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rents' Library Book List (updated on 2019-10-17)

S/N Author(s) Year Name City Publisher Stock ISBN Cost

HS-PE/17-001a - d 吳思源 (2014) 《不信贏在起跑線》 香港 突破出版社 4 9789888246298 $78.00

HS-PE/17-002a - d 張力智 (2013) 《圖解精神健康》 香港 突破出版社 4 9789888073009 $80.00

HS-PE/17-003a - d J. LAHEY (郭貞伶譯) (2016) 《每一次挫折，都是成功的練習－－失敗是給孩子最珍貴的禮物》 臺北 天下文化 4 9789863209850 $110.00

HS-PE/17-004a - d T. HAWKES (賴皇伶譯) (2016) 《關於長大，我比你還晚懂的那些事》 臺北 天下生活 4 9789570388718 $133.00

HS-PE/17-005a - d 陳安儀 (2015) 《分數之外的選擇》 臺北 親子天下 4 9789869211710 $107.00

HS-PE/17-006a - d 王雙雙 (2016) 《聽孩子說，勝過對孩子說》 臺北 時報文化 4 9789571367576 $100.00

HS-PE/17-007a - d 楊淑智 (2002) 《向自殺 Say No!》 臺北 張老師文化 4 9789576935251 $110.00

HS-PE/17-008a - d 林惠格 (2016) 《如何幫助孩子學習調控和釋放壓力》 臺北 菁品文化 4 9789869289719 $107.00

HS-PE/17-009a - d 王意中 (2017) 《戒掉孩子的拖延症》 臺北 寶瓶文化 4 9789864060894 $100.00

HS-PE/17-010a - d 松本文男 (周若珍譯) (2016) 《爸媽，可以安靜聽我說嗎》 臺北 采實文化 4 9789869354943 $110.00

HS-PE/17-011a - d I. RICCI (梁莊麗雅譯) (2016) 《離異父母共親職錦囊》 香港 天地圖書 4 9789888255900 $98.00

HS-PE/17-012a - d 查小欣 (2015) 《贏在起跑線上？騙人！》 香港 萬里機構 4 9789888325443 $85.00

HS-PE/17-013a - c 屈偉豪 (2015) 《網絡沉溺－－家長救兒手冊（增訂版）》 香港 皇冠出版社 3 9789882163959 $98.00

HS-PE/17-014a - b L. Sax (2017)  The Collapse of Parenting: How We Hurt Our Kids When We Treat Them Like Grown-U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 9780465094288 $162.00

HS-PE/17-015a - b I. Williamson (2017)  We Need to Talk: A Straight-Talking Guide to Raising Resilient Teens London Vermilion 2 9781785041051 $205.00

HS-PE/17-016a - b 伍詠光, 葉玉珮 (2016) 《當子女說你好煩》 香港 突破出版社 2 9789888392094 $98.00

HS-PE/17-017a - b 趙榮德 (2008) 《不一樣的家長（增訂版）》 香港 香港教育圖書 2 9789882002753 $65.00

HS-PE/17-018a - g 孫雲曉, 李文道 (2017) 《男孩危機?!－－男孩家長必讀手冊（增訂版）》 香港 三聯書店 7 9789620441196 $98.00

HS-PE/17-019a - d 陳美齡 (2016) 《 50 個教育法，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 香港 三聯書店 4 9789620440199 $88.00

HS-PE/17-020 龐永欣 (2014) 《教育心語 (6) －－ 寫給家長》 香港 明報出版社 1 9789888287635 $78.00

HS-PE/17-021a - f 蔣慧瑜 (2009) 《你的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香港 青源出版社 6 9789888021383 $88.00

HS-PE/17-022 趙榮德 (1996) 《不一樣的家長》 香港 香港教育圖書 1 9789629482602 $58.00

HS-PE/17-023a - d 林沙 (2016) 《當男孩長成少男》 香港 突破出版社 4 9789888392254 $78.00

HS-PE/17-024 D. J. SIEGEL, T. P. BRYSON (洪慈敏譯) (2016) 《教養，從跟孩子的情緒做朋友開始》 臺北 采實文化 1 9789869393300 $117.00

HS-PE/17-025 若松亞紀 (卓惠娟譯) (2014) 《教養，從改變說話口氣開始：開啟孩子「正向人生」 的31個教養關鍵句》 臺北 采實文化 1 9789865683108 $93.00



HS-PE/17-026 洪美京 (陳聖薇譯) (2017) 《爸媽，我也要面子呀！》 臺北 采實文化 1 9789869464499 $93.00

HS-PE/17-027 S. SHANKER, T. BARKER (郭貞伶譯) (2017) 《孩子不是壞，只是壓力大》 臺北 天下文化 1 9789864791927 $133.00

HS-PE/17-028 S. BIDDULPH (王聖棻, 魏婉琪譯) (2015) 《教出好兒子》 臺北 野人文化 1 9789863840695 $100.00

HS-PE/17-029 原田綾子 (童小芳譯) (2016) 《阿德勒不生氣的教養法——媽媽不抓狂，孩子好好教》 臺北 世茂出版集團 1 9789869283786 $93.00

HS-PE/17-030 D. A. JOBES (賴佑華, 謝月戴, 麗紅譯) (2010) 《自殺危機處遇－－合作取向》 臺北 五南圖書 1 9789571157870 $130.00

HS-PE/17-031 袁海球, 郭鳳儀, 程妙婷 (2015) 《伴孩子走在新媒體的路上》 香港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1 9789881865946 N.A.

HS-PE/17-032a - e B. Coloroso (魯宓、廖婉如譯) (2018) 《陪孩子面對霸凌》 臺北 心靈工坊文化 5 9789866112034 $93.00

HS-PE/17-033a - e 蔡穎卿 (2007) 《媽媽是最初的老師（十週年紀念版）》 臺北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5 9789864792399 $117.00

HS-PE/17-034a - e 蔡穎卿 (2017) 《媽媽是永遠的老師》 臺北 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5 9789864792382 $117.00

HS-PE/17-035a - d 陳錦鴻 (2016) 《兒子教曉我的事》 香港 世界出版社 4 9789888289974 $78.00

HS-PE/17-036a - e 龍偉潔 (2017) 《不必對著幹-- 家長．老師　攜手伴童途》 香港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5 9789882369009 $98.00

HS-PE/17-037a - d E.Shapiro, Z. Pelta-Heller, A.F. Greenwald (吳艾蓁譯) (2011) 《我不是壞小孩，只是愛生氣（2017年暢銷改版）》 臺北 親子天下 4 9789869549134 $87.00

HS-PE/17-038a - b 童雪婷 (2018) 《挫折教育》 臺北 大智出版社 2 9789869655231 $83.00

HS-PE/17-039a - f 陳曉蕾 (2019) 《我是爺爺嫲嫲湊大的》 香港 大銀力量有限公司 6 9789887906926 $128.00

HS-PE/17-040a - e 蔡惠雲 (2013) 《正向關係－－99句教子好句》 香港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 9789620858659 $68.00

HS-PE/17-041a - e P. Chesterfield (徐月珠譯) (2014) 《陪兒子說說話－爸爸一定要告訴兒子的44件事》 香港 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5 9789620861871 $65.00

HS-PE/17-042a - e 梁鶴年 (2017) 《家有四男：從好男孩到好男人的成長記》 香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5 9789888369829 $78.00

HS-PE/17-043a - d 周劼 (2019) 《名人家教小故事 立志立德卷》 香港 中華教育 4 9789888572946 $78.00

HS-PE/17-044 工藤廣伸 (游韻馨譯) (2018) 《陪伴失智媽媽55則照護筆記》 臺北 采實文化 1 9789578950115 $100.00

HS-PE/17-045 高橋和巳 (林詠純譯) (2018) 《親情救贖－－孩子的心病是為了拯救父母》 臺北 究竟出版社 1 9789861372525 $90.00

HS-PE/17-046 陳美齡、金子和平 (2018) 《家長不要做的35件事》 香港 三聯書店 1 9789620442995 $88.00

HS-PE/17-047 黃秉華 (2018) 《STEM for Parents 你懂的！》 香港 星島出版 1 9789623484015 $98.00

HS-PE/17-048 大衛．懷特 (陳信宏譯) (2018) 《影響孩子一生的慢思妙答──40個簡單提問，輕鬆提升邏輯智能》 臺北 究竟出版社 1 9789861372518 $117.00

HS-PE/17-049 羅健文 (2017) 《我家孩子不一樣》 香港 突破出版社 1 9789888392223 $98.00

HS-PE/17-050 沈振雄 (2018) 《我這樣教，兒子9歲入大學！》 香港 天窗出版社 1 9789888395866 $128.00

HS-PE/17-051 區祥江 (2016) 《化解婚姻中的13種危機》 香港 突破出版社 1 9789888246250 $88.00

HS-PE/17-052 黃麗彰 (2015) 《幸福的實踐──婚姻輔導解構》 香港 突破出版社 1 9789888246489 $1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