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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提供：蘇文安、馬睿欣、林滋恩、施玲羽、許芸、林碧雲 

A.親子 
A1. 林滋恩 【美國袋鼠媽媽伴學去】﹝繁體﹞ 寶瓶，台北，2010 

A2. 林滋恩 【我在美國當媽媽】﹝簡體﹞ 電子工業，北京，2013 

A3. 杜布森 【轉個彎，一樣有路走】 愛家，台北，2000 

A4. 史葛利 【說出心中的情畫】 愛家，台北，1998 

A5. 湯瑪斯·高登 【P.E.T.父母效能訓練】 新雨，台北，2003 

A6. 安戴爾·法伯特 【如何跟孩子有效溝通】 世茂，台北，1996 

A7. 亨利·克勞德 【為孩子立界線】 台福，洛杉磯，2002 

A8. 蓋瑞·史邁利 【打開孩子心門之鑰】 道聲，台北，1992 

A9. 蔡穎卿 【媽媽是最初的老師】 天下，台北，2007 

A10. 龍應台 【孩子，你慢慢來】 時報，台北，2008 

A11. 詹姆斯·道森 【與青少年子女坦誠交谈】 大光，台北，1999 

A12. 愛德蒙多·狄·亞米契斯 【愛的教育】 譯站文化，台北，1999 

A13. 史提夫·道格拉斯，艾爾·堅森 【玩出好成績】 校園，台北，1993 

A14. 小卡爾·威特 【卡爾·威特的教育】(續) 上游，台北，2003 

A15. 黄麗薰 【揮別教養十大迷思】 真愛，洛杉磯,2012 

A16. 胡慧玲 【管教有方十二招】 真愛，洛杉磯,2008 

A17. 胡慧玲 【青春不叛逆】 真愛，洛杉磯,2008 

A18. 杜布森 【塑造好男孩】 證主，香港，2002 

A19. 杜布森 【培育女孩】 證主，美國，2014 

A20. 梅齡·霍普古德 【跟全世界的父母學教養】 天下，台北，2012 

A21. 陳盈潔、高郁茗 【在英國愛閱讀，在法國玩泥巴】 天下，台北，2012 

A22. 陳之華 【一起看見不同的世界】 天下，台北，2013 

A23. 大前研一 【教出孩子的生存力】 天下，台北，2013 

A24. 楊俐容 【情緒教養課典藏套書】 天下，台北，2013 

A25. 安戴爾·法柏 【你會聽，孩子就肯說】 天下，台北，2006 

A26. 路易斯 【像騎士一样学習愛——从男孩到男子汉】 西藏人民，2008 

A27. 龍應台 【親愛的安德烈】 時報，台北，2008 

A28. 龍應台 【目送】 時報，台北，2008 

A29. 簡媜 【紅嬰仔】 聯合文學，台北，1999 

 

B.婚姻/愛情 
 B1. 珍·奧斯汀 【傲慢與偏見】小說 遊目族，台北，2013 

 B2. 候文詠 【親愛的老婆】﹝1，2集合訂本﹞ 皇冠，台北，2007 

 B3. 莫非 【非愛情書】 宇宙光，台北，2000 

 B4. 莫非 【愛得聰明，情深路長】 張老師，台北，2002 

 B5. John Eldredge 【我心狂野】 校園，台北，2004 

 B6. 路卡杜 【愛的撲滿】 校園，台北，2005 

 B7. 蓋瑞·湯瑪斯 【婚姻靈修學】 校園，台北，1995 

 B8. 派特·摩利 【男人的七個季節】 學園，台北，2007 

 B9. 米奇艾爾邦 【最後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大塊，台北，2006 

 B10. 蓋瑞·巧門 【愛之語】 中主，台北，1998 



 B11.劉志雄夫婦 【牽手一世情】 提比哩亞，台北，2002 

 B12. 馬克士，馬瑞秋 【親密佳偶】 飛鷹，賓州，2009 

 B13. 丹尼斯·雷尼 【永續親密】 學園，台北，1996 

 B14. 尼爾·安德生 【幸福說明書 學園，台北，2013 

 B15. 胡慧玲 【婚姻保鮮膜 真愛，洛杉磯,2009 

 B16. 黃麗薰 【揮別婚姻十大謊言】 真愛，洛杉磯,2011 

 B17. 吳貴珠 【幸福，就在這裡】 真愛，洛杉磯,2012 

 B18. 葉高芳夫婦 【性福婚姻，幸福人生】 真愛，洛杉磯,2012 

 B19. 郭淵棐夫婦 【性福佳偶】 道聲，台北，2012 

 B20. 姜馬克 【婚姻的法則】 校園，台北，2012 

 B21. 帕羅特夫婦 【婚前抗逆祕笈】 天道，香港，2003 

 B22. 小川 糸 【喋喋喃喃】小說 天下，台北，2013 

 

C.長輩 
 C1. 琦君、林海音等 【守候‧盼望】 正中，台北，2012 

 C2. 簡媜 【誰在銀閃閃的地方，等你】 刻印，台北，2013 

 C3. 海樂·寇寧 【活出優質歲月】 道聲，台北，2009 

 C4. 連益雄 【連爸爸說故事】 天恩，台北，2013 

 C5. 金聖惠 【沒有音樂，依然可以跳舞】 以斯拉，台北，2012 

 C6. 葛原隆夫婦 【晚風習習木長青】 真愛，洛杉磯，2013 

 C7. 泰瑞·哈格里夫 【換我照顧你】 宇宙光，台北，2013 

 C8. 廖玉蕙 【後來】 九歌，台北，2011 

 C9. 黃小石 【恩典的歲月】 宇宙光，台北，2013 

 C10. 廖玉蕙 【後來】 九歌，台北，2011 

 

D.婚變/單親 
 D1. 廖輝英 【愛殺十九歲】小說﹝再版﹞ 九歌，台北，2008 

 D2. 黃維仁 【窗外依然有藍天】 愛家，台北，2002 

 D3. 蔣海瓊 【單親不孤單】 真愛，洛杉磯，2009 

 D4. 王浩威 【晚熟世代】 心靈工坊，台北，2013 

 D5. 彭惠仙 【通往幸福的 42個密道】 時報出版，台北，2000 

 D6. 霍桑 【紅字】小說 桂冠，台北，1994 

 

E.家族凝聚/信仰傳承 
 E1. 蘇文隆等 【至於我和我家】 真愛，洛杉磯，2008 

 E2. 子敏 【小太陽】﹝再版﹞ 麥田，台北，1997 

 E3. 蘇文安 【有真有愛，家是天堂】 真愛，洛杉磯，2012 

 E4. 陳胡珮珩 【小功課大祝福】 天恩，台北，2012 

 E5. 張梅 【加上更多】 真愛，洛杉磯，2011 

 E6. 唐韓福德 【陳織娘的一生】 校園，台北，1992 

 

F.家人歸主 
 F1. 三浦綾子 【雁狩嶺】 基文，香港，1970 

 F2. 三浦綾子 【尋道記】 基文，香港，1971 



 F3. 林语堂 【信仰之旅】 四川人民，2000 

◆ F4. 滕近辉 【写给信仰的追寻者】 宣道，香港，1971 

 F5. 黃仁宇 【赫德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時報文化，台北，1989 

 F6. 史特博伉儷合著 【緣盡今生?! 配偶信仰不同怎麼辦?】 海天，香港，2005 

 

G.養生/全人保健 
 G1. 焦桐 【暴食江湖】 二魚文化，台北，2009 

 G2. 焦桐 【台灣醫療文選】 二魚文化，台北，2005 

 G3. 吴永志 【不一样的自然养生法】 珠海，中国，2008 

 G4. 江本胜 【水知道答案】 南海，中国，2009 

 G5. Andrew Weil，M.D. 【自癒力—痊癒之鑰在自己】 遠流，台北，2000 

 G6. 史摩利·特倫德 【祝福的力量】 校園，台北，1993 

 G7. 蘇文博 【全人保健，持續實踐】 真愛，洛杉磯，2012 

 G8. 培基醫師團隊 【解除七種致命的壓力】 培基，台北，2011 

 G9. 胡慧玲 【再綻芬芳】 真愛，洛杉磯，2013 

 G10. 鮑伯·班福德 【人生下半場】 雅歌，台北，2006 

 G11. 麥哥登 【心意再更新】 天道，香港，2002 

 G12. 莊芷 【醜小鴨變老天鵝】 天恩，台北，2009 

 

H.婆媳/姻親 
 H1. 約瑟夫·史托威 【掌管你的舌頭】 學園，台北，1994 

 H2. 亨利克·勞德 【過猶不及】 道聲，台北，2001 

 H3. 蘿拉·戴維絲 【和好再相愛】 張老師文化，台北，2003 

 H4. 約翰·高特曼 【關係療癒】 張老師文化，台北，2010 

 H5 許芸等 【婆媳互動有門徑】小册 真愛，洛杉磯，2009 

 

I.旅遊/休閒/嗜好 
 I1. 康介莉 【溪水之畔】 天恩，台北，2012 

 I2. 舒國治 【水城台北】 皇冠，台北，2010 

 I3. 黃維仁 【傾聽就是愛】 愛家，台北，2010 

 I4. 陳幸惠 【人生溫柔論】 漢藝色研，台北，1990 

 I5. 馬睿欣 【理家理心】  真愛，洛杉磯，2011 

 

J. 家庭難題/災變 
 J1. 三浦綾子 【冰點】 麥田，台北，2009 

 J2. 焦桐主編 【當你失去親愛的人】 二魚文化，台北，2013 

 J3. 重松清 【十字架】 柿子文化，台北，2013 

 J4. 戴勞爾·肯寧 【做傷心人的好朋友】 中主，台北，2003 

 J5. 傅立德 【恩上加恩】 道聲，台北，2000 

 J6. 真愛團隊 【守住真愛守住家】套書 真愛，洛杉磯，2011 

 J7 劉珊 【不好的日子會讓好日子過得更好】 宇宙光，台北，2014 

 J8 思瑀 【有祢真好】 浸宣，台中，2014 

 J9 茱迪‧皮考特 【姊姊的守護者】 商務，台北，2006 

 J10 金‧愛德華玆 【不存在的女兒】 木馬，台北，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