&nowid=2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9%AB%98%E6%9B%BC&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96%BD+%E5%A9%89%E6%B8%85&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36072&resid=188874793&nowid=6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A5%8A+%E7%A7%89%E6%85%A7&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87%8C%E7%B6%B2%E7%A7%91%E6%8A%80%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6341&resid=189071405&nowid=4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6341&resid=189071405&nowid=4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9%9B%B7%E8%AB%BE%E6%96%AF&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csu.ebook.hyread.com.tw/bookDetail.jsp?id=126731


21 

 

變身妮可:不一樣又如何?跨性別女孩與她家庭的成長之路 

作者：納特;葉 佳怡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44.75 4429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88144 | 

22 

 

想太多也沒關係:如何紓解紛亂的思緖?不再對人生感到厭倦! 

作者：布提可南;楊 蟄 

出版地：新北市 

出版社：大樹林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177.2 4644 | 正修科技大學/二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88019 | 

23 

 

正面迎擊的力量:不隱忍、不尷尬又不失禮的溝通技術 

作者：派崔特;瑪姬;施 婉清 

出版地：臺北市 [新北市] 

出版社：天下雜誌出版 大和圖書總經銷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177.3 0843 | 正修科技大學/二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86515 | 

24 

 

有些話,這樣聽那樣說,更好!:面對衝突,不暴走、不動氣又不吵架的溝

通 Dos & Don'ts 

作者：卡斯佩森;艾爾佛斯;蘇 彩禾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41.62 4422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918 | 

25 

 

班級經營:理論與實務 (四版) 

作者：吳 明隆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五南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527 2667 2017 | 正修科技大學/四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001-312.9) | 00390980 |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8708&resid=189071405&nowid=9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7%B4%8D%E7%89%B9&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8%91%89+%E4%BD%B3%E6%80%A1&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8583&resid=188874805&nowid=1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B8%83%E6%8F%90%E5%8F%AF%E5%8D%97&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A5%8A+%E8%9F%84&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17102&resid=188874805&nowid=3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B4%BE%E5%B4%94%E7%89%B9&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7%91%AA%E5%A7%AC&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6%96%BD+%E5%A9%89%E6%B8%85&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330&resid=188874805&nowid=19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330&resid=188874805&nowid=19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8D%A1%E6%96%AF%E4%BD%A9%E6%A3%AE&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8%89%BE%E7%88%BE%E4%BD%9B%E6%96%AF&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8%98%87+%E5%BD%A9%E7%A6%BE&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http://webpac2.csu.edu.tw/bookDetail.do?id=329392&resid=188940308&nowid=2
http://webpac2.csu.edu.tw/bookSearchList.jsp?search_input=%E5%90%B3+%E6%98%8E%E9%9A%86&search_field=PN&searchtype=0


26 

 

人生問題的有益答案:偉大思想家如何解決你的煩惱 

作者：林 力敏;狄波頓 

出版地：臺北市 

出版社：先覺 

出版年：2017[民 106] 

索書號 109.9 4448 | 正修科技大學/二樓中文圖書區 | 中文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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