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書名 / 作者 出版社 出版年 索書號

1
上網不上癮 : 給網路族的心靈處方

/ 張立人著
心靈工坊 2013 312.014 1108  

2
不只是怪,可能是病了 : 認識日常生

活中的精神病 / 劉震鐘著
心靈工坊 2014 415.95 7218  

3
不被遺忘的時光 : 從失智症談如何

健康老化 / 黃宗正著
心靈工坊 2016

415.9341 4431

 

4
正常與瘋狂的天秤 : 談精神疾病與

司法鑑定 / 吳建昌著
心靈工坊 2016

415.9512 2616

 

5
宅男宅女症候群 : 與社交焦慮症共

處 / 林朝誠著
心靈工坊 2014 415.992 4440  

6
快樂童年好EQ : 培養開朗自信的孩

子 / 商志雍著
心靈工坊 2014 528.2 0040  

7
找回專注力 : 成人ADHD全方位自助

手冊 / 高淑芬著
心靈工坊 2016

415.9894 0034-

1

8
依然真摯與忠誠 : 談成人亞斯伯格

症與自閉症 / 簡意玲著
心靈工坊 2014 415.988 8801  

9
夜夜好眠 : 擁抱睡神,不再失眠 /

陳錫中著
心靈工坊 2013 411.77 7585  

10
放輕鬆,不焦慮 : 自律神經的保健之

道 / 林奕廷著
心靈工坊 2013 415.992 4401  

11
星星小孩,擁抱陽光 : 幫助自閉兒快

樂成長 / 蔡文哲著
心靈工坊 2013 415.988 4405  

「臺大醫師到我家-精神健康系列」書展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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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 讓我們一起走

過憂鬱的低谷 / 廖士程著
心靈工坊 2015 415.985 0042-1

13
家有過動兒 : 幫助ADHD孩子快樂成

長 / 高淑芬著
心靈工坊 2013

415.9894 0034

 

14
健康飲食好心情 : 厭食、暴食與肥

胖的心理探討 / 曾美智著
心靈工坊 2014

415.9982 8088

 

15
開心紓壓 : 給壓力一族的心靈妙方

/ 謝明憲著
心靈工坊 2014 176.54 0463  

16
跟孩子更親近 : 親子關係的淬煉與

成長 / 丘彥南著
心靈工坊 2016 528.2 7204  

17
精神疾病的家族密碼 : 談精神醫學

與遺傳基因 / 劉智民著
心靈工坊 2015 415.98 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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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上網不上癮 : 給網路族的心靈

處方 / 張立人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3 

索書號：312.014 1108   

 

內容簡介 

現代人的生活已經離不開網路，它究竟是帶來更多自由，

還是更多束縛？沒有手機、電腦，你就覺得渾身不自在？

網路遊戲為何讓人深陷網海，難以自拔，甚至犯法犯罪？

當每天上網的時間愈來愈長，「習慣」、「沉迷」與「成

癮」如何區隔？網路成癮是不是一種病？ 

  網路成癮和科技心理學已是現代人必須面對的重要議題。南韓官方數

據顯示，2011 年約有兩百萬人有網路成癮現象。美國網路成癮的人口約為

6%~14%、芬蘭約 4.6%~4.7%、臺灣約 10%。 

  張立人醫師針對新興的網路成癮現象，探討其定義、成因以及治療之

道。書中包含自我檢測量表、網路成癮的類型、網路成癮造成的不良後果、

醫師及諮商者的專業協助等，加上許多真實案例，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針

對一般人常見的疑惑，完整的加以解說。 

  張醫師並提供五個預防手機成癮方法、九個因應電子書包計畫的技

巧、五個與成癮者對談的方式，幫助網友適時離開虛擬網海，走進真實世

界，經營美好關係與幸福人生。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4933025*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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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不只是怪,可能是病了 : 認識

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 /     

劉震鐘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4 

索書號：415.95 7218   

 

內容簡介 
孩子最近常亂發脾氣，在房間自言自語還唱歌，難道精神出毛病？ 

爸爸說他被特務植入晶片，聽得到國家機密，我是否該帶

他看醫生？ 

是不是得到精神分裂症，這輩子就完了？能夠康復嗎？要

終生吃藥嗎？    

人的精神跟身體一樣，都可能生病。但精神疾病種類繁多、症狀多元，

若非專業醫療人員，實在不易判別。精神科衛教經驗豐富的劉震鐘醫師，

在本書中詳細介紹各種精神疾病的特徵、診斷依據、發病風險評估、及早

介入處置的可能性，並著墨精神分裂症的發病歷程與復健之路。 

  多認識精神疾病、提高警覺，能夠提早發現自己或親友的異狀，以利

及早處置，但也毋需過度擔憂，以免形成另一種壓力。劉醫師提醒：當我

們覺得壓力太大、快撐不住時，千萬不要勉強，應適時紓壓、請教專業，

便可迅速返回健康生活。 

  此外劉醫師特別希望，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得到家人與大眾的接納與鼓

勵，保有個人生活與尊嚴。若患者能謹慎地勇敢面對未來，秉持永不放棄

的信念，康復之日不是夢！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563237*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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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不被遺忘的時光 : 從失智症談

如何健康老化 / 黃宗正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6 

索書號：415.9341 4431   

 

內容簡介 

媽媽老是忘東忘西，到底是老化還是失智？老化可以減緩

嗎？失智症可以預防嗎？照顧失智家人令人身心俱疲，是

否有事半功倍的照顧技巧？ 

在少子化又高齡化的臺灣，人人聞失智症色變。據推測，

2060 年全臺銀髮族中有失智症或可能罹患失智症的人口，逼近八十萬人。

對失智症的瞭解，是現代人必備的健康知識。 

  失智症無法根治、好轉，但可以預防。而且及早發現與治療，可以減

緩失智速度。陪伴過許多年長患者的黃宗正醫師，在本書中詳述失智症的

類型與成因，並對治療、照護、法律與倫理議題提供臨床實證作為參考，

幫助家屬與患者共同度過一段溫暖有尊嚴的寶貴時光。 

  除了充實對失智症的瞭解，黃醫師更提出「最適老化」的觀念，依照

每個人不同年齡階段、不同的身心狀況，以最合適個人的方式老化，才能

擁有健康、愜意的晚年。只要把握多運動、多護腦、人際支持、心靈信仰

四大生活原則，就能避免疾病威脅、心靈空虛，人人都能建立適合自己的

老年哲學，優雅經營健康晚年。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946669*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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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正常與瘋狂的天秤 : 談精神疾

病與司法鑑定 / 吳建昌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6 

索書號：415.9512 2616   

 

內容簡介 

失智症患者拿走鄰居的東西，他犯了竊盜罪嗎？躁症發作

時買了豪宅，付不出錢可以反悔嗎？自稱因幻覺而殺人，

會被判刑嗎？ 

犯罪的人必須負起刑事責任，但精神異常者犯罪時，該不

該負起刑責？這時，司法精神鑑定就扮演了關鍵角色。 

   隨著近年國內發生多起令人驚駭的重大犯罪案件，司法精神鑑定成為

媒體及大眾談論的焦點。本書作者吳建昌醫師，為國內司法鑑定之權威。

吳醫師列舉國內外許多經典案例，從精神醫學與法律兩種角度，剖析兩者

如何看待診斷與精神狀態，以及澄清精神疾病與犯罪關係。在書中，吳醫

師也詳述了司法精神鑑定的原則、判斷關鍵，並釐清大眾的誤解。 

  司法精神醫學一直在臺灣司法系統中扮演著沉默的橋樑角色，鑑定醫

師們努力將精神病理學事實翻譯為法律事實，協助法院達成司法正義的目

的。更重要的是，司法精神鑑定與每個人都有切身關係，充實這個領域的

知識，刻不容緩。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948620*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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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宅男宅女症候群 : 與社交焦慮

症共處 / 林朝誠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4 

索書號：415.992 4440   

 

內容簡介 

我和人說話時總是緊張冒汗，也很害怕成為注目焦點。是

我太過害羞了嗎？我真的很想交朋友、跟人侃侃而談，但

我做不到，只能躲在家上網。不知誰能幫幫我？每次開會

報告、拜訪客戶，我就緊張得語無倫次，因此丟了工作。

我的未來該怎麼辦？ 

  社交焦慮症是世上第三大的精神疾病。在美國，至少一千五百萬人苦

於此病；在日本，至少有三百萬人罹病。社交焦慮症患者常被誤認只是「太

內向害羞」，事實上，他們已受焦慮嚴重折磨，卻不知如何求援。他們並

非真的樂於宅在家中，而是恐懼與外界接觸。 

  臨床經驗豐富的林朝誠醫師以親切的文字，說明這樣「隱形」的疾病

該如何發現及治療。書中亦有實用的自我評量表，讀者可自行評估社交焦

慮指數。如果，你正是社交焦慮症的患者，請不要灰心，這本書就是為你

而寫。如果，你的身旁有親友對社交感到害怕，也請記得伸出援手、多些

鼓勵。 

  社交焦慮症治癒率很高，只要付出耐心，接受專業的幫助，宅男宅女

也可以走出門外，擁有多彩社交生活，建立美好人際關係，享受快樂人生！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219889*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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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快樂童年好 EQ : 培養開朗自信

的孩子 / 商志雍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4 

索書號：528.2 0040   

 

內容簡介 

為什麼孩子常以哭鬧與耍賴來達到目的？我真拿他沒辦

法！孩子小時候很乖，國中之後卻很難管教，「叛逆期」

是無法避免的嗎？雙薪父母時間有限，該如何增進陪伴與

管教孩子的技巧？ 

  天下父母都愛孩子。但，愛，是有方法的。現代教養的重點，無非是

協助孩子內在建立健康自我形象，外在擁有自律守規矩的好習慣。教養孩

子最核心的概念，就是花時間陪孩子。越早花時間陪孩子，就越容易建立

關係。 

  擅長親子議題的商志雍醫師，以日常親子生活為實例，娓娓剖析如何

建立孩子的自我形象，關鍵就在於培養孩子的歸屬感、價值感與能力感。   

此外並提出有效管教三階段、獎懲準則、改正不良習慣三步驟……等實用

的教養策略；同時也叮囑父母多花時間陪伴孩子，以尊重、同理、傾聽、

讚美來向孩子傳達愛意。 

  教養，不只是讓孩子更加成熟，這過程也會讓父母的生命更加成熟。

期盼本書能在這條親子共同成長的路上，助您一臂之力。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345641*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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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找回專注力 : 成人 ADHD全方

位自助手冊 / 高淑芬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6 

索書號：415.9894 0034-1 

 

內容簡介 

老公是超級脫線王，心不在焉又虎頭蛇尾，怎麼講都改不

了，我快氣死了！我最怕坐辦公室看文件，三分鐘就起身

想找人聊天，一直被主管罵好痛苦！從小就愛打抱不平，

長大卻被說是雞婆又白目，我只是熱心助人啊！如果小時

候沒治療，成人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還有痊癒的機會嗎？  

  一般以為 ADHD 只會發生在兒童身上，甚至以為這些精力充沛的孩子

長大後就會「變好」，然而事實卻非如此。醫界發現，ADHD 兒童若未治

療，六成左右到了成人期仍有明顯症狀。他們在離開父母、學校之後，將

面臨學業、工作、兩性交往與婚姻生活等接踵而來的考驗。 

國內 ADHD 權威高淑芬醫師，心疼許多不知自己罹患 ADHD 的成人患

者，在生活中遭遇了數不盡的挫折後才來求診，覺得有必要針對成人 ADHD

出版一本自助書籍，幫助他們克服障礙，發揮潛能。 

  本書除了詳述成人 ADHD 的症狀、診斷，以及藥物治療、認知行為治

療外，還提供極為實用的方法與技巧，來改善患者在記憶力、時間管理、

人際關係、情緒等方面的問題，更貼心地為患者的家屬、伴侶們開出專屬

心靈處方。 

透過治療輔導，ADHD 成人也能和常人一樣，擁有穩定工作、美滿婚

姻，同時更能有效發揮先天的活潑不羈、充滿創意的天賦，開展美好人生！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946670*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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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依然真摯與忠誠 : 談成人亞斯

伯格症與自閉症 / 簡意玲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4 

索書號：415.988 8801   

 

內容簡介 

當他在學校…數理能力超強，但沒人願意跟他同組，總是

被排斥！ 

當他在職場…被同事說死腦筋、不合群，只好獨來獨往！ 

當他結婚了…很專情卻太理性，絲毫不浪漫，連親密時也一板一眼！ 

  亞斯伯格症與高功能自閉症患者由於症狀輕微，經過早期療育和輔

導，多能順利完成學業。但當這些來自星星的大孩子準備踏進社會時，卻

常在微妙複雜的職場、人際關係中跌跤。 

陪伴許多亞斯伯格病患成長的簡意玲醫師，在本書中從病症特徵、分

類、診斷、治療，到社會生活中面臨的難題：交友、就業、戀愛、婚姻、

財務管理、家事分工等面向，均有深入分析與中肯建議。 

  亞斯伯格人有許多美好特質，更像你我一樣渴望被接納、受尊重。他

們待人忠誠真摯，工作專注投入，是令人安心的伙伴，甚至是文明進步的

重要推手。若能接納亞斯伯格人的特質，這世界必能成就更加豐富優美的

生命協奏。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345634*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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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夜夜好眠 : 擁抱睡神,不再失

眠 / 陳錫中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3 

索書號：411.77 7585   

 

內容簡介 

到底一天要睡多久才足夠？該不該睡午覺？睡前可以運動

嗎？躺在床上看電視、聽音樂好嗎？失眠就一定要吃安眠

藥嗎？有副作用嗎？吃安眠藥出現夢遊是怎麼一回事？ 

睡眠醫學專家陳錫中醫師從睡眠的原理開始，逐一針對相

關睡眠的疑難雜症提出解答，進而提出治療方法，幫助讀者建立睡眠保養

知識，瞭解阻礙睡眠的各種原因，同時釐清求診用藥的正確觀念。 

  除了失眠症小常識、醫師小叮嚀等貼心設計，陳醫師也描述了如何啟

動好眠的三大要件、七個睡眠保健祕方，以及五個不吃藥的治療方法。只

要你養成規律的作息、累積睡眠能量、固定起床時間、練習放鬆身心的腹

式呼吸，就能從日常生活中進行睡眠保養、好好保養自己的健康，從此和

失眠說拜拜！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4869789*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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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放輕鬆,不焦慮 : 自律神經的

保健之道 / 林奕廷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3 

索書號：415.992 4401   

 

內容簡介 

為什麼我明明感覺心臟很不舒服，但經過一連串的檢查，

卻找不出毛病？為什麼我常失眠、頭痛，每天總有操心不

完的瑣事？我常因工作壓力而感到焦慮，這樣下去會得憂

鬱症嗎？自律神經失調跟焦慮有關係嗎？要怎麼治療？ 

  壓力和焦慮是許多身心疾病的源頭，林奕廷醫師以多年的臨床經驗與

豐富真實的案例，詳細探討焦慮的成因與種類、對身心造成的影響、與自

律神經的關係、焦慮症家族的解析與治療方法，以及如何調適、超越焦慮，

成為情緒的主人。書中並介紹讀者如何運用焦慮自我評量表、社會再適應

量表等，來進行自我檢測，幫助我們察覺自己是否有潛在的焦慮問題，是

不是無形中已經習慣承受壓力卻不自覺。 

  每個人感受到的壓力不一樣，反應當然也天壤之別，過大的壓力有礙

健康，適度的壓力卻有益處，林醫師詳細解說壓力反應的兩大系統，並提

出放鬆身體和心情的調適方法，以及五個認知治療法，希望能幫助讀友紓

解壓力與焦慮，重拾美好健康的自在人生。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087233*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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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星星小孩,擁抱陽光 : 幫助自

閉兒快樂成長 / 蔡文哲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3 

索書號：415.988 4405   

 

內容簡介 

為什麼我的孩子是自閉症兒？自閉症會不會痊癒、可以變

好嗎？該不該嘗試五花八門的另類療法？要如何進行早期

療育？ 

蔡文哲醫師是非常資深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醫師，接觸過

無數自閉症孩子與他們的父母、老師，深深了解他們的疑惑與困擾。透過

這本書，蔡醫師完整介紹自閉症的相關知識，從症狀的發現、行為特徵、

診斷、治療、到行為矯治等，並引用許多案例故事，說明自閉症兒童的多

樣性和天賦潛能。並為家長及老師最關心的四個問題：溝通能力、人際關

係、生活自理、學校生活適應，提出具體的訓練方向，書中都有完整說明。 

  針對自閉症的教育矯治，蔡醫師提出五個必守原則：運用學習理論，

循序漸進或逐漸減退、實用、避免一成不變、家庭參與及學習生活化，期

能陪伴家長走過辛苦的教養歷程，學會接納孩子的特殊性，幫助孩子適應

環境，活出屬於自己的潛能。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4908447*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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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 讓我們

一起走過憂鬱的低谷 /     

廖士程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5 

索書號：415.985 0042-1 

 

內容簡介 

憂鬱症，是二十一世紀最常見的精神疾病，全球罹病人口

估計超過三億五千萬人，重度憂鬱症更是使人類失能的首

要疾病。身為憂鬱症防治專家的廖士程醫師，在本書中透

過真真切切的臨床經驗分享，從醫學研究、求診案例、患

者心聲、家屬困境，甚至家屬最不願意碰觸的自殺話題，都做了精闢的剖

析講述，並提供方法與建議。 

  廖醫師並提醒讀者：預防重於治療，憂鬱症也不例外。要遠離憂鬱症，

最好盡早養成讓自己快樂的好習慣，儲存「快樂資本」，當低潮來臨時，

才能幫助自己度過灰暗的幽谷。 

  這是一本實用的書，更是一本療癒的書。除了讓讀者對憂鬱症有全面、

深入的了解，也讓患者與親友更能同理彼此的苦衷，進而為康復一起努力。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909380*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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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家有過動兒 : 幫助 ADHD孩子

快樂成長 / 高淑芬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3 

索書號：415.9894 0034   

 

內容簡介 

過動症是遺傳而來的嗎？治得好嗎？孩子總是動個不停，

無法專心做好一件事，該怎麼辦？長期服用藥物會影響孩

子的發育和健康嗎？ 

高淑芬醫師將她二十多年的臨床經驗及研究資料，轉化成

淺顯易懂的文字，幫助父母了解過動兒的行為模式，深入淺出地敘述行為

治療與藥物治療的重點，並搭配插畫、圖表、過動症小常識等貼心設計，

宛若醫師就在你面前，娓娓為你解答心中困惑。 

  書中並提供教室輔導四大方法、五大訣竅，以及家庭教育十五招，父

母、老師都可靈活應用，放鬆心情，帶著最大的愛心耐心，幫助孩子一步

步改善行為模式、學習社交技巧。 

  希望透過本書的說明，讓社會大眾對 ADHD 孩子有更多了解，以正向

態度幫助他們，讓他們可以好好學習，快樂成長，活出屬於自己的美好天

賦。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4869771*cht


 14 

書名：健康飲食好心情 : 厭食、暴食

與肥胖的心理探討 / 曾美智

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4 

索書號：415.9982 8088   

 

內容簡介 

妹妹已經瘦成紙片人還想減肥，整天沒精神，月經也好久

沒來了…我總是靠吃大餐來紓壓，但吃完有罪惡感立刻吐

掉，越來越沒法控制…媽媽怕胖白天不吃，半夜卻餓得起

床吃宵夜，結果越減越胖好沮喪… 

  你是否常把「我太胖了！」、「我要減肥！」掛在嘴邊，時時注意攝

取熱量的多寡，但壓力一來又忍不住大吃，事後懊悔不已？ 

  包含厭食症、暴食症、嗜食症在內的飲食障礙症，與情緒、個性、同

儕壓力、自我形象等心理狀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許多患者往往先求助

腸胃科、婦科，不知道問題的癥結在於心理層面，而錯失治療黃金時期。 

  飲食障礙症對生活影響巨大，嚴重的厭食症甚至有生命危險。本書是

第一本以本土案例介紹飲食障礙症的專書，作者曾美智醫師是國內飲食障

礙症研究的先驅，她詳細介紹飲食障礙症的特徵、高風險群、病程，治療，

並提醒讀者要如何預防。 

  飲食障礙症患者看起來與一般人無異，但內心卻充滿衝突與痛苦，需

要旁人更多的關心和理解。雖然治療就像馬拉松長跑，但只要堅持不懈，

擺脫厭食、暴食惡夢，重拾身心健康，指日可待！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658100*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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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開心紓壓 : 給壓力一族的心靈

妙方 / 謝明憲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4 

索書號：176.54 0463   

 

內容簡介 

學生族：每天考、考、考，何時才能從考試壓力中解脫？

上班族：薪水低時生活壓力大，加薪後工作變多，壓力更

大！家管族：教養孩子、食品安全、婆媳相處問題一堆，

主婦壓力超大！紓壓，是現代人必修的健康課！ 

  身處緊張繁忙的現代社會，不分性別、族群，人人都有壓力越來越大

的傾向。適度壓力讓人精進成長，過多的壓力卻造成身心負擔。面對壓力

時，該如何調整心境、做好因應，保持輕盈自在？ 

  擅長紓壓議題的謝明憲醫師，在本書中探討壓力對身心各層面之影

響、造成壓力的外在因素與個人特質，進而應用壓力定義與調適公式，提

出從身到心、由外而內的壓力管理原則，多管齊下，紓解壓力。 

  壓力既是危機，也是轉機。學會與壓力共處，重新調整自己的步調，

就能取用壓力帶來的正向刺激，避開壓力帶來的負向影響，度過活力充沛

的每一天！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555967*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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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跟孩子更親近 : 親子關係的淬

煉與成長 / 丘彥南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6 

索書號：528.2 7204   

 

內容簡介 

和父母間的心結，是我一生的痛。要怎樣才能和解？我叫

孩子往西，他就偏往東，我不知怎麼跟他溝通！聽說在家

庭暴力中長大的人，婚後會複製同樣的行為？ 

親與子之間的依戀關係，從在媽媽肚子裡就開始，一直延

續到雙方都離世才停止。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關係，卻是許多人心中的痛。

親子間的距離，往往不是年齡的差距，而是心理、觀念上的遠離；親子衝

突、家庭暴力只是表象，背後存在許多複雜的因素。曾獲瑞信兒童醫療基

金會焦點貢獻獎、專精親子問題的丘彥南醫師，從親子依戀發展的階段與

類型、依戀模式對成年生活的影響，徹底解析親子互動不良背後的心理原

因。 

  丘醫師並提出十帖互動良方，佐以家庭系統治療的實例，為親子之間

搭起和解的橋樑。只要我們還活著，這份親情的牽繫就存在，所以，和解

之路永遠不嫌晚。 

  美好的親子關係需要付出時間來經營。本書能幫助想要改善親子關係

的父母與孩子，一步一步慢慢疏通和處理；已經成年的子女，可以敞開心

胸與父母和解；為人父母者也能從健康的依戀關係開始，為孩子打造幸福

人生的第一步。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936795*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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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精神疾病的家族密碼 : 談精神

醫學與遺傳基因 / 劉智民著 

出版項：心靈工坊, 2015 

索書號：415.98 7287   

 

內容簡介 

我有憂鬱症，好擔心遺傳給小孩！哪種精神疾病會遺傳，

哪種不會？產前檢查可以檢驗出胎兒罹患精神疾病的機率

嗎？遺傳高風險群一定會發病嗎？可以預防嗎？ 

精神疾病會不會遺傳，是許多病友、家屬共同的疑問。為

什麼父母雙方都沒有病史，小孩卻發病了？即將步入禮堂的新人，該不該

告訴對方自己家族有精神病史？現在有沒有檢測機制？病友能生出健康的

下一代嗎？針對上述種種令人心焦的疑問，劉智民醫師從頭說起：致病因

素中先天遺傳與後天環境各佔多少比例、如何評估家族病史與罹病風險，

並釐清雖然 2001 年人體基因解碼後發現了致病基因，但致病基因其實難

以檢測，以及檢測所帶來的各種倫理問題。 

  遺傳非宿命，不良的後天環境亦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即使是遺傳高危

險群，仍可藉由學習壓力調適、建立規律作息與健康飲食習慣、增加友善

的支持系統等方式，再輔以預防醫學與遺傳諮商的整合，有效降低發病機

率。準備良好的後天環境，是我們能夠努力的方向。 

資料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註：查詢館藏狀態，請點選索書號 

http://tulips.ntu.edu.tw/record=b5909377*cht

	臺大醫生到我家書展網頁書單
	圖書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