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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财富剧本 

부의 시나리오 

AUTHOR 吴建英 

오건영 

PUBLICATION 2021/6/7 

PAGE 396 

SIZE 152*225*30mm 

GENRE 经济经营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Sam Pro TV》累计点击率 550 万次，被称为「God 建英」的独一无二的知名讲义 

经济专家们认可并推荐的金融专家第一名！ 

数十万读者狂热的畅销书《财富的大移动》后续作品 

作者吴建英为了守护在动荡的金融市场中的投资者们的「下一个步伐」而回归文坛。

这本书是只要一读就能掌握经济趋势和知识的独一无二的「吴建英牌」的介绍，同时

还准备了有助于对抗通货膨胀的「财富剧本」。为了配合「汝矣岛一级讲师」这个修

饰语，将图表、新闻安排在合适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插入插图，使经济概念更加简

单而强力地升级。 

「富人不与通货膨胀作斗争！」 

变不确定性为机会的四种投资战略 

《Sam Pro TV》累计点击量达到 550 万次，宏观经济专家吴建英能成为"金融天才"的

秘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得益于 2008 年金融危机。每当市场发生动摇时，新的对策就

会层出不穷，每天熬夜分析经济资料。通过解读经济报导、反复咀嚼政策，逐渐看到

了隐藏在背后的政府意图和整体经济体系。比起金融危机时期，更多的经济刺激措施

被创造，甚至立即被实施。在连专家都无法预测未来的混乱时代，我们能做什么？对

此，作者介绍了以数十年里经历各种浮沉的实战经验为基础制定的「四大投资战

略」。书中还强调要最大限度地生动易懂地讲述自己在工作中亲身经历的事情，使金

融市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要不断学习金融市场。 

提高投资眼光的吴建英的金融课程 

不炒股的人也要读一遍的经济故事 

《财富的大移动》之所以能够受到数十万读者的选择，是因为「简单而亲切的说

明」。就像被称为「汝矣岛一级讲师」一样，作者具有只将必要的内容句句抽出，简

单地传达核心内容的能力。首先，为了让初次接触投资的人也能打牢基础，对利息、

汇率、债券等进行了一目了然的整理。另外，还添加图表，使读者能够了解宏观经济

的大趋势，并收录相关的经济报导，以便读者培养经济读解能力。在此插入插图，再



 

次降低了「经济学习」的门坎。特别重要的内容通过插图来提高理解能力并使内容刻

印出来。 

第 1章介绍了中央银行为纠正动荡的股市而出台的新政策。分析「无限制量化宽

松」、「质的宽松」等克服新危机的方法，观察作为经济主体的中央银行具有什么目

的，一旦出现问题，将朝着什么方向解决问题。在第 2 章中，我们观察一下因大量的

经济扶持政策而降低的利率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同时，我们来看看韩国是否也可以进

行「无限制量化宽松」，是否继续下调「基准利率」，政府可以采取何种动作。第三

章讲述了 2021 年上半年最热门的话题「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如何看待通货膨胀、发

生巨大通货膨胀的概率是多少等，以整体经济机制为基础进行观察。第 4章是重要的

章节，可以说第 1章~第 3章是为第 4章使用的。他提出了灵活应对股市大小变化的

「4种方案」。 前作《财富大移动》中提出的未来剧本更加具体化，要素更加细化。

随着剧本的具体化，解决方案也变得多样化。这里不仅介绍美元、黄金，还介绍股

票、债券等在什么情况下资产显示强势。 

现在准备的剧本将决定一年后的「财富大小」！ 

经济刺激方案和通货膨胀将带来的未来情况 

新提出的 4个部位的构成也很简单。将经济分为「增长」和「物价」两个轴心，制造

4分面，并使之成为投资组合。只要区分是否有「增长」的可能性，「物价」是高还是

低就可以了。例如，像现在这样增长缓慢、利率低的时代，可以看作是「低增长、低

物价的剧本」。如果预期利率会提高怎么办？ 只要准备「低增长、高物价剧本」就可

以了。 

如果利用「4种财富的剧本」，在经济情况发生改变时，也可以轻易改变投资战略。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新的剧本展开之前迅速改变投资组合。根据剧本整理了股票、债

券、原材料或黄金等替代资产的强势和弱势，因此很容易用到实战中。如果按股票、

债券资产类别细分投资对象，就能获得更好的收益率。在高增长、高物价的假设下，

股票虽然强势，但与投资美国股票相比，投资中国故事的一方获得更高的收益率是一

样的道理。债券也同样有短期债券、中期债券、长期债券、投资等级公司债券、新兴

国债等多种性质的债券，可以更加丰富地利用投资组合。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下一步

将以怎样的剧本行动呢？」比起模仿投资组合，以经济数据为基础，如何投资到哪

里，获得这个想法的过程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把下次到来的第二次新冠疫情变

成积累财富的机会。 

在新型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为了稳定利率而全力以赴的中央银行和接连出台的经济扶

持政策，以及由此引发的后续风暴，如果跟随作者的解释，不知不觉中就能看到能够

与不安的金融市场对抗的坚实的投资组合！ 

ABOUT THE AUTHOR 

吴建英 

作为新韩金融集团子公司——新韩银行 IPS 总部副部长，他正在负责投资解决方案相

关业务。新韩 AI Advisory 总部。他曾先后在新韩金融控股公司数字战略组和新韩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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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WM 事业部等部门，对全球宏观市场进行专业分析，同时还负责新韩金融集团内宏观

投资战略的制定、对外机构、客户咨询及讲座等业务。 

在「Sam Pro TV」中被称为「金融天才」、「利率专家」、「God建荣」等，受到 140

万关注者的喜爱。作者通过在现职中巩固的全球市场内涵和亲切的说明，成为了他的

标志。曾出演《申师任堂》、《金美京 TV》、KBS广播、MBC 等著名经济频道节目，

以宏观经济专家闻名，获得各种媒体纷纷邀请。 

个人运营着脸书、naver cafe，不断向 7万名粉丝和会员提供全球金融市场的信息和

作者的见解。着有 2020年畅销书《财富大转移》、《未来三年经济战争的未来》。 

毕业于西江大学社会科学部和美国埃默里大学 Goizueta Business School，拥有美国

注册会计师(AICPA)等多数金融相关资格。 

CONTENTS/IMAGE 

序言 | 抛开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准备下一步吧! 

夯实基础|看汇率和利率的关键因素 

01 利率和汇率决定供给和需求 

· 利率 - 银行和企业左右

· 汇率 - 各国的银行、成长性、利率都很重要

02 债券因利率和期限不同而产生

· 债券 - 不可撤销，固定利率定期存款

· 国债 - 最安全的债券

· 公司债 - 信用评级分数越高越安全的债券

第一章 | 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的全球经济环境 

01 新型冠状病毒是如何动摇金融市场的呢？ 

· 谁都无法预测的感冒病毒

· 堆积在世界各地的负债堆

· 中国庞大而强大的负债

· 黑天鹅与灰色犀牛相遇

02 美国央行 FED的危机应对法

· 现金枯竭的市场唯一的资金来源

· 量化宽松 - 向银行无限制提供美元

· 购买公司债券 - 最小化负债负担

· 货币互换 - 解决新兴国家的美元不足

03 Fed的新货币政策，量化宽松是什么？

· 根据市场需求和供给运行的"市场利率"

· 央行决定的"基准利率"

· 降低基准利率的政策

· 降低长期利率的量化宽松

美国已接近负利率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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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和股价同步？

· 随着利率的下降，股价也会得到提振。

· 日本、欧洲选择的负利率

· 负利率的副作用

05 投资模式发生巨大变化的个人投资者

· 掉了就买吧 - Buy the dip(BTP)

· 不要被疏远 - Fear of Missing out(FOMO)

· 答案是股票 - There is no alternative(TINA)

· 股票过热，经济低迷 - K-Recovery

06 搞活平民经济的财政政策

· 向国家提供贷款的"银行"

· 向平民提供资金的"政府"

· 错误的财政政策的结局是市场利率的上升

· 解决方案是银行和政府的合作

第二章|我国的利率状况 

01 韩国的基准利率越低越好吗？ 

· 利率下降时欢呼的资产 1 - 债券

· 利息下降时欢呼的资产 2 - 月租

· 下调利率的副作用 1 - 居住费用上升

· 降低利率的副作用 2 - 健康企业受到的损害

· 下调利率的副作用 3 - 持续的低利率导致负债激增

· 降息的副作用 4 - 被忽视的新兴国家

· 降息到实效下限为宜

02 量化宽松的成立条件

· 经济复苏的苗头是令人吃惊的"强力"刺激政策

· 美元是需求强劲的国际货币

· 韩元是仅在韩国使用的本地货币

· 讨厌汇兑损失的海外投资者

03 韩国版量化宽松的可能性

· 韩国银行购买国债是量化宽松政策吗？

· 购买国债的两种方法

· 韩国标准是"基准利率"，美国标准是"数量"

第三章 | 所有人的目标是摆脱低物价 

01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什么好呢？ 

· 良好的通货膨胀 vs. 恶性通货膨胀

· 良好的通货紧缩 vs. 恶性通货紧缩

· 负债多时通胀 vs. 通货紧缩

02 成为通货紧缩斗士的中央银行

· 1970年，残酷的全球通货膨胀

· 无法摆脱的经济停滞的泥潭

· 席卷日本的通货紧缩

· 通胀努力 1 - 对称物价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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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胀努力 2 - 平均物价目标制

03 即使投放资金物价也不会上涨的理由

· 煽动最低价竞争的亚马逊

· 以流畅的供给维持长期低油价

· 降低僵尸企业的单价

· 变小的消费市场

· 过度负债

04 中央银行克服通货紧缩的方法

· 提高企业生产力的"高压经济"

· 就业增长和物价稳定比市场过热更重要

· 无限供给的结局是巨大的通货膨胀？

第四章 | 描画好剧本抢占下一步 

01 用增长和物价区分 4种财富的剧本 

· 剧本 1| 高增长·高物价

· 剧本 2| 低增长·高物价

· 剧本 3|高增长·低物价

· 剧本 4|低增长·低物价

· 现在是低增长、低物价时代，下一步是？

02 吴建英的后新冠疫情剧本

· 需求不足是世界性问题

· 如果美国维持经济扶持政策的话。

· 中国不发动汇率战争很重要

· 美丽的强势市场在各国的互助中绽放

· 绘制未来剧本，完成投资组合

结语 | 根据经济资料绘制的最佳资产组合 

附录 | 开始金融学习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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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召唤财富的买卖技术 

매매의 기술 

AUTHOR 朴秉昌 

박병창 

PUBLICATION 2021/05/14 

PAGE 412 

SIZE 152*225*21mm 

GENRE 投资理财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股票是时机问题！ 

最佳的证券交易人读者分享 16种买卖时机与实战经验！ 

买卖的过程中总是面临抉择。当没有消息来源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买进士气强、股价暴

涨的股票时，该一起买进并抛售持有股票，还是将之视为危险讯号呢？相反的，当股

票突然买气低落、股价暴跌时，该跟着抛售持有的股票，还是趁机买入呢？在股市中

出现破例地购买价与卖出价时，其背后原因是什么呢？只要你参与了股票市场，这些

情况不计其数。 

被封为韩国汝怡岛的最佳证券交易人的作者，30年的光阴经历了各式各样的股市变

动。作者领悟到，这段岁月当中虽然投资环境与投资人的意识出现了许多变化，但诱

发股市涨跌的原理却始终如一。因此，以此为基础作者共执笔了九本投资理财书籍，

教导众多投资人坚守原则创造收益的方法。这本书特别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提

出了十六种可能透过股票买卖带来收益的情形，告诉读者们什么时候该关注、什么时

候该买入、什么时候该抛售等核心秘诀。 

本书推荐给感兴趣股票投资、希望对股市有更深入了解的读者。凭借拥有 30年经历的

证券交易人的作者讲解，相信阖上书后的你，将对股市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有机会

在股市中创造收益的机会！ 

ABOUT THE AUTHOR 

朴秉昌 

于 1996 年进入日银证券，长时间在大友证券与教保证券担任支店长，继国际部后现在

待在教保证券营业部。在股票市场的第一线担任「证券交易人」，为证券界的见证

人。开发过系统交易 MP+与智能型 HTS，教育一般投资客与金融公司职员投资技巧。出

演过韩国经济 TV、3Pro TV 等节目，为广为人知的股市专家与投资教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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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有『了解排行榜就能看见抄短线交易买卖时机』、『股票学习』、『分时短线交

易』、『情侣理财』、『想成为富翁就关注股票』、『容易的股票学习』、『SPECQ

的投资密技』、『贤明的你的股票投资教科书』，视频演讲频道有「One Shot 

Trading」、「超特别股票课」。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666872 

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taL-EHHK64 

CONTENTS/IMAGE 

前言 股票是时机问题 

第一章 熊与黄牛的较量 

峰的解读与 50%规则 

熊与黄牛的斗争，该站在哪一边 

因上涨而购入的黄牛，因下跌而购入的熊 

守住全日阳峰的 50%: 黄牛的 50%规则 

守住全日阴风的 50%: 熊的 50%规则 

确认集中买入或卖出价格: 待售量表与 EquiVolume Charts 

峰的基本概念 

买入的三大时机 

买入的第一原则: 五日线以上时 

买入的第二原则: 五日线和二十日线之间 

买入的第三原则: 二十日线以下时 

抛售的两个时机 

抛售的第一原则: 五日线以下时 

抛售的第二原则: 五日线与二十日线之间 

买盘信号 

盘中信号: 第一种类型 

盘中信号: 第二种类型 

盘中信号: 第三种类型 

盘中信号: 第四种类型 

第二章 判断买卖时机的六大核心概念 

六大核心概念 

基本典范 

时间的意义与善用方法 

价格的意义与善用方法 

交易量的意义与善用方法 

行动与停止的意义与善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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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的意义与善用方法 

支持、阻碍、突破 

支持的意义与善用方法 

阻碍的意义与善用方法 

突破的意义与善用方法 

趋势 

趋势的意义 

趋势的类型与善用方法 

模式 

模式的意义 

模式的种类与善用方法 

交易项目的选择 

开市前项目评选方法 

盘中选项方法 

利用 HTS功能的项目选定方法 

第三章 实战交易技能 

利用强势股的买卖 

利用交易量的买卖 

连续暴涨的股票交易时机 

连续暴跌的股票交易时机 

盘中暴涨的股票交易时机 

盘中暴跌的股票交易时机 

上午十点前的买卖 

下午两点后的买卖 

利用交易项目的倾向的买卖 

大量的自转交易与买卖判断 

利用指数动态的买卖 

倒卖 

利用签署单位的速度与时机进行买卖 

根据市场动向的指数 ETF买卖 

利用 HTS搜寻功能与 OPEN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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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我的第一堂投资课 1&2 

나의 첫 투자 수업 1~2권 세트 

AUTHOR 金莉安, 金政焕 

김이안, 김정환 

PUBLICATION 2020/02/23 

PAGE 确认中 

SIZE 确认中 

GENRE 投资理财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韩国人最爱的股票导师第一名！ 

累积观看人数高达三千五百万人次的话题性课程！ 

YouTube频道开设五个月内突破 45万人追踪，得到众多投资新手支持的作者金政焕，

在两本书书中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作者自身传授给独身女金莉安的投资秘诀。经营的频

道累计观看人数超过三千五百万人次的作者金政焕，让他从投资新手们的口中得到了

最佳导师的好评。透过这两本书，读者们将能一览他在 YouTube 上进行的投资教学内

容以及他与独身女间的投资对话。 

书共分成两册进行，第一册『Mind』简而有力地说明为什么要投资、该如何投资、该

用什么心态投资，着重于介绍在实际操作投资前必须了解的市场环境。跟着书中的节

奏，读者心中将不由自主燃起「我(我们家)也办得到」的希望。第二册『投资』介绍

投资时必须具备的背景知识以及实际投资时必须了解的财务报表、价值判断、企业分

析、政府政策、未来产业等知识。此外，为了增加收益也介绍了操作收购与卖出的时

间点以及经营有价证券的方法。 

本书巨细靡遗地收录了作者传授给女儿的投资秘诀。作者希望透过这本书能让世上所

有的父母、投资新手得到勇气，得到相信自己也能成为有钱人、子女也能成为有钱人

的希望，共同策划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 

ABOUT THE AUTHOR 

金莉安 

13岁，YouTube「iANTrillionaire」频道经营者，国际学校 middle school 六年级。 

即便年纪还小，为了继承父亲的梦想、为了未来成为比巴菲特更出色的投资大师，持

续不间断地攻读投资。喜欢阅读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名著原书，也喜欢跟父亲一起讨论

投资，现在早已达到自主分析企业、判断价值的阶段。实际进行着投资，经营的

YouTube频道带给同年龄层的孩童以及刚入门投资的新手「我也办得到」的希望与勇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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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政焕 

YouTube「Super K – 超级蚂蚁 金政焕」频道经营者 

成均馆大学经营学系 MBA硕士学位 

ADCAPSULE副社长 

e三星 OpenTide China部长 

e-Sketch代表理事

价值投资顾问代表

Space K空间代表 & Super K YouTube 策划人 (现任)

为了对投资感到困难的投资新手每天在 YouTube上进行免费的市况广播，在任何地方

都很难听到的高水平分析让他的频道得到了热烈的回响。此外，他也是头号将实际收

益与低评价价值项目做链接的人物。因为精辟的市场分析与预测，让他有「K神」的

称号。 

现在成为每当大韩民国股市动荡时，比起新闻更想让人优先询问的导师。是一位想将

自己所知的从零到一百，全盘托出的人，尽力帮助像以前的自己一样为了过更好的生

活而孤军奋斗的人。 

除了真实力外，特有的幽默感与优美的歌声，多重魅力下让他得到众多民众的爱戴。

每天在高达数千则的留言下点赞响应，得知有意信息或情报时也会实时分享，过着透

过分享知识帮助他人而感到喜悦的人生。 

从小就开始栽培女儿的经济敏感度，带着父母期盼儿女能自主理解财富带来的三大自

由(时间自由、关系自由、经济自由)的期盼，自 2020 年起开始正式向自己的独生女传

授自身累积的投资秘诀。 

CONTENTS/IMAGE 

第一册 Mind 

给投资新手的信 / 一旦开始，明天就有所改变 

逐步完成梦想的短篇小说 / 人的三大自由 

第一部 开始研究投资 – 相信能够成功 

第一章 让心爱的女儿上经济课的理由 

第二章 爸爸，什么是投资股票？ 

第三章 该如何走上定义的路呢？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自由自在地打造人生过日子吧] 

第四章 什么是投资价值？ 

第五章 投资股票有复利的魔法吗？ 

第六章 在韩国出生是一种幸运？ 

第七章 未成年者也能投资股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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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如同准备重要考试般按部就班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想象力变成 Business] 

第二部 投资心态 – 成功的投资者习惯 

第九章 若想做好投资就得勤奋努力？ 

第十章 该如何拥有自己对投资的见解 

第十一章 如同经营自己的事业般投资股票？ 

第十二章 如何竖立属于自己的投资方式 

[爸爸与莉安的投资学习 / 巴菲特的两个原则与安全利润] 

第十三章 投资失败者的特征？ 

第十四章 爸爸明明有那么多钱，为什么却一直如此努力生活呢？ 

第十五章 投资股票与幸福，有什么关系？ 

第十六章 所有投资都必须自己决定吗？ 

第十七章 若想减少在股票投资上的后悔，该怎么做？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金融市场的历史与影子政府] 

第十八章 成功的投资者习惯？ 

第十九章 什么是成功的投资心态？ 

第三部 理解市场环境 – 正式出击前须知的基础概念 

第二十章 韩国股票市场有特有的特征？ 

第二十一章 综合股价指数与股价，有什么关系？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不是「银行利息」，「投资」才是正解] 

第二十二章 全球股市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十三章 利率与股票指数有关联？ 

第二十四章 美金的涨跌，股票指数如何呈现？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投资四大心态] 

第二十五章 油价与股票指数有关联？ 

第二十六章 什么是流通性？ 

第二十七章 购买股票单纯持有即可？ 

第二十八章 该如何利用 HTS 与 MTS？ 

第二十九章 股票买卖需缴税？ 

结语 

附录 / 超级蚂蚁金政焕告诉你有关投资股票的芝麻小事 

第二册 投资 

前言 / 倾注更多热情在知识与智能上 

第四部 在投资实战上成功 – 投资股票的基本概念 

第三十章 该如何辨别这间公司是不是一间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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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如何应用评价指标？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企业名称带有的意义] 

第三十二章 如何计算适当股价 

第三十三章 价值有办法自行判断吗？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股东利益与未来期待的产业] 

第三十四章 如何订定各行各业的 PER 

*金政焕的股市应用程序 – 股市探究

第五部 在投资实战中成功 – 挖掘项目与学习法 

第三十五章 投资股票是一件触摸看不见的事物的事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好的企业付出代价] 

第三十六章 业绩好就是好股票？ 

第三十七章 什么是共识？ 

第三十八章 该如何重点确认新闻？ 

*金政焕的另一个股市应用程序 – My News Picker

第三十九章 必须研究政府政策？

第四十章 什么是投资范围广的投资？

第四十一章 普通股与优先股的差异？

第四十二章 分红股之所以好的理由？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有效率的市场假设]

第四十三章 购入自家股为什么是利好？

第四十四章 什么是无偿增资与有偿增资

第四十五章 为什么要企业分割？

第四十六章 必须回避的企业？

第六部 在投资实战中成功 – 赚钱收购与卖出的技巧 

第四十七章 如何操作收购与卖出？什么时机点为妙？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令人期待的产业与隐藏的提示] 

第四十八章 什么是有价证券结构？ 

第四十九章 有价证券结构如同寻找美食？ 

第五十章 什么是调度买卖与有价证券的变化？ 

[爸爸与莉安的股票学习 / 验证的建议者与假意的建议者] 

第五十一章 需要学习图表？ 

第五十二章 供需与交易量带给股市的影响？ 

第五十三章 在牛市与熊市中各自能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第五十四章 可以「Slow Thinking」，做彻底的纪录 

[爸爸与利安的股票学习 / 752亿有可能吗] 

结语 / 股票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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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实战投资密技 

실전투자의 비밀 

AUTHOR 金亨俊 

김형준 

PUBLICATION 2021/06/10 

PAGE 455 

SIZE 170*235*20mm 

GENRE 投资理财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2021 年最新修订版！ 

实战收益大赛获奖经历超过 12次的投资经验&密技分享！ 

13个交易技巧！ 

书中详细地介绍了不受市场波动影响能够持续创造收益的作者自己独创的市场观，以

及让他在收益率大赛获得优胜的实际使用的交易技巧。特别的是，在这次的修订版里

新增了 13个交易技巧。不仅是刚踏入股市的投资新手，已有投资经验的投资客也将从

这本书中找到渴望已久的投资解决办法！ 

作者拥有无数的得奖经历。2009年养育证券实战投资大赛以收益率 429%的成绩获得第

一名、2011 年与 2016年未来资产证券实战投资大赛第一名、2017年养育证券实战投

资大赛第一名等，共有四次的第一名佳绩、十二次的得奖经验。现在市面上投资高手

们执笔的投资理财书琳琅满目，但只有实力与实战经验兼具的高手才能被称为操盘

手。拥有近 10万名追踪频道「Vocal 经济 TV」的作者，其著作『实战投资密技』睽违

十年出版了修订版。该书在绝版时期，二手市场上的贩卖价格超过 7万韩元，即便绝

版了同样拥有高人气。但为什么他的书如此受欢迎呢？ 

实际使用于实战投资大赛的 13个交易技巧首次公开！ 

在实战投资大赛上获得十二次得奖经历的作者，证明其为理论与实战兼具的投资高

手。市场行情的帮助或恰巧使用正确的投资方法或许能碰巧成功收益，但保持几百趴

的收益率、持续获奖的事实，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作者的实力都值得认可。不仅投资大

赛，作者自己的户头，自 2005年起的月收益就未曾出现过赤字。不仅持续上升，在

2008年世界性的经济动荡中也持续不间断地累积收益。 

书中共分成四个章节。第一章，作者分享了自身的投资经验，告诉投资者们容易掉入

的陷阱是什么。第二章，分享了交易前须具备的核心分析能力是什么。即便不知道什

么是技术分析与基本分析，但通过经验领悟到「即使想了解太多也无济于事」的作

者，将必须知道的部分进行了简单易懂的说明。第三章，介绍了不仅适合当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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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也将持续受用的 13个交易技巧。另外，为了提高读者们的实战应用能力，附加

提供了明确的其他变量信息。第四章，跳脱个别项目股，列举了几项市场外发生的影

响股价的事例。 

本书推荐给所有投资新手，也推荐给已有实际投资经验的投资客。在理论与实战经验

兼具的作者的指南下，相信读者们也将能为自己创造持续收益的佳绩！ 

ABOUT THE AUTHOR 

金亨俊 

强调股市中最重要的就是风险管理，总是以冷静睿智的观点接近市场。在市场上虽然

冷漠，但在一般投资客中却因其非凡的人情味而拥有高人气。参加韩国代表性的证券

公司举办的实战投资大赛，拥有超过 12次的得奖经验，被公认为兼具理论与实战经

验。曾被报导于每日经济「股市达人与高手的必杀技」，也曾出演过 SBS CNB 的电视

节目「投资不变的法则必杀技」。现为 K-VINE 代表理事，在 YouTube 频道「Vocal 

TV」中为投资新手的成功作介绍。 

2006年第 2届 CJ投资证券实战投资大赛白军联盟第 3名 (收益率 300%) 

2007年第 3届 CJ投资证券实战投资大赛白军联盟第 2名 (收益率 728%) 

2008年第 4 届 CJ投资证券实战投资大赛白军联盟第 2名 (收益率 338%) 

2009年第 1届未来资产实战投资大赛 2千联盟优秀奖 (收益率 170%) 

2009年养育王证券实战投资大赛 300 联盟第 1名 (收益率 429%) 

2010年第 2届未来资产实战投资大赛 1千联盟第 3 名 (收益率 190%) 

2010年养育王证券实战投资大赛 3千联盟第 3名 (收益率 140%) 

2011年未来资产实战投资大赛 1千联盟第 1名 (收益率 295%) 

2014年养育证券实战投资大赛 3千俱乐部第 3名 (收益率 113%) 

2016年未来资产实战投资大赛 1亿联盟第 1名 (收益率 173%) 

2017年养育证券实战投资大赛 3千联盟第 1名 (收益率 150%) 

2018年 kb投资证券实战投资大赛 1亿联盟第 2名 (收益率 330%)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700658 

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RNjsJPpWCY 

CONTENTS/IMAGE 

推荐言 

前言 – 养成获胜投资习惯的确切方法 

Part 1. 曾经经历的股市故事 – 血泪中获得的投资教训 

第一章 从人生谷底，摇身在投资大赛取得优胜 

01 第一次了解股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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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进入第一个职场 

03 跟杰西˙李佛摩做一样的证券交易人梦 

04 遭遇人生第一次的证券停盘 

05 迎来我人生最大的危机 

06 离开公司，成为全职投资客 

07 孤独的地方，鸟耳岛 

08 还是要活下去 

09 再次挑战全职投资 

10 终于还清所有债务 

第二章 90%的投资成功，源自于调整内心 

01 不要输给情绪 

02 在市场上内心不动摇的 8个心态控制 

03 创造我的今天的买卖原则 

* 作者的东想西想: 证券交易人的光明与黑暗

Part 2. 进行买卖前必须具备的核心分析能力 

第一章 技术性分析 

01 熟知买卖上所需的一切 

02 阻力线与支撑线 

03 善用蜡烛线的秘诀 

04 确切解读交易量的方法 

05 移动均线的实战关键 

第二章 基本盘分析 

01 短期卖卖上更显重要的基本盘分析 

02 彻底解读分季报告的方法 

03 基本盘分析的各种指标 

04 利用基本盘分析进行实际买卖的案例 

* 作者的东想西想: 股票与赌博的差异

Part 3. 首次公开的 13 项实战买卖秘诀 

第一章 新高价上升阴线技巧 

第二章 突破股价浮动范围后的逆垂型买卖技巧 

第三章 底盘首次涨停的买卖技巧 

第四章 60周、120周，移动均线的买卖技巧 

第五章 短期落差买卖技巧 

第六章 短期新闻买卖技巧 

第七章 两底、三底挥杆技巧 

第八章 高价游戏的买卖技巧 

第九章 120日线的买卖技巧 

第十章 暴涨10张压住股票的买卖技巧 

* 作者的东想西想: 如何变成暴涨股？

第十一章 中长期投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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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东想西想: 中长期投资，重点在于从哪里购入

第十二章 程序买卖技巧

第十三章 20日线的脱机买卖技巧

* 作者的东想西想: 买卖技巧的陷阱

Part 4. 股票市场，背后的故事 

第一章 股权申报与敌对型的M&A漏洞 

第二章 避险基金的真面目 

第三章 利好消息出现，股价却暴跌？ 

第四章 有偿增资，把马铃薯当饭吃的公司 

第五章 如何避开证券停盘风险 

第六章 新股上市，D-2日跌停的秘密 

第七章 迂回上市的虚与实 

第八章 新交易的陷阱 

结语 – 建立战胜市场的买卖习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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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钱的历史不断反演 

돈의 역사는 되풀이된다 

AUTHOR 洪春旭 

홍춘욱 

PUBLICATION 2021/06/16 

PAGE 276 

SIZE 143*215*17mm 

GENRE 投资理财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Yes24 网络书店评价 10 分！(满分 10分) 

研究金钱走向长达 28年的经济学者洪春旭！ 

若想抓住金钱主导权，首先必须了解金钱走向！ 

为各个年龄层提供财务设计与资产分配战略！ 

在金钱投资方面已拥有长达 28年的研究经历的作者洪春旭，在这次的新作品中向读者

介绍解读经济走向、投资不动产与股票的实际建议，也就是解读钱的流向的秘诀。想

要抓住金钱的主导权，我们就必须懂得解读金钱流向。作者集结所有洞察金钱流向的

信号，为生存在不安定时代下的我们提供守护自己的投资方法。 

身为银行与证券交易所的经济学家、国民年金公共社团的投资经营经理、经济&经营学

者的作者洪春旭，实力坚强的投资经历将为不安定的现代社会与低利率时代提供明确

的指引走向。特别是作者针对对我们的人生带来很大影响但一般人却不大清楚的三大

金融变量「利率、股价、汇率」，提出具权威性的个人分析，为我们在解读金钱走向

上提供莫大的帮助。身为大众的经济解说家，不放过最新的经济资料与成为焦点的核

心讨论焦点、有洞察力地记录有关现实世界与金钱信息，可以说是本书的最大特点。 

千禧世代为什么开始投资热呢？ 

步入年老的四十几岁人，该做哪些改变呢？ 

近年来被称之为千禧世代的年轻人，正式开始跳入资产市场。随着低成长基调的延

续，他们经历了就业困难、所得差距扩大、居住费用上涨等多重苦难，触发他们想要

透过「投资」一决胜负的野心。对于这样的投资热现象，作者春旭解释说，是因为这

些历代以来拥有最佳文凭而被视为聪颖的千禧世代认为自己的未来并不明朗、跟不上

房价的上升速度。作者在整本书中安慰了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经历的困难，并特别为

三十几岁的读者们提供能够实际派上用场的理财战略，如加入外汇存底与 ETF、开始学

习竞卖等。 



27 

 

此外，作者也不忘了对四十几岁的读者提出理财建议。作者指出四十多岁虽然是一生

中收入最高的时期，但依旧保持着低规模的总资产减掉负债的净资产，如此一来将不

足以应对年老生活。因此作者建议读者们必须认清这一事实，在「风险管理」的水平

上进行积极投资，尽快开始养老管理。如即使承担一些风险也必须将一部分资产投资

到海外债券型商品，如此一来即使国内商品出了问题也能享有部分稳定的成果；另一

部分资产必须投资股票，以应对低利率的大环境。透过最后章节收录的作者自身的理

财奋斗记，读者将能从中学习根据人生周期该如何制订财务设计与资产分配的战略。 

本书推荐给所有的投资客，特别是假如你是一位面临金钱抉择时不知道该靠向哪一

边、该关注哪些焦点的投资新手，书中作者提供的解读金钱流向秘诀将成为你最佳的

投资支柱。 

ABOUT THE AUTHOR 

洪春旭  

从延世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在高丽大学研究生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在明知大学获

得经营学博士学位。从 1993 年韩国金融研究院开始，他先后担任过国民年金基金运

用总部投资运用组组长、KB国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kiwoom证券投资战略组组长(理

事)等职务。目前他是 EAR Research的代表，也是崇实大学金融经济系兼职教授。

《朝鲜日报》和 fnguide 于 2016 年评选为「最受信赖的分析家」，作为房地产、金

融领域、国际经济前景的专家，多年来一直是各种媒体的头号采访对象。 

着有《放款吧》(2012)、《汇率的未来》(2016)等 10 多本书，翻译作品有《掌握循

环趋势的主导权》(2018)等多种书籍。自 1999 年起开始运营个人网站「看洪春旭的

市场的眼睛」，与网民共享知识，最近通过 YouTube频道《洪春旭的经济讲座笔记》

努力将深奥的经济及金融市场知识传达给网民。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094131 

CONTENTS/IMAGE 

前言 零利率时代，唯有投资才能生存的世界 

Chapter 1 若想赚钱，请先学习赚钱方法 

平白无故突然变「乞丐」的人们 

他们为什么奔向股市呢 

经济自由，那既遥远又险峻的路途 

若想成为富豪，从想法开始改变吧 

攸关金钱与幸福的不平等现实 

MONEY TALK 平均的错误: 假如在有 10 位客人在的酒店，华伦巴菲特进来了？ 

MONEY TALK 「伊斯特林悖论」是真的吗？ 

Chapter 2 投资的时代，滚一下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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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回到 30几岁，想要学拍卖？ 

不动产暴跌时能够得知底部的征兆 

萧条是另一个机会 

投资不受危险引响的安全资产 

了解汇率才懂投资 

萧条时购买世界强国美国的国债 

投资美元资产的行动计划 

关注美元与加密货币之战 

MONEY TALK 从购房负担指数看住宅市场的泡沫水平 

MONET TALK 美国国债收益率与韩国股市的关系 

MONEY TALK 了解于韩国上市的美国国债指数基金 

Chapter 3 韩国股票，买不买？ 

韩国股市为什么如此跳跃？ 

只有提高分红韩国股市才能上涨 

长期投资像三星电子般的绩优股就能有好结果吗？ 

MONEY TALK 关注分红收益率高的企业吧 

Chapter 4 萧条时代，最佳的生存解套 

韩国变成日本？ 

牵制中国的时代，负担加重的韩国经济 

压迫韩国经济的外汇危机阴影 

增加出口也开不了的就业之门 

MONEY TALK 革新国的排名该如何评价？ 

MONEY TALK 自由贸易为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MONAY TALK 人口减少对资产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Chapter 5 可以提前得知经济危机的信号 

切记一致同意的危险与过度贷款 

引发萧条的外部冲击的危险 

长短期的利率逆转是萧条的信号弹 

MONEY TALK 如何确定过度贷款的结束征兆？ 

MONEY TALK 长期利率为什么比短期利率高？ 

MONET TALK 如何确认美国长短期利率差的走向？ 

Chapter 6 没有失败的投资买卖时机 

关注大股东收购的企业 

解读分红信号 

股价暴跌时买入优良成长股的时机 

MONEY TALK 如何使用电子公告系统 DART？ 

MENEY TALK 扩大股息公告后观察股价反应 

Chapter 7 惯性投资与价值投资，我的选择是？ 

市场上绝大多数为惯性投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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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经的伟大企业都去向何处？ 

华伦巴菲特也很难遵守的投资原则 

MONEY TALK 惯性战略在大韩民国也适用吗？ 

MONEY TALK 跟着华伦巴菲特投资看看吗？ 

Chapter 8 作者的投资奋斗记 

20几岁，盲目跳进股市，无限失败的投资新手 

30几岁，终于成功买了自己的家 

40几岁，开始关注换汇战略 

50几岁，善用「国民年金式」的资产分配战略 

MONEY TALK 当金融市场陷入恐慌时，用「再平衡」来应对吧！ 

MONEY TALK 期待聪明的「自动资产分配基金」的开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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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精神科医师分享的理财秘诀&理财心理分

析！ 

살려주식시오 

AUTHOR 朴忠硕 

박종석 

PUBLICATION 2021/05/20 

PAGE 304 

SIZE 145*215*18mm 

GENRE 投资理财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股票投资失败 3亿韩元蒸发，尝试了断生命的精神科医生 

决心不再投资失败重振投资精神 

成功达到 110%报酬率！ 

这是一本精神科医生写的投资理财类书籍。书中藉由作者自身的投资失败经验，以及

因投资失利或沉迷于投资而痛苦不已的患者案例，告诉读者该怎么做才能成功理财。

市面上由理财专家执笔的投资理财书琳琅满目，但从精神医师的笔下写出的自身投资

经验以及投资心理分析，凸显本书的特色与趣味。 

作者在 35岁时掏空存款投资股票，结果 3亿韩元就此蒸发。此后无法专注于工作，最

终连职场都失去了。但在 2020年，他藉由失败的教训以及重新学习，再次挑战投资。

这次，他的报酬率达到了 110%。这次的收益是他从跌落谷底中得到的教训，为了那些

好奇「秘诀是什么」的人，他开始整理那些回复他们的内容。当中最特别的是，作者

藉由那些投资失利或沉迷于投资的患者的案例以及自身的投资失败经验，统整出「绝

不失败的投资法则」。 

本书推荐给所有关心投资理财的读者。不同于理财专家们提供的生硬理财信息，精神

科医师的作者将进一步为你分析投资心理！ 

ABOUT THE AUTHOR 

朴忠硕 

1981年出生，在延世大学取得医学系的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曾在延世大学塞布兰斯

医院担任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后来在首尔大学医院本院担任精神科临床医生。后来

在首尔大学保健诊疗所精神健康中心担任专业医师、三星电子附属医院担任精神科专

业医师，遇见许多住在城市里的控诉被消耗殆尽的现代人并为他们进行商谈。为了让

活在疲劳社会里的大众得到一点休息的空间所以开始创作『我们，有点累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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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有与金惠南医生共同创作的『以为成为大人就没事了』，该书不仅在台湾、印度

尼西亚、越南出版，近期内也将在中国出版。 

现在是九老延世春精神健康医学科的院长，在延世大学塞布兰斯医院担任精神科的外

来教授。抽空在「精神医学新闻」上连载专栏，在 tvN 的电视剧「机智医生生活」中

担任顾问。最近被委任为情报通讯部指定解决社会问题专家(家庭暴力、性暴力部

门)。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777881 

CONTENTS/IMAGE 

前言 – 连相信是心理学专家的我都遭殃了 

PART 1 不得不投资失败的精神状态 

精神科医生能够控制欲望吗？ 

投资人与一班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 

若想做好投资，先从共鸣能力开始培养吧 

我投资失利的原因 

Korea Composite Stock Price (韩国 200种代表性股票综合股价指数) 1400，上天赋

予的机会 

投资也需要自信 

流动性股市，对有的人来说是地狱，对有的人来说却是天堂 

投资新手不知道的投资客们的五大投资方法 

适合投资的 MBTI 

TIP 符合 MBTI流行的投资方法 

PART 2 战胜精神状态的投资 

噢，股市波动，我的人生也能跟着波动吗？ 

多巴胺型投资者 vs 血清素型投资者 

变成控制欲望的大脑 

自责与反思 

投资者遇到的 10种错误认知 

患上恐慌障碍的投资者 

得到强迫证的人假如开始玩股票 

休息也是一种投资 

TIP 股票投资也有职业倦怠 

PART 3 透过失败学到的投资教训 

人类犯着同样的错误 

人类真的犯着同样的错误 

明知坏结果 

股市里也有防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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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文科生与理科生，那一边比较会投资？ 

PART 4 投资新手顺着心走，投资高手顺着资料走 

我在投资还是赌博？ 

为什么只要我买股价就下跌？ 

PBR, PER？那是什么 

财务报表上只需要确认这项 

TIP 投资前必须确认的 5个项目 

PART 5 让心头向自己后收益增加了 

假如 3分钟前买的股票突然大幅下跌 

当 1小时前卖掉的股票大涨时 

个性能够改变吗 

自我客观化，认知治疗的开始 

我们比想象中懒散 

建立成功投资的习惯 

股票投资必须像挑选合伙人般慎重 

成为富豪的方法，做一份自己的财务表 

培养恢复弹力性的方法 

成为中长期投资者的转换 

TIP 坚持也有方法 

PART 6 提高收益率的 9种投资原则 

就算卖掉后才上涨也不后悔 

图表上必须确认的 3点事项 

一般人也办得到的风险分析 

美金，黄金，安全资产，以及股票的比重 

存款、债券、不动产、股票的投资时机 

善于亏损出售才能成为高手 

在暴跌的恐惧中保护自己的方法 

跳脱出铁证偏见与过度自信 

治疗股市中毒的五阶段 

TIP 自我诊断测试，我有股票中毒吗？ 

结语 – 投资失败时，试着听听其他更失败的人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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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有钱人买这样的股票 

부자들은 이런 주식을 삽니다 

AUTHOR 金贤俊 

김현준 

PUBLICATION 2021/02/25 

PAGE 328 

SIZE 153*224*19mm 

GENRE 理财投资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创造 861%收益的年轻富翁金贤俊！ 

传授实战投资秘诀！ 

作者金贤俊是一位透过「You Quiz on the Block」、「只走钱路 – 精算会谈」等韩

国节目而被广为人知的年轻富翁，本书收录了他传授的投资秘籍。创造 861%的惊人收

益率的作者金贤俊，告诉我们若要在股票市场中成为有钱人，就必须懂得用有钱人的

心态查看市场。在这本书中，作者告诉读者们必须抛开这样的投资惯性，告诉读者们

如何用「有钱人角度」、「有钱人的心态」让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成功投资的秘

诀。 

不购入已上涨的股票 

跟随购入绩优股的投资人无法成为有钱人！ 

挖掘出每年上涨项目的绝对秘诀！ 

作者金贤俊成功找出了每年上升的股票。其实只要找出一个一年翻涨两倍的股票，经

过十年就能成长为 1,024倍。作者说道，只要彻底了解买卖趋势与经济核心，就能重

生为有钱人。不是跟随他人买进绩优股，亲自找出隐藏机会的投资方式，将能让你成

为真正的有钱人。短短六年内就将 1亿韩元变身为 50 亿韩元的年轻富翁金贤俊，他传

授的投资秘诀很简单。假如隶属于成长产业底下的企业拥有经济护城河，那么它就可

能成为你变成有钱人的契机。若想发现这样的企业，就必须留意平时大众消费的商品

与服务。作者藉由这样的投资哲学挖掘出投资项目，少则两倍多则十倍，不断创造收

益。除了自身的投资方法与经验分享，作者也毫无保留地分享有钱人选股的秘诀，并

说明寻找商业价值高的企业并以数字做计算的方法。告诉读者如何跳脱既有的投资框

架，揭示全新的赚钱方法。 

当散客投资者跟风购入股票时，有钱人们注目哪些股票呢？ 

作者说必须投资好企业，才能保证在任何市场都能成为有钱人。但他所说的好企业并

非我们认知的绩优股，若没有充分的准备与学习就不假思索地只购入三星电子，那么

很有可能遗失好不容易存来的钱。自身投资的企业制造什么样的产品、拥有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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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模范、最终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收益等，必须对其有充分的了解再进行投资。这

些秘诀是散客投资者绝对不了解的有钱人选股的秘诀。 

本书推荐给随风逐流购入绩优股的人、只要股票赚钱就想犒赏自己的人、容易动摇于

他人的价值判断的人、不知道该购入什么样股票的人、不知道何时该售出无法真正得

到收益的人、每天无数次观看股市感到不安的人，透过本书年轻富翁金贤俊作者的传

授的选股方法，相信读者们都能在股市找到曙光、成为真正的有钱人！ 

推荐言 

「这是一本为想要成为有钱人的投资新手准备的实战投资指南。详尽的图表与实际上

的项目案例分享，从投资的基本原则到选股的方法，巨细靡遗地向读者说明。对于在

股市大海中经历波涛的读者而言，本书将成为他们的灯塔，为他们指引方向」 

Syuka(YouTube「Syuka World」经营者) 

「在低成长、低利率的时代，谋求与企业共同成长是必须的。书中轻松愉快地讨论如

何成为企业的主人，为了成功投资，必须竖立属于自己的明确原则、必须有一贯性的

实践、必须享受等待的过程。书中充分地收录上述的实行方法，强烈推荐给所有梦想

投资的人」 

许南铨 (Shinyoung Asset Management 代表) 

ABOUT THE AUTHOR 

金贤俊 

曾于 VIP投资顾问(现为 VIP资产经营)与证券养成就职，现为 The Public 资产经营共

同代表理事。反骨的个性，让他喜爱打破既有限制，享受开辟新路线。将 The Public

资产经营以及数字金融界的前辈的建议抛之脑后，在没有金主的情况下，用四个荷包

凑成的 1亿韩元创业。七年后，原先一致不被看好的公司，成功投资了 10个项目、帮

助顾客成功投资，摇身为资本额 50亿韩元、营运额 700亿韩元的公司。 

尽管如此，与公司规模相比他更追求基金收益的投资人生，偶尔会听到同事们充满爱

意的抱怨。在股市打滚 10年，带着「选股为股票投资的全部」的信念，让他不断获得

收益。以 2021年 2月为基准，累积收益率高达 861%。偶然出演于 tvN「You Quiz on 

the Block」为契机，在各大媒体上努力宣传正确的投资方法。 

YouTube频道: www.youtube.com/honeycomtv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665510 

CONTENTS/IMAGE 

前言 献给不假思索买了三星电子股票的你 

第一章 有钱人从投资心态就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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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人让钱做事 

投资不是需要感觉，而是需要计划 

绩优股长期投资的谎言 

好的企业与好的股票不一样 

抛开想要轻松赚钱的心态 

有钱人追随收益率，散客投资者追随心态 

有钱人不会分散投资 

有钱人喜欢债务 

没有必要执着于投资基金 

第二章 有钱人的选股方法 1 寻找商业价值高的企业 

股票不是为了买卖而创 

合理的股票价格是多少？买卖价早已订好 

该买哪一种股票？有钱人从身旁寻找 

海外股票投资，有钱人在大海里游玩 

有钱人挑选专案的秘诀 1 

有钱人挑选专案的秘诀 2 

商业模范是正解 

第三章 有钱人的选股方法 2 彻底计算企业价值后给评价 

若不懂财务报表就不要投资 

必须先了解什么是会计 

第四章 实战，专业投资人这样投资 

对机构投资者的误解 

我们的第一价值是顾客收益率 

收购与出售的时机 

低评价股票的圈套 

绝对遵守的投资原则 

亲自投资非正解 

结语 为了拥有正确的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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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好股票，坏股票 

좋은 주식 나쁜 주식 

AUTHOR 李南佑 

이남우 

PUBLICATION 2021/03/12 

PAGE 312 

SIZE 145*210*19mm 

GENRE 经济经营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股票投资开始前必须回答的 10个问题！ 

这本书是韩国最高的国际投资专家、目前在延世大学讲授股票投资课程的李南雨教授

写的投资入门书。20 多岁时在香港亚太总部担任副社长兼分析师，历任美国三大证券

公司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韩国共同代表，在 35 岁左右的年纪担任三星证券

首任研究中心主任，以卓越的实力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信任。最近乘着热潮，再次为

进行错误投资的人而奋斗。这本书从投资者的立场彻底整理，讲述了理解股市原理、

培养良好的投资习惯、进行成功投资所必需的故事。作者在过去 30 年里与世界最优秀

的投资者一起进行研究和讨论，所取得的经验结果也全部收录在了这本书上。对于想

要通过真正的学习领悟股票的真正乐趣的初学者来说，这将成为永远都能读懂的圣

经。 

在股市赚钱的人不知，失败者不知 

「你甚至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这本书的作者、延世大学教授李南佑目前通过财务分析和企业治理等股票投资的讲座

活跃在延世大学，但他实际上是在金融界长期扬名的韩国最高的国际投资专家。他在

20多岁时曾在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世界级金融公司担任要职，并在 30多岁时担任三

星证券首任调查中心负责人，在 21 世纪初成立了外国人专用对冲基金，作为韩国人首

次在世界最大对冲基金集团之一的曼集团获得了 2000 万美元的资金。 

这是作者首次创作的符合初学者要求的股票投资入门书。在这本书中，他引用苏格拉

底的格言「你连你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You don’ t know what You don’ t 

know)」。这句话常出现在华尔街，是对内功不足、热情超前的投资者的一种忠告。到

2020 年，散户收益丰厚，信心百倍。但大部分投资者对自己持有的股票的基础和风险

以「就连没能知道的事实也不知道」的状态下进行投资的情况很多。 

因此，本书首先提出了十个问题，提问的内容包括，全球规模最大的产业、facebook

的收益性较高的原因、特斯拉的股价风险、三星电子的市价总额只有苹果公司的五分

之一的原因、首尔公寓和美国股票的长期收益率比较等。作为投资者，这是必须了解

的常识，但据说延世大学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大部分都错了。 



 

为了不安的散户 

重新指出的股票投资的定式 

如果说通过 10 个问题测试了作为投资者的常识水平，那么为了成功的投资生活，应

该正式学习正确的投资常识。作者强调了两个方面，「培养良好的投资框架和习

惯」，以及「寻找能够获得稳定收益的企业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作为成功投资的第

一步，作者首先列举了良好的投资习惯。持有股票的价格随时都有可能下跌，因此，

为了衡量这一点，可能会仔细评估风险。而且，就像购买公寓时确认交易价格一样，

可以核对所拥有或所关心的项目的市价总额，并与国内外竞争企业的市价总额进行比

较。好奇地观察，寻找周围不错的投资点子等。作者说，要想成功进行投资，必须具

备对知识的好奇心和细致观察的能力，以及想要亲自体验新产品的勤劳姿态。其次，

为了寻找能够带来稳定收益的企业，作者表示，首先要理解市场的原理。这本书比任

何一本书都容易解释决定股价的 5 种原理 - 利润增长率、分红和公司股、财务结

构、管理、利率。LG 生活健康、三星电子、现代汽车、大韩航空、爱茉莉太平洋、企

业银行等韩国企业和特斯拉、苹果、宝洁、亚马逊等海外企业也纷纷列举投资者非常

关注的企业为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因此对于刚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投资者来说，将

成为非常有趣和有用的知识。 

不仅如此，作者还为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投资者整理了适合长期拥有的企业和应避免的

企业。作者强调，作为适合长期拥有的企业，要与好的产业一起发展。超优良企业无

一例外地都是从高增长产业中诞生的，而三星电子、亚马逊、特斯拉的高增长原因是

存储半导体、电子商务交易/云、电动汽车产业的巨大发展。希望家庭企业也予以关

注。除了欧洲的豪华品牌外，美国的沃尔玛、hush 等企业都是即使转换模式也毫无问

题的「家族企业」。另外，通过品牌价值的增加和巨大的 R&D 投资，积累进入门坎来

追求垄断性利润的企业也是投资者应该关注的投资对象。 

作者彻底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上写这本书，但他努力将长期以来和世界顶级投资者一起

工作时学到的东西记录在书中。投资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投资的基本不变投资要立足

于客观的长期分析，决不能感情用事。作者还主张，投资不需要爱国心。虽然理解股

票市场的原理，培养良好的投资习惯常常被忽视，但这才是最明智的投资原则。 

本书推荐给通过书和 YouTube 获取股票信息但需要信任的作者的客观均衡视角的人

们、长期从事股票投资但又赚又输只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人们、以长远的眼光追求稳定

的财富并想要了解股票真正乐趣的人们。该书介绍了为成功投资的基本常识，同时还

介绍了认为自己进行股票投资的人经常错过的知识，以及最佳投资者如何进行投资。 

ABOUT THE AUTHOR 

李南佑 (Namuh Rhee) 

他是拥有 30年经验的韩国最高的国际投资专家。20 多岁时，在香港亚太总部担任副

社长兼韩国、日本、台湾分析师。他历任美国三大证券公司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的韩国共同代表。30 多岁时，担任了三星证券首任研究中心主任，以出色的

分析能力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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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2月，他担任三星证券常务时，因涉嫌违反《选举法》被当时的在野党大国家

党告发。他的报告称「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被认为是结构调整退步，外国投资者

纷纷退出，从而使股市陷入不安」。该报告对议会选举产生了影响，因此，市场非常

关注他的声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CNBC、《华尔街日报》等很多外媒也长

期关注他的意见。 

2003年成立了外国人专用对冲基金，作为韩国人首次从世界最大对冲基金集团之一的

曼集团(Man Group)获得了 2000 万美元的资金。 

现在是延世大学国际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在安德伍德国际大学和研究生院教授财务

分析、产业分析、企业管理等科目。他在《朝鲜日报》和《每日经济》杂志上发表了

10多年的评论，曾担任过银行、大企业、生物等多种社外董事，目前作为韩国企业管

理论坛理事展开活动。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949761 

CONTENTS/IMAGE 

作者寄语 你还不了解股市 

第一章 投资股票前要回答的 10个问题 

01 要理解企业所属的产业 

02 市价总额与公寓售价相同 

03 在身边寻找像孝子一样保护我的企业 

04 脸书营业利润率高的决定性原因 

05 卓越的 CEO是 Merit也是风险 

06 三星电子的股价会持续多久？ 

07 苹果市价总额是三星 5倍的理由 

08 收益持续稳定的家族企业 

09 年国内银行股票，买也没关系吗？ 

10 股票收益率 vs 房地产收益率 

第二章投资习惯五成 

01 机会比想象的要近 

02 寻找信息，解释，查看风险 

03 收益率过度的交易,降低了 

04 竟然在不知道市价总额的情况下进行股票？ 

05 比起企业这棵树，更应该看产业这片树林 

06 高增长产业 VS 低增长产业 

07 服装产业强者，运动装 

第三章 懂得市场原理, 投资就容易 

01 股市是如何运作的？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949761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94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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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琳版权代理  02 决定股价的 

5个要素 - 利润增长率 

03 决定股价的 5个要素 - 分红和本公司股票 

04 决定股价的 5个要素 - 财务结构 

05 决定股价的 5个要素 - 利率 

06 决定股价的 5个要素 - Governance 

07 分类股票的 4分法 

08 高风险金融，稳定的必需消费品 

09 主要企业 5大风险 

10 华尔街不喜欢资本密集型商业模式 

11 成功企业的 DNA 不同 

第四章 稳定收益的企业 

01 家族企业 

02 品牌价值提升的企业 

03 大规模的 R&D企业 

第五章 需要避开的企业 

01 建造华丽办公楼的企业 

02 负债累累的企业 

03 在内需市场做生意的企业 

04 受政府干预的企业 

附录: 股市 vs 房地产 

感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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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初学美国股市 

미국주식 처음공부 

AUTHOR 尚衣民、艾娜静 

상의민, 애나정 

PUBLICATION 2021/1/20 

PAGE 412 

SIZE 176*248*30mm 

GENRE 股票投资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股票新手也做得很好！ 从基础概念到实战投资法，一举解决的美国股票投资！ 

首次出动！所有学习都变得容易的"初次学习"系列，以美股为起点 

在这个只靠工资实现资产增值的梦想很困难的时代，虽然想投资美国股票，但不知道

该怎么开始做的初学者们为了让他们相信并跟学，把目标定在 20∼30岁的《首次学习

美国股票》作为第一个击球手出现。 特别是这本书的作者们作为一名平凡的千禧一代

上班族，仔细整理了首次进入美国市场时所经历的试错经历和宝贵经验等信息。 

其最大特点是符合初学者需求的亲切、丰富的说明，包括各种图形资料，无论谁看都

能很快理解。特别是，对于最近股价持续上涨的美国市场，想毫无计划地迈出第一步

的人来说，这是必读的书。前辈们虽然先投资了美国股市，但和我没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把他们的帮助作为跳板，初学者也可以勇敢地开始投资，构成投资组合，在美国

股市成功生存下来。对于初学者来说，从基础概念到实战投资法，关于美国股票投资

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初学美国股票》一书来学习吧。   

资产增值和经济自由，以《初学美国股票》开始!   

2030 年投资者为 20~30 岁初学者写的美国股票投资的权威版！ 

  在美国股票投资热潮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有人预测，在新的一年里，以政权移交、

疫苗上市、持续扩张性货币政策、追加财政扶持现实化等期待感为基础，股价将原封

不动地上升，因此，大众对股市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尽管是从几年前开始持续上升的

美国股票市场，但在新型冠状病毒这一不利因素下，低利率基调、无接触企业的业绩

仍然如虎添翼，令人期待未来的 2021 年然而，由于还没有投资美国股票而焦虑的人相

当多。很多人认为在资产形成竞争中只有自己落后，所以"不要问"式的选择别人称好

的知名企业为主，盲目投资。但是，以焦急的心情开始的"盲目投资"很容易使存折余

额枯竭。现在让我们暂时停止郁闷的心情，尽情地翻开《初学美国股票》吧。 



 

这本书将初学者如何开始好的投资、美国股市的特点和优缺点是什么、“部门”和 1

等企业、ETF 和个别企业、有价证券组合、税金和汇率问题等任何人都能读懂的简单

内容包含在了书中。比其他人更早开始投资美国股票的 20 ~ 30 岁上班族的作者热烈

支持刚刚开始投资美国股票的 20 ~ 30岁读者在经济上的独立。特别是为了说明美国

股票，用了很多图表和图表内容充实的说明。读着《初学美国股票》，见微知著，脑

海中一定会勾勒出美国股票的全貌。为了创造第二份工资而孤军奋战的这个时代的所

有普通投资者，让他们更容易地达到目的，前拉后推的是“入门”系列的开端----

《初学美国股票》! 

只有我想知道的《初学美国股票》独有的优点!   

什么都不懂的“美股小学生”也能学好美国股票投资的基本道理!  

《初学美国股票》的设计可以帮助那些对美国股票一窍不通的人顺利开始投资，是一

本非常实用的指南，甚至还包含了即使是已经进入美国市场的人，也很容易错过的细

节和秘诀。只要浏览一下，就能发现很多有用的信息。   

①“美股小学生”水平线详解

-专业内容的说明水平是谁都能理解的。

②用浅显易懂的图片和表格一举刻印在脑海中

-用全彩色版帮助读者容易理解内容。

③对美国股市和投资，经济指标的总体理解

-介绍了人们最好奇的关于美国股票投资的一切。

④各扇区大将股，第一股收录

-收录了 11 个代表扇区的详细视图。

⑤为新手解难的 ETF信息

-只选取基金和股票的优点，帮助 ETF投资，让人减轻担忧。

⑥期望稳定稳定现金流的红利股信息

-希望‘饥饿股’也能提供可以开始投资红利股的坚实基础。

⑦作者分析个别企业的诀窍

-在这里可以学到投资个别企业时一定要注意的东西。

⑧建立买断标准的背景知识

-为了用这一本书延续到实际投资，会负责到底。

⑨投资不失败的方法，投资思想

-这里有解决初学者不安心理的方法。

⑩各类税费清理及作者独有的投资记录法，经济指标附刊。

-不仅可以学到税金信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学到有用的投资记录方法。

从扇区的理解到 ETF 和分红股，个别股，都能一次性全部涉猎!  

收录了稍微一看脑海里就能整理出[美国主要经济指标]附录 

如果从来没有投资过股票，或者一次也没有交易过美国股票，那么只有先掌握美国股

市本身的轮廓，才能在深入了解具体事项时更快地实际理解。虽然学习知识的方法有

很多种，但是为了帮助初学者树立自己的概念，坐着策划了《初学美国股票》这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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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因此，最开始痛快地解答想要投资美国股票的人们共同的疑问部分，以“先看到

森林，后看到树木”的劝解，帮助人们理解能够看到市场大趋势的扇区。接下来介绍

ETF和分红股之后，再介绍学习个别项目的方法论。也就是说，首次推出了帮助初学

者最安全、更容易接近投资的构造。之后就可以具体学到如何买卖，如何控制心理

等。最后，对于投资美国股票的人们必须要核对的[美国主要经济指标]，简单易懂地

进行说明，任何人只要读一下，就能对投资产生巨大帮助。  

书中的每一章都有有助于初学者理解的图表和图片，还介绍了作者投资美国股票时一

定会上的网站。在正文中很难理解的追加信息，可以通过各种 Tip box 轻松学习的优

点也是一大特点。《初学美国股票》对于初次购买美国股票的人来说是清晰明了的路

线图，对于已经有投资经验的人来说是给自己提供新的投资要点的参考手册和必读

书。   

ABOUT THE AUTHOR 

尚衣民 

从小就对金钱有很大的兴趣。是一名曾在大学学习经营学，现在在银行工作的 30 多岁

的上班族。2015年开始职场生活后对股票投资产生了兴趣，美国股票投资是从 2016

年下半年开始的。喜欢直接接触和经历，喜欢和周围的人分享这种经验和知识。 

以“知道的要分享，不知道的要学习”为主题，已经运营 11 年的博客“秀美呼吸世

界”，是naver经济、商业领域知名网红。 

艾娜静 

是在与投资没有多大关系的领域工作的 20多岁平凡的上班族。开始工作后因为不愿意

为工资操心而绞尽脑汁，结果开始在美国投资股票。通过对美国股票投资，沉浸在了

学习经营学的学生时代感受不到的投资的快乐之中。将在投资过程中学习和经历的内

容和分红及交易详细内容记录在博客中已 3年多的时间。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早的

时候能在美国投资股票是运气好，想帮助那些投资资金不充裕的 20多岁年轻人克服对

投资的恐惧，所以决定执笔创作。2020 年 11月在 naver 的经济、商务领域被选

为“当月博主”。   

试读连接 

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248358 

CONTENTS/IMAGE 

推荐语 

作者寄语 

第一章 模模糊糊看得懂美国股票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248358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24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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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琳版权代理  
01_他们是怎样陷入美股魅力的呢？ 

股票投资是赌博或欺诈？ 

全球霸权国和主要货币国美国 

被困在箱子里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向往偶像的美

国 

02_打破对美国股票投资的误解 

① 投资美国股票，英语应该说得好吗？

②为了交易要等到深夜，或者凌晨起床？

③ 交了很多税，交易手续费也很贵？

03_投资美国股票的理由 

① 积极回报股东利益的市场

② 快速且经常支付的红利

③ 只有国际储备货币国才具有的好处

④ 只有非储备货币国才能享受的"外汇缓冲"

04_美股投资的三大缺点 

① 交易手续费负担

② 汇率这一追加变数

③ 高转让所得税率

[想和读者分享的珍贵经验#01] 艾娜静！ 美国股票投资是怎么开始的？ 

第二章  先见林，后见树！ 扇区 

01_扇区介绍 

① 扇区的概念和标准

② 反映时代变化的扇区分类

③ 出现类似动向的扇区内的企业

02_比赛与扇区的关系 

① 所谓景气循环周期

② 每个周期都有很强的扇区

③ 现在是哪个阶段？

03_将部分嫁接于投资 

① 适用方法

② 学习扇区时有帮助的网站

[想和读者分享的珍贵经验 #02]  公布艾娜静的错误笔记！ 

第三章  ETF 

01_该怎么买哪个项目呢？ 

① 购买多家企业的股票就可以了吗？



48 

② 集中投资少数个股如何？

③ 解决新投资者的烦恼和困难的 ETF

02_ETF，你是谁？ 

① ETF 以什么标准将多个股票放入篮子里？

② 追随多种标杆指数的多种 ETF

03_ETF的几个特征 

① 直观易懂的结构

② 通过分散投资的低变动性

③ 可以较少的金额向多家企业投资

④ 低廉的费用和运营报酬

⑤ 出色的流动性与汇兑性

⑥ 高透明度

⑤ 分红领取也照样

04_ETF，也有缺点 

① 因为是人很难战胜的"无聊"

② 持有个别企业股份时感受到的"满足感"的缺失

③"追踪误差率"扩大的危险性

05_应该以什么标准选择 ETF呢？ 

① 运用报酬

② 运用资产规模

③ 平均交易量

06_ETF怎么利用呢？ 

① 如果特定国家的经济今后会增长怎么办？ - 国家 ETF

② 如果想投资特定主题或代表板块的话？ - 主题与扇区 ETF

③ 寻找与股票有低关联的投资处的话？ - 债券 ETF

④ 想用有限的投资金最大化成果的话？ - 杠杆 ETF

07_ETF和税金 

[想和读者分享的珍贵经验 #03] 秀美 SUM 认为的投资初期收益更重要的事情 

第四章  分红 

01_以股息股开始的美国股票投资  

①有不那么操心、不那么紧张的股票

②能够衡量企业竞争力的分红经历

02_股利股具有的特点与优点  

①体现企业稳定性和信心的股利政策

②有稳定，稳定的现金流预期的派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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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防止股价下跌以及行市差价

④分红再投资实现福利最大化

⑤能够保持心理稳定感的配股

03_如何挑选好的红利股？ 

① 每股分红和分红收益率

② 分红倾向

③ 分红履历

④ 分红增长履历

⑤ 其他财务信息

⑥ 优良分红股的别称

04_低变动性和获得固定分红的首选股 

① 没有表决权，但有分红优先权的优先股

② 投资者需要了解的优先股发行条件

③ 波动性相对较小的优先股

④ 固定分配优先股完全没有风险吗?

⑤ 获得特定企业优先股信息的地点

05_击退红利股投资的难敌的 4大秘诀 

① 记录分红日历

② 获得 100 美元分红需要多长时间？

③ 每月用每月红利领取金充当固定费

④ 以红利消费相应企业的产品及服务

06_股息税 

[想和读者分享的珍贵经验 #04] 想炫耀秀美 SUM的特别经验 

第五章 学习个别企业 

01_个别企业！学习后投资吧 

① 提高对企业的基本理解力

② 确认企业是否赚钱

③ 确认是否具备足够的竞争力

02_利用网站提高投资成功概率 

① 在 Finviz.com 中选择符合条件的企业

② 利用 TipRanks 客观综合思考

[想和读者分享的珍贵经验 #05] Corona Pandemic 带来的历代级变动性，从中得到的

教训

第六章 时机 

01_什么时候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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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树立原则

② 活用市场变动性

02_什么时候卖呢？ 

① 不能贸然出言不逊的理由

② 等一下！卖前确认吧

③ 出售时有用的 2种小贴士

[想和读者分享的珍贵经验 #06] 艾娜静！ 开始投资美国股票后有什么变化？ 

第七章  一定要记住的投资意识 

01_各买一周吧！ 

市场对时机的效用 

便宜还是贵, 得点个亮儿才能知道 

02_坚持积累式投资吧！ 

投资失败的理由 3个 

损益不对称的解决方法，积累式投资 

03_一点一点分散投资吧！ 

分散投资的核心，关联关系 

分散投资的真正好处 

04_从长远角度投资吧！ 

让"时间"站在我这一边的前提条件 

长期投资所施展的福利魔法 

05_了解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从对自己的理解到属于自己的投资原则和哲学 

投资者最应该警惕的"比较心理" 

艰难的过程和枯燥的时间最终成为补药 

06_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吧！ 

① 全部投资组合投资现状表

② 榜单显示的各种投资比重

③ 记录为其他乐趣的"分红信息

④ 为计算转让税和恢复出售决策的"出售明细"记录

⑤ 为计算平均兑换汇率的"兑换明细"记录

⑥ 记录单纯计算投资成果的"投资本金"

⑦ 记录全部资产

⑧ 记录所有投资心理

积存的纪录, 必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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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读者分享的珍贵经验 #07] 克服积累式投资心理局限的方法 

第八章  关于美国股票交易的一切 

01_一目了然的美股交易过程 

02_开设证券账户及申请海外股票服务 

03_美股交易时间 

04_交易手续费 

05_结算日 

06_换钱 

买卖基准率 

买与卖的差价，套期保值 

现金汇率和电汇汇率 

汇率优惠 

综合保证金制度 

影响收益率的另一个变数，汇率 

07_税金 

① 股票回购阶段

② 股票持有阶段

③ 抛售股票阶段

08_转让所得税节税诀窍门 

① 利用基本扣除进行分割出售

② 出售评估损失项目后，通过再收购实现节税

③ 通过家族间赠与进行节税

附录: 学习时最好参考的主要经济指标 

01_浏览主要经济指标 

①雇佣

②消费

③ 企业

02_确认经济指标的方法 

① 用有用的网站确认经济指标

② 实战中如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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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我的第一本股票教科书 

강방천&존리와 함께하는 나의 첫 주식 

교과서 

AUTHOR 姜方川，约翰·李 

강방천, 존리 

PUBLICATION 2021/7/21 

PAGE 288 

SIZE 185*240*20mm 

GENRE 投资理财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大韩民国股票投资的活传说，姜方川&约翰·李的首次合作项目！ 

投资的时代，一生要遵循的投资原则 

「现在马上开始学习金钱与投资吧！」 

这本书是为刚刚开始投资的人和正在投资但不确定的个人投资者准备的「第一本股票

投资教科书」。大韩民国股票投资的「活着的传说」、「第一代价值投资者」、「无

需附加说明的最佳导师」资产运营公司总裁姜方川，与 Meritz 证券代表约翰·李将自

己创造现在的「一生投资原则」概括在这一本书中。书中包含了寻找被股价遮掩的真

正价值的方法、养成从常识出发，进一步进行解释的投资习惯、像价值投资者一样思

考并投资的方法等，姜芳川和约翰·李亲自经历和实践，造就现在成功的投资原则。

世界上最简单的股市投资入门课程 

通过故事和插图顺利读懂高手的投资原则 

投资时代来临了。很多人开设股票账户，追随高手的投资技巧，但并不能都获得收

益。先于股票收益的是投资的哲学和原则。姜芳川总裁和约翰•李代表为了给现在不是

投资而是进行投机的人传达真正的投资哲学和原则，将此前在演讲和媒体上传播的

「一生的投资原则」整理成了 8节课。这本书包含了从青少年到老人，大韩民国所有

人都希望能理解和学习投资的核心。 

第一部分以「姜芳川的股票课程」为主题，用 8节课程解析了他坚持的终生投资原则

和投资成功事例。同样，在第 2部分中，为了让大韩民国的所有人摆脱金融文盲的处

境，约翰·李代表将他的投资哲学和建议压缩到了 8门课上。没有难懂的数字，通过

插图和故事流畅地阅读，是一本适合父母和子女一起阅读的投资入门书。 

比图表，财务报表更重要的是看世界的眼光！ 

将琐碎的日常生活与投资联系在一起的高手思考法



 

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投资项目，书中提供了「不是人气项目，而是和好的一起走」，

「寻找价值更高的商业模式」等建议，也讲述了成功事例。对于像高手一样获得投资

创意的苦恼，以及「不要被传闻所驯服，要善于思考」，「股票投资是时间和确信的

问题」，「从常识出发，向解释发展」等原则。 

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投资股票不是选择而是必须。就像人们对投资的高度关注一样，

高手的投资技巧每天通过书籍和媒体层出不穷，但为什么依然有人会蒙受损失后悔投

资呢？如果不先行正确的投资哲学，技术只会让人们感到混乱，而绝对不能带来收益

这一甜蜜的果实。为了眼前的利益，在很多时候都疏忽了投资原则。谁都知道但不

做，最容易但最难的是投资的基本和原则。仅仅坚持这本书的原则会让你向成功投资

更近一步。对于投资的人来说，这本书是一本把它放在书架的一个地方，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反复阅读的书。 

高手是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灵感，并与投资相联系。而且，只要是确信的项目，就会进

行长期投资。最终，这个过程会结出甜蜜的收益果实。个人投资者如果像机构投资者

和外国人一样想要获得收益，就要寻找好的项目进行长期投资。这是一条最慢但最有

效的路，姜方川，约翰·李用这本书的 16条原则课程证明了这一点。 

本书推荐给所有投资好客。无论是你是投资新手还是投资老手，通过这本书从基础开

始牢固地学习投资原则就能在艰难的投资市场生存下来，成为可以进行明智投资的

「价值投资者」！ 

ABOUT THE AUTHOR 

姜方川 

现在是 asset plus 资产运用 CIO。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曾在双龙投资证券、东部

证券等公司担任基金经理，在业界取得了显着成果，之后在 1996 年和 3名同事一起成

立了漓江金融公司并独立出来。在 IMF 中，实践价值投资，1亿韩元种子资金在 1年

10个月里涨到 156 亿韩元的投资事例，成为业界的传说。1999 年，年仅 39 岁的他成

立了「asset plus 投资咨询公司」，超越了实力雄厚的资产运营公司，凭借当时国民

年金委托资产的卓越运用成果，在 2005 年和 2006年连续两次获得保健福利部长官

奖。2008年 7月 7日，以爷爷留给孙子的“百年基金”为目标，业界首次直接销售基

金的 asset plus资产运营公司成立。13年后的今天，正在运营的 global、korea、 

china rich together基金 3个全部在同一类型中，收益率排在前 1%(以 2021 年 7月

7日为准)。他与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本杰明-格雷厄姆一起，在韩国唯一入选 

“世界伟大投资家 99 人”，是韩国最优秀的基金管理人。 

约翰·李（John Lee,李政福) 

现任美林资产运用公司代表理事。1984 年，他在美国著名投资公司斯科达-斯蒂芬斯

公司管理了第一个向韩国市场投资的共有基金「韩国基金」，从而跃升为华尔街的著

名基金经理。他购买当时被低评价的韩国股票，进行长期投资，将上市当时 600 亿韩

元的资产提升到 2005 年的 1.5 万亿韩元，在大韩民国投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2014年为了将在美国学习的发达国家的投资哲学和信念传授给韩国，让韩国形成

正确的股票投资文化，他结束了美国的生活，来到韩国定居。担任收益率最低的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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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运营公司的代表理事，在 2年后使其脱胎换骨成为领头集团公司，在金融业界还

掀起了波澜。为了改变对大韩民国根深蒂固的金融的错误认识，他与上班族、主妇、

学生等各界人士见面，进行了约 1000 多篇的讲座。他是通过活跃的写作活动、媒体
出

演、YouTube 演讲等，帮助大韩民国摆脱金融文盲的最佳投资导师。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644993 

CONTENTS/IMAGE 

推荐语 

姜方川寄语 

约翰·李寄语 

第 1部 姜方川的股票课程 

: 生活和消费上有投资的主意 

1课时.成为伟大企业的伙伴 

赚钱有 3种方法 

投资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权利 

成为一家大公司的所有者 

让我实现梦想的 3个伟大合伙人 

让世界的变化成为不是"恐惧"而是"机会"的力量 

2课时.投资企业的价值 

对不懂的企业不投资 

价值决定价格, 价格服从价值 

求价值之路多种多样，本质是树立自己的原则 

我准备好的机会，资本市场自由化 

我是永远的价值投资者 

子女也要用价值取向的观点来培养 

3课时.从“常识”出发，再发展到“解释” 

寻找事实根据的价值，判断加深思考的价值 

在广播和地图上诞生的姜方川式思考法 

相同的信息，不同的解释！被会计学的魅力所吸引 

观察一件事考虑两件事的“联想投资” 

不要听信流言，要听信思想 

有需要就有竞争 

4课时.所有投资最终以“观点”为武器 

观点的差异决定投资的胜败 

不是以股价，而是以市价总额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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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被低估的股价欺骗 

怀疑吧，还有不同的解释 

比普通股更喜欢优先股的理由 

基金投资观点也很重要 

5课时.深入生活和消费 

我的钱包在哪里打开？ 

消费者钱包打开的地方有价值 

购买好东西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好股票 

消费者需要的东西不断改变 

关注改变我们生活的新出现 

6课时.企业的价值是动态的 

静态价值的基础上加上动态价值 

寻找未来企业价值的动态分析 

通过动态分析取得成功的韩国移动通信事例 

投资的指南针，对 PER的不同解释 

投资者应该具备的两种，显微镜和望远镜的视角 

繁荣与萧条不断重复 

寻找与繁荣与萧条无关的一等企业 

你不是投资之神，就分散投资吧 

看产业的大小和竞争的格局 

也有喜欢竞争的企业 

新世界需要新的测量工具 

可判断新世界的第 4个生产要素 MDN 

7课时.关注的不是“利润的量”而是“利润的质” 

经营度假村时领悟到的"利益质量" 

判断利润质量的四项标准 

重新启迪商业模式的价值 

姜方川式 PER, 'K-PER' 

利润扩张 

溢价的五点观点 

未来利益的两大变数，未来需求和未来竞争 

通过财务报表分析未来利润 

选择好股票的阶梯， STEP 5 

8课时.要投资这种商业模式 

左右我投资的一生的观点 

第一个关键词，顾客 

第二个关键词，人生 

第三个关键词，竞争力 

第四个关键词，经验 

第五个关键词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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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约翰·李的股票课程 

: 直到所有人从经济中独立的那一天 

1课时.进行资本家的思考 

走上了改变我人生的新路 

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戴上两个"帽子" 

庸人致富之道 

放弃对房地产的执着 

做不做股票比不做更危险 

不懂钱就成了钱的奴隶 

2课时.绝不看价格，只看价值 

“绝对股价”不能体现企业的价值, 市价总额很重要 

成为飞毛腿的基金经理后才领悟到的 

不要看股价，要寻找价值 

We buy company, not paper 

“现在要卖吗？”致问这种问题的人 

3课时.投资是“时间”和“信心”的问题 

忘记是比较有效的投资方法 

不是现在，而是看 10年后吧 

短期买卖绝对赚不到钱的原因 

如果 10 年、20年后我投资的企业倒闭怎么办？ 

如果问以后会在哪里产生“价值”的话 

技巧可以不同，但哲学没有不同 

4课时.思想的破坏仍需要 

那些会理财但不懂钱的人 

直到韩国全部摆脱金融文盲的那一天 

韩国将成为世界第一投资市场 

特斯拉的电池寿命 

必须把孩子们从“箱子里”拿出来 

一次性为子女未来和自己养老做准备的方法 

5课时.将消费转变为投资 

一辈子只花钱的人赢不过攒钱的人 

pay yourself first ！ 

把一天一万韩元的消费变成投资 

千万不要借钱投资 

一定要理解和运用养老金 

6课时.按照步骤，分散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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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害怕失败的话，就开始分阶段吧 

新手投资者如何正确选择基金 

对基金和投资的种种误解 

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就这样分散投资吧 

即使只有 1岁，也应该从现在开始 

7课时.买"我想要的企业" 

对我好的企业对别人也一样 

焦点在"想要拥有的企业"上 

有想要的企业时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掌握公司真实价值的方法 

可以把外国资本作为投资标准吗？ 

作为范例的投资战略，向这样的企业投资吧！ 

8课时.炒股“卖”是技巧 

股票只要懂得买的技巧就行 

千万不要想对上“市场时机”(Notiming the market time in the market) 

不要亏本卖 

不要因为达到目标价格就盲目出售 

股票只有在这种时候才卖 

卷末附录 姜方川&约翰·李谈股票市场的未来 

: 大韩民国资本市场要如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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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THE BIG CONVERSATIONS 

빅 컨버세이션  

AUTHOR 黄昌圭 

황창규 

PUBLICATION 2021/4/26 

PAGE 432 

SIZE 152*225*25mm 

GENRE 经济经营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引领三星电子、国家 CTO、KT，为今日的增长提供动力 

出色的技术人兼领军人物黄昌圭！ 

李健熙、史蒂夫·乔布斯、蒂姆·库克、克劳斯·施瓦布、赫尔曼·齐蒙、马克·贝

尼奥夫… 

记录与创造新世界的领导的会面和学习 

这本书的主要讲述了带领三星电子、国家 CTO、KT，创造大韩民国发展动力的前 KT总

裁黄昌圭与一直以来进行交流的世界级领导人会面并通过这些会面所学习到的。书中

包含了作者 30多年来在技术革新现场作为挑战者、主人公、作为坚实的志愿者付出努

力的生动的现场心声。 

作者讲述了将半导体产业的后起之秀三星电子引领到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并担任国

家 CTO 职务，为寻找大韩民国的未来发展道路而辗转于世界各地，摆脱停滞不前的以

内需为中心的通信公司，使 KT成长为全球平台企业的过程中经历的危机和机会的瞬

间，以及与李健熙、史蒂夫·乔布斯、蒂姆·库克、赫尔曼·吉蒙、克劳斯·施瓦

布、马克·贝尼欧普、埃里克·施密特等众多世界顶级领导人见面和沟通的真实情

况。这本书记录了和梦想新世界、挑战、实现的诸多领导人一起努力的会面和学习的

时间。该书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该记录，说明众多读者变得更好。 

「所有的会面都是学习」 

曾是后起之力的三星电子为实现飞跃而进行的「世界最早的 256M D内存」的开发，在

IT领域最严重萧条时期，内存需求将大幅增长，以计算机为中心的增长将转变为以移

动为中心的所谓「内存新增长论」的宣言及证明，开发出「CTF(Charge Trap 

Flash)」，使闪存市场发生划时代的变化，从而使闪存的超细化、高容量化，为韩国

成为半导体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支持开发「石墨烯」、「电动车」、「智慧电

网」，使 5G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商用化;作者在 GEPP(全球预防感染平台)发表等诸

多技术成果，并在三星电子、国家 CTO、KT等公司工作过的地方实现了经营革新。作



 

为优秀的技术人员和领导人，作者把他 30多年的成果归因于与同一时代的领导人见面

和通过这些会面学习的结果。 

「在和众多人见面的时间中，有很多话我听了一次就毕生难忘」。李健熙会长曾说

「黄社长、后辈们什么时候拿第一？」、史蒂夫·乔布斯说「黄博士的法则会持续到

什么时候？」、马克•贝尼奥夫说「嘿，5G先生」等，这些话在脑海中很难忘怀。 但

是，培养和让我成长的并不是刻在脑海中的几句话。关怀、亲切和严厉的教诲给我带

来了灵感，让我不放弃，朝着目标前进。「从李健熙会长那里我感受到了支持、信任

和委任是多么强大的力量。史蒂夫·乔布斯告诉我们，充满激情的细腻和独特性是多

么惊人。几乎一生研究新技术和未来的克劳斯•舒瓦布是分享对未来的洞察的老朋友。

安迪•格罗夫虽然是洒脱且没有格调的 CEO，但在技术和组织管理方面却表现出了偏执

的缜密性。通过与他的相遇，30 多岁年轻人的所有热情都倾注在了研究上。 一直亲

切倾听和关怀的卡莉·菲奥莉娜、实践合作和融合的领导能力的蒂姆·库克、经常主

动问候并分享经营旧楼想法的赫尔曼·齐蒙等所有人作为老师、朋友，都对我进行了

教导和安慰。过去我活跃在学术界、政府和企业的所有活动的背景都是他们」。 

「技术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这本书不单纯停留在谈论「个人的成功」、「企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30 多

年来，作者经历了各种挑战，但为了不被面临的考验所压倒，他选择了「技术」和

「人」这两个词语。从黄定律、闪存、移动 DRAM、SSD、GiGAtopia，5G，到如今成为

普通名词的技术，再到利用通信技术的全球传染病防扩散平台 GEPP，提前预测、准

备、向世界推出的瞬间，作者总是把话题集中在「这些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人们的

生活？」。与他交流过的世界上的很多领导人也是如此。他们将描绘未来发生变化的

世界面貌，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宣布技术革新目标，并为这一目标不断努力，并观察不

断增长的技术将如何改变世界，同时为另一个未来做准备。 

这本书中出现的与世界各国领军人物的见面和交流，并不是只停留在形式上的问候或

轻松的会议上。他们在技术革新的现场，以同伴者、竞争者、有时以师傅的身份与作

者一起工作。为了打开新的世界之门，为了带领跨国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获胜，为了

开发改变世界的技术，和作者一起分享的苦恼和努力的故事，以及在 30 多年的时间记

录中详细进行说明的半导体、通信技术的发展史，是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轻易接触到的

珍贵的信息。 

「一个人什么都不能实现」 

这本书讲述了作者在过去 30 多年里经历的「见面」故事。还有通过会面得到的教训的

实践现场的生动画面。从某种角度看，这本书的信息非常简洁。就是说「一个人什么

都实现不了」。在前面列举的诸多技术中，没有一个是作者独自完成的。作者在所有

事情上都要以开放的心态与他人沟通，遇到为了技术发展而不断苦恼的人，被他们的

坦率和进取倾向所吸引，真心地与他们在一起。作者说，凭借他们灌输的灵感，取得

了超越自己能力的成果。这都是在所有见面中经历学习的结果。作者通过这本书，劝

告生活在困难时期的年轻一代放下「没有希望的一代」的悲观预测，再往前走一步。 

「我想嘱咐大家，在会面和学习上应该放下恐惧」。世界上有很多「特别的人」，但

是，我们觉得我们很特别的人也许也与我们大同小异。我看到了很多练习狂，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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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练习。然后随时大吸一口气，进入下一阶段。放下恐惧，见面和学习就会变得容

易，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机会。未来肯定会到来。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可能

性。失误、失败也没关系。如果有继续前进的意志，总有一天会有与自己所拍摄的点

滴相连接的惊人的经验。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中出现的人没有一个是经历坦途登上

自己的位置。人无完人，独木难支，我们都是依靠他人的智慧生活。所以「见面」的

经验更有意义。 

ABOUT THE AUTHOR 

黄昌圭 

众所周知，他是「存储半导体的容量每年增加两倍」的「黄法则」的主人公，在谈到

大韩民国的半导体历史时必不可少。「黄法则」超越了当时半导体的标准「摩尔法

则」，被认可为内存新成长论。 

曾在三星电子担任与半导体相关的多种职务，并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创下了「世界首次

256MD内存开发」等多种「世界首次」的记录。担任 KT 会长时，他完成了世界上首次

商用 5G 的准备，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论坛)上被称为「5G先生」。另外，还推进

了全球传染病防扩散平台(GEPP)。GEPP 是利用漫游数据追踪去过传染病发生地区的

人，防止疾病扩散的全球平台。GEPP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在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发生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 KT 进行了"应对传染病的新一代防疫研

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 

他曾在首尔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并在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获得电气工程系

博士学位，曾任三星电子总管半导体领域的总经理、首任国家研发战略企划团团长(国

家 CTO)和 KT 总裁。 

CONTENTS/IMAGE 

推荐语 

序言 _ 会面，分享这些有意义的经历 

第一章 洞察_拥有展望未来的只属于自己的眼睛 

01. 为了未来大胆选择|李健熙

02. 火热来自胸怀明确的蓝图|史蒂夫·乔布斯

03. 机不可失|李舜臣

04. 尝试破坏性的革新和挑战|伊隆·马斯克

05. 偏执狂引领明天的成长|安迪·格罗夫

· 书写大韩民国存储半导体的历史

第二章 挑战_为了伟大，必须先开始 

01. 不要停止提问|卡莉·菲奥莉娜

02. 大胆地宣布并贯彻到底|史蒂夫·乔布斯，蒂姆·库克

03. 不要害怕成为数码游牧民|马克·贝尼奥夫

04. 越累的时候越要集中精力做好的事情|乔治·怀特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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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黄定律"

· 比较“黄定律”和“摩尔定律”

第三章 热情_拥有创造胜利的最强大的武器 

01. 后起之秀要不同|交流会，研究会

02. 失败的话重新开始就行了| 自然，达顿

03. 体验吧，引领大转变的科学技术的力量|克劳斯·舒瓦布

04. 热情总是让人找到路 | AI研究所

· 共同面对技术的新挑战

第四章 同行_在一起可以走得更远 

01. 珍藏心中的老师|赫尔曼·齐蒙

02. 打破壁垒就能看到革新之路|埃里克·施密特

03. "真心"为企业铺平道路|敞开心扉的经营

第五章 革新和贡献_参与有利于世界的事情 

01.为人类和社会设计技术|世界首款 5G

02. 梦想成为讲述尊重生命和希望的 IT | giga-topia

03.拯救世界并不遥远 | GEPP

结语_ 放下'恐惧' 通过相遇和学习过'闪耀的人生' 

追悼李健熙会长 

作者年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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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崔元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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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2021/1/5 

PAGE 332 

SIZE 152*225*30mm 

GENRE 经济经营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超越伊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成为世界富豪第一！ 

作为 100 年汽车产业「滚进来的石头」，他如何成为业界第一， 

你成为连接汽车、数据平台、能源、通信的商业革新家了吗？！ 

未来的标志「特斯拉」+天才企业家「伊隆·马斯克」主导的 2030 产业模式! 

为了对抗特斯拉冲击应该怎么做？全书将分析伊隆•马斯克的领导能力和业务风格，并

解读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重要启示。一度被成为「骗子」的马斯克，在 100年的汽车产

业历史上曾是「滚进来的石头」的他，是如何成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商业革新家的

呢？从书中可以详细了解他深思熟虑、长期而又缜密的前景，以及将这一蓝图变为现

实的可怕执行力、使实施成为可能的强有力的技术领导力。大家都说未来不是预测，

而是创造 通过最早分析创造未来的特斯拉和伊隆·马斯克的《TESLA SHOCK》，可以

获得我们现在该做什么、该做什么的启发。 

特斯拉股价暴涨，世界富豪排名被推翻！ 

击败杰夫·贝佐斯，伊隆·马斯克成为世界首富！ 

2021年 1月 7日，主要外媒一致报导了「伊隆·马斯克世界富豪第一」的消息，这是

时隔 3年零 3个月再次更换首富。特斯拉的股价仅去年就上涨了 6倍以上，进入新年

后持续暴涨，马斯克的净资产迅速增加。2020 年 7 月，特斯拉力压稳居第一位的丰

田，成为世界汽车行业市价总额第一，给投资行业和企业界带来了冲击。目前特斯拉

的总市值超过了全球前 9名总市值的总值。但出乎意料的是仅从销售额来看，特斯拉

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 1%。尽管如此，特斯拉和伊隆·马斯克正在刷新的各种记录如何

解释呢？为什么市场会关注特斯拉的未来价值和成长性呢？这反证了比起眼前的销售

数字，对未来价值的期待更为重要。 

在奇异天才的视角下赚钱，积累人才 

如今，仅凭看似数字的财务成果，很难完全评价企业价值。现在这个时代，充满魅力

的发展蓝图和具体的执行计划的「金融故事和共识」越来越重要。最明显地体现出这

种变化的事例就是特斯拉。该企业的价值不能用眼前的财务成果来解释。通过 CEO 伊

隆-马斯克的展望，企业价值正在上升，以这样提高的价值为基础，特斯拉的展望进一



 

步接近。投资者像宗教一样崇拜特斯拉和伊伦·马斯克。虽然不会因为使用亚马逊而

崇拜拜耶斯基，但马斯克对他们特别有意义。对马斯克的崇拜将会持续下去，投资前

景也一片光明。这是美国 CNBC 招牌经济分析家吉姆-克莱默的分析结果。 

未来十年，改变全球商业版图的移动战争开始了 

特斯拉并不是单纯的电动汽车公司。电动汽车只是构建移动服务和产业生态界的工

具。特斯拉的蓝图并不只停留在汽车市场，最终大部分产业群将同时受到冲击。当

然，韩国的主力产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回想过去因苹果 iphone的出现而触发的我

们的生活和商业全盘的巨大变化，就很容易理解了。当时，连接网络的计算机进入我

们手中的电话后，出现了许多新的服务，同时现有的巨大产业瞬间消失。代表性的例

子就是诺基亚。在 iphone 上市后，曾占据世界市场 40%份额的「普查手机巨人」诺基

亚仍然贬低并无视 iphone 的价值。5年后，诺基亚的手机事业部被微软收购，正式解

体。 

现在也有极力缩小或无视特斯拉的冲击的人。但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没有能够扭转乾

坤的人。汽车像智慧手机一样变化的时代正在到来。那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移动

的智慧手机或成为将世界融为一体的网络计算机的汽车上，将产生比过去智慧手机登

场时更大的、多样的服务和商业机会。专家预测，该市场规模达 7000 万亿韩元。这就

是「移动革命」。 

特斯拉成为「汽车苹果」的话， 

成为「汽车谷歌和三星」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特斯拉继续成长为像苹果一样的汽车企业，其他汽车公司会怎么样呢?正如三星电

子生产了搭载与苹果不同的操作系统——谷歌 android 的出色产品得以生存和成长一

样，在其他汽车企业中，也有可能出现将此次危机化为机遇的企业。由于「移动革

命」同时发生在制造、能源、通信、服务、禽流感等多种领域，因此产业间的主导权

争夺战将会爆发，在今后 5年内消失的企业和升起的企业将会诞生。有趣的是「虽然

汽车公司讨厌特斯拉，但 IT 公司却喜欢特斯拉」。因为他们希望有机会成为像「谷歌

android」一样的汽车企业。 

特斯拉的蓝图究竟是什么，不仅让汽车业界，还让各种产业群紧张起来，让无数人着

迷呢？新书《TESLA SHOCK》分析了特斯拉给世界经济和产业，特别是韩国的经济、产

业、雇佣等带来的危机和机会。书名《TESLA SHOCK》是人类三大产业群——移动、能

源、通信合融为一体，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时，现有的产业将受到冲击。 

ABOUT THE AUTHOR 

崔元硕 

采访了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洞察商业趋势和持续增长的秘密 

朝鲜日报经济部担任国际经济记者。也是每周四在网上连载的《崔元锡的 Decode》的

作者。Dicode 的目标是收集分散的新闻，把其中编码的意义解释得通俗易懂，并提供

洞察力。主要讲述移动、IT、全球商业等。在《朝鲜日报》新闻报导服务中，他的人

气居订阅人数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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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出版了第一本书《为什么又是丰田》(2016 年)，在业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第二

本书《日本超车企业的三大原则》(2018年)出版后，全部成为畅销书。 

1997 年进入朝鲜日报社，在社会部、文化部、产业部、国际部采访，2017 年担任经济

经营栏目「weekly biz」产业组长，2018~2019 年担任经济经营周刊《economic 朝

鲜》主编等，采访了全球成功企业，并采访了大名鼎鼎的 CEO、学者等。特别是在 200 

6~2013 年担任汽车负责人期间，切身感受到了汽车产业的广度和深度。他先后在韩

国、日本、美国、欧洲、中国的汽车公司上班，并会见了国内外业界、学界、政界等最

高专家。2011 年在东京研修 1 年，担任日本产业学会汽车产业研究会关东分会准会员

期间，会见了数百名日本业界和学术界的专家。到 2015 年为止的 12 年间，在朝鲜网

站主页上建立并运营记者论坛"崔元硕的汽车世界"，日均浏览量最多达到 10 万次，与

众多会员、访问者共享了汽车故事。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807893 

CONTENTS/IMAGE 

序言 

在一个不能满足于数字成就的时代，特斯拉所证明的前景和共识的重要性。 

第 1章_特斯拉，重新定义业本质，改变模式 

1 特斯拉与过去 100年的汽车商业有什么不同？ 

2 特斯拉如何看待市场和消费者不同？ 

3 特斯拉的商业模式到底是什么？ 

4 20世纪亨利·福特和 21世纪伊隆·马斯克的共同武器 

5 特斯拉给未来产业和半导体业界带来的冲击 

6 转变为知识劳动的汽车产业，工作方式也将发生翻天翻地覆的变化 

7 阻碍变化，扼杀企业的“杠杆成本” 

第 2章_特斯拉真正的竞争力在于看不见的地方 

1 难以模仿的"硬件 3.0"的秘密 

2 特斯拉连制造业的本质都看透了 

3 特斯拉动力总成和行驶性能的竞争力 

4一流的设计能力形成决定性差异 

5 特斯拉制造革命 

第 3章_主导移动革命的特斯拉，还有其他领先企业 

1.在即将到来的无人驾驶时代，为什么要讨论特斯拉的技术能力？

2 英伟达·ARM联合

3 美孚爱、穆比特、英特尔联盟

4 GM、丰田、大众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807893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807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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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_一切取决于领导 

1 继乔布斯之后最棒的有远见 CEO，马斯克 

2 挫折、失败和自相矛盾，某种伟大人的前提条件 

3 超级工程师的力量 

4 不要拘泥于小选，要追求大选 

第五章:韩国企业的危机和机会是什么，如何应对？ 

1 现代汽车 

2 三星电子 

3 国内汽车配件企业 

4 LG集团，SK集团，NAVER，KAKAO 

结语 

我们要弘扬从无到有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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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三十岁，因比特币辞职 

서른살, 비트코인으로 퇴사합니다 

AUTHOR 姜基泰 

강기태 

PUBLICATION 202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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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153*225*15mm 

GENRE 经济经营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一个投资 2000万元赚得 250 倍，50亿收益的诀窍 

密码资产循环、风险、项目分析、心理控制 

包含了数码黄金比特币的全部！ 

在比特币不断飙升的当下，以 2千万韩元为原始资金，获得 50亿收益的作者的投资秘

诀原封不动地出版。YouTuber 势力（姜基泰）在 2019 年 4月首次开始密码货币投资，

仅两年就获得了 250倍的收益，堪称「密码货币投资界的传说」。他在很短的时间

内，怎么会有这种奇迹般的收益呢？虽然密码货币市场发现较晚，但作者是「了解投

资基本情况的投资者」。他成功将股市中使用的基本投资理论和思维控制方法运用到

密码货币投资上，最终获得了财务自由，在「三十岁」的年轻年纪就实现了退休这一

壮举。 

在这本书中介绍的投资秘诀，即使是「币学」小学生如果跟着做的话也获得收益的方

法。只要知道模式就不会感到困难，只要保持理性就不会危险。只要做好心理调节，

比特币不仅不会发生危险，而且可以获得高收益。 

作者使用的投资理论与投资法并不难。反而警告大众说对庞大种类的铸币的学习、复

杂的投资公式，有可能会成为毒药。作者在投资时最重视的是心理和心理控制。「复

杂而可变的投资公式」是禁忌，投资公式应该简单到随时随地都能遵守的程度。作者

将密码货币投资法概括为如下 4个方面。首先，以比特币长期循环为基础，进入和退

出市场。第二，以对区块链技术可能性的信任为基础，挖掘有潜力的筹币和分散投

资。第三，以比特币的市场支配力指标为基础，比特币和阿尔特币的比例变化。第四

种是之前所说的彻底的收购收购计划和遵守该计划的心理调节。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趣味点是每章都出现的作者的「投资日记」。作者从 2019年 4

月刚刚开始投资密码货币时起，就把当时的感受写成了日记，并公开了相关内容。日

记中原封不动地融入了刚进入市场的初学者感到的恐惧、实现预期收益时感受到的欢

喜、在收益损失时陷入的苦恼。读着读着，不知不觉间就会把自己的投资经验代入作

者的形象。虽然这是讲述投资法的理论书，但有着让人轻松愉快地阅读的妙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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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密码货币的诞生背景和技术内容进行了说明。而且，在现代社会，密码货币

的出现具有的意义，被定义为「又一个技术革新」。与过去数次对工业革命时期的有

力技术的投资一样，密码货币投资也是区块链革命这一历史潮流的延续，是「百年一

遇」的投资机会。比特币投资也与之前产业革命时期的投资趋同。因此，作者毫不掩

饰地表示，比特币投资市场也正在慢慢出现泡沫。但是，作者在谈到「在长期暴跌到

来之前，要冷静地面对市场」的同时，也强调短期暴跌就是机会。大家都把比特币的

真面目称为「欺诈」，诅咒未来的时候正是买入时期。我们要通过这本书转变投资观

念的原因就在于此。 

这本书与其它密码货币投资的入门书不同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局限于密码货币的投资

秘诀，而是告诉人们立足于包括股票投资、房地产投资在内的投资本质的投资秘诀。

他的 YouTube 频道与其他密码货币专门频道不同，像投资意识、长期周期分析一样，

对投资的本质提供建议。这本书并没有难懂的内容。即使是从未经历过投资的读者，

也不会错过任何东西的亲切的明，让人能够轻松理解。 

ABOUT THE AUTHOR 

姜基泰（势力） 

1992年出生的他，性格单纯、诚实、充满霸气。「密码资产投资 YouTube」刚一登

场，3个月就吸引了 2万名订购者、100万次以上的频道点击率，人气飙升。虽然作

为金融圈大企业的新职员开始了社会生活，但是无论多么努力工作，银行账户里剩下

的钱也只有 1000 万韩元左右。在思考如何获得经济自由、学习金钱的过程中，他开

始关注密码资产市场。以 2000 万韩元资金开始密码资产投资，从 2019年 4月开始，

在 2年内创造 50亿韩元以上收益和每月 2000万韩元以上现金流的神话。之后为了新

的挑战，在 30岁的时候辞职。在名为「改变世界的善良影响力-势力」的 YouTube 频

道中，正在积极与大众共享密码资产行情及投资的想法。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9128786 

CONTENTS/IMAGE 

第一章 只要呼吸就能看到钱进来的机会 

每天通过 DEFI获取的 20%股息/因巨大机会而大开眼界的企业们 

[2019年 6月 势力的投资日记] 

第二章 社会观念的变化速度慢 

从公寓价格走势看社会传统观念与实际机会的背离/从比特币价格走势看社会传统观念

与实际机会的背离 

[2019年 8月 势力的投资日记] 

第三章 抓住百年一遇的机会 

比特币的实体/比特币的真正价值/比特币依然是机会的理由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9128786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9128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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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 势力的投资日记] 

第四章 理解比特币这一资产的循环 

关于周期的理解/比特币循环的理解/了解周期进行时间的方法 

[势力的投资日记 - 对贷款投资的想法] 

第五章 正确把握风险 

高风险高回报的真伪/低风险高回报/非理性风险评价的原因 

[2019年 10 月 势力的投资日记] 

第六章 利用长期周期来看中短期周期 

比特币优势排行榜的理解/最准确的是人类指标/ 

基于对周期理解的可交叉买卖 

[2020年 2月 势力的投资日记] 

第七章 想要赚钱就要考虑如何投资 

比什么(what)更重要的怎么(how) / 多种投资方法 / 作者的投资方法 

[2020年 2月 势力的投资日记] 

第八章 制定项目选定标准和收购、出售标准 

为选定投资项目收集信息/反而成为毒瘤的过度信息/必须实践的分割收购·出售 

[2020年 3月 势力的投资日记] 

第九章 成为成功的投资者 

不拘泥于下跌和上涨的心理/相对剥夺感和贷款投资/坚持原则的投资/ 

消除小噪音的宏观观点 

[2020年 8月 势力的投资日记] 

第十章 想象获得经济自由的前景 

平凡职场人的挑战/为了获得巨大收益所需要的大等待 

[2021年 2月 势力的投资日记]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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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江原国的成熟说话之道 

강원국의 어른답게 말합니다 

AUTHOR 江原国 

강원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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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50万读者选择的畅销书作家江原国新作！ 

前总统演讲秘书的演讲特别讲座！ 

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畅销书《总统的写作》的作者江原国此次讲述了提高生活品格的

故事。 他一直负责听取和修改大企业会长和两位前总统的「话语」，思考如何才能用

最简单的语言表达真心。讲述了比任何人都深入钻研「语言的基本」的作者讲述「成

为语言的人生，成为生活的语言」的 73篇语言学习课程。 

KBS 1 广播电台<像江原国的语言一样的语言>正式出版图书 

作者从 2020 年 2月开始，在 1年时间里担任了 KBS1 广播电台《江原国的话一样的

话》的主持人。为了探索有品位的语言和健康对话的意义而企划的节目，以契合当下

潮流的概念获得了很高的人气。这本书筛选了其中引起共鸣最多的故事，并追加了作

者新执笔的原稿。 

世界上有很多人忘记语言会变成一把刀，这把刀会指向自己。语言是彰显自我魅力的

工具，也是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最成熟的武器。作者表示，正如上年纪并不代表成为

真正的大人一样，说话也要符合自己的年龄，不断地栽培和重新学习。从小就非常胆

小,害怕在别人面前说话的作者，成为青瓦台秘书、现在成教语言文字的人气讲师…。

包含了作者一直以来的经验和洞察，以及不断试错和奋斗历程的这本书传达着磨练语

言和生活的特殊智能。 

「成人的语言真的太难了」 

所谓语言，就是将生活装扮的更成熟的工具 

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江原国的写作》、《总统的写作》一书的作者江原国将展示关

于提高生活品格的特别讲座。这是作为与写作相关的书籍，销量超过 50 万本的畅销书

作家、被称为「写作传道士」的他正式讲述语言的第一本书。 

谁都想变得能说会道，这是很好的欲望。但是作者提议，我们并不能单纯地培养说话

的才能，而是关注改变人生的语言的力量。不是为了战胜别人得到什么，而是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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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成长和与别人分享，要充满口才的欲望。这就是江原国所说的「成熟说话」的基

础。此时最重要的动力就是快乐。作者说，最大的乐趣就是「成长的喜悦」。因此，

他经常反思和评价自己的语言。确认今天比一年前好过今天和昨天的快乐使他不断总

结语言并重新学习。应该放弃接受大人待遇的想法，每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要观察

语言是否也在不断成长。但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学到能说会道的方法。学校，

家，职场从不教我们怎么说话。虽然谁都说话，但大家都会好好说话吗？ 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的语言也在变得成熟吗？ 现在能改正我的语言吗？

《江原国的成熟说话之道》就解决了这种苦恼。一直从事听、写、修改大企业会长和

两位前总统「语言」的工作，比任何人都钻研「语言的基本」的作者对「成为语言的

人生，成为人生的语言」进行了一生洞察的 73篇「语言学习课」。从真诚对待话语的

态度，到避免不必要的误会的对话法，在工作岗位上有用的战略讲话和报告法、不可

或缺的有趣说话技术、小心谨慎的人发表反对意见的要领、克服恐惧症的技巧、不陷

入「老顽固」泥潭的说话…。充满着人生中必有帮助的愉快智慧。 

是什么让他成为了现在能说会道的江原国? 

江原国是公认的能说会道的人。害羞又尖锐，谦虚又搞笑。贬低自己的幽默是一流

的，有趣的小故事不会干涸。最重要的是他是调节气氛的高手。无论是与妻子平凡的

轶事，还是与总统的特殊轶事，都具有很强的适应听者需求和变化的能力。所以很多

人喜欢听他的故事，觉得他是「好感型」人物。写完演讲稿修改的他，不知不觉间被

邀请参加优秀电视节目，夸耀口才，进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广播节目，每年进行数百

次演讲，成为名副其实的「靠嘴吃饭」的人。如果说有反转的话，那就是他从一开始

就不是能说会道的人。相反，他非常害怕说话，他是一个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的人。 

小时候，因为朋友们吵闹时错过了插一句话的时机，一直遗憾地回家。大学毕业论文

审查时，他无法停止颤抖，只能偷偷喝下烈酒才能完成发表。虽然开始了社会生活，

但他还是尽量避免了说话的情况。为了不发表 3分钟讲话而接受晋升对象教育，结果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他自开始写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的演讲稿，才开始认真学习说话。也因为这件事与金

大中、卢武铉总统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成为了青瓦台演讲秘书。从两位总统那里接

受修改指导，学习了语言和沟通的本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写书人」，后

来写书成为作家，正式成为「说书人」。只要是邀请的地方，他都会不问演讲费就跑

过去，这样进行的演讲超过了 2000次。实际上，他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一个「说话」

的传教士。从他开始「说话」开始，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只是听取

和记录总统和会长的话，其中没有自己的自信。为了将自己的存在展现给世人，变得

更加努力，生活开始向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本书推荐给希望能拥有更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的读者。不管翻开哪一页，从经验中得出

的现实洞察力和简明整理的法则都坚实的支撑着本书内容。因为作者追求乐趣，具有

真诚的性格，有趣的插曲和装腔作势的幽默是基本选择。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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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原国 

直到 30 多岁为止，一直在大宇证券宣传室工作，从金宇中会长担任全经联会长的 

1998年开始，他一直担任演讲撰稿人，并担任金大中总统演讲秘书官室行政官、卢武

铉总统的演讲秘书，8年间一直担任总统的发言和文章撰写。 

在完成大企业会长和总统的发言、写作、推敲的过程中，作者一直在思考「怎样做才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简单的语言引起最多的共鸣」。尤其是在观察两位总统是如何

突破难关、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想法去满足国民内心的过程中学习了「说话的基本」。 

人生后半期，他就职于出版社，所著的《总统的写作》销量超过 30万册，偶然间成为

了畅销书作家，出版了《会长的写作》、《江原国的写作》、《我就像说的那样

写》。之后，他在企业、学校、公共机关等进行了演讲和教育，最终成为了能说会道

的人。 

从 2020 年开始担任 KBS1广播《像江原国的语言的语言》的主持人。 在反省「不象话

的话」和「不像大人的话」的这个节目中，收集最有人气的趣事，并出版了《江原国

的成熟说话之道》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889398 

CONTENTS/IMAGE 

[序言] 很多语言的世界，没有相似的语言 

[1章] 在语言镜子上照照自己 

妻子不问为什么提出辞呈 

比口才更重要的事 

真实性的必要充分条件 

父亲毕生敬语 

拒绝请求时需要遵守的那些 

不要以解决师自居 

关怀的话语很美 

把“因为你”换成“托你的福” 

[2章] 像成人一样尊重和被尊重 

想好好说话吗？ 相信自己吧！ 

有时我也很想呼喊 "我有异议！" 

要成为有根据的乐观主义者 

孩子的话就像河水一样 

我的话还在长 

令人诟病的世界发出的警告 

没有本事就不要好为人师 

在这个无法平等说话的世界里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889398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88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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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话一定会响应到自己身上 

你想要怎么称呼 

说话也需要保持距离 

[3章] 柔韧地听 坚定地回答 

无话可说时说的话 

被称赞的称赞法 

词汇的界限 我这个世界的界限 

趣味加意义的方法 

"所以你想说什么？" 

赔钱也赔本，抢先说话 

别把套话看扁了 

有些话咽下去就完成了 

提高传达力的机智力量 

能说会道的人有七个特点 

观察形成差异 

[4章] 把话空出来 填满对话内容 

超越倾听，把对方的话印出来 

越来越像好人的口气 

有时无所谓也没关系 

准备 3种，小心 3种 

幽默是两个人击掌 

为了想成为'Insider'的你 

第一句话是放松、清淡地 

我的身姿在说什么 

降低话语清晰度的 5大敌人 

想要减少口误的话 

简略地说说吧 

[5章] 不会忘记事情的本质 

公布目标 

根着对方，像盛水一样 

节省时间的报告定式 

领导不是随便打造得 

斥责也有“格” 

了解我 了解大脑 百战不殆 

在组织中存活下来的人们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善于概括的人不会吃亏 

对害怕开会的你来说 

合作所需要的沟通法则 

像秘书一样思考，像秘书一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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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琳版权代理  [6章] 我不是

用立场 而是用利益说服你 

存在本身就是说服力 

为卡桑德拉建言献策 

说话不是才艺, 是技术 

获得自己想要的谈判技术 

消除恐惧症的方法 

想要成为逻辑的魔法师 

数字如一把双刃剑 

记忆深刻的话语的秘密 

里根总统的战略讲话 

声音也要变好 

[7章] 过着比语言更好的生活 

怪不得信人的话 

没必要都做好 

话是听人的 

习以为常的话会改变人生 

能成为 YouTuber吗 

这一天没有理由不感谢 

自言自语的力量很强大 

读书和说话融为一体 

注视变化的世界的说话方法 

学说话也需要预习复习 

[结语] 说话学习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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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空置效应 

비움 효과 

AUTHOR 崔泫雅 

최현아 

PUBLICATION 2021/2/15 

PAGE 208 

SIZE 128*200*20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一本将抽象的「空」引导到具体生活中的书 

用各种事例来说服为什么只有空置才幸福 

提起「空」，大多数人都会想到冥想家或修道者，如果不是他们，很容易想到具有超

高整理收纳水平的生活能力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对让我们成长的日常生活中的

「空」缺乏理解。真正的「空」是什么，大众对其效果并不了解。这本书的作者提出

的「空」原理很简单。首先从对物品的空置开始，这样开始的话，每当空出一个东西

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会一点一点地或更快一点地好起来。 

不是被所有淹没,要过完全掌握我所拥有的一切的人生! 

现在这个世界，不管是什么都要买来填满。用金钱购买物品、经验，甚至人际关系

等。在这样的世界上，呼吁「空出来才是幸福」的作者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空置的

强烈效果后，现在作为空置的专家活动。作者在书中毫无保留地提供了与各种各样的

人见面传播「空置」的过程中得到的琐碎却巨大的生活真理。 

用一句话概括，空置是改变人生的魔法。不是盲目地减少，而是了解正确的必要性。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掌控力。不是被我拥有的东西埋没的人生，而是完美地掌握我拥有

的东西的人生，那就是空置。这是「空置」的强烈效果。再宽阔的平宅，再高的年薪

生活，没有空置的生活都是低俗的。因为在我拥有的众多物品中，我也是从属于自己

的生活。 

如果想过成为主人的生活，就必须要「空」。作者自己也过着用「空」来重新定义人

生，用「空」来逐渐成长的生活，并传播「空」的生活。希望通过「空」给世界带来

意想不到的影响力，这是作者的愿望。只要接触到她所告诉的那种简单的空置魔力，

读者们就会找到自己能成为主人的生活的富足和幸福。 

ABOUT THE AUTHOR 

崔泫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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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迷你生活研究所」的代表，负责倾听很难做到空置的人的烦恼，并带领他们将

空置付诸实施。利用 naver 博客、naver tv、naver 小区、youtube、可可 brunch、 

instagram和「今天早上现场直播」等多种平台，宣传空置的效果。原本是平凡的家

庭主妇的她通过空置克服了抑郁症，经历了人生转变的经验，并决心宣传「空置效

应」。之后用空置来检查人生的全过程，寻找自己成功的「空指导」以「空学校」、

「心空虚」、「整理你的人生(党认证)」的名字进行，通过「吐露的文字研究」、

「石下名单项目」等多样的项目，分享空置效应和这之后的满足感。代表作有《丈夫

请了育儿假》。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848473 

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HdLnvtT1fU&feature=youtu.be&ab_channel=%E

B%B2%A0%EC%8A%A4%ED%8A%B8%EC%85%80%EB%9F%AC-%EB%B6%81%EC%B1%84%EB%84%90 

CONTENTS/IMAGE 

序言-到现在还在彷徨吗? 

第 1章 改变人生的魔法、空置效应 

1-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腾挪带来的 10亿

3-精英书桌

4-一位成功的职场妈妈的书房

5-大企业 CEO的告白

6-紧张逃跑的儿媳

7-数码 NO MAD 都是极简主义者

第 2章 只有空置才能活下去 

1-过着顺利的人生吗？

2-空置就像命运一样逼近

3-你不能空出的 5个理由

4-绝对不能强词夺理

5-控制空间，控制生活

6-腥风血雨带来财富和富足

7-要有意识地空出来

8-小选择的力量

9.如果不是现在，什么时候要空置出来？

第 3章 只有空置才能填满 

1-空置是手段还是目的？

2-将空置作为自我填满

3-以个人喜好填满空闲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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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养成空置的习惯

5-将空置作为能量来填满

6-将空置作为共存来填满

7-将空置通过施行来填满

8-将空置用成功填满

第 4章 只有空置才能成功 

1-挑战者的特征

2-吸引运气的第一步

3-如果想成功，就投资于空置

4-空置习惯，胜利的习惯

5-唤醒潜在意识的空置

6-空置者，支配时间者

第 5章 把什么该怎么空出来？ 

1-空间的空置

2-钱的空置

3-关系的空置

4-健康的空置

5-时间的空置

6-心灵的空置

7-工作的空置

结语-空置就是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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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ne Habit 

원 해빗 

AUTHOR 韩相满 

한상만  

PUBLICATION 2021/1/18 

PAGE 272 

SIZE 140*210*20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改掉坏习惯，养成好习惯为什么那么难? 

92%的计划只有三分钟热度，一个彻底结束反复失败的策略 

这本书不是从理论学习，而是从作者的迫切经验中养成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非常具

体且具有实践性。这本书将这一系列过程详细地分为 4个部分，并系统地整理了 8种

习惯战略。第一部分将介绍习惯所需的意志力管理法，第二部分将介绍习惯的核心战

略，第 3部分将提出考虑个人特点的量身定做的战略，第 4部分将以主题介绍养成习

惯的真实事例。 

经历了三天捕鱼两天晒网，最终没能养成运动习惯的作者坐在书桌前只顾学习，累的

腰酸背痛，结果被送到了医院。由于脊椎肌肉变弱，不得不进行走路运动，但他仍只

坚持了 3天。陷入自责之中的作者突然将自责转向了提问，「怎样才能轻松养成习

惯？」。为了寻找答案，他分析了经过科学验证的数百篇研究论文，并通过实践验证

了这些论文。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终于完成了作者自己的方法「One Habit」。他找到

了所有人都能轻易实行的 8种习惯战略，从多个角度进行了验证。作者在 2015 年使用

了「One Habit」，养成了步行的习惯。这是第一次成功，此后养成了 9个新的习惯，

成功抛弃了 3个坏习惯。而在向作者学习这种方法的每 10 个人中，就有 6个人成功地

养成了一种新的习惯。 

习惯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发现那些无法改变生活的书或理论是没有用的」 

作者以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这种反省为例，明确表明了要让这本书在现实中得到应用的

决心。很多与习惯相关的书都把焦点放在如何养成习惯上，并要求读者「好好学

习」。即使是需要新习惯的作者也认真地学习，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以反复失败

的教训为基础，最终成功地养成了习惯，他以亲身体验为基础建立了体系，又补充了

庞大的事前工作，最终制定了「养成必须成功的习惯」的战略。习惯失败的最大原因

是要同时养成多种习惯，其次是从一开始就设定过分的目标。因此，只要从 1 个习

惯，而且还是最低水平的 1开始，就一定能取得成功。我们将此称为「One Habit」，

同时作者还列举 8个生动的实践战略。 



 

但本书的亮点在于重新查明有关习惯的秘密和失败的原因。习惯养成的成败取决于意

志力，但通过脑与意志力的相关关系，提出对意志力的新的理解。意志力和电池一

样，使用时会放电，需要细心的管理和充电，但具体的方法相当有趣。这就是为什么

传统的关于习惯的卓越方法会失败的答案。不是方法不对，而是因为意志力枯竭而失

败。这本书还介绍了压力和肯定情绪对意志力产生的影响。 

养成习惯的八个核心战略 

随着「多任务处理」前日成为热门话题，相关书籍也引起过很大的关注，但这只不过

是已经得到科学证明的假像。习惯也和别的事情一样，不能一次性投入很多东西。因

此，第一个战略就是「One」，集中于「One」。只有当这个「One」完全融入身体并

自然形成后，才能挑战新的习惯。第二是「Note」，记录结果。想要减肥的话，在制

定宏伟的计划之前，首先要每天都上体重计，通过「记录体重」来达到一半的成功。

也就是说，记录支配着记忆来创造变化。接下来是「Easy」，制定简单的目标。在这

里，出现了容易改变艰难目标的回归公式。不是觉得目标过分就放弃，而是立即回到

最初，根据现实降低目标。第四是「Hurdle」，考虑障碍因素。所有事情都按计划忠

实执行，但障碍是因为突发变量，即障碍因素。作为克服障碍要素的方法，提出

「If-then」计划法和「WOOP(Up)」。「If-then」计划的原理是「结对」，是将障碍

要素和克服行动从精神上强有力地联系起来，提高实践可能性的战略。例如，减肥的

人如果看巧克力(if，障碍因素)，就把巧克力清理到不显眼的地方(then，克服行

动)。

「WOOP」是记录愿望(W)、看到结果(O)、找出残障碍(O)、树立计划(P)的阶段性战

略。第五是「Attach」，保持原有习惯。这与饭后 30 分钟服药(新习惯)是同样的道

理。如果得到现有习惯的帮助，就会变得容易，这等于是在摆好了的饭桌上再放一

勺。接下来是「Buddy」，和朋友在一起。习惯就像马拉松一样，是漫长的远途，因

此，如果和走同一条路的人同行，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很高。第七是「Incentive」，补

偿自己。习惯上也需要应援，但是会产生补偿反复的力量。在这里，作者用「5why」

的方法向自己提出问题，并自己解释为什么要养成这样的习惯。这是维持习惯的强大

力量，而不是任何补偿。最后是「Today」，从今天开始。机会不是经常有的，只是暂

时打开那扇门，今天不马上开始就永远开始不了。 

本书向被困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读者伸出了援助之手，推荐给希望能改掉坏习惯并

成功养成好习惯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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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养成的习惯是走路、写感恩日记、测体重、做俯卧撑 20次、对着

镜子微笑、上 9层台阶、为熟睡而做的舌头运动、写作等。而他放弃的习惯是，玩智

能手机游戏、吃糖果和巧克力、跷二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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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作者 

在从韩国和美国的 10家跨国公司到成为谷歌首席设计师的这 25年时间里 

与世界顶级人才一起工作学到的东西 

《致思虑过多的 30岁》是一本讲述 25年来在韩国和美国 11 家跨国企业与世界顶尖人

才一起工作的作者站在人生转折期，对未来的不安和担心，智慧工作的方法和度过无

悔人生技巧的书。 

作者在 27岁时毫无准备地跟着考上美国研究生院的丈夫去了美国。而她会说的英语也

只有「Excuse me、Thank you、I ' m sorry」等。虽然进入研究生院所需的英语成绩

非常差，但她考入了设计名牌研究生院 - 伊利诺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并经过无数次

挑战和失败后，成功进入了微软、摩托罗拉、高通公司等人人都想就职的公司。她无

畏的挑战的基础是「一旦犯错，就会有收拾残局的力量」的信念。大学时期，她以和

学员没什么两样的新手实力报考计算机讲师，一天学习一天教书，过着如履薄冰的日

子（听课生的评价很好）。报考研究生院时，她找教授用蹩脚的英语说服自己，并得

到了合格的通知。一直以「不是，还有」的精神挑战新事物的她，2013 年主导三星电

子的智能手表设计，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她被选为「引领可穿戴产业的全球 18位女

性领袖」和「可穿戴游戏 50强」，并获得了「IDEA 设计青铜奖」，职业生涯 20年来

首次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以这样的名声为基础，2018 年，她转到了谷歌总部的核心

部门——搜索和人工智能组。 

「需要完美准备的事情并不多，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准备， 

而是不犹豫，勇敢扣动扳机的勇气」 

她于 2018年跳槽到美国硅谷的谷歌总部后，遭遇了职场生活中最大的危机。在世界一

流人才中，她因自卑和无力，经历了最糟糕的低谷。她觉得自己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

一切纯粹是运气使然，她感到自己的本质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再加上周围的人都显得

比自己更加出色。她失去了自信，认为自己不能满足大家的期待而自责的日子持续了

将近一年。在周围人的帮助下，她好不容易恢复了自信，并以群发邮件的形式向团队

职员发送了题为《井底之蛙》的文章。这篇文章坦诚地表示，工作能力和评价并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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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的存在价值。这篇文章在公司的各个群体中迅速传播，很多人都说自己是青蛙，

并公开表示自己是青蛙。原来聪明英俊的他们也都在偷偷地与自己努力战斗。这给她

带来了巨大的安慰，此后她顺利适应了谷歌，重新找回了自己本来的面貌，2020 年荣

获「年度设计师奖」。以此为契机，通过演讲和 SNS 与人们活跃的交流，分享了 25

年间的失败经验和成功经验。 

「我们的准备比我们自己想象的还要充分。还有，需要完美准备的事情比想象的要少

得多。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完美的准备，而是停止踌躇不前，勇敢扣动扳机的勇

气」。她热情的鼓励和现实性的建议尤其引起了年近三十的人们的热烈反响. 因为自

己也经历过相似的过程，所以迫切希望给他们一点鼓励和安慰。

三十岁，想成功就成功 

现在不要动摇，要像我一样走到最后！ 

胆小的她是如何成为谷歌的领袖的?她在 20年的职业生涯中首次受到关注，24 年来首

次在谷歌获得「年度设计师奖」，但她坚持做的只有一件事，「坚持我自己！」得益

于此，即使看到比自己走得更远的人我也不会动摇，才有了现在的位置。正因为如

此，她正处在人生的转折关头，对未来充满不安和担忧的 30岁的人说「三十岁是有

多大决心就能成功的年龄。所以不要动摇，要坚持自己的本色」。我们真正需要的不

是完美的准备，而是停止犹豫，扣动扳机的勇气。所以，果敢的把手里的球扔出去，

看看它会如何回来。只有这样，才能明确知道什么是自己擅长的，什么不是自己擅长

的，这才是成功的基础。虽然觉得努力生活一天也会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但是那样的

一天汇集起来，成为一年、十年，并塑造了我。也许某一天我完蛋了，也许某一天我

偏离了，即使某一天想放弃，能守护我的人也只有我。如果在 30 岁的时候像自己一

样活下去，那么在 40岁的时候就能够遇到变得更加坚强的真正的自己。在没有任何

准备，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情况下踏上美国留学之路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她的人生就是证

据。这本书将成为不后悔活到三十岁的你的勇气、安慰和希望。 

让苦恼更短一些，行动更快一些 

为了在 5 年后不后悔，你必须知道的事 

如果觉得只有我一个人落后而感到不安，该怎么办呢？ 如果只是制定计划，推迟实

施，该怎么办？ 想做得更好，但是觉得自己太不足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作者此前通

过无数次的演讲，努力对 30 岁年轻人的提问和苦恼提出最大的现实性的建议。其

中，在众多简历中，有突出自己的方法、企业寻找态度好于工作出色的人的理由、不

要勉强做不符合自己的事情、过多在意他人、从给压力的人身上守护自己的方法、创

造只属于自己的故事的最确实的方法等。还有「很好奇在受到压力的业务状况下寻找

突破口的方法」、「想知道在公司生活中犯下的最多失误、不能犯的错误是什么」

等，在附录中记录了作者给 30岁年轻人回答最多的 10个问题。 

虽然梦想着堂堂正正、自由的人生，但今天也过着那样的一天，这本书将告诉自责的

30岁年轻人，即使慢慢走，也要像自己一样前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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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首席设计师。抱着「一犯就会产生收拾残局的力量」的信念，在过去 25 年里成功

离职 10 次、就业 11 次的跨国职场人士。一直过着无名帮手的生活，在三星电子工作

时设计的世界最初原型智能手表取得了成功，在工作 20 年后成为了业界关注的人物。

目前她在谷歌总部核心部门搜索和人工智能组担任首席设计师。 

初中一年级时，在美术实际技能考试中获得了 100分，从此她萌生了想学美术的念

头。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考入梨花女子大学美术学院，通过各种打工方式学习。大学

三年级时，她当过计算机讲师，问题是她的计算机水平与学生相差无几。反复「一天

学一天教」，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上课，意外地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他坚信一旦

犯下错误，就会有力量收拾残局，这种信念来源于此时。 

大学毕业后，她跟随在数码朝鲜日报社和 CJ 公司做了 3 年网络设计师的丈夫，在没有

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去了美国。他只会说「Excuse me、Thank you、对不起…」等。在

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情况下开始的美国生活，比想象中更加残酷。要想就业，必须

要通过研究生院学习，但英语成绩远远不够。报考研究生院后，她抱着“想做点什

么”的想法，拜访了众多教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样的努力，她考上

了自己最想去的设计名牌大学伊利诺工业大学设计学院。 

研究生毕业后，本应去就业，但在面试时，由于说不好话，面试均被淘汰。好不容易

被一家叫布莱克韦尔的咨询公司录用，被派到大型保险公司工作了两年，但这并不是

适合她的工作。为了找到更愉快、更长久的工作，她决定跳槽，并再次挑战了曾在研

究生时期落榜过一次的摩托罗拉公司，并顺利通过了考试。她在摩托罗拉工作三年，

成功地完成了 RAZER 手机的开发，之后加入高通公司，负责应用程序开发平台和增强

现实设计项目。 

2013年回到韩国，在三星电子主导世界最初的原型智能手表的开发。这款智能手表被

海外媒体评为「比苹果更优雅的界面」。被选为「引领穿戴产业的全球 18位女性领

袖」和「穿戴游戏连锁者 50 选」，接着获得了「IDEA 设计青铜奖」。第一次成为公

众聚光灯的主角。自 2018年调任美国硅谷谷歌总部后，她遭遇了职业生涯最大的危

机。在世界顶尖人才中陷入自卑感和无力症，经历了最糟糕的低谷。在周围人的帮助

下，她好不容易恢复了自信，并以群发邮件的形式向团队职员发送了题为《井底之

蛙》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公司的各个群体中迅速传播，很多人都说自己是青蛙，并公

开表示自己是青蛙。原来聪明英俊的他们也都在偷偷地与自己努力战斗。这给她带来

了巨大的安慰，此后她顺利适应了谷歌，重新找回了自己本来的面貌，2020 年荣获

「年度设计师奖」。以此为契机，通过演讲和 SNS与人们活跃的交流，分享了 25 年间

的失败经验和成功经验。此后，她顺利适应了谷歌，并于 2020 年获得了「年度设计师

奖」。以此为契机，通过演讲和 SNS 与人们活跃的交流，分享了 25年间的失败经验和

成功经验。特别是 30 岁左右的人的反应非常热烈。她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所以非常

想给他们助威和安慰。 

就像 30 岁的人从她的话中获得力量一样，她也从他们热烈并充满希望的反应中获得力

量。25 年来，她的目标不是获得第一，而是跑完全程。今天，她还在与「英语恐惧

症」斗争，为未来的 25年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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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gue | 致思虑过多的三十岁 

Chapter 1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落后，感到不安的时候 

:如何保护自己远离消极的想法 

要做的事情很多却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 

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累啊 

别害怕！不会死的 

- 如果想拥有坚强的自尊心 - 新颖的心灵整理技术

- 如果想每天保持好心情 - 培养心灵肌肉的 3种运动

保护自己免受有压力的人们的伤害的方法

想对职场妈妈说的话 1

想对职场妈妈说的话 2

摆脱消极思想的七种方法

不想失败就是不想挑战

需要停止的时候需要停止的勇气

虽然不会因为哭泣而改变

Chapter 2 

如果你只做计划而不去做 

:改变我人生的魔法咒语“不是!而是...” 

让苦恼短一点，行动快一点 

战胜失败恐惧的七种方法 

如果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好的话 

比起一次成功，百次失败反而更好地理由 

我是怎么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的 

一旦犯错, 就有了收拾残局的力量 

机会总是会在没准备好的时候到来 

没有英语分数的我考上美国名牌大学院的理由 

三十岁，下定决心就能成功的年纪 

Chapter 3 

想要做的更好，但是我有很多不足的时候 

:在与世界顶级天才合作中学到的聪明的工作技巧 

所有企业所需要的最佳能力是？ 

培养比大数据更强大的直觉力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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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为被认可的人，该做的事情和不该做的事情 

在 330 万份简历中突出自己的方法 

"你打过本垒打吗？" 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支持三星电子开发智能手表的理由 

进入谷歌后第一次体验到的文化冲击有 5种 

谷歌天才们的工作方法 

为了成为好的队长 我随时确认的事情 

《美食总动员》教给我们的新才华发现方法 

Chapter 4 

想对想过无悔人生的三十岁人说的话 

：慢点也没关系我要坚持到底 

不要硬着头皮做一些不像我的东西 

每天只记 3个教训 

目标不是第一 而是跑完全程 

真心为某人的成功而高兴 

比起数字，先照顾人 

不要随便判断某人 

不要害怕，要按照自己的内心前进 

Chapter 5 

救活曾经是英语放弃者的我的学习方法 

:直到认识到比英语能力更重要的事情 

英语不好也不必怯场地原因 

克服英语恐惧症的特别学习方法 

任何人都能学会的简单的英语学习习惯 

英语终究是内容和自信 

越学英语越厉害的韩语的力量 

Chapter 6 

5年后我会做什么? 

:为了过上想要的生活从现在开始要做的事 

改变我人生的一张图表 - 'Me Fact Table' 

比理财更重要的杂技原则. 

我同时支持谷歌和亚马逊的理由 

"想就业的话，一定要上研究生吗？" 我经常回答这个问题 

比起工作出色的人，企业更喜欢寻找态度好的人的理由 

俘获面试官芳心的面试技术 

- 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 - 有属于我的故事吗？

觉得什么事都做不到的时候需要思考的事情

- 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的最明确的方法 - 不管是什么 只要坚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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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logue | 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终有一天会抵达终点 

附录 | 30 岁最好奇的 10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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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仅此，三分钟热度 

이까짓, 작심삼일 

AUTHOR 弗拉皮纳 

플라피나 

PUBLICATION 2021/7/19 

PAGE 216 

SIZE 115*179*13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用成长逻辑编写游戏的企划者打造的克服无力的程序 

《仅此，三分钟热度》是作者把自己在推特中最受欢迎的文章收集在一起重新整理而

成的文章。转发次数超过 1千次的文章到超过 2万 7千次的文章，在 1年多的时间里

整理受到粉丝们好评的文章。他还在推特上发表了没有分享的作家独有的迷你程序秘

诀。该书的特点是，将 22个可以摆脱决心、实现小实践的迷你程序分为 5个领域（制

定程序、分配力量、培养问题解决能力、交流、生活态度）。作者在推特上散落的文

章被编成各领域，读者可以不拘泥于顺序，寻找必要的领域阅读。 

作者弗拉皮纳在 11年时间里为游戏角色成长赋予逻辑。等级 1的角色要想成为等级 2

的话要通过什么样的任务，要找出什么样的武器，为了让复杂的游戏顺利进行计划和

修正。作者为了制作更有趣的游戏，学习了心理学和脑科学，并领悟到游戏中的人物

成长和现实中的自我开发没有多大区别。在工作和生活上，因不良习惯经历困难的作

者将自己着眼于游戏人物成长逻辑的现实自我开发秘诀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并在推

特上共享了有效的方法。 

使用一天一迷你程序，22天后摆脱无力感！ 

最近，因为居家办公和在线授课而让个人活动的时间增加。刚开始一定会计划好自己

的兴趣活动和自我开发等充分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现在是否很

好地执行了这个计划？不是整天躺着看手机，浏览 YouTube 吗？可能是因为计划没能

实现而感到无力的人很多，最近在 SNS 上流行为了克服无力感的「To do List」共

享。 

《仅此，三分钟热度》的作者弗拉皮纳对于人类出现三分钟热度的原因分析到「人类

的大脑本来就是为了不能摆脱长久的习惯而设计的」。这表示，改掉坏习惯，养成好

习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作为摆脱三分钟热度的解决方法，作者提出了 22种「迷你程

序」。如果每天做一个，那么 22天就可以制定出自己的迷你程序。书里有业务？书中

详细介绍了提高学习效率的程序和工作结束后不断进行自我开发的程序。不用天天做

也行。无论何时，只要重新开始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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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因坚持三分钟热度而寻找突破口的人，就请阅读一下作者的「迷你程序」

吧！相信透过作者的亲切指引，我们将能用简单但可靠的安慰剂式迷你程序来创造更

加充实的今天！ 

ABOUT THE AUTHOR 

弗拉皮纳 

作为游戏企划人工作了 11年，上传了有关开发和管理技巧的推特。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625776 

CONTENTS/IMAGE 

序言 决心不重要 

[程序] 放弃每天都要遵守的强迫 

[吐槽] 快点开始 咬住不放 

[风格]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ACBD] 不要一个人做苦恼和决定 

[敏捷] 敏捷到底是什么？ 一定要知道吗？ 

[交易周期] 组合步骤 发现协同效应 

[波慕岛路] 这不是意大利面的名字 

[动态学习] 欺骗大脑的学习方法 

[基本值] 修正的末端是纯默认值 

[真正较量] 你认为真正较量是什么？ 

[自责] 脏兮兮的生活太忧郁了 新生，我想活下去 

[技能树] SSS 级技能才能生存 

[警戒] 划线的核心是时机 

[meta认知] 需要了解我的理由 

[强化学习] 听说还学过 AlphaGo的学习方法 

[自我介绍] 通过程序积累起来的自我 PR 

[补偿] 游戏行业从业者关于补偿的谈话 

[多巴胺] 高三的时候玩为什么会有趣呢？ 

[认知不协调]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时候 

[热情] 如果不喜欢就搞砸的热情？！ 

[才能] 适合每个人的才能都不一样 

[决定] 要放弃什么 

结语 改变我的力量：喜欢的力量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625776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62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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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帮助妈妈们找回人生主导权的早晨奇迹 

꿈꾸는 엄마의 미라클 모닝 

AUTHOR 金妍芝 

김연지 

PUBLICATION 2021/05/31 

PAGE 220 

SIZE 142*210*13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改变妈妈的一天的奇迹早晨(Miracle Morning) 

找回人生主导权，为妈妈们准备的时间管理法！ 

YouTube 累积观看人数 730万人次！ 

书中生动地收录了作者在过去一年半载的时光里，凭借每天早起达成各种目标、时间

管理、育儿技巧等精力充沛的人生与挑战。除了为许多妈妈带来激励的内容外，也提

供了实际能派上用场的时间管理方法。 

「奇迹早晨(Miracle Morning)」是 2016年在哈尔˙埃尔罗德的书中首次出现的概

念，在新冠肺炎开始流行后，许多人开始热中于实践奇迹早晨(Miracle Morning)。不

只是单纯只为自我开发，透过早起拥有个人时间就是实践照料自己的行动。对于奔走

在育儿、家事、工作的妈妈来说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独自一人的时间。许多主

妇们都说因为育儿与处理家务事而逐渐遗失自我的人生中，首先必须找回的就是自我

与存在感。妈妈必须拥有幸福的时间，才能用正能量养育子女，才能为家庭与人际关

系带来正面的影响。妈妈也是一个独立个体，为了拥有更美好的人生，理所当然地也

该拥有自己的个人时间。 

「从为自己分配时间的瞬间，成长开始了」 

作者是一位在职妈妈，为了成为有梦想持续成长的妈妈，为自己腾出了早晨的时间。

将运动、冥想、英语学习、工作整理等难以在大半夜完成的事项，利用凌晨一两个小

时完成。经过多次的尝试后终于养成习惯，得益于此让他从普通的在职妈妈变成

YouTube观看人数高达 730万人次的人气 YouTuber、健身大赛第二名、经营 Morning 

Recipe的人气人物。不仅是个人生涯的变化，透过一步步地回顾自己、拥有准备崭新

的一天的时间，让她与亲朋好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从事 CBS IT 记者的作者，自 2020年 3月开始挑战每天凌晨 4点半起床。经历三次的

挑战后已维持一年半载的时间在凌晨 4点半起床。在孩子醒来前拥有完整的个人时



 

间，在这个时间里有时是妈妈角色有时是个人角色，运动、学习英文、阅读、祈祷

等，从中得到为自己的人生活的能量。持续实践奇迹早晨后人生出现了许多变化，也

发现了成功达到奇迹早晨的方法。作者在每天早上 5点开启的 YouTube直播上相追踪

者们分享这样的习惯，互相交流正能量。融入在书中的作者的秘诀与勇气的文字，抚

慰了急需自己时间的母亲们的心。 

从育儿方法到自我开发 

为妈妈们准备的善用时间方法指南 

本书共有三大特点。「第一，提供说明设定目标的时间管理方法」。忙于育儿与工作

而飞快流逝的一天，时间如黄金般宝贵。书中作者向读者说明如何有效管理一天 24小

时，设立想要达成的目标，设定适合自己的时间，告诉他们实践目标的方法。为了善

用零碎的时间，用计划表好好规划一天的行程是必须的。透过这本书，读者们将能了

解整理 To-do-list 与时间，以及依照规划一一实现目标的方法。虽然空出了时间但却

顿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读者，不妨试试看作者分享的方法，如祈祷、瑜珈、冥想、

抄写正向的字句练习改变想法。「第二，提供确实早起的方法」。为了帮助读者实现

奇迹早晨，作者提供了多种方法。第一种，为了对即将到来的明日抱有期待，睡前写

好愿望清单。第二种，戴上手表并设定手表闹钟。第三种，透过活动身体唤醒睡意，

如盥洗、喝水、按摩耳朵。以及，为了达成奇迹早晨的目标，傍晚规定与床上规定也

同样重要。如设定早起闹钟般重要，也不能疏忽设定睡觉闹钟。「第三，为了自己的

时间的闹钟，简化的方法」。随着拥有自己一番事业的母亲的增加，努力不遗失自我

的母亲也出现增加的趋势。在有限的 24小时里为了拥有自己的时间，勇敢地简化家

事、育儿、或像其他人求救是必须的。与丈夫平分更多家务事、接收身旁其他人的帮

忙绝非自私或表示自己推延自己的事。若想要孩子与母亲共同成长，有智慧地分配时

间与育儿分配是必须的。 

本书推荐给没有自己的时间、想要找回更多自己的妈妈。相信阖上书后妈妈们都能从

作者的激励人生中得到正能量，配合作者提供的时间管理、时间利用的方法，活出兼

顾自己与家庭的幸福人生！ 

ABOUT THE AUTHOR 

金妍芝 

CBS记者，两个女儿的母亲，瑜珈讲师。经营「记者金妍芝」与「母亲金妍芝」两个

YouTube频道，追踪人数超过 4万人，累积观看人数高达 760 万。曾获颁韩国记者协

会本月记者奖、韩国电视台大奖新闻报导部门奖、科绝技者奖等，2017 年入选韩国女

性记者协会「年度女记者」。收到韩国舆论振兴财团与自由舆论实践财团、舆论社等

邀请，进行演讲与咨商等活动。 

育儿时脑中浮出自己错过了梦想的瞬间，开始实施 Miracle Morning。为育儿、结婚

生活、人际关系、职崖等层面带来正能量，一步步地实现梦想中的目标。在每天凌晨 

5点[5am Morning Recepie]的 YouTube 频道上直播，与追踪者们互相交流正能量。收

到颈部与腰部突出的诊断后而开始运动，并在 NABBA等各种健身大赛中得名。兴趣是

跳偶像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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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878266 

YouTube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FMZbOtM-h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jXjGRTQVk 

CONTENTS/IMAGE 

陪同梦想中的妈妈的人们的期待评价 

前言˙让我的生活从「妈妈」变成「我」的 Miracle Monring 的力量 

第一章 妈妈也需要自己的时间 

迫切的目标唤醒早晨 

忍过失败的时光 

立下具体的计划 

善用计划表与诺言笔记 

不放弃妈妈的时间 

第二章 挑战型的妈妈，这样管理时间 

先做重要的事而不是急事 

确实在凌晨起床 

建立床规则 

管理变量 

关掉所有闹钟 

摆脱 SNS 

正向面对时间 

第三章 为了 Miracle Morning 的极简生活 

假如一个人办不到请试着求救 

让其他人变成站在自己这边 

人际关系也需要极简主义 

重新竖立育儿关 

不必亲喂也没关系 

喂市售的婴儿食品也没关系 

妈妈不是只为了育儿的存在 

不是育儿假，而是育儿派遣 

第四章 藉由 Miracle Morning 善用时间的方法 

有效地计划一天 

计划好了就立即实施 

即便是小事情也反复做 

建立 Evening Rutin 

善用零碎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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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运动的效果 

高密度、高浓度的做 

有智能地使用 SNS 

完成梦想的 MAKE IT 法则 

第五章 Miracle Morning 带来的正向效果 

产生控制一天的力量 

开始期待明天的生活 

与孩子的关系变不一样了 

感受心胸扩大的一天 

结语˙最后，妈妈与孩子幸福的 24小时 

附录˙梦想中的妈妈善用计划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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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改变人的 5个法则 

인간을 바꾸는 5가지 법칙 

AUTHOR 金钟元 

김종원 

PUBLICATION 2021/4/20 

PAGE 324 

SIZE 145*215*18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2021 年新的飞跃时代 

令人惊讶的大胆而有魅力的人文学洞察和唤醒「我体内最佳」的实践性战略！ 

《一天一句人文学提问的奇迹》、《为人文学成长的 8个问题》、《为了孩子的每天

一行人文学》等得到广泛年龄层爆发性支持后出版的这些书籍，全部进入畅销书的最

佳人文学作家金钟元携新作回归。这是一部为想要重新恢复崩溃生活的人们和梦想着

比昨天更好生活的人们整理出最卓越、最现实的解决方法的又一部力作。 

「什么让你的生活和昨天不同?」以强烈的提问开始的本书列举了构成人生的主要要

素，即「生活的环境、遇到的人、使用时间的方式、对待语言的态度、思考的方

法」。这本书的作者金钟元摆脱了「不断地努力和养成好的习惯」这一自我启发的框

架，公开了「以 5种要素彻底改变人生的方法」。从这一点来看，这本书出版前就备

受关注。所有人都意识到变化的重要性，但日常生活中的变化并非易事，这就好比把

家瑞安装的旧自来水管暴露出来重新安装一样。但如果因为麻烦或花费很多钱，就不

拆除漏水的水管并重新安装，最终会使漏水的地基变得脆弱导致房屋倒塌。这本《改

变人的 5个法则》中讲述了摆脱一直以来都一成不变的生活，唤醒自己内心最佳形象

的方法，通过本书你就会明白从极度无力转变为全新跳跃的人生绝非是奇迹。 

吸引了 100 万读者的国内最优秀的人文学作家金钟元的新作！ 

为了获得想要的东西，登上第一个台阶 

现在不改变，十年后还是老样子！ 

你是无论做什么事，总是想成为成功的人吗？还是只把意义放在努力的时间上，继续

过失败的人生呢？世界上有两种变化。只要有意志，就一定能做到，而理性也一定要

跟随其后才能产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所有改变自己的尝试中总是失败的原

因。意志谁都可能拥有，但理性不能够轻易获得，所以拥有的人很少。世界上几乎没

有只有意志才能实现的变化。另外，即使运气好能够得出那样的结果，凭借意志艰难

实现的变化也会被意志更坚强的人夺走。但是，凭借「理性领导的意志」实现的变化

是属于自己的，不会被任何人夺走。世界上有一个人在不断地移动自己停留的空间的

同时，总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的。他们知道为了自己所希望的变化需要改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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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是成功不断。他们是「幸福的变化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幸福地主

动主导变化。他们虽然身处组织之中，但超越组织发展自己的经历；虽然在一个空间

存在，但通过灵活的思考和适应能力，在其他空间也成为主人。那么，幸福的变化主

义者们所拥有的「理性引导的意志」是什么?他们自由自在地改变生活的强有力的武

器是什么? 

现在不要再为了决心和计划以及不懈的努力了！ 

一本以快速有力的方式引导你进入你所希望的生活的亲切指南 

我们在开始某件事之前,必须使模糊的部分消失。因为，如果自己开始的变化还存在

模糊的东西，就无法正确主导。所以必须能够用一句话概括回答「我为什么决心要改

变呢？」直到这一行变得清晰为止，必须整理理由，并重新整理。这个明确的理由有

助于树立「理性引领的意志」。这本书介绍了作者金钟元在 20多年的人文学学习和

研究过程中发现的「改变人类本性的 5种最强有力的因素(环境、人、时间、语言、

想

法)」。然后将此系统化，想告诉大家「要留住好的感情空间，不要让时间浪费，要发

现并掌握自己的语言，要说出自己想要的未来，欣赏最好的艺术作品」等在现实中即

刻实践的方法。特别是收录了变化的「开始的方法」和「持续的方法」，让书中介绍

的方法完全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在不公平的世界里，能变公平的瞬间只有「选择变化的瞬间」。你对现在的生活不满

意吗？ 想实现不可能的目标吗？想要过更高层次的生活吗？ 我敢断言，这本书将为

这个问题提供最惊人的答案和突破口。 

ABOUT THE AUTHOR 

金钟元 

广大读者信赖并追随的人文教育专家。在学习人文学古典的过程中领悟到的知识运用

到读者面对的苦恼中，被定论为谁都能理解的语言。在研究改变世界的世纪天才的过

程中，明白了他们都是思想家。他们的竞争力在于思想的深度和持续不断的思考。随

着思考的加深和意识水平的提高，成长的速度也会发生变化。作者为了像他们一样生

活，在漫长的岁月里进行了激烈的思考和研究。 

代表作有作为人文教育导师的《为孩子的一天一行人文学》系列、《为了人文学成长

的 8个问题》、《文解力学习》、《一天一句话人文学问题的奇迹》、《父母人文学

课》等。 

KAKAO STORY (思考学习) story.kakao.com/ch/thinker 

KAKAO CHANEL (每天 10分钟人文学课程) pf.kakao.com/_xmEZPxb 

INSTAGRM @thinker_kim 

FACEBOOK facebook.com/jongwon.kim.752 

NAVER BLOG blog.naver.com/yytommy 

试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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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前言_ 是什么让人类活出不同于以往的生活 

01 改变自己没有决定自己前途的人的 5大秘密 

02 不是因为讨厌，而是因为不知道价值，所以不会改变 

03 凌晨 3点空间 

04 追求自己的满足 

05 抓住机会的人的 3种心态原则 

06 不要让感性超过理性 

07 减肥才能有好的气运 

08 实现完美变化的 5种开始技术 

法则 1 打造并利用环境吧 

01是什么让烟酒迷们有了希望？ 

02 如果无法改变所处的情况 

03 改变日常生活的 3种选择哲学 

04 战胜老习惯的方法 

05 确保好感情停留的空间 

06 把最想守护的事情变成程序 

07 熟练者的真正意义 

法则 2 成为崭新的人吧 

01 摆脱依赖他人的奴隶生活 

02 不要对任何人失望 

03 凝望人的四只眼睛 

04 掌握自己哲学的人的七大原则 

05 寻找语言的平行点 

06 成为传播好心情的人吧 

07 远离傻瓜 

法则 3 把时间花得跟昨天不一样 

01 你为什么想每月赚 1000 万？ 

02 最佳时间管理始于战略无能 

03 做现在能做的事 

04 改变对待时间的态度的方法 

05 时间有价值的人的 3种说话习惯 

06 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结果的"单纯计划的力量" 

07 时间与成长相联系的 7种态度 

08 不要让时间消耗自己 

法则 4 任何时候都不要丧失语言的品格 

01 对自己真实一点 

02 面对混乱的世界，知识分子的 7种语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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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语言是一切都知道的 

04 发现并掌握自己的语言 

05 没有收到过无法送给我的话 

06 善于监察 

07 说出你想要的未来 

08 能够顺利进行变化的语言分析的秘密 

法则 5 消除局限性 

01 消除界限的创造者的视线 

02 选择和集中引导人生的莫扎特战略 

03 改变大脑的"x10 构思法" 

04 创造时间 vs 消费时间 

05 改变人生格局的提问创造法 

06 赚 3 年让 30年变得踏实的 4种想法的框架 

07 特里萨修购买头等舱机票的理由 

08 欣赏最佳艺术作品 

09 刺激思考的音乐和欣赏方法 

持续的话_相信独处时间的力量吧 

01 大器晚成 

02 我的人生只有我能改变 

03 哲学是如何引导生活的？ 

04 把焦点放在自由而不是竞争上 

05 四色魂引领的孤独生活转换 

06 与欲望共存的方法 

07 重复着什么生活？ 

08 每天成长的秘密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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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客观科学的学习法 

객관적이고 과학적인 공부법 

AUTHOR 李志成、任贤振 

이지성, 인현진  

PUBLICATION 2021/1/11 

PAGE 372 

SIZE 148*210*30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用阅读来引导》、《Eight》、《梦想的阁楼》的作者李志成提出的新标准时代的学

习方法 

改变人生的学习能力的秘密！ 现在马上开始「客科学」吧！ 

要想做好工作，必须要学习和掌握。「业务能力」是一种「学习能力」。业务学习与

学校学习不同，但基础是一样的。了解核心，背诵重要部分，广泛并准确地应用。作

者李志成在这本书《客观科学的学习法》中，以世界教育学者、心理学家、行动经济

学家的研究和实验等为基础，介绍了所有人轻松学习且能切实见效的客观科学的学习

方法，又名「客科学」。虽然书中有专业的研究和实验故事，但并不难理解。从学生

时代开始就与学习打交道，通过进入公司 3年的职场人「智恩」和他的学习导师「志

成」进行指导，以轻松有趣的方式传达内容。通过遇到人生学习方法后，学习、工

作、人生发生逆转的知恩的故事，帮助读者自然而然地学习改变人生的学习能力秘

密。  

「因为脑子不好」、「没有时间」、「努力也不行」 

读这本书的瞬间，你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学习的理由全部消失！ 

书中的主人公「知恩」是入社三年的上班族。虽然他是企划组公认的人才，但突然被

调至不仅专业不对口，而且不受公司重视的「电子商务小组」。随着职位调动，他一

夜间变成了「小组的拖油瓶」。连工作所需的基本数据都不知道，只是不断重复失

误。直到有一天，上司劝她学习一些「学习方法」。 

事实上，智恩在「全校第一」的弟弟面前黯淡无光，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与学习没缘

分。从那时起，「我脑子不好」、「因为尝试了也不行」、「因为太忙，没有时间」

的想法像石头一样坚定了。但是，以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情，与上司介绍的

「学习导师」见面后，认识到自己至今没能学习的所有理由都只是「误会」，并渐渐

地开始关注学习。导师告诉她的学习方法的核心是「学习是学习方法」。他对知恩提

出如下建议「用学过的知识一辈子生活的时代早已结束了。不管喜不喜欢，要不断学

习新知识，培养适应日新月异环境的灵活性」。智恩现在做了什么准备？ 具备什么时

候，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学到新知识的能力?无论科学、语言、体育等所有领域，效果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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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学习学习的方法」。知恩通过 6周的辅导，接触到世界级的教育

学家，心理学家，行动经济学家的研究和实验，从学习的理由到目标，方法，分步学

习。第 1周，将了解「集中」和「投入」作为世界所有学习方法的核心的重要性，并

考察做好学习的根本素质。第 2 周摆脱对自己和学习的固定观念，学习谋求变化的方

法。在第 3周，可以了解以实际学习的方法提高记忆力的方法、有效的笔记整理方法

等。第 4周学习如何应对在学习过程中可能经历的压力和恐惧，第 5 周学习提高学习

效果的各种技巧，第 6周学习真正的学习目的。遇到了人生的学习方法之后，在她的

人生中不断转变的指导过程中，读者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学习到改变人生的学习能力的

秘密。 

现在，用学到的知识度过一生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具备适

应日新月异的环境的灵活性。全球性大流行病、数码和人工智能这三个关键词像空气

一样围绕着我们，在这样的新标准时代，你有什么准备之策? 

ABOUT THE AUTHOR 

李志成 

1993年开始写作。在教育、自我开发、人文学等多种领域出版了超过 30本书。他的

代表作有《通过阅读来引导》、《思考的人文学》、《20 岁，绝不服输》、《一

读》、《二读》等。这些主要著作已由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越南、印度尼

西亚等国翻译出版。 

20岁又 3个月，梦想着成为作家。当周围的人都无视、嘲笑的时候，图书馆的书却支

持了这个梦想。如果相信梦想能够实现，一定会成为现实。14 年后，为了实现梦想的

人们的共同点——R=VD，他写下了《梦想的阁楼》。虽然他的书都是超级畅销书，但

并不是一开始就那样。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反而更加生动地梦想着。以惊人

的速度实现了畅销书的梦想。 

任贤振 

专门从事给世上必需的内容注入好故事的工作。他负责了《一读》、《二读》、《一

天管理》、《树立我的坚实力量文史哲》、《小伙子李永锡的生意课》、《一等初

心》、《成为论语天才的洪组长》、《成为汉语天才的洪代理》等故事。目前，他正

在出版、企业宣传、地区文化、广播等多种领域挖掘好的故事并写文章。在面包店经

营着心理咨询播客"咨询美食店"。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808453 

CONTENTS/IMAGE 

序言. 地狱之门打开时 

1部. 相遇 

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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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还有我们学习不好的理由 

世界上所有学习方法的核心 

学习好的根本素质 

2部. 变化 

黑天鹅 

学习的无力和固定观念 

培养自我效能感 

一天有三件好事，每天显着的变化 

3部. 形成 

是什么唤醒学习才能 

知道的是什么，不知道的是什么 

将短期记忆转换为长期记忆 

冲破岩石的水的力量 

4部.混乱 

竹林的秘密 

面对压力和恐惧时的变化 

达到目标的方法 

5部. 创造 

连接自己的大脑 

连接他人大脑 

运动和姿势的秘密 

6部. 离别 

B与 D之间的 

学习的真正目的 

末世遗存 

对三个问题的回答 

结语. 人生之门打开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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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年薪破亿的网络小说作家课程 

억대 연봉 부르는 웹소설 작가수업 

AUTHOR 北魔女 

북마녀 

PUBLICATION 2021/1/5 

PAGE 220 

SIZE 135*195*15mm 

GENRE 写作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如果想成为年薪破亿的 S级网络小说作家，请关注！ 

从脚本创作到写作战略、打契约方法、精神管理秘诀 

成为专业作家和出版社绝对不会告诉的上位 1%的网络小说作家的特级秘诀！ 

主编出身的网络小说专业 YouTuber 北魔女的秘籍将全部公开！ 

《年薪破亿的网络小说作家课程》是一本饱含出版社编辑、写作讲师、网络小说专业

YouTuber 等全方位活动的网络小说专家北魔女的诀窍之书。从网络小说市场分析到构

成战略、剧本创作、角色设定、有效的执笔方法等，都进行了详细说明。不仅如此，

作者还一一公开了作为作家一定要知道的出版社合约秘诀和精神管理秘诀等，对作家

志愿生们来说「血肉相连」的建议。 

希望成为年薪破亿的 S 级作家的作家志愿生都集合起来吧！ 

网络小说不同类型的解析，当然还有 100%成功的小说执笔核心都在本书中一览无余！ 

出版社总编辑出身的 YouTuber 北魔女亲切地讲述的网络小说的一切！ 

《年薪破亿的网络小说作家课程》是担任出版社主编，培养出众多畅销书，并作为写

作讲师和网络小说专门 YouTuber 活跃的「北魔女」的第一本网络小说指南。数年间，

作为出版社编辑关注着在编辑业务上成功的作家和因失败而受挫的作家，以及虽然起

点微不足道但成长迅速并跻身 S 级作家行列的作家们，水到渠成地分析了他们成功的

模式。再加上过去 2 年间在 YouTube 频道上传网络小说讲座视频，运营了 6 年多的写

作学习，可以数据化分析作家志愿生的成功和失败事例。以积累了这么长时间的数据

和经验为基础，北魔女想要向作家志愿生和新人作家们传达的核心要素都包含在了

《年薪破亿的网络小说作家课程》中。 

如果听 S 级作家谈起其创作的一部作品大卖，并能用现金购买昂贵的进口车和公寓，

不仅是漫画还可以制作成电视剧，甚至把影响力扩大到了海外的网络小说市场的话，

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也写一篇文章怎么样？」、「下班后写一小会的话就能发财

吧！」，因此，挑战网络小说挑战者也越来越多。但是，抱着这种安逸的心态挑战写

作而陷入绝望的人不在少数。很难每天写 2000 字的文章，即使努力出版也很容易被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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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表的数千篇文章所埋没。赚上亿韩元年薪的作家是想象中的「独角主义」吗？在

不平凡的创作活动中，作家志愿生和初学者的内心逐渐焦化。 

为了成为谁梦想的年薪破亿的作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问题是到底怎样、用什么

方法努力才能成功，没有人会告诉他们。市面上出现的作法书和网络小说相关书籍并

不能解决烦恼，为战战兢兢的新手作家们准备的书籍就是《年薪破亿的网络小说作家

课程》。 

网络小说分为男频和女频，其特点是详细说明随着网络小说市场的成长变化、提高表

现力的单词列表制作方法、网络小说成功模式、剧本技巧、角色设定以及最重要的有

效执笔方法。在此基础上，还尽可能多地包含了从作家出道方法到当选网络小说公开

征集大赛技巧、作家合约必备常识等首次进入网络小说市场的新人作家必须知道的实

务知识和信息。 

读着比任何作法书都要亲切详细地介绍网络小说诀窍的《年薪破亿的网络小说作家课

程》就会产生想现在写小说的想法。那么，就不要犹豫，打开计算机显示器吧。因为

和北魔女一起年薪破亿的 S 级作家也绝对不只是梦想！这本书会帮助读者将每次想象

中的故事变成真文章，引导喜爱写作的读者走上年薪破亿的作家之路。 

ABOUT THE AUTHOR 

北魔女 

网络小说的编辑、写作讲师，也是网络小说专门的 youtube。由于在同一领域处于不

同的位置，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背离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市场原理是如何运作的，写网

络小说时需要的秘诀是什么等问题都变得非常通晓。以此为基础，帮助大家想象中的

小说成为"现实"，而不是"空想"。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556598 

CONTENTS/IMAGE 

序言 : 网络小数作家不是兴趣爱好 

选择适合自己的细节类型 

-罗曼史

-浪漫幻想

- BL

- 科幻片

-武侠 - – 武侠片

北魔女 BONUS TIP！- 时代的变化！'老'的设定检查要点

Part 2. 必须构成"被卖"的网络小说 

- 写网络小说必需的事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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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表达力的单词列表制作方法

-《作法书》中危险的谎言

- 寻找网络小说成功模式

- 网络小说必须遵守的价值观

-大众所希望的最新网络小说故事

北魔女 BONUS TIP！- 一定要避开现代罗曼史和浪漫幻想的结局

Part 3. 编排常年没有的剧本 

- 畅通无阻的故事结构的第一步，梗概

- 精准的剧本 VS 疯狂的剧本

- 推荐北魔女！ 实现全效护理

北魔女 BONUS TIP！- 剧本，随便问吧！

Part 4. 写成功的实战网络小说 

- 网络小说写作的不可或缺因素

- 魅力角色的力量

-是长篇故事还是短篇故事，这是个问题！

- 正式写稿

- 写作过程中作家自己创造的问题

-网络小说连载的基本！ 填满 5000字的方法

- 提高网络小说可读性的方法

北魔女 BONUS TIP! - 琐碎但有效的写作技巧

Part 5. 小心后脑勺！ 开始安全的作家生活 

- 网络小说作家出道方法

- 网络小说征文比赛中出现的常见失误

- 作家志愿生们不想相信的征集活动的真相

- 作家合约必备常识

- 合同后到出版为止的系统

- 作家和出版社的协议事项

- SOS！危机状况解决&防止对策

北魔女 BONUS TIP！- 了解的话会有用的网络小说平台

Part 6. 加强作家玻璃精神 

- 网络小说 3大作家病 - 我的旧作家病, 翻写病, 新作家病

-作家病 NO！北魔女的心思调节建议

-作家的沼泽，克服低谷的方法

- 应对杀死作家的恶评的姿态

-作家的敌人是作家！ 败坏自己的根本问题

-与越了解越困难的作家的人际关系

- 梦想成为专业作家的志愿生打人现实建议

北魔女 BONUS TIP！- 网络小说作家笔名下的不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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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北魔女刻薄的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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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清空一个，改变所有 

하나를 비우니 모든 게 달라졌다 

AUTHOR 李初雅 

이초아 

PUBLICATION 2021/03/31 

PAGE 296 

SIZE 140*201*18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一次清空一个 

凭借引领变化的清空单品 50寻找的真正自我的生活方式 

极简主义生活对我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虽然我们知道极简主义生活不错，但如果现

实不是极简主义，那么很有可能是在集中于「极简主义」的过程中错过了「生活」。

因为，极简主义生活并不是单纯地「抛弃物品后结束」，而是描绘我背后的日常生活

和行动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聚焦在极简主义生活中「生活」，仔细观

察此前对极简主义生活挑战犹豫不决的各种心理，帮助人们逐步尝试极简主义生活。

作为三个儿子的母亲，生活在看似根本不可能的极简主义生活中的作者，也以扔掉一

个不需要的东西开始。了解舍不得扔掉的内心的清空方添置新东西的方法等小而实用

的方法都在本书中一一为读者讲述。在此基础上，通过一次清空，为读者展现如何改

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和前景，并鼓励读者改变自己的生活。 

在保持社会距离的过程中，家里的东西增加了，塑料垃圾也堆积起来了？！ 

东西增加了，家务事也多了，烦躁了又买？ 

需要切断恶性循环的极简生活！ 

有些人认为活着就是随波逐流。跟随军人丈夫 2 年搬一次家，搬家的房子也是军队分

配不能随意决定，再加上照顾三个儿子。成为被家务拖着走的人就是写这本书的作

家，现在的她随心所欲地活着。早上，在孩子们在准备去幼儿园时做了简单的家务，

回来后总是有干净的家等着他们。直到孩子们放学回来为止，都是属于自己的时间。

享受休息时间，读书或创作 YouTube 视频，或作为「The Minimal」的代表，为培养生

活中的极简主义者进行演讲、准备项目。在孩子们放学回家、丈夫下班回来的晚上，

虽然和一般主妇的样子没什么两样，但又有些不一样。因为她们有物理、心理上的宽

裕，不像其他人，总是跟随着自己的心走，生活中充满自己的习惯和兴趣。而且在百

忙之中，能够自己思考，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这一切多亏了极简的生活。 

因为可惜的心很珍贵，如果无法丢弃就清空吧！ 

让今天立即进入良性循环轨道的清空单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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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还好好的，所以舍不得扔掉」、「这里坏掉了，但应该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先放着，以后就会有用处」，如此般不能让我们进行极简生活的理由有很多。这本

书的作者也曾经这样说过。滑轮坏掉的行李箱也被用作收纳空间，并以完好无损的情

况下觉得很可惜为由，收集了塑料袋、购物袋、空瓶盖、冰袋等物品。对于这样的人

来说，「如果不心动就扔吧」、「先扔衣服吧」、「先把大收纳柜扔吧」、「装满 

100升垃圾袋吧」这样的极简生活公式是空洞的。因为最终所有的一切都会觉得很可

惜。所以建议大家先扔掉一个并不可惜的垃圾。因为可惜怎么也舍不得扔掉的东西，

都拿出来就行了。可以改动、分发给熟人、进行二手销售，也可以捐赠给地球另一端

的儿童。不要一次性扔掉，只要根据自己的速度和方向，一点一点地清空就可以了。

从塑料袋、购物袋、安全帽、冰袋等垃圾开始，从小菜容器、饭铲、洗碗刷等厨房用

品、牙刷、洗涤剂等浴室用品、小家电、正装、睡衣、衣服、鞋子等周围常见的物品

开始。同时，书中还记载了因所面对的苦恼、矛盾、错误等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所

以有帮助的小秘方。 

我只是活了一辈子而已，还保护了环境？！ 

简单整理的日常引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如果想过不会失败的极简生活，就要做到清空和填满。如果用最基本的东西、有理由

的东西、之前遗忘的价值来填满，即使没有意识到也会延续良性循环的生活。用极简

主义来管理物品的时间减少了，有了空闲的时间，可以更加关心家人和自己，生活的

幸福度和自尊心也会提高，能够更加产生照顾周围人的力量。 

ABOUT THE AUTHOR 

李初雅 

人们都将作者称为「拥有军人丈夫和三个儿子的千禧一代主妇」。但她同时还是以

「The Minimal」的 1人企业代表、讲师、Youtuber、influencer、作家身份活动的

Minimalist和引领良性循环的 Minimal Life 传道士。因为如果没有极简主义生活，无

法对为了家人的作者进行说明。 

结婚后，她辞去了工作，开始跟随丈夫每年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她成了所谓的

「军嫂」，成为某人的妻子，3个孩子的母亲，过着无暇喘息的生活。在因家务和丧偶

式育儿而疲惫不堪，现在想要解放的时候，接触了极简生活，并以此开始了新的生

活。 

告别了被家务和育儿牵着鼻子走的生活，以自己的意志生活，准确地了解了自己喜欢

什么、适合什么、想做什么。 日常用品也按照自己的喜好使用，家务事也尽量简化。

她亲身经历了极简主义生活的小小行动如何影响时间、节约、环境等，为了让其影响

更加积极，能够引发良性循环，正在进行研究和宣传。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796153 

CONTENTS/IMAGE 



 

序言. 清空和填充，你真正的生活开始了 

chapter 1. 只是把东西清空了而已，一切都变了 #填满 

清洁方便|赢得时间|省钱|丈夫变了 

孩子变了, 心里宽绰了 |自尊感增强|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 保护环境 | 创造了职业 

|我的人生有了主导权 

chapter 2. 不需要 100L垃圾袋 #环境 

药到病除 

无意中使用的东西会提高身体的质量 

给多少?! 企业给多少由消费者决定 

看着腐烂的样子很安心 

塑料的样子多种多样 

最适合我的手和心灵的丝瓜 

再使用也是塑料的羁绊 

为了扔掉而分类回收的 

chapter 3. 长久感受到花钱的意义的方法 #节约 

发票也是纸屑 

存折，银行卡，家庭账簿上也需要极简的 

免费化妆品样品！ 真的是免费的吗？ 

保重身体本来就是麻烦的 

如果酱料多的话，我的料理实力也会变强吗？ 

chapter 4. 真正为了孩子 #育儿 

舍不得, 捐了算了 

比起玩具，更需要一起玩的人 

有时大胆地先从大的开始清空 

常用东西 

好好享受回忆的方法 

什么时候?! 总有一天要由我来定 

chapter 5. 勤奋的懒惰 #时间 #空间 

积小成大 

并不是看不见就消失了 

有方便的，确买了麻烦的 

想象一下洗碗的样子 

买了漂亮的垃圾 

成为需要垃圾地物品地时间 

时间一长,用途也将消失 

窥视物品中承载的心灵的时间 

chapter 6.我由我来制造 #我 

过四季五十件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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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经验是顶梁柱 

我的衣服中不是我的衣服 

睡觉的时候也有我 

名牌的价值由我决定 

我的新出发不需要再穿别的皮鞋 

新的喜悦在写完之后来临 

不是连喜欢的心都放空 

小而反复的行动的秘密 

不一悲一喜的心情 

chapter7.我的习惯是什么时候，长什么样？ #习惯 

把该攒的和该扔的区别开来 

好端端并不一定需要 

只要尽力而为, 改变主意也没关系 

只要管得着就是我的 

习惯性思维胜于装备性思维 

什么时候开始有 FANTURY？ 

能在我家存放一辈子吗？ 

chapter 8. 比起漂亮的装修，为了我的装修 #取向 

不行动时的解放感 

比起东西更想关心人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空出来就行 

适合我们家生活方式的杯子 

因为这里是我们比客人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地方 

一定得买瓶装的 

附录. 4周完成的极简主义生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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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职业管理打造最棒的我 

최고의 나를 만드는 커리어 매니지먼트 

AUTHOR 申惠晶、蔡智妍、李仁圭、朴素英 

심혜경, 채지연, 이인규, 박소영 

PUBLICATION 2021/2/17 

PAGE 192 

SIZE 150*210*20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所有人都知道，但谁也不会告诉你的无接触时代的自我管理法！ 

现在这一代人需要的职业成功密码！ 

《打造最棒的我的职业管理》定义了贯穿于突然变化的不对称时代的无接触一代，并

观察他们的特征和与上一辈的差异，讲述了无接触环境下的组织变化。另外，本书还

讲述了因其变化而产生的矛盾和沟通，以及为获得共鸣而做出的努力。同时，通过在

变成「无接触工作」的组织中能够找到的工作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可以为设计未来打

下基础。通过工作的真正意义客观化看待自己，培养自我主导性，是管理经历最重

要、最需要先行的方法和要素。在这本书中，为了无接触时代的职业经营，一定要找

到适合自己的答案。 

我们还没来得及准备就迎来了变化，面对非接触的环境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在家工作和灵活工作制、智慧办公等无接触工作的工作环境下，想提出理所当然的新

方法。随着退休年龄的意义黯然失色、快速变化的环境，重新解释了工作的意义和价

值创造，必须打造自己独有的差别性，通过学习和多种方法来制定自己的事业管理方

案。 

本书推荐给所有的现代人。世界总是在变化，希望这本书在变化中成为可以成为让读

者通过想做的事情的意义和价值来设计未来的向导。 

ABOUT THE AUTHOR 

申惠晶 

高丽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企业教育系硕士，为了培养快速变化的世界所需的未来人才，

她开始建立意为「世界地球村内重视人」的人才开发院，企业和公共机关正在开展沟

通型教育，而不是单纯地传达信息和进行教育。她的这些努力培养了企业领导和全体

成员所需的素养，打开了世代沟通的窗口。曾在三星电子（华城、器兴、温阳）、韩

国电力公社、高丽大学医疗院、K-BIZ 中小企业中央会、起亚汽车、大韩体育协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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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高速、LG 电子、三星火灾、消防学校、高丽大学、基督教大学等多数企业和学校授

课。 

蔡智妍 

高丽大学企业教育学硕士，现任（株）仁和仁教育咨询代表。通过职场人的工作意义

和成长、辞职后的生活等反省和学习，以企业为对象进行业绩提高教育、自我激励、

克服代际矛盾等讲座。通过为多数企业、金融公司、公社等提供直接支持的“变化管

理讲座”帮助其成长，并与之共同成长。 

李仁圭 

曾在制造、IT企业工作，现任电子商务企业人事部部长，高丽大学企业教育学硕士。 

HR的整个业务已经进行了 10 多年。作为前途领域的特别讲师，对最近一代的成长和

发展非常关心。他运营着“孤独 HR”等人事负责人小区，经常思考组织成员的成长和

培养问题。 

朴素英 

她认为，帮助人们通过成长取得成果是她的天职，15 年来一直在企业进行教育。是高

丽大学企业教育学硕士，目前在 SK电信子公司 PS & Marketing 流通教育集团，正在

进行 SK 电信流通网和相关公司的教育。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411675 

CONTENTS/IMAGE 

序言 

无接触和无接触一代-申惠晶 

-理所当然的和丢失的 - 李仁圭

无接触时代工作的意义 - 蔡智妍

不停的努力和成长 - 朴素英

PART 01 现在这一代的 S.N.S 

Sincerity 毫不掩饰、坦率、毫无顾忌地 

Network 无接触世代的新文化 

SPECIAL 沿袭过去和为了未来的变化可能性 

Switch  引领个人时代的超连接时代 

SPECIAL 与无接触一代产生共鸣的方法 

PART 02 现在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理所当然的事物的新方法 

无接触一代智慧的沟通生活 

无接触一代的人际关系法: STAY Connected 

不孤单的独处时间 

紧密贴合，养成良好习惯的项目 SMART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411675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41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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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现在这一代人的工作意义 

无接触一代，组织不稳定因素 

工作的意义和创造意义的差异 

杂乱的想法？ Job 式的想法！ 

不可阻挡的成长和停滞 

无接触一代喜欢的事 vs 想做的事 

PART 04 当今时代的职业设计 

必须改变的理由 

坚持吧 还有挑战吧 

尚有可学之处 

成长，现在就是机会 

开始无接触时代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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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内心也需要运动: 不是冥想而是懵想 

마음도 운동이 필요해 

AUTHOR 小蛙的内心训练馆，金智延，卢英恩 

왈이의 마음단련장, 김지언, 노영은 

PUBLICATION 2020/12/15 

PAGE 252 

SIZE 128*200*20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让脆弱的内心变强建！ 

一本专为千禧世代准备的最简单最有趣的 – 与冥想差一个音的「懵想」！ 

睡不着的夜晚，想要抛开思绪与情绪的日子…，这些都是内心要我们照料它的信号。

这本书针对这个信号，提出了能够让我们回顾内心、训练内心的方法 – 就是「冥

想」。专为千禧世代设立的网站「小蛙的内心训练馆」在『内心也需要运动』一书中

提倡的内心运动并不是我们印象中复杂又沉重的「冥想」，而是与冥想只差一个音的

简单又愉快的「懵想」。书中不仅介绍了可以边读边做的冥想，还有边听边做的冥

想、培养「懵想」习惯的七日训练等，详尽又扎实却不难理解的六个章节设计，让第

一次接触冥想的读者也能轻松开始。 

简单又容易，用「懵想」来内心运动 

说到「冥想」总会让人感到复杂且带有宗教性的令人却步的感受，但本书倡导的是少

了一个音的「懵想」。如此一来将能够让人像日常运动般愉快且有趣的进行内心运

动，不必打坐也不必刻意坐在瀑布底下。书中共分成六个课程。第一课程用「Inbody

内心」的方式，带读者检视自己的内心。第二个课程将思绪、情绪、感觉、欲望比喻

为「内心小狗」，带读者理解自己的内心构造与行动方式，建立出属于自己的内心运

动。随着课程的发展，才开始依序进行阶段性的冥想，而这就是本书与立即传达冥想

的书籍或应用程序的不同之处。在没有了解自己的内心的状态下开始的冥想，容易因

为找不到冥想的根本理由而放弃。此外，书中将在冥想过程中碰到的困倦、无聊等困

难比喻为「怪物老板」，将抽象又困难的信息用有趣的方式呈现，说明拉近读者们与

冥想的距离。 

为冥想新手准备的亲切信息！ 

一开始冥想时从一到十都感到好奇，该进行多长的时间、该用什么样的姿势、该从哪

里开始…等。有关这些疑问，书中的「给懵想新手们的建议」中详细地分享了实际经

营着冥想网站的作者的经验。为懵想新手们可能提出的疑问做出亲切的回复。内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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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可见懵想指引「小蛙」的出现，传达「懵想」的秘诀并帮助读者们完成内心运

动。此外，书中提出了一天一次，持续维持一个礼拜「懵想」的七日训练建议。在完

成边读或边听式的冥想后可以将自己的感受写在「冥想收尾」的页面。经过这样的过

程，「懵想」将逐渐变成一种运动习惯。 

本书推荐给二三十岁的千禧世代。相信透过书中分享的「懵想」式的内心运动，读者

们将能在内心得到伤害前，锻炼出强健有力的内心！ 

ABOUT THE AUTHOR 

小蛙的内心训练馆 

一个由金智延与卢英恩专门为千禧世代设立的冥想网站。在顿悟到对于二三十岁的人

来说，即刻需要的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内心恢复后，开设了这个网站。倡导与「冥

想」差一个音而变简单愉快的「懵想」，期望藉由「懵想」式的内心运动让我们在内

心受伤之前获得强健而有力的心。 

2019年在素月路上成立了第一个冥想空间，为千禧世代提供各式各样以冥想为中心

的服务与活动，如「边写边瑜珈」、「愤怒使用者」、「决心一个月死一次」、「实

战懵想俱乐部」等。凭借性别感性程度较高的心理内容、能够引起千禧世代共鸣的冥

想内容，让它得到了专为二三十岁准备的内心健康服务的口碑。曾被介绍在

「NEWNEEK」、「Villasunshine」、「听聪生」、「Careet」等以千禧世代为主轴的

媒体。现在每天早晚以在线进行的方式与大家一起冥想，冥想后还带领大家一起回顾

内心并做下记录。 

Instagram: @wal.8am 

金智延 

遇到梦想改变人类上班路的「小蛙」后，不仅工作整个人生都被改变了，「由小蛙背

着养的人类」的话并不是随口说说。总揽「小蛙的内心训练馆」的文案，负责将复杂

的内容变简单。 

卢英恩 

在「小蛙的内心训练馆」负责引导冥想。虽然一进入课堂就打直腰杆流露出真挚的样

貌，但课程一结束就马上变回小迷糊。仔细了解后就会发现她其实漏洞百出，是医

院、咨商所等各种精神健康服务的使用者，同时也是热情的推荐者。尤其相信冥想是

一种可以帮助双脚自立的优秀方法。带着希望我的朋友们也能知道这个方法的想法，

成立了「小蛙的内心训练馆」。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072242 

YouTube 相关介绍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ND8A0Brr00&feature=youtu.be&ab_channel=ja

bang%EC%9E%90%EA%B8%B0%EB%A7%8C%EC%9D%98%EB%B0%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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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IMAGE 

为什么我的心不像我的心？ 

Course 1 Inbody 内心 

为什么打算进行内心运动呢？ 

Inbody内心 

冥想能够带来这样的变化 

Course 2 心长这样 

我的心里住了什么 

第一个内心小狗，思绪 

第二个内心小狗，感觉 

第三个内心小狗，情绪 

第四个内心小狗，欲望 

训练内心小狗吧 

内心行动的方式 

Course 3 得心病的五个习惯 

寻找让内心变脆弱的习惯 

「不要表现的很脆弱！不要抖！」 

「不该是这样吧？那个也…」 

「对我来说现在这些就是全部了！」 

「不够，我说不够！」 

「无论如何我都办得到」 

Course 4 让内心变强大的懵想道具 

内心运动也需要道具 

基地 

贴上名条 

曼特罗 

Body Scan 

提问 

想象 

使用懵想道具时的注意事项 

Course 5 七天七冥想训练 

给新手懵想家们的建议 

Day 1 气，一个字 

Day 2 从想法沼泽里卖出步伐的方法 

Day 3 看待问题的其他方式 

Day 4 寻找让自己最心平静气的地方 

Day 5 缩短身心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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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6 管理情绪的方法 

Day 7 扩大胸怀 

Course 6 

懵想无法好好实行，该怎么办？ 

无聊老大 

痛苦老大 

阻碍老大 

分析老大 

困倦老大 

内心单词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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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写作的大脑 

글 쓰는 뇌 

AUTHOR 
高学俊 

고학준 

PUBLICATION 2020/11/21 

PAGE 248 

SIZE 135*210*14mm 

GENRE 
写作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谁也没有告诉过你的写作秘密 

如果了解「大脑运作原理」就可以轻易写出好文章！ 

写作不是用手，而是用头脑。如果不仔细观察大脑，就无法写出好的文章。在大脑所

做的事情中，需要消耗最多创造性思考能力的事情就是写作。就像理解原理就能找到

答案一样，写作也是一样。在我们感到写作困难之前，首先要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

怎样才能更容易地接近写作。如果了解原理，就会发现写作并不是一件难事。创新不

是学习，而是领悟。领悟到创意性就等于找到了写作的快捷方式。 

虽然有很多写作书籍，但没有将写作和大脑联系起来进行讲述的书。如果仔细观察大

脑，就能了解到写作的人以及阅读文章的人的心理。与此同时，若了解创造性思维是

如何产生的，就可以走上文字创作的快捷方式。创意性不是填鸭式教育，不是谁教你

就能培养出来。创造性思维能力已经在头脑中，只是有些人理解和使用不了这个能

力。 

优化写作的大脑是如何形成的? 

唯一一本以「大脑运作原理」接近写作的书 

有人因为好奇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研究了大脑。但作者高学俊说「因为

觉得研究的数据太可惜，所以写了文章，后来自然而然地进行了授课。写作不是靠



 

手，而是靠头脑。如果不仔细观察大脑，就无法写出好的文章。在脑工作中最核心的

能力 - 创造性思考，最需要做的就是写作。就像理解原理就能找到答案一样，写作也

一样」。作者的话可以概括为「先了解大脑再写作」，但是读完这本书后，他的想法

是「写作困难是因为不了解大脑，只有了解大脑的运作原理，才能轻易写出具有创造

性的文章」，这就是这本书的核心信息。 

这本书由大脑和写作、作家的大脑、读者的大脑、创作的大脑等四个章节组成，有系

统的介绍写作中最重要的三点，即作家、读者、以及创造性思考。作家是什么？想要

诱惑读者的大脑应该怎么做？最后创意性如何运作？写文章的人必须知道这些秘密才

能写出好的文章。 

这本书不教人写文章的窍门，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秘方。但是更重要的秘密还是要

告诉你，就是若想写好文章应该怎么做的道理。这是谁都没有告诉过的写文章的秘

密，如果知道了「大脑的运作原理」就可以轻松地写好文章。 

ABOUT THE AUTHOR 

高学俊 

很好奇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开始大脑。因为觉得研究的数据很可惜，所以

开始创作文章。因为写作，自然而然地延续到了讲课。说着说着，要说的话就更多

了。就这样开始玩 SNS。这一切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变

化。但从未后悔过。人生后半段我的生活很快乐，而我想跟很多人分享这份快乐。 

出版了《持久的力量》，并进行了很多演讲。讲课结束后接受提问。在回答最多的问

题之一就是写作。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出了书，你不好奇吗？再次想起了决心写书时的

苦恼。为什么做不了多久呢？为什么写作难呢？ 一想到「写作」，就很难。文章不

是写，而是整理的工作。文章的本质是思想的传达。传达力要好的话，要写得简单、

明确、简洁这是整理文章时不能忘记的标准。只要知道这个，写作很容易。大脑和写

作是亲密的关系。如果提起对大脑有好处的活动，没有比写作更好的活动。部落格是

对我文章的成长起到巨大作用的值得感谢的朋友。部落格是「免费的绝佳写作训练

所」。不仅是部落格，所有 SNS 都一样。 书的唯一缺点就是比较单一。但是部落格

将代替其担任这一角色。写了《SNS 文章强化》的我也是像大家一样平凡的人，希望

自己一直能够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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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4865293 

CONTENTS/IMAGE 

前言 

谁都没有告诉过你的写作秘密 

1. 大脑和写作

神经元_要想写出好文章，必须有好的神经网络 

对决_大脑分为两个版本 

点火_利用点火效果 

循环_放入多少就捞多少 

原料_大脑充满能量 

休息_好文章出自好休息 

负担_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大脑，要活用工具 

连接_将想法个自己所了解的联系并用文字解释出来 

补偿_了解了多巴胺的作用，写作就容易了 

2. 作家的大脑

谦虚_应该倾听冷酷而直率的批评 

杂音_写作要放在首位 

集中_少用能量，快速处理工作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4865293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4865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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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语_要想写好文章，就活用说话的方式 

懒惰_懒惰的日常生活妨碍了写作 

掌握_不能对自己的文章失去控制 

喜爱_喜欢和喜欢的主题文章 

炫耀_我的文章看起来很棒的时候是最危险的瞬间 

放松_对写作有信心的时候就会发生大事 

3. 读者的大脑

一个_一个句子中必须只包含一个内容 

共鸣_打动不了读者的心灵的书的生命力很短暂 

计算_要写刺激读者头脑中的计算器的文章 

诱惑_不管是什么文章，都要装在一个合适的碗里 

能动_大脑对能动型的文章感到熟悉 

奢侈_消除一切不必要的 

信任_用简单的文章获得读者的心吧 

想象_通过简短的展现，刺激读者大脑中的神经元 

真实_1%的谎言要诱惑读者，就要说出 99%的真相 

4. 创作的大脑

生成_系好运动鞋带出去吧 

冒险_不要只停留在过去的记忆上，要面向未来 

人鱼_把知道的东西混在一起或翻过来重新制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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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_灵感不是领路人，而是接近路过的人 

态度_不断探索和发现的态度是作者的基本品德 

预热_点燃创造的火花需要平缓呼吸 

条件_积累知识和经验，集中精力，培养耐心 

破坏:要想创造新的故事，必须先扔掉 

停止_把一切都留下，不要挥之不去 

和谐_独特的文章由小灵感与汗水组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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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试着写一次书吧 

책 한번 써봅시다 

AUTHOR 张江民 文/李内 图 

장강명 저/이내 그림 

PUBLICATION 2020/11/23 

PAGE 300 

SIZE 130*204*17mm 

GENRE 写作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哎呀，像我这样的人写什么书啊？” 

“你写书干什么?” 

成为血肉，最终成书 

与才能无关的小说家张江明的写书指南 

如今，别说是一本书，就连简短的网络报道也很难读进去。现在是 SNS的短文和

youtube视频代替文字的时代。虽然出版市场日益萎缩，但在 instagram上收集美丽照

片做成的画报集已成为畅销书。对，是这样，小说家张江明的作法随笔《试着写一次

书吧》的出版也是在这样的时代里诞生的。小说家张江明的《试着写一次书吧》符合

“为预备作家写书的一切”的副标题，从作家的思想开始到小说、散文、散文和评

论，从记者到小说家、散文作家、该书讲述了穿梭于散文作家之间，每年坚持写作

2200个小时以上的作家张江明成为其血肉，最终成书的“30 种实用书籍写作技术”。

1章~8 章讲述了作者成为作家后写书的故事，第 9章至 21 章介绍了包括散文、小说和

散文写法。22章至 24章记录了推敲和投稿要领、以及作者创作了第一本书以后的故

事，6个附录中记录了寻找评论文章和素材、以及什么是作者等只要是预备作家都会苦

恼的问题的答案。 

那么，在这样的时代，书有什么意义呢?读书和写书意味着什么呢?小说家张江明为什

么要创造这本《试着写一次书吧》? 

书籍中心社会，我们有什么做不到 

对于张江明作家来说，“书”和“未来”是同义词。而且，作者梦想着“以书为中心

的未来”。但是，未来并不是自动到来的，未来是由我们来选择和创造的，所以我们

应该读书、写书，并创造“以书为中心的未来”。因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

向预备作家们发出呼吁，试着写一次书吧。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这种呼吁成为现



 

实。希望很多人能感受到写书的乐趣和感动，了解写书对我们社会很有好处。《试着

写一次书吧》中充满了这样的想法。 

就像作家说的，我们有什么做不到? 

放弃想要放弃写书的念头吧 

《试着写一次书吧》并不是充满了谁都可以成为作家的甜言蜜语的书，而且也不是把

莫名其妙的内容说得很长的一本普通的写作书。“我能写书吗？”对于这样犹豫不决

的你，“写书做什么？”对这样追问的你，是一本要求我们一起写书的书。这本书像

邻家大哥一样站在旁边告诉读者写书的意义，写书能改变我们的社会，将我们带入更

好的未来，也会让我们自己成长。这本书中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对世界感兴趣的观

点、奇特的想法和独特的态度、与众不同的意见，而这就是那个人的个性，活着的人

绝对不是新派。 

啊啊，竟然叫我写书 

对每个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个公平的迷茫领域 

当然，这本书也许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亲切易懂。但可以明确的是，这本书会让你苦恼 

“世界上只有我能写的故事是什么”。不管是握着铅笔还是开着笔记本电脑，都会为

了写书而做一些事情。作者所讲述的既不是“成为畅销书作家的方法”，也不是“写

好书的方法”。作家所讲述的是“不放弃自己的故事，坚持到底的方法”。并不是拥

有才能才能写作，不管有没有才能天赋，该写的人就会写。 

啊啊，竟然叫我写书。对所有新手来说，这样公平的迷茫领域在世界上还有多少？ 

如果你们、我、我们都能加入到被祝福的少数人当中该有多好。当然，在写书之前谁

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到了上天祝福的人。所以，从放弃想要放弃写书的想法开始

吧。 

虽然想成为作家却觉得“我怎么可能”，或者想写书却因为周围人的眼光而将这个想

法深藏于内心的话，那就拿起这本如同把脉一样可以很好的把握住写作的所有脉搏的

书。让我们一起来接受小说家张江明坦率的应援吧! 

好了，现在组好准备了，我们一起写一本书吧! 

ABOUT THE AUTHOR 

张江民 

毕业于延世大学工程学院，他从建设公司辞职后，进入东亚日报社，在 11年时间里担

任了社会部、政治部、产业部的记者。作为记者工作期间，获得了月度记者奖、宽勋

媒体奖、花旗大韩民国媒体奖等奖项。 

他凭借长篇小说《漂白》获得了韩民族文学奖，以小说家的身份出道。并凭借长篇小

说《禁止狂热，艾巴罗德》获得了树林文学奖，凭借长篇小说《回帖部队》获得济州

4·3和平文学奖和今日作家奖，《最后一天，或者您记忆世界的方式》获得了文学村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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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奖，短篇《阿尔巴生切除》获得了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条幅洞面包店三国

志》获得了理想文学奖。 

此外，他还撰写了长篇小说《因为讨厌韩国》、《我们的愿望是战争》、《我们的愿

望是战争》、小说集《鲁米埃尔人民》、《生者们》、散文《当选，合格，阶级》、

《四肢价格》、科幻小说集《极私人的超能力》、随笔《5年后的新婚旅行》、《书

籍，这是什么》。 

图：李内 

作家。想要成为创作人的画家。偶尔把动摇的心画进画中。 

试读连接 

CONTENTS/IMAGE 

1 写书是革命!ㆍ以书为中心的社会 

2 一个主题在 200 字的稿纸上写 600 页吧·成为作家，写书 

3 那欲望没什么特别的，是本能·写作，没有才能也行 

4 “我怎么可能写书……”?ㆍ文才潜力难以估量 

5 “这样的书，我也要写” 对愤怒的人ㆍ应该写的人就应该写 

6 第一句话就应该抓住读者的心?ㆍ请不要太相信写作书 

7 写书、拳击、萨克斯管、游泳的共同点?ㆍ初学者的心态 

8 把所见所闻全部都写出来吧ㆍ从何处获得灵感 

9 如果是活着的人的话，就写散文吧。①写什么呢 

10 做好挨骂的心理准备，放弃对引用欲望和感动的执着·随笔写作②为什么不能坦率 

11 越想突出就越消失的个性，关于它的可恶之处·随笔写作③了解自己内心的样子 

12 

一个具体的思考方式发展成抽象思维的艰难时刻ㆍ随笔写作④热爱生活的态度和我自

己的哲学

13 只有用本名才能堂堂正正?ㆍ随笔写作⑤隐藏的技术

14 斯蒂芬·金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ㆍ小说写作①需要些概要吗

15

只有强者的欲望，弱者的恐惧?如果我们不想让文学成为宣传手段ㆍ小说写作②什么是

立体人物

16我想吃方便面，可是吃了就会死掉ㆍ小说写作③如何调整和消除紧张

17 沈清的父亲一定要在宴会结束的时候来ㆍ小说写作④同样的故事，不同的讲述

18 致提问“只听过但没了解过”的你ㆍ小说写作⑤为写小说而取材

19 散文的生命，整理问题意识的方法ㆍ纪实文学写作①纪实文学的企划和问题意识

20 纪实文学的主人公,

或者有现场，或者有问题ㆍ纪实文学写作②主人公和故事讲述的结构

21 把扁平的铅字做成立体卡片…… 

创作生动纪实文学的六个秘诀ㆍ纪实文学写作③问题意识与现场连接技术 

22 如果一定会挨骂, 那么要为了挨正确的骂而努力ㆍ推敲，获得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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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请读我的文章”之前投稿技巧与读书共同体 

24 就算第一本书卖不出去，也坚持写的话会获得“逆行效果”处女作和之后 

附录 1 短小精悍写好专栏的方法 

附录 2 故事的种子从何处寻找小说的素材 

附录 3 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写 

附录 4 艾瑞克∙布莱尔的孤立ㆍ我的写作的师傅 

附录 5 60, 70 代新人小说家充满激情和满腹经纶的预备作家们的到来 

附录 6 在美丽却残忍的波涛中什么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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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靠自学完成流畅英语！人气 YouTuber

的密技分享！ 

헤이민지의 영어혼공 

AUTHOR 林敏智 

임민지 

PUBLICATION 2021/06/30 

PAGE 248 

SIZE 152*210*15mm 

GENRE 语言学习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只要有决心，任何人都能成为全方位的英文实力者！ 

累积观看人次超过 360 万的人气 YouTuber 分享自学英文密技！ 

「靠自学完成流畅英语！人气 YouTuber 的密技分享！」是一本凭借自学变成英文实力

者的人气 YouTuber 作者林敏智分享学习密技的英文学习书。这是一本只要有无论怎么

读英文实力就是上不来，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学好英文的读者们的必读书。透过书

中作者分享的自身经验与案例以及学习秘诀，任何人的英文能力都将迅速成长。 

在 20 岁以前，作者度过了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文法学习中心的学生时代，大学时甚至

是一位害怕英文的理科生。但现在的她则是会收到有人问她在英语系国家住了多久的

提问的英文实力者，让她摇身一变成为英语实力者的秘诀全靠她独自在家学习英文并

自己掌握学习方法。 

英文实力自我诊断 

听说读写，提供各方面的学习方法 

书中作者逐一介绍了一生中自己与英文的亲身经历以及英语实力成长的秘诀，并依照

听、说、读、写四个面向提供了具体的学习方法。另外，为了让读者们能为自己量身

订定正确的学习方法，书中附有可以自主诊断英文实力的诊断表。 

本书推荐给想要学好英文却不知道方法、没有太多经费但却想增进英文实力的读者。

透过书中作者的亲切指南，相信任何人都能够成为全方位的英文实力者！ 

ABOUT THE AUTHOR 

林敏智 

在地方都市出生长大，是土生土长的韩国人。直到 20 岁为止未曾见过外国人，只接受

过以文法为主的应试英文教育。大一时偶然参加了「加拿大暑假短期营」让她体会到

英语障碍，从此产生了恐惧感。只要遇到要在他人面前说出英语单字的情况，就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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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感到丢脸而心跳不已。专业是 IT产业，因此只要不是在外国公司上班，几乎没有

使用英语的机会。职业倦怠而辞职后，虽然没有特定需要使用英文的事情，但抱持着

「世界上没有没用的事」的想法，开始集中学习英语会话。以前一句英文都说不出口

的状况消失了，英语实力日益进步，甚至收到母语是英语的人士问她在英语国家待了

多久时间的提问。 

透过 YouTube 频道，她毫不令吝啬地分享了她这段期间累积下来的英文学习密技，得

到网民与追踪者们的狂热支持与称赞。现在是拥有 8万名追踪的

「heyMinji」YouTube频道的 YouTuber。 

YouTube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user/globee74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098809 

CONTENTS/IMAGE 

前言 

推荐言 

英语实力诊断 

PART 1 即便在韩国出生长大，也能进行流畅的英语会话 

chapter01 曾经我也讨厌英文 

你问我小时候是不是曾经在国外生活吗？ 

「不会英文的我」 vs 「好像能说好英文的我」 

该怎么做才能快速提高英语会话实力呢？ 

附录 1 帮助学习英文的免费网站推荐 

chapter 02 打破对英文的误解！ 

不只希望孩子的快速学会英文 

英文必须完美呈现？ 

听说读写，该从哪一个开始才能快速增进英文实力？ 

死记与反复学习不是旧时代的遗产，至少在语言的领域当中！ 

我的英语会话实力在原地踏步的原因 

PART 2 独自学习英语的密技大公开 

假如回到不会英文的时期，将从这一步开始行动 

chapter 01 听，尝试这样做做看 

为什么要从听力开始？ 

练习发音时请专注在听力 

善用 Podcast 

善用电影与美剧的方法 

短时间内提升英文实力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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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2 读，尝试这样做做看 

假如想要提高一个层次，请试着读 

原文书，纯阅读很令人沮丧吧 

聪明地读英文新闻 

附录 2 设置「Naver 英语辞典」与「Weava Highlighter」的方法 

chapter 03 写，跟料理一样有很多秘诀 

在写作上卡关？ 

作者的英语必杀原则 

英语报导重点整理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写出自己的句子 

原文书的读后感与写日记 

谷歌搜寻扫除英文作文的烦恼 

翻译是作弊 

chapter 04 说，任何人都办得到，就像我一样！ 

说，最让我忧虑 

抓住听力与会话两个阴影 

直到能够顺畅阅读为止，试着朗读吧 

演员附身: 自言自语 

YouTube Daily Log 

尝试在线英文读书会 

用英文说明英文 

附录 3 用 Netflix 学习英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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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读一次就能吃透的 30 天基础英语语法

1&2 

딱 한 번 읽고 바로 써먹는 30 일 

기초 영문법 1,2 세트 

AUTHOR 阿蒂安香蕉 

아티엔바나나 

PUBLICATION 2020/8/3 

PAGE 508/本 

SIZE 170*250*18mm 

GENRE 英语学习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700 万人看了又看的世界上最简单最亲切的英文法！ 

通过香蕉老师和海鲜面的乒乓对话课，仅用 30天就完美掌握英语法！ 

YouTube「阿蒂安香蕉」频道达 700 万播放人次的香蕉老师的英语课，收录成书出版

了！作者为读者简单、亲切、详细地整理了能在 30 天之内完美掌握以「十几年来都不

知道的英文法」著称的传说中的课程。因英文法枯燥而难以跟上进度的学生、面临各

种考试需要整理英文语法的考生、虽然早已放下英语，但想再次挑战的人，都可以通

过香蕉老师特有的痛快授课，不背英语，理解并学习英语。通过第一册掌握基础，第

二册掌握中高级水平，不知不觉间就会发生英语读写和说话的奇迹。这套书是学习英

语最简单、最有趣、最快的快捷方式，也是「我人生最后的英文语法书」。 

仅用 30 天，会话、阅读、写作全掌握！ 

给无数用语放弃者开辟英语快捷方式的香蕉老师的名讲义 

在第 1册中，从英语的框架开始学习各种词类和时态，在第 2册中学习造 5个形式和

文章所必需的句子。最后，如果学习阅读和对话，30 天之后就会出现用英语读写和说

话的变化。也就是说，从基础到中上等阶段，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结束了。 

香蕉老师阶段性地讲述的 30日英语法是英语最简单、最有趣、最快的快捷方式，将成

为大家人生最后的英文语法书。 

这么有趣，痛快的英文法还是第一次！ 

让人拍膝盖的痛快说明，英语句句沁入脑海！ 

「英语，一听单词我就头疼，说明也难，又厌烦，每次都放弃」，「我怎么也学不懂

英文，只有我这样吗？」。这不仅仅是大家的烦恼，香蕉老师也曾是非常讨厌英语的

「英语放弃者」。因此，为了所有的「英语放弃者」，她比任何人都要简单、亲切、

有趣、详细地进行英语语法授课。通过 30多本英文语法书，以自己学习和掌握的过程

为基础，制定了学习英文法的顺序，并教了 10年的学生，验证了该学习方法。最终，

香蕉老师的英语课上至今没有一个人掉队。理由很简单。因为有趣。因为香蕉老师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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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不仅仅只集中背诵语法公式，而是解除英语的根本好奇心，讲授趣味性的授课方

式。 

一对一定制式课外辅导等"亲切的授课+核心摘要+问答" 

一桌菜英语法盛宴，只准备笔和热情就够了！ 

香蕉老师和「英语抛弃者」海鲜面一起上课，两人通过超默契的乒乓对话，和气融融

地进行英语学习。就像一对一的课外辅导一样，通过对话进行解答的课程可以帮助寻

找枯燥的英文法隐藏的乐趣，增加实力。翻开这本书的瞬间，英语不再是背诵科目，

而是理解科目。 

不需要笔记本电脑，也不需要习题集。只要有书，「上课+复习/整理+解题」就可

以。首先由和香蕉老师、海鲜面面愉快地学习英语。接下来，整理海鲜面面的核心内

容概括成「复习笔记」，将今天学到的内容有条不紊地整理在脑海中。并且用「今天

的测验」检查实力，这样，今天的学习就结束了!这是不用直接整理笔记本或单独购

买习题集，只要一本书就可以毫无障碍地学习的一箭双雕英文法书。在各节课上，还

有与上课相关的 YouTube 视频，通过本书和视频可以更加方便地学习。 

本书推荐给认为英文法无聊而进度不理想者、要考高考或托业或公务员考试等需要总

整理者、很久没说英语但是还想再次挑战者、尝试跟读与看美剧但英语实力都原地踏

步者、希望短期内英文程度能从基础到中级实力者，透过这套学习宝典，任何人都能

轻松愉快的战胜英文！ 

ABOUT THE AUTHOR 

阿蒂安香蕉 

直到初中为止，都不知道为什们 Canada 不是「卡纳达」，而是「加拿大」的英文抛

弃者，在 350 个单词组成的英语题中，只有 5个知道的单词，可见她非常讨厌英语。

通过学生时期和姐姐一起去过的短暂海外旅行，产生了想学好英语的梦想。她是一个

什么都必须理解才能开始的人，为了了解什么是英语，反复阅读了超过 30 本语法

书，熟悉了英语的本质结构和体系，并自学了「让人理解」的英语学习方法，从 17 

岁开始教英语，是担任负责高考、托业、入编、移民英语等的专业英语讲师。 

她拒绝了大峙洞大型补习班的邀请，前往澳大利亚亲自经营移民英语补习班。为了考

试，一边教英语，一边教学生「一生不忘的英语」，在短期内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发挥了超群的能力。结果，帮助数百名学生获得了永久居留权。以这样进行十几年的

英语授课的经验为基础，创造了不用背诵文章，还能拥有理解文章结构和形式的方

法、理解的东西即属于自己的系统性英语学习秘诀、仅用 30天就能掌握英文法的骨

子里实用的现实英语课程等多种授课内容和技巧。 

她曾在美国大学学习侦查学，目前在 YouTube 的「阿蒂安香蕉」频道与 29万订阅者

共享英美圈文化和生活小秘方，以及挽救死去英语的简单有益的英语内容，与网友进

行沟通。在 Naver语言学校也可以看到他创作的「每天 10 个英文单词」的内容。 

试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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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9015230 

CONTENTS/IMAGE 

『读一次就能吃透的 30天基础英语语法 1』 

介绍一下香蕉老师和海鲜面学生！ 

现在马上，学习英语语法的理由！ 

这本书就这样学习吧！ 

DAY0 序言:用语放弃者香蕉，自学成英语老师！ 

DAY 1 英语和韩语的骨架是不一样的！ 

DAY 2 英语文章，原来只有 5个形态？ 

DAY 3 期初 4名成员构造了文章！ 

DAY 4 构成英语句子的主演级语法要素，名词！ 

DAY 5 构成英语句子的主演级语法要素，代名词！ 

DAY 6 构成英语句子的主演级语法要素，动词！ 

DAY 7 构成英语句子的主演级语法要素，形容词！ 

DAY 8 构成英语句子的副手级语法要素，副词！ 

DAY 9 构成英语句子的副演级语法要素，前置词！ 

DAY 10 构成英语句子地副演级语法要素，连接词！ 

DAY 11点题 用一张画全部整理！ 

DAY 12 动词的经纪人 助动词 

DAY 13 准动词:似动词非动词的名词，同名词！ 

DAY 14 准动词:唱歌跳舞演戏的万能艺人 to否定词！ 

DAY 15准动词:PP 还是 V-ing，这是个问题，分词！ 

问题答案 

『读一次就能吃透的 30天基础英语语法 2』 

介绍一下香蕉老师和海鲜面学生！ 

现在马上，学习英语语法的理由！ 

这本书就这样学习吧！ 

DAY 16 粉碎英语 1形式游戏！ 

DAY 17 打破英语 2形式！ 

DAY 18 英语 3种形式 嚼着吃！ 

DAY 19 英语 4种形式的足球游戏！ 

DAY 20 征服英语 5种形式后结束！ 

DAY 21 被动式，不是我打的，而是他打我的拳头！ 

DAY 22 后置修饰，复杂的事向后推！ 

DAY 23 关系代名词，不要再说同样的话！ 

DAY 24 关系副司，小题大做，干嘛说两次？ 

DAY 25 分词句，文章也需要减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9015230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901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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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26 家庭法 ， " 万一"这句话很难说清楚！ 

DAY 27 比较语句，要比较比较啊！ 

DAY 28 特殊语句，比任何人都复杂，与众不同！ 

DAY 29 我人生第一次读懂:香蕉老师给各位的信 

DAY 30 我人生第一部电影&英语对话:你好，我是来自韩国的 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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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通过人气电视剧学韩语 

Learn Korean Through K-Dramas 인기 

드라마로 배우는 한국어 

AUTHOR 李美玉 

이미옥 

PUBLICATION 2021/05/15 

PAGE 176 

SIZE 150*200*11mm 

GENRE 语言学习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将剧本和 YouTube 视频一起观看学习的韩文教材！ 

《通过人气电视剧学韩语》是利用 2012 年至 2019 年间在海外热播的 5 部韩流电视剧

短片剧本，可以有趣有效地学习韩文的韩语学习教材。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提供与

书中记载的剧本相应的 YouTube 视频连接的 QR 码，学习者们可以通过视频观看和听该

电视剧插曲。另一个特点是，即使是韩语水平较低的读者也能轻松学习，并为他们提

供书中的全部英语翻译。书的右页有电视剧的剧本，左页有剧本的英文翻译，即使是

初学韩语的人，也可以进行便捷的学习。这本书最适合自学，并且为了让学习者们方

便携带，用较小的版式（150 x 200mm）制作了该书。 

通过 YouTube 看电视剧学习韩语！  

收录 5部热门韩剧剧本与 YouTube 连结 

这本书收录的电视剧有《来自星星的你》、《太阳的后裔》、《鬼怪》、《德鲁纳酒

店》、《爱的迫降》5 部，是考虑到 Netflix 等主要视频提供网站上的韩流电视剧人气

度而选定的。主要面向美国的亚马逊、欧洲和亚洲的韩流相关书店、海外大学、海外

学校等销售这本书。以此次《K-DRAMA Korean Series 1》为开端，计划持续出版学习

人气电视剧的韩文系列。 

理解电视剧中不同的表达方式   

学习缩略语，新造语等活生生的韩文  

一边看最近热播的 5 部电视剧的剧本和 YouTube 视频，一边有效的学习韩文。虽然只

是短短的 5 分钟左右的视频，但如果解析剧本内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以剧本为基

础，仔细地说明了单词和语法，在解答练习题的同时，还能够熟练掌握剧中出现的多

种表达。通过发音练习、细致讲解的单词和语法以及练习题解答，为韩文学习提供深

度和乐趣。在韩国学习日常使用的口语、年轻人中流行或最近经常使用的新造词、缩

略语、俚语等「生动的韩语」。通过电视剧内容自然而然地熟悉韩国的饮食文化、时

尚文化、游戏文化、韩国人的价值观等。同时，不仅提供要求主观叙述的多种练习

题，还提供在语言学习中效率性高的发音练习栏，不仅适合自学者，还适合在学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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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班等作为教材使用。另外，为了让观众通过电视剧人物自然地学习到韩国的饮食

文化、时尚文化、游戏文化、韩国人的价值观等，还对韩国文化进行了说明，有助于

全面了解韩国文化。 

本书推荐给喜欢韩文、韩国文化、韩剧的读者。带着兴趣学习一个新的语言，相信效

果将事半功倍！ 

ABOUT THE AUTHOR 

李美玉 

从首尔大学国语教育系毕业后，在东大学院国语国文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着有《金洙

英与北道的参与意识比较研究》，主要研究著作有《尹东柱诗中的散居意识变样研

究》、《申东晔与张赫诗作中的抵抗性比较研究》等。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620808 

CONTENTS/IMAGE 

1课 〈来自星星的你〉 

1回(2013. 12. 18), SBS, 5 分 25秒，朴智恩作家 

Chapter 1 You Who Came From the Stars 

Episode 1 (Dec. 18, 2013), SBS, 5’ 25”, written by Park Ji-eun 

2课 〈太阳的后裔〉 

3回(2016. 3. 2), KBS2, 3 分 8秒，金恩淑/金元硕作家 

Chapter 2 Descendants of the Sun 

Episode 3 (Mar. 2, 2016), KBS2, 3’ 8”, written by Kim Eun-sook and Kim 

Won-seok 

3课 〈孤单又灿烂的鬼怪〉 

5回(2016. 12. 16), tvN, 4 分 49秒，金恩淑作家 

Chapter 3 Goblin (Dokkaebi) 

Episode 5 (Dec. 16, 2016), tvN, 4’ 49”, written by Kim Eun-sook 

4课 〈德鲁纳酒店〉 

6回(2019. 7. 28), tvN, 3 分 49秒，洪静恩/洪美兰作家 

Chapter 4 Hotel Del Luna 

Episode 6 (Jul. 28, 2019), tvN, 3’ 49”, written by Hong Jung-eun and Hong 

Mi-ran 

5课 〈爱的迫降〉 

4回(2019. 12. 22), tvN, 2 分 30秒，朴智恩作家 

Chapter 5 Crash Landing on You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620808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62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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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ode 4 (Dec. 22, 2019), tvN, 2’ 30”, written by Park Ji-e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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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用范例轻松学贸易英文 

샘플로 쉽게 배우는 무역 실무영어 

첫걸음 

AUTHOR 吴实学 

오시학 

PUBLICATION 2021/06/22 

PAGE 396 

SIZE 153*225*20mm 

GENRE 语言学习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即刻派上用场的贸易英文！ 

各个进出口阶段须知的贸易英文指南！ 

经营学博士的作者吴实学是一位拥有 40年经历的首席贸易专家，曾在各大学、企业团

体、研究院、各大机关教授贸易英语，也曾任贸易相关考试的出题委员。在这本着作

中，作者搭配范例详细介绍在各个进出口阶段所需的贸易英文，可以说是专为贸易人

士准备的必要指南。从新手也学得会的贸易英语，到与贸易相关的信用状、索赔、保

险等通知文的撰写等，无一遗漏地进行了介绍，同时也收录了《国贸条款 2020》 等

相关讯息。因此，本书将成为贸易新手与贸易现场的实务者们的必读书。 

虽然有许多人梦想透过贸易赚大钱，但实际完成梦想的人却屈指可数，原因就在于英

语障碍。纵使能够凭借世界通用的语言英文做好贸易，但贸易英文具有简单又困难的

两面性。原因就在于，能够透过简单的英文表达自己真正的意思，但为了防止日后的

纷争就必须使用专业的帽业英语。因此，单纯英文实力好并不够，必须同时具备贸易

英文的实力才能成功做好贸易。 

书中共分成六个章节进行。第一章，介绍了贸易通知信的基本撰写方式，以及封信的

方法及折纸的方法。第二章，介绍了委托介绍、信用调查、交易建议、接受与拒绝交

易等通知信撰写方法。第三章，介绍了买卖契约的相关撰写方法，如总揽合约、一般

交易条件协议书、商品与价格协调、报价与订购等通知信的撰写方法。第四章，介绍

了信用状、装船、保险等相关贸易通知信的撰写方法。第五章，详细说明索赔、结

算、其他贸易相关的通知信案例。最后第六章，介绍了国际条款 2020 的概念与特征以

及解析，并在附录收录了常用的贸易英语单字。 

本书推荐给所有拥有贸易经验的实务人士以及贸易新手。只要仔细阅读与熟悉书仲介

绍的各种事例与解说，将能帮助手上的贸易案顺利进行。对于那些想从事贸易但却因

英文而碰壁苦恼的人来说，本书将成为他们的救赎，成为他们的迷航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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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吴实学 

国际贸易顾问代表兼国际商社仲裁员，毕业于京畿大学贸易学系，取得美国

University of Detroit 国际经济学硕士、京畿大学贸易学系博士学位。于韩国生产

性本部、韩国标准协会、效率协会、国际物流协会、三星电子进行授课。曾任韩华经

济研究员，以讲师身分在首尔产业振兴院、农水产品物流社、国防部采购本部贸易咨

商委员、三星集团、现代集团、LG集团、小星集团、大象集团、东部集团、贸易协

会、进口协会等活动，同时具有国际贸易公司、物流管理公司、贸易英语第一二三级

出题委员的经历。 着有『向达人学习贸易实务，三百问三百答』、『新手轻松学贸易

实务』、『实战贸易英语指南』、『海上保险论』、『贸易通关教室一百问一百答』

等 40 多本书。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034454 

CONTENTS/IMAGE 

前言 

第一章 新手也能上手的贸易英文 

新手也能战胜贸易英文？ 

怎么写贸易通知信？ 

封装方法与折纸方法 

第二章 交易相关的贸易通知信 

委托介绍客户 

信用调查 

交易建议 

接受与拒绝交易 

第三章 买卖合约相关的贸易通知信 

总揽合约 / 一般交易条件协议书 

商品与价格协调 

报价 

报价答复 

订购 

订购数量 

第四章 信用状、装运、保险相关的贸易通知信 

信用状 

装运 

海上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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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收款、索赔、其他等相关的贸易通知信 

收款 

索赔 

解决索赔 

其他贸易相关的通知信 

第六章 Incoterms 2020 分析 

Incoterms概念 

Incoterms 2020特征 

Incoterms 2020贸易条件分析 

附录 常用的贸易单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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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此时此刻的偶像 – 艺术家 

지금 여기의 아이돌 – 아티스트 

AUTHOR 金英大 

김영대 

PUBLICATION 2021/06/28 

PAGE 284 

SIZE 130*200*20mm 

GENRE 艺术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BST、IU、BLACKPINK、泰民、泰妍、NCT、Red Velvet、DAY6、本月少女、TXT 

现在这个瞬间地球上最炽热的音乐中心 – K-pop！ 

音乐评论家金英大的深度分析！ 

进入轰动全球歌迷的 K-POP偶像艺术家们的音乐世界… 

『此时此刻的偶像 – 艺术家』是音乐评论家金英大作者以艺术家的身分，将现在撼

动全世界大众音乐版图的 10大 K-POP 团体的音乐世界及他们各种样貌，做详细分析的

书。书中金英大作者关注的偶像们尽是各自用各自的音乐美学与个性得到全世界歌迷

支持的偶像艺术家，分别有 BST、IU、BLACKPINK、泰民、泰妍、NCT、Red Velvet、

DAY6、本月少女、TXT。 

作者仔细观察那些不顾众多偏见与反对专心建构出属于自己独特又巩固的音乐世界并

引领 K-POP 风的偶像艺术家们，对他们提出适当的认可，同时也批判指出几乎不存在

音乐评价的现状。书中综合分析了 K-POP的核心疑问，综观改变韩国大众音乐历史甚

至是全世界大众音乐的历史的 K-POP 的文学性、产业性方向与成就。 

本书推荐给喜爱韩国偶像、喜欢音乐的读者。透过金英大作者的精辟分析，相信阖上

书的读者们将对韩国流行音乐有更深入的认识。 

「我刻意不选历史上伟大的 K-POP偶像而选择了‘当下’的 K-POP偶像，是因为我相

信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更积极地看待当下正在发生的 K-POP产业的样貌。在分析

的过程中，我拒绝使用如偶像 vs艺术家；商品 vs艺术的传统二分法，当然也摒弃极

度局限于偶像产业的逻辑分析。因为这本书的最终目的在于，让极为平凡的音乐大众

能够了解身为艺术家的偶像们的魅力与意义。藉此，我希望不仅能为过去与‘艺术

家’称号相距甚远的偶像音乐的音乐价值得到正当评价，也希望透过负责 K-POP 产业

最重要的偶像艺术家们的故事，能让先前因各种原因而被锋文的韩国大众音乐讨论更

自由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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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自「前言」

ABOUT THE AUTHOR 

金英大 

音乐评论家、文化研究者、韩国大众音乐奖评选委员。毕业于延世大学经营学系，取

得美国华盛顿大学音乐学博士。在首尔出生长大，自 2007 年起移居美国西雅图，超过

十年的时间研究美国流行音乐市场的动向及 K-POP的动向。1990 年代中期，开始在网

络上以「too jazzy」的笔名开始音乐评论，在「音乐取向 Y」等各式在线媒体上写大

众音乐专栏。以评选委员的身分分别担任 2007 年心动网与「风向新闻」选定的「韩国

百大大众音乐唱片」，2008 年「韩民族新闻」与 Maron 共同企划的「韩国百大大众音

乐唱片」。现在于「韩民族新闻」等大韩民国媒体以及纽约杂志「vulture」、MTV等

国外媒体上刊载音乐评论。2017年开创 YouTube频道，上传着分析与介绍各种 K-POP

流行音乐。着有『照耀 90年代的唱片 50』、『韩国流行音乐: 热型的足迹』等。翻译

作品有『美国大众音乐』。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263513 

CONTENTS/IMAGE 

前言 – 偶像是艺术家 

第一章 时尚又先进的 K-POP 先锋 NCT 

NCT的音乐唱片分类 ∥ 金英大’s PICK！ NCT的播放列表 

K-POP 现象 1. 什么是 K-POP

第二章 以华丽与「态度」武装的 K-POP 尖端女团 BLACKPINK 

BLACKPINK的音乐唱片分类 ∥ 金大英’s PICK！BLACKPINK 的播放列表 

第三章 Base to Ace, 听泰民的音乐 

泰民的音乐唱片分类 ∥ 金大英’s PICK！泰民的播放列表 

K-POP 现象 2. K-POP是泡泡糖流行吗？

第四章 不可预测又优雅的世界 本月少女 

本月少女的音乐唱片分类 ∥ 金大英’s PICK！本月少女的播放列表 

K-POP 现象 3. 作曲的偶像，是战略还是未来

第五章 有一天头上突然长出了角 TOMORROW X TOGETHER 

TXT的音乐唱片分类 ∥ 金大英’s PICK！TXT的播放列表 

K-POP 现象 4. 韩美合作风险告诉我们的 K-POP未来

第六章 扩大女子团体局限的大胆又精练的声音 Red Velvet 

Red Velvet的唱片分类 ∥ 金大英’s PICK！Red Velvet的播放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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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OP 现象 5. 操纵 K-POP的隐藏主角们

第七章 传达弦律之美的乐团型主唱团体 DAY6 

DAY6的唱片分类 ∥ 金大英’s PICK！DAY6 的播放列表 

K-POP 现象 6. 男子乐团为什么被无视呢； 男子乐团的历史与男子乐团贬低的逻辑

第八章 泰妍的歌声 

泰妍的唱片分类 ∥ 金大英’s PICK！泰妍的播放列表 

K-POP 现象 7. 女子团体还在进化中 (with 金润荷评论家)

第九章 IU的音乐 李知恩的内心 

IU的唱片分类 ∥ 金大英’s PICK！IU的播放列表 

第十章 BTS: 七个地图 

BTS的唱片分类 ∥ 金大英’s PICK！BTS 的播放列表 

K-POP 现象 8. BTS 的格莱美候补提名为什么重要，格莱美对我们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K-POP 现象 9. BTS，K-POP，Post-BTS ∥ 2021 年 Billboard 音乐大奖直播的背后故

事(with安贤模翻译)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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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每日人文學學習 

매일 인문학 공부 

AUTHOR 金钟元 

김종원 

PUBLICATION 2021/1/29 

PAGE 212 

SIZE 140*210*30mm 

GENRE 人文教养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吸引 100 万读者的金钟元作家的新书 

从阅读到思考的「思考的人文学」 

《每天学习人文学》是金钟元作家经过 20年的激烈思考研究的结晶。凭借《为孩子一

天一句的人文学》、《一天一句的人文学提问的奇迹》等引领读者知识成长的作者在

研究改变世界的世纪天才的过程中，明白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思想家。他们的竞争力

在于思考，即「思考的深度」。 

作者为了让我们成为最棒的思索家，有意义地生活的方法，研究了很长时间，并以经

验和洞察为基础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告诉我们思索的意义和方法，引导我们走上思

索之路。旨通过审视需要思考的生活方面，让我们不断思考如何看待那些让我们疲惫

的事情最后，用思索工具严格筛选 9个经典，使思考得以实现。 

思想力量主宰世界的时代，我们需要的真正学习 

这是一个难以找出头绪的混乱世界。在非逻辑性的世界上寻找世上的逻辑，在看不到

正确答案的地方发现正确答案。为了克服随意和他人意混杂在一起的生活，快速地追

赶无法预测的变化，需要永不停歇地前进。在这样的不完全、不确定的世界里，要想

加快自己的速度生活，应该怎么做呢？ 

吸引 100万读者的「人文学课程」作家金钟元从「思考的深度」中找到了答案。如果

思想加深，意识水平提高，成长速度就会发生变化。比尔盖茨当上首席执行官(ceo)一

职时，每年都有两次到无人知晓的地方独自思考。亨利戴维梭罗在丛林中的茅屋中认

真地思索着《沃尔顿》的诞生。投资鬼才沃伦·巴菲特说，他 1年思索了 50股股票。 

思考着生活才能成长，才能改变生活。因此，如果现有的人文学学习书籍只专注于

「积累知识」，那么建议我们认真阅读这本书并进行思考。在意识、变化、哲学、投

入、知性、成长、日常、爱情、自立、生活原动力的 9个主题中培养「思考的力

量」。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每天都能以自己为中心，更加快速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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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思索」很重要？ 

我们不管怎么读那些震撼时代的书，为什么生活也不会像所愿那样改变呢？理由只有

一个。 因为读书时没有思考。如果只埋头于机械性的阅读行为，读书 100次、1000

次也等于不读。如果一味地依赖他人的想法或只接受世界提供的信息，那么什么都做

不到。一生都无法成长的停滞生活。我们应该接受各种想法或信息，但可以用自己的

头脑去思考。 

不仅仅是书。人生的每个瞬间，不要躲避，要面对面地思考。我们因为工作和人际关

系而痛苦，断定生活不会好转的理由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想不起的，不是

环境的局限，而是思想的局限。如果我们想更好地做现在的工作，想要在周围毫不动

摇地抓住自己生活的中心，如果想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就应该思考。只要能思考，

无论在什么世界，都能过上比今天更好的生活。 

人生让想思考的人成长，让想逃避的人停止灵魂。拥有思考的时间吧！人生在世，细

看多少，就成长多少。 

ABOUT THE AUTHOR 

金钟元 

千家万户读者信赖追随的人文教育专家。作者认为，在学习人文学古典的过程中所领

悟到的知识适用于读者面临的苦恼之中，并将其翻译成任何人都能够理解的语言。在

研究改变世界的世纪天才的过程中，认识到他们都是思想家。他们的竞争力来自思想

的深度和维度。如果思考加深，意识水平提高，成长速度也会发生变化。作者为了像

他们一样生活，在漫长的岁月里进行了激烈的思考和研究。 

作者的代表作有作为人文教育导师的《为了孩子的一天一行人文学》系列、《为了人

文学成长的 8个问题》、《文解力学习》、《一天一句话人文学问题的奇迹》、《父

母人文学课》等。 

Kakaostory： story.kakao.com/ch/thinker 

Kakaochanel： pf.kakao.com/_xmEZPxb 

Instagram： @thinker_kim 

Facebook： facebook.com/jongwon.kim.752 

naver博客： blog.naver.com/yyt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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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你的空间 

所愿必成的思考技术 

你是思考的人，还是苦恼的人？ 

成为思索家的第 4阶段 

思路是只有强韧的内心才能流动的河 

思索读物-《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汉纳·阿伦特 

第二章. 改变想法就可以改变人生 

成长之人的开始跟别人的不同 

要想象他们一样，就像他们一样思考吧 

精彩变化的答案在于思考 

世界上最难叫醒的人 

你能读出你想的多少 

引领生活变化的歌德的 7种阅读方法 

读书思索-《从流放地寄来的书信》，茶山丁若镛 

第三章. 哲学，要树立观察世界的原则 

广泛的思考始于多种固定观念 

固定观念是启动思索引擎的装置 

肯定所有的孤独，不断扩大 

只有孤独的人才能发现灵感 

当一片树叶摇曳时，感受世界吧！ 

活用叫做不安的武器 

战胜困难的心情和态度有什么不同呢？ 

眼力见儿就是心里的水平 

思索读物-《君主论》，尼古罗·马基亚维利 

第 4章. 投入，进化成无限探索和吸收的灵魂 

从过去开始学习最有价值的东西 

用非逻辑思维赋予可能性 

一而再而三的奇迹 

潜移默化 

提高自尊感的方法 

克服孤独的心灵处方 

只有我能忍受我的痛苦入睡 

抛弃散漫想法的 7种散步技术 

读书思索-《与歌德的对话》，约翰·彼得·埃克曼 

第五章. 理性，为了酣睡，最重要的是长久地醒着 

理解能力天才们分析对象的方法 

从事物核心中获取"全部知识"的方法 

在一个经典中发现千条思想 

人的气质从何而来？ 

使头脑具备智慧的 8种说话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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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索读物- 《查拉图斯特拉这样说》，弗里德里希·尼采 

第 6章. 思想的深度比成长、知识的深度更重要 

财富关系, 把增长和智慧引入我的思路 

一切增长都是从思考的力量开始的 

哥德看待世界的 8种思索法 

通过孤独和思考来扩张想法的技术 

你是为做自己的事而生的 

思索读物-《自由论》，约翰·斯图尔特·米尔 

第7章. 日常生活，不要白白浪费仅此一次的人生 

从没有用的事情和人身上守护自己的时间和努力的方法 

贤明的思考家设定和处理关系的方法 

把同样的日常生活变得特别的魔法 

坚守我人生原则的例程的力量 

不要随随便便允许你 

改变世界规则的 7种思维方式 

思索读物-《富兰克林自传》，本杰明·富兰克林 

第 8章. 爱情，所有的人生通过一次爱情得以完成 

爱情使我们停下来, 每次停下来都会给我们宝贵的东西 

如何以自我完善为生？ 

对于找出某人的价值 

用一千个眼睛和心脏观察，用爱连接 

求求你所需要的一切从你从自己身上寻求 

我在遇见你之前就开始爱你了 

想要成长就鼓起成为一个人的勇气吧 

只有摆脱孤独才能找到生活的自由 

思索读物 - 《少年维特的烦恼》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第 9章 与所谓自立、思考的不确定性的孤独决斗 

不是信息量而是思想深度决定成长 

经过思考成熟的人很强大 

你能有你所想的那么大 

思考的水平决定人生水平 

让唯一的人生活下去的离于岭的五点建议 

我决定优雅地活到死 

从实处我们什么都学不到 

思索读物-《在死亡收容所》Victor Frankle 

结束语―如果你读了，如果你学了，那就走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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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我今天给自己起了一个叫作 ADHD 的名字 

나는 오늘 나에게 ADHD 라는 이름을 

주었다 

AUTHOR 申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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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135*195*20mm 

GENRE 人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不知道自己行为的原因是多么不公平啊? 

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用来将过去的痛苦命名并找回迷失的自己的女性 ADHD 探索记 

临床心理学家通过心理评价和咨询，为患者的痛苦寻找病名。所有精神障碍和心理治

疗的开始都是从对症状的正确命名和认可开始的，诊断非常重要。作者是临床心理学

家，在精神科医院工作，直到 30岁才被诊断出 ADHD。在检查和治疗 ADHD患者的过程

中，她为什么没有怀疑自己是 ADHD患者呢？ 难道不能在更早的年纪接受诊断吗？ 

ADHD是神经发育障碍，如果在发病初期发现症状，可以期待通过治疗缓解病情。虽然

需要长期服用药物，但副作用小，服用时好转的可能性很大。早期发现后，持续治疗

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得到 ADHD诊断后，就觉得找到了痛苦的原因，感到很安心。但是

因为诊断过晚的委屈和遗憾，她开始学习 ADHD。在此过程中，她通过在一家外国杂志

刊登的采访了解到，此前由于各种原因，女孩子一直没有被排除在 ADHD 诊断之外。美

国临床心理学家、30多年来接触过 ADHD患者的艾伦˙利特曼博士在上面的采访中表示

「女性 ADHD 与男性 ADHD表现出戏剧性的不同现象」，「这是因为对女性要求的社会

期待与症状不同」。以此为契机，作者开始研究女性 ADHD。ADHD 在女性患者身上表现

出来的症状是什么，其原因是什么，为了缓解 ADHD 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和缓解症

状，正在思考相关的对策。 

世界上需要更多的女性 ADHD 故事 

误诊，临床心理学家向被诊断忽视的女性进行隐秘的自我表白 

该书是 2019 年由众筹网站 tumblbug 赞助，在 2019 无限版(unlimited edition)上推

出的《女性 friendly》的修订版。在网上和线下都成为话题的该独立出版物是当时至

今为止唯一关注 ADHD女性诊断疏远和不注意类型的书籍。独立出版物出版之后，女性

ADHD相关的讨论和共鸣得到了活跃的形成，SNS上 ADHD 相关的账号和内容暴增，读者

们的关心和反应也非常热烈。在 SNS 上介绍的正文的一部分被转贴了 14 万次以上。之

后作者收到了很多人写的电子邮件和 SNS直接短信，内容是她读了《女性 friendly》

后，鼓起勇气去医院诊断 ADHD。作者为了帮助和自己处境相同的女性，花了近 2年的

时间写作，最终完成了超过独立出版物 40倍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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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临床心理学家，他对没有被诊断出 ADHD 的女孩和女性产生负罪感。作为 ADHD 患

者当事人，他对精神健康界安逸地应对「性别偏向」焦点的状况感到遗憾。但是为了

不成为一听到 ADHD 就只知道「冒冒失失的男孩」的临床心理学家，她研究了女性

ADHD。只要本人愿意，随时都可以知道折磨自己的「痛苦名字」。在这样的坚定信念

下，她将讲述接受 ADHD诊断的临床心理学家的探索记和「内心的疾病」记录。以此

为开始,更多的 ADHD 患者故事出现在水面上,女性在精神障碍或疾病诊断任何女孩不

要被疏远,因为确诊时间太而饱受煎熬的女性希望不再出现,精神健康界的结构性变化

和抚养人、教育人的敦促更多的关注。这本书将成为对包括 ADHD在内的精神健康界

全质性差异问题、女性患者的人生提出问题，并对此进行积极讨论的契机。 

这本书不仅对怀疑 ADHD症状或已接受诊断的人、想了解除自己以外的 ADHD 女性是以

什么面貌生活的女性、从子女身上发现 ADHD 症状并感到担心的父母，还对关心医疗

界「偏向性」倾向的人都有帮助。 

ABOUT THE AUTHOR 

申秀智 

临床心理学家。在大学读了媒体传播学，在研究生院学了成人临床心理学。在大学医

院小儿心理室作为临床心理专家接受了 3年的培训。取得了在韩国临床心理学会主管

的临床心理专家资格，现在在精神科医院工作。在大学医院担任临床心理学家的某一

天，她背着同事偷偷进了检查室接受了注意力检查，确认了 ADHD 疑似结果。之后在

精神科接受了 ADHD诊断，正在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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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他们为什么不得不选择自杀呢？ 

用文学角度，让我们认识未曾知道的自杀机制 

作为临床心理专家的作者为了理解自杀的现象，带来了文学这一工具。为什么是文

学？心理学的关注点多着重于量。与其从现象学角度记述自杀者内心产生的作用，不

如寻找客观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最大限度地将人们从自杀中分离出来。相反，文

学比起解释原因和原理，更集中于将现象如实展现出来。因此，对于想更直接地了解

文学是自杀现象的人来说，文学可以成为更深入的理解媒介。通过心理学知识和自杀

学理论分析文学中登场人物的面貌，了解我们所不熟悉的自杀机制。 

自杀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最亲近的词语，每 10 名成年人中有 2 人有过自杀的想法。近年

来深受大众喜爱的艺人接连自杀，很多人陷入了悲伤之中。但我们不了解自杀。听到

有人自杀的消息，虽然会感到伤心和难过，但由于不能正确理解选择自杀的心情，所

以那种哀悼无法达到死者痛苦的核心。同样的理由，我也不知道该给那些想过要自杀

的人讲些什么。因为我不确定那是会对他有利，还是会对他有害。 

在不断试图自杀、思考死亡的文学作品中登场人物告诉我们的 

由两章组成的这本书，在第一章讲述了自杀者的心理。自杀的人大部分都是因自己的

意志无法控制的严重无力感和成为自己所爱的人的负担等，是饱受极度心理痛苦的

人。「自杀是心理痛苦的结果」这句话表面上看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通过这样

定义「自杀」，得到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有人谴责说自杀是「懦弱的人做的

事情」、「犯罪」、「不负责任的事情」，而自杀这种主张可能会遭到反驳。作者

说，从这一观点出发，在谴责自杀者之前，应先回顾他们的立场。第 2 章讲述的是抑

郁症、两极性障碍、中毒等与自杀有着密切联系的精神障碍。疾病的本质会给我们的

心灵带来致命的痛苦，我们可以抓住治愈的头绪。作者鼓励说，虽然对心灵的痛苦和

疾病特别难处理，但只要循序渐进地接近，完全可以克服。 

这本书不仅收录了《安娜·卡伦尼娜》、《人间失格》、《少年维特的悲伤》等关于

自杀的著名古典作品，还重新审视了《贝尔·扎》、《达勒威夫人》、《小生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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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杀学的角度重新发现其价值的文学作品。其中登场的人物有的自杀、有的试图自

杀、有的不断思考自杀，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伤害，且随着忧郁、幻听、物质中毒，不

断接近自杀。通过心理学这一镜头观察这些以自己方式表现自杀现象的人物，读者可

以更深入地了解自杀现象的本质，进而思考面对自杀时我们应采取何种态度。 

「我会点亮灯等你们」 

不放弃希望的临床心理专家传达的信息 

通过文学试图理解自杀的努力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呢?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现象。这是

违背想要维持生命的生命体本能的事情。而且，对自杀的想法诱发与自杀相关的行

动，其行动再次深化对自杀的想法等，使症状恶化的情景令人目瞪口呆。 

但是作者在文学中寻找希望。《贝尔·扎》的作者西尔维娅·弗莱斯虽然最终以自杀

结束了生命，但一度摆脱深深的忧郁给自己多赚了 10 年的时间，期间诞生了名为

《贝尔·扎》的名作。《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作者歌德曾饱受死亡般的痛苦，但将本

人的痛苦升华为文学后，活到 80 岁。因严重的酒精中毒，连酒杯都抬不起来的约翰

·奇伯战胜了中毒，完成了被称赞为「救赎和复活之歌」的《八角大楼》。这些故事

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应该为给受苦受难的人们创造有意义的时间而努力。作者也在自

杀的深渊中，以点亮一盏灯的心情写了这本书。 

奥地利作家埃里希·弗里特在很多情况下说，文学是厌恶生活而写的，实际上是为了

生活而写的、赞扬死亡而写的，也是为了战胜死亡而写的。只有不放弃希望，观察自

杀现象，努力抚慰受苦受难者的心灵，我们才能享受到写关于死亡的文学作为人生的

文学。 

ABOUT THE AUTHOR 

任敏京 

临床心理专家，精神健康临床心理师 1级。 

她在本科专攻德文和心理学，在研究生院学习临床及心理咨询后，在大学医院精神健

康医学科完成了临床心理住院治疗课程。目前，她在犯罪被害阴影综合支持机关会见

了自己的支持者。无论何时都是某个人的忠实读者，也是某个人的爱好者。 

试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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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章. 选择死亡的心灵 

心理痛，关于那无法坚持的内心痛苦_『安娜·卡列尼娜』 

不想成为安娜·卡列尼娜的女人/将人引向自杀的心灵痛苦/自杀剧本/我会照亮灯光等

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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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滑稽演员之死-《人间失格》 

奥巴乔那令人羞愧的一生 / “为什么人们要自杀?”自杀人际关系理论 / 理解自杀

行为的意义 

维特效应和一种传染性的自杀_『少年维特的烦恼』 

某人的自杀在我心中引起的风波，维特效应/说明动机-决断模型、自杀的阶梯/最终

是度过艰难时期的人给予的安慰 

2章. 导致自杀的心理疾病 

再也无法爱自己的忧愁_西尔维娅∙普拉斯和《贝尔·扎》 

贝尔·扎，什么忧郁的记录/"感觉自己像一个极度不足的人一样"/自杀和忧郁的关

系 /"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如何找回爱情？ 

选择和放下生活，在分岔路口_弗吉尼亚·沃尔夫和《达洛韦夫人》 

走在火路上，弗吉尼亚·沃尔夫/什么是两极性障碍/弗吉尼亚·沃尔夫一生都与两极

性障碍作斗争的艺术家/一个人的"双生"，达洛维夫人和塞普蒂默斯/患有躁郁症 

关于绝对没有好转的人的故事_《小生活》 

所谓自残的闪亮主题 / 有人为了生存而伤害自己 / 圣犹达的自残，虐待儿童时期制

造的伤痕 / 如果能看到其痛苦的另一面看到的话 

讲述中毒和自杀及其复杂的关系_一个被酒药中毒的文人的故事 

作家们的老朋友/是先中毒还是先忧郁/参与自杀的所有领域的中毒影响力/我们一定会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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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生存在科学技术时代下须知的 32 个生命科学故事！ 

这本书从生命的诞生开始到惊人的生命工学，共收录了 32 项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故事。

作者长期进行着科学大众化的相关演讲活动，因此书中完整呈现了其为了不让大众对

科学感到抗拒，而努力思考该如何说明的痕迹。为了说明科学门外汉的大众尽可能轻

松认识生命科学知识，书中采用说故事的说明方式，并搭配了可爱的插图与照片帮助

大众理解。 

书中共分成六个章节进行。说明生命生存原理的「你以为生活很简单吗？」、说明生

命的生活方式与环境的「活着就要好好生活！」、说明生命的设计图之基因的「一切

都是基因的设计？」、说明人类的「人类必须懂得善用大脑！」、说明威胁人类的疾

病原理与治疗方法的「不舒服怎么办？去医院！」、说明活用生命的技术的生命工学

「引领外来的尖端科学技术！」，循序渐进地链接各主题为大众做说明。透过这些内

容，告诉我们若想生存在科学技术的时代底下，必须了解的生命科学故事。 

本书推荐给喜爱生命科学、对生命科学感兴趣的读者。透过 32个故事性的生命科学知

识介绍，读者们将对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有更进一步的认知！ 

推荐言 

「这本书具备了生命科学书中拥有最灵活体裁的连贯性。从生命的诞生到令人惊艳的

尖端生命科学为止，涉及内容广泛。六个章节中连续排列的 32个故事，灵活交织的程

度实为令人吃惊。这本书将成为青少年或是想要学习科学知识的读者们开辟科学性思

考地图的指南，而对科学迷来说这本书将帮助他们扩大或缩小正在阅读的科学读物的

思考」 

Podcast『读科学书籍的男子』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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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特有的感性与随性的文字下，艰深无聊的生命科学被拿捏得柔软有趣，是一

本罕见的专业教养书籍。从中可看出作者想要用简单愉快的方式向读者介绍深硬难懂

的生命科学知识。托作者的福，许多大众与学生可以轻松地接触到生命科学」 

韩明秀 (汉阳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 

「读这本书时感觉就像有位亲近的哥哥在身边悄悄讲解。不仅没有说难懂的专业术

语，还不忘该说的话。这大概跟作者自身拥有向青少年分享知识的经验有关吧！虽然

总说 21 世纪是一个生命科学的时代，但却鲜少有人正式去认识生命科学。日新月异发

展中的生命科学，要找到一本合适的教养书也不容易，而这可能也是鲜少有人主动亲

近生命科学的原因。这本书对于想要理解现代科学、想认识科学技术的人来说，将成

为一个令人放松且值得信赖的好伙伴」 

- 金泰浩 (全北大学韩国科学文明学系研究所教授)

ABOUT THE AUTHOR 

朴忠炫 

为大众介绍有趣科学知识的科学知识传播人士。毕业于汉阳大学生命科学系，目前正

在高丽大学科学舆论学系攻读硕士课程。曾经梦想成为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不久后就

顿悟到自己不适合当科学家事实。后来，对向大众介绍有趣的科学知识产生了兴趣。

现在从事科学作家与专栏作家的同时，也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努力扮演连结大众与

科学知识的中间角色。着有『为了简单介绍生命科学，我尽力了』。往后也想要继续

写出更多能够成为大众的科学向导的书籍。 

玛格 

帮影片创作者制作影片中的缩图形象的插图画家。凭借可爱又滑稽的创作，得到网络

与电视台观众的支持。最近热衷于创作标志与人物设计。这本书成为他首次脱离计算

机屏幕，在书中创作插图的契机。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69334288 

CONTENTS/IMAGE 

第一章 你以为生活很简单吗？ 

生命维持与永续的原理 

01. 第一个生命的诞生

02. 性与爱的感受

03. 生命的发生与发展

04. 生命的老化与死亡

05. 细胞的构造

第二章 活着就要好好生活！ 

生命生存的方式与环境 

06. 生物多样性与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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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延续社会生存的动物们

08. 恐龙灭绝的原因

09. 动物们的子女爱

10. 逐渐消失的动物们

第三章 一切都是基因的设计？ 

生命的设计图 – 基因 

11. 基因法则的发现

12. DNA的发现

13. DNA的中螺旋结构与中心法则

14. 自私的基因

15. 基因的发现调节与后天基因

第四章 人类必须懂得善用大脑！ 

拥有高智慧与社会性的生命 – 人类 

16. 人类的进化过程

17. 从进化心理学看人类心理

18. 人类的自我家畜化

19. 人类的智慧与天才性

20. 人类的同性爱

第五章 不舒服怎么办？去医院！ 

找到疾病的原因并采取治疗的医学 

21. 拯救人类的疫苗技术

22. 现代人的可怕疾病 – 癌症

23. 丰足产下的疾病 – 肥胖

24. 传染性高的流感

25. 曾经翻覆人类的疾病 – 结核

第六章 引领未来的尖端科学技术！ 

活用生命的技术 – 生命工学 

26. 基因再配技术

27. 基因拆解技术

28. 生命复制技术

29. 干细胞治疗

30. 新药开发与生物相似药

31. 生物能源

32. 模仿生命的机器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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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完美主义也能是一种祝福 

네 명의 완벽주의자 

AUTHOR 李东奎, 孙荷琳, 金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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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2021/02/22 

PAGE 304 

SIZE 135*205*30mm 

GENRE 心理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研究完美主义 20年的李东奎教授揭示屹立不摇的精神强化企划！ 

「完美主义也能成为一种祝福！」 

毕业于延世大学心理学系的李东奎教授花了超过 20 年的时间研究完美主义，意识到身

边有许多人因达不到目标而丧失了对自己的自信与信赖进而过着痛苦的日子的人，因

此出版了这本书。书中收录了李东奎教授引领的咨商心理教室研究团队调查 511 位韩

国人的研究结果与明确数据，以及事例分享。书中不仅为读者介绍什么是完美主义，

更提出了如何理解与善用自己的完美主义来创造幸福生活的方法。此外，书中还收录

了调查时使用的完美主义检查表，提供读者们自行检测的机会。 

生活在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的现代人，因各种心理问题而痛苦不已。恐慌障碍、不安、

忧郁症等单字对我们来说已不陌生，显示出这些心理疾病已广范围的分布在社会各个

角落。引起这些疾病的众多原因中，还有一个因素是大部分的人还不知道的，那就是

与完美主义相关。所谓的完美主义，指的就是为了完成某个目标而为此责备自己的一

种心理现象。为了能够生存在竞争激烈的社会许多人总会责备自己鞭策自己，但现实

中要达成目标并不如字面上容易。 

书中共分成四个章节进行，前两个章节带领读者认识完美主义，后两个章节向读者介

绍如何善用完美主义帮助自己与理解他人。第一章「致追求完美而疲惫的你 – 为完

美主义者准备的完美主义」比较与说明幸福的完美主义者与痛苦的完美主义者，解释

完美主义影响我们生活的原因与形式。另外，透过举例说明完美主义消极的一面，如

厌恶失误、强迫症、极端减肥等帮助读者确认自己的完美主义属于那一个消极层面。

第二章「完美主义者如何诞生？ - 让我们变成完美主义者的五个因素」透过众多的完

美主义研究事例分析，可以得知有哪些因素造成了完美主义。告诉读者任何一种性格

没有永远的好坏，在完美主义中每个人对完美指向的程度、型态也会出现差异。第三

章「完美主义者的四种类型 – 理解你我的完美主义的出发点」将完美主义分成四种

类型，介绍各种类型完美主义的特性与应对问题的方式以及打造人际关系的方法。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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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介绍的四种类型的完美主义后，第四章「成为更有魅力的完美主义者 – 为了

变化与成长的实践指南」揭示了适用于各类型完美主义的问题解决方法。 

本书推荐给所有生活在竞争激烈社会的现代人。简单明了的事例与说明读者们将能明

确地了解完美主义的优缺点，配合作者揭示的解决方针，所有人都将找到最适合与自

己的完美主义相处的方法！

推荐言 

「不单纯提供温暖安慰与疗愈，久违的遇见了一本用科学的方式理解内心问题的书。

在激烈的竞争下反映出欲望与畏惧日益扩大的时代下，因为责备自己而自信心低落的

人，本书将带给他们全新的希望」 

- 允东赦 (延世大学医务部副总长&医疗部院长)

「这是一本可以毫无顾忌地向想了解完美主义、或因完美主义而烦恼的人推荐的优秀

作品。心理学方面的数据与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 恰如其当的内容收录，相信阖上本

书后所有人都将更理解并更能善用完美主义」 

- 程盛言 (韩国咨商心理学协会 2020 年度会长)

ABOUT THE AUTHOR 

李东奎 

延世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取得首尔大学心理学系学士与硕士、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咨

商心理学系博士，担任过美国普渡大学教育学系教授、韩国咨商心理协会副会长、延

世大学语言研究学院副院长。研究领域涵盖完美主义、磨蹭症、自我价值，拥有第一

级的心理咨商师资格证，20多年来活耀于咨商与教育现场。另外，曾经在主导兵营生

活专业咨商资格的标准与营运方案。2011年曾获颁延世大学优秀成绩教授教育部门

奖，出演过 YTN「思考研究所」、JTBC「金济东的 talk to you」、EBS「有疑问的特

讲秀，BigBang」，也曾在朝鲜日报「李东奎的心理学」、月刊泉边「军队烦恼咨商

所」投稿文章。着有『咨商心理学』(共着)、『以为三十岁会变得不一样』、『你知

道这种心理法则吗？』、『青少年自杀行动企画』等。 

孙荷琳 

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于延世大学心理学系完成咨商心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项目

为完美主义、精神健康、贪吃与情绪调节问题的企划开发、离别方式等。于学术集上

发表与上述主题相关的论文，活耀地以心理咨商师的身分活动中。 

金徐英 

毕业于 Stony Brook 纽约州立大学，现正就读延世大学的心理咨商研究所。就学的同

时也进行心理学研究与接受心理咨商训练，主要研究领域为完美主义在人际关系上造

成的忧郁影响、自残经验的影响等。在学术集上发表过以「人际研究」、「复苏心理

学研究」等为主题的论文。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57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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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IMAGE 

前言 现在必须检视完美主义的理由 

第一章 致追求完美而疲惫的你 – 为完美主义者准备的完美主义 

追求完美又不是罪 

幸福的完美主义者 vs. 痛苦的完美主义者 

解释完美主义的四个途径 

完美主义的负面带来的三个问题 

第二章 完美主义者如何诞生？ - 让我们变成完美主义者的五个因素 

完美的你悉知微妙的事 

形成完美主义因素 1: 面对失败的过多担忧 

形成完美主义因素 2: 彻底的整理习惯 

形成完美主义因素 3: 父母的高度期待 

形成完美主义因素 4: 高度的成就标准 

形成完美主义因素 5: 对行动的怀疑 

完美主义诊断测验 

第三章 完美主义者的四种类型 – 理解你我的完美主义的出发点 

不理解自己又讨厌他人的时候 

完美主义者类型 1: 善于察言观色的同情指向型 

完美主义者类型 2: 惊险刺激的最后冲刺型 

完美主义者类型 3: 防弹背心的稳定指向型 

完美主义者类型 4: 钢铁精神的成长指向型 

第四章 成为更有魅力的完美主义者 – 为了变化与成长的实践指南 

为了改变而作的最少准备 

比起他人更重视自己的心，同情指向型 

培养实际的时间感，最后冲刺型 

慎重之余加上悠哉从容，稳定指向型 

建立与他人的交接点，成长指向型 

结语 期盼完美主义成为一种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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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拥抱记忆 

기억 안아주기 

AUTHOR 崔延浩 

최연호 

PUBLICATION 2020/12/07 

PAGE 368 

SIZE 140*200*30mm 

GENRE 心理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小确厌」，渺小但却确实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惧 

我们怎能从不好的记忆中解脱出来呢？ 

所有人都有着不好的记忆 

但是，所有人也有有着好的记忆， 

「好的经验」和「转化成好的记忆」带来的忘却技术 

先读这本书的推荐者们感叹道「这是一本包含最佳洞察力的书，是一本不逊色于登上

《纽约时报》的畅销书的韩国国内医学教养书」。作者是成均馆大学医学院院长、三

星首尔医院小儿科医生，在他写的第一本着作《拥抱记忆》中，心理学、工学、经济

学等原理与脑科学研究一起，成为解读我们身体和心灵的核心洞察力。作者在小儿青

少年的克朗氏症和溃疡性大肠炎治疗上，制定了新的治疗框架，取得了世界性的研究

成果。此外还引进了人道主义诊疗，以无药可治的医生而闻名。他在过去 3 年里涉略

了与「坏记忆」相关的研究，并执笔写了这本书，这也将成为他今后使用的新医学教

材的第一步。虽然是给孩子们看病的医生，但他经常接触的是孩子和父母们的「坏记

忆」。他通过数千件事例了解了记忆是如何成为身体化障碍，并抚摸了记忆，而不是

身体。不好的记忆其实并不是很坚固的，因为一旦下决心撞击就会破碎。但是，需要

有碰撞的积极性，同时也要继续创造可以掩盖他们的好回忆。如果这样一一拥抱自己

的记忆，我们的大脑就会越来越友善地接受生活、他人、自己。像这样改变记忆的人

生将展现在这本书的整个版面上。 

记忆创造的幸福和不幸 

《拥抱记忆》讲述的是「微小但很确定的坏记忆」。小时候对香菇滑润的口感感到反

感的孩子一辈子都会远离这项食物；小时候在学校上厕所遭到同侪玩弄的孩子们长大

后将无法安心地在公司等公共场合上厕所。经常遭到拒绝的人即使想在特定情况下做

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大脑也会因为害怕拒绝而犹豫不决不让其行动。 

很奇怪的，不好的记忆总是难以忘怀。年龄越大记忆力越弱，但不好的记忆就像昨天

发生的事情一样闪亮。恐惧的记忆由扁桃体负责，由于努力忘记在那里留下的记忆，

所以不会忘记，而且在零碎的尾巴记忆的主题上，还会起到动摇整个身体做出错误的



 

判断的作用。虽然脑和尾巴相隔最远，但连接得非常牢固，而且尾巴(扁桃体)经常表

现出大脑的前额叶。 

作者在诊疗室因为孩子的记忆与父母商谈时，看出了记忆是如何在孩子们身上出现的

身体症状和疼痛。人们因为身体不舒服而去医院看病，但作者却说，通过掩盖不好的

记忆，身体和日常生活可以恢复。童年的记忆在成年后也反复浮现，同样的日常生

活，对有的人来说是幸福；对有的人来说是不幸，而这些都会反映在当他们遇到新的

挑战时做出感到恐惧或好奇的反应上。 

据说，年轻时充分利用前额叶并积累很多好经验的痴呆症患者属于温顺的「漂亮痴呆

症」，而执着于不好的记忆、陷入不安的痴呆症患者则属于容易发火的「讨人厌痴呆

症」。研究「坏记忆」的作者说，即使患上失去记忆的健忘症和认知障碍，坏记忆也

会存活下来。 

对坏记忆非常敏感的我们 

寡言少语的 13 岁民载因为每天打 100 次嗝后去医院。打嗝的话肚脐周围会疼，大便

的话这种症状会稍微缓解。姐姐也说「民载每天只玩游戏，吃了很多拉面，所以很担

心」。虽然爸爸也很担心，但是当事人民载却什么话都没有说。民载一说话，妈妈和

姐姐就插嘴。原来是挑食的民载在家人之间没有发言权，妈妈一直让他吃不喜欢吃的

食物，再加上课业上的无力感，每当有压力时就会出现腹痛和打嗝。 

高一学生成必也经常腹痛和腹泻，体重也没有增加。在附近医院进行胃内窥镜和大肠

内窥镜的结果，虽然检查结果很正常，但腹痛仍在持续。妈妈非常担心，但成必开始

腹痛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如果感到紧张和受到压力情况就会恶化，特别是在早晨非常

严重。作者了解情况后才知道，成必以前在学校大便时被同学们戏弄过，害怕成为不

好的回忆，从而引发身体化障碍。 

对不好的记忆很敏感的孩子因为担心再次出现这种疼痛而感到不安，提前害怕。如果

接触与自己经历过疼痛的情况相似的环境、时间或相似的气味，过去不好的记忆就会

闪光地浮现在脑海中。更何况，身体上的疼痛和社会上的疼痛是重迭在一起的。心理

学家纳丹·德威尔和内奥米·艾森伯格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历过被孤立的人的大脑和

遭受身体上的痛苦的人的大脑在相同的部位上产生了反应。即，即使在所属组织受到

排斥，人也会因其恐惧而感到身体疼痛。 

作者的专业是儿童的消化器和营养，但据说少儿青少年科的主要患者不是儿童患者。

孩子们的痛苦大多是从过去的经验和记忆开始的，把没有疾病的孩子培养成患者的他

们反而是家人或医生。作者认为，可以认为孩子是为了摆脱不好的记忆，表现出身体

化障碍。经常接触痛苦的孩子和家人的故事的作者在分析其原因的同时，思考了如何

解决医学教科书中没有记载的这些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治疗数千名具有功能性

症状的孩子的过程中，能够认识到相似的模式。这本书的内容就是从对模式的观察开

始，包含着向多方面拓展的深层分析。 

不安是如何蚕食我们的 

185 



 

首先，简单了解一下大脑的结构。与记忆有关的最基本的脑部是海马、扁桃体、前头

叶。扁桃体掌管恐惧，海马储存记忆，前田头叶收集大脑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换

句话说，扁桃体总是感到不安；海马忙于整理不断涌现的记录；前田头叶作为掌管大

脑的 CEO，以重要的东西为主进行挑选，并做出综合判断。例如，参加部门负责人主

导的聚餐。此时，我的海马、扁桃体、前额叶异常繁忙。看到白天折磨我的上司，会

感到害怕和愤怒，但看到旁边暗恋的同事，就会感觉到幸福和不安。这种情感在扁桃

体上进行处理，并从解马开始接受过去的相关记忆，最终由前额叶综合起来。这样形

成的新信息被储存为短期记忆，然后从海马分离成几块，传送到负责大脑皮层。有关

感情的记忆用扁桃体发送，新词储存在颞叶上，与颜色相关的则传送到后叶，触觉和

运动则送到头正叶储存。在把这些分散的东西收集起来，重新成为一种记忆的过程

中，可能会发生歪曲的情况。特别是，如果我处在非常状态，就不需要前额叶的灰

尘，而是在边缘系诱导快速的反应。这时参考过去的事例，海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海马的记忆基础上预测未来。 

特别是，以儿时经历的腹痛、恶心、晕车、无力等症状为「恐惧」的情绪记忆，大幅

启动扁桃体，如果这种情况反复出现，就会在意识中扎根。我们的大脑有保护身体的

义务，因此，在处于危险状况时，比起带着好奇心面对新事物，更想后退，不想尝试

任何东西。 

如果出现精神创伤，海马体长期的血流会减少，大小也会变小。因此，记忆力当然会

受损。相反，在压力情况下，扁桃体会更加活跃，垄断不好的记忆，并无意识地形成

自己的记忆。这样不好的记忆会折磨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疲惫无力。 

但是小时候的坏记忆一旦被身体症状发现，医院会再次经历不好的经历。例如，在出

现感冒症状时，小儿科每天用抗生素 2 次、咳嗽药 3 次、痰药 3 次、类固醇 2 次、

消炎药 3 次、消化药 3 次等，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这不是太过分的处方吗？ 感冒

本来就是病毒疾病，少量摄取药物和水分、营养就足够了。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处

方呢？ 妈妈害怕孩子发展成肺炎，而且还有工作，所以很难经常来医院。 如果医生

也听到父母的担忧，就会采取过分的处方。 医疗团队是习惯于为了避免恐惧的「控

制」的群体。不能在孩子的呕吐下立即开出抗呕吐药，而应该了解患者的心理，参考

患者的周围环境，认为这是自己能力之外的事情，因此开始了控制。这种情况下，损

失最大的会是谁呢？ 就是孩子。这样经常吃抗生素长大的孩子，如果真的遇到重要

感染时，因抗生素耐药而无药可医，会怎么样呢？ 

积累美好的回忆就能战胜坏记忆 

如果能忘记不好的记忆该有多好。创伤后应激障碍或严重的创伤也有问题,但大部分的

人,坏的记忆就是细小的「小确厌」。事实上，我们从这些微小的痛苦中学习，并进一

步成熟。伦理学者们说「记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这样的理由。如果能够筛选出不

愉快的记忆并将其抹去，人类就不会进行自我反省，在痛苦中自强不息」。即便如

此，为了不让不好的记忆侵蚀日常生活，有必要学习遗忘的技术。最好的方法就是用

好的经验和好的记忆来歪曲。作者提议的方法就是这个。即使总是有疑虑，也不要再

管了。把不好的记忆交给扁桃体和海马，并利用前额叶。也就是启动下丘脑的快乐中

枢。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旅行，吃好吃的食物，读喜欢的书，称赞朋友。所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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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经历在大脑的各个角落都成为记忆的一部分。而且，时间会引导我们忘却不好的

记忆。 

更何况，好的记忆碎片是将不好的记忆合理化的武器。如果和好朋友的想法不一致，

吵架后很长时间联系不上，起初会埋怨对方，后来逐渐产生是不是我的错的想法。这

两件事都是不好的回忆。此时，吵架的情景成为一段轶事，但由于到处都出现忘却现

象，在这一空位上，有可能留下出处不同的记忆。回想起朋友的优点，把争吵合理化

为朋友的优点的瞬间，所有争吵的过程都能理解。虽然在实际情况下并没有发生过这

样的事情，但随着输入出处不同的记忆，最终会形成自己的脉络。歪曲成如此美好的

记忆，可在人类的心理免疫系统中正常运作。 

把不好的记忆歪曲为好方向的自我合理化要求训练。即，不畏惧、不害怕碰撞，人类

有比不做任何事情更容易做出大胆事情的倾向，所以不要犹豫。把小确厌歪曲成好的

记忆，从小就可以训练。例如，坐在轿车后座经常晕车的孩子，应该让孩子坐在公交

车或火车椅子上，让他们体验一下窗外景色。由于视觉和听觉、平衡感的一致，只要

有过几次不晕车的好经历，孩子在轿车上也不会晕车。这时父母在旁边搭讪几句就行

了。「现在成了哥哥了。所以连窗外都不看」。希望快速成长的孩子们灌输自己变大

的记忆，开始摆脱晕眩这种小症状。贴防止晕眩的贴片，不要准备卫生袋，而是要试

着去碰撞痛苦的记忆。 

我们的记忆有三种，想要拥有一辈子的美好记忆、不想再想起的坏记忆、还有使我完

满的好的「坏记忆」。这本书通过对各种事例和研究，引导读者进入有趣的大脑和感

情的世界，以不断创造自己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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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现在才有了面对我的勇气」 

12年间改变 1000多名二三十代女性生活的心理健康医学专业医生班宥华的心理处方 

精神健康医学专业医生班宥华在 12年间在诊疗室与超过 1000 名患者相遇，接触了 20 

~ 30岁年轻女性的各种情况。倾诉婚姻生活困难却暗地里无视没有结婚的人的朋友、

表现出自卑心的恋人、把女儿当作感情垃圾桶对待的妈妈、虽然女儿傻但不做家务的

爸爸、默认厌恶女性的上司…。《为女孩们的心理学》是为了在这样的苦恼中活到今

天的女性们的书。作者为了更好地理解来到诊疗室的人，应该探索个人和世界之间发

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样的痛苦、这种痛苦具有什么意义。作为努力的一个环节，她

学习了女性学，在书中介绍了与在其中相遇的疲惫、破碎、彷徨的众多心灵一起走过

的旅程。 

书中以 12个具体事例介绍了所有女性共同经历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如何看待各自经

历的问题状况、以什么样的心态生活的实用性解决方法。此外，对于作为女人要经历

的事情，也有很多温馨的建议，可以让疲惫的心情产生共鸣。 

作者说，尊重自己的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把在不舒服的情况下产生的愤怒、悲伤、

遗憾等感情表现在不过分强求的层面上，才能解决错综复杂的关系问题。就像从书中

提出的一样，集中在自己的内心寻找现实的答案，就会不知不觉间走上自己能够接受

的、充满自信的路。 

「为什么要看别人的眼色生活呢？都不知道自己的心破碎」 

在与咨询者进行咨询的过程中，比想象中更多的女性对关系感到不适，在苦恼的过程

中也意识到「我到底有多完美？」。为了帮助那些容易指责自己、怀疑自己的人获得

不必要的自我怀疑、成为完整的自己，执笔了这本《为了女孩们的心理学》。书中除

了对如何看待各自经历的问题状况、以什么样的心态生活的实用性解决方案外，还写

满了作为女人必须经历的事情，共同感受疲惫心情的温馨建议。 如果是为了照顾他

人，怕别人看起来像坏人而总是失去自己的女性，就会通过这本书获得面对真正自我

的勇气。 



 

对 20~30 岁女性都会经历的 12个问题最现实的建议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因关系问题而苦恼，就会以想要解决的心情聆听专家的演讲，并

阅读多本心理书，或是阅读相关的 youtube 频道。但是，如果想将真正了解到的内容

适用于自己的生活，却很难具体地去做。因为想把精力集中在产生矛盾的两个人身上

解决问题。但是《为了女孩们的心理学》的班宥华作者在解决关系问题的时候并不只

集中在个人身上。在个人和世界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产生了怎样的痛苦，这个

痛苦具有怎样的意义等问题上进行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将会遇到疲惫、破碎、彷徨

的各种心情。 

书中描述了作者一直以来遇到的各种心路历程。同时介绍所有女性共同经历的家庭、

恋人、朋友、职场同事等 12 个具体事例，并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虽然有很多解

决方法，如果是违背自己心意的方法，那么看起来问题会暂时得到解决，但时间一

长，就会出现其他问题。相反，集中于自己的想法就能不断地对自己提出问题，从而

找到自己能接受的答案。当然，专注自己的内心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因为它与社

会氛围或其他人的复杂关系交织在一起。书中还具体介绍了在各种复杂状况下集中精

力于自己内心的方法，以便实践真正爱自己的方法。 

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属于自己的温度的方法 

《为了女孩们的心理学》是给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到今天的女性们的书。作者作为学

习女性学的精神健康医学专家，不仅对女性经历的关系问题，还对结婚和年龄、外貌

和人生方向的苦恼等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书中提议，把在性歧视蔓延的现实和追

求性平等的理想之间产生的愤怒、悲伤、遗憾等感情表现在不过分强求自己的水平

上。例如，与其对结婚的朋友产生不舒服的感情时无条件地忍受或选择绝交，不如将

这种感情放入临时保管箱，或理解与弟弟差别对待的妈妈，同时分开考虑自己的感

情。 

我们需要的是，在自己的心不会受伤的范围内，拿出勇气表达不适和痛苦的心情。如

果说之前经常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痛苦，那么通过这本书，在守护自己生活的同时，也

能过上可以说出自己不适状况的均衡生活。 

ABOUT THE AUTHOR 

班宥华 

精神健康医学科专科医生。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医学院，曾在同一所大学附属医疗院

实习。在过去的 12年里，遇到了一千多名女同性恋者，认识到女性所受到的各种伤

害对社会环境及问题的影响很大。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学习了女性学，并在

首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女性学合作课程中获得了硕士学位。 

目前在光化门的医院里，主要进行精神分析性精神治疗，并帮助咨询者更好地理解自

己，和自己亲近起来。与与此相关，国立现代美术馆"年度作家奖 2019"展览以个人感

情为主题，与设置美术家朴惠秀作家一起参与了《讨论剧场:我们_们》，并合着了作

品《你的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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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述长期临床经验精髓的第一本书《为了女孩们的心理学》中，表达了很多女性在

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内心矛盾的根本原因，在完整地看待不适的同时，希望她们能坚

守自己的人生。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9923002 

CONTENTS/IMAGE 

前言 如果你经常因为你是女人而感到厌倦 

1部 决定不怀疑我了 

chapter 1 一定要结婚吗 

如果每天都像做作业一样生活的话 

人生不是一揽子计划 

chapter2 对上司失望了 

立体而非平面视图 

不要与别人的真心纠缠 

chapter 3 和朋友们沟通不了 

你和朋友疏远的真正理由 

保持关系的适当距离 

Chapter 4 我无法拒绝 

怕矛盾的人们 

我的感情是我的，你的感情是你的 

chapter5 对朋友很陌生 

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关系需要临时保管箱的理由 

chapter 6 想从善良的孩子情结中解脱出来 

如果家人受伤的话 

善良的人的两难境地 

填满自己拒绝的分量 

2部 寻找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温度的方法 

chapter 7 讨厌区别对待弟弟的妈妈 

没有无条件的关系，即使那是妈妈 

当母亲的时代和女儿的时代相遇时 

自己能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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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 日常生活变得不舒适了 

无法回到从前也没关系 

真实地看待我的感情的方法 

chapter 9 我的心里有很多我 

变成蜗牛的理由 

会延续属于自己的想法 

不要字里行间地解释 

安抚超自我 

chapter 10 打扮的时候能看眼色 

对打扮的双重想法 

从紧身衣到脱紧身衣 

欢迎混乱 

羞耻之心 

chapter11 男朋友嫉妒我 

决定关系的种种条件 

尊重我的心情 

chapter 12 总是对像朋友一样的爸爸产生不满 

我真的是牢骚鬼吗？ 

现在性别平等是基本价格吗？ 

参考数据 



 

195 



197 

版权问询 email: annty@ca-link.com 

Website: www.ca-link.cn  

小说 

  凯琳版权代理 



 

199 

TITLE 针与皮的诗 

바늘과 가죽의 시 

AUTHOR 具并模 

구병모 

PUBLICATION 2021/4/25 

PAGE 192 

SIZE 111*190*20mm 

GENRE 长篇小说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与当代韩国文学中最现代最尖锐的作家们合作 

作者展开全新的世界观！ 

选定当代韩国文学中最现代、最尖锐的作家，收录新作和小说的月刊《现代文学品品

系列》的第 30本小说，具并模的《针与皮的诗》面世。2009 年以《奇才贝克里》登上

文坛的她，凭借稳定的文章和坚固的结构，以及让类型区分黯然失色的想象力吸引读

者，拓宽了韩国文学的范围。她的新作是对 2020年《现代文学》7月号发表的小说进

行推敲后推出的。小说起源于童话《鞋匠精灵》，通过讲述能够改变面貌、长生不老

的人性化精灵，像诗一样诠释了无限的人生和永恒的人生。 

月刊《现代文学》出版的月刊《别针小说》，第 34 本书！ 

《现代文学别针系列》是选定当代韩国文学中最现代、最尖锐的作家，在月刊《现代

文学》版面中推出，并重新发行单行本的项目在这里展示的单行本是个人作品，同时

由 6个人组成「一个系列」。现代文学希望该系列的真挚与「别针」一词的细腻轻快

感相结合。《现代文学别针系列》小说选也是月刊《现代文学》每月推出的月刊。将

每月 25 日发行的后续篇将在指定日期内与国内顶级作家的新作见面，为韩国出版史上

首次引入的一种「工薪阶层书」概念。《现代文学别针系列》与融入艺术家灵魂的封

面工作一起，成为由一个特别的艺术作品构成的独创性小说选集。各小说之所以具有

每部作品的独特香气和深邃的艺术诱惑，正是因为小说和艺术，这两个世界的相遇所

形成的灵魂的和谐。 

故事大纲 

小精灵们赠送了昂贵美丽的皮鞋给贫困鞋匠夫妇，作为报答，鞋匠夫妇俩回赠了人类

的迷你衣服与皮鞋。然而，收到回礼的小精灵们从此不再制作皮鞋，甚至忽然消失殆

尽。一切的故事从这里展开序幕…。 

ABOUT THE AUTHOR 

具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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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庆熙大学国语国文专业后担任编辑。2009 年以《甜点面

包店》开始了他的作品生涯。获得了第 2届创批青少年文学奖的《骑兵》凭借不像新

人的稳定的写作能力和流畅的剧情展开以及吸引人的情节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他的处女作《奇兵》动摇了青少年小说的框架，大胆地脱离了现实。他挥舞着“青少

年小说=成长小说”的模式，凭借出众的叙事能力和独特的想象力，获得了“同时具

备了推理、惊悚、幻想要素”的评价。作者细腻的文章不但刺激了青少年，而且还刺

激了普通读者的新的想象力。作者在维持支配作品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氛围和紧张感的

同时，为使故事不被沉重地冻结而注入了弹力。 

背负着不蒙之冤离家出走的少年在偶然逃出来的面包店里经历的所有事件既是科幻小

说，又是反映绝望现实的镜子。该作品以准确反映普通文学和类型小说的妙趣的比

率，给渴望与众不同的故事的读者带来了快感。另外，在《骑兵》中，魔法师眼中的

现代人扭曲的欲望被无视，平凡的中产阶层家庭所隐藏的秘密也变得可怕。在继承

《韩塞尔与葛雷特》等“残酷童话”的接力棒的同时，绝妙地颠覆了他们的语法的该

作品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冲击，成为了话题。 

具并模作家在某网络杂志上连载了名为《昆虫图鉴》的作品。即使只看名字，也能知

道是具炳模作家的作品，是作家特有的氛围活鲜的作品，是以“宽恕”为主题的小

说。凭借 2015 年小说集《那不只我》获得了今日作家奖和黄顺源新进文学奖。代表

作有小说集《那不光是我》、《唯一的文章》、长篇小说《四邻居的餐桌》、《坡

果》、《阿姨》、《一匙时间》等。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00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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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与皮的诗 009 

作品解析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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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财阀老么 

作者: 山景 

连载日期: 2017.02~2018.01 

集数: 326 回 

类型: 网络小说 

该作品讲述忠诚服侍财阀二、三世的主角再背着辱名遭到无辜杀害后，以财阀老么的

身分重生，成功向杀害自己的人展开报仇的故事。自 2017年 2月开始连载于 2018年 1

月完结的这部网络小说，目前确定影视化且预计由 JTBC 改编拍摄，主角有望由近日因

电视剧「黑道律师文森佐」再次验证高人气的「宋仲基」担任。 

<故事大纲> 

我，是一位名义上为上班族，实际上为财阀者的仆人。咬紧牙苦撑等待成为管家的那

一天，但成为管家根本是白日梦，我的下场最终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仆人。虽然受到了

神的爱戴，但这样的爱戴为什么只给了一半呢？偏偏是财阀集团老么！ 

在顺阳集团的战略企划室服侍财阀二、三世的允邢宇，在遭到他们利用后，财阀三世

沉英俊的指示下于摩尔多瓦丧失了性命。获得重生机会的他，因缘际会投胎成为顺阳

集团会长沉英哲的小儿子沉鈗基的十世儿子沉斗俊，即顺阳集团的最小孙子。虽然有

幸以财阀家族的老么孙子的身分回到过去，但对于决心报仇的沈斗俊而言这个位置一

点也不诱人。加上，自己的父亲沉鈗基因娶了一个家人反对的妻子，因此遭到沈英俊

会长抛弃。但沉斗俊将自己的最大优点发挥的淋漓尽致，那就是善用前世十分之一的

知识，展现出异于一般孩子的洞察力。此后，得到顺阳集团沈英俊会长的信任，一步

步开始准备占领顺阳集团。最终，沉斗俊成功占领顺阳集团，并完成了向杀害自己的

人报仇的企划…。 

<作者介绍> 

山景 

网络小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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탄금 

AUTHOR 张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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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202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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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RE 长篇小说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韩民族」、「朝鲜日报」、「联合报」、「东亚日报」、「韩国经济」、「纽西

斯」大幅报导！ 

出版后席卷各网络书店畅销排行榜！ 

影视化、网络漫画等后续规画积极接洽中！ 

时代剧的趣味在于，因各式各样的制约与限制引来的纠纷最终招来的更大误会。『吞

金』也免不其俗的藉由主角的失踪与回归，以及朝鲜时代的特有背景下出场的特有人

物及事件，勾勒出错综复杂的故事。另外，作者借助 24节气，恰当地拿捏每个复杂事

件与情感的节奏，交织出结构坚固的叙事结构，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惊人作品！ 

故事大纲 

因高价的艺术品买卖而得到钱王称号的朝鲜富商申烈国，某天他的独生子宏郎(8 岁)失

踪了。申列国与其夫人砸下大笔人力与资金寻找失踪的儿子，甚至贴出即便找到尸体

也愿意提供赏金的公告，但依旧毫无线索可循。借腹生子得来的女儿彩衣(9岁)因被冠

上抢夺宏郎的护身符的罪名而被囚禁在牢房里，而两班的血脉无晋(11 岁)则成为了夫

妻俩的养子。因家门不幸而一夕之间变成兄妹的两人，在威严凛凛的家门下相互依靠

长大。 

十年后，从事追捕奴隶工作的独凯带着宏郎出现了。即将展开盛大的飨宴庆祝宏郎的

归来，但唯独彩衣与无晋不相信宏郎是真正的宏郎。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彩衣因宏郎

的真心而感到混乱，最终确定了他就是自己的亲哥哥。同时，也发现了自己无法自拔

地陷入了他的魅力…。因亲哥哥的归来感到感激也只是暂时，彩衣对于自己无法收复

的爱恋情感感到痛苦不已。无晋则因自己不保的地位，以及彩衣的心被夺走而杀红了

眼。究竟宏郎的真面目是什么呢？故事在各自愿意相信的与不愿意相信的间来回穿

梭，最后当时代的禁忌与矛盾以及丑陋的真面目都暴露出来时，所有情况瞬间被颠覆

了…。究竟吞金者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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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张多慧 

1980年生。20多岁时以作词家的身分进行商业性的写作；30多岁时担任散文作家；40

多岁时出版了第一本小说作品『吞金』。随着年纪的增长，文字的气息也逐渐增长。

梦想创作出一篇与众不同的作品。 

试读连结 

YES24 미리보기 - [도서] 탄금 

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조선시대, 씨받이로 낳은 딸에게 생긴 충격적인 일 - YouTube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282580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28258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XzaCpxdi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sXzaCpxd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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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挡住一个末日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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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任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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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202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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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137*215*20mm 

GENRE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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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韩国 SF 的年轻作家林泰云！ 

一个明朗，宇宙般的故事世界 

任太云作家 200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App Solute Body》，第二年又出版了获得韩国

电子出版协会第二届数码作家奖优秀奖的长篇小说《隧道 Mile》，正式开始了作家之

路。不知不觉间虽然已经当了 15年的作家，但依然以他独有的年轻感觉和独特的想

法，写下了无法预测结局的故事。《挡住一个末日就来》是时隔 9年出版的任太云作

家的第二本小说集。包括改编出道作品《App Solute Body》的《终极之身》、在

NAVER今天的文学上刊登并受到广大读者好评的《镜面斑点》、此次首次公开的新作和

标题作品《挡住一个末日就来》等作家们怀着热爱，严格挑选的 6部短篇小说。 

收录作品三部影视化确定！ 

在常见的现实背景和人物中添加了异想天开的 SF想象力，是贯通任太云作家故事世界

的小说集，收录的 6个作品中有 3个短篇已经签订了影视化合约，分别为「镜面斑

点」、「稀有物品的保存法则」、「幸亏是机器人」，目前正在准备制作中。 

成为短暂的英雄，乙方战胜甲方的痛快逆转剧 

《挡住一个末日就来》是一部不拘泥于一种素材和体裁，多种组合将体裁趣味最大化

的能真实地感受到任太云作家特长的作品。第一部收录有现场感的全罗道方言的《镜

面斑点》的主人公夫子虽然担心离家出走的母亲回来而不能离开家乡，但随着竞争对

手中国饭馆的登场，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中情局和韩国所谓的「游戏废人」展开对决

的《稀有物品的保存法则》通过被社会评价为毫无用处的他们的奇妙连带，讲述了无

论是什么，在社会标准上只要是有过深度投入毫无意义的事情的人都会给予支持的逆

转剧。作家的处女作《终极的身体(Absolute Body)》以大多数人类因病毒经历大大小

小的身体变形的世界为背景，讲述了远不及上位等级标准的主人公的身体变化，超越

支配社会的制度诞生的过程。 

读着这样的故事，我们会同时感觉到亲近感和既视感，但是如果在作者以愉快的或冷

峻的情节展开的作品中，稍微放下 SF式的想象力，就会发现它和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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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虽然这些人物受到外界知性体的生命威胁，并出现一生的竞争

对手等在自己的人生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残酷考验，但作者并没有对他们坐视不理。

在《挡住一个末日就来》中，怀疑丈夫有外遇的妻子在意外遇到的世界末日这一巨大

考验面前，仍然坚持着坚毅、明朗的态度。只为了守护自己旧仓库里的阳光和风，空

气中的爱人。《幸亏是机器人》通过为被孤立而建立的机器人与人之间的纯粹的友

情，让人明白，与某人建立关系时，与其检查说明对方的要素，不如先具备尊重他的

心。《穿过牙齿的旋风》在作家意志首次发表的情况下大幅修改了结局，以生活在极

端弱肉强食文化中的外星战斗种族克雷尼亚伟人的眼光，在韩国社会习惯性、结构性

强加给女性的压力提出了问题。 

通过各种素材洞穿社会问题、结构性差别、性别矛盾等现实中立足的我们的内心。如

果说与现实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任太云的作品世界中无论以何种面貌，都有短暂成为

英雄、乙方挑战甲方的痛快感。即使没有获胜，他们也不会感到无力或轻易受挫。虽

然怀疑身边的人，有时背叛自己，但即使动摇也始终不理会现实，继续前进的他们就

是我们所希望的现实。《挡住一个末日就来》以充满希望的读音和让人心旷神怡的声

音，让人对明朗愉快的林太允的下一个世界充满期待。 

ABOUT THE AUTHOR 

任太云 

2007年，凭借长篇小说《隧道 Mile》获得了韩国电子出版协会第 2届数码作家奖优

秀奖。出版了小说集《魔法师困难》、《只有一个结局》、长篇小说《泰陵僵尸

村》、《白色血》，《附近的英雄太多了》、《它们》、《apsolute body》等。参

与了《体裁的体裁》、《韩国创作 SF 的几乎所有东西》，表达了对 SF 的喜爱。他的

小说就像压缩饼干中的星星糖一样，能让人的心中产生糖分。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387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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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镜面斑点 

第 2章 挡住一个末日就来 

第 3章 终极的身体（Absolute Body） 

第 4章 穿过牙齿的旋风 

第 5章 稀有物品的保存法则 

第 6章 幸亏是机器人 

作者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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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牛棚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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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 26届韩民族文学奖获奖作！ 

拓宽运动主题小说范围！ 

自 1996 年创办以来得到许多读者信赖的韩民族文学奖，今年第二十六届的获奖作品

『牛棚时光』正式出版了。『牛棚时光』是一部各自以不同方式在棒球领域中展开无

限竞赛经历成长的三人的故事。打败其他 206 篇优秀作品的这部作品，得到「将棒球

这个主题与各人物的故事相辟配的均衡感相当杰出」、「不只展现了体育叙事中常见

的自我成长，进一步还延伸至社会观点」的好评，展现了与现有小说不同的底气获得

了评审委员的支持。 

彷佛在看影像画面般，密密麻麻的故事、生动的人物、细腻而逼真的文体，让人不禁

想起作者曾为纪录片导演的经历。评审委员郑勇俊小说家说这部作品，在「除了讲述

曾为 MVP但现在沦为候补投手们的人物故事」的同时也摆脱「逆转满垒全垒打」的典

型叙事，强调其成为了「超越戏剧性的结局，是现在生活的我们需要的故事」。另

外，吴惠贞文学评论家在推荐言中说「社会以胜负、成果、独家报导的方式将无止境

的竞争以及少数者独吞的现象正当化…，当‘这是国家吗’的悲鸣喊出的瞬间，在这

个‘废墟’中个人还能做些什么」的无尽唤醒里，这部作品获选了。 

「赢很重要吗？有多重要？比什么重要？」 

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牛棚时光！ 

所谓牛棚除了有棒球场内投手们练习的空间的意思外，从「斗牛比赛前牛群等候的地

方」的语源方面来看，也有代表劳动者们的空间的意思。职业棒球选手、证券公司职

员、新闻记者，书中这些乍看之下没有任何切入点的故事之所以能够汇聚在一起，是

因为这些出场人物都在自己所处的组织世界里被不合理撞击后退到牛棚的人物。 

小说中的牛棚并不像普通的体育叙事，没有被描绘成为了成功而做跳跃的准备、为了

达到高峰而采取延长时间的动作。作者说，如果说生活在被要求成为先锋、成为胜者

的无限竞争社会里的我们有需要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专注在能够帮助自己跨进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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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门坎的感觉上。透过因为「拒绝保证的成功而自食恶果而打破系统平衡」的赫五、

俊三、姬绚的故事，告诉我们不一定只能通过人生的先发才能登上投手踏板。 

故事大纲 

赫五是一位高中毕业后以最高年薪姿态加入职业棒球队的前程被看好的职业棒球选

手。他拥有多种控球能力、完美的投球姿势、还是一位懂得关怀他人的选手，然而加

入球队后因意外的事故而遭受心理创伤，没能抓住先发投手机会的他沦为中间继投的

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家体育报社的记者，对于即便拥有完美的投球姿势但却滥

发四球的赫五提出了比赛造假的疑惑…。 

俊三是赫五的国中小同年级棒球队同学。曾经憧憬赫五的美丽投球姿态的他，升上高

中后就放弃了棒球，最后进入证券公司上班。身为公司里没有几位是公开招聘职员之

一的俊三，虽然知情公司对约聘的女职员的不合理待遇，但却选择了漠视。享受着公

司工会便利的他，逐渐安于趋于稳定的职场生活。然而有一天，因为复数工会间的矛

盾，他卷入了公司结构问题。他变成了负责用在选定退休人士上的同仁考评制作…。 

姬绚在小学时曾经是一位棒球选手，但碍于没有女性棒球队的原因而被迫放弃梦想，

最后成为一位体育新闻记者。打从进入公司的那一刻，就开始播报独家新闻，抱着希

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体育新闻界第一位女性编辑长」的野心。为了挖掘第二则独家

新闻，她开始探究棒球界的胜负造假。透过中间人取得职业选手造假假球录音档的姬

绚，一步步接近拥有多次四坏球上垒成绩的赫五的秘密。然而，最终她却被自己公司

内部的不正之风绑住了手脚…。 

镇浩是从小就跟赫五一起打棒球的杰出投手。一直以来将赫五视为「竞争对手」的镇

浩，他是母亲朋友的儿子、连运动选手出身的母亲也崇拜的棒球选手，是他的眼中

钉、打从出生就无法超越的存在。然而上高中后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投掷能力确实不如

赫五的他，将错就错开始散布赫五的坏话，陷入无止尽的自卑感。最后，在为了进军

职业比赛而举办的高中全运会决赛中，镇浩完败赫五。然而，赛后隔天却意外离开了

人世…。 

ABOUT THE AUTHOR 

金幼媛 

1982年出生庆尚北道青岛，在大邱长大。2007年至 2011年间在女性印象团体以「半

半」的身分进行媒体活动。2009年曾出演[开青春](共同演出)、2011 年曾出演[成为

那个家伙的总统的那一天]、2014年曾出演[能为记者的方法]等纪录片。对于屹立不

摇，勇往直前的力量感兴趣。。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701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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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主义 

故意掷出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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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时光 2 

牛棚时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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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扼杀我的死亡」 

第一届朴智利文学奖获奖作！ 

新人作家韩皞筝的第一部小说！ 

十九岁的少女具秀晶从半信北斗口中听到自己「二十岁以前会结束生命」的预言。秀

晶为了延长自己的性命，展开了一场长途旅行。在秀晶离开前，在算命店工作的恩珠

大妈帮她打包了一百块蒸年糕。秀晶在自己居住的 G市的地铁站里遇到了第一个阻

碍，那就是喝醉酒的男子。遇见他之后秀晶加紧脚步脱离现实世界。就在这时恰巧出

现了一只长有翅膀的狗，跳上牠的背脱离险境的秀晶，就这样飞持续地飞，不断地往

另一个世界移动。在黑山围绕的盆地着陆后，秀晶与狗一起分享蒸年糕，并得知了牠

的名字叫明天。在这个地方，她遇见了宜安。宜安与秀晶同年纪，但不同的是她的旅

行是一场「寻死之旅」。两个人穿越了阴间的岩石沙漠、沙漠附近的村庄与江，来到

了异界的小岛看到了陌生的风景，各自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执行任务。从地狱神手

上拿到的名簿上有乐师、清洁工、眼人、稻草人等，只有杀掉名簿上的这些人，秀菁

才能得到生命、宜安才能得到死亡。究竟，即将迎来死亡命运的具水晶，能够扼杀掉

自己的死亡吗？阅读的过程中不断穿梭在现实世界与异界，令人对是梦还是现实产生

错觉的这部作品，来到最后章节时将迎来全新的局面。 

朴智利作家以欣以素材与独特的写作方式深入人类本质与社会的精神，在韩国文坛留

下独一无二的足迹。以延续其写作精神为宗旨，为了发掘在韩国文学中掀起新鲜风潮

的新人作家，2020 年起四季出版社开始举办「朴智利文学奖」大赛，『短命少女奋斗

记』就是第一届获奖作。 

第一届的朴智利文学奖由具并模、李基皓、郑素贤小说家担任评审委员，从 215 部作

品中选出了韩皞筝的『短命少女奋斗记』为大奖。具并模说「单刀直入地接近梦幻与

非现实世界，凸显出天然的厚重感」；李基皓说「各自奔向沸点的能量，让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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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获奖作」；郑素贤说「一部必须从头看到尾的作品」。得到评审委员赞赏的这部

作品，加上允敬熙文学评论家的作品解析，将带读者进入可以有多种解析的陌生新世

界。 

本书推荐给喜爱阅读小说的读者。从两位主角各自为了完成想要的目标中，读者们从

中将得到反思生命与死亡的机会。 

ABOUT THE AUTHOR 

韩皞筝 

1993年在京畿道出生，是家中的老么。与两只乌龟一起生活。写下听得见、看的见的

故事。『短命少女奋斗记』荣获第一届朴智利文学奖，并以纸本形式出版。剧本「还

有，乌龟点头了」获得韩国艺术综合学校主办的「春日新人作家奖」。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517428 

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X-ghyD8Z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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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名字叫明天的狗

2. 名字叫我们的我们

3. 名字叫希望的刀

4. 名字叫我的神

5. 名字叫今天的狗

作者的话 

朴智利文学奖 

获奖感言 

评审委员评语 

作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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镕慈第 8届文学村青少年文学奖『穿越世界走向你』的作者李花妮新作！ 

「事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所相信的」 

支离破碎的事实与信任… 

2018年凭借『穿越世界走向你』获得众多读者爱戴的李花妮作者，这次以与前作完全

不同的决心，再次强势回归。这次的作品，虽然同样是描述青少年们面临的艰难现实

与孤独不安的心，但这次作家采用的笔法不是温暖的慰藉而是令人寒噤的警告。『想

被杀掉的孩子』生动地在读者眼前呈现，这世上充斥着只看眼前所示的人、只听想听

的人、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人的世界有多么野蛮。假如作者的前作『穿越世界走向

你』为青少年带来温暖的安慰，那么这次的作品『想被杀掉的孩子』则是向事实被任

意编辑、任意消费的世界提出的寒噤警告。 

「17 岁少女是最大的嫌疑人」 

无法预测结局，带有惊人吸引力的故事展开 

小说中的两位主角，周妍与徐恩，是两个从国中开始就感情要好的好朋友。在两人大

吵的那一天，学校后方的空地发现了徐恩的尸体，周妍因被视为最大的嫌疑人而被逮

捕。但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当天发生的事，周妍什么都想不起来。「在学校失去生命

的十七岁少女」，一名记者的报导引起了大众对这个事件的公愤，电视台为此开设了

专题节目。为了准备节目，采访了事件的相关人物，随着采访的进行，大家的证词逐

渐趋向将周妍指证为犯人。 

周妍真的是犯人吗？小说以针对周妍与徐恩事件作证的十七位证人的采访，以及周妍

身旁朋友的故事的交替形式构成。随着不同的采访内容，周妍与徐恩是什么样的孩

子、周妍与徐恩两人的关系，时时刻刻不断地变化。作者时而貌似满足读者们的好奇

心，时而又巧妙地回避。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越来越不看不清周妍是什么样的孩

子。像这样，令读者们陷入混乱的不可预料的故事展开，将为读者带来心有余悸的紧

张感与无法轻易阖上书页的投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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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被杀掉的孩子』这部作品在强烈的叙述与独特的结构中同入社会的根本性问题的

同时，也再次告诉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问题不单单只是他们的问题的事实。 

ABOUT THE AUTHOR 

李花妮 

1989年出生于蔚山，不顾周围人的劝阻，毅然在大学专攻文艺创作。2014 年以童话

《美杜莎的后裔》登上首尔新春文艺的舞台。代表作有童话《恶人的家》、《神鬼烦

恼解决师》和青少年小说《偷盗名字的少年》、《穿越世界走向你》、《给女孩的女

性主义》(共着)。《穿越世界走向你》获得第 8届文学村青少年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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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想被叫的名字吗? 

「生活对我来说比想象中冷漠，谁都不能为我的名字负责的事实伤害了我」 

女儿、妻子、妈妈、朋友、公司同事，我们长大后虽然被叫为很多名字，但却失去了

与别人不同的名字。为了迎合他人的视线或所属在某个地方才能相信是完整的人生，

因此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真正的名字。 

《我想拥有自己的名字》将开始独立、就业、结婚等社会生活，并面临人民变化的 20 

~ 30岁女性的内心世界用 8篇短篇小说展现出来。想要表现女性和社会冲突点的作家

金智友关注了从女儿到社会人、从学生到上班族、从女朋友到妻子等重新获得角色的

女性，并且敏锐地捕捉到在名字前她们所感受到的不安感和焦躁感、悸动和恐惧心

理。 

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名字的她们的故事！ 

「曾是第 3人称的女权主义，以第 1人称向我走来」 

书中共有八篇短篇故事，如讲述以不同的理由开始马拉松的四名男女寻找真正自己的

过程的《Medaya Running Club》、又如讲述了在稳定的生活目标下准备了数年的喜淑

和妍伊的倦怠和空虚的《国家考试》，以及藉由在分手后头上会出现「星星」的想象

来隐喻性地化解爱情伤痛的《这颗星星的名字》讲述了长久以来憧憬的生活和现实之

间的背离等，共 8篇故事中的人物和我们非常相像，讲述让我们变得辛苦的苦恼和矛

盾。读他们的故事就会发现，现在所经历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人的痛苦，进而得到他人

的认可不是活在世上唯一的办法。 

只要叫出自己的名字，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作家表示，通过不偏向于毫无根据的希

望或悲惨绝望的故事，都以各自的方式坚毅地坚持着生活。在这样的觉悟面前，努力

寻找自己真名的你今天也会得到温暖的安慰。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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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智友 

曾在东国大学师范大学专攻国语教育。在准备聘用考试的过程中，认知到比起老师自

己更想被称为作家的事实，于是开始写小说。在多所学校一边教国语一边写文章，一

想到自己不是老师也不是作家，就会想起这句话，「每天写小说的人都是作家」。偶

尔对这句话感到怀疑时，就会想起这句话的主人费尔南多·比绍亚(Fernando

Pessoa)。默默地在行李箱上写满文字，拥有很多名字的那个人。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7407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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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迪亚跑步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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일곱 번째 배심원 

AUTHOR 尹洪基 

윤홍기  

PUBLICATION 201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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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138*205*27mm 

GENRE 小说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出版前确定影视化！ 

CJ ENM × Kakao Page 强烈推荐！ 

电影《隐秘而伟大》编剧尹洪基第一部小说！ 

曾写过电影《隐秘而伟大》《凤梧洞战斗》等数十部电影剧本的尹洪基作家推出了第

一部长篇小说《第七陪审员》。《第七陪审员》是在 Kakao Page和 CJ ENM主办的第 2

届 chomiss 小说公募赛中评委们一致通过获得大奖的作品。Kakao Page 连载当时受到

了电影相关人士们不断的邀请，是一部展现了强大构成力和故事情节的作品，因出版

前确定影视化而备受期待。 

《第七陪审员》以承认杀害女高中生露宿者事件为中心，讲述了充满出人头地欲望的

检察官尹镇河、青涩却坚强的国选律师金秀民，以及最后第七位加入陪审员的 62岁无

业男子展开的反转故事。这篇小说与大韩民国的现实非常相似，因此很难只被当作是

小说，阅读后会引发很多思考。 

以确定犯人的审判，直到他的出现… 

火山站附近的蓄水池里浮现了 10多岁少女的尸体。被指为犯人的就是在火山站周边流

浪的露宿者姜允浩。由于被告人有很多暴力前科，而且他也已经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

讳，所以负责该案件的检察官尹镇河预测说「此次审判将很轻松」。但是随着担任犯

人辩护的国选辩护人金秀民对该事件申请国民参与审判，情况开始变得和尹镇河的预

想不同。陪审团从 40名陪审员候选人中选出 7名。随着该陪审员的名单被公开，看似

没什么特别之处的露宿者杀人事件开始受到世人的关注。张锡柱，62岁，无业男子。

尹镇河虽然想阻止他成为最终的陪审员，但是最终张锡柱还是作为最后的第七名陪审

员参与了审判，随着舆论的关注，情况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 

ABOUT THE AUTHOR 

尹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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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韩国艺术综合学校映射院电影系学习电影剧本创作。毕业后成为作家，撰写了

《隐秘而伟大》、《大韩民国 1%》的剧本和《凤梧洞战斗》等数十部电影剧本。 

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七陪审员》在 CJ ENM和 Kakao Page 主办的第 2届推理、悬

疑、惊悚小说公募展上以评委一致赞成的结果获得了大奖。获奖当时，审查委员们评

价道「以国民参与裁判这一有趣的素材和扎实的故事情节为基础，让陪审员和公判检

察官等有魅力的人物登场，写出了卓越的小说」。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7689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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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 事件的发生 9 

回附 提交审判 17 

续行 公审继续进行 139 

再开重新开庭审判 199 

提起 提出抗诉 323 

终结 世界终结 443 

作者寄语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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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外星人游戏 

외계인 게임 

AUTHOR 吴音 

오음 

PUBLICATION 2021/7/7 

PAGE 312 

SIZE 135*200*17mm 

GENRE 小说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我们都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都是‘外星人’」 

荣获「2020 年大韩民国文化信息大奖」总统奖(大奖) 

「令人震惊的新人诞生了！」 

《外星人游戏》在文化体育观光部和韩国内容振兴院主办的 2020 年大韩民国内容大奖

中获得总统奖(大奖)。评委们对《外星人游戏》表示「将 5个故事与各自人物的关系

混合，形成交集，以一个个结尾帅气地引领了剧情发展」，「始终保持剧情的紧张

感，支持有趣地讲述故事的笔力」。呈现出比往年高竞争率的这次公开征集大赛，经

过 1398 篇的激烈竞争，获得了第一名。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特别在电影、网络漫画、

话剧、电视剧等多个部门同时进行，其中小说获得大奖意义最大。 

在现实的地狱中，带着各自的伤痛和秘密，逃到被称为「旅行者天堂」的巴基斯坦坎

巨提的 5名青年旅行者。虽然是所有人都怀着秘密在现实中各自带着不同的失败和伤

痛出发的旅行，但在坎巨提相遇后萌芽的友情和纽带中，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新的恢复

和期待，人物们各自都感受到了心灵的变化。在这种变化和矛盾中，怀着各自不同的

目的和希望出发的守望旅行能否顺利结束呢…。他们通过「外星人游戏」展现了隐藏

在内心的人生伤痛和孤独，意识到了对人生的各种视线。 

某个「逃跑」转变为「旅行」的瞬间 

超越时间和空间，迈向新世界的方法也许只有完整地接受一个人。通过他人心中打通

的黑洞，共同走向下一个世界。这不就是外星人相互成为同类的方法吗？这个故事通

过站在也许再也回不去的警戒线的 5个人物视线，像向读者提议「外星人游戏」一样

展开。作家通过这本书，讲述在反复失败和处处隐藏的邪恶的诱惑中，我们最终是如

何生存的，以及我们最终不能放弃「我们」的希望的理由。 

聚在陌生旅行地坎巨提的五个年轻人醒悟的外星人游戏中的现实故事 

28岁的初中国语教师金雪、32岁的影像翻译家南河娜、40 岁的小说家崔洛贤、22岁

的大学生全娜恩、29岁的旅行者吴厚…，虽然五个人的职业和价值观各不相同，但却

是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极其平凡的人物。带着各自的秘密像逃跑一样进行背包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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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韩国 5名男女在小坎巨提的一个小村子相遇，自然而然地成为一行人。他们成为在

远方遇到的韩国旅行者，通过这种坚韧不拔的纽带，彼此感受到了温暖的连带关系。 

被参天雪山环绕的坎巨提山村。虽然这里以耀眼的风景著称，但太阳一落，五名旅行

者就会在各自的孤独中每天晚上相互寻找。表面上看,大家各自的位置和作用在维持

了圆满的关系,但实际上是在「同样是旅行者，可以敞开心扉的旅行者之间的纽带」

和「暂时在旅行地擦肩而过的一次性见面」的两种想法中，他们展开了惊险的走钢丝

游戏。 

为了守护彼此和自己他们各自隐藏着自己的秘密，在各自离开坎巨提的时间临近时，

大家一起计划去近郊的偏远村庄「守望」郊游。在出发前一天的聊天和每天晚上反复

的酒桌上，所有人慢慢变得无聊的时候，吴厚向一行人提议自己创造的「外星人游

戏」。在两种不现实、极端的情况中必须做出一个选择的游戏。随着这个外星人游戏

的深入，从自己创造的问题和回答中，他们隐藏的故事逐渐浮出水面，他们重新发现

了位于彼此缝隙中的断层和自己的痛苦。外星人游戏虽然像外星人一样遥远和陌生，

但就像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他们的故事对某些人产生共鸣，对某些人来说是一种安

慰。 

ABOUT THE AUTHOR 

吴音 

1984年 8月 7日生于大田。虽然被称为旅行者或作家，但却背不起沉重的背包，而且

也不会写难懂的文章。梦想着能传达爱和安慰的人生，终于明白了“最爱的、得到最

大安慰的也是旅行”的道理，决定离开这里继续生活。 

致力于创作说是人类的故事范围太狭隘，说是自己的故事又太过于宽泛的我们如同散

步一般的故事。遇见只知道爱情的人和连爱情这个词都不知道的人，今天也在路上虚

度一天。也许是因为每天都过着红色的日子，虽然生活在青春的绿色时期，但经常一

个人站在红色的位置上。 

凭借小说《外星人游戏》获得了文化体育观光部评选的"2020 年韩国文化信息大奖"总

统奖（大奖）。 出版了旅行散文集《痛苦的青春，问爱》和《停止爱吧》等。 

试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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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厚 / 29 岁男学 / 旅行者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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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霍利公园 – 实现愿望的游乐园 

홀리파크 

AUTHOR 李韩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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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2021/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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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RE 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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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此时此刻，奇迹正在实现 

为生活在新冠肺炎下的现代人送上暖心希望！ 

存在可以帮助实现愿望的蓝色精灵的魔法游乐园！霍利公园是一个占地比纽约中央公

园大 3倍的游乐园，只有 10岁生日的孩子能够进场。10岁的主角朱伊带着希望能治好

弟弟奈欧的愿望入场了，但在这个只有 10岁生日孩子才能进场的梦幻公园里他遇见了

20岁的谜样男孩比利。从比利口中听到的精灵传说，与朱伊自己已看了数十遍的霍利

公园百科全书大相径庭。此外，比利是早在 10年前就从白色精灵那实现「不哭的孩

子」的愿望的孩子。两个孩子相遇后，在魔法游乐园霍利公园展开了真正的故事，向

所有需要奇迹的人传递感动的幻想！ 

只要不放弃相信，奇迹就会到来 

因为新冠肺炎突如其来的爆发，全世界遭到重创，许多人陷入了情绪恐慌。『霍利公

园』是一本为现在需要奇迹的我们，传递「哭出来没关系」、「还有相信，奇迹就会

降临」讯息的作品。藉由书中自主领悟到为什么需要眼泪的主角朱伊，我们将发现成

长了一步的自己。成为「不哭的孩子」的比利，历经无数个因为无法哭泣而感到痛苦

的夜晚后，终于在 20岁长大成人后可以流出眼泪了。这并不是魔法，而是自己创造出

来的奇迹。以 108 岁的高龄自主战胜癌症的朱伊的祖母也告诉朱伊「自己创造出来的

奇迹」更精采。 

在阅读霍利公园中发生的趣事的过程中，将能领悟到眼泪的真正意义，进一步敲响自

己唤醒自己实现奇迹的力量。对于生活在新冠肺炎时代下的现代人，这本书将成为他

们的礼物。

ABOUT THE AUTHOR 

李韩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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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与书及文字近距离待在一块，努力得到了独立书店 – Schrudinger本部长的职

位，梦想着德业一致的生活。为了那些在简陋工厂的角落、读书室的角落、考试院里

的一角、容不下自己梦想的办公室、教室狭窄的书桌…等所有在狭小的空间里抱有宇

宙大的梦想的人而创作。着有『白雪覆盖一切』、『霍利公园』。 

试读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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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回一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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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实现奇迹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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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优雅的谎言』、『杏仁』、『刘愿』… 

让我们又哭又笑的作品们的后记！ 

『第二次结局』是集结得到众多读者爱戴的『优雅的谎言』、『杏仁』、『刘愿』等

作品的后记的小说集，收录了八位畅销书作者们创作的后记短篇作品。细腻描绘前部

作品中配角人物的内心，传递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属于自己的价值的讯息。 

书中共收录的八位作者的八篇短篇作品。金吕玲的「姐姐的重量」描绘失去妹妹的姊

姊的沉重内心；裴美珠的「新手调查员的奋斗记」述说了只要是社会新鲜人都会有感

的科幻作品；李贤的「普通的梦想」述说了主角因决心脱北的家人而不得不放弃梦想

的故事；金钟美的「我是农夫金光修」描绘年轻农夫在农村生活的人生；孙元平的

「箱子里的男子」描述了经历了骇人事件后的某位男性的世界；具并模的「致初元兆

的小孩」描述两个拥有伤痛的人一起创造新的共同体的故事；李熙英的「显示器」描

绘了忍受社会的异样眼光并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的故事；白温琉的「发球」描绘足

球选手隐退后坦然面对世上投以‘落伍者’眼光的故事。 

本书推荐给无论是否读过八位作者前作的读者，对于已经读过前作的读者而言本书将

带给他们再次与熟悉人物相遇的喜悦，对于未曾读过前作的读者而言本书将像是一本

礼物将带给他们丰富的故事。 

ABOUT THE AUTHOR 

金吕玲 

马海松文学奖 

文学村儿童文学奖 

创批青少年文学奖 

2008年最受注目的重量级新人作家 

『带来回忆的孩子』第三届马海松文学奖



 

『我的心里着着河马』第八届文学村儿童文学奖 

『菀德』第一届创批文学奖 

1971年出生首尔，毕业于首尔艺术大学文艺创作学系。小时候听曾祖母说故事成为她

的养分，在真挚的主题意识中不忘幽默风趣的说故事方式。 

其他代表作品有『刺的告白』、『优雅的谎言』、『闹哄哄的蓝色公寓』、『看过那

个人吗？』、『看见你』、『后车箱』、『吊灯』等。 

裴美珠 

2010年『Sinker』第三届创批青少年文学奖 

出生首尔，大学主修国语文学系。2008 年出版童话集『雄女的时间旅行』，此后开始

作家生涯。着有『风之狮子』、『林罗德』等。 

李贤 

第十三届金泰一文学奖 

第十届创批优良童书比赛大奖 

第二届昌元儿童文学奖 

2022年安徒生奖韩国候补者 

好奇世上所有故事的童话作家。着有『蓝色狮子哇尼尼』、『炸酱面会糊掉』、『长

寿万岁！』、『今天的天气』、『机器人的星星』、『坏人的重量』、『Play 

Ball』、『七支箭』、『拳头大的拳头』、『我想做的事，作家』、『廉咚咚的秘

密』，青少年小说『我们的扫描』、『1945，铁原』等。 

金钟美 

1963年出生仁川。在仁川万石村设立「铁道旁的读书屋」，自 1987 年起推行至今。 

2001年搬至江华岛两道面，现在致力于「铁道旁的小学校」的建设。1999 年在创批

优良童书原稿招集比赛中『锄头小孩』获选，此后开始作品活动。童话作品有『纸

饭』、『我的妹妹雅英』、『幸运与五福』；青少年小说作品有『小丑与我』、『全

是甜言蜜语』、『那天猫咪向我找来』、『我的东豆川』；散文作品有『花越多越

好』等。 

孙元平 

出生首尔。在西江大学主修社会学与哲学，也在韩国电影艺术大学电影学院主修电影

演出。2001 年「Cine21」获得第六届影评奖、2006 年再以「相信瞬间」获颁第三届

科学技术创作文艺大赛编剧奖。创作并出演了多数的短篇电影，如「不具备人类情感

的人类」、「你的意义」。第一篇长篇小说『杏仁』获颁第十届创批青少年文学奖，

从此踏入文坛。第二篇长篇小说『三十岁的反击』获颁第五届济州 4.3 和平文学奖。 

具并模 

『Wisar Bakery』第二届创批青少年文学奖 

2015『希望那是我一人的故事』今日作家奖、黄顺元新进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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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出生首尔。毕业于庆熙大学国语国文学系，毕业后从事编辑工作。2009 年出

版『Wisar Bakery』后开始作品活动。『Wisar Bakery』展现了不像新人的稳定笔

力，圆滑的剧情展开以及引人注意的故事内容得到了极高的评价。 

在某个网络平台上连载了名为『昆虫图鉴』的作品。该作品即便遮住作者的名字也知

道是作者的著作，是一部极具作者个人特有魅力、以原谅为主题展开剧情的作品。其

他作品有『为一一个句子』，长篇小说作品有『四位邻居的餐桌』、『破瓜』、

『鳃』、『一汤匙的时间』。 

李熙英 

第十届 5.18 文学奖小说部门 

第三届灯塔文学奖最佳优秀奖 

KB创作童话庆典优秀奖 

2013『有人活着』第一届金胜玉文学新人奖 

2018『Paint』第十二届创批青少年文学奖、第一届 BritG浪漫恐怖小说大赛大奖 

其他作品有『Summer Summer Vacation』、『你是谁』。 

白温琉 

2017长篇童话『精巧』第二十四届 MBC创作童话大奖 

2019『刘愿』第十三届创批青少年文学奖 

1993年出生于庆尚北到盈德。毕业于首尔艺术大学文艺创作学系。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418705 

CONTENTS/IMAGE 

金吕玲 – 姊姊的重量 

裴美珠 – 新手调查员的奋斗记 

李贤 – 普通的梦想 

金钟美 – 我是农夫金光修 

孙元平 – 箱子里的男子 

具并模 – 致初元兆的小孩 

李熙英 – 显示器 

白温琉 – 发球 

Ending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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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我们来自意大利辣香肠 

우리는 페퍼로니에서 왔어 

AUTHOR 金锦姬 

김금희 

PUBLICATION 2021/05/10 

PAGE 324 

SIZE 128*188*20mm 

GENRE 小说集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新东叶文学奖、现代文学奖、金胜玉文学奖的金锦姬作者新作！ 

现在，只有金锦姬作者才能达到的文学成就！ 

用明亮的文字描绘我们扭曲的内心的金锦姬作者，汇整了 2019 年至 2021年这三年间

获得各种文学奖的作品，出版了收录七个短篇小说的第四本小说集作品。书名作品

『我们来自意大利辣香肠』荣获 2020 年金盛玉文学大奖，得到金花英评审「证明一个

时代的热情、爱恋与挫折」、「优美的小说」的好评。「最后的李基成」荣获 2019 年

金盛玉文学奖优秀奖与 2020 年金笑石文学奖优秀作品奖；「怪异的诞生」入选 2019

年金右廷文学奖候补名单。2017年受奖现代文学奖时得到了允胜熙评审的「正从一位

会创作的作家迈向一位值得信赖的作家的阶段」好评。 

抚慰微小心灵的明亮文字 

值得信赖的金锦姬作家的世界 

金锦姬作者描述的是过去的丧失，但却不会将其美化或浪漫化。她将已逝的过去与现

在做连结，挖掘出现在在我们面前有意义的事实。刻画出无法克服过去伤痛的人物们

采取任何方式跳脱出这般枷锁终于学到‘最终真谛’而展现不同样貌的这部作品，以

及用特有的锐利视角每次都能创造出全新优美场面的金锦姬作家，没有我们不得相信

的道理。 

在「我们来自意大利辣香肠」中，描绘了‘我’与‘奇武胜’，一起在卢教授的宗宅

里做整理祖谱的打工的三个月期间变亲近又变疏远的故事。在这段关系中，还有卢教

授的孙女‘姜善’参与其中。光明正大地无视代表世界秩序与位阶的卢教授的宗宅与

族谱的姜善，巧妙地毁掉‘我’与‘奇武胜’的关系。什么都没做就快速地被挤出那

段关系的我，直到很久之后才自问那样的退缩是不是因为‘即便尝试过了也只是个什

么都得不到的贫困角色’。此后发现‘成长’的意义有时也被解读为 80 年代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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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次的小说集展开序幕的「我们有可能的夏天」，描绘了大学入学考屡次失败、第

三次重考的‘我’，与虽然成功考进医学大学但却是应失败的‘张义斯’，一起度过

失败的夏天的故事。这部作品特别的点在于，回顾那个时期的‘我’处于现在，对于

将现在年轻人感受到的贫困与无力单纯化的我感到无比羞愧，思考着「用现在的角度

回顾那个时期是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最后的李基成」是一部交叉描绘留学生‘李基成’与在日韩国人‘由纪子’间的爱

情与年代，讲述了立场不同的两人在同一个位置上一起斗争的故事。这场斗争虽然最

后以失败收场，但‘李基成’发现了‘不安的青春是投向未来成长的唯一真谛’。 

「奇异的诞生」中，安慰在爱情面前展开的‘奇异’选择的同时，也透过充满魅力的

人物展现我们想要斥责的复杂心情。无法理解与学生发生不伦、甚至离婚的‘老师’ 

的‘我’，向离婚后从纽约归国的同事‘李爱’倾吐心事，两人因此逐渐亲近起来。

藉由这两位人物，细腻地描绘出想要面对奇怪人生真相的剎那，以及作者感受到的痛

苦。 

本书推荐给所有喜爱金锦姬、喜爱文学作品的读者。让我们从金锦姬作者的明亮文

字，获得抚慰心灵的旅程吧！ 

ABOUT THE AUTHOR 

金锦姬 

2015, 2017年 年轻作家奖 

2016年 年轻作家大奖、新东叶文学奖、现代文学奖、舞贤艺术奖 

2020年 金盛玉文学大奖 

1979年釜山出生，在仁川长大。自仁荷大学国文学系毕业后，2009 年段篇小说『你

的档』入选韩国日报新春文艺奖，从此开始踏入文坛。主要作品有，小说集『感伤的

一两天』、『白天的恋爱』、『一个人的价值』；长篇小说『敬爱的心』；中篇小说

『我的爱，分数』、短篇小说『对此，我长久思考』；散文集『爱以外的其他话

语』。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562980 

CONTENTS/IMAGE 

我们有可能的夏天 

在圣诞节 

最后的李基成 

我来自意大利辣香肠 

诡异的诞生 

深度与倾斜 

草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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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 黄萣亚 

作者的话 

收录作品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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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给小王子讲述的咖啡故事 1 

어린 왕자에게 들려주는 커피 이야기 1 

AUTHOR 李泰菀 

이태완 

PUBLICATION 2020/11/5 

PAGE 240 

SIZE 138*200*20mm 

GENRE 小说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伴随着清香的咖啡，融入疲惫我们的灵魂的小王子 

《给小王子讲述的咖啡故事 1》-《小王子的回忆》是系列五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

讲述了回到自己星球上的小王子通过在地球上遇到的黑发大叔画的魔法书，学习地球

人与咖啡相关的生活、艺术、爱情和痛苦，进一步成长的过程。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日益发展，与此相反，我们内心和灵魂却在日益荒凉。在日益激

烈的竞争和无休止的自我开发以及现实生活中比起感性更需要理性的这片土地上，很

久以前就回到自己的星球上的「小王子」一边喝着香喷喷的咖啡，一边大步向我们走

来。6世纪左右，在埃塞俄比亚卡帕高原第一个发现咖啡的牧童·凯，虽然有将咖啡推

向世界的远大梦想，但在第一次航行中就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后来，凯以黑发大叔的

身份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在最幸福的童年时代读过的《小王子》。他把包含自己的全

部咖啡秘密的旧魔法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小王子。故事从这开始，直到最后，给疲惫不

堪的我们带来心灵的治愈和梦想，以及童心。 

ABOUT THE AUTHOR 

李泰菀 

成为童话作家之前是企业家，企业家之前是混合大师，梦想的咖啡人，CAFE.L，Lee 

Tae Wan COFFEE，L.ART CORPORTATION 的 CEO。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5307808 

CONTENTS/IMAGE 

作者寄语 

序言 

人物介绍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5307808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5307808


 

231 

第 1章 地球旅行中的回归 

01. 小王子的回忆

02. 梦游

03. 黑色头发大叔的回忆

04. 梦中离别

05. 告白

06. 被驯服的话

07. 秘密之门

第二章 给小王子听混合咖啡的故事 

08. 晚霞中绽放的朦胧感

09. Let's go/尘世 比这更沉重的灵魂

10. 与吸血鬼的采访/永远的人生是祝福吗？

11. 黑骑士/我来守护你

12. 海伦娜/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3. Gminor 巴哈/生活像音乐一样流淌

14. The One/只为一个人

15. 你好！我的小星星

第 3章 幕后故事/凯的故事 

16. 很久以前丢失的记忆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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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没有人比地球人更爱地球 

지구인만큼 지구를 사랑할 순 없어 

AUTHOR 郑世朗 

정세랑 

PUBLICATION 2021/06/10 

PAGE 400 

SIZE 128*188*30mm 

GENRE 旅行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对于即便消失地无影无踪也完美消逝的瞬间 

这本书原封不动地收录了郑世朗作家如何诞生、「郑世朗世界」的所有秘密。除了写

下若是没有踏访就不会认识的人们以及不会发生的事的纪录外，也收录了过去与未

来、东西文明、人类与环境、这个时代下我们必须思考的事、跟爱的人一起生活在这

个地球上的意义等内容。说着自己不喜欢旅行的各种理由，最后却坦承喜爱旅行心意

的可爱的地球旅人郑世朗，在书中收录了面对喜爱的事物展现最纯真样貌的人们，以

及自己在面对那纯真样貌时的真情流露。 

所有人翘首盼望的书，这个时代最受读者喜爱的郑世朗作家出版了第一本散文作品

『没有人比地球人更爱地球』。这本书告诉人们，阅读不只是一个人读书的行为，而

是以自己的方式享受各种故事、透过书与其他人认识、进而认识自己的旅行。从这个

层面来看，这本书应该是这个时代下最需要的真正的「旅行散文」。 

郑世朗作家以讨厌旅行闻名，但因为想念朋友而飞到纽约、因为中了奖所以去了伦

敦、因为跟着男友一起留学而去到德国，意外地塔访了许多国家。旅游日记不知不觉

持续了九年，就在所有人都想念旅行的时刻，这本书碰巧完成了。时间如层层堆栈的

千层蛋糕，造就了奇妙的旅行日记的诞生。作者不放过任何零零角角，向所有事物投

以关注。在郑世朗的世界里，我们所有人都是那个瞬间里的特别主角。希望爱的人的

世界不会突然崩塌、在某处持续进行有爱的谈话、迫切期盼世上各个闪烁的角落安好

健康，朝着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向着爱与光芒迈进。 

乱七八糟的世界只要经过郑世朗作家的滤镜与镜头，就能发现未知的希望，特别的程

度甚至令人怀疑所看的是不是同一个世界。若用这样的视线来看，习以为常的日常也

变得不寻常。在旅游被迫暂停的时代下，将能展开真正的旅行。当朝着更多的爱、更

美好的世界展开旅程时，这本书将成为你最可靠、最有温度的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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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郑世朗 

1984年在首尔出生。2010 年在「FANTASTICK」上发表『DREAM,DREAM,DREA』后开始了

文学创作。2013年『如此靠近』得到创批长篇小说奖；2017 年『fifty people』

(Taiwan Sold)韩国日报文学奖。着有小说集『在屋顶上相见』，长篇小说『想念虎

牙』(Taiwan Sold)、『地球上独一无二』、『 载仁、载育、载勋 』、『 保健教师

安恩英 』(Taiwan Sold)、『从她的视线』(Taiwan Sold)。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117049 

CONTENTS/IMAGE 

纽约 

亚琛 

大阪 

台北 

伦敦 

作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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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唯独留下爱 

사랑만이 남는다 

AUTHOR 罗泰柱 

나태주 

PUBLICATION 2021/01/07 

PAGE 232 

SIZE 130*195*20mm 

GENRE 诗集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BTS J-hope 推荐诗人罗泰柱新作！ 

送给世上所有爱人的爱情信！ 

简短而单纯，容易理解却带有余韵的诗，不分男女老少引起人人共鸣的诗。得到 80万

读者支持与爱戴的罗泰柱诗人，以特别主题的诗集在 2021 年再次与读者相见。 

这次的作品里，作者展示了因激动与喜悦而颠簸的爱情、因焦虑而翻来覆去的爱情、

以及默默守护与支持的爱情，让我们看见了爱情的各种面貌。在将近 80 年岁月的人生

里，作者感受以及领悟到的人生就是「爱」。他说我们之所以感到忧郁、悲伤、不

安、不幸，是因为我们「没能去爱」。 

新作品『唯独留下爱』是罗泰柱诗人寄给世上所有爱人的特别爱情信，内容包括他从

在将近 50年的诗人生涯里挑选出的爱情创作诗篇，以及为了这次作品而新创作的诗

作。书中共分成三个章节进行，分别以给世上所有爱人、世上所有妻子、以及世上所

有女儿为主题，共收录了 142篇诗作。 

书中除了罗泰柱诗人的动人诗作外，还收录了现在正在越南胡志明市展览的世界级插

图画家苏安洛克苏安的画作，将生活中各个美好瞬间与诗作一起呈现出来。 

当我们感到疲惫孤单时，只要我们能够跟着诗一起呼吸，将不会有内心崩塌或被击败

的瞬间。现在，就让我们跟着罗泰柱诗人一起，用稍微不一样的方式去学习爱吧！ 

ABOUT THE AUTHOR 

罗泰柱 

1945年出生于忠清南道舒川郡始草面草岘里 111号外婆家，毕业于公州师范学校和忠

南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长期担任小学教师。2007年以公州长期小学校长的身份，结束

了长达 43年的教职生活之后，目前正专心于诗歌创作。1971 年凭借[首尔新闻(现大韩

每日)]新春文艺诗《竹林下》成为文坛新人，进入文坛后不断展开活跃的创作活动，

发表了数千篇诗，用简单明了的诗句表达了朴实、温暖的自然情感，受到了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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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喜爱。《草花》被选为韩国人最喜爱的诗，是深受喜爱的代表性的国民诗人。曾获

得过土医文学奖、忠南文化奖、现代佛教文学奖、朴用来文学奖、诗和诗文学奖、乡

土文学奖、扁云文学奖、黄条勤政勋章、韩国诗人协会奖、郑芝溶文学奖、孔初文学

奖、唯心作品奖、金札记文学奖等众多奖项。 

他于 197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在竹林下》，1981 年出版了散文集《竹林里的星

光》，1988 年出版了诗集《空手之歌》，1999年出版了诗集《即使有我爱的心》， 

2001年出版了诗集《即使有我爱的心》，2001年出版了诗集《睡在星星下的诗人》， 

2004年出版的童话集《孤独的人》，2006 年出版了《不要哭，妻子》、《姐姐的秋

天》、《莫同里素墓》、《山村明信片》、《灿烂的皮肤》、《你先在那条路上》、

《因为还爱着你而感到悲伤》、《心灵的补足》、《草花与玩耍》、《独自一人也是

花的你》、《你说我也好》等。 

1972年「鸟巢诗同人会」同人会，1995年「金刚诗村」会员，1993 年至 1994 年任忠

南文人协会会长，2002年至 2003年任空州文人协会会长，2001年至 2002 年任公主文

化院院长，系刊《佛教文艺》编辑周，双月刊《热爱诗的人们》共同周刊，地区文人

会共同主席，2002 年至 2002 年任公州文人协会会长。曾任韩国诗人协会审议委员长

(副会长)。目前生活在公州，建立并运营公州草花文学馆，并制定并实施草花文学奖

和海外草花文学奖，目前担任公州文化院长和忠南文化院联合会长。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652580 

CONTENTS/IMAGE 

作者的话 – 只有爱是正解 

第一部 想偷偷呼喊的名字 – 致世上所有的爱人 

当爱来临时 / 打开心扉 / 想念你的日子 / 爱 1 / 约定 / 秋天的信 / 河畔 / 我的

愿望 / 单纯的爱 / 当下说出口 / 梦幻 / 活下去的理由 / 台风般的消息 / 因此 / 

星星 / 离开的位置 / 秘密日记 1 / 摇摇晃晃 / 你也是如此吗 / 恍惚极致 / 树 / 

渗透 / 只有上天知道 / 爱总是生疏 / 杨贵妃 / 那句话 / 所谓爱 / 活着 / 近况 / 

今天的我为什么这样呢 / 离别 / 留在心底的宝石 / 小岛 / 心一下子堵住时 / 终日 

/ 野菊花 1 / 乘着电话线 / 某句话 / 秋天的约定 / 想念的人在远方 / 起风 / 别离 

/ 话这样说 / 今天的你依旧在远方 / 冬天的车窗 / 何时为止 / 今天的约定 / 老天

爷 / 认识你之后 / 致离开的人 / 花开的桃花洞 / 爱 2 / 竹林下 / 现在风有点凉了 

/ 不知道的事 / 直到最后说不出口的话 / 野菊花 2 / 向树搭话 / 秋天的信 1 / 秋

天的信 2 / 想念的日子 / 我为了你 / 向风问话 / 想念 / 徘徊 / 山茱萸花的足迹 / 

爱的喜悦 / 世上的我与我 / 初雪 / 想念 / 花 1 

第二章 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 致世上所有妻子 

礼物 1 / 对你的感谢 / 斑点 / 春雨 / 害羞 / 随心所欲 / 我的爱原来是假的 / 爱

的方式 / 起风的日子 / 对爱的回答 / 花 2 / 花 3 / 各种办法 / 晴朗的天空 / 赤

裸的脚 / 冒昧地 / 在地面上的几天 / 偶尔的爱 / 花 4 / 秘密日记 2 / 终究 / 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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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 木莲花凋谢 / 长久的爱 / 成为那样的人 / 唯一一次的请求 / 爱里的开导 / 

礼物 2 / 锦江 / 走在田间小路上 / 光脚丫 / 夕阳真棒 

第三章 只要想到你心中的芽就开始萌发 – 致世上所有的女儿 

春天的人 / 向你致谢 / 得到爱的人 / 致青春 / 独自一人 / 单纯好笑 / 互相都是

花 / 路上的祈祷 / 祝贺 / 爱 3 / 放着你 / 幸福 / 我爱的人 / 贫困的愿望 / 台

风天隔日 / 来不了的心 / 是爱就走吧 / 你的名字 / 与孩子道别 / 问候 / 在远处

祈祷 / 想念 / 照着照片 / 寄给妳 / 冬天里也开花 / 慢走我的爱 / 爱妳的聪明 / 

致给青春的摇篮曲 / 买围巾寄给妳 / 妳离开以后 / 很好 / 即便如此 / 向妳问好 / 

真正的爱 / 憧憬 / 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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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仅此，三分钟热度 

이까짓, 작심삼일 

AUTHOR 弗拉皮纳 

플라피나 

PUBLICATION 2021/7/19 

PAGE 216 

SIZE 115*179*13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用成长逻辑编写游戏的企划者打造的克服无力的程序 

《仅此，三分钟热度》是作者把自己在推特中最受欢迎的文章收集在一起重新整理而

成的文章。转发次数超过 1千次的文章到超过 2万 7千次的文章，在 1年多的时间里

整理受到粉丝们好评的文章。他还在推特上发表了没有分享的作家独有的迷你程序秘

诀。该书的特点是，将 22个可以摆脱决心、实现小实践的迷你程序分为 5个领域（制

定程序、分配力量、培养问题解决能力、交流、生活态度）。作者在推特上散落的文

章被编成各领域，读者可以不拘泥于顺序，寻找必要的领域阅读。 

作者弗拉皮纳在 11年时间里为游戏角色成长赋予逻辑。等级 1的角色要想成为等级 2

的话要通过什么样的任务，要找出什么样的武器，为了让复杂的游戏顺利进行计划和

修正。作者为了制作更有趣的游戏，学习了心理学和脑科学，并领悟到游戏中的人物

成长和现实中的自我开发没有多大区别。在工作和生活上，因不良习惯经历困难的作

者将自己着眼于游戏人物成长逻辑的现实自我开发秘诀应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并在推

特上共享了有效的方法。 

使用一天一迷你程序，22天后摆脱无力感！ 

最近，因为居家办公和在线授课而让个人活动的时间增加。刚开始一定会计划好自己

的兴趣活动和自我开发等充分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现在是否很

好地执行了这个计划？不是整天躺着看手机，浏览 YouTube 吗？可能是因为计划没能

实现而感到无力的人很多，最近在 SNS 上流行为了克服无力感的「To do List」共

享。 

《仅此，三分钟热度》的作者弗拉皮纳对于人类出现三分钟热度的原因分析到「人类

的大脑本来就是为了不能摆脱长久的习惯而设计的」。这表示，改掉坏习惯，养成好

习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作为摆脱三分钟热度的解决方法，作者提出了 22种「迷你程

序」。如果每天做一个，那么 22天就可以制定出自己的迷你程序。书里有业务？书中

详细介绍了提高学习效率的程序和工作结束后不断进行自我开发的程序。不用天天做

也行。无论何时，只要重新开始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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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因坚持三分钟热度而寻找突破口的人，就请阅读一下作者的「迷你程序」

吧！相信透过作者的亲切指引，我们将能用简单但可靠的安慰剂式迷你程序来创造更

加充实的今天！ 

ABOUT THE AUTHOR 

弗拉皮纳 

作为游戏企划人工作了 11年，上传了有关开发和管理技巧的推特。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625776 

CONTENTS/IMAGE 

序言 决心不重要 

[程序] 放弃每天都要遵守的强迫 

[吐槽] 快点开始 咬住不放 

[风格]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ACBD] 不要一个人做苦恼和决定 

[敏捷] 敏捷到底是什么？ 一定要知道吗？ 

[交易周期] 组合步骤 发现协同效应 

[波慕岛路] 这不是意大利面的名字 

[动态学习] 欺骗大脑的学习方法 

[基本值] 修正的末端是纯默认值 

[真正较量] 你认为真正较量是什么？ 

[自责] 脏兮兮的生活太忧郁了 新生，我想活下去 

[技能树] SSS 级技能才能生存 

[警戒] 划线的核心是时机 

[meta认知] 需要了解我的理由 

[强化学习] 听说还学过 AlphaGo的学习方法 

[自我介绍] 通过程序积累起来的自我 PR 

[补偿] 游戏行业从业者关于补偿的谈话 

[多巴胺] 高三的时候玩为什么会有趣呢？ 

[认知不协调]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时候 

[热情] 如果不喜欢就搞砸的热情？！ 

[才能] 适合每个人的才能都不一样 

[决定] 要放弃什么 

结语 改变我的力量：喜欢的力量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625776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62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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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心是蓝色的，体温是正常的 

마음은 파란데 체온은 정상입니다 

AUTHOR 四艺 文图/尹圣 图 

사예 글그림/윤성 그림 

PUBLICATION 2021/6/8 

PAGE 240 

SIZE 130*188*14mm 

GENRE 插图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外在完好无损，内部却染成蓝色的心… 

谁也不知道的我心中的故事漫画 

收录 10 篇未曾公开的花絮！ 

这本书是关于平凡人也会有平凡而来的忧郁，对谁都无法讲述的我的内心故事漫画。

书中收录了在 Instagram上连载的人气漫画《四艺的忧郁症日记》中未曾公开的 10个

小故事。《心是蓝色的，体温是正常的》讲述了对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但内心是蓝

色忧郁心情进行轻松表达的故事。从去医院的方法到作者本人的治疗经验，讲述了一

个平凡的人遇到忧郁症时经历的过程。 

作者已连续 6年患有忧郁症。某一天，平凡地来到自己身边的忧郁，至今也没有完全

好转的迹象。因为不想让它成为自己生活的包袱，所以总是把「没关系」挂在嘴边，

相反总是希望有人能理解这个心情。如果没有人向我伸出援手，我就想先伸出援手，

于是开始把自己的故事和画一起上传到 SNS 上。 

看似平凡袭来的忧郁，绝不能认为是小事而随便待之 

「我很沮丧」、「我可能得抑郁症了」，这些话是每当我感到疲惫时习惯性地说出来

的。被称为心灵感冒的忧郁，在平凡人身上，也会很平凡地找上门来。但并不是说无

论是谁都会经历的事，所以就可以轻视这个问题。作者惋惜地表示，如果知道抑郁症

是困扰日常各个角落的疾病，就不会给它取名为「感冒」。因为虽然抑郁症和常见的

感冒一样，但有人却感冒了几年，过着重复的日常生活。人们常常误解抑郁症患者真

的「想死」的想法，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不是想死，只是很难再坚持这种痛苦的生

活。这本书让我们回顾一下患有抑郁症的人是否也轻视自己的这样疾病。通过作者的

故事，希望默默地生活在「没什么大不了的」的罪恶感和痛苦中的人们能得到更多的

安慰。 

为什么没有治疗处于死角的心灵呢? 

肉眼可见的伤口，从 1到 10可以表现自己有多痛。因为肉眼可见，所以周围人也会担

心。但是，能否将连自己也不知道的忧郁的痛苦从 1到 10来衡量呢？因为无法估量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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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所以说「这样下去会结束吧」，再次陷入忧郁的深渊。作者在治疗忧郁症之前也

犹豫了很久。但是，当时如果有人伸出援手就好了，所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并主动伸出

援手。这本书从对待抑郁的方法到精神和治疗的故事，都是以温暖的、实质性的建议

构成的。这样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就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就想和作者手牵手一步步

前进。 

作者想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毫无理由地悲伤、无力并不是你的错，只要好好结束一

天就足够了。就像没有永远的喜悦和悲伤一样，停止心中郁积的感情和无休止的争

斗，一点点流逝吧。那么，你一定会迎来每天光芒四射的那一天。 

ABOUT THE AUTHOR 

四艺 

白天以平凡的上班族，晚上以四艺漫画的文章和画家的身份过着日子。患有抑郁症，

在精神科接受治疗已经 6年了。但是想告诉大家，即使患有忧郁症也可以像其他人一

样平凡地生活，并想改变此前对精神科的认识，因此她开始将相关经验和平凡的日常

故事上传到 instagram上。最近，她将自己从高中时期开始经历 10年的饮食障碍故

事上传到 instagram 和 naver 的“最佳挑战”漫画中，并希望总有一天这个故事能出

版成书。 

尹圣 

插图画家。在游戏公司作为概念艺术家工作多年后，产生了“想画饱含我感情的画” 

的想法，辞职后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活动，正在构建自己的作品馆。接受过去曾在单

位结缘的师傅的提议开始进行绘画创作。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344558 

CONTENTS/IMAGE 

序言 “最近过得怎么样?” 

01. 直到去医院

某一天晚上|想起夜晚的记忆|还有几年|不是心灵的感冒|

02. 去精神科了

第一家医院|第二家医院|第三家医院|第四家医院|第五家医院|第六次去医院|去医院

之前|对待身边人的忧郁症时

03.忧郁症症状和各种治疗

抑郁症和感情丧失|无力症和负罪感|睡眠变化|体重和食欲的变化|精神和药物治疗

（1）|精神和药物治疗（2）|电疗|"最好增加药量"

04. 摆脱痛苦( 身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344558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34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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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和折磨 | 节约能量 | 减轻负担(1) | 减轻负担(2) | 健康和体力 | 身体问题
出

乎意料的问题 

05. 摆脱痛苦（心）

思想习惯 | 心理咨询 | 咨询老师（1） | 咨询老师（2） | 网上咨询 | 超越感情的

波涛

06.时间的流逝

持久战|生活的意外性|自尊心问题|不要消失|宇宙的灰尘|如果很难找到意义的话

07. 缔结

写和画的理由|帮助和愿望|抑郁症和希望|这抑郁症是从哪里来的呢？

[番外] 琐碎的四艺日常 

只有我是特别的人吗？ | 表达感情|公主制造者|下决心结婚的日子| 漫画和情感 

[结语] 虽然想消失，但也想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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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确定少了一点伤害后，下一步是什么

呢？ 

더 좋은 곳으로 가자 

AUTHOR 郑文正 

정문정 

PUBLICATION 2021/03/10 

PAGE 256 

SIZE 130*200*14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50万畅销书『微笑面对无理之人』作者郑文正新作！ 

当我们感到疲惫时，帮助我们不放弃、继续向前迈进的生活贴近型的指南！ 

在不分时代，「公平」成为最敏感的话题的社会里，当觉得自己的条件不足时，我们

容易责怪世界或自己的背景。这本书中收录了当我们感到疲惫时帮助我们不放弃、继

续向前迈进的生活贴近型的指南。 

前作『微笑面对无理之人』销量突破 50万册，海外授权台湾、日本、泰国、越南、印

度尼西亚、中国亚洲六国的畅销书作者郑文正带来了全新的散文作品！如果说前作将

焦点放在如何不受伤建立安全的人际关系距离，那么这次的新作则包含了为那些连向

上成长一个阶段所需的基本步骤的接触机会都没有，甚至无法尝试更好生活的读者们

准备的介绍工作与生活要领的自我开发散文。作者毫不吝啬地分享了自己「习惯性选

择不幸」的经验，并建议读者打破自我怜悯的恶循环，一起手牵手迈向更美好的人

生。希望读者们能放下怨恨与悲伤，循着向往的方向踏出坚实的步伐。 

作者说「得到许多读者喜爱的前作『微笑面对无礼之人』，是一本教会畏畏缩缩的社

会新鲜人如何适当表现自己、确认安全的人际关系安全距离的书。那么在设定好少得

到一点伤害的距离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呢？这次的新作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供适切的指

引。我们不可能是永远的社会新鲜人，无法停在原地守护在意的东西，必须小心翼翼

地开辟新领土。随着年龄增长受到的伤害跟给予他人的伤害一样多，学到的东西逐渐

演变成尝试新事物时的阻碍，所有一切都渐渐地使我们变无力。这本书，就是为这个

时候的读者准备的值得他们参考的成熟态度与情绪管理的指南」。 

本书推荐给稍微脱离社会新鲜人身分、希望能用更成熟的态度与思考方式引领自己走

向更美好人生的读者。相信在畅销书作者的指引加持下，阖上书的读者们能够更靠近

自己理想中的样貌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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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郑文正 

在大邱出生长大，大学主修社会学。从杂志记者开始，担任过企业品牌的宣传组长、

明日大学数字媒体组编辑长，十年间经手各种文创企划。与明日大学二字头研究所共

着了『必须读懂二字头才能看出趋势』、『二字头拒绝你的品牌的理由』。前作『微

笑面对无理之人』销量超过 50万册，授权亚洲 6国(台湾、日本、泰国、越南、印度

尼西亚、中国)海外版权。在『Big Issue』、『Anusual 杂志』、『POPOPO 杂志』、

部落格等各种媒介上刊载专栏，出演过「改变世界的时间，15分钟」、「等一下露营

人」、「说什么热情」等多个节目。视安东尼奥格拉姆西「可以理智悲观，但要意志

乐观」作为人生座右铭。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779180 

YouTube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cifs5wu0X4 

CONTENTS/IMAGE 

前言 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要领 

第一章 不知道为什么，讨厌的事物上总是埋着伤痛 

想要相信是真的，属于我自己的符咒 

贫困中带有宽容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如果父母亲是无礼的人该如何是好？ 

毕竟有可能是因为不了解而讨厌 

忍受现实所需的不实际现实 

致无法继承文化遗产的你 

不带恶意却变坏的瞬间 

不知道为什么，讨厌的事物上总是埋着伤痛 

忍受暧昧的自己 

活出第二次人生的方法 

假如不想受骗于假大人 

不是被丢弃，而是被发现 

第二章 像拿鸡蛋般，带着速度与平衡 

不是上班族也能生存吗 

规划好一整天心情的马奇诺防线 

不是只做这件事的人 

公司里没有败部复活战 

胡里胡涂当上组长后看见的事 

那个人，不会永远高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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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琳版权代理
 「我们没有本钱倦怠」与「这有什么意义」之间 

用大人的方式处理猜忌与忌妒的方法 

深情却孤独的相遇 

虽然愿意倾听，但决策权属于自己 

要求的感谢并不代表真的感谢 

你无法教育孩子 

第三章 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吧 

不只今天，明天，甚至明年都要好好的 

不边哭边讨论钱 

必须用钱赚时间 

区分好坏的练习 

切合身体的不幸 

不公平的大人恋爱 

优点压制缺点的人 

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吧 

普通人能够想出特别的创意吗 

就像我也有伤痛一样，你也有我看不见的伤痛吧 

将过去的黑暗埋在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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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孩子的世界 

어린이라는 세계 

AUTHOR 金素英 

김소영 

PUBLICATION 2020/11/16 

PAGE 260 

SIZE 130*205*16mm 

GENRE 插图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越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我们的世界越宽广 

学会尊重同样身为世界居民的孩子们的世界 

孩子们不容易被看见，因为他们身形矮小，也因为他们的发声微小。倘若不是一位养

育者或担负照顾责任的人士，很容易遗忘我们身边「有」孩子一起生活的事实。超过

十年的时间担任童书编辑、现在在阅读教室跟着孩子们一起阅读的金素英作者，为了

让更多人看见孩子的存在，持续不断地为此书写发声。『孩子的世界』收录了作者在

与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发现的微小存在们努力认识学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孩

子是现实中我们身边的孩子，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曾度过的孩童时期的孩子，也是即将

打造下个时代的住在同时代的孩子。 

书中作者分享的将阅读教室里孩子们特有的想法与行动的留心观察记录下来的文字，

逐渐扩展至对孩子的世界做出反应，并顿悟到大人的作为以及为所有成员准备适当位

置的社会义务。想更进一步了解孩子的努力，与想了解自己、邻居、社会等其他成员

并无其他两样。 

在我们身旁、我们身上、世界上的孩子 

令人感到愉快又有爱又慎重的发生 

并不是只有特别的孩子才会出现在金素英作者面前，只是当大多数的大人无心错过的

瞬间，金素英作者细心留意并记录下来。书中出现的孩子并不是某人的儿子女儿，也

不是该学习哪些知识的几年级学生，只是一位拥有自己的想法与见解的个人。金素英

作家并非努力去了解孩子的内心或提出对孩子有益的建议，只是说出在我们身边的每

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样貌「生存」在我们身边。无论是费劲地绑鞋带、没办法一个人搭

电梯、挑出食物里的红萝卜等样貌，虽然带点缓慢生疏，但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

在经营自己的人生。 

对孩子好的世界，也是对大人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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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下一个世代的「别人家的大人」的角色 

「我喜欢『别人家的小孩』的说法，因为这样我是否就能够成为『别人家的妈妈』、

『别人家的爸爸』、『别人家的姨母』、『别人家的叔叔』？如此一来就能够一起陪

在『别人家的小孩』身旁跟着照料、学习、关爱、忌妒、放心、担心。」(原文

p181)。金素英作家虽然是一位长久以来从事与孩子相关工作的专家，但并不是一位

亲自养育孩子的养育者，因此经常听见「生过孩子才有办法做出好的童书」、「因为

不是妈妈所以不了解」的指教。但如同并非拥有养育经验就表示能对孩子做到百分百

的理解，非养育者也不表示对孩子一知半解或没有发言的资格。反而因为非养育者是

在家庭的框架外与孩子相处，因此更能看清楚孩子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员必须享有的权

利以及同样身为世界成员的大人必须担任的角色。 

本书推荐给所有的大人读者。相信透过这本书，我们将能正视那些我们都曾度过但却

未曾重视或说出口的孩子故事。 

ABOUT THE AUTHOR 

金素英 

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国语国文学系，毕业后于出版社担任童书编辑超过十年的光阴。

现在在读书教室跟着孩子们一起阅读，着有『阅读童书的方法』、『说话读书法』

等。 

找向作者的阅读教室的孩子们总是陷入阅读的乐趣，秘诀就在于「说话读书法」。阅

读后孩子们感到最来劲、对他们最有帮助的事就是「说话」，核心就在于阅读后透过

说出书中的内容与感想让他们自己领悟阅读的乐趣。了解阅读的乐趣后会产生阅读的

能力，产生阅读的能力后就会产生书写的能力，自然而然的养成会读书的头脑，更进

一步的能够变成一位与书亲近的读者、成为一位有教养的大人。作者将如何养出一位

爱阅读的孩子的读书教育方针及具体的实践方法收录在『说话读书法』。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4978691 

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QgIO1pGbg&feature=youtu.be&ab_channel=%E

C%82%AC%EA%B3%84%EC%A0%88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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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七幕七章》之后的 27年， 

洪政旭更加深刻的省察，还有不变的热情！ 

《50--洪政旭散文》是洪政旭自《七幕七章》27年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在过去 10年间

上传在 SNS 上的文字中，加入记忆深刻的逸事和故事，都诚实地记录于本书之中。将

这本书中收录的第一篇散文登载在网站上时，出现了各种推测报导，大众都在猜测他

的行动。但这本书完全包含了已到 50岁，像音乐演出的「互动」一样，想在人生休息

时间回顾自己的作者洪政旭的心情。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确认他对生活的想法和态

度以及不变的热情。 

自《七幕七章》27年后的 27年里洪政旭讲述的 50 个故事 

「10 年后我将对现在的我提出什么建议？ 

肯定不是后悔做过的事，而是后悔没做过的事】 

这本书是畅销书作者兼经营家洪政旭自《七幕七章》之后首次真实地写出自己故事的

散文。迎来 50岁之际，作者在 50篇散文中记录了期间所想的一切。这 50 篇论散文是

过去 10 年里在 SNS 上上传的文章，并加入了各种照片，让人自然而然地读懂思考。在

这本书中，他将一直没有阐明的想法和人们对自己有什么误解、为什么会产生那种误

解等全部展现出来。 

孔子的《论语》中讲到「五十而知天命」，2020年满 50岁的洪政旭在回顾自己的人生

时，明白了过去 50年的生活是为了找到自己使命的人生旅程。他把这种感悟完整地写

进了 50 篇散文里，就这样诞生了这本书。洪政旭的文章与众不同。他在 SNS 上传的每

一句话都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在 SNS 上他被称为「名言制造机」。 在《七幕七章》中

已经展现出写作实力的作者在《50--洪政旭散文》中展现了更加压缩、更具回响性的

文章。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们会有一种想要在每一页上划线记录下来的欲望。 

畅销书作家兼经营家洪政旭的真实想法！ 

洪政旭，他的每一句话都出现在报纸上。不管他本人是否愿意，作为大选候选人、首

尔市长候选人被众说纷纭。因此，当他公开写这本书时，很多媒体都在报导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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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并忙于预测他的下一步行动。但是写《50--洪政旭散文》并不是为了重新投身政

治。洪政旭反而在这本书中展示了自己以什么样的想法生活、自己为何离开国会和政

治选择创业者和经营者的道路、在生活中寻找什么、梦想着什么样的未来等。让我们

越过一篇散文就猜测他的想法的媒体报导，直接听听记录了洪政旭作者自己想说的话

的这本书吧！ 

ABOUT THE AUTHOR 

洪政旭 

1970年出生于首尔。在九井中学读书时出国留学，毕业于罗斯梅里霍尔高中。1993年

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校期间在首尔大学政治系进修一年。之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研

究生院学习，1998 年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获得了 J.D.(Juris Doctor)学位。1998 

年，他通过了美国纽约州律师考试，在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工作，创立了风险企业

struccycorn。 2002 年回国后，收购了发行《先驱经济》和《韩国先驱经济》的《先

驱报》。2008 年当选为第 18 届国会议员，担任外交通商统一委员会委员，并宣布不

参加第 19 届议会选举。2012 年重返《先驱导报》会长一职，连续 14年实现盈

利，2019年出售了公司。另外，2013 年创立了环保革新食品企业奥尔加尼卡，并持续

快速发展。2011年成立了非营利社团法人"Alljae"。同时，他还担任世界自然基金

(WWF)韩国本部、国立中央博物馆会、乔乌特•罗斯梅里霍尔理事。他还被评为世界经

济论坛（达沃斯论坛）的"英国全球领袖"、亚洲社交的"亚洲 21 哈喽"。着有《七幕七

章》和修订版《七幕七章，之后》。现任奥尔加尼卡会长兼奥尔加理事长，与夫人孙

贞姬育有 2女 1子。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826669 

CONTENTS/IMAGE 

01 ______ 011 

02 ______ 015 

03 ______ 019 

04 ______ 023 

05 ______ 027 

06 ______ 032 

07 ______ 036 

08 ______ 040 

09 ______ 044 

10 ______ 048 

11 ______ 052 

12 ______ 056 

13 ______ 060 

14 ______ 064 

15 ______ 068 



 

260 

16 ______ 072 

17 ______ 076 

18 ______ 080 

19 ______ 085 

20 ______ 090 

21 ______ 094 

22 ______ 098 

23 ______ 102 

24 ______ 107 

25 ______ 111 

26 ______ 116 

27 ______ 120 

28 ______ 124 

29 ______ 128 

30 ______ 133 

31 ______ 137 

32 ______ 141 

33 ______ 146 

34 ______ 151 

35 ______ 155 

36 ______ 160 

37 ______ 164 

38 ______ 169 

39 ______ 173 

40 ______ 177 

41 ______ 181 

42 ______ 186 

43 ______ 190 

44 ______ 194 

45 ______ 198 

46 ______ 202 

47 ______ 206 

48 ______ 210 

49 ______ 215 

50 ______ 219 

结语 224 

感谢语 228 



 

261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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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即使是无聊的一天，也需要逗号」 

感性音乐家柳熙烈的深夜散步散文！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迫切地需要心灵的通风，「专业散步者」柳熙烈推荐大家在日常生

活中进行小旅行的夜晚散步地。这本书充实了 KAKAOTV 的原创综艺节目《夜行漫

步》，将城市寂静的夜景、柳熙烈的散步路 Talk、机智活泼的插图融合在一起，翻页

就能让人产生散步感觉的可爱散文。「即使是熟悉的小区，晚上走的话也能看到以前

完全不了解的景色」的柳熙烈用他独有的敏锐和温暖的观察力仔细地展现了我们不了

解的城市多情。这一细腻的记录让人产生了一丝无力和沉重的心情，想立刻走出家门

走自己的夜路。心情郁闷的时候，不想思考的时候，想念见不到的人的时候，突然觉

得生活很无聊的时候，上街慢慢跟在他后面走。正如书中所说，在回来的路上，你的

心会告诉你与出去散步时不同的话。 

自《熟悉的家门前》后，暌违 22 年的散文 

感性天才柳熙烈享受夜晚散步的方法 

以出色的音乐性和温暖的感性受到广泛一代喜爱的音乐家柳熙烈出版了包含散步中的

思索内容的散文《夜行之夜》。这是他继畅销书插图集《熟悉的家门前》之后 22年来

的新作。这次重新构成的 KAKAOTV原声综艺《夜行漫步》的散文中，包含了《熟悉的

那家门前》中的感性与《对话的喜悦》中的年轮。 

「夜晚是一天中我的能量最闪耀的时间」 

从《FM 音乐城市》到《柳熙烈的写生簿》，唯独经常担任深夜节目主持人的柳熙烈

（根据林京善作家的表述）始终如一都是「夜晚的男人」。平时也喜欢在晚上散步的

他欣然接受了制作组「毫无准备地一起走就行了」的邀请。在那之后的约 4个月里，

辗转于青云孝子洞、弘济川、城北洞、合井洞等首尔的各个角落，始终感到惊讶

（「哇！那是什么？」）感叹（「哇，这里还有这样的吗？」），「哇…这里变成这

样了吗？」 以特有的诙谐和即兴的感叹词填满音响的该视频获得「"原封不动地重现

遗忘的广播感性的治愈放送」的称赞，并产生了爆发性的点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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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剧本，没有灯光，只有一句「独自行走」开始的《夜行之夜》之所以能抓住无数

观众的心，是因为有了「柳熙烈的视线」。与「鹰眼」的绰号相符，他把我们不经意

间掠过的日常风观察得一丝不苟。远方行走的行人后背、人迹罕至的公车站、墙壁上

的草花等极其平凡的场面，只要一触及到他的视线，就会成为一幅亲切的画卷。如果

突然觉得生活很无聊的话，就仔细地跟着他的视线走吧。相信熟悉的路会成为陌生的

旅行地，寂寞的夜晚的路口会成为无比特别诱人的散步地。 

慢慢走夜路，走进我心中的风景中的事 

散步的样子自然会像生活的样子。平静地回忆往事的他，在散步记中如实反映了他对

人生的态度。被困在迷宫般的胡同里，惊慌失措，却突然出现在玉米地里，让人失魂

落魄地欣赏，一边说「迷路也是旅行的一种方法」，一边在爬上到气喘吁吁的某个山

顶上，他吐露给成人们的意见说「生活中有时会出现无法挽回的情况，但顺路走下

去，就会到达某个地方」。 

他说，就像我们很难想象以前是一片桑田的蚕室一样，今天的风景总有一天会成为某

人说谎的风景。所以让我们勤奋地拍下记忆中的照片吧。走过漫长的夜晚，他又说

道，现在想和行动不便的母亲一起走那条路，如果那样的话，应该有很多话要对我

说。现在，他和女儿一起走那条路。女儿心里刻着总有一天会成为谎言般的回忆的风

景，所有这些记录都熟悉的一天戴上了不同的眼镜。 

本书推荐给所有的现代人。书中将枯燥的今天描绘成终有一天会消失的深情的风景，

用想告诉别人的故事来描画，引导大家离开「坚持的人生」，走向「享受的生活」。 

ABOUT THE AUTHOR 

柳熙烈 

他从事大众音乐已有 28年，曾担任过深夜广播 DJ，目前还是一名播音员。从广播

《柳熙烈的 FM音乐城市》到音乐脱口秀《柳熙烈的写生簿》，从 90 年代末开始一直

作为「夜晚主持人」活跃中。在《夜行之夜》的制作组简单明了的说服下，他出演了 

KAKAO电视《夜行之夜》，在首尔的每个角落走走了约 4个月，充分发挥了他的灵敏的

观察力和作为长期 DJ生活的特色的深夜感性。平时也喜欢晚上走路，但是走在制作组

为他物色的各种路线上，认识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首尔之美。 

KAKAO 娱乐 

作为韩国国内最早的数码早安综艺秀《Kakao TV Morning》的娱乐公司，制作了「无

导演」综艺《夜行之夜》。在没有照明和剧本的情况下拍摄的《夜行之夜》通过感性

影像展现了城市中心的魅力散步路线和夜景的美丽，获得了"充满广播感性的治愈放送

"的赞誉，获得了超高人气。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9351629 

CONTENTS/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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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如果是终会消失的风景 

心灵与记忆的时差时间_钟路区青云孝子洞 

只有走慢才能看到的风景_龙山区厚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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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和人生, 走好很重要 _东大门区天长山蓝天街 

城市的血管，胡同里_杏村洞至松月洞 

散步的尽头总是家_江南区狎鸥亭洞 

光和水不停地歌唱的夜晚_城东区鹰峰洞 

凡是显而易见的, 有个理由 _松坡区芳荑洞 

不想失去记忆的心守护的小区_城北区城北洞 

旧与新交织的时间交叉_钟路区钟路 

各自炽烈闪耀的街道_钟路区昌信洞 

在怀念无聊故事的夜晚_弘大入口~合井洞 

一切回到原位的风景_永登浦区仙游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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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沉稳文字 & 温暖插图 - 一本给成人阅读的童话！ 

世界级童话作家宫泽贤治的文字，首先在欧洲得到认可的新锐人气插图画家郭贞秀的

温暖插图，两人超越时代的距离相遇了！温暖带有希望的插图与沉稳而引人共鸣的文

字，两者的结合，将为冰冷的时代与疲惫的心带来安慰与勇气。 

为他人的人生努力的作家 – 宫泽贤治 

现在的宫泽贤治是得到读者爱戴的日本代表性童话作家，但他在身前却未能崭露光

芒。在相较于身为人类的个人，更重视社会或国家等团体中的个人的集体主义与帝国

主义的时代下，为了朴素的生活、他人的人生而努力说不定是再平凡不过的事。虽然

生前过着贫困挨饿的生活，但带有他纯朴的真心与奉献精神的文字，经过长久的岁月

依旧给人沉稳的安慰。 

画出温暖安慰的插图画家 – 郭秀贞 

插图画家兼童话作家的郭秀贞作家，是一位在英国与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得到认可而出

道的作家。从 2018 年由世界著名的出版社麦米伦主办的征稿赛开始，到 2019 年波隆

那国际书展赛前赛大奖、2021年英国 Kate Greenaway 候补奖，光看获奖经历就足以令

人关注。但她的画不单单只是画得好，画里再带着温馨朴素的同时还带有温暖。她选

择这部作品作为韩国国内首部出版著作，为带有沉稳力量的宫泽贤治的师，加上朴素

而温暖、明朗且充满希望的氛围。 

本书推荐给所有成人读者，温暖画风的画风与沉稳的文字，将为我们疲惫的心带来安

慰与勇气。 

ABOUT THE AUTHOR 

宫泽贤治 

日本代表童话作家、诗人、农艺学者。出生于岩手县花卷市的某个敦厚家庭。据说从

国中二年级开始就开始创作可视为日本时调的短歌，从十八岁开始创作童话并读给兄

弟们听。1921 年冒然前往东京创作童话，童话的初稿大多于这个时期完成。后来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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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校任职教授，持续进行旺盛的创作活动。讲述尊重生命思想与共生的幸福观的作

品，在当时对其他国家持有排斥态度的日本内遭到冷落。最终他的童话作品未能绽放

光芒，于 37岁的年轻时光因胸膜炎病逝。但在他死后 70 多年后的今日，在日本形成

了被称为「贤治春」的狂热读者群。他的作品长期以来被收录于教科书中，显示出其

带出情绪灵感的笔法得到认可，因为他的作品为对于现代社会感到幻灭的人们带来鼓

励。 

代表作有『小老鼠』、『订单多的料理店』、『风之妻』、『银河铁道的夜晚』、

『用大提琴开的苦酒』、『开路团长』、『宫泽贤治全集 1&2』等。 

郭秀贞 

毕业于英国京斯顿插画学院。在英国发表了第一本童话书『A Hat for 

Mr.Mountain』。作品『Costruttori di Stelle』(制作星星的人们)荣获意大利波隆

那 Silent Book Contest第一名，为世界上日渐注目的新锐童话作家。 

着有『Stanley the Friendly Tiger』(英国)、『Costruttori di Stelle』(意大利

&西班牙)、『A hat for Mr. Mountain』(英国、希腊)、『即便下雨也不被打败』

(韩国)。 

2018 英国麦米伦出版社征稿赛第二名 

2019 波隆那国际儿童书展 Silent Book Contest第一名 

2020 World Illustration Awards Long List Arts 入选 

2021 英国 Kate Greenaway 奖候补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26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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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 21届两性平等媒体奖最优秀奖 

2020 第 241届李达导演奖获奖作品《说话的身体》 

共处一个时代的女性们的身体故事… 

PD 郑慧允、作家李瑟雅、有过性交易经验的当事人春天、人权运动家李容秀、犯罪心

理学家李秀贞、国会议员张慧英、劳动运动家金振淑、摄影家黄礼智…… 

「身体是我活过的日子的历史，也是我活下去的日子的可能性」 

那些曾经被随意点评身体的女性们，她们决定亲自讲述自己身体 

有着丰富人生经历的 88 位女性的身体故事和记录这些故事的两位女性制作人的散文

《说话的身体》在文学村出版了。疾病、抑郁、生育、职业病、性暴力、性认同感、

减肥、运动、NO Bra 等谈论女性人生的诸多主题都是从身体的告白开始的。共出版两

卷的《说话的身体》第一卷的焦点是「与身体的记忆相对的女性」，第二卷的焦点是

「扩张身体可能性的女性」。 

PD 郑慧允、作家李瑟雅、犯罪心理学家李秀贞、国会议员张慧英、劳动运动家金振

淑、播音员林贤珠、音乐人 Yozo 等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大举参与并备受瞩目的音频

纪录片《说话的身体》获得了 2019 第 21 届两性平等媒体奖最优秀奖、2020 第 241 届

李达 PD 奖。本书将女性的话翻译成文字，追加整理并公开在音频纪录片中被编辑的部

分，在每个出演者的片段上都加上了朴善英 PD 和柳智英记者的散文。她们在与女性们

见面时所感受到的东西，作为文化信息的制作者，同时也是作为一名女性而产生共

鸣，并将所学到的地方也仔细记录下来，将女性出演者的故事扩张并加深了故事的深

度。这本书收录了各阶层女性的声音，对于讲述共同生活在一个时代的女性鲜活的

「纪实」散文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 

亲属性暴力、厌食症、肥胖、无二进制、NO BRA、生理、自卫、堕胎…… 

关于女性身体的一切故事 

虽然有关身体的口号很多，但实际上最难克服的就是「身体」。决定制作讲述女性对

自己的身体和生活的声音纪录片的柳智英记者和朴善英导演，见到了在多种环境下奋



 

斗的女性，并提出了问题。「你对身体的第一次记忆是什么?」、「你想对你的身体说

些什么?」参与《说话的身体》的女性们从对身体的最初记忆开始，就在对自己的身体

进行肯定性或否定性的感觉瞬间，月经或怀孕、与病魔作斗争、运动等身体发生变化

的瞬间，听到对他人身体的回馈的瞬间等，将身体的各个角落回顾一遍，用自己的语

言讲述了身体的历史。 

以我们的身体为主题及进行对话的时候，首先会想到让人产生自卑感的身体部位。按

照社会所说的理想的身体标准？因为想着「想要拥有的身体」、「必须要拥有的身

体」而美好的记忆和痛苦的记忆，以及与无数叙事有着关系的身体，回顾的机会不

足？我的身体有着怎样的记忆呢。我的身体在发出怎样的信号呢？ 如果有机会尽情地

谈论身体的话，究竟会先出现什么样的故事，最终会爆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柳智英记

者和朴善英 PD 呢？她们决定亲自寻找那些女性体内明明一直怀有，但却没有机会发

泄的话。 

刚开始《说话的身体》项目时，周围的人曾担心「相似的故事不会重复吗？」、「女

生们只会说减肥的事情」，但实际面对的女性们的身体却各有不同。对于一生从事体

力劳动、养育了 3 个孩子的缝纫师金明善来说，身体是「唯一的财产」。对于因个子

矮而消极地活着的翻译家卢志扬来说，这是「把我送入更远世界的手段」，对经营性

爱玩具店的姜惠英来说，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随便乱搞的家」。另外，对爱尔兰侨民

普春来说，身体矮小、人种不同，对残疾女性共鸣前代表裴福珠来说，身体「在恋爱

关系上曾被认为是有瑕疵？」。此外，还有不苗条、食欲旺盛的瑜伽讲师、选美大赛

出身的中学音乐教师、每天摄取 300 公斤的摄食障碍经历者、非常讨厌夏天的多毛星

人、工作到「屁眼到流血」的广播作家、穿着皮鞋走过太平洋的乘务员、在危险状况

下成为「人体盾牌」的活动家、热爱香烟的女性学者、高喊「生理解放世界」的生理

中断者等，通过本书可以见到各种观点的身体故事。 

还有人谈论自己的身体受到的暴力和伤害吗?也有女性谈论发现身体功能和潜力的快

乐。另外，对于同一主题，可以同时阅读以不同观点去接近的文章，这也是《说话的

身体》的妙趣所在。例如，有些女性说自己在运动过程中感受到的解放感，但也有一

些女性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任何人都不能平等运动的社会」。另外，还收录了性犯罪

受害者女性的声音和专门为她们辩护和帮助的女性的声音。虽然女性们决心要说话的

身体叙事各自不同，但是「今天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意志，「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

听」的意志都是一样的。 

提问的身体和回答的身体 

碰撞和融合过程的记录 

《说话的身体》的制作人兼作家柳智英记者和朴善英导演刚步入社会不久就在采访现

场结下了不解之缘。分别在媒体社会部、时事教养广播节目工作的两位女性从职业特

性上，与众多产业灾害受害者、性暴力受害者、罢工劳动者、人权运动家、女性学者

等人见面，近距离讲述了她们的故事。对于为了不让新闻来源的故事一次性地结束而

一直苦闷着表达现场心声的他们来说，「说话的身体」是新的纽带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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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身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出演者的故事，但是在这一故事的积累过程中，需

要两位女性制片人既琐碎又巨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给出演者留下「这里是是谈论我

的身体还不错的安全空间」的感觉。为了在麦克风前非常紧张的出演者，刘智英记者

首先说出了自己的故事。朴善英 PD 跑进录音室说「先从这个故事说起怎么样?」，让

出演者重新抓住头绪。出演者们在刘智英记者和朴善英 PD 面前讲述了作为女性的身

体生活的过去，时而爆发出笑声，时而流泪，时而让自己也吓了一跳。 

柳智英记者起到了向女性提出问题的作用，朴善英 PD 则起到了整理和归纳女性回答

问题的作用。在一位演出者的故事中，两位制片人心动的部分各不相同。她们一一记

录了联系出演者的契机，第一次见面的瞬间，录音室的气氛，涌动的感情和想法等，

延续了《说话的身体》的旅程。将出演者的故事与自己的经验、苦恼联系在一起，将

个人的证言扩张到社会声音。 这本书整理了提问的身体和回答的身体的碰撞和融合的

过程。在约定要告白身体的空间里，收获了哪些话，又回馈了哪些话，这是两位女制

作人的事迹和功绩记录。 

感觉，记住，扩张，连接的 

女性身体所具有的无限叙事 

《说话的身体》分为两卷，向着突出各卷主题的方向编辑。《说话的身体 1:与身体的

记忆相对的女性们》中讲述唯一身体的生平史，《说话的身体 2:扩张身体可能性的女

性们》中关注身体和身体的连带，进一步将女性的身体故事分为「感觉」、「记

忆」、「扩张」、「连接」四个关键词进行介绍。在第一卷中可以看到深入我身体记

忆和感觉的经验，第二卷中可以看到我身体所处的现实，对其他身体的关心逐渐延伸

的旅程。 

无论是谁都有彻底改变自己人生的事件，而且「身体」是对该事件说话最贴心，也是

最困难的素材。任何人都可以自信地对自己的身体说自己的话，出于这样的信念，

《说话的身体》项目启动了。《说话的身体》的旅程传达了我们对身体能说的话和实

践是无穷无尽的信息。每当合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就会充满「确保了每当因对身体

的不安和恐惧而动摇时能够找到的语言的种类」的信心。就在今天，这里收藏了我们

身体里必要的重要话语。 

ABOUT THE AUTHOR 

朴善英 

[说话的身体]的制作人。现在是 CBS 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曾出演《我是时事崎步丁关

永龙》《金贤正的新闻秀》等，现在正在制作《金钟大的新闻业》。正在努力制作一

个每天都不空虚，讲述具体而重要的故事的广播。 

柳智英 

【说话的身体】采访者。目前担任 Ohmynews 社会部记者。想听别人在生活中讲述的故

事，所以成为了记者。尽管如此，每天都在询问记者是否适合她。只希望自己能成为

最准确地听别人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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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困境而努力本身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_班香气的身体 83 

我绝对不想回到月经时期_任的身体，在一的身体 91 

这个纹身和我一样是变老的存在 _黄岛的身体 102 

越是动起来，越懂得关系的重要性-Lizozo 的身体 109 

因'不是恋爱对象的女性'停留 _李珍松的身体 117 

我的抗病是与认识作斗争的_郑智慧的身体 126 

各自的“我们”需要互相体验的机会 _尹老爷的身体 134 

想找同事改变这个系统 _金允荷的身体 142 

对下一代女性感到责任感-尹伊娜的身体，黄孝珍的身体 150 

自行车经常感觉像女权主义的修行 _金花雨的身体 159 

看着妈妈的身体很辛苦 _马敏智的身体 167 

矮墙倒塌的时间点一定要留心观察 _方慧琳的身体 175 

韩国医疗体系处于非正义状态_李葆拉的身体 183 

对待病人的视线让我更痛苦-金有彬的身体 192 

2部 梦想着身体的联结 _ 智英编写 

我是最讨厌不知道的人 _李秀贞的身体 202 

我不愿意穿让我身上不舒服的衣服 _林贤珠的身体 210 

有获得被拍摄者许可的时候 _黄礼智的身体 217 

对对方的身体要有礼貌 _金宝蓝的身体 226 

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_许珠英的身体 235 

无法改变的事物就不要说了 _朴多絮的身体 244 

因为没有孩子，无法回到过去的我 _郑有恩的身体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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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很难专注于斗争_陶明花的身体 261 

音乐无法修补救 _李允儿的身体 270 

乘务员们穿着皮鞋走过太平洋 _边善花之身 279 

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家 _姜惠英的身体 288 

我考虑了如何没有排斥感地传达“自慰” _朴妍珍的身体 297 

大家有想做的事情就去做吧！ _沈允美的身体 304 

想象奶奶作为舞蹈演员站在舞台上-徐京善的身体 314 

我一次都没当过男人 _金冬天的身体 322 

如果问喜不喜欢结婚，他会回答"太好了！" _郑智敏的身体 330 

希望你能知道外卖骑手也是人格体 _杨智善的身体 340 

看到我触手可及的建筑的瞬间，世界就会变成我的 _赵恩彩的身体 349 

即使重生也想从事劳动_金珍淑的身体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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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拯救我的话 

나를 살리는 말들 

AUTHOR 李书原 

이서원 

PUBLICATION 2020/12/31 

PAGE 224 

SIZE 148*210*15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心理咨询专家汇集的拯救在生活的暴风雨中艰难前行的你我的一句话 

书中讲述了根据情况和心情，还有隐藏的苦恼，说出拯救自己的话，缓解无法解开的

内心痛苦的成为鲜明线索的故事。《拯救我的话》的作者李书原长期作为咨询专家活

动至今，从此前一直和受伤的人进行咨询时积累的经验和事例中，他汇集了「拯救我

的话」，这本书里包含了鲜明的故事。 

安慰别人，想要获得安慰的我们能说的稍微更好一点的话 

这是一个艰难的世界，只顾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而忽略了真实自己的我们。虽然现在

是很难草率地给予安慰的世界，但是也真心想听到别人的安慰。虽然经常提起自尊心

和自尊感，但很难将理论应用在自己身上。虽然下定决心竭尽全力，但另一个逆境却

接二连三地发生。为了家人，为了梦想，为了未来，重新振作起来，克服一天又一

天，但是「好日子会到来」的希望，让我们更加辛苦。对我们来说，更迫切需要一句

具体的、细致的安慰或忠告。  

如果埋头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就会忽视真正自己。虽然为了改善心态，寻

找阅读照顾自尊心和自尊感的书籍，但很难将这些理论应用于自己身上。因此，最重

要的是需要一句细致的安慰话语。然而，这样的话在亲近的人当中也很难听到。轻率

的话反而会伤害到别人。虽然最需要，但事实上是最难的一句话，那就是安慰的话。 

我生言 - 成为让我活成我自己的力量的一句话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各章节的标题为本书的汉字书名「我生言」。第一部分为

「我」，讲述了照顾疲惫的自己并安慰自己的话和故事。作者介绍了在咨询现场听到

的故事和生活中无法忘记的一句话相关的逸事。特别是，讲述了他作为咨询师开始学

习时，在所待的小寺里经历的逸事。书的第一个故事也是当时发生的故事。 

有一天，高僧说要一起外出，没有任何目的地计划，就一起坐了三天车。有想去的地

方就去，饿了就随便进去吃，到了晚上就睡在适当的地方。作者很羡慕这样的僧人，

大师瞪着眼睛问到 「谁抓住了你?」。因为这一句话，原本打算写两三个月博士论文



 

的庵生活延长到了 5年。因为他明白，自己应该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决定的，抓住自己

的人也是自己。这句话成为了社会福利学博士、教授、咨询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谈论的

人生话题，也是观察被埋没在角色中的人们痛苦的钥匙。 

作者在家庭暴力咨询所进行了 20多年的加害者商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极端痛苦的现场。很多情况下，暴力和愤怒都是从相爱的人、家人之间的一句话开始

的。作者说，如果失去珍贵的东西，就会带来悲伤，如果失去珍贵的东西，就会产生

愤怒。由于自己不能完全作为自己活下去的痛苦，彼此会彼此照顾。但越是这样，越

需要成为我作为一个人活下去的力量的一句话，而这些话就记录在本书之中。 

为了即使生疏也孤军奋战的人生的一句话 

第二部分为「生」，在艰难的生活过程中，有时犯错误，有时还带着解决不了的矛

盾。虽然解开的过程有很多种，但最重要的是，迫切需要一句成为纠正和重新活下去

的力量的话。 

作者讲述了参与家庭暴力丈夫集体咨询的一位 60多岁男子的故事。他作为孤儿生

活，没有一天不喝烧酒。常常因为酒而产生很多问题。所有人都劝他戒酒，而他却戒

不掉。就算来咨询室也要喝酒的他最终出了事故，作者与他见了面。作为孤儿，记者

问他「到目前为止，在生活艰难的时候，有没有人倾听过自己的话？」，他说「虽然

之前从未有人倾听过他的话语，但作为咨询专家的作者可以算一个」。「不是有烧酒

吗！头脑发黑的野兽们都不理睬我，背叛了我，我也有烧酒。在我身边一起哭，了解

我的内心」。据说，他平生第一次没有喝酒，至少在咨询结束之前的 6周里没有喝

酒。原来因为知道他喜欢喝酒的人的紧紧关闭的大门也打开了，比起指责，在承认对

方时更有力量面对。作者从那以后就看到了所有人的「烧酒」。知道只有烧酒得到肯

定，才不会喝烧酒，这也让他进行了更深入的咨询。 

作者通过书本表示「无论何时，拯救才是第一位的」。 虽然不熟练，但在孤军奋战

的人生中，比助威更重要的是人情。互相承认对方，接受对方处境的态度和话语成了

拯救我们的一句话。他介绍了这些事例和能够走进内心的一句话。 

互相能说的更好的一句话 

第三部分为「言」，我们越是亲近说话就越随便。所以比起对方想听的话，更多的时

候会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而这样的说话方式成了伤口，让关系开始变得错综复杂。 

虽然都是为了你说的话，但总是将善意的内容用让人受伤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说话

的人的内心会得到释放。因为相信只有说得痛一点，对方才会发生变化。方角话不入

圆耳，如果希望如此，就像歌名一样，这只是「四角梦」。即使是相同的内容，也有

可以为对方说的「更好的话」。生气的人的话只要反问一下就能软化，适当的话比正

确的话效果更大，说明的时候比深度更重要的是高度，称赞的时候要明确目的才不会

产生误会。 

『拯救自己的话』是我们可以给自己的建议和安慰。根据情况和心情，以及所埋下的

苦恼，这些词句各有不同。将成为解开心中无法解开的痛苦线索的故事，也将成为拯

救我的今天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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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要想成为对话，首先必须是听者的东西。为了彼此，更好的一句话拯救了我们，

拯救了我。作者想将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关系的话写进这本书里。 

ABOUT THE AUTHOR 

李书原 

韩国愤怒管理研究所所长，“李书源的人际关系”代表，延世大学社会福利学博士。

他曾担任高丽网络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是西江大学神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是为

遭受家庭暴力和虐待儿童之苦的受害者和加害者进行咨询的专家。在为家庭暴力丈

夫、加害妻子开发政府标准项目的过程中，发现韩国夫妇和父母、子女所经历的痛苦

中，存在无法消除的愤怒，因此成立了韩国愤怒管理研究所。20多年来，公共机关和

人性服务机关以讲师身份进行了“提高家庭关系及调节愤怒”为主题的活动。为受伤

和愤怒的市民们成立了治疗咨询团体“绷带俱乐部”。我们正在以“感情餐厅”的概

念来进行讲座和咨询，以“感情餐厅”的概念来安抚和恢复感情。是天主教和平广播

电台《感情餐厅》主持人，是《累的时候就打电话》的固定嘉宾。代表作有《话与心

之间》、《如果说人生不如意》、《在痛苦中学习和成长》。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535118 

CONTENTS/IMAGE 

1部 

我 

“谁抓住了你?” 

"你要减去什么?" 

"不能一个人呆着，好孤单" 

"我是寄生吗？" 

"听说春花也有开花的顺序" 

"让比你差的人会离开" 

"因为很孤独所以来了" 

"为什么？" 

"学习也不好" 

"端正地或者舒适地" 

"又说谎了吗？" 

"一个人不累吗？" 

"我是 100%没错" 

"你后面不是有我吗" 

"那就是你" 

"结果不是我的" 

"他们是异卵双胞胎" 

"泛起的这颗心是什么？" 

"喜欢的时候无法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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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 

生 

"不是有烧酒嘛" 

"真正的可怕不是水" 

"虽然很好，但为什么这么紧张" 

"举蓝旗，举白旗" 

"再叫醒他一次就死定了" 

"用 108 种方法也不行" 

"不要饿着肚子" 

"去干嘛呢?" 

"这是真的吗？” 

"不是说绑在一起就能成为夫妻" 

"你知道只有你累吧？” 

"啊,真好" 

"用一个洋铁桶浇满水的树" 

"怎么会这么委屈" 

"哪有一开始就擅长的人啊" 

"这是旅行吗？" 

"是啊，应该很担心吧" 

"有四种人" 

"不让任何人感到委屈" 

3部 

言 

"但还是会去的" 

"干脆别为了我" 

"做完了吗？" 

"核爆炸的话，是活还是死？" 

"我错了吗？" 

"在你家是那么教你的" 

"说出来会有什么不同" 

"你现在说什么呢！" 

"所以结论是什么？" 

"责任由我来承担" 

"为什么拍照的时候没有抓到？" 

"问为什么那么难吗？” 

"水的味道最好" 

"请分给一个男人吧" 

"这个为什么由你来决定？” 

"你更重要" 

"为什么不学用手说的话？” 

"我超过 3分钟就不看了" 

"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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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你喜欢，我也喜欢" 

"连绳子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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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只看着别人的眼色，诉说不诚实人生的「K的人生咨询室」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长期化带来的压力和疲劳感，睡眠障碍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增

加，特别是 20 多岁的抑郁症患者人数与前年相比大幅增加。虽然精神科的门坎比过去

低了很多，但由于对社会的视线和费用的偏见，很难找到专家。因此，这本书给人一

种仿佛在偷听精神科医生和内科医生的隐秘谈话的感觉。咨询者是我们熟知的电视

剧、电影、文学作品中的出场人物。就像「我的故事」一样，他们的苦恼让我不由自

主地产生共鸣。更让人感激的是，可以听到作品中没有被公开的他们的心理问题和解

决对策。当然可以得到解决自己人生问题的启示。 

人们经常把人生比喻成电视剧或电影，这不就是真实地反映着我们的生活吗？这本书

的设定是像我们熟悉的电视剧、电影、小说中精神科医对登场人物生一对一咨询苦恼

和伤痛，同时也具有超越设定，让读者接受自己的故事的力量。精神科专家金镇世博

士这样想，「如果我来咨询我们熟悉的作品中登场人物的烦恼的话会怎么做呢？在这

个过程中，如果了解他们的心理问题和解决方法会怎么样呢？」，以这种想象为初衷

的本书邀请读者到精神科专门医生的隐秘咨询室。直到中年才陷入本体性混乱的

SkyCastle的姜俊相、因贫穷疲惫的生活记忆而产生自卑感的寄生虫的基宇、虽然是许

多人选择的路但对于这真的是我想要的路吗而突然感到空虚的童话中的柑橘凤蝶、陷

入虚幻和虚伪关系的盖茨比、无法很好地接受离别的痛苦和丧失的胡迪…。随着他们

隐秘的告白和治愈的过程，读者们不知不觉间得到了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启发。 

「这是我想要的幸福吗？」 

又痛又动摇的心，有什么不对呢 

这本书中的人物都为了幸福而努力，但都没能如愿地活下来，所以很辛苦。因为对未

来的不安和过去不好的记忆，丧失和离别的痛苦，从家庭到社会，各种关系带来的伤

痛和压力而痛苦。 大家都只是想过得好一点，这有什么问题呢？ 作者对未能正确看

待自己的遗憾，以及未能完整地成为自己生活主人公的很多人进行了温暖而又尖锐的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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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具体分为 4 个部分和 4 个主题。第一部分讲述的是抚慰来自关系的压力和伤

口，让我们明白解决问题的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二部分讲述了在人生的多种局面

下，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才不会后悔，什么是好的选择。第三部分讲述了克服失去和

离别的痛苦的方法，第四部分讲述了摆脱过去不好的记忆，摆脱担忧和不安的勇气。

贯穿这所有故事的核心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 

越是了解自己，就会越爱自己 

那样我们才能变得更幸福 

作者通过 30 多年的咨询，发现了幸福人群的共同点。他们就是很了解自己的人，理

解自己的感情、想法和行动形成和启动的心理框架的人们表现出了更加爱自己的倾

向。他们知道自己会专注于「现在-这里」中的自己，为了自己做出选择，追求自己变

得幸福的关系，为了自己放下愤怒，原谅自己。问题是了解自己的过程并不令人高

兴。有时甚至害怕窥视自己。内心认为自己微不足道，讨厌自己，甚至自卑。因此，

很高兴能通过这本书与专家见面。 

至今为止，很多人生病也装作也不疼、不舒服时也不觉得不舒服、装作没看见、无法

坦率地生活着。对于这些人来说，通过本书会很好地了解自己，从而给他们带去更加

爱和幸福的道路。 

ABOUT THE AUTHOR 

金镇世 

在「没有透明的未来」的现实中，最重要的不是成功或关系的执着，而是希望接受

「共鸣」和「理解」的作者，在高丽第一精神科医院担任院长，治疗因生活重量而疲

惫不堪的人们的心理，在幸福研究所 happy ance以企业和普通人为对象运营着心理项

目。另外还创作了《心理学巧克力》、《Atitude》、《路对所有人说不同的话》等著

作，是广为人知的畅销书作家。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024313 

CONTENTS/IMAGE 

序言_ 了解后会更加爱… 

1部 为了不受伤害，像我一样生活 

不看别人眼色，坦诚面对自己的人生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情侣 

让我感到辛苦的那个人，为了我请原谅吧 

需要时间去讨厌和痛苦 

不完整的心，他们的交流就是人生 

独立生活地过程 

[K博士的咨询室] 克服关系困难，不动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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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部 人生是不断选择，怎样选择才不会后悔？ 

我人生的决定权在我身上！ 

即使无法改变的命运，也不能放弃。 

虽然所有的选择都不容易…… 

大小不等, 约定的就是责任 

知道的越多，越幸福 

[K博士的咨询室] 让自己变得幸福的方法 为自己选择的方法 

3部 人类不会轻易垮掉，想要摆脱无机力和失落感？ 

离别和丧失也是祝福 

你不是为了失败而出生 

我人生中只留下最重要东西的单纯丰饶 

对真实关系的渴望 

不放弃一定会好起来的 

[K博士的咨询室] 在失去的痛苦中守护我的方法 

4部 摆脱担心和不安，真正与我面对的勇气 

如果你认为不对, 那你就该愤怒了 

不管是喜欢还是讨厌 都要坦率地表达 

不是你的错 

不要闭上眼睛好好看着人生的伤痛 

理性和感性地均衡很重要 

一切感情都有存在的理由 

[K博士的咨询室] 不要以不好的记忆浪费人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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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成为对我自己来说也很不错的人 

나에게도 좋은 사람이 될게요 

AUTHOR 全雅伦 

전아론 

PUBLICATION 2020/9/30 

PAGE 266 

SIZE 130*188*18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在焦虑不安的时刻平息焦虑的温柔话语 

「我不想成为指责自己的人，而是想成为懂得安慰自己的人！」 

全雅伦作家的新作散文《成为对我自己来说也很不错的人》出版了，他担任了 10年的

《大学明天》的主编，采访了很多人，写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文章。被偶然开始的潮流

所迷倒的作者在「想打造只属于自己的香水」的想法高涨之后，辞掉工作，开始了香

水品牌的销售。但是，这是从未走过的路，再加上必须独自处理从 A到 Z所有问题的 1

人企业家的人生可谓是布满荆棘。为了在每天都出现失误和执行错误的情况下不绝

望，每天都坦然面对生活，应该承认自己，并给予自己鼓励，但也认识到，相比做得

好的事情，自己没有做好的事情被放大，被不安和担忧所束缚的日子很多。 

作者认为，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应该成为懂得安抚自己的人，于是开始对自己说鼓

励的话和自我称赞的话，这些话使不安感转变为安心感，使自愧感转变为自信感。这

本书是她为了理解、称赞、承认自己而努力的痕迹，也是她对自己来说逐渐成为更好

的人的故事。 

「像珍惜别人那样，我也想珍惜自己！」 

给自己带来伤害的话和行动到此为止！ 

不管谁说什么，希望我自己能站在我这边 

将自愧感转化为自信，将不安感转化为安心感的话语 

在这世上，与我最亲近的是我自己，而我们却以亲近为由无心地疏忽和随意对待自

己。对他人来说，共鸣的话、安慰的话、应援的话都很棒，但是对自己来说却不是。

比起优点，缺点更显眼，经常责怪和指责「我为什么只能做到这样，我为什么长得这

么丑」，并鼓励自己「要更加努力」。 在听到某人的称赞或认可时，也会想到「还没

到那种程度，说不定以后会失望」，或者认为应该谦虚，不能完全接受自己的成就或

成功的情况也很多。

正如金素荣代表在推荐文中所提到的那样，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与我们相似的人。听到

称赞的话就会自动说出「没有没有」的人，比起找出现在正在完成的帅气的事情，像



 

习惯一样想起「这样没关系吗」的人。这本书讲述了在痛苦瞬间，作者认识到能够让

自己站起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必须承认和称赞自己的道理后，对自己取得的小

小成就感到高兴，并欣然接受他人的称赞和祝贺，成为自己的好朋友的故事。每当

「忧郁模式」、「自责模式」、「不成熟模式」启动时，不妨像作者一样对自己说一

番助威和称赞的话。现在不再是只对别人好的人，而是要成为善待自己的人。 

或许比起被讨厌的勇气  

我们更需要的是难道不是宽厚待自己吗？ 

需要安慰的瞬间，将拍拍心口地手自己给传递的方法 

有时候，自信心突然消失，不安感涌上心头。竭尽全力好不容易一步一步向前迈进，

看到以完全无法追赶的速度前进的人，就会心急如焚，怀疑是不是就这样永远落后

了，这样活着行吗？然而，我们也不能每次都向任何人吐露这样突然袭来的黑暗心

情，并从中得到安慰。因此，我们应该懂得如何鼓励和安慰自己。离开工作了 10 年

的公司，独自写作，开始新的工作，明白了自己是不懂得自我补充能量的存在，期间

很多部分都依赖于他人。在必须独自决定并克服所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失败和挫

折的瞬间更多，如果不知道如何去承认自己并鼓励自己，就会感到寸步难进。 

这本书如实、愉快地记录了作者像爱惜别人一样，认识到自己也要成为珍惜自己的人

的过程和为了成为懂得自我安慰的人而尝试的各种方法（为了不因他人的语言受伤而

作出的小决心、迅速原谅失误的自己的勇气、想蹲下的瞬间对自己的亲切加油话语、

为了堂堂正正地接受称赞而开始的「不」运动等）。另外，还讲述了因压力而听不到

的朋友说的话，面对艰难的工作，妈妈反复强调的话，周围苦恼相似的人给出的建议

等内容，传达着淡淡的感动。 

正如作家金素英代表所说的「作家内心深处的文章，相信不仅是我，其他读者读后也

会变得更好」一样，跟著作者的故事走下去，就能获得「就这样也没关系」的心态和

珍惜自己、鼓励自己的智慧。在需要某人安慰的瞬间，像作者所经历的那样，向自己

最亲近的人伸出手怎么样?因为只要懂得爱惜自己，就能平安地承受不断袭来的人生

风浪。 

ABOUT THE AUTHOR 

全雅伦  

造香师、散文插画家、自由编辑。在大约 10 年的时间里，在《大学明天》开始担任

编辑，并担任过主编，后来才知道现在是拥有 3 个职业的多面手。 

因为喜欢的东西很多，所以总是心忙，但是一生中坚持下来的只有呼吸和写作，所以

很痛苦。后来，她被偶然开始的调香所吸引，开始经营香水品牌 ahro。要想将一人份

分开，消化多样的生活，需要很多能量，但是由于不知道自己承认并支持自己，因此

经常会一塌糊涂。认识一直以来对自己太无情，现在想和自己更加朝气蓬勃、更加亲

热地相处。 

每当「忧郁模式」、「自责模式」、「不成熟模式」启动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带去坚

定的助威和温暖的称赞之语，并为了成为「自夸的达人」，今天也在磨练中。曾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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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marieclaire》撰稿，目前作为外部编辑人员参与《the edit》。出版的著作有

《我们都是光辉的例外》。 

brunch @ahronjeon 

instagram @ah.ro_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3310786 

CONTENTS/IMAGE 

推荐语 

前言 _ 要成为珍惜自己的人 

PART 1. 对我来说最吝啬的就是我 

说我了解自己只是错觉 

对我来说最吝啬的就是我 

你现在是在搓污垢呢 

不需要因为开始了就一定要结束 

“这样可以吗？”'不安的时候 

理解我身体的练习 

压力比想象的力气大 

比起汽水我要喝柚子茶 

切勿贬低自己 

PART 2. 我要照顾我的幸福 

送给“未来的我”的亲切礼物 

我怎么了？我这种程度还可以吧！ 

抚慰我内心孩子的一句话 

迅速原谅我的勇气 

如果我是○○的话 

我们受到那种程度的待遇不就行了吗？ 

为辛苦的我干杯 

幸福就像小猪存钱罐 

PART 3. 每天踏踏实实，整个人生都顺其自然 

不要输给他人的语言 

每天踏踏实实，整个人生都顺其自然 

不再害怕上了年纪的理由 

生活不简单又如何 

孤独留下的礼物 

感受幸福的练习 

一次一个 一次一个 

像中午的夜光星星一样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3310786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331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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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的信任，就足够了 

PART 4. 成为照顾自己的温柔个人主义者 

自以为是的人 

我最健康的心 

不做“不是的”运动 

人际关系也需要排毒 

在各自的位置上“一起”生活 

不变才是爱 

流入我心底的那些东西 

我们画出我们的圆圈 

彼此成为彼此的礼物 

照亮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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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差不多的今天 

그럴싸한 오늘 

AUTHOR 安多 图文 

안또이 글그림 

PUBLICATION 2021/03/22 

PAGE 304 

SIZE 130*185*17mm 

GENRE 插图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Insider 很累，Outsider 很孤独 

差不多的专属于我的幸福寻找技术 

1千万 VIEW 电视剧作家安多的新作插图散文！ 

讲述成人爱情的 1 千万 VIEW 网络电视剧《My Fuxxx Romance》和因《Kakao Friends 

Office》而备受喜爱的安多作家通过新作插图散文《还不错的今天》回归！作者通过

文章和图画，解释了在毫无头绪的人生中，一定要找到幸福的方法。「差不多」是形

容词，意思是「还可以」，虽然并不完美，但可以算作是「适当」幸福的人生技术。

为了疲惫的 Insider 和孤独的 Outsider，讲述适当地满足过去的人生、适当地保持距

离的方法、以及对于寻找适量幸福的方法，传达出作者独有的温暖洞察。安多作家的

《还不错的今天》讲述了既不过分，也不缺乏的适量幸福的故事。作者通过文章和图

画，阐释了在毫无头绪的人生中，一定要找到幸福的方法。 

关于我定义自己的那些日子 

给自己取个合适的美名吧！ 

性格也成为履历的时代。大家生活在一种如果不能融入到人世间就会成为落伍者的社

会氛围中。在 KTV 为了活跃气氛，所以唱了热门歌曲，但实际上抒情曲是我的强项。

在聚会上无法忍受沉默而患上了主持病，但回到家里就会倒下的我。成为既不是 Insid

er也不是 Outsider 的「差不多的人」，这真的是正确的吗？ 

吃着饭突然感到莫名孤独的作者开始思考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想到所有的事

情都取决于自己的选择，所有的瞬间都充满了热情。作者说「由于把精力集中在使自

己变得更加清晰的事情上，使我变得更加自信，变得更好」。

如果因为看别人眼色而忽视自己，如果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就应该翻开这本

书。希望「为了给别人看自己活得像个样子」而费尽心思的人一定要找到「对我自己

来说象样的幸福」，用希望完全依靠自己活下来的信息来传达温暖的共识和鼓励。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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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 

在高楼大厦、文字丛林和图画丛林中流连忘返的浪子。想创作一些总是让人高兴又激

动的故事。代表作有网络电视剧《My Fuxxxxx Romance》、小说《恋爱 Playlist》

和插图散文《kakao friends office》。 现在这一瞬间也在写着什么。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697327 

CONTENTS/IMAGE 

序言 

PART 1. 还不错的人: 适当地给自己起个帅气的名字吧 

不是 Insider，也不是 Outsider，差不多 

想做，，想要成为的 

清晰的人 

心灵的器皿 

像成人一样老 

愤怒按钮坏了 

眼神要清晰才行 

MBTI流行的理由 

玻璃心翻车鱼 

真的好详细啊 

猛然咬住称赞的美德 

即使不是奢华 

在公司里也差不多 

香喷喷的人 

我人生中第一次奢侈 

文雅的人 

我们像竹子一样 

似曾相识的悲哀 

适合“灿烂”这个单词的人 

我由我来定义 

PART 2. 差不多的今天:有能平安度过的力量这是多么幸运啊 

放松的可恶方法 

今天也安然无恙地 

从端正和多情开始 

寄居蟹人生 

拥有幸福的方法 

胆小鬼逃脱 NO.1 

宇宙尘埃冥想法 

哼，狡辩一下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697327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69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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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好奇吗？ 

什么都不想做的老五历 

丹尼与梭伊 

花之魔法 

美容院不能让步 

不用 Flex 

熊狐狸蛇 

讨厌我的人应对法 

21世纪新地狱图 

一个可爱的爱好 

养树 

非常朴素的我的程序 

PART 3. 差不多的爱情:爱情无限，时间有限 

我可爱的妈妈 

第一次提起结婚的日子 

我也重生的话，会把我生下来吗 

请守护我的人类之爱 

忠告就到此为止 

爱情是什么 

我亲爱的敌人 

鬼一样的朋友们 

主频快的人 

为了那个柔弱的女孩 

擦了才能清晰 

肚子痛的祝贺 

虽然度过了相同的时间 

比起李舜臣将军，我更喜欢他 

因为新的东西并不只是好的 

战斗也要机智地 

如果讨厌这个世界 

我有对月亮的恐惧症 

爱情和憎恶只有一丁点差异 

爱情是绝对不要推迟 

PART 4. 差不多的人生:我今天也收集了像鼻屎一样大小成功的碎片 

对不起 对不起 

哪怕是小小的成功 

海浪席卷过的地方 

导航 VS 指南针 

只是偶尔 

美化记忆 

预想评分？我拒绝 

也有那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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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来奢侈一点吧 

好了 干杯 

酒劲 

想做的事情和擅长的事情 

各人有各人的坎儿 

不要成为终结的怪物 

温暖的视线 温暖的视线 迭加 

小气的大人 

每晚如果培养梦想的话 

不要鞭子 给我点胡萝卜 

哭泣是有帮助的 

人生是喜剧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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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在这里，你的心里会吹起暖风 

여기에선 네 안에 따뜻한 바람이 불 

거야 

AUTHOR 克洛伊 文图 

클로이 글그림 

PUBLICATION 2021/02/17 

PAGE 228 

SIZE 147*217*20mm 

GENRE 插图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济州生活者插画师克洛伊细致描绘的济州岛风景 

罗泰柱诗人推荐的插图散文！ 

「让人怦然心动，泪流满面的图画！」 

创作了《所有的瞬间都是你》、《被讨厌的勇气》等 200 多本书籍的封面图画的人气

插图画家克洛伊，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插图散文《这里将有暖风在吹》。《在这里，

你的心里会吹起暖风》讲述的是作者克洛伊在济州岛生活时感受到的温暖的安慰，和

对逐渐消失的自然的遗憾的视线。 

望着拥抱济州岛季节的汉拿山、石墙路上的猫、消失的维萨林路的少女们传达了慰藉

城市日常生活的信息。有人递给我的话就好了的短文和美丽的图画一起靠近，给读者

的心灵也带来了暖风。曾凭借图书封面与无数读者见面的克洛伊作家通过此部作品，

以自己的故事与读者见面。 一张张足以作为书封面的高质量画作，将为灰色的心灵增

添绚丽的色彩。 

翻看书架，济州岛梦幻般的风景一览无余 

三年来所写的优美图画和文字 

消失的维萨林路的树团、石墙上的猫、积雪的汉拿山等风景在克洛伊作家的指尖上梦

幻般展开。这本书将济州岛风景中隐藏的魅力立体地表现出来，就像济州岛插图画家

送给陆地读者的礼物一样。 

包含济州岛立体四季的细致插图 

「世界上还有更多温暖而美好的东西」 

济州岛对某些人来说是旅游胜地，但对某些人来说却是日复一日的生活。克洛伊作家

曾一度拥有一般人的视角，但与家人一起在岛上生活，完全寻找和平，熟悉了新的秩

序和风景。成为完整的济州岛生活人士时，那些原本属于一般人的视线被美丽的风景

所遮挡，开始出现原本看不见的自然和人。随着时间的积累，克洛伊作家细腻的目光

渐渐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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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作者所说「希望这本书能给梦想春天的草花一样的人们带来温暖的问候」，该书

将给干枯的心灵增添温暖的色彩。 

ABOUT THE AUTHOR 

克洛伊 （本名：朴勇雄） 

在能看到大海的小村庄里，和孩子一起了解着新的快乐。作为在感性的氛围中展现才

能的作家，一边想着孩子看待世界的眼睛一边画画。代表作有《生命》和单行本《被

讨厌的勇气》、《水的记忆》、《13层的超级英雄》等，作为图书封面插画师，他画

了《所有瞬间都是你》、《被讨厌的勇气》等 200多本书的封面和绘本。 

「我相信充满憎恨的世界里也有很多温暖的好东西。痛苦的夜晚难以忍受，所以写文

章，不想错过像星星一样闪耀的瞬间，所以画了画。这本书对于梦想着春天草花的人

们来说，希望能成为温暖的问候」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544719 

CONTENTS/IMAGE 

Winter 

心软绵绵的。 

在稍微冷一点的冬天，你的话语。 

"你喜欢的话，我也喜欢。" 

雾中的岛屿 10 

水杨酸里白鹿对我说 ·12 

维萨林路地方道 1112 号线· 14 

白鹿· 16 

芦苇之梦·18 

初雪 20 

山茶花·22 

狗之神·24 

马特乌里歌曲·26 

参数 · 28 

小光· 30 

西归浦剧场·3 

4月的山茶花· 34 

纵向坡度· 36 

我们的瞬间· 38 

拿铁·40 

远涛·42 

新川牧场· 44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544719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544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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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46岁 

冬季早晨·48 

山麓公路· 50 

邻居家的孩子·52 

晨星升空·54 

Spring 

现在为了我 

该出发了 

不要再被任何人抓住 

济州 700 次 一周大巴 · 58 

旅行的味道，60 

最照顾我的人·62 

岛上的春风 64 

迎接的路·66 

花语 68 

春天来临的声音·70 

今天要做的事 72 

春天 地气 · 74 

歌曲的颜色 76 

槟榔屿 78 

心花· 80 

野花的名字· 82 

曼多隆·博罗姆·84 

想和你一起走的大樱花树丛·86 

一盏灯 88 

山洼里· 90 

春光· 92 

过家家· 94 

哀月之夜 · 96 

玉兰 98 

青麦田· 100 

幼苗声音· 102 

蕨菜雨季·104 

蓝马· 106 

涉地可知·108 

橘花· 110 

Summer 

大海经过的地方 

积了水井 

乘着波涛上升起地那些闪耀地东西 

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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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的第一步·114 

夏季麦田 · 116 

你的童年·118 

你喜欢的东西 · 120 

台风的位置·122 

夏季阵雨· 124 

去莲花池的路 · 126 

济州马·128 

欧拉东荞麦田· 130 

水位下降· 132 

渗入 · 134 

邻居家的钢琴声·136 

在伊霍特乌·138 

阴影花·140 

疯狂海边· 142 

粉红色· 144 

夏夜· 146 

清水里 葛扎瓦勒 · 148 

狗鼻子·150 

向日葵· 152 

白菜白蝴蝶·154 

煮熟的云朵形状· 156 

心灵碎片·158 

落花· 160 

圣山庭院 · 162 

决心· 164 

夕阳海洋· 166 

眼泪·168 

Autumn 

渺小之物 

干吗 

我的内心会大动荡吗 

再次 葛扎瓦 · 172 

夏之花· 174 

山鸟· 176 

清晨田墙· 178 

荆棘坡· 180 

浪马·182 

指甲下的刺 · 184 

红橙色· 186 

遗失先作之物·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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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190 

浸染于你 · 192 

蓝色之梦 194 

被推来的星星·196 

小猫被子·198 

空地·200 

梦里·202 

即将到来的· 204 

邻居家的猫·206 

上岸 · 208 

秋季石墙路 210 

草虫声·212 

通往秋天的路·214 

猫尾巴· 216 

海边闲谈· 218 

阿布奥尔姆·220 

晨星升空 · 222 

溃水坡· 224 

再次，我们现在这里，济州 ·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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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又吃了 

또, 먹어버렸습니다 

AUTHOR 金允儿 

김윤아  

PUBLICATION 2021/1/8 

PAGE 256 

SIZE 130*188*15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为了吃完后又后悔的人们准备的非面对面式心理咨询 

《又吃了》是帮助人们摆脱暴食和减肥的无限反复束缚的心理治疗散文。作者是 6年

来饱受饮食障碍困扰的饮食障碍专门咨询师，她通过对饮食的各种心理进行分析，找

出了引发问题的饮食的真正原因。像进行实际咨询一样，仔细观察心灵上的伤口，并

传达从经验中得出的忠告。 

书中充满了每个人都经历过或听说过一次的共鸣百倍的故事。早饭和午饭随便吃，下

班就暴食的上班族秀美，因为妈妈说「女人一生都要自我管理」而强迫减肥的苏贤、

因不自觉地吃东西而痛苦的秀英、不愿被与出色的姐姐相比而执着于减肥的艺善等

等…，因为书中重新编排了实际咨询内容，所以更能引起共鸣。 

自我安慰的技能 

作者强调说，如果通过食物消除喜悦、悲伤、愤怒等所有感情，就必须先从自己的心

情开始进行观察。此外，书中还列举了容易导致食物中毒的各种心灵创伤，以便读者

自己检查自己的状态。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是「我经常吃的东西」和「我不

经常吃的东西」。将不吃或不吃太多执着于饮食的原因分为精神压力、心理饥饿、减

肥、身体干瘦、对人情的欲望、不安等几个方面来分析，来揭开虚假饥饿的真相。以

此来说明与饮食相关的多种多样的心理现象。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如受到压力就吃辛

辣食物的理由、减肥失败的理由、好像没吃太多却发胖的理由等。不仅如此，还介绍

了食物中毒自我诊断清单，夜宵忍耐的方法，对强迫减肥的妈妈的应对方法，避免运

动中毒的方法等对现实生活有帮助的知识。 

根据 2018年以大韩民国满 20~59岁的 1600 多名成年男女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61.9%的人有减肥经验或正在减肥。（出处:tillion pro 在线抽样调查）。我们

每天都吃些什么。因而肚子饿所以吃、因为无聊所以吃、因为压力大所以吃、因为孤

独所以吃、因为生气所以吃。这样不停地吃的话会产生负罪感，因为忍不住又开始吃

的事实而指责自己，并投入到减肥大业中。但是减肥也没坚持多久，反而忍着忍着开

始暴饮暴食，然后又开始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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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推荐给因为吃东西问题感到困扰、因为减重而产生心理问题的读者，透过书中分

析的相关心理现象，相信将能帮助读者重新检视自己的状态、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控

制方式。 

ABOUT THE AUTHOR 

金允儿 

曾是饮食障碍专门咨询师。受到伤害的心灵因暴食和过度减肥度过了 6年的艰难时光

之后，开始接受了咨询治疗，并以此为契机，产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并进行学习，因

此学习。毕业于天主教大学普通研究生院心理学专业，目前拥有韩国心理学会咨询心

理师 2级资格证。硕士论文《在被迟到的父母抚养行动与暴食行动的关系中情绪认识

明确性的媒介效果》。目前在蚕室心咨询心理中心担任主管。帮助强迫性地吃或不吃

的人抚慰心灵的伤口，缓解感情和饮食的连接纽带。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685204 

CONTENTS/IMAGE 

序言 

长长久久地幸福地吃下去吧 

推荐语 

自我安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_李多慧  21岁，作家、记者 

食物中毒的 7种征兆 

I 总是让我吃的东西 

压力 

想着晚上吃什么挺过一天 

好像没吃多少 但是长胖了 

为什么没有接受暴食症咨询的男人呢？ 

难道我也是食物中毒吗？ 

事情发生时，我突然暴饮暴食。 

从哪里开始是饮食障碍呢？ 

心灵的饥饿 

夜宵，该如何忍耐？ 

不知道是肚子饿还是伤心 

和妈妈吵架后一定会暴饮暴食

减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685204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68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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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肥不是意志的问题吗？ 

减肥越来越难了 

吃完吐出来的话应该不会胖 

为什么开始减肥会变得忧郁呢？ 

II 总是让我吃不下去的东西 

强求干瘦的身体 

我的朋友们都瘦了 

不想再被叫做猪了 

妈妈说女人一生都要自我管理 

减肥之后会变健康吗？ 

人情欲 

想要完美地漂亮 

减肥成功想得到称赞 

比姐姐做得好的只有减肥 

不安 

我不安的话就会减肥 

是不是运动越多越好？ 

人际关系太难了，我处理不好 

宁愿受伤也不愿接受爱 

结语 

请求帮助不可耻 

饮食障碍应对指南 

如果朋友、家人、恋人之间有饮食障碍的话 

如果想接受心理咨询的话 

药和副作用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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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我的担忧我来搞定 

내 걱정은 내가 할게 

AUTHOR 崔大浩 文/崔高恩 图 

최대호 저/최고은 그림 

PUBLICATION 2020/12/21 

PAGE 192 

SIZE 120*195*20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畅销书《想过平凡的生活》的崔大浩作家新作！ 

适当的随心所欲，但要充足的幸福！ 

比起担忧，请把幸福紧握手中 

努力活在当下吧！ 

不要提前担忧，不要怀疑自己的幸福。2020 年，因为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引发了全球

性大流行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现在我们需要的安慰是什么呢？畅

销书《读书集》和《想过平凡的生活》的崔大浩作家的暖心安慰!这回可放心了，马上

消除忧虑!这本书介绍了如何减少担忧的方法和只要减少担忧就能看到的东西。 

2020 年做得最多的事情，保持距离 

2021 年将要做的最多的事情，幸福 

今天度过了怎样的一天？身心俱， 忙得不可开交。只是担忧不断累积而已吗？绝对不

是这样，因为做得很好的你，所以不必进行无必要的担忧。虽有可能对世上的一切担

忧，相反的，对一切都不担忧也是也可以的。 

我的担忧我来搞定 

但，如果不担忧那就更好了 

本书推荐给当今在新冠肺炎席卷下对生活、社会、世界感到不安的所有人，期望透过

作者的暖心安慰，我们能够减少心中的不安并得到更多的幸福。 

ABOUT THE AUTHOR 

崔大浩 

因为担忧而折磨自己的人。只要下决心就能做很多事情的人 不想再失去自我而开始写

作，通过写作找回了自尊心。其文章中包含加油、笑、爱，并上传到了 SNS上，得到

了数百万读者的共鸣。就像自己写这本书时一样，希望读者们也能够努力地度过每一

天，真正失去自己生活的人能够变得幸福。大家送上小小的应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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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首尔市梦想文案评选委员，2017年在京畿道文化信息韩国说唱“创意研讨会

S”演讲，Kakao主页上连载。2016 年作为国立中央图书馆"SNS诗人时代"展览咨询

委员及京畿南部警察厅 SNS宣传大使进行了活动。2015 年被选为《esquire》杂志 

2015新创作者，2014年担任爱茉莉太平洋雪花文化展文本作家。着有《看这诗》、

《读吧诗集》、《读吧诗集》、《诗集 2》、《拥抱你一天》、《想要平凡的生活而

认真生活》等。 

崔高恩 

在洛杉矶工作的设计师。将普通的日常生活用简约而有棱形的画面展现出来。希望

《想平凡的生活而努力的生活》的画能够用苦恼和担心淡化复杂的人们的心情。认为

画是视觉性的诗，是学习设计专业的人，是崔大浩作家的亲妹妹。为了用图画更深刻

地共鸣和有趣地表现作者的文章，在《平凡而美好的事情》等作品上绘制插图。她与

美国丈夫结婚后住在旧金山。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217150 

CONTENTS/IMAGE 

PART 1. 按我自己的方式变幸福 

因此 / 我的人生 / 活着需要的姿态 / 慢慢地 / 从我开始把自己 / 更加 / 美式咖

啡 / 最近 / 成人 / 分享 / 像现在 / 珍贵的人 / 偏食 / 选择 / 生活 / 我的问候 

/ 标准 / 新的一天 / 现在来了 / 条件 / 心境 / 真正的关心 / 种子 / 方法 / 需

要知道的 / 基石 / 反复的后悔 / 形成的习惯的好的事 / 就那样 / 那样的关系 / 

吐露 / 讨厌的人 / 现在 / 消费 / 我的身旁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 浓 / 小的事物 / 答案 / 停止思考 / 这期间 / 请做吧 

PART 2. 你与幸福很相配 

做得好 / 不是你的错 / 你的今天 / 累的时候需要的 / 想传递的话语 / 正确答案 / 

你，那样 / 安慰 / 还不晚 / 活着 / 告诉我 / 温暖的人的特征 / 致你 / 现在 / 

不是你的错 / 真正的幸福 / 翅膀 / 照顾好 / 舒适的一天 / 充电 / 疲惫之前 / 按

压 / 美丽的话语 /日子/ 流动 / 旁边 / 光 / 一定要放在身边的人 / 相似的人 / 

不忘记 / 致你 / 你这个人 / 相遇 / 感谢 / 影子相同的人 / 你的周边 / 跑步 / 

寻找我的人 / 感谢 / 在我身边吧 / 最好的东西 / 真的 / 力量 / 开始 / 确信 / 

某个选择 / 美好的夜晚 / 安睡 

PART 3. 我也将我的担忧拥抱 

撤力 / 充足的 / 尝试一下 / 以后 / 留下的 / 我的 / 撤力 / 有什么 / 梦想和欲

望 / 精神管理 / 没问题 / 照顾 / 扔掉 / 不要那样 / 好的 / 相信你 / 担忧时机 

/ 活着活着感受到的 / 那样的话 / 我的今天 / 安慰 / 抓住 / 谢谢 / 应援 / 活着

活着确立的目标 / 有就好了 / 放松的心灵 / 因为有你 / 治愈 / 回顾 / 过程 / 希

望的样子 / 星星 / 感谢的事 / 明天要做的事 / 像水一样 / 我的应援 / 减少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217150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21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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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能怎么办，这就是我啊！ 

어쩌겠어, 이게 나인 걸! 

AUTHOR Tonguebymong, 允舟行, 权孝彬 

텅바이몽, 윤주형, 전효빈 

PUBLICATION 2018/10/18 

PAGE 256 

SIZE 135*190*20mm 

GENRE 插图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假装坚强、假装善良、假装没关系… 

唉，今天的我又不诚实了 

从今天起不再「假装」！ 

『能怎么办，这就是我啊！』用有感的文字与逗趣可爱的插图讲述了想要诚实却诚实

不了的现代人的故事。由五个章节构成的这本书，每个章节出现带着各自假面的角

色，分享自己的精彩故事。对于一整天为了迎合各式各样的人事物而带着各种假面的

读者而言，将有感于书中的字字句句，并从中得到温暖的安慰。 

唉…今天又皮笑肉不笑了，成为大人后这样「假装」的日子与日俱增。为了不被拆穿

软弱的内面而假装坚强；为了不被无视而装模作样；为了不被讨厌而假装善良；为了

迎合世界标准而假装大人样…，无法摆脱他人视线的我们，每天为了隐藏自己的内心

而奔走。 

以「究竟我们有多诚实呢？」为开端而开始画画的 Tonguebymong，藉由这本书传达脱

掉假面别再「假装」的讯息，并提出接受自己真实的面貌、一起实现「ME ING OUT」

这个小小越轨的刑为。 

本书推荐给所有为了迎合各种人事物而带着各种假面生活的现代人。假如你还是会因

为在意他人而「假装」而隐藏真正的自己，试着像咒语一样对自己的内心喊话吧！

「能怎么办，这就是我啊！」。 

ABOUT THE AUTHOR 

Tonguebymong (允舟行，权孝彬) 

画出遗失自我的现代人的故事的插图画家工作室。曾经为了不放弃梦想而暂时与现实

妥协，放下铅笔与画笔。想要向那些无法摆脱他人视线、想要诚实却无法如愿以偿的

现代人传递温暖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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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gram: instagram.com/tongueby_mong 

Grafolio: www.grafolio.com/bymong 

允舟行 

作家、设计师、社长…，穿脱着各种假面，正在努力寻找最像自己的样子。书中仙人

掌假面的代表。 

权孝彬 

带了善良的假面，正在努力摆脱中。最熟悉的假面是老师角色，为书中玻璃假面的代

表。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65486642 

CONTENTS/IMAGE 

PROLOGUE 

PART 1. 脱掉仙人掌假面 

不再努力假装坚强 

我的界线 / 今天要用什么样的表情 / 假装坚强也不容易 / 伪装调节障碍 / 包装 / 

自己创造伤口 / 停止关心 / 关系线 / 哪一个是我 / 真正的朋友 / 为你笑 / 我是

问题 / 光明正大地哭 / 正在成长 / 有用处的人 / 真是可怕的话 / 可靠的路 / 疯

狂的文凭 / 为了你才这样做 / 不要听 / 从伤口萌发的梦想 / 用傻瓜姿态生活 / 不

要接受 / 自发性宅男宅女 / 人生的高手 / 圆圆的 圆圆的 

+ 维持原样 ME ING OUT

PART 2. 脱掉装腔作势的假面 

「装腔作势」很疲累 

不喜欢被无视 / 必须让人看到 / 没有也假装有 / 自拍中毒 / 食物冷掉才好吃 / 米

其林 0 等星 / 假装知道 / 计算的关系 / 照片司机 / 靠购物无法满足 / 南瓜 / 鱼

场管理 / 一半的幸福 / 光看天空 / 幸福降落 

+ 维持原样 ME ING OUT

PART 3. 脱掉玻璃假面 

不再刻意假装好人 

动不动就破掉 / 假装一百分的善良 / 不是天使 / 内心的危险信号 / 只要笑就会生

病 / 承认悲伤 / 内心旱灾 / 谦卑之辈 / 你的分数 / 不要小看 / 需要的情感 / 精

彩的休止符 / 心理空荡荡 / 找到我的碎块 / 一群一群 / 内心一尺 / 曾经有过那时

候 / 需要处方签 / 懒洋洋的自由 

+ 维持原样 ME 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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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脱掉热狗假面 

能怎么办，这就是我！ 

展现自己 / 不管是你还是我 / 自豪的自卑心理 / 我真是个漂亮的人 / 好黑 / 仰赖

「赞」维生 / 身体里的我不胜其数 / 干瘦的人们 / 硬要插一脚 / 胡言乱语 / 呼 / 

说谎心悸症 / 都写在脸上 / 挥发压力 / 假装同感 / 他人的认可 / 名为厌倦的奢侈 

/ 松散 / 成为内心富豪的那一天 / 去爱 / 今天是最重要的日子 / 反正都很奇怪 

+ 维持原样 ME ING OUT

PART 5. 脱掉多毛的假面 

不再躲躲藏藏 

希望没有人知道 / 一层又一层 / 帮我藏起来 / 匿名的信 / 名为修饰语的外壳 / 想

要得到称赞 / 必须懂事 / 有色眼镜 / 变成熟会颁发奖状吗 / 大人们的世界 / 如果

想成为皮诺丘 / 害怕离开 / 我更喜欢 / 恋爱的注意事项 / 真是合适 / 顺着想法 / 

我珍贵的梦想 / 成功的人生 / 会变幸福的 / 这个瞬间很珍贵 / 视为最棒的加油打

气 / 请分给我 100 克的幸福 

+ 维持原样 ME ING OUT

EPI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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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30 岁，开始懂得舍与得 

서른에 얻은 말과 버린 말 

AUTHOR April weather 

사월날씨 

PUBLICATION 2021/04/01 

PAGE 240 

SIZE 128*188*15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还有一本书能够如此准确且透明地窥探 30岁的内心吗？」 

用比二十多岁时还要宽广的胸怀与目光，去接受、理解、挑战三十多岁的自己 

开始练习倾听自己的心 

『30 岁，开始懂得舍与得』是一本收录了作者在而立之年的交叉路口上不断对自己提

出疑问与反思的过程的纪录散文，内容论及了变化的自我、面对身体的方式、查看人

际关系的态度、维持爱的礼仪，细腻地刻划出期盼自己日渐成熟、勉励自己的过程。 

原先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渐行遥远，曾经熟悉的自己的心日渐生疏，不知不觉间来到

了必须负起责任的年纪 – 30岁。来到这个天翻地覆的年纪的作者向自己提出了疑

问，「我该怎么做？」。书中收录了作者在世界的要求与自己的声音之间、在过去的

自己与现在的自己之间，努力找出属于自己的路的故事。此外，也带有希望自己能够

成为自己的保护者与养育者，试着爱上这样的自己的尝试。 

永远不会有完整，都只是过程 

作者对于必须怀抱远大梦想的世界命令，给予「将会认真过好每一天」的答复。在开

始运动后，因为能够一次提起六罐装的水而感到开心；为了心爱的人，心甘情愿地改

变自己。回想着过去的自己，给予就算哭了也没关系的自我安慰；虽然离开稳定的职

场有点可惜，但得到一人工作的平静幸福却无可取代。作者真挚地观察女性的人生，

不忘寻找该做的事。用比二十多岁时还要宽广的胸怀与目光，去接受、理解、挑战三

十多岁的自己，书中传递了方法与从中得到的喜悦。期盼透过本书能够让读者们了

解，永远不会有完整，都只是过程。 

书中共分成四个章节，自我、身体、人、世界，分享了我感受到的自己、面对身体的

方式与变化、想要结交朋友或恋人的期盼、对世界的喊话等内容。虽然想要比二十多

岁时更老练，但依旧尚未找到答案的各种关系中，作者不断地对此提出疑问。必须接

受的样貌以及即将改变的样貌是什么，虽然想知道自己能做的是什么但却懂得跟不舒

服的事物别离，如不舒服的工作、不舒服的关系、不舒服的衣服、不舒服的自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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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想要找到最能活得像自己的答案，有些答案能被找到，也有些答案正在被寻找。但

即便当下找不到答案也不必害怕，因为我们是知道自己会慢慢地变成熟的「大人」。 

本书推荐给同处年纪纠结带的读者。假如你也来到了所谓的 30 岁分水岭，这本书将

告诉你现在的你并不孤单，你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世界，现在的你已经做得很好的安

慰与鼓励。 

ABOUT THE AUTHOR 

April weather 

自从以为 25岁后就能展开梦想以及自由又浪漫的人生的幻想破灭后，重新幻想 30 岁

后就能得到完整、自由、坚定又智慧的人生。庆幸的是这次回报他的不是一桶冷水，

而是「果然也是如此吗？」的领悟。一位试着相信就算不知道也没关系不完整也没关

系，只要尽全力就好的三十岁中旬女性。毕业于延世大学经济学系，做过上班族，后

来于同所大学取得心理学硕士学位，此后于大学的性平等中心工作。希望能构成为一

位女性主义咨商师，写着有关女性人生的文章。着有『控告婚姻』。 

网站: aprilweather.co.kr 

Twitter: @aprilweathery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799279 

CONTENTS/IMAGE 

前言 

第一章 – 不再努力佯装 30岁，决心欣然接受动摇 

以为三十岁就无所不知 

年纪，算什么 

在想要工作的时间在想要工作的地方 

独一无二，必须寻找自己的梦想的强迫 

拥有个人的空间 

第二章 – 喜欢机能性的身体，而非为他人而行的身体 

守护自己的机能身体 

忍耐身体的分裂 

不穿不合脚的鞋 

不穿不合身的衣服 

驶向 No Bra 的旅程 

Sexuality与乳晕毛 

第三章 –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虽然还很生疏 

为了无法放弃的事物而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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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为你改变 

一起生活，互相陪伴 

过度疼痛的独立不是独立 

变成懂得哭的人 

轻松简单的关系很珍贵 

我的唐吉轲德，世界与相亲 

第四章 – 淘气取代明智，不舒服取代理所当然 

欲望欲望 

学习性取向需要多少时间 

面对聪明女性的敌意 

男性朋友很舒服 

吸烟区的女性，边走边吸烟的男性 

正大光明的处理不舒服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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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人到中年的话，现在是拥抱自己的时间 

인생의 중간쯤 왔다면 이제 나를 

안아줘야 할 시간 

AUTHOR 韩胜熙 

한성희 

PUBLICATION 2018/7/11 

PAGE 272 

SIZE 135*195*16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12万畅销书《寄给女儿的心理学书信》的作者韩胜熙博士 

一定想要讲给责任加重，无处可依的你听的故事 

外表虽然已经长大成人，但很多人仍然觉得生活不够熟练和艰难。特别是 30~40 岁一

代与至今努力奋斗相比，对手中没有多少东西的空虚感和不知道今后要如何生活的茫

然感到彷徨。通过《写给女儿的心理学书信》为长大后想要独立的 2030 一代加油、安

慰他们的精神分析专门医生韩成熙博士此次传达了能够给人到中年、责任更加沉重、

失去依靠的 30~40 代人带来力量的宝贵生活建议。 

感动 12 万读者的《写给女儿的心理学书信》 

韩胜熙博士的第二篇随笔 

这本书是精神分析专家韩胜熙博士时隔 5年推出的第二篇心理随笔，她撰写的《写给

女儿的心理学书信》让韩国所有女儿都感受到安慰和鼓励。作者在国立首尔医院(现国

立精神健康中心)工作了 20多年，离退休还有 10年，她离开了所有人都羡慕的稳定的

工作岗位，开创了个人诊所。36年来，作者治疗了 20多万有心理疾病的患者。 

2016年夏天，通过稳定的门诊以及出版第一本书后，作者的社会名望和作为咨询医生

的信赖度进一步提高。然而，作者关闭了曾经门庭若市的门诊，迈向了崭新的生活。

她以 2年的计划前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留学。他在同龄人都看孙子的年纪去留学的

决定让周围的人惊叹不已。在离开读者的过去 5年里，让自己更加坚强的作家刚结束

学业回来，准备重新回到新的生活阶段。虽然作者度过了很长的空白期，但这本书非

常值得我们关注。这是因为她的这一举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刺激。作者通过

这本书传达了自己亲身经历并体会到的深刻的洞察力。即，在生活受到严重动摇的时

候，如何找出保护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东西。 

给疲惫不堪的自己以力量的成长心理学 

「你并没有停下，你正在变得更好」 



 

「至今为止一直努力生活，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实现？」、「现在又能开始做什

么？」，到了人生的中间阶段，这种感情会让人心情沉重。韩胜熙博士表示，此前，

在治疗众多人的过程中，多次见到了因抑郁感、不安感、无力感而感到疲惫的三四十

岁的人。由于日益加重的责任而产生的压迫感和无处可依靠的渺茫感，使他们感到疲

惫不堪。作者经历过同样年龄的心理上的痛苦，她表示，为了使自己成长为更好的

人，任何人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混乱期。她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无数的咨询事例，提出

了「顺利度过中年」的明智方法。 

给沉重的生活重新注入活力 

只要过了追逐梦想的 20多岁，到了三十五岁左右，现实生活就会逐渐映入眼帘。现

在是根据客观的资本和资源来衡量拥有梦想的可能性的时候了。与心理不同的是，现

实要求他们从梦中走出来，正视现实。在缩小两者差距的过程中，就会像心灵感冒一

样，自然而然地产生无力感和忧郁症。 

韩胜熙表示「35岁以后是摆脱幻想的第一季，这时出现的无力感和忧郁症是要进入新

生活阶段的信号，也是要进一步增长的内在欲望的体现」。作者忠告说「如果回避或

想要消除这种感情，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心理问题，因此只有面对并接受，才能创造给

沉重的人生重新带来活力的积极力量」。 

每当我的生活受到严重动摇时 

人生本来就不是宏伟的。但是最近的人们希望自己一定要成为伟大的存在。作者对只

想一次性实现巨大成长的世界提出了疑问，并指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从一开始就

解答错误的问题一样。”她强调说:“现在不要再在意别人的目光，应该以自己独有

的节奏走下去，不仅是外表，还应该培养内在的增长。”也就是说，让只集中别人和

在外表上的视线转移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为此，她提议，作为比较容易尝试的活动，寻找每周坚持进行 15 分钟的兴趣活动，

哪怕是一天休息 10分钟，也要准备充分的休息时间，每天通过轻微的运动来锻炼体

力。作者提醒我们，生活每每发生动摇时，守护着我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到目前为

止每天都守护着的“普通的人生”，将我们带入即使很小也有意义的明天。 

ABOUT THE AUTHOR 

韩胜熙 

李韩精神健康医学科医院院长。精神分析家兼小儿精神科医生。毕业于高丽大学医科

大学，在东大院获得了医学博士，20 多年来一直在国立首尔医院（现国立精神健康中

心）治疗患者。曾历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医科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访问教授和韩国

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并作为高丽大学和成均馆大学医科大学的兼职教授指导学生。着

有《现在该拥抱我了》一书。 

她是 40 年来治疗 20 万名患者的精神分析专门医生，也是一位母亲从 1岁的孩子到 85

岁的老人，只要是心里不舒服的人，无论是谁，都想要去找她咨询，在此过程中，她

看到了一生中有可能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并一直进行了治疗。但对于女儿来

说，她是平凡而生疏的母亲。像其他妈妈一样，女儿看起来像世界上最完美、最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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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她相信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因此，每当女儿要走与期待不同的

路时，她就会唠叨一番，并真心劝阻，这样的时候也会心急如焚。 

有一天，女儿说要去曾经学习的美国找工作，要和男朋友结婚的时候，女儿已经不再

是怀里的孩子，她已经长大得可以独立了，应该承认这个事实并送走她。而且，对很

多长时间来找诊疗室的人讲了很多故事，但对养育 30 年的女儿来说，还有很多故事

没能做到。于是开始写书。虽然人生是无法预测的苦难的延续，但我想告诉大家，在

这期间也有乐趣、意义和成长的可能性。在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的时候，这本书包

含了希望能够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女儿带来一点帮助的母亲的温暖的心。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62158031 

CONTENTS/IMAGE 

第一章 我现在在哪里？ 

有一天突然觉得生活变得迷茫了 

摆脱现实，拥有属于我的时空 

不是我的东西决打不开 

一个人也好，在一起也好，没有不激烈不苦恼的人生 

不要比较，走自己的路吧 

每天进步一点点 

转过弯儿来, 人生就值得的 

尝尽人生滋味，我才能长大成人 

世界从来不按我想要的顺序让给别人 

在宽广的视野下面对现实的自己时 

现在要保持外在和内在的均衡 

第三章 今天也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用休息来款待自己 

做一个普通人也是一件不普通的事 

只有有独处的时间，和别人在一起时才能一起快乐 

对自己生活持乐观态度的方法 

体力充沛的人生才有意思 

种下让我再次奔跑的小种子 

第四章 把我放在所有关系的中心 

不要核心，全部扔掉 

爱憎交错不是真正的关系 

要看清自己的心思, 不为关系所左右 

夫妻俩是一生完成的关系 

理解父母的人生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大人 

男人成为父亲的意义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62158031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6215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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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现在该拥抱自己了 

无力是过度到新生活阶段的信号 

为了不让对方随意对待我 

一次“郁”可能失去一切 

没有比不安更让我动摇的感情 

到了不再纠缠于假自尊感的时候了 

大人的成长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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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我们只是没钱，并不是没眼光！ 

우리가 돈이 없지, 안목이 없냐? 

AUTHOR 某某某 

아무개 

PUBLICATION 2021/03/03 

PAGE 264 

SIZE 130*205*20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它更有趣！ 

阐述有关穷人们的糊口时代！ 

带着隐约的期待查看休眠账户的余额、在街上看到价格后兴奋购入的价值 5,000 韩元

的鞋子、一分钱不多也不少的回包礼金…，这些连自己都看不过去却不得不做的「可

怜」行动是你我都曾有过的经验。书中以「贫困」为主题，风趣地描述了庶民们有感

的故事，刻划了人生的悲欢。作者某某某认为既然是为庶民而写的作品就不该使用太

高尚的文字，因此书中也出现了一些平易近人的俗语，展现了他坦然面对没钱的事实

的样貌。但这些并不代表作者在经历困难时只用自嘲带过，作者大方承认因为贫困的

生活所以多少经历了不平等，但过程中的领悟让他肯定自己并得以告诉读者们穷人的

哲学。 

为什么是某某某呢？不分你我，只有走过人生低潮后才会在买牛肉吃时露出一点微

笑、泡饭吃时才会有一点饱足感不是吗？不贫不富的人生若没发生什么大事就算是过

得不错了。稍微有点人生历练的作者某某某，他体悟出的人生基本条件就是「贫

困」。在不幸中的大幸中，这个基本条件「贫困」公平地适用于所有人。在人生的道

路上遇到绊脚石，或是在小事中受挫，是我们的家常便饭。打从出生那一刻就因为

「贫困」这个基本条件经历无数艰辛的作者某某某，受益于失败经验与苦涩的经历以

及意料外的事件，让他有了认识人生的机会。透过被称之为苦难的「没钱人生」，作

者领悟到了人生的哲学。 

人生前辈的作者的亲切建议！ 

坦承是治愈的开始 

已经度过青春时期的作者，全盘述出那个时期曾为自己带来安慰的经验以及留下的后

悔。向现实中因为问题而烦恼难过的年轻人们提出建议，告诉他们试着先睡一觉或是

学着等待「第一次」变成「日常」。对于连「精神胜利」的说词也忘却的一乾二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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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年轻人而言，已经度过这个时期的作者给予的建议将成为一个安慰。当愿意表露

自己的缺点的瞬间，缺点将不再是缺点，而将只是一个事实。看到书中作者接连不断

地表露自己的缺点的读者们，将会开始有想要将人生中让自己感到辛苦的事物们层层

释放。贫困却坦荡，羞怯又充满朝气的作者说坦承是治愈的开始。  

为什么苦难就没有哲学呢？本书以在世界上被视为致富的「贫困」为主题，对生活在

这个时代的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用的。某某某作者的哲学是给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某某

某庶民们的亲切鼓励。期望透过书中作者分享的既愉快又优雅的人生方式，能渐渐减

轻读者们的人生重量。 

ABOUT THE AUTHOR 

某某某 

小时候在连公交车都没有的乡下长大。塑料棚里住了一家子六口人，学生时期未上过

补习班，没有国外旅游的经验，这样的情况在婚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未曾觉得自己的人生困苦，未曾觉得自己的人生不幸。贫困并无法削减我的自尊，难

道贫困就没有哲学吗！反而认为因为不丰足的人生让我对人生有更深入的洞察，因为

某某人的我并不是某某人。相信看到这本书的读者将能从我的文字得到莫大的安慰，

因为某某人的人生，与某某人的你的人生没有太大的差异。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640032 

CONTENTS/IMAGE 

前言 某某人致某某人 

Part 1. 穷人的哲学 为什么贫困没有哲学呢 

眼光 / 参加同学会 / 休眠账户余额查询 / 米饭的力量 / 符咒 / 不堪的时候 1 / 

贫困人士的忏悔 / 虚张声势的时光 / 1,000 韩元的教训 / 乞讨的钱 / 价值 5,000 韩

元的鞋子 vs 价值 23,9000 万韩元的鞋子 / 做了发财梦 / 单纯想那样做的日子 / 不

堪的时候 2 / 我渺小的希望 / 完美的借口 / 从露营中学到的智能 / 家 = 行李 / 

不使用 SNS 的理由 / 原来有伤心的事 / 我是谁 / 这算什么 / 对我来说贫困是 / 不

堪的时候 3 / 穷人的哲学 

Part 2. 他人的视线 为什么对人际关系感到困难 

妈妈不了解我 / 人生苦难的理由 / 同床异梦 / 酒后的真心谈话 / 我的妈妈是继母 

/ 干菜酱汤 / 不去责备妻子准备的食物 / 单纯试试 / 断掉的缘分 / 同感 / 用回忆

过日子的人生 / 说爱 / 得到人心的方法 / 缘分 / 不离婚的理由 / 脏话疗法 / 应

对他人的谎言的方法 / 无心 1 / 无心 2 / 虚伪告白 / 不是有这样的时候吗 / 只有

大脑知道的故事 / 非本意地 / 讨厌我的人 / 输给你 / 想象也有罪吗 / 同样的理由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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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成长的秘密 我确实认知的事 

公交车，跟人生很像 / 感受到上年纪时 / 同样的烦恼 / 支持他徒劳的努力 / 不备

雇用的人生 / 将死亡近放眼前 / 就这样睡吧 / 忧郁症的前兆 / 四十岁就可以了，

充分 / 极致的爱的刑罚 / 致现在下定坏想法的你 / 守住自尊的方法 / 战胜寂寞的

方法 / 对他来说「紫菜饭卷」是什么 / 为什么只有我？ / 弟弟的语言进修 / 看着

镜子哭泣 / 幻想 / 做了可怕的梦 / 我是珍贵的人 / 未执行 / 读读看小学 / 成为

大人这件事 / 职业病 / 酒飞御天歌 / 我无法成功的三的原因 / 我是中上层人士

吗 / 最适合哭泣的地方 / 错觉 

Part 4. 时间的建言 打从一开始知道就好了 

年纪只是数字 / 我是幅画 / 主人 / 公交车里的我 / 话与行动的差距 / 衰退预

告 / 发火的理由 / 牛鼻环 / 绿色的标志 / 打扫内心 / 六点，下班时间 / 人生前

辈的建议 / 想法无力 / 读书谋生的时代 / 搞笑艺人李英子说的话 / 机会 / 你拥

有的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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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不能因为害怕地铁就辞职啊 

지하철이 무섭다고 퇴사할 순 없잖아 

AUTHOR 金世京 文图 

김세경 글그림 

PUBLICATION 2021/5/10 

PAGE 352 

SIZE 130*190*18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精神健康医学专业河智贤医生强烈推荐！ 

「我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凡是有过喘不过气来的经历的人，一定要看看」 

因突如其来的恐慌而陷入崩溃的 35位上班族的克服恐慌计划 

「为了不生病，不要受伤，要练习照顾心灵！」 

让 200 万 SNS读者们又哭又笑的妈妈同感散文《虽然成为了妈妈，但我也很珍贵》，

获得了新手妈妈们热烈反响。这次金世京作家以「克服恐慌的散文」重返了文坛。出

版平生第一本书后，享受成为作者的喜悦也只是片刻，有一天下班路上她感到呼吸困

难、心跳加快、极度恐惧，在地铁上慌忙下车。这是恐慌发作。对于连产后抑郁症都

擦肩而过的超乐观的人来说，居然患上了甚至是艺人们才会有的恐慌症状，虽然无法

相信这一点，但从那以后，每天都会出现的症状，每天上下班、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都变得困难，最终鼓起勇气去精神科就诊。作者发现，很多人像自己一样患有心病，

如果不顾及内心，谁都会患上这种病，于是开始慢慢进行医生提议的治疗过程和心理

训练，最终克服了恐慌。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在被诊断为恐慌障碍后，照顾心灵并恢复日常生活的

过程中，通过这一过程学到的人生态度。作者凭借其特有的机智、坦诚的文章和图

画，尽管主题是「恐慌障碍」，但还是令人愉快、充满希望。「读完之后，更难把推

荐词写短，这是一本能给观众很多故事的书。现实、生动、温暖」，精神医学专家河

智铉如此评价。 

现在是恐慌时代，谁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心病！ 

如何守住被不安和压力所动摇的心 

李京奎、金九拉、车太铉、郑亨敦、玄雅、姜丹尼尔等人气很高的部分艺人坦白自己

患有恐慌障碍后，恐慌障碍这种疾病开始在大众中广为人知。但很多人不了解有关病

的确切信息或治疗方法，误以为是「艺人得的病」或「休息一下就会好起来的病」。

事实上，恐慌发作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成果的压迫，过度的压力下生活的上班族经常

出现的症状。根据就业门户网站「incruit」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0%以上的上班族



 

回答说曾经历过恐慌症状，恐慌现在是上班族常见的心理疾病。实际上，作者下定决

心接受精神科治疗，在前往公司附近的医院的过程中，发现精神科的患者比内科多很

多而感到吃惊，而且对在休息室看到等待治疗的年轻职员的面貌再次感到吃惊。 

第一次经历恐慌症状的作者表示，想到只有自己才患有这种恶疾，感到非常吃力。她

说，如果在周围人的了解下，会不会对自己产生奇怪的想法，也会不会在公司受到不

利的待遇，因此非常害怕。但是与担心相反，当她向周围人介绍自己患病的情况时，

很多朋友也表示自己曾患过恐慌障碍、忧郁症等疾病，而且现在也患有忧郁症。正如

医生所说，有太多的人患有「心灵疾病」。 

在不确定的未来、日益激烈的竞争、SNS等容易陷入比较泥潭的现代人的心理健康受

到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由于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新冠病毒的流行，现有的享受的日

常生活已经崩溃，只有适应新的日常生活，现实中才会出现心病的人越来越多。无法

消除引起不安和压力的状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练习照顾心灵，不陷入不安和压力

之中，明智地调节这些情绪，掌握生活的技术。为了守护自己，应该倾听心灵的声

音，照顾心灵，学会与不安共存的方法。 

第一次去精神科的人都想知道， 

对抗危机的训练方法，消除不安的有效的各种小秘方！ 

「稍微不安也没关系，不安的心会照顾我！ 」 

作者在序言中坦白说，在患病之前，对恐慌障碍和忧郁症等心理疾病、精神科治疗等

无知，并因此产生了很多偏见。她还透露，为像自己这样害怕偏见而独自苦恼的人写

了这本书。如牙痛时去牙科，心脏疼时去内科，内心出问题时去敲精神科的大门是理

所当然的，整理出自己决心接受精神科治疗的契机和治疗过程中与医生的对话，以及

尝试的各种方法中效果显著的，并与读者分享。另外，作为「吃精神科药会不会中

毒」、「有什么有助于缓解症状的运动或食物呢？」等患者，她还讲述了自己担心和

好奇的部分。 

因恐慌障碍，每天乘坐地铁和进入会议室都感到很吃力，陷入了似乎不可能维持日常

生活的恐惧之中。作者充满自信地说「已经克服危机，不再害怕恐慌」。这是因为她

在恐慌障碍的帮助下，更加了解了自己，而且了解到了自己在怎样的情况和心情下，

会出现恐慌，从而学会了事前预防危机的方法。从胆怯中摆脱出来的想法、不逃避面

对危机的方法、消除不安的冥想法和呼吸法、缓解紧张的肌肉放松法等，每当感到不

安时，读者就可以通过这种不安的方法，健康地管理自己的身心。就像作者所说的

「比起患恐慌前，从身体上和精神上都变得更加健康」一样。 

第一次去精神科的人都会想知道的内容、具体的咨询过程、不逃避直接面对危机的训

练方法、在日常生活中消除不安的有效的多样的小秘方等，这些故事都包含着多样的

故事，因此如果是因恐慌障碍、不安障碍、忧郁症等「心灵疾病」而苦恼的人，那么

在得到实质性帮助的同时，也会得到希望和勇气。另外，只要是经历过因压力和不安

而使心脏怦怦直跳的经历的人，就可以通过作者传授的多种方法，自行照顾自己的

心。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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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京 

在光化门上班的平凡的公司职员兼作家。为了记住日常生活中有意义的瞬间，下班后

画画并写文章。由于好奇心强、欲望强，经常给自己提出很高的标准，并为实现这一

目标而努力生活。连自己内心疲惫都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下班的地铁里突然

遇到了危机。被诊断为不可能得的恐慌障碍之后，在治疗该疾病的过程中，了解到了

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自己心中有什么样的伤口。为了更好地表现和得到认可，没有鞭

策自己，而是学会了拥抱和照顾我的方法。现在已经克服得不再害怕恐慌的她，在不

安和压力的驱使下，坚强地守着被动摇的心，过着比以前更幸福、健康的日常生活。

从 2018 年开始在 kakao brunch以“花蚂蚁”的笔名连载了文章和画，所写的书还有

《虽然当了妈妈，但我也很珍贵》。 

brunch.co.kr/@sammys 

INS @sammykhim 

CONTENTS/IMAGE 

序言. 今天也一起恐慌着上班的你 

第一章 突然间得了恐慌症 

我竟然是“恐慌障碍”！ 

“那个”第一次向我袭来的那天 

忙里偷闲的小信号 

恐慌，无法控制地恐惧 

没有不安的事情但也感到不敢的这种心情是怎么回事？ 

网上为什么没有克服后记呢？ 

身体的病和心灵的病是不一样的 

第二章 不能因为害怕地铁就辞职啊 

真的不想去精神科 

为什么公司附近的精神科比内科多呢？ 

精神科那里的人们 

第一个诊疗，确实是恐慌症 

心病不是羞耻的 

不知为何会忌惮的精神和药，吃吗？ 要不要做呢？ 

不能因为害怕地铁就辞职啊 

第三章，心灵也需要照顾 

如同毫无预告的雷阵雨一般 

不安的心情会照顾我的 

不需要成为不哭的善良孩子 

为了意识到别人而辛苦的我的心 

对所有方面都想成为 100分的我 

不想做的话不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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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抱着大大小小的心病生活 

第四章 现在不要逃避，要面对危机吗? 

开始了特别的课外辅导 

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一味地逃避不是正确答案 

摆脱恐惧的想法 

让我们来看看危机 

从拥堵的路上下不来 

第五章 应对突然袭来的不安的方法 

不要太努力摆脱 

介绍有助于恐慌症状的夜卖冥想法亲爱的外出准备物 

呼吸这种最近的武器 

握紧拳头慢慢松开就会发生的事情 

马上就要恐慌发作了 

不安的今天吃生菜 

通过写作又遇上了另一个我 

第 6章 托你的福，我才能平衡生活 

你在尽力恨谁？ 

应对日常恶意留言的方法 

抚慰受伤的 14岁的我 

现在忧郁是正常的 

想要按照命运的指引向前进 

幸福并不是什么特别的 

托你的福 我才能平衡生活 

结语. 我再也不害怕恐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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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想活得像烧酒一样，清澈却毒辣 

소주처럼 맑고 독하게 살고 싶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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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202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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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五年级生的作者对人生的告白体悟！ 

身为儿子、身为男人、身为父亲 

这是一本五年级生的男子，在经历一个男人的成功与失败后，写下的日常感受。这是

一本诗与散文组合的作品。作者的情绪藉由诗的形式呈现，但想法却不受限于诗的形

式。时而真挚呢喃，时而高声吶喊。 

作者与大部分的男人没有两样，同样为了生计而每日奔波。结了婚也生了孩子，事业

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受朋友欺骗时也以酒消愁。这样的作者，某天一个严重的疾病

向他找来，此后他选择了与他人有点不同的人生。 

书中共分成三个主题，身为儿子、身为男人、身为父亲。各个主题接收录了作者在该

角色身上对日常、生活、人生的体悟与感悟。 

不分年龄性别，本书推荐给所有年轻人与中年人与老年人。相信透过书中作者的人生

回顾与感悟分享，读者们也将各自在自己的人生回顾上得到自己的体悟。 

ABOUT THE AUTHOR 

敬国贤 

大学时主修金属工学系，后来因对经营与不动产感兴趣而在商学院学习 MBA与不动产

学。拥有汉城大学经济不动产学系的硕士学位。现任开发不动产的 Saramin公司与不

动产专门公司的 Top Realty 的代表理事，此外，也在成均馆大学经营学院及汉城大学

不动产学院教授不动产课程。着有『商用不动产投资论』、『商家投资里有金流』、

『请对你的权利金保持怀疑态度』等。 

试读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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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383856 

CONTENTS/IMAGE 

前言 – 光是爱，都嫌短暂的人生 

身为儿子 

人生无常 / 玩吧 / 失败 / 成功 / 知识 / 言行 / 母子 / 情绪战 / 二十岁 / 读书 

/ 老树 / 岁月 / 贫困的朋友 / 挑战 / 自尊 / 走山路 / 子女 / 夏日夜晚 / 制造

回忆 / 墓地 / 酒 / 事业 / 孽缘 / 失误 / 给女儿 / 夫妇吵架 / 给儿子 / 坏人 / 

蒙在鼓底 / 第一次 / 下班路 / 胜负 / 男人的人生 / 夫妻 / 在小酒店 / 喝醉的世

界 / 50休 / 心领神会 / 后悔 / 高中朋友 / 工作 / 抉择 / 背后闲话 / 地下人生 

/ 丧失记忆 / 独酒 / 血肠汤 / 夫妻缘分 / 变身 / 结婚生活 / 朋友 / 迷恋 / 孤

独的人 / 父情 / 晚餐 / 回忆之旅 / 金钱欲望 / 母亲 

身为男人 

与友人的酒席 / 责怪他人 / 酒的诱惑 / 一天 / 大人 / 眼色 / 纠结 / 歉意 / 过

我的人生 / 五十年 / 夜晚串门子 / 岁月 / 疲惫 / 懒散 / 品头论足 / 工作与男人 

/ 父母与子女 / 免费 / 放下心 / 谎言 / 酒醉的早晨 / 家 / 装腔作势 / 男生女生 

/ 孤独的男人 / 父亲 / 假面 / 夫妻缘分 / 人生剧场 / 休假 / 争吵 / 鱼板 / 事

业 / 男人的皮夹 / 男人的八字 / 夫妻 / 借钱 / 假的爱 / 行径 / 背叛 

身为父亲 

祭祀父亲的日子 / 忌妒 / 野心 / 早餐 / 家人 / 对话 / 周一早晨 / 佯装知情 / 

癌症检查 / 无视 / 放弃 / 独自生活 / 不易是他人 / 挑战 / 寄人篱下 / 人生 / 

抉择 / 钱 / 4号线 / 外食 / 认真生活 / 不通 / 骗子 / 早觉 / 迷恋 / 扫墓 / 睡

眠 / 分居 / 毒舌 / 幸福 / 诱惑 / 周一下午 / 食道乐 / 成功 / 道路 / 建议 / 

给儿子 / 母亲 / 难过的家长 / 暴雨 / 夫妻吵架 / 爱 / 电影里的人生 / 钱 / 遗

忘的爱 / 幼时伤口 / 知道爱吗 / 爱 / 自豪 / 假的 / 笑吧 / 离婚 / 死亡 / 百岁

时代 / 希望得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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기록하기로 했습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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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RE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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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从日记到灵感笔记，记录下的 22 个想法 

作者在本书中提出了各种记录方法的具体建议。经营着记录爱好者兼 MZ 一代时尚媒体

Careet的金信智作家，介绍了每天写的私人日记、即将消失的瞬间收集、写作和工作

为目的的记录等，记录眼前瞬间和想法的方法。这本书所说的记录就是收集现在和这

一瞬间自己的事情。通过记录了解人生带来的细微的快乐，并讲述如何成为记录人生

瞬间的人。   

充满信心地推荐的《决定记录下来》是记录作家金信智提出的记录现在的 22种方法的

书。此时，“记录”并不只是指记录而已。文字是指图片、照片、影像等“不管用什

么方式，想要抓住瞬间的所有尝试”。这本书提出从个人的记录到成长的记录等多种

记录方法，并传授具体的方法。   

"这本书记录自己的人生，包含值得参考的 22种方法。" 

这本书每当一篇文章结束时，都会提议进行“记录练习”，并通过“举例”栏目举例

介绍作者实际实践的记录。 构成超越阅读的书，成为"写作的书"。 

本书根据记录的性质分为 4章构成 

“日记最伟大之处在于这一点。1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 1年之后就变得珍贵了。”  

第一章讲的是最私人的记录——日记。不仅是写今天发生的事情的日记，还有和自己

对话的感情日记，成为只属于自己的旅行书的旅行日记等，告诉我们作家实践中的多

样的日记写方法。还有比“记录”更难的“天天写”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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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讲述了我们收集不同瞬间的方式。想要记住但马上就会消失的场面，掠过的故

事，琐碎而平凡，所以最终很美好的瞬间，都提供了可以用文字和照片来记录的创

意。   

如果说第 1、2章讲述了仔细记录我日常生活中的瞬间的方法，那么第 3章讲述了从外

界获得灵感并发现瞬间进行记录的方法。特别是还公开了能给想写文章的人带来帮助

的字体记录方法和随处可见的灵感收集方法。(如果对以记录为基础的作家的写作技巧

感到好奇的话，请关注第 3章。)   

所以我们要做的记录可能是这样的。记录那些珍贵的人。第四章讲述了为什么要记录

我所爱的他们，以及怎样才能记录下来。这是为了我自己的记录，也是为了我所爱的

人的记录。  

“请记录下所有事情。每天记录得人一天也不会忘记自己。这就像一天也不会失去自

己一样。”

“记录”既是发现和收集现在的行为，也是包含现在寄往未来的信件一样。《决定记

录下来》为成为‘记录者’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ABOUT THE AUTHOR 

金信智 

为了记住而记录下来的人。怀着在日常生活中划线的心情，经常拍照留念、记录。从

事杂志编辑 10 年，写过《PAPER》、《AROUND》、《大学明天》等文章，现在经营着

时尚当日配送 Careet。 “上班的我”在快速变化的世界探索“第 Z世代”趋

势，“下班的我”在缓慢流动的世界主要喝啤酒写散文。为了热爱日常生活，为了更

好地工作，会充分利用记录。最喜欢的就是在旅游胜地喝的 morning 啤酒。还出版了

《因为平时也是人生》、《喜欢的事情喜欢就是兴趣》、《今天该做的日历》等书

籍。   

试读连接 

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032664 

CONTENTS/IMAGE 

Prologue 为了成为记录者的奇迹 

记录方法，第一种 

决定写日记了 

我们每天都要记录的理由。 #每天的日记 

你的今天还记得吗。 #5年日记 

成为每天使用者的小贴士。 # 养成习惯 

记录今天掠过我心的东西。 #情感日记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032664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03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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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旅行地写一本笔记本。 #旅行日记 

每个月挑选一下属于自己的最佳。 #月末结算 

记录方法，第二种。 

决定收集瞬间。 

每天只捡一个好的瞬间。 #1 日 1周 

只属于我的历史记录。 # 各主题记录 

同一地点拍摄的四季汇总。 #季节记录 

记录总有一天会想念的空间。 #空间记录 

写下触及我的美好话语。 #收集好话 

记录一起笑过的玩笑。 # 收集玩笑 

记录方法，第三种。 

决定收集灵感。 

唤醒我的文章。 #我人生的文章 

为随笔写的文章。 #收集文章 

成为里程碑的文章。 #文章抽屉 

让人想相信的美丽故事。 #珍藏的记录 

为了某一天工作的灵感笔记本。 #灵感笔记本 

成为只属于我的内容的记录。 #存档 

记录方法，第四个。 

决定留下爱。 

为某人写的美丽日记。 

记录爱人的声音，脚步，微笑。 

采访家人的生活。 

收集珍贵的人的手写字并记录下来。 

Epilogue 因为记录必须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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책상 생활자의 요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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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粗鲁的想法和不安的眼神……」，就到此为止吧！ 

就算再痛苦又生气的事情也暂时喘口气，慢慢做瑜伽 

曾着有《极度内向》、《白色城市的故事》、《记忆的 Exchange》等作品的小说家崔

静华的第一本散文《书桌生活者的瑜伽》出版了。因为想法太多连剪刀石头布都无法

轻易决定，几乎没有肌肉的极差体质的作家，写出了瑜伽和冥想带来的身体和心灵的

健康。 

以轻松聊天的心态写作者经历的瑜伽 

「就那样放着」、「适当地停止」、「调整呼吸」等，慢慢试着学吧 

提起瑜伽、冥想，很容易让人想起艺人们展示的高难度姿势和莫名其妙、难以接近的

神秘精神作用。但作者表示，只要是现代人，只要准备好复杂纷乱的头脑和心灵这两

种东西，完全可以进行冥想，每天像刷牙一样坐 3分钟，集中呼吸就获得安宁和平

和。 

作者在正式修炼瑜伽之前，曾接受别人的推荐，读过冥想书。那里有很多不知道的单

词，所以没有实际进行过冥想。作家最初想到的瑜伽和冥想的形象是严谨和严格的，

但实际经历却是十分舒适和快乐的。作者抱着对自己经历过的舒适快乐的瑜伽轻松聊

天的心情写了这本书。正如作家所说，为了让读者像读漫画时一样舒适，像读小说时

一样产生共鸣，尽量写出亲切、单纯的冥想书，这本书没有介绍专业、高难度的瑜伽

技巧。取而代之的是叙述作为小说家和生活人的作家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想法，以此邀

请读者进入瑜伽和冥想的世界。 

就像作家所说的「希望像阅读漫画时一样舒服，像读小说时一样有同感，尽量写出亲

切、单纯的冥想书」一样，本书直接画出了瑜伽的 1，2阶段、帮助冥想的装备、内心

动摇时能做的瑜伽姿势等，并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以小说家身份生活的作家的真实日

常生活和想法也是本书不能错过的乐趣。 此前一直只写文章的作家从这本书中亲自画

了画。由「个人在社会上不能做的禁忌」、「个人应该遵守的方针」组成的瑜伽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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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阶段，阿拉丁的魔术灯之类的内带、魔法的地毯等帮助冥想的装备，以及交互

呼吸等心灵动摇时可以做的瑜伽姿势等，简单有趣地进行了说明。 

曾经用嘴呼吸的人们现在用鼻子呼吸 

让用鼻子呼吸的人呼吸更柔和 

愿呼吸柔和的人，能与周围人分享那份宁静 

作者当了 7年的作家，几乎没有推迟过交稿的最后期限。如果事先得到谅解，也是完

全可以得到编辑允许的，如果再推迟一天，就可以从容创作，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即

使是在做和兴趣爱好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也不能当作兴趣爱好来享受，像创作的时候

一样，想要提高完成度。她在练瑜伽时也一样,努力保持正确的角度和端正的姿势. 

用尽全身力气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样子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就这样过了两年时

间。 

摔倒后作家醒悟的事实是，摔倒不是什么大事，只要重新站起来继续做自己的事情就

可以了。作家现在尽量做到最好，却也适当停下来。这是作家练瑜伽的方式，也是写

文章的方式，也是对待人的方式。结果可能比之前还要差，但事实并非如此。身体变

得更加柔软，能够更深地低头，文字更加均衡，让对方更加舒服。 

头重、脖子弯曲、背驼的全国书桌生活者们，因漫长不散的新冠疫情而忧郁、有无力

症的人们，还有新年之际想要以新的心态生活的人们，作者告诉他们「就那样放

着」、「适当地停止」、「调整呼吸」的态度。希望头脑沉重、脖子弯曲、驼背、想

法太多的韩国全国书桌生活者们读完这本书后，能拥有柔和的身体和心灵。 

ABOUT THE AUTHOR 

崔静华 

为了写小说，她开始修炼瑜伽，但打起精神一看，他已经成了写小说、练瑜伽、写散

文、画画的人。以诚实的热心倾向，在 2019 年修完韩国瑜伽文化协会的瑜伽教育史

课程，在创批学堂进行了《书桌生活者的健身》讲座。在延新川的瑜伽文化院，每周

四都进行瑜伽课。瑜伽修炼了 5年后，不用担心，什么都可以应付了。随着身体和心

理恢复平衡，梦想成为瑜伽传道士。曾着有小说集《至高无上的内向》、《一切都在

原地》、《记忆力 Exchange》、长篇小说《没有的人》和《白色城市的故事》等。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686622 

CONTENTS/IMAGE 

序言 

1 停止思考? 

2 冥想的准备物品 

3 冥想像刷牙一样 

4 你做什么的方式 

5 冥想副作用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686622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68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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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装备族冥想法 

7 偶尔会翻过去 

8 喝的时候肚子出来，呼气的时候进去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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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不去，可能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 

因妈妈的一句话而开始的 1年家庭旅行 

离开学校的 19岁的考生，弟弟秀彬，离开教会的 53 岁牧师，妈妈庆子，离开土地的

55岁农夫，爸爸圭大，还有离开工作的 26 岁的我，恩彬。《虽然家庭依然很困难》，

是这样四口人全部结束工作，到海外各个团体旅行的 1年的「家庭旅行记」，也是前

往彼此的日常生活，彼此内心，彼此伤痛的「前往家人内心的旅行记」。 

一年 365 天，24小时都要在一起的家庭旅行，其实我很害怕 

50多岁时，度过了经常说的更年期的妈妈和爸爸，以及高三学生，还有刚刚开始了社

会生活的我，经过各自人生特别之处的我们并非开启了 5天 4夜的短途旅游，而是去

国外进行为期 1年的长距离旅行，这实际上并不容易。长期独自从事有机农耕作的爸

爸和担任地区小教会教育牧师的妈妈，开始赚钱（在生态农场工作）不久，而且正在

偿还学费贷款的我。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放下手中的工作，也不能不考虑经济问

题。 

尽管如此，我因为妈妈所说的「如果现在不在一起，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的话备受

鼓励，我思考了适合我们家人的旅行方式。后来想起了工作后得到食宿的 WoofWWOOF。

通过连接有机农和自愿服务者的世界性网络「woof」，旅行欧洲的多个生态共同体和

永生共同体。种田的爸爸和我对生态共同体很感兴趣，作为牧师的妈妈对灵性共同体

很感兴趣，这对我们家庭来说是非常适合的旅行方式，一石二鸟，也得到了经济上的

节约。 

但我还有其他问题要解决。「陌生感」是指，与他人分开过的时间比一起生活的时间

更长的家人，一年 365天，24小时都要面临「陌生感」和「恐惧」。在一起旅行的过

程中会如何面对那漫长的空白，更准确地说，我害怕通过这段时间给我带来的变化。 

经过家人间应保持安全距离的「事故多发地段」到家庭聚会 



 

在我 12 岁的时候，爸爸说要种地，辞掉了工作，独自选择了去乡下。为了不让别人

知道爸爸不在我身边，也不想被周围的大人抓住话柄，早早地选择了老成的我，也许

从那时开始，对父母的爱和感情变得更加渴望。雪上加霜的是，我在一朝一夕之间就

被学校排挤，成了孤家寡人，曾经历着最糟糕的青春期。在父亲的劝导下，上了代行

教育方案的忠南某农高，所幸从自然和朋友那里开始逐渐得到治愈，从那时开始梦想

着创造「农村村社群」。但此后又面临了新的考验。受到了来自信任和跟随的大人的

性暴力。从那以后，我为了不再经历那种事情，养成了警惕周围男性，特别是中年男

性的习惯。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们，怀疑他们是不是隐藏了丑恶的两面性的人。如果

怀疑的线索常常是巧合的，那么我的夸大妄想就会成为更坚固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占

据我的内心。甚至有人怀疑爸爸也是具有这种双重性格的人。爸爸说什么我都遵循，

我现在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言行可能存在矛盾，但我内心的年幼的我还是不能容忍这样

的爸爸。因此，小时候对我说的话和旅行中近距离看到的爸爸的行动不一致的话，我

会非常愤怒，如果觉得是在训斥我，就会冷冷地推开爸爸。就这样，每当心中发生海

啸，我失控的感情就会涌向其他家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自己的安全地带在家人面

前毫无防备地暴露出来，我对家人的细微行为、语气和表情也变得敏感起来。 

从英国的布鲁德霍夫共同体开始，每隔半个月左右就迁移共同体的我们很快熟悉了这

样的日常生活，除了同在一个屋檐下一起工作的时间以外，像别人一样进入各自的房

间，很少露面。最终，我讨厌和家人在一起，想放弃旅行。对于想远离家人的我来

说，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让他们无法逃避的机制，所以提议在旅行期间每月举行一

次家庭聚会。虽然每天 24 小时在一起，但很多瞬间都无法相互理解，对于经常爆发

的我们来说，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时间。或许是隐藏在心底很久的他们，想要爱他们，

想要得到爱的心所造成的。 

在走遍欧洲各个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给各自做了一面镜子，互相照耀着对方，这是

想逃避也无法回避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一方面，这给彼此造成了痛苦，另一方面，也

给了面对那种痛苦的勇气。另外，还为各自提供了一点彼此敞开心扉交谈的通道，也

为各自提供了回顾各自生活时间的机会。 

从学历上看，不仅是高中毕业的弟弟，在体力上感到吃力的农活能持续到什么时候的

爸爸和放弃一切离开的母亲也要准备第 2次人生，而我也预感到不能回到原来的工作

岗位上，因此，我们在建立家庭关系的同时，也在各自的人生中展现出新的图纸。 

既是「家庭旅行记」又是彼此日常生活中的一段，从内心深处渗透到伤口中的「家庭

旅行记」 

在以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哲学、各自的方式运营的多个共同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

人，从他们那里学习，受到了感动。与此相反，在一年的旅行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故

事，如遇到无法接受的情况，在这样的过程中产生浪漫等。如果说「共同体探访记」

成为了一个舞台，那么在上面展开的真正的故事恐怕就是我们家庭在彼此日常生活

中、心中、伤口中穿梭的「家庭旅行记」。 

一直痴迷于 WiFi和偶像组合的弟弟开始慢慢散步，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种地，对我

喜欢的东西表现出关心，从做料理的那天开始，他发现自己有料理天赋，开始思考以

后要做什么样的生活。为了替务农的丈夫承担一定程度的经济责任，又为了照顾年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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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为了养育两个女儿而辛苦忙碌的母亲，作为自己人生的礼物，享受了这次旅

行，而且笑得次数更多了。 

爸爸默默地接受了女儿对家人、特别是对爸爸长达 26 年的唠叨，父亲默默地忍受了

女儿尖锐的心情和在旅行后才表现出了痛苦的内心。直到那时，我才收回了自己写在

身上的想象影子，真正见到了父亲。这是一次让我和在成为爸爸之前的朴圭大，成为

妈妈之前的宋庆子，成为弟弟之前的朴秀彬相遇的旅行。 

虽然，家人依旧很困难…… 

我从小就经常思考。「为什么会有家人?」，即使长大了，对我来说家庭依然是困难的

人。比起现在所得到的爱，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爱。在家庭旅行的过程中，我自然而

然地对我的家庭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但有趣的是，对家人的提问逐渐转变为对自己的

提问。 

新冠时代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去旅行了。相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却不

得不更多。如果将这一时期当作是想走得更近但没有勇气或因其他原因不能坦率的家

人之间「真正的旅行」的机会就好了。如果以彼此的心开始旅行，就会成为欧洲的某

个共同体，比前往其他地方的旅行更精彩的旅行。一个月一次以家庭聚会的形式开始

这一旅程也好，分享各自想象的旅行情景也好。让我们共享各自的未来也很好。 

旅行结束后，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和其他家庭一样，虽然距离仍然很近，但有时感

到很陌生和困难。只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比以前更喜欢在一起的时间，变

得更加坦率。我们的日常生活轻松了许多。就像旅行还没有结束的人们一样。 

ABOUT THE AUTHOR 

朴恩彬 

从小感情就很脆弱，很容易流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觉得自己很惭愧或过分。12岁

时，经历了许多事情，觉得人生是相当凄凉痛苦的。在归农的父亲的提议下，在进行

对策教育的忠南一所农业高中读书，得到了自然的安慰，从那时开始他就梦想着建立

“乡村共同体”。 

大学毕业的同时，为了实现梦想，抱着很大的期待到农村的一家教育农场就职，在一

年四季循环的农田里度过了一段美丽的时光。但是人生并没有顺风顺水地度过，而是

在突如其来的考验中，知道了与种地同样重要的是耕种自己的心田。在冥想的牧师妈

妈的劝导下，她开始正式学习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接触到的“照顾心灵”，不知从何

时起，她又自封为“冥想粉丝”。 

在此过程中，20岁中旬，在妈妈的提议下开始了为期 1年的欧洲家庭旅行，感觉自己

通过了人生的一大关卡。得益于此，现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比以前更加灵活地

迎接，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上了超级敏感的自己。 

INSTAGRM @ultimate_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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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247365 

CONTENTS/IMAGE 

序言_1 年的家庭旅行，那是通往“家人”的旅行 

1.我们真的能离开吗？

妈妈长久以来的梦想

12岁的恩彬

是种地还是旅游？

我们真的能离开吗？

镜子的情书

迟延的告别

26岁的起飞

2. 事故多发区间，与家人保持安全距离

第一个目的地，布鲁德霍夫

不知怎么，我们在这里…… 

第一次见到爸爸的眼泪 

WiFi少女的提问 

笑着旅行就到半个月 

不舒服的爸爸 

事故多发区间，请与家属保持安全距离 

谁也不敢相信 

我还在适应着家人 

爱好是农事 

我在这里 

如果秀彬在首尔生活的话 

下雨的某一天的外国工人家属 

都怪我 

也不是很清楚 

3. 建议举行家庭聚会

对待家人的另一种态度

只有和自己和解的人才能进入深度睡眠

可以把我原原本本放出来地地方

朴家理发店

劝大家开家庭会

只对我浪漫的胶网

虽然活了 20多年 我们依然如故

给爸爸建议，对我唠叨

爸爸，我喜欢金民基的歌

再次关闭的心门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247365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247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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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情的底层 

尼采说 

4. 你也喜欢上我喜欢的东西的旅行

弟弟变了

我喜欢的，你也喜欢的旅行

七岁小伙伴

虽在身边却感觉像遥远的地方

妈妈，那时候为什么哭？

进入全面罢工的躯体

法国东部开始的罗曼史

26岁的丹尼尔

做梦的我们如今在这里

不想挨着，没有就空虚的人

爱不是很大或者很了不起的

害怕的时候 只要害怕就行

没能对他说的话

微小的变化

我的心所向之处

重逢的世界

爱的生存游泳法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爱像邮递员一样

所以我们比以前自由了吗？

5. 重回冬天，还有家

重新开始旅行

农夫爸爸和农夫女儿

爸爸，对不起

19岁退学学生的苦恼

能为妈妈做的事

令人羞愧的称赞时间

印象最深的人是谁？

我们不要再回韩国了

我们自己驾车行驶的土耳其五千公里

我所希望的旅行的结局

前途咨询没有年龄限制

再次冬天，还有家

一年后变与不变

附录★旅行小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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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我是超级合约工 

나는 슈퍼 계약직입니다 

AUTHOR 李哈露 

이하루 

PUBLICATION 2018/08/08 

PAGE 231 

SIZE 140*205*20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Kakao Brunch 项目获奖作品 & 优秀出版内容制作支持事业选定作品！ 

累计点击率 200 万，众多人频频点头表示同感 

作为绝对「乙方」的我们的故事 

该书讲述了 10多年来以自由职业者、合约职、派遣职等多种形式从事非正规职工作，

目前依然是非正规职的作者的逸事。即使要做的事情结束了也不能按时下班，即使快

要病死也不能去医院，即使自己写的企划书被别人冒名顶替也无法反抗，下班后也必

须通过 kakaotalk 接受业务指示，甚至得到了 3年来年薪一直被冻结的通报，但自己

能做的只能在合约上签字，这样的面貌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连家人都不干涉的我

的休息日，强调「像家人一样」的公司以工作会议、运动会、爬山、志愿活动等名义

侵犯。在聚餐时，必须唱与自己的人生毫无关系的歌，跳舞。 

非正规职工的故事？ 

书中讲述了谁都能经历、在我们周围非常常见的合约工的故事。对想进入大企业的同

学感到嫉妒，但得知是合约工后感到尴尬的熟人，在离合约结束还有 3个月的时候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吧」，对不懂我的上司和同事们感到背叛的弟弟，听说要结婚周围

的人都很担心的合约工情侣，这些人就像我的家人和朋友一样熟悉。任何人都有可能

经历，因为经历过，才会对他们的故事产生共鸣并频频点头。同时，也有戏剧性的一

面。在进行项目时表现出各种令人不快的科长，以合约工的身份进入了一起工作的合

约工前辈作为正式员工的公司，展现了惊人的反转。世界在循环。没有永远的正规

职，也没有永远的非正规职。 

连家人都无法动摇的我的日常，被「像家一样」的公司干涉了 

新进职员时期曾接受过登山测试。据说，这是为了确认新职员的毅力、热情、忍耐心

的传统。登山和公司生活有什么关系?既不是真正的家庭，又强调「像家人一样」的公

司以工作会议、运动会、爬山、志愿活动等名义侵犯连父母都不干涉的我的休息日。

「虽然没有加班费，但还是加班吧」、「即使月薪拖欠也稍微等一下吧」、「周末公

司活动优先」等，公司要求得到很多理解。在家人般的氛围下，像家人一样工作又有

什么用?上班变得艰辛的话，和公司的关系就会变得无可比拟得差。请一定要小心招聘



 

广告「像家人一样工作的人」。聚餐的场合又如何?在新职员时期的第一次会餐上，

新职员的才艺表演是传统。如果垫底，前辈们就会受到处罚。虽然每晚只能边哭边练

习与我的人生无关的歌曲和舞蹈，但最终还是排在了最后。现在一提到练歌房就毛骨

悚然。 

组长的「义气」对我来说是「背叛」 

交了企划书，组长在封面上删除我的名字，输入自己的名字。真是个文雅的小偷。即

使说疼得去一趟医院，组长也不会说「快去吧！」。把事情都让做了，如果实在不舒

服的话再去医院。工作的时候死在办公室的桌子上才能让他们有所醒悟吗？午餐时间

怎么样？只有组长有选择午餐的权利。吃饭的时候也让不舒服。问你他交代的事情怎

么样了。因此，每天开始带着便当出门。虽然工作时间是 6点，但 6 点以后也没有人

从座位上起来。正点下班的话会得到没有「义气」的组长的批评。下定决心下班他也

会毫无顾忌地来联系你，就是让你在家工作，甚至通宵用 kakaotalk 发脾气，下达业

务指示。组长的手指关节炎令人担忧。你们强调的义气，对我来说是背叛。 

以合约工开始也行吗？ 

起初，自己也是相当有名的公司的正式员工。但是没能坚持下来就辞职了。此后，成

为了自由职业、合约工等，目前作为派遣职在工作。虽然经历了 10多年的社会生

活，简历也有所延长，但我认为这是一段彷徨的时间，因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现

在已经不再考虑是正规职还是合约工了。刚步入社会的人们问「是否可以以非正式职

工的身份开始工作」。如果问他「愿意做什么工作」，他就不能马上回答，那就不去

为好。希望不要重蹈我因被公司和职业所迷惑而开始社会生活的覆辙。即使进入大企

业成为正式职员，也不会总是乘胜追击。社会不会对任何新职员都给予温暖。因此，

即使以非正规职身份开始，也没有必要气馁。在意识到他人视线的时间里集中精力积

累业务的专业性，培养个人技能。因此，有些人的年薪甚至超过了大企业。接到白纸

的你，现在只画了一条短线。完成什么样的画得取决于自己。 

因为正式员工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而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就是说，可以以

非正式员工的身份开始工作，也可以提出不要气馁的建议。就像今天的上司明天变成

合约工一样，人生也期待反转。 

ABOUT THE AUTHOR 

李哈露 

作为记者、广告撰稿人、策划人、社内广播作家，10 多年来靠写作维持生计。主要是

把看似了不起的人的人生写成文章，或把这样的人说的话整理成文章。但是有一天，

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难道转移到文章的人生与众不同吗?难道渺小而平凡的人

生就无法成为文字吗?写下我的一天如何?」。因为好奇，所以决定自己写散文。开始

讲述的是作为合约工的职场生活。并不是有目标或为了什么才开始写的文章。但这些

文章带来的结果是，获得了第四届卡卡∙布隆奇奖。2018 年被选定为出口图书商品。

最近，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写的故事，正在劝说那些只阅读别人人生的人写文章。 

工作了 11年的职场人。在随时邀请正式员工、合约工、自由职业者的公司工作。都

说生活会融在脸上，但越是在职场生活中，白发就越多，皱纹也越来越深，眼神也越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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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浑浊，嘴巴也越来越突出，印象一下子就变了。 但是即使讨厌公司，也尽量不去
讨

厌公司的人。 抱着「你我都只是一个劳动者」的心态忍着。在这种不简单的职场生活

中，写了《我是超级合约工》、《我的一天也能成散文吗？》、《彩票落空，明天是

星期一》三本书。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62588042 

CONTENTS/IMAGE 

Episode 1. B正式工记录的合约工 

热情王:热情被抢走变成废人 

所以是正式员工吗？ 

我能以非正式员工的身份开始工作吗？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句话 

月火水木金 AM 6:40 

月火水木金 PM 6:40 

"劳动"不是打折的商品 

合约工情侣，他们能结婚吗？ 

年薪是多少？ 

怎么说呢？感觉少了些新鲜感？ 

回到合约职的上司 

Episode 2. B正式工所在的办公室 

像家一样的公司 

会议中的会议 

对你来说"义气" 对我来说背叛 

组长！再这样下去手指会得关节炎的 

公司给的"登山理由" 

我费力地和她吵架了 

聚餐的气氛是忙内的份儿事 

应该说“讨厌”啊！ 

为了做“独饭”准备盒饭 

合格条件之一:未婚或女强人 

合格的条件之二:做出想要的回答 

最后时刻代表感谢的人 

Episode 3. B正式工曾见过的空降兵 

不能说的理由 

有朝一日一定会来，职业倦怠症 

爸爸上班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62588042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62588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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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的小偷 

爬着去夜诊医院吧 

要继续工作的八字 

工资的味道 

辞职后离开的旅行 

疯狗质量守恒定律 

但还是叫“疯子消除法” 

Episode 4. B正式工写的电视剧 

致把出入证挂在脖子上的你，而不是员工证的你 

赠送熟睡的'狗血 SF幻想' 

致没有职称只叫名字的你 

想给大家看的“喜剧电视剧” 

献给因正式员工的拷问而疲惫的你 

快速阅读的"惊悚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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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改变我的记录生活 

나를 바꾼 기록 생활 

AUTHOR 申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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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2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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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让人生变得有力而端庄的最好工具 

《想成为根系结实的人》的申美京作家讲述的日常记录的世界 

撰写关于更好的日常生活和极简生活实践的作家申美京。她通过前作《想成为根系结

实的人》和《一个人的家庭式》讲述了自己坚实的生活。这次她将自己的「记录生

活」写进了书中。自称「清单粉丝」的她介绍的端正的日常是什么?通过电子表格整理

法，生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如果你对此感到好奇的话，不妨看看《改变我的记录生

活》。 

为了摆脱无力感，活出自我而进行的 

财政、产效率、生活习惯、兴趣和思想的管理方法 

我们每天都在问自己问题。经常问的问题之一就是「像现在这样生活也没关系

吗？」，虽然总是用真挚的书面体思考现在、未来、生活，但不知怎么的脑海中只想

着这些，想要迈出改变的步伐并不容易。 

「当我在飞速前进的过程中所完成的事情显得渺小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忧虑和不安这

样巨大的影子」。作者申美京作家也经历过这样的一天。《改变我的记录生活》中包

含了为了摆脱无力、活出自我的生活电子表格整理法。从管理金钱开始，将生产性、

生活习惯、兴趣和想法等多样的生活领域整理在电子表格上，保持端正的生活。资产

管理电子表格、购物列表、年度发展蓝图、钢琴辅导笔记等等。表格中所包含的她的

细腻心思，能让人更好的生活。 

有在好好整理吗？ 

在电子表格中一点一点将我的生活填满 

通过整理，沉重的心情变得轻松的经历，大家都有过吧？如果需要整理的话，不仅是

整理周围，系统地整理自己的生活也是很好的方法。电子表格，成为我可靠的秘书。

对作者来说，电子表格是将自己的生活有条不紊地整理好的收纳盒，是预测和观察过

去、今天和未来的联系代表，也是知识的美术馆。经常让人心情沉重的不安和担心也

因电子表格而减轻了生活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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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忧心忡忡的人，觉得现在太无力，什么都不想做的人，觉得需要自己的说明书

的人，那么开始记录生活怎么样呢？ 「能做到」是对自己的小小支持。让我们一起

相信改变生活的记录的力量吧。将自己视为树懒的作者如何发展自己，创造出坚实、

效率高的生活，读者通过这本书可以得到好的启发。 

ABOUT THE AUTHOR 

申美京 

塑造清淡日常生活的极简主义者。散文家。主要创作关于为了更好的日常生活的实践

和哲学的文章。以"独居"为特色，关注简洁高效的生活。曾经因为漏洞百出的存折和

坏掉的健康而受苦的过去。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迷路的时候盲目尝试的极简生活

寻找答案。现在以包含「少而端正」这一自己独有标准的最小取向来充实一天的生

活。在昨天和今天没有太大差异的自由和平和中，偶尔会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 最

终，在意识到生活是不断寻找平衡的过程后，与动摇的自己相处得很好。着有《一个

人的家庭式:守护我的家常饭生活故事》、《想成为根系坚实的人:守护我的日常好程

序集》、《今天也空:一点一点，日常极简生活》等书。 

「如果有最迫切想要改变的样子，就不要光想着计划，而是实行后记录在表格上。我

建议大家用我唯一能改变自己的方法」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281028 

CONTENTS/IMAGE 

序言 

· 我想过得好

· 我的主要记录工具， 电子表格

1. 从今天开始存钱的方法

· 仔细整理大人的钱

· 足够自立了

· 舒适的预算生活

· 记账日

· 有益的购物清单

· 制作根和翅膀

· 翅膀的名字，储蓄

2.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 温和的热情

· 不抛弃自己

· 无止境的工作带来的安全感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281028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28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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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立技术

· 一点点变亲近

· 日程表的意义

· 日程表和检查表

· 职业故事

3. 关于独居生活的指南

· 改变生活习惯的身体日记

· 曾患过病的人的健身

· 管理常备药

· 身体测量，爱护自己的身体

· 蔬菜美容法

· 为了灵魂的饮食用音乐

· 隐藏的衣服

· 生活物品列表

· 舒畅的心灵修行

4.非常私人的名单

· 懒惰的读书笔记

· 钢琴辅导笔记

· 给我灵感的人

· 爱我的信号

· 为了地球的谎言

· 到目前为止我学到的 38种

结语 

最终，端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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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喜欢咖啡会发生的事 

커피를 좋아하면 생기는 일 

AUTHOR 徐必勋 

서필훈 

PUBLICATION 2020/12/7 

PAGE 276 

SIZE 140*200*16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真正喜欢一个东西，是一件需要努力和负责的事」 

一个喜欢咖啡, 走遍全球各地咖啡界的人 

Coffee Rebre 徐必勋代表鲁莽而真挚的「追业一致」故事！ 

有句话叫『不要把兴趣当作职业』。无论多么喜欢的事情，一旦走上职业之路，那么

在「赚钱的厌倦」的同时，也要面对并解决其内在的问题。「沉迷于咖啡」的作者在

16年里走遍全世界的咖啡产地，从事将咖啡豆引进韩国的工作，他还不满足于此，甚

至在南美偏远地区亲自经营咖啡农场，如此「追业一致」是什么意思呢？咖啡对他有

什么意义？这本书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咖啡专家徐必勋代表的散文，讲述了他因为咖

啡经历的「不同寻常」的故事。 

某一天偶然喝了一杯咖啡，对他来说无异于「灌输人生」，那天他的所有时间和感觉

都指向了咖啡。他以可怕的执着学习咖啡。他是第一个获得鉴别咖啡等级的丘格莱德

资格证的韩国人，并在 2012 年和 2013 年的世界龙虾杯上夺冠，令咖啡业界和狂热爱

好者大吃一惊。有评价称，他在 16年间向特殊咖啡的不毛之地 - 韩国介绍并流通了

各个产地的咖啡豆，在扩大韩国特殊咖啡的范围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喜

欢咖啡的话会发生的事》中，他对于咖啡的哲学，以及他在一年中度过三分钟的世界

咖啡产地与人们见面时发生的咖啡故事，犹如魅惑的「天方夜谭」。 

攻读古巴女性史的研究生走上咖啡之路 

作者原是一位学习古巴女性史的研究生。他进入校门口一家名为「波希米安」咖啡店

后，才打开了咖啡世界的大门。这是第一代咖啡师朴怡秋先生的弟子徐英淑店长经营

的咖啡店。从此，相比在研究生院的学习，作者更喜欢学习咖啡。他白天在波西米亚

作为咖啡师工作，晚上翻开咖啡书，学习生咖啡豆及烘焙，他深深陷入了「特殊咖

啡」的魅力之中。但是，当时向「速溶咖啡王国」韩国介绍特殊咖啡似乎是不可能的

梦。他想起了电影《蝴蝶故事》，为了赚保育院的运营费而戴着面具成为职业摔跤运

动员的古铁雷斯神父。虽然现实很悲惨，但他决定为自己戴上象征自由、勇气和希望

的「口罩」。而且，他还创立了新的品牌。这就是「Coffee Rebre」的开始。 



 

「我们想做帮助咖啡自己说话的事情」 - 咖啡的考古学，咖啡的炼金术 

书中充满了只有不停地询问自己所做事情的本质的人，才能创造出的坚硬的职业哲

学。Coffee Rebre 的口号是「有面孔的咖啡」。咖啡的面孔到底在说什么呢？作者相

信，咖啡可以起到考古学家和炼金术士的作用，他们可以「发掘」和「复原」一杯咖

啡到我们手里为止的所有人的故事。 

在书中作者指引的咖啡路上，影子比光更多。咖啡产自最贫穷的国家，是最富有的国

家消费的代表性产业。一杯 4000 韩元的咖啡，给咖啡生豆生产者带来的钱只有 40 韩

元，仅占 1%，而消费国的卖场人工费和租赁费却要花费 2600 韩元。这是不平衡的收

入分配。难以克服交易成本低得离谱的南美、非洲、印度的咖啡小农们最终放弃咖啡

种植，或改种单价高的其他作物，或试图越过国境非法偷渡入境。如果咖啡生产量本

身减少，咖啡产业不久也将受到威胁。徐必勋代表的哲学是，必须花费用和时间与产

地农户进行直接交易，对于商业来说，比起眼前的数字和效率，「可持续性」更为重

要。 

但是直接交易并不像说的那么容易。过去，Coffee Rebre 只是韩国的一个小公司，但

在促成与咖啡农场的直接交易的过程可以说是「挫折的延续」。在本书第二部分「我

遇到的咖啡的面孔」中讲述了在咖啡产地经历过的所有的左冲右突和挫折，还有淡淡

的感人故事。 

这本书的第 3部分是作者因新冠疫情无意间在危地马拉当地度过约一个月「流放生

活」的记录。 

2020年 2月，作者在前往南美后，因新冠疫情变得严重，未能回国而被困在危地马拉

小镇帕纳哈策尔，直到封锁令解除为止，等待期将无限延长。作为首尔的办公室、世

界 100 多个农场，就像他忙碌的生活中无法预料的礼物一样，他在小镇上安静地工

作，为回顾自己疯狂喝咖啡的 16年创造了契机。在帕纳哈策尔度过的时间很简单，买

菜做饭吃、学习初级西班牙语、去村里的教堂祈祷、在小咖啡馆的 Cross Road 喝咖

啡，这就是全部。从事咖啡工作 32年的 Cross Road 老板迈克尔某一天把从经验中获

得的咖啡哲学讲述给了陌生朋友。 

在意外的归隐期间，作者意识到他在错过一件重要的事情。咖啡这件事中重要的不是

华丽而干练的室内装饰，也不是人气巴黎明星。重要的是咖啡引发的具体的日常生活

和关系。还有认真的反问因为拼命工作而错过的美好和拼命工作的理由。 

这本书不仅仅是作者这个咖啡商人的故事。能够持续保持「追业一致」的动力可能就

是接受事情带来的「喜悦和悲伤」，帮助不断回顾自己和工作，并逐渐巩固自己。 

ABOUT THE AUTHOR 

徐必勋 

Coffee Rebre代表。从事发现并销售特别咖啡的工作。曾在高丽大学专攻西洋史，并

在同一所研究生院以古巴女性史获得了硕士学位。他是第一个获得美国特别咖啡协会

SCAA选定的 Q-Greader资格证的韩国人，并在 2012 年和 2013 年的世界龙虾杯上获得

了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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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初在安岩洞波西米亚开始做咖啡师和烘焙师。2009 年创立咖啡馆，2012 年在延南

洞东津市场胡同开设了第一家卖场。因为没钱，没时间装修，捡起被扔掉的螺钿桌

子，只把腿贴在了桌子上，独特的个性氛围和细腻的咖啡味道很快在咖啡迷之间传开

了。此后先后开设了明洞圣堂店、永登浦时代广场店、江南新世界 pamier street

店，继 2017 年危地马拉店之后，2020 年又开设了上海店。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印度等咖啡产地度过的。目前，该农场与世界 12 个国家的 100

多个农场进行交易。每年进口 800 吨咖啡生豆进行销售和生产，然后送到国内 400 多

个咖啡馆。对挖掘并复原一杯咖啡背后隐藏的、生产和加工咖啡的人们的脸的事情很

感兴趣。 审校的书有《埃塞俄比亚》一书。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004221 

CONTENTS/IMAGE 

序言 

物品创造的宇宙 

第 1部 喜欢做的事 

咖啡与考古学炼金术 

所有事情的开端 

我们可能不太顺利 

职业咖啡 

遇上恩师 

并不浪漫的旅行-咖啡买主的事情 

寻找咖啡的面孔 

没有幻想 也没有恐惧 

咖啡常识笔记 1. 价值链·词句简单整理 

第 2部 我遇到的咖啡的面孔 

大质量巴士和酒店撒哈拉 

-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的爱达

以神的名义

-萨尔瓦多诺布雷第狄奥斯的玛丽亚

被赶到世界尽头的人们最后的根据地

-洪都拉斯恰吉特村的农民们

三扇门

-厄瓜多尔的马里奥和塞尔比奥

惭愧的记忆

-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亨德里

咖啡常识笔记 2. 韩国，还有世界的咖啡产业

咖啡在哪里迷路了呢

-肯尼亚恩达罗尼的咖啡加工所的人们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004221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600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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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博的咖啡，黑血 

-埃塞俄比亚卡帕的卡尔迪和兰博

在希望与痛苦的边界上, 国界之夜渐渐黑去

-尼加拉瓜的利勃雷农场

没有魔法种子

-玻利维亚的罗斯·罗德里格斯农场和佩德罗·巴勃罗

希望的另一个名字

-尼加拉瓜的马里奥

咖啡常识笔记 3. 对咖啡的误会和真实

咖啡是历史

-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基伍湖区

十年硕果

-印度阿拉库地区的生产者和孩子们。

“我们农场”这个亲切的话语

-哥伦比亚考卡的蒂尔莎·海洛

喜欢什么, 就要有那么多的努力和责任

-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的咖啡工人

第三部流放日记:新冠时代的咖啡商人 

我独自被幽禁，学习初级西班牙语的时间 

对所有人都公平的一天 

单纯的日程安排所提出的问题 

不要好奇其他客人地缘由来 

心潮荡漾 

平凡地，伟大地 

最后的流放日记，但是重新开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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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套用于人生的周四病，过了周四周末总

会到来 

목요일은 지나가고 주말은 오니까 

AUTHOR 安泰根 

안대근 

PUBLICATION 2021/03/18 

PAGE 240 

SIZE 128*188*16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如果现在是生命的星期四， 

如果就连疲惫的周四也能变好，那么每天会不会更好呢? 

或许现在是你生命中的星期四，但周末终究会来 

据说，最近不是周一病，而是周四病的时代。因为周四在从周一开始累积的疲惫感到

还有一天才到周末的思想下，压力指数最高。如果连最累最累的星期四都能变好的

话，每天都会好一点吧？ 

作家安泰根通过《笑容漂亮，心地善良的人》、《如果想见的人都能活在这里》表达

了他亲切又淳朴的安慰，在《套用于人生的周四病，过了周四周末总会到来》中传达

了他更加深思熟虑的文字。他把星期比喻作生活，对经历大大小小的不安而彷徨的人

们说「这个时期也许是我们生活中的星期四」。这句话代表着虽然每天都感觉很疲

惫，但周末终会到来一样。即使是因不安而出现阴影的现在，最终也会向着光明的地

方前进。进一步说，如果现在是人生的星期四，如果连星期四都喜欢，就会以「每一

天都会好起来」的信念创造美好的一天。 

当某人的成就让我郁闷的时候、担心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失败的时候、只有我好像什么

都没有实现焦急的时候，安泰根作家对那些在疲惫的一天里对自己毫无信心总是变得

渺小的人说「现在这个时期在漫长的生活中只是星期四，就像每一天都像是疲惫的星

期四一样，周末总是会到来，即使是在因不安而阴影笼罩的现在，最终也是走向光明

的过程」。安泰根从 2 年前开始提供散文订阅邮件服务《每日根邮件》。 正如他所说

「无法确认我完成了多少、没能完成多少、我的辛苦取得了多少成果，但记录证明我

是正直、坦白的」。他在《每日根邮件》中写道「这是相信昨天的我，依靠明天的

我，一步一步努力的结果。如果现在是人生的星期四，如果连星期四都喜欢的话，相

信自己每天都能变得更好，这是在未来不安的日子里可以做的最好的选择」。 

为了明天成为期待的今天 

一周七天都能变好的日常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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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睡觉前害怕明天，早上醒来后不担心今天的每一天」的心情，为喜欢所有的星

期几而努力。书中共分成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周末终将到来」中，包含了每一天都

尽最大努力的样子。「诚实」对于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人生价值和态度。虽然现在

不怎么好，但是怀着总有一天会变好的愿望，一步一步地积累着自己一定要发光的优

点和需要和过程。在第 2 部「以喜欢星期几的心情」中，突出表现出在日常生活中不

放弃小幸福的态度。「1%的幸福也能成为真正幸福的人」，每天都会发现隐藏的小而

珍贵的幸福。在第三部分「无彩色一日五颜六色的微笑」中，讲述了与人的关系。不

惧怕明天的加油者，给我带来战胜世上所有的不亲切的礼物的人，用彩色铅笔划的红

条线再画出 2 个三角形的人，让我成为更好的人的人。在多种多样的关系中，想要看

到好的东西并学习的努力也是寻找成为还不错的大人的答案的过程。 

诗人吴恩对他的文章表示「有很新鲜的地方，能够直击人心，所以让人产生无限共

鸣」。假如每天踏踏实实地努力、努力发现小小的幸福、努力向周围人学习并看到好

的东西、跟着安泰根学，自然而然就会明白这句话的意义。书本上处处都散发着温

柔、平和的余韵，可以让人暂时忘掉这激烈、喧闹的世界。 

如果认为漫长的人生是一周，那么现在也许是到周末的中间阶段。如果度过了令人疲

惫的星期四，现在在这个位置上能做的不就是好好度过今天吗?《周四过了，周末来

了》中蕴含着这种热情和助威。读这本书的你也会喜欢上所有的星期几，希望这本书

成为战胜劳累的一天的力量。希望作者书中的真情实感能帮助读者充满信心地迎接周

末的到来。 

ABOUT THE AUTHOR 

安泰根 

以创造一个温顺的人可以温顺生活的世界的心态来写文章。 当你产生为某人加油的想

法时，会觉得很幸运。代表作《笑颜如花，心灵相似的人》和《希望能见到所有想见

的人》。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359164 

CONTENTS/IMAGE 

序言 

[1部 周末终会到来] 

周四的眼色 

这本书为什么裹在塑料袋里？ 

玩 Instagram 的话自卑感会变大 

选择标准 

切葱时 

心灵的宽裕 

面对勇气就会产生陌生地心情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359164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359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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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半天 

阶梯之心 

光看题目就有用的事 

必须的重复 

我在认真听 

曾努力过的人的多情 

独自一人时害怕的事 

各自的图表 

定居 

慢一步广告 

愁容 

不溢出也不缺 

现在这个起点 

死心塌地 

本意 

短暂地羡慕之后，长久地应援 

透明的明天 

[2部 用所有星期都会变好的心] 

就算只有 1%的幸福 我们也是真的很幸福的人 

迷信偏好 

我总是对我更好的人 

就算独自一人也没关系 

瓶子里有几颗冰 

我怕对某人也总是单方面的 

珠子冰淇淋 

她两手捧着袋子 

今天的洗碗，明天的幸福 

我们总有一天 

具体而感谢的 

抹去也抹不掉 

没有丢失的想象 

二十四月的十一月 

定向的人 

坐在旁边的人的头像 

在光化门 

对憧憬的人 

其他人也都喜欢 

日用 

汗渍 

那个夏天，妈妈的餐桌 

没有值得炫耀的，也有值得满足的 

各自的紫菜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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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部 每天都带着五颜六色的微笑] 

好好睡了一觉之后 

今天没洗头 

当然需要的温暖 

安心的证明书 

红药 

叉车托盘 

脸盘儿 

只有我没有雨伞的梦 

守阴历的一天 

深情的嫉妒 

一起生活吧 

毛绒 

战胜世上所有的不亲切 

利己之心 

一步之后总是 

对你而言新冠病毒是蓝色 

切忌误会 

所有的东西都当作礼物留存的关系 

和奶奶一起喝咖啡和戴墨镜 

在门口看见你后脑勺的那天 

大人的标准 

祖母的古罗马 

非要伤害你不可 

希望恶人没有理由 

在'曾很累'的'曾'出来两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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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内心也要好好下班 

마음도 잘 퇴근했나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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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虽然我已经下班了，但我的心好像还留在工作上」 

为了至今还在下班时间把心放在工作上的人们准备的完美下班法！ 

和工作的距离正好 30厘米! 

「到底哪里出错了呢？」、「下班后为什么心总是被公司的事情缠住呢？」，作者为

了找到下班后能够从公司获得自由的方法，经历了很多弯路。最终，终于在「保持距

离」中找到了头绪。 

我们为了维持生计，整日都在工作度过。但即使付出了时间和努力，甚至是倾注了灵

魂，在下班路上仍然感到不痛快的时候不计其数。即使身体上已经下班，心仍然在公

司里徘徊的时候非常多。白天听到的上司的责骂和同事责备的眼神、认为已经完全结

束的工作等等，这些阴影总是在脑海中浮现。 

作者通过与职场生活、虚假的「我」、人际关系保持距离，谋求有意义的工作生活。

通过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小插曲，建议读者们不要被公司打败，要完全过上属于自己

的生活。银行余额为 0元的时期、被上司和同事讨厌的时候、成为被上司虐待的下属

职员的瞬间、以新职员为师的故事等等，这些都充斥着我们职场生活中容易经历的瞬

间。在如此普遍的职场生活中领悟到的生活智慧在本书中到处闪耀。 

我是谁，为了什么而活? 

作者在英国结束了 7年的留学生活，在韩国社会企业开始了职场生活。在 2年间，他

拿着连最低工资都达不到的工资坚持着，期间产生的怀疑和另一种希望成为了这本书

的基础。之后辗转于五家公司，书中完整地记录了他对职场生活的感受、领悟和诀

窍。包括自己的黑历史在内，坦率而稳重的职场体验记的焦点对准了职场人的「下

班」。 

下班了，心里怎么还老惦挂在工作的事情上? 

「慢慢地，无声地，沉重地压抑着我，让我无法认识到我的工作。他觉得这样不行，

就逐一写下了和公司有距离的事情。(……)开始虽然不起眼，但不久就发生了令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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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的事情。每到周末晚上，怦怦直跳的心就不再狂跳，每天晚上与妻子对话的时间也

在增加。我才感觉到自己是活着呼吸的。从不幸走向幸福的道路非常近，也非常容

易。「从我开始」，快乐的工作生活就在这里开始了」。 

我的劳动代价才这么点儿? 

「如果把自己的劳动价值换算成钱的话，到底有多少是合理的呢?」。这里有没有人

能明确地每十元一个错误都答上来呢?对于抱怨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相比，换算成月

薪的代价要少的人来说，本书中[工资鲁邦消失的资产]和[致差一点努力工作的你]的

篇章将会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安慰。另外，与「拿铁世代」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作者

理性、现实的各章节主题的态度也值得关注。在[年利树的地下风景]中登场的企划者

和开发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也不像以前那样以粗略的方式强求和解，而是介绍通过

专门咨询师或公司的调整来解决的现实方式。一个片断中层层堆积的关系和矛盾，看

着这个片断想要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法的积极而温暖的心是这本书所具有的巨大的美

德。回答这个问题的瞬间终于到来了。现在已到了将身体蜷缩在电视机前的沙发、计

算机桌椅、床、酒席等公司外的空间，唤起依然在公司内徘徊的内心的时候了。如果

翻开这本书，就会从将自己的价值定在年薪或职位上的错觉中清醒过来，发现我们真

正的面貌。如果继续倾听作者积极而温暖的忠告，就会发现在工作中丢失的珍贵的

「我」。 

对于希望拥有健康的工作生活、干净利落的下班以及心情舒畅的下班后日常生活的所

有人来说，极力推荐这本《内心也要好好下班》。我们工作期间不能轻易对别人说的

话，苦恼中包含在心里的那些故事。这本书里充满了那些记录。追溯作者时而唐突，

时而幽默的故事，一定能以与昨天不同的心态上下班。 

ABOUT THE AUTHOR 

杨贤吉 

「公司是什么，我是什么？」，上大学时，他被「企业的社会责任」一词所吸引，在

英国读研究生。在研究生院学习期间，他一直在想「公司到底是什么？ 还有在公司

上班的我是谁？」，他辗转于社会性企业、创业投资公司、技术性创业公司，现在以

照顾心灵的创业者的身份生活。在刚进入一家社会性企业上班的 3个月后，代表就买

了飞往美国的机票，一下子就担任了近 1年的代表。此后，他一直在各种代表身边停

留，不断思考和思考公司与我的关系。带着创业公司的不确定性，坚持 1年，2年 不

知不觉间已经做了 8年的上班族。即使现在一到周末也会想起公司，并逐一写出关于

公司和自己的关系的文章，来寻找治愈的时间。梦想着与公司的关系不要太远，但也

不要过分执着。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80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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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阶段〉 职场生活中的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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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心也下班了吗？

2. 月薪 Lupin 的消失资产

3. 奥林匹克精神和上班的价值

4. 大象看起来像灰色墙的瞬间

5. 同样的 8个小时看起来不一样的理由

6. 应对年薪协商机智的态度

7. 与期待不同地评价不会受伤地方法

8. 差一点认真工作的你

9. 应受到尊重地上班族地午餐时间

10. 脑子里奇怪的话匣子

11. "反正"背后的隐情

12.如果你的生活成为金钱

〈2阶段〉与“虚假”的我保持距离 

1. 工作时面对"我"的两张脸

2. Pam奶奶的建议

3. 休假时一定要有的想法

4. 以为只要是"善良的人"都无所谓

5. 未包含在年薪中的珍贵价值

6. 政治替罪羊的另一个影子

7. 在公司失踪的"我"

8. 彷徨的涂布下隐藏的一天

9. 藏在心里地钥匙

10. 反复辞职后留下的东西

11. 邀请到不存在的监狱

12. 应对不安的小窍门

13. 产生意义的琐碎肢体

14. 叫做责任的监督官实体

〈3阶段〉 关系中的保持距离 

1. 蜘蛛网般的人际关系影子

2. 与上司的健康关系

3. 与下属的健康关系

4. 没有称赞活下去的勇气

5. 指责的人隐藏的真相

6. 即使暴言如春日花瓣一般纷飞

7. 在优越感和自卑感之间

8. 动辄像爆米花一样爆发的恶言

9. 我不知道的奇怪和温暖的心

10.我在公司很孤独

11. 我这里面住着一个好伙伴

12. 真心沉默的价值

13.连理木的地下风景

14. 那个人不是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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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阶段〉 保持距离之后 

1. 在公司进行的寻宝游戏

2. 先试试看就不一样了

3. 正确反馈的一个问题

4. 给职场人宽松的定理法则

5. 成为老师的新职员

6. 职位和成长不适当的关系

7.为了成长要避开的两个陷阱

8. 摆脱过去地亡灵地方法

9. 守护天使走过的痕迹

10. 选择不便的真相

11. 越寻找越涌出的感谢之情

12. 职场生活的最后一刻，留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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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母亲的监护人，观察者，记录者」 

一年的护理工作，关于对母亲的爱和尊严的人文记录 

当母亲的生命逐渐接近尾声的时候，儿子决定把母亲的话记录下来。患有认知麻痹症

的母亲的每一句话很容易被认为是毫无意义的声音，但是对于一生都生活在母子关系

这一特殊存在关系中的儿子来说，这绝对不是没有意义的话。首尔大学古典学者朴熙

秉教授将在母亲病床前聆听了 1年多的母亲的话和对他的想法收集到了新作《妈妈最

后的话》中，作者从人文主义者和儿子的角度解释了患有晚期癌症和认知低下症的母

亲在病床上说的话。 

作为古典文学专家的作者，在此之前发表了大量学术研究结果，但他不愿意公开个人

故事。然而，放下一生奉献的学术事业，整理《妈妈最后的话》是作者作为儿子必须

要做的事情。同时，作者作为人文学者，将该记录不仅仅当做个人记录，而是对人类

的生活和死亡、爱情的方式、主体性的考察。这本书以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最后」时

间为媒介，让人思考根源上的爱和尊严，以及我们生活的存在方式。 

在持续延续的人生当中，有妈妈的话 

该书由作者母亲与病魔作斗争，发火时所说的短语，加上作者的解释和想法的结构组

成。《妈妈最后的话》不是集思广益的箴言，也不是回顾并整理一生的故事，而是日

常生活中经常听到的话。《妈妈的话》中经常包含对生活一般的认识和洞察力。被解

释为对长期住院的讽刺性言语的「好笑」或包含对儿子的歉意和感谢的「我生病了，

你真烦人」。这些话既含蓄又包含了对自己的处境和周围状况的准确认知，也是表明

母亲的主体性在病床上依然有效表现的典型例子。更进一步来说，这也说明我们的主

体性在生命结束之前也不会消失。 

妈妈的话揭开的回忆和人生的价值 

患有认知低下症的作者的母亲在与病魔作斗争的过程中，混合使用了最近不太常用的

方言，或者像停留在过去的记忆中一样，说出了当时所说的话。对作者来说，这将成

为重新回忆过去的契机。「妈妈的话」唤起的过去时光，包含了现在无法再重来的当



 

时的「我」和母亲，时代的面貌。当他把小时候当作零食吃的「崩山」(庆南方言

「爆米花」)买到病房的那天，作者看到了对「崩山」无比欢迎的母亲，怀念曾支撑

过村庄共同体和他的「自立技艺」生存的「妈妈一代」。时代是由人组成的，母亲死

了就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死亡。对伴随时代的死亡而出现的价值消失感到遗憾的作者，

想把回顾那个时代的内容也写进这本书中。对那个时代的一句话和小小的媒介也将过

去的记忆瞬间刻画在眼前，而一起生活的时间，在走向离别的现实面前变得更加珍

贵。 

从保护者，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 

临终关怀医疗的现实 

作为人文学作家，作者希望这篇文章不仅停留在个人记录上，而且能够对读者有更大

的意义，作为这种愿望的一环，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关于临终关怀医疗的经验。作者以

「填补母亲空主体性的辅助者」的眼光，观察了 1年多的病床生活。书中介绍了从家

庭型临终关怀开始到选择临终关怀医院期间所考虑的点和在各医院的生活、在那里面

对的各种医疗人员的面貌和姿态。作者的母亲根据多家医院和医疗人员的应对，表现

出不同的面貌。 

看着母亲充满活力、开朗地打招呼的「微笑奶奶」、看到母亲什么都没吃闭着眼睛勉

强维持生命的样子，作者明白了医疗人员在临终关怀医疗中的态度对患者是多么重

要。作者在书中同样表达了对一切医疗队的感谢和批评意见，这是因为他亲身体验到

了临终关怀医疗的发展非常迫切，而且医疗团队的作用也非常重大。对看护人、缓解

医疗辅助制度、病房运营等改善意见，也反映了作者「人文学不会分离实际存在和社

会问题意识」的信念，以及对临终关怀医疗的「迫切感」。作者对被认为是高龄化社

会必备要素的临终关怀医疗的实实在在的左证，将会给准备死亡的人及其家人带来安

慰和支持。 

生与死, 终归一体 

我们该怎么生，怎么死 

面对母亲的去世，本身就是作者思考自己死亡的契机。作者在看护母亲的过程中，领

悟到了人生和死亡的连续性。作者以记录母亲的最后一刻为目的开始写作，但最终开

始思考自己的生活和死亡方式。对于读者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我们怎

么生，怎么死？自己的人生，对于身边的存在，我的爱的方式是什么？ 《妈妈最后的

话》中提到，对于所有想到生与死的人来说，生命的最后一刻并不是脱离日常的时

间，因此，所有的人生过程，甚至面临死亡的瞬间，主体性和尊严都不会轻易消失。

这本书作为再次让人想起自己和自己相爱的存在之珍贵的记录，将深深打动读者的

心。 

ABOUT THE AUTHOR 

朴熙秉 

现任首尔大学国文系教授。将国文学研究的外延扩张到思想史研究和艺术史研究上，

正在谋划作为统一人文学的韩国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韩国古典人物传记研究》、

《韩国传记小说的美学》、《云化与近代》、《读燕岩》、《儒教与韩国文学的体

统》、《抵抗与阿曼》、《燕严与仙居堂的对话》、《胡同道道佛陀——李彦进评

传》、《泛爱与平等》、《陵湖观异人书画平石》、《陵湖观异人书画平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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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妈妈最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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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了对别人好，才对自己这么坏」 

如何成为心肌健壮的自己 

我们想听的安慰和共鸣的故事… 

担心难以控制感情吗？因为爱情、因为离别而心痛吗？和他人的关系很难吗？还没缓

解的幼年时期的伤痛让你很累吗？父母的伤痛是不是传给我了？在《心啊，你是谁》

一书中，朴尚美教授在这段时间接受的苦恼咨询中通过我们的人生发展，向我们介绍

谁都会遇到的困难，以及其原因和解决方案。 

今天也很心痛，却不知道缘由。早晨上班路上，似乎不知道什么是礼仪和关怀，因为

一位原不认识的大叔粗鲁乘坐公交车时粗鲁的行为，心情好像变差了。到了公司又不

是我的工作，上司却总是推诿，这样的指示似乎也让人不快。不懂我心的男朋友因为

没说任何共鸣的话而更加失落，回到家后因为妈妈唠叨着不要给人们添麻烦而更加孤

独。一整天心里都很累，但是不太清楚为什么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累…。 

谁都会有因为不太了解自己的内心而郁闷的经历，或者因为害怕与他人产生关系而故

意保持距离的情况也很多。通过节目「改变世界的时间，15分钟」和「晨间庭院」回

答了无数人的苦恼的朴尚美教授，在这期间进行了烦恼咨询，她发现发现大部分人在

苦恼中都有共同点。那就是，烦恼的根源中有很多是因为没有理解自己的心和感情的

意义而产生的问题。不知道自己的心为什么会那样，如果难以处理自己的感情，当然

与他人的关系也不会很融洽。 

自我治愈的「自我治愈指南」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感情，不要让自己的感情变成泥水 

这本书介绍了保持适当距离的关系问题、守护自己、培育自己的想法和感情问题、痛

苦和离别问题、要见哭泣的孩子的伤痛和治愈问题、要承认自己和自己的人生的问

题、把人生变得有意义的人生问题。面对自己的伤口，克服它才能察觉到自己的感

情。只有消除陈年旧情，才能有所改变，与他人的关系也才能变得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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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应该打开自己心中黑暗的洞穴之门，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建立智慧的关系，向着

「明天」阔步前进吧！《心啊，你是谁》这本书将对你一生中遇到的苦恼进行深入的

诊断，并治愈温暖而细心地阅读者的心灵。 

ABOUT THE AUTHOR 

朴尚美 

心灵治愈专家/相信「治愈我的力量在我心中」的人 

以 5万 7千多名监狱在押犯为对象进行心理治疗教育(法务部广播)，以监狱和少管所

以及被疏远阶层为对象开设「心灵治疗学校」。以治愈、恢复、共感、沟通为主题讲

课，并撰写文章、拍摄纪录片。目前是心理咨询研究所「共感心学校」代表，韩国语

义治疗学会副会长，在警察大学讲课。通过文学批评获得硕士学位后，立志治愈文

学，并开始了心理学学习。在获得心理咨询硕士学位后攻读博士学位时，被选为德国

学术交流处(DAAD)奖学金学生，在韩国和德国学习。以文化心理学为基础研究了「讲

故事」的知识，并获得了汉阳大学博士学位。在德国体验了维克多·弗兰克“语义治

疗”的惊人效果后，开始带头进行语义治疗教育。 

正在出演 EBS广播《朴尚美的心意》，CBS《改变世界的时间，15分钟》，KBS《早晨

庭院周四特别讲座》等节目，通过 YouTube《朴尚美广播》和京乡新闻《朴尚美的烦

恼词典》专栏，向普通人咨询烦恼。着有《朴尚美的烦恼词典:相信我才能实现梦

想》、《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最后爱情来了》、《相信我一个人的力量》

等，拍摄的电影有《母亲，我的母亲》、《我写了一本人生之书》等。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1065888 

CONTENTS/IMAGE 

前言 

摸摸头咨询室，进去之前_想要成为心肌健壮的我 

适当的保持距离才是好的关系 

- 展示一下我的'技高一筹'吧

- 请愉快地报诽谤之仇

- 告诉你享受传闻者的秘密

- 请记住想避开的人们的不同类型的应对方法

- 很难避免吵架的时候请做"6秒呼吸"

- 智慧地拒绝就是要挽救关系

- 需要守护我的“拒绝的勇气”

- 拒绝的姿态会体现出品格吗？

- 如果一味地责怪别人，就会重蹈覆辙

- 如果想过得好，请先鼓起勇气笑吧

- 打开下一扇门的练习_ 要和什么样的人走得更近呢？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1065888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106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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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自我，培养自我的自私心态使用方法:思想和感情 

- 请从让你疲惫的肠胃变态中守护自己的心

- 愤怒地怀恨在心，就是杀了自己

- 人们为什么会生气呢？

- 请在我的感情上加上单词

- 不要忍，要机智地发火

- 比起沟通，感情沟通更优先

- 思维习惯造就贤在

- 思想和感情也需要训练

- 如果因为担心而无忧无虑的话，那就不担心了

- 可以制造创造幸福的记忆细胞。

- 打开下一扇门的练习_想得简单点吧，傻瓜！ 知道接吻的法则吗？

即使痛苦，即使疲惫 一生都会痛苦:爱情和离别 

- 请理解需要解释的女性语言

- 爱情本来就是要变化的

- 离别后最需要的是保护自己

- 分手的时候要讲礼貌

- 需要谁都不受伤的战斗技术

- 不结婚会后悔吗？

- 下一个开门练习_联系了抛弃我的旧情人吗？

治愈的开始，请遇见心中哭泣的小孩:伤口 

- 请记住你总是受伤的真正理由

- 不要让父母的人生和自己的人生重合

- 请回顾一下伤口的根，初感情

- 不要把我的伤痛传给子女

- 遇到在心中哭泣的小孩吧

- 痛苦难言的时候，写写文字吧

- 文字中有拯救人生的力量

- 打开下一扇门的练习_ 离别伤口才能打开“今天”的门

尽情地哭才能笑出来:治愈 

- 我也有过自杀的尝试

- 记忆和实际发生的事可能会不同

- 拥抱一下独自哭泣的男人们吧

- 男人们，为了生存，应该哭得更厉害

- 男人哭，家庭才会健康

- 眼泪会拯救快要死去的身体

- 请用体温而不是语言来安慰自己

开启下一扇门的练习_忘记过去这一生，活到今天

我最帅气的朋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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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世界不理解而痛苦的我

- 如果得不到认可怎么办？

- 致不知不觉间变得自以为是的我

- 致苦恼着如何变老的我

- 致不想以“老顽固”老的我

- 开下一扇门的练习_你，越了解越觉得不错

做得真好，我的人生:人生 

- 力量和自信在我心中

- 经常制定小目标，体验实现目标的喜悦吧！

- 只有实践才能成为实力，成为一生的习惯

- 去创造只属于我的秘密的旅行吧

- 我先成为这样的人

- 开启下一扇门的练习_看世界的心灵之窗改变了吗？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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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你好，我是匿名，我喜欢你 

안녕, 나는 익명이고 너를 조아해 

AUTHOR 匿名、拉布 

익명이, 라부 

PUBLICATION 2021/3/31 

PAGE 176 

SIZE 128*188*12mm 

GENRE 插图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给痛苦又孤独的世界带来的小小幸福！ 

白皙、圆滑、短小、单纯！好可爱！ 

在有点疲惫孤独的世界里，匿名的治愈散文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常感到空虚的我们，对人生感到现实打击。在书中，匿名代表

了我们想说的话、想听的话、想对某人说的话、想对自己说的话。「没关系，做得很

好，加油」通过 

Kakao Talk图释成为 SNS 话题的匿名，终于图书化！ 

ABOUT THE AUTHOR 

匿名、拉布 

热爱可爱的事物，并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作家。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253634 

CONTENTS/IMAGE 

1章 

匿名的诞生 

叫做“匿名”的名字 

匿懵 

匿喵和高明儿 

两者取一 

头发痒的时候 

2章 

所谓幸福 

甜头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253634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253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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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6点做 

歇脚再走 

会变得感谢 

做好心理准备吧。 

螃蟹 

吃吧 不吃 

相信自己的瞬间 

疲惫的日子 

没事。 

说累吧 

没问题。 

正在前进 

要做的事 

蚂蚁们 

草虫无法入眠 

不睡觉 

心里不舒服 

一首歌里 

块头 

不怎么样的日子 

小花盆儿 

一切努力 

善人 

清扫和淋浴 

加油的话 

金钱和时间 

掠过的工资 

什么都可以做 

糖 

想走着去 

百分之百 

纸杯蛋糕 

就算在一起 就算独自一人 

不是没关系 

寻路 

辣味 

天鹅 

四季困倦 

就算讨厌也还是会做的 

心愿与目标 

起来 

被遗忘的特别性 

寒暑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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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地方 

钓鱼 

3章 

在世界的某个地方爱着你，为你加油 

太可爱了 出大事了 

依旧有人 

谢谢你爱我 

爆发的爱情 

冬季零食 

纪念日与离别 

嗖喽 

紧紧抱住我 

梦游 

分享的喜悦 

如果你能看见我的心 

流星雨 

鼓鼓的 

爱情店 

压力 

过路费 

面对幸福的方法 

会喊出来的 

只有几行 

作者后记 

福利 

特别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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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天文学家不看星星 

천문학자는 별을 보지 않는다 

AUTHOR 申彩京 

심채경 

PUBLICATION 2021/2/22 

PAGE 272 

SIZE 130*200*18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苍白蓝点」中的天文学家 

活在日常生活中，热爱宇宙的方法 

《自然》成为引领未来月球科学的科学家申彩京的随笔处女作 

理论物理学家金相旭，《cine21》记者金惠利强烈推荐！ 

用天文学家的视角看待日常生活和世界，以及遥远而又相近的宇宙 

《天文学家不看星星》中天文学家申彩京所展现的天文学世界与壮观和华丽相去甚

远。对光明、黑暗和宇宙的秘密感到好奇的天文学家也要像所有人一样，每天解决令

人头疼的现实课题。只是为了解开这个秘密而「科学地」苦心孤诣。 「地球在转动，

时间在流逝」，在宇宙性的、日常性的真理中生活的天文学家的故事因此更加新颖和

美丽。 

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我们身边的科学家依靠什么生存 

对于超出可以预测的范围的事物，我们使用「天文学」这个词汇。对于美丽的事物，

他会说「像星星一样发光」，如果真心希望得到什么东西，就会用星座占卜来祈祷

「宇宙的气息」一起出现。但对天文学家来说，天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月亮、星星

和宇宙？好莱坞电影中科学家们的「动作」充满了惊险，美国航空航天局和伊隆-马斯

克的宇宙探测日记虽然非常华丽，但这些新闻反而会让人们把天文学看作是另一个世

界的故事。 

在月球探测 50周年的 2019 年，《自然》的申彩京指定为引领未来月球科学的世界 5

名天文学家之一。目前，作者正在韩国天文研究院参与韩国最早的探月项目。但作者

作为研究人员在书中表现出的人生与影片《重力》主人公的生活截然不同。很少有人

到天文台用天体望远镜直接观测行星。行星观测数据大都可以通过研究室计算机传

送，因此，现代天文学家主要在研究室里与计算机中的数据作斗争。她还会使用垄断

期结束一年左右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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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天文学家的故事和这本书中所包含的故事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书中讲述

了大韩民国科学家，而且还是围绕女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作者描写了两个孩子的「妈

妈」和「非正规职行星科学家」。作者描写的科学家的人生是与偏见斗争的人生。有

关韩国首位宇航员李素妍的文章《最佳宇航员》中，低调而尖锐地反映了大韩民国的

女科学家们处于什么样的偏见和歧视之中。 

科学需要细心地怀疑，所以它灿烂夺目 

天文学家准确而又深思熟虑的文章所带来的清凉感 

天上的太阳和月亮以及星星与难以查明的自然现象联系在一起，因此，成为长期以来

令人恐惧的敬畏对象和产生旺盛好奇心的对象。为了观测农耕的气候，为了正确的航

道，为了歌唱爱情和抚慰孤独，为了占卜未来，人类也曾仰望过天空。但是，就像不

久后将在月球上实现房地产投资一样，强国之间正在展开新的尖端太空竞争的当下，

太空中仍然存在复杂的疑团。美国宇航局提供的天体照片与其说是科学现象，不如说

是「不现实」、「神秘」。也许正因为如此，天文学中充满了浪漫的目光。但正如使

用「哥白尼式转变」一词一样，天文学是划时代地改变人类世界观和生活的科学。可

以说，天文学家的提问和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而且，对这样的发现、实验和错误的

深刻反省经常会引发对我们人类的根本问题。也许这也是他希望被看似复杂的天文学

所吸引的原因。在申彩京的随笔中，处处都有只有天文学家才能思考和撰写的既科学

又美丽的独特的思维。 

以太阳系观点看待地球时发生的事 

乍一看天文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但对改变世界的我们日常的思考方式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天文学极大地开拓了人与世界的视野。从认为地球是宇

宙中心的时代到火星探测正在实现的当下，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心和探索从未停止过。

我们的视线从「我」向人类，向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体扩展。地球人围绕太空展开的竞

争虽然非常激烈，但每当天文学家提出新的发现时，我们都会肃然起敬，这是因为我

们在隐约地感觉到在小小的「苍白的蓝点」中展开的日常孤军奋战实际上并不算什

么。在似乎永远也解不开的生命和宇宙诞生的秘密面前，让人感到谦虚的是天文学的

另一个重大作用。 

ABOUT THE AUTHOR 

申彩京 

天文学家，行星科学家。曾在庆熙大学宇宙科学和宇宙探索系完成学士、硕士、博士

课程，以博士后研究员、学术研究教授的身份在 20 多年间穿梭于木星、土星、彗星、

泰坦和星际、月球和水星之间。目前已被聘请到韩国天文研究院，正在参与月球探测

项目。2019 年《自然》迎来月球着陆 50周年，将其指定为引领未来月球科学的新一

代科学家。向宇宙发射不知何时会回信的信号，并将这种信号送入太空的太空中，深

怀 “是否只有我们”的无害人类和他们憧憬的天空、自然以及太空。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58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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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快乐地埋头于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人们 

1部。一名非正规的大学行星科学家 

飞来时间的卡西尼 

原来是博士啊 

我们自己的宇宙 

《实录》趋异  

不容许诗意 

Re)致教授 

2部 是理科型人类 

尽情享受吧 

可恶的太空漫步 

100%的流星 

最佳宇航员 

感情的振幅 

地球不是星星 

观测正好的日子 

您要采访吗 

苍白的绿点 

去看日落 

3部 很短的天文学课 

与宇宙的约会 

热爱宇宙的万种方法 

天空的何处 

授粉旅行者 

著名的天文学家 

鲜为人知的天文学史 

4部 我们都是太阳系的人 

你好，高利隆 

飞向月亮 

在火星见吧 

冥王星消失了 

季节的时间 

旅途音乐 

太阳系的人们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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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想那时的我讲的故事 

그때의 나에게 해주고 싶은 이야기 

AUTHOR Twoego 

투에고  

PUBLICATION 2020/12/28 

PAGE 252 

SIZE 130*190*20mm 

GENRE 人文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凭借《熟悉的时候》、《钝化》, 《我长大后偶尔也会哭》 

受到 20 万订阅者喜爱的口碑畅销书作家 Twoego 的首部「人文散文」 

这本书的作者 Twoego 通过 facebook、instagram等平台每天向 20万名读者递上「安

慰」，他说「那些人需要的是对自己的理解」。因此，这本书收集了接近我们内心起

源的 90 多个单词，继续讲述关于「我」和「心」的故事。这本书包含著作者激烈的苦

恼和人文学视角，而不是单纯的温暖的语句和文章。如果和这本书一起度过苦恼的时

间，就能感受到自己成为安慰的主体，和自己变得亲密的经验。那就是你与你的心相

遇的瞬间。 

「我想找到自己，得到‘真正的安慰’，而不是过一段时间又变得空虚的‘安慰’」 

2018年当时的第一本书《钝化》虽然没有特别的宣传，但仅靠朴实无华的文风就登上

了畅销书排行榜。此后，凭借《熟悉的时候》和《我长大后偶尔也会哭》等作品，受

到读者们一如既往的喜爱的 Twoego出版了第一部人文散文。在这本书中作者说「我想

找到自己，得到‘真正的安慰’，而不是过一段时间又变得空虚的‘安慰’」。但在

寻找心灵起源的过程中，从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单词和文章中包含的故事中获得了共

鸣和安慰，并将从中获得的文字感编成了一篇原稿。 

像这样，在这本书中出现的 90多个单词，意味着我的心灵起源。读者们可以看着以词

典形式整理的目录，选择符合自己心情的单词和符合自己情况的文章。另外，其中不

只包含能够让人理解作者内心的共鸣文章，还包含在人文、心理、自我启发、哲学书

等多样领域中严选出来的能够对我们人生有所帮助的故事。也就是说，这本书既是关

于我们心灵起源的「词典」，也是汇集了成为我们生活动力的动力名言的散文。 

「为什么我们如此努力地理解他人的悲伤，却不努力去理解自己？」 

偶尔会有心情莫名郁闷的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辛苦和疲惫的事情，却总是意志消

沉。无法理解这样的自己，这样的自己让人感到陌生。在那样的日子里，朋友或恋

人、某人的安慰或助威都会在耳边空虚地回荡。「我也不知道我的心」，如果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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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脑海中回想起曾经经历过的这句话，那也许就是现在必须倾听自己内心的瞬间的

信号。 

某一天，当心底传来悲伤的声音，要打开自己心扉的 90多个人生单词！ 

人文学的最大目的是对「人」的理解。从这一点来看，首先应该理解最亲近的「人」 

- 我。难怪著名的苏格拉底留下了「了解你自己」的箴言。另外，由此形成的所有事

由都用「语言」来表达。这本书试图通过该语言的最小单位「词汇」来分享心灵的单

位，并逐一解释「其起源(词汇）)。也就是说，目录中的 90多个单词意味着自己心灵

的起源。读者可以看着以词典形式整理的目录，根据被吸引的单词和情况选择文章阅

读。

「用语言表达心意是最深切的共鸣和安慰!!」 - Twoego 

像这样，通过书中所记载的 90多个单词，倾听林肯、苏格拉底、弗洛伊德、尼采、普

希金和唐吉诃德等在历史上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活跃的他们的生活故事。在不知不觉

间，原本似乎被堵住的心变得更加轻松，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这本书既是关于自身

心灵起源的「心灵词典」，也是汇集了成为我们生活动力的动力名言的散文。 

ABOUT THE AUTHOR 

Twoego 

受伤的自我和治愈的自我双重人，喜欢用文字来表达独处时想到的无数灵感与想法。

想用这样写下的文章安慰自己和其他人的心，因为这比埋藏在心里更有意义。着有

《我长大后偶尔也会哭》、《在生活中对人变得迟钝》、《熟悉的时候》等。 

Instagram @two_ego 

Facebook @twoego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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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_词汇是安慰 

需要鼓励时 

恳切|渴望|感情之海|冬树|谦虚|经验|契机|共鸣|共生|过去|痛苦才是人生|倦怠|思

念|金言|记忆|机会|紧张悖论|漫长|坚持不懈 

想与自己变亲近时 

我|努力的价值|眼泪和露水 

想重新开始时 

再次 | 断绝 | 对你有益的话 | 读书| 金钱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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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需要下决心的时候 

一句话|忘却器和冷却器|投入|从底部开始 

就算只刮风也会动摇的时候 

方向性|变化|本质|火种|不完整|秘密谁都得有|根 

思考人生价值的时候 

爱|思绪|想象力|生日|善意|选择与集中|成功与失败|反省|师生|习惯|饮食|信念 

想战胜伤痛的时候 

安宁|纠缠|悠闲|旅行的理由|雨伞|尤里卡|流行|音乐|疑问|意义|意志|被子|人类这

一行星|忍耐|人情需求 

需要确信自我时 

自我|自然与思考|自由|雨季|适当的距离|节制|情|整理|存在|尊重|主体|准备|智慧 

最初开始时 

超然 | 充电 | 朋友 | 亲密 | 称赞 

波浪翻滚的时候 

判断力 

回顾一天的时候 

一天|在一起|幸福|现实|配合|独自|后悔 

结语_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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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某个死亡对人生说 

어떤 죽음이 삶에게 말했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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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首尔大学医院肿瘤内科医生记录的最后痕迹 

展现我们选择的对生与死的态度 

首尔大学癌症医院肿瘤内科教授金范硕对癌症患者进行了 18年的采访，他见到的癌症

患者和他身边的人以及医生的真实想法都成为了散文。被诊断为癌症的患者，会以各

自不同的面貌来填补剩下的时间。有的人为了寻找微小的幸福，平静地整理生活；有

的人为了推迟随时都会到来的死亡而固执己见；有的人甚至战胜癌症，以不同的视角

看待人生。身边的家人也一样，在父亲去世后，尊重父亲捐赠大脑意愿的儿子；没有

意识的母亲因心肺复苏术导致肋骨骨折的情况下，始终不能离开母亲的兄妹；明知恋

人是癌症患者还选择结婚的男子等患者身边的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回顾患者、保

护者和医疗人员的选择，作者扪心自问「竭尽全力真的是最佳选择吗？」。 

作者表示「看着患者和家属们描绘的最后一幕，我反复回味了对生与死的态度，也学

到了很多东西」。这本书是为了不忘对人生和死亡的感悟，作者一有空就留下的记

录。书的第一、第二部分是作者遇到的患者们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患者和家属们如

何看待预定的死亡和余生。第三、四部分可以窥见作为治疗癌症患者的医生的苦恼和

想法。书中人物的形象完整地记录了生活在当今这个时代的我们。他们表现出的对人

生和死亡的态度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如何准备不可避免的死亡？剩下的生活

要怎么过？ 

在首尔大学医院工作 18 年的肿瘤内科医生记录下的癌症患者的最后一面 

「让余生有意义的是什么？」 

面对死亡，病人和家庭的选择，让人思考对待生与死的态度 

《有个死亡对人生说》中提到的患者都是癌症患者，但被诊断出癌症后，各自做出选

择，以各自不同的面貌走向终点站。比起恢复因钱而断裂的血肉之情，有些人留下

「还贷 2亿吧」的遗言后离开；有些人在临死前没有意识到人生的意义，只希望再活

10年。一位七旬老人患者做了一些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感受到了日常生活的珍贵；

另一位老年患者在医生不知情的情况下申请「死后脑捐赠」后离开。虽然大家都说

「以后剩下的日子是○○左右」，但是充实剩下的时间的样子都各不相同。 



 

患者们对待剩下的人生和预定的死亡的态度是问我们对人生和死亡的态度。对此，作

者表示「每个人都会带着‘赋予的人生应该有多有意义’的问题出生。某种作业就是

作业，我们都在各自做自己的作业。当然，无论能否完成人生课题，如何完成，最终

在死亡的瞬间，结果都会是自己被拥抱。认识‘期待女神’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

但稍微想一想，也许是特别的奖赏。通常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就死了。当

然，虽然没有人说这个问题不会全部解决，但留下空白是件很可惜的事情」（62-63

页）。 

另外，在患者前往终点站的旅程中，并非只有患者。他的家人也一直和他在一起。有

对患有原发部位不明癌的丈夫直到痊愈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来往于首尔和釜山的妻

子，也有因无法回避行使暴力的父亲而诅咒血缘并承担最后责任的女儿。有儿子为了

照顾各自与癌症作斗争的离婚父母，辗转于医院和工作岗位，有年近 60 岁女儿需要

照顾患有癌症和痴呆症的 88 岁父亲。作者亲眼目睹的患者家属们像患者一样，讲述

着各自的选择和故事。患者及其家属的身影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也是某人的父

母、子女、伴侣。因此，他们的故事不容忽视。他们的选择让我们思考如何让我和家

人分离，如何让他们走到最后，并从另一种意义上回顾人生和死亡。 

竭尽全力果真是最佳选择吗? 

带着病人的余生和死亡思考 

癌症患者花费时间最多的地方是医院，在这里有直到最后都与患者、家人一起尽全力

的医生。需要观察一个人的生死和余下的日子进行治疗的医生有着深深的苦恼。面对

说着「也许我是 600名老师之一，但对我来说只有一名老师」的患者，考虑到患者和

医生的关系，看着治愈后却因是癌症患者而就业受到不利影响的年轻癌症患者，会再

次询问社会的作用。为拒绝抗癌治疗，直到出现无法抗癌治疗的情况，才要求接受治

疗的患者们感到惋惜。对于八旬老母，因坚持不中断治疗的四兄妹导致全身浮肿、失

去意识的患者肋骨断裂的瞬间，在不能停止心肺复苏术的现场，患者、家属和医疗人

员都竭尽全力，但却反问「竭尽全力真的是最佳选择吗？」对于患者和医院都不喜欢

的缓和医疗，他也表示，这是为患者余生最好的选择，对于不得不以「每小时 10 

人」与患者见面的韩国工厂式薄利多销诊疗，他吐露了自己的苦涩。 

不仅如此，作者讲述的几个故事让人思考「生命医疗决定法」。在患者有生命却不如

死亡的情况下，远离尊严的情况下，监护人和医护人员迎来选择的瞬间。是把患者送

走，还是即使是最坏的情况也要留在人间?在「为了尊严的死亡」的故事中，患者的

儿子为了给父亲送终，父亲逐渐失去了人的外形，散发出恶臭也不回去。守在他身边

的儿子哽咽着说「干脆让他走吧」。作为医生的作者正在思考是否应该摘掉氧气呼吸

器。虽然法律规定可以中断延命医疗，但是在那一瞬间医生和监护人都很难做出这种

选择，作者通过这个故事吐露了其选择的重量。 

作为肿瘤内科医生，作者为把患者剩下的人生变得有意义，并为尊严的死亡而苦恼。

我们大多数在成为本书读者以前是一个人，正因为是人，所以离病不远。因此，总有

一天我们会坐在作者面对的患者和监护人的位置上，而且我们也有可能一起完成这一

过程。这就是作者作为医生讲述的故事不仅仅是「医生」，也是我们的故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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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范硕教授在该书中写道「想到意外地知道自己离开时的人和仍然不知道离开时的人

时，我想一起分享那个故事。那是因为让我们重新思考给我们的时间的重量，也让我

们面对总有一天会到来的‘我的死亡’」。正如他所说 ，《某个死亡对人生说》是

一本通过癌症患者和家人、医生的作者的选择和他们的面貌，让读者回顾自己现在的

人生，回顾对死亡的态度的书。另外，在此过程中，令人深思的是，当最后一天临近

我和我的家人时，应做出何种选择、如何填补剩下的时间、以何种面貌走向终点站。 

ABOUT THE AUTHOR 

金范硕 

首尔大学癌症医院肿瘤内科专家。为了让癌症患者的余生有意义地延长，通过抗癌治

疗正在做帮助癌症患者的工作。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首尔大学医科大学。在首尔大医

院内科完成专业课程后，在首尔大医院血液肿瘤内科完成了专职课程。现为首尔大学

医院血液肿瘤内科临床副教授，美国临床癌学会、美国癌症学会、欧洲肿瘤内科学

会、大韩抗癌律研究会、韩国肿瘤内科学会等多个学会的会员身份进行活动。他获得

了第三届保宁医生散文文学奖大奖，还曾通过《散文文学》成为散文家。 着有《在

诊疗室未能完成的抗癌治疗故事》、《天国的口琴》、《什么是抗癌治疗》、《患癌

的你》、《癌症患者的智慧医院生活》等。为了向接受抗癌治疗的患者提供有用的信

息，正在运营博客（http://blog.naver.com/bhums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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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 在预定的死亡面前 

活得太认真了/还我 2亿钱/特别而伟大的最后/血缘的束缚/死后脑捐赠/我不想再接受

抗癌治疗/还要再活 10年/需要对话/无法相信的死亡/临终的延迟 

第二部 即使这样，还是活着 

人生重置/奇迹/在学校被开除 /残忍的学生/孩子的鞋/今天也准备公务员考试/酸奶大

叔/癌症晚期患者的结婚/我的生命不是我的 

第三部 叫做“医生”的职业 

星星和星星之间:600 比 1的关系/理解某人/不对视的人/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是不

是讲得太晚了/3月的新娘/伦理的人/自私和利他心 

第四部分 在生死的边缘 

各自逃生，寻找认识的人/竭尽全力是最佳选择/为了尊严的死亡:关于维持生命医疗决

定法/哭泣的权利/等待死亡的时间/最后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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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不安，不要着急 

各自以不同地速度慢慢生活地 

一定会遇到属于自己的季节 

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找到快乐，每天创造日常中小小幸福的到底作家的绘画散文。

不论是高兴还是悲伤，天气好的时候，或是不好的时候都会走一走的「散步家」到底

作家在散步路上遇到的各种小故事，以特有的幽默感和温暖的视角展现给读者们。由 

「原来是花啊」、「蚯蚓的报恩」、「春天到了再看」等可爱的漫画和「像野鸡一样

休息」、「辛苦了」、「包的重量」等包含幽默和洞察的散文构成的《越是这样，越

要散步》告诉观众，虽然不是明天，但后天一定能遇到比今天更好的自己。 

快乐又悲伤地走着的人， 

散步者到底发现的维持幸福的技巧 

无论是在高兴的时候还是在悲伤的时候，或是在天气不好的时候，漫步的「散步家」

到底看到在散步路上遇到的鸟、花、树、虫子等各自努力地生活的样子，发现了好好

生活的希望和动力。在大自然中，谁都没有试图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只是活下去而

已，但在树林里最闪亮的东西竟然是落在粪便上的苍蝇，这让我们明白了只要生存下

来，就应该得到「做得好」的称赞。   

11月见到的蝴蝶因为没有花看起来很孤独，但是因为有晚开的蒲公英，所以可以一起

观赏，而且仔细观察一下乍看上去相似的绿叶树，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创造着属于自

己的果实。就像桑葚比自己的果实来得早，柿子树也不会嫉妒桑树一样，在大自然中

没有人焦急，各自以不同的速度慢慢生活。这样生活着，一年中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

的季节。 即使现在有人在重复失败，即使自己寒酸难堪，自然界也不会放过我们，因

为在春天一定要享受春天。

通过《先今天对我好》展现了每一天为了更好地生活的「日常技巧」的作者现在开始

向外走去。他坦白说，即使生活艰难也可以一边散步一边环顾四周，在这样的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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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就会舒畅。他还深情地告诉读者，走着走着，即使不是明天，后天也会遇到比今

天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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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成长为"对懒惰感到负罪感的年轻人"。 作为小狗"泰秀"、小猫"小鬼"、"将

军"的主任，发挥"在不好的情况下也发现搞笑之处"的特长， 创作了收集微笑的文章

和画作。代表作有 《今天先对自己好特异点》、《反正恋爱是别人的事》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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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_ 开始走路了 

1章 因为活着，所以一切都做的不错 

越是这样，越要散步｜好时节｜拜托了｜所有人都很努力｜喜鹊的秘密｜超自然现

象｜姓名｜像野鸡一样休息｜不管在哪｜0000｜耸肩｜唱歌的石头｜蚯蚓的报恩｜慢

慢等待老朴｜丁香花盛开的季节｜沿着脚印｜某人的足迹｜是谁的羽毛?｜鸽子邻居｜

把蟾蜍放生到池塘｜乌鸦的声音｜鸟叫声的意义｜苍鹭｜鸟类很伟大｜最孤独的时

候｜是花啊｜致过去的我｜干得好 

2章 谁都不着急，各自用不同的速度 

各不相同｜蚂蚁程度｜草帽｜粪蝇｜潮虫的性格｜雨的原理｜蜂蜜糖饼｜拯救国家｜

某个杂货店｜同事的存在｜当声音成熟时｜梅雨季的蘑菇们｜夏季散步小秘方 : 石椅

挑选｜起风的日子｜夏夜啤酒｜秘密基地｜仓促的原因｜顺滑的石头｜放飞风筝｜夏

天的风｜稻草人｜蝉们｜简单的事物 

3章 今天我也辛苦了! 

无厘头的东西｜辛苦了｜夜间同行者｜观赏花盆｜枫叶种子｜告知存在｜计划｜前

襟｜月光在翻身｜热情歌唱｜散步路上的神秘:椅子｜奶奶们｜邮递员叔叔留下的｜假

星星｜幸福的人生｜知名人士｜像我一样｜啪嗒啪嗒｜秋日的树木们｜法国梧桐｜枫

叶｜云端之上的秘密｜大银杏叶 

http://www.dodaeche.com/
http://www.dodaeche.com/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378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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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章 然后春天来了，知道了吗? 

因为是 同样的速度｜如果天空变黄｜叔叔的真实身份｜鲫鱼包｜决心｜做得好，驯鹿

们!｜寒冷日子里打包包子｜寒冷日子里的糖饼包装｜散步路秘密:手套篇｜地球的公

转｜包包的重量｜没醉｜鹅毛大雪来了｜被丢弃的椅子｜被丢弃的娃娃｜狮子门环｜

韩塞尔与葛雷特｜鞋垫｜鸟类肯冬天的食量｜松树冰柱｜过河石｜鸭子也不过那样｜

冬季散步小秘方: 炒年糕暖宝宝｜新年选择｜流星｜春天就过去了｜蜷缩｜散步路上

的秘密:蔬菜篇｜唱歌台阶｜无心｜心｜后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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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两个个人主义者的婚姻生活 

두 개인주의자의 결혼생활 

AUTHOR 李政燮 

이정섭 

PUBLICATION 2021/5/13 

PAGE 192 

SIZE 128*188*13mm 

GENRE 散文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虽然住在一个房子里，但有时候想一个人呆着」 

为了不失去自我存在的婚姻生活 

个人主义夫妻分开又一起生活的方法 

《两个个人主义者的婚姻生活》讲述的是脱离了世界上千篇一律的结婚标准和框架的

结婚文化，以两人独有的方式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结婚生活的夫妇形象。作者夫妇是非

常重视各自独立性的个人主义夫妻。他们接受不同的睡眠习惯，住不同的房间，周末

中有一天是一个人度过的。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在自己的空间里各自享受乐

趣，偶尔还会独自去旅行。通过摆脱「结婚一定要这样」的义务，不强求个人做出牺

牲或让步，接受彼此的取向和方法，思考如何发展只属于两个人的生活的面貌，让人

看到二人即使不成为一体也完全可以。 

「夫妻是一体，什么都得在一起」、「还是要有孩子」、「各住一个房间就会变疏

远」、「结婚了，要减少一个人的时间」…。为什么结婚的同时个人的独立性和整体

性就被抛诸脑后了呢？两人都想幸福的结婚，为什么周围人都要干涉呢？作者对在似

乎有正确答案的婚姻这一关口前苦恼「结婚后能否不失去自己？」、「如果不遵守标

准，会不会失败？」，结婚是由两人的意志和选择来决定的。作者夫妇坚守各自的日

常生活，寻找「共同生活方向」。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个人主义结婚生活绝非遥不

可及的事情。如果有人想在不失去自我存在的情况下进行婚姻生活，那么不妨关注这

本书。对于另寻找共同生活幸福的你，将给予你做自己， 像作者一样生活的勇气和支

持。 

睡在各自的房间里，旅行偶尔也会分开，但幸福还是在一起！ 

保持适当的距离，日益愉快的独立而又不独立的婚姻生活记 

在《两个个人主义者的婚姻生活》中登场的作者夫妇展现了与通常所说的「普通夫

妻」、「普通婚姻生活」不同的面貌。他们经常住在一个房间，没有孩子，有时还独

自去旅行。虽然是同一个屋檐下，但每个人都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守护自己的时间

和空间，相互理解对方的兴趣和爱好，充分尊重自己一个人的时间。性格、生活习

惯、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但不会将不同的东西看作是错误的，而是将相互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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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本本地观察，然后做出明智的选择。他们认识到没有所有方面都正确的人，承认

了个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为如何打造只属于他们两人的生活而苦恼。他们的这种面

貌让我们重新思考共同生活的生活。 

「两者不可能合为一体」 

为了各自的幸福生活，结婚生活健康助剂! 

第一章「就是讨厌在一起」中描述了不失去彼此独立性、自由生活的个人主义夫妇。

摆脱「结婚后一定要这样」的义务，以两人为主体举行婚礼，各自住一个房间，享受

各自的趣味生活，公平分享经济权等，接受不同点，合力打造属于两人的生活。作者

认为，由于个人主义倾向，一辈子都很难和谁一起生活，之所以能结婚，是因为对其

他对方的尊重和照顾。在第二章「就算两个人也会满满的幸福」中，通过愉快的小故

事展现了夫妻并不是特别的关系，而是不同的两个人交往一辈子。从家务的分配到消

费习惯的妥协，经过大大小小的争吵后找到的只有两人的沟通方式和和解方法，丁克

夫妇的养老准备等相对较少吵架，每天都能发现新的婚姻生活的乐趣。 

正如作者所说「如果问独立性和爱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那这两个问题是可以相互帮

助的完善要素」。「结婚」和「自由」两个词不相称的「两立」对作者夫妇而言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守护各自的日常生活，为共同生活而苦恼的夫妇的形象，引发了「这

样生活也没关系」的共鸣和纽带感，展现了个人主义结婚生活绝对不是遥不可及的事

情。 

《两个个人主义者的婚姻生活》给想要自由地生活的人带来一种安全感和解放感，这

是奥拉帕尔对婚姻生活痛快的一针见血。由于各自所处的情况不同，所以不能成为标

准答案，但对于不想失去自己存在并想要建立婚姻生活的人们来说，会成为勇气和助

威。 

ABOUT THE AUTHOR 

李政燮 

出生时具有个人主义倾向和认生态度，做梦也不敢想过要和谁一起生活的男人。在孤

独地生活的过程中，偶然遇到了解自己倾向的女人，并与她结婚。但是结婚并不是结

束，而只是开始。有时吵吵闹闹，有时哈哈大笑，互相配合，营造出有颜色的婚姻生

活。曾在《大学明日》杂志任编辑，目前从事市场营销的工作。以“白天翻车”的笔

名在 brunch 上发表文章。他写了随笔《不知是我濒临灭绝》。 

brunch.co.kr/@munchi 

instagram.com/spicysoop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663300 

CONTENTS/IMAGE 

序言 只要追求各自的真实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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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 不喜欢只在一起] 

狮子座妻子和双鱼座丈夫 

不能和别人一起生活的人 

结婚后什么变化最大？ 

在哪里寻找快乐是各自的事情 

极简主义丈夫和超细纤维妻子 

没有越线啊 

婚礼也需要战略 

我们夫妇的独立、非独立的经济生活. 

个人主义夫妇传授的旅行技巧 

左冲右突的铜镜 

没有一个是对的 

我们夫妻俩住一个房间 

谢绝管闲事 

经常黏在一起就是夫妻吗？ 

[2章 两个人就已经很幸福了] 

三个人算了 两个人就够了 

虽无好消息，但很好 

换了妻子 

小小的水浴对精神健康有益 

机智的简式生活 

夫妻之间也有对话的默契 

虽小却不厌其烦躁 

幸福地回忆一穷二白时节的原因 

有根据的幸福感 

为了相互理解的真正沟通 

傻子故事 2 

应对养老的 4+1 

健康心态 

个人主义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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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以前做得好，现在做得好，未来一定好 

잘했고 잘하고 있고 잘 될 것이다 

AUTHOR 郑永旭 

정영욱 

PUBLICATION 2021/5/14 

PAGE 292 

SIZE 122*182*16mm 

GENRE 随笔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21 世纪十大图书精选」最畅销书籍 

《真是辛苦了》和《爱自己的练习》的作者郑永旭作家的最新力作！ 

为了没有勇气为自己加油的他们 

即使我们彼此不认识，即使一辈子都没有交集 

「你，以前做得好，现在正在做得好，未来一定好」 

通过《真是辛苦了》和《爱自己的练习》前作创造了 40万册销量记录的散文作家郑永

旭的新书问世了，一直以来给疲惫的心灵安慰和支持的他，在这本书里也充满了深情

的话语。作家郑永旭通过这本书为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加油。通过本书联系在一起

的我们虽然不认识对方的脸，不知道姓名、年龄、性别，但是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所

以有一些东西可以预测。 

郑永旭作家的语言经常在读者心中搭建一个房间。那个房间里摆满了专门为我们自己

准备的东西我喜欢的季节、我喜欢的天空、我喜欢的大海、我喜欢的鹅卵石。读者之

所以喜欢郑永旭作家的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读他的书的时候，即使疲惫一天的尽

头，也能为自己而读。也可以集中思考对我来说痛苦而珍贵的是什么，让我平静的是

什么，我需要的是什么。 

怀着担心和恐惧生活的我们 

抚慰你稚嫩心灵的魔法语言 

无论你还是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心和恐惧。经常动摇，坚持下来，非常疲惫。世

界上因为认识我而伤害我的人很多。很难看到双向传达的温暖语言。「到底为什么想

这些？」、「以后打算怎么生活？」、「现在在干什么？」。不知不觉中，动摇心灵

的不安的语言更加频繁，连支持自己的勇气也失去了。 

但是，就像我们毫无理由地互相伤害一样，我们可以毫无理由地鼓励某人。不管你知

不知道，我们都能牵手相助。郑永旭作家如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事

情，就会崩溃，那么即使正在崩溃，也肯定会有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告诉他们「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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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的人生。希望你再勇敢一点迎接明天，能为自己加油。但是，在连这种勇气都

没有的时候，希望读这本书。有一个人会为你加油的。我们会支持我们的。什么都不

问，无条件，没有理由。 

面对一个尖锐冰冷的世界，只要在心里准备一些为自己服务的语言，或许我们就能再

加把劲。在锋利的语言交流的世界里，有一本书能看出你稚嫩的心。 

ABOUT THE AUTHOR 

郑永旭 

认为大部分的提醒和治愈都是出自同质的心灵。虽然想告诉大家什么，但做不到这一

点，所以也写下了自己曾有过这样的迷恋。只是这样而已。我虽然如此，但一定会活

下去。所以说你也一定能活下来。 

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 经营着布克勒姆出版社以外的文化事业。其代表作有《真是煞

费苦心才变成这也》、《来信吧》、《爱自己的练习》，销量达到 40万册左右，巩固

了畅销书散文作家的地位。 新书《以前做得好，现在正在做得好，未来一定好》是一

直给予温暖支持的作家郑永旭再次向读者传达希望和勇气的治愈随笔。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682634 

CONTENTS/IMAGE 

前言 · 6 

1. 

以前为你加油，现在正在为你加油，未来一定会为你加油 

无理由的安慰· 20 

人造卫星· 22 

人生低谷期到来时需要记住的·24 

我最大的敌人·28 

听天由命·30 

正在成为不错的人中·32 

前·37 

想变好也变不好的时候·39 

30岁以后才知道的，44 

勿轻易容许伤口· 46 

为了不受伤· 47 

了解世界，害怕幸福，48 

我的最前面·52 

虽然想独自一人 但不想独自一人 54 

想对伤痕累累的你说的话·55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682634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68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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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60 

郁闷时需要的东西·62 

您的存在·66 

经过风吹的奇迹"67 岁。 

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的事物·70 

大团圆·73 

痛苦的回忆·75 

2. 

以前胜利了，现在正在赢得胜利，未来一定会胜利 

仅一个差异就是全部· 84 

寻找我·89 

理想与现实·91 

一年只有一次的日子·92 

觉得时间过得真快 · 95. 

像谎言一样· 97 

我们像不完美的椅子一样生活·98 

英旭 这个一定要记住 106 

成为某人的所有·107 

妈妈煮的大酱汤·109 

独自生活时感受到的东西·110 

发生故障的日期·116 

没能做到而后悔的瞬间·118 

同样的温度也会有人变暖，有人会变冷。 

指甲刀·124 

好好生活 那就是最好的报复·126 

我正在进行中· 130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幸福吗？ · 132 

支持你的“太阳之春”·138 

3. 

曾在一起，现在正在在一起，未来一定在一起 

关系就像植物一样·148 

人不变，关系也会变·149 

没有永远的关系·151 

在当今这样复杂的世界里，为了减少关系伤害而做的一切·152 

不消耗感情的明智方法·159 

情绪好的人·162 

人的价值·163 

不想再见面的人·164 

和我在一起的人是我的未来 · 166 

长久保持关系的人们的共同点·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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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要做，就好好做·175 

这里面有人因与敢于拒绝的人关系深厚而拒绝 · 176 

因为害羞而没能对珍贵的朋友说的话·181 

言传身教·186 

习以为常·189 

心就是收到的礼物，194 

你是一个在所有方面都很有限的人 · 196 

大家都很郁闷·200 

语言的歪曲·202 

真的是我的声音 ·205 

在忙碌的世界里，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感觉不到的东西·210 

想去海边的话· 212 

4. 

曾爱过，现在正在爱着，未来也会继续爱 

愚昧之心与愚昧之心相遇·222 

因为爱情而痛苦的你如果能遇到这样的人就好了 · 225 

证明自己是个好人，227 

我们这个图形·229 

爱情就像呼吸一样·236 

想给心爱的人写信的心，238 

适合爱的季节·241 

比起对不起，更感谢·243 

爱情是比我更靠前的，245 

想留在身边的人·246 

♥ · 252

蜂蜜遗传性地记得蜂窝的样子·253

期望的幸福不同·256

不是我让他幸福·259

心里有问题·262

真正的孤独·263

对爱情失败的你如此相爱会如何·264

我工作中最狠的工作·269

你永远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永远是全部· 271

彼此最后的样子·274

和相爱的人离别后最悲伤的事·277

现在就算徒劳，也有已经变得珍贵的东西了·279

和她？为什么突然分手了？ · 282

你之前的我·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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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对漂亮垃圾是真心的 

예쁜 쓰레기에 진심입니다 

AUTHOR 金艺朗 

김이랑  

PUBLICATION 2021/5/3 

PAGE 216 

SIZE 145*200*12mm 

GENRE 插图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Enjoy the little things！ 

勾勒出我喜欢的一切 

消费精灵插图画家的营业散文 

《对漂亮垃圾是真心的》是一篇能够让在漂亮垃圾中感到幸福的读者对于「无用的东

西」的「有用的东西」产生共鸣的散文。作者以水彩画闻名，是目前受到 27万粉丝喜

爱的插画师。主要画花木等植物，有时画周围所有喜欢的东西。她将漂亮的东西画成

漂亮的东西作为职业，还具有消费和收集「漂亮垃圾」的兴趣。因此，很多人询问用

画作画的东西，或者照片上周围的事物。 

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幸福 

这本书大致分为两个部分，沿着充满美丽可爱物品的作家生活空间，由「工作室」和

「房间」组成。作为插图画家画画的工作室里，从颜料、调色板、文具，到长时间度

过所需要的食物和咖啡，以及反映个人喜好的各种物品，琳琅满目。以为房间是只睡

觉的地方，所以把它当作仓库，但想到工作室之外，这里只有一天的一半时间，所以

把休息用的东西装得满满的。这里有环保购物袋、徽章等道具、可以享受闲暇时间的

LP、方便睡眠的睡衣和玩偶等。罗列的东西既可爱又漂亮，又小而琐碎。也就是说，

随时都可以找到，在哪里都可以发现这不是作家的个人收藏品，而是每个人日常生活

中的小而常见，但因为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所以很有价值。 作者引用科特·博尼格的

文章这样说。 

从小而可爱的物品中发现人生的幸福 

作者说世界上没有没用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各自有自己的用处。她说自己有发现这

些小细节的才能，并视同使命，感受着幸福。在我们周围小巧可爱的东西中感受到的

幸福会是什么样子呢？找不到合适的颜色，在旅行地遇到像命运一样的颜料、合同等

业务档，为了增加小感觉而收集的夹子和夹子，完全不知道味道，但是为了收藏榜样

插画家的作品而收集的茶包、让我知道人生小目标积累并取得快乐的打字机、让我领

悟我不知的习惯和取向的各种材质的睡衣…，这样幸福以多样的面貌存在于我们身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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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会觉得一模一样，但仔细观察所拥有的东西，就会发现材料、形状、颜色、大

小等各不相同的特色。寻找固有魅力的观察力、被小细节感动的心、用物品回忆的方

式等，随著作家的故事我们也会发现幸福。同时,会跟进一步发现人生的小目标和价

值观、兴趣。 

ABOUT THE AUTHOR 

金艺朗 

以画出所有她喜欢的东西的水彩画备受欢迎的插图画家。在位于胡同口的 7坪小工作

室里，她与正在刺绣的弟弟和 3只小猫每天都在一起闹腾着画画。在一年多的日子

中，她出生在第 249天，打造了名为「249days」的文具品牌。作品有《1日 1 画》、

《One Green Day》、《Fruits Market》、《今天喜欢的东西》等。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344379 

CONTENTS/IMAGE 

prologue_从细微而可爱的东西中发现人生的幸福 

[7坪的小而闪亮的空间 工作室] 

自私的植物主人 

给朴素的画师送去装备瓶的瓷盘 

找到可以支笔地勺子垫子 

颜料混着用不就行了吗？ 

收集模拟人类的手册 

梦想是成为铅笔收藏家 

想要更多的遮蔽胶带 

直到小小的铁片形成银河 

我考虑一下不喝的茶的味道 

咖啡因的 2倍，钱也是 2倍，家庭咖啡瘾者的一生 

只有杯子装满的碗柜 

寻找漂亮又好吃的东西 

欢迎来到苹果农场 

个人胶卷相机历史 

苦尽甘来公仔 

[用温暖的休息填满的房间] 

环保购物袋太多，远离环保的生活 

仔细一看，我想成为戴着可爱徽章的人 

不读书也要买好看的书 

一个没有后空的打字机的世界 

连麻烦都不得不爱的 Long-Playing Music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344379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344379


 

407 

未来希望是录影带店大婶 

用香气记住旅行 

王发土豆鞋子学概论 

即使不哭也能拥有玩偶的年龄 

穿着脖子拉长的 T恤睡觉的日子不会再来了 

* 填满人生幸福的漂亮垃圾消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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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情绪受伤前，瑜珈 

감정 상하기 전, 요가 

AUTHOR 金允善 

김윤선  

PUBLICATION 2021/6/7 

PAGE 240 

SIZE 128*188*20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感谢你和我都还活着 

《情绪受伤前，瑜珈》是作者每天练习瑜珈的过程中经历的日常记录。虽然没有像电

视剧一样的故事情节和瑜伽指导方法，但她的故事能够让人感到感动是因为懂得倾听

细节的心态。从窗外摇曳的树上、流浪猫和鸽子以及孩子们身上学习生活的态度。但

这一切都是从瑜伽修炼开始。 

来自瑜伽世界的邀请 

作为诗人兼瑜伽指导者的这本书的作者金允善的日常生活如何呢？就像把自然当作朋

友写诗，通过瑜伽享受心灵的安宁生活一样。但是作者淡然地坦言，自己也会被感情

所左右，有时也会迎来爆发般的艰难时刻。作者每天站在瑜伽垫上，呼吸、低头、伸

展、扭动身体，使身体尽可能柔软。随着身体变得柔软，心情也会变得更加柔软，看

待世界的视角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于作者来说，瑜伽不仅仅是单纯的运动的意

义，而是自然地延伸到冥想和修行的阶段。 

日常的逗号，瑜伽 

有句话叫做「茫然地坚持到最后」。在知道生活不如意的年龄以后，这样的日常生活

就成了常态。在职场生活、人际关系等时不时出现的考验中，感情会动摇，我们不想

被察觉，所以将这种感情强加在里面。不知不觉间，沉淀在心中的感情逐渐堆积起

来，很快就会变成即将爆发的惊险状态。 

那寂静且动听的善良声音 

由诗人金允善的多情、美丽的文体写成的该瑜伽散文与一般的瑜伽实用散文不同，是

拥有独创性文体和诗意语言的极富文学气息的散文。跟着低沉而感性的诗人的声音散

步，不知不觉间，我们被善良的心灵所同化，从明天开始，为了生病的地球，要吃素

食，照顾被遗弃的流浪猫。 

最近，由于新冠疫情，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对今后该如何生活的担忧不断积累，内心

凄凉。由于无法预测的情况，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进入了紧急状态。也许有时会感到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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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和郁闷，但这时才是照顾身体和心灵、准备更加奋力飞翔的时候。向也挺过今天的

善良的你推荐这本书。 

「在像背景音乐一样铺垫的人们的噪音中，隔着一定的间隔传来了有规律的声音。不

知怎么的，大家都回过头去寻找声音的源头。老人坐在比自己身体还大的石头上，朝

着划好底线的白线打凿子。他不可能没有感受到游客们蜂拥而至的视线,但他只是在做

自己的事. 老人看起来像是为打碎石头而存在的人。就像打碎石头变老、打碎石头是

读经典一样，他丝毫没有散乱，甚至散发出虔诚的气息」---- 摘自正文 

ABOUT THE AUTHOR 

金允善 

希望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共同生存的猫管家。2004~2008 年在旧金山生活修炼，修完瑜

伽指导课程后正式走上了瑜伽人之路。在 2000 年至 2008 年期间，成为素食主义者，

自2009年起改为素食主义者中最严格的素食生活方式，此后一直作为冥想和瑜伽指导

者生活。曾在中央大学艺术研究生院学习文学艺术，2006 年在美洲中央日报新春文艺

中以诗《紧急出口》登上文坛。创作的诗集有《悬崖修道院》和瑜伽诗集《静静地久

久地》。从 2008 年开始，她在「尼古尔的流动瑜伽(Nicole's Vegan Flow Yoga)」工

作室运营瑜伽班，因新冠疫情暂时休业，目前她正努力通过琐碎、持续的身心锻炼，

过上不倦的散步者生活。 

Instagram: @evapoet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891548 

CONTENTS/IMAGE 

前言_ 比看起来更生气的人 

第一章 感情的温度太不一样了 

受伤的大象 | 指定座位 | 亲切的他人 | 悲伤袭来 | 需要单人帐篷 | 紫罗兰像紫罗

兰一样 | 包包的重量 | 橄榄树荫下 | 恐惧的实质 | 某种警告 

第二章 所以瑜伽 

不畏缩|塔尔科塞特|关于马上岛|扎根的树|胆大|自由的车轮|搭桥的人|润瑟的时间|

脊椎不老|温和的圣者|祝福的翅膀|我们身体的银河|身体和心灵的水平|我身体的洞|

和谐的三角|女王的姿势|记住死亡的时间|太阳背的时间| 

第三章 看着，听着，走着走着遇见的感情 

冥想之地|停止呼吸的瞬间|恰克拉音乐|瑜伽者们的曼特拉|旧金山巨人 Yogi|来自莱的

Singinging Bowl|观看无花果树的时间|拉达克 的打破石头老人|寻找诗言 | 绿色屋

顶散步路|时节缘分|散步路采访|女神派对 

第四章 现在这一瞬间，阿希姆萨弗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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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 |呜咽声|不能无心错过的东西|那马斯特|小猫走过的路|致亲爱的作家们|在

萨特巴的花园里 

附录 

创造心情好的程序 | 打造简单却非常好的瑜伽姿势 | 散步或瑜伽修炼时适合听的音

乐 

结语_ 行走着，祈祷着，歌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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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不足道的体力，克服忧郁症的运动治愈散文！ 

作者在亲自实行生活体育的同时，亲切地介绍了每个项目的特色和体验的亮点，并展

示了运动后生活有何变化。为疲惫、无力的生活赋予动力，并且系统地提出了「为新

手量身定做的运动实践法」。将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统筹起来，运动效果深入人

心。本书公开一天作者以运动开始，以运动结束地奇迹过程。 

「只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就别无所求了」 

体力不支加上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的她。离婚后与两个青春期孩子在半地下单间房里

重新开始，这种茫然和恐惧让她身心俱疲。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她能选择的只有不

花钱的运动。穿着运动鞋出去活动身体。毫无力量与希望、忧郁的她开始漫无目的地

行走。在公司午餐时间开始走路，去健身房和瑜伽。在培养体力的过程中，数十次数

百次因微不足道的身体而受挫。「我好像不行。我本来体力就不好，运动能有什么改

变呢？」，但运动后她发现自己很轻松，于是又开始运动，最终逐渐成长起来。而在

运动过程中，她彻底地消除了心中的忧郁。 

偶然经历的运动给生活注入了活力。每天边走边跑，身体不断向前，生活的机会也随

之向前迈步。随着体力的增强，锻炼已成为了家常便饭。骑自行车上下班往返 20公

里、徒步旅行、跑完 10公里马拉松、攀登智异山天王峰、甚至完成了需要掌握平衡的

滑板。体力可以治病，给人自尊感，还可以改变人的性格。 

这本书不仅仅是学生时期在运动场一角瘫倒的体力不足的少女成为身心俱疲的中年女

性，通过运动锻造钢铁体力的陈词滥调。没有原本就脆弱的体力，培养体力就能实现

奇迹般的飞跃，如此专注身体的瞬间就能听到心声，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产生不

管是什么都要先开始看的积极心态，痛苦的深渊也有希望，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不要害

怕挑战。好的书不是读过的，而是体验过的书。这就是在培养体力的同时，像打破自

己极限一样逐一克服的她的挑战，让人感动的原因。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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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允静 

瘦得摇摇晃晃。虚弱不堪的体力。高中早会上经常晕倒的病弱体质。像吃饭一样频繁

经历晕厥，自暴自弃地说「一辈子都要靠微不足道的体力生活啊」。20多岁，结婚后

虽然年轻，但连续生育和育儿却非常吃力。微不足道的体力和无力感把人生推到了悬

崖边。离婚后，她患上了失眠症、焦虑症、忧郁症。身心病痛，无法对生活抱有希

望。虽然生活困难，人生已经跌入谷底，但由于要独自抚养两个青春期儿子，所以她

打起精神独立生活。 

偶然经历的运动成了生活的活力源泉。走着跑着。在家门口的健身房锻炼肌肉，做瑜

伽，身体变得柔软。运动成了日常的步骤。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以每周一次产为目标

爬上了山。如今，她骑着平衡滑板，参加了马拉松比赛，轻松跑完了 10 公里，轻松

登上了智异山天王峰，锻造了钢铁般的体力。 

由于表情明朗，而且没有多余的赘肉，所以谁都不相信 45 岁左右的人。正能量支配

着人们的生活，因此孩子教育和经济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切身感受到只要体力

变好，自尊心，性格等很多方面都会发生变化。2021 年成为田径联盟生活体育委员会

委员。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988591 

CONTENTS/IMAGE 

第一章 虚弱的她锻造了钢铁般的体力 

- 运动改变了我的 DNA

-以低质量的体力可以当两个儿子的家长吗？

- 离婚后经历的不安症

- 精神状态较强的人为什么每天走 30分钟以上？

- 即使到了 40岁中期也能听到像 30岁一样的评价的秘诀

第二章 女人的变身从运动开始 

- 光走路也能激活身体和大脑

- 光做伸展运动也不会去医院

- 了解 100 倍的健身俱乐部使用方法后运动吧

- 瑜伽，腹式呼吸,，我只集中于自己

- 一个人可以做的完美家庭训练

- 迷上了比登山更轻、比散步更欢快的徒步旅行

- 在女性专用体育馆锻炼肌肉

第三章 如果想给无精打采地我结实地身体 

- 走在小区公园里跑步。

- 跑完 10公里马拉松，体验投入的快乐

- 在山上看日出和日落，运动效果也会提高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988591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98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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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溪谷徒步旅行和冬季雪花登山

- 远征智异山和雪岳山，思考深度

- 挑战超过 10km的徒步旅行

- 骑自行车上下班 20公里

- 在汉江玩滑板，培养均衡感

第四章 饮食习惯，睡眠，压力管理 

- 运动的话失眠症会消失，早晨也会不一样

- 睡眠是抑制食欲和皮肤美人的捷径

-通过运动提高干劲的方法

- 用运动来管理压力的方法

-通过运动管理老化，变年轻

- 比起食物，用运动弥补了心灵上的饥饿感

- 食物不是吃的香，而是吃的聪明

- 管理伤病的正确休息

第五章 身体柔软，日常生活充满活力 

-产生什么都可以做的自信感

- 体力变好了，执行力就会爆发

- 体力变好的经验可以带来成就感

- 骑自行车上班后，工作效率提高了一倍

- 聪明地克服孩子教育、经济问题

-成为钢铁般的体力，做新的梦

- 运动的话，人际关系和纽带感会变好

- 运动的话，就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第 6章 运动之前知道的话就好了 

- 开始是简单快乐的运动

- 从一开始就不要制定太大的目标

- 一点一点地反复做比较好

- 坚持做今天做的运动

- 利用 SNS 让您每天运动吧

- 参加愉快的运动大会，活动

- 边冥想边锻炼心肌

- 超越无力，走向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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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间最长的我以及照顾自己的技术 – 生活能力！ 

这本书的作者群，每个人的年纪、性别、职业、家庭成员不一，以小说家、音乐创作

家、记者、散文作家、书评家、插画家等身分用各自的方式与癖好经营自己的人生。

读着九位作家分享的幽默、有趣、琐碎的日常，读者们自然而然能够从中体会到生活

的乐趣。九位作家公开的九种生活秘技，对于想要活出比昨天更好的自己的读者而

言，将提供可靠的帮助。 

书中九位作家分享了各自的日常与提高生活质量的生活能力。在睡不着的夜晚间豆

腐、为了得到内心平静而照顾植物、为了达到最佳的书桌状态而思考分类与整理问

题、一起生活的物品若以发挥完自己的用处就会考虑新的用途、与儿童一起生活后真

挚思考如何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与世界、从猫咪身上学习爱的方式进而获得能量，他们

是如何拥有生活能力的呢？打从一出生就是生活达人？还是从哪里得到生活特训吗？

并非如此，提高生活能力的秘密就在于数不清的尝试与经验。如同其他技能与能力，

只要经过时间的历练、努力与关心，生活能力就会跟着提升。 

假如你是一位想要开始学习生活能力的读者，不分大人小孩都推荐。不是「独自站

立」的自主而是传达「拯救与照顾我与我们」的人生价值，是这本书的特色与美德。 

ABOUT THE AUTHOR 

金筝妍 

不写书评的书评家。做过网络书店人文领域的 MD，去公司上班的那段时期因为不想上

班每天早上以泪洗面，开始从事自由工作者后因为不想写稿而整晚以泪洗面。当两个

结案日相遇时，创作的痛苦以及被秒针追赶不分昼夜敲打键盘的时光反复发生。试图

恢复构成日常生活的最低节奏、计划可预测的一天的他，加入了日常技术研究所成为

顾问研究员。 



 

在日常技术研究所里遇见了许多想要离开指定的轨道，打造自己人生路径的人。在每

次都对他们的健康感到吃惊后，决心开始自我反省。虽然依旧在濒临结案时才开始振

笔创作，但不再因为讨厌创作而哭泣。着有『站着飞行』、『粗暴地阅读』、『不懂

失败的精采句子』、『总而言之，出租车』、『文学的喜悦』(共着)、『就是现在，

为自己的生活能力升级』(共着)。 

莫皓妍 

开始从事电视台时事节目作家后，一直走在自由作家的道路上。虽然任何事物都想拆

开分解看看内部构造，但在一起生活的物品面前是个有爱又细腻的同居者。为了日常

艺术创作，与插图画家里多一起成立了「SOSA PROJECT」工作室。作为每日的追踪杂

志『每日截止』的主要作家活动中。连载的作品有『无法丢弃』、『家庭生存者』、

『111 工坊』等，着有『就是现在，为自己的生活能力升级』。 

宋志贤 

1987年在首尔出生。2013 年作品『关于摇滚风设计的吸管研究』入选「东亚日报」

新春文艺奖后，正式展开作品活动。着有小说集『譬如，用结语的方式』，散文集

『东海生活』，共同创作『就是现在，为自己的生活能力升级』。 

申艺熙 

画漫画、文字创作、演讲、上节目，一位独自生活独自工作的自由工作者。着有『唐

吉拉尔的喜悦与悲伤』、『就是现在，为自己的生活能力升级』(共着)。 

允德圆 

在西兰花乐团创作音乐。跟着家人一起生活已满 10 年。为了成为更好的人，带着事

事警惕的态度生活。共同创作的作品有『就是现在，为自己的生活能力升级』 

李泷 

1986年首尔出生，常常听到「做一件事就好」的人。将韩国与日本作为舞台，做着歌

手、作家、影片导演的工作。青少年时认真地在美术补习班补习梦想成为一位画家，

但长大后于韩国艺术综合大学主修电影学系。大学时当作兴趣开始进行音乐创作，最

后以电影、音乐、画画作为日后的谋生工具。2011 年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明明不了

解」后正式出道，2012年第一张正规专辑「勇者」，2016年第二张正规专辑「神的

游戏」。着有『李泷的四格漫画』(2013)、『我三十岁了』(2015)、『MY BIG 

DATA』(2016)、『究竟是一个想要做什么的人』、第一本小说集『帮鸭子取名字』

(2019)等。短篇电影「必须改变」(2011)、「通灵性」(2012)。 

林臻雅 

将日常上的感受用文字或画画形式做纪录，以漫画、文字、画画的表现方式记录琐碎

的日常。连载作品有『前天』、『林洋的琐碎日常』。着有『向事物学习』、『想要

过着像挑面包搬的生活』、『还在东京』、『就是现在，为自己的生活能力升级』

(共着)，参与绘图的作品有『今天的大韩民国也是气候异常！』、『放在心上的心』

等。 

郑永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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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短篇小说『晚安，沃布洛』入选「现代文学」奖后正式踏入文坛。着有『杠

铃』、『我们不是亲人吗』、『佛伦˙特尼欧』、『加纳』、『世界湖泊』、『幽

灵』等小说作品，以及『就是现在，为自己的生活能力升级』(共着)。『宣棱散步』

黄顺源文学奖与文学村年轻作家奖；『我们不是亲人吗』阵雨村文学奖；『消失的事

物』文智文学奖；『佛伦˙特尼欧』韩武淑文学奖。目前在首尔艺术大学文艺创作学

系担任教授。喜欢的事是活动手脚的是，想要做好的事是家事，想要继续做的事是阅

读与写作。 

洪尚基 

自 2011 年进入「中央日报」后一直做着记者的工作。2019年起做着时事教养主题的

Podcast、YouTube 节目。随笔记录下从日常生活中领悟的事物，期望透过如此让自

己成为比昨天更好的人。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003866 

CONTENTS/IMAGE 

看似没什么却受用的，豆腐 – 郑永峻 

tip 郁郁寡欢时，提振食欲给予力量的两部电影 

一一查看自己的日常，打扫 – 洪尚志 

tip 万能清扫工具，你知道 EM吗？ 

若要向你报告我的洗衣人生 - 金筝妍 

tip 充实基本，Don’t bang bang bang 

买来写与自己做之间的均衡取舍 – 莫皓妍 

tip 改变东西的用途 

在小小的字母里装饰艺术公司 – 李泷 

tip 帮助达到最高的书桌成效的家事能力 

回过神一看竟然成了植物人 – 申艺熙 

tip 挑战！换花盆！ 

跟小人物一起待在自己变宽广的人生 – 允德圆 

tip 尊重与倾听孩子的意见 

比比皆是铲屎官 – 宋志贤 

tip 给铲屎官 

为了跟着家一起呼吸，该丢弃的与该留下的 – 林臻雅 

tip 收集是累积各种样貌的自己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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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今天也坚守着岗位 

오늘도 지킵니다, 편의점 

AUTHOR 冯达浩 文 /刘冲冲 图 

봉달호 글 / 유총총 그림 

PUBLICATION 2021/06/15 

PAGE 284 

SIZE 130*190*16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在摇摆不定的疫情下，我也决定认真地「守住」！ 

新冠肺炎的盛行，改变了许多人的平凡日常。『今天也坚守着岗位』为各自在自己的

位置上孤军奋斗坚守着珍爱事物的读者，送上温暖的安慰。 

三年前出版第一本书『每天去便利商店』得到众多读者爱戴而多了一个作家身分的作

者，至今也一如往常坚守着便利商店店长的岗位。唯一不同的是惊险地维持着半天写

作，半天在便利商店工作的生活模式。当客人如潮水般退去工作时间里迎来空闲时光

时，作者就会在发票背面、泡面纸箱处、手机记事本等各个地方写下一天的纪录。这

些日积月累的纪录最终收录成『每天去便利商店』出版。将无色无味的便利商店「空

间」化为存在各式各样关系与故事的生动「世界」的前部作品，一出版就收到了热烈

的回响，各大新闻媒体也随之开始寻找这位平凡的大叔作者。 

作者描绘的便利商店景象带给读者温暖与笑容，但他实际面对的现实却并非如此。平

凡的日常因为新冠肺炎的流行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当与便利商店共享同一栋

大楼的其他公司出现确诊者，不仅该公司停止营业，位在地下一楼共享同一栋建筑的

便利商店也跟着遭殃。每当收到强制暂停营业的通知，作者冯达浩(店长)的心情也跟

着崩塌，必须进行报废处理的三角饭团、便当、三明治、牛奶堆积如山。未曾经历的

地狱之门打开了，究竟冯达浩能够坚守住便利商店吗？ 

本书推荐给疫情下所有的读者。希望在疫情袭卷的当下，透过作者的温暖打气，每位

读者都能守护住自己珍爱的事物。 

「‘经营着便利商店’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思索‘坚守(守护)’的意义，疫情当下更是

如此。努力不失去拥有的东西也是一种守护，努力不打破承诺也是一种守护、完成该

做的事也是一种守护。延续往常的今日也是一种守护的表现」 

- 截至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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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冯达浩 

本业为便利商店店长，副业为文字创作者。在便利商店一天工作 14小时里，空闲时就

在发票背面、泡面纸箱角落、手机记事本上记录日常，这些日常收录成『每天去便利

商店』，也开拓了他的副业 – 作家。半天在家写作，半天坚守便利商店，惊险地维

持着半作家的人生。对着客人或工读生说冷笑话的坏习惯依然存在，向日本与台湾的

便利商店取材，延伸目光至全世界。在朝鲜日报、Outstanding、朝鲜日报等媒体上刊

载专栏。不知不觉间，担任便利商店的店长已迈入第 9年。 

Instagram: @daro_bong 

刘冲冲 

想要一直用画画出故事的插图画家。出版过插图散文『(假如如此)将遇见美好的一

天』。在 Instagram 上连载「冲冲的画图日记」。 

Instagram: @yuchongchong_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126108 

CONTENTS/IMAGE 

前言 – 关于坚守岗位的人生 

第一章 一天，坚守岗位 

便利商店的数学老师 

松叶牡丹-蒲公英的对戒事件 

怎么看都是正直的脸 

回来吧，便利商店的浪子 

热情与冷淡之间 

老师万岁！ 

俊武与荷丹 

不认识我吗？ 

第二章 坚守秘密 

我的克罗地亚！ 

冰箱为什么在那里？ 

便利商店的莫非定律 

巧克力巧克力 心有灵犀！ 

亲身体验后才领悟的事 

今天加州的天气如何？ 

是真是假 

乳牛谢谢你，也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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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玉兰花，像杜鹃花 

第三章 守护我们 

某个陌生世界的序幕 

体会过地狱才知道地狱 

你的电话让我心脏扑通扑通跳 

茂盛的事物正在枯萎 

烤地瓜颠覆的命运 

差点变汤饭餐厅的便利商店 

恭喜，是阴性 

温暖的病毒 

改变的，不变的 

第四章 守护明天 

下半场 第一回合的一天 

通往无人的漫长道路 

哪有简单的事 

退款远征队 

消失的名字 

守住基本 

如果问原稿费与时薪 

就这样我们继续生活 

结语 – 奔驰在所有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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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令嫒气势汹汹 

따님이 기가 세요 

AUTHOR Heavytalker 

하말넘많 

PUBLICATION 2021/05/20 

PAGE 232 

SIZE 138*202*13mm 

GENRE 女性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YouTube 追踪人数 16.5 万！累积观看人数 830 万！ 

不婚、不谈恋爱、我们自己走康庄大道，愉快却不轻浮的女性主义散文！ 

经营着拥有 16.5万追踪人数、累积观看人数高达 830 万的人气女性 YouTube 频道

「Heavytalker(하말넘많)」的江敏智与徐瑟，在书中分享了他们的故事。是一本能让

现代女性产生无数共鸣、帮助他们开辟属于自己人生道路的女性散文。 

稍微拿捏不好就可能沦为沉重无趣的话题的女性主义，作者掌握 YouTube的媒体特

性，以轻松愉快却不空虚的进行。对于生存在现代社会的女性来说，女性主义与自己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采用正向愉快的方式让我们与之接触的

「Heavytalker(하말넘많)」，将帮助女性朋友们为自己发声。 

两位作者抛开社会对女性的枷锁，开辟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路。除了分享两人在经营女

性主义频道的过程中遭遇的事外，也分享了身为女性的自己如何在大韩民国「好好」

生存下去的烦恼。另外，在结婚制度下倡导只有结婚才是人生唯一方向的韩国社会底

下，作为不婚主义的女性的他们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也在书中向读者分享。如，买房时

只能用相对不利的条件与夫妻竞争、对于父母想着日后自己女儿的婚礼而包出的礼金

感到负担的心情等。作者们不仅在书中分享了能让女性读者产生共鸣的内容，同时也

努力提供能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帮助的经验。 

本书推荐给所有的现代女性。收录着不畏缩、不放弃、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路的这本

书，将为活在这个时代的无数女性带来安慰。 

ABOUT THE AUTHOR 

Heavetalker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3SDarPtTOS_NjCh9d3T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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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敏智 

现在从事 YouTube 影片以及纪录片制作。 

徐瑟 

1990年代出生，是一位想做的事很多，想说的话也很多的女生。涉略领域广泛，电

影制作、平面设计、音乐等。作为不断创作的人，穿梭于各种生活极限，累积各种经

验。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758694 

CONTENTS/IMAGE 

前言 从问号到惊叹号 

1. 为什么？丢出问号的人

令嫒气势汹汹

到处被挨揍的孩子

遇见正义使者

反正结论就是徐瑟

从暗扣到无人机

2. 开创专为女性的媒体

因为想说的话太~多

全国流浪记

没有人生照的人生之旅

意外的人生学习

想说的话不会无中生有

吃饭青年的三餐日记

吃不到也要 GO

与文件的战争

全国赛区赤地顶球

该来的来了

需要休息

三周的休假

3. 全国不婚动员大会

人生是一场抢土地战争

0.5%是地下室

不婚女性的经济报告书

我的人生伴侣，电动工具枪

妈妈，我不结婚

在家里过度疲劳

如果不满意，我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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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算什么东西 

既然如此，手排 

一定要有野心吗？ 

假的权利 

4. 我们一起走向明天

彩现 100%

我错过的麦克风

开口前先思考的世界

如果可以，请开创副业

拥有 N个职业

成为同事

一个人也不错，但在一起更棒

结语 滔滔不绝的女人们，减少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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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虽然是颗渺小的星星，依旧闪闪发亮 

작은 별이지만 빛나고 있어 

AUTHOR 瑟允 

소윤 

PUBLICATION 2021/03/24 

PAGE 274 

SIZE 130*190*15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Yes24 网络书店综合图书排行第 10名！Top 20 蝉联 2周！ 

教保文库网络书店综合图书周排行榜第 3名！散文领域周排行第 1名！ 

想要向存在本身就值得嘉许的自己说的一段话 

艰辛的日常中，偶尔我们会忘了自己的光芒生活。必须发光发热的理由，渐渐地不再

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他人或其他理由。为了只看世界随意订定的巨大星星，而忘了

看自己内在同样在闪闪发亮的自己，作者透过本书向读者们传递温暖的慰藉 

人生里有多少灿烂的瞬间呢？每个人都有闪烁的瞬间，但却都不可能永恒不灭。即便

有永恒存在，偶尔跌倒也没关系，因为只要再次站起来就可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必

须谨记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在成长。小也无妨，因为星星越小，能留得越久，越闪亮。

在像夜空般的日常中，妳这颗星星已经在发光了。 

本书推荐给所有现代人。期望透过书中作者的温暖文字，能让读者们记得每个人都在

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方式闪闪发亮。 

ABOUT THE AUTHOR 

瑟允 

虽然多愁善感，但却疏于表达；虽然软弱，但却假装强悍。有时为了抚慰惆怅的心会

听音乐，有时为了整理散落的心会写文章。即便不够细腻，也希望能为他人带来温暖

的慰藉。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879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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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IMAGE 

1. 即使没有解答，也依旧闪闪发亮的人生

虽然是颗渺小的星星，也依旧闪闪发亮

面堆

如何

活着有什么特别吗

走看看人生

现在，这个瞬间

我们都是星星

加减

取向差异

多么简单

假如知道

什么都好

讨厌也无妨

想说也无妨

没有我的人生

不要因为他人的话语而受伤

为了自己的希望清单

不遗忘

没有答案

即便看似懒散

隐藏在平凡里的意义

希望能拿出来

救赎关系

这样的朋友，一名

要一起做

再

无论在哪里，无论说什么

做自己

不要忘记

向前走

努力过的生活

2. 大概，是爱吧

原来在大海里

命中

使用姻缘这个单字

希望是那样的人

只有你不知道

假如人生是文字

来去看星星吧

如果是互相，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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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这样的朋友 

我这边 

成为崭露笑容的人 

请给我爱 

在我身旁的好人 

同感 

那是爱 

假如跟你在一起 

想你的夜晚 

小小的愿望 

总是一成不变 

为了心爱的人 

随心所欲 

如果爱 

带着动人的微笑 

今天的我也很好 

热情地见面吧 

3. 所有人，都在经历的点滴成长痛

无所畏惧

喜欢上小星星

照你生活的样子

独自一人的原因

只看美丽的事物生活

期待的反作用

要活下去

正在闪闪发亮

不要成为情绪垃圾桶

请用心

无法了解的是人

随着流逝

里面住着无数个我

少用点力生活吧

好好过日子的人生

两面矛盾

既好又坏

今天的我需要的一句话

微小的勇气

我的选择是最佳的

最需要的事物

再

人与人之间

我们都知道

净化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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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开始 

明天胜过今天 

这样就够了 

4. 向你我问好

你的问候

致我

致妈妈

假如你也这样

人生的讽刺

奇怪的是

与我最相近的样貌

无法传递的心

我独自一人

假如至少有照料内心

将会如此

安慰自己的时间

像雪一般

只能活下去

Sad Ending

慢慢地离别

那样的时光

心心相印

时间流逝后了解的事

珍贵地看待所有缘分

一定会

决定对自己的心全力以赴

遇见温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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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只想将能够让我崭露笑颜的事物放在身

旁 

나를 웃게 하는 것들만 곁에 두고 

싶다 

AUTHOR Madame Lolina 

마담롤리나 

PUBLICATION 2021/05/24 

PAGE 284 

SIZE 130*200*16mm 

GENRE 插图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自己准备的幸福，能够为自己打造坚强的一天」 

为黑白日常上色的缤纷幸福记忆 

因细腻的画风而拥有高人气的作者 Madame Lolina，为了每天忙碌生活而过着无趣枯燥

日常的人们准备了这本书。作者也曾经历极度的日常倦怠期，敏感的她虽然因此能画

出细腻的画，但也因为敏感让她曾掉入挫折与忧郁的深渊。后来在经历几次的实验

后，她顿悟到开心地拍手崭露笑颜能使她脱离忧郁与无力的深渊。因此，她开始刻意

开始记录自己每个微笑的瞬间。 

书中收录了作者为了打造美好的每一天的各种决心。假如无法改变自己的现状，试着

累积每个微笑瞬间，将日子换成美好的一天如何？因为人生不是由远大的目标组成，

而是由好好度过的每一天组成。书中不仅收录决定好好度过每一天的决心，也画出了

每天让作者露出笑容的日常幸福。  

假如仔细回想，一天当中一定会有「虽然瞬间遗忘但确实让自己挤出笑容，因为太平

凡而被忽略的幸福场面」。与好友畅谈忘却一天的疲劳、周末午后的香甜午觉、栽种

植物新发的幼苗、穿过衣服缝隙的夏日微风等，作者不放过每个崭露笑容的日常，好

好地记录下来收录在这本书中。 

假如你也想为自己的一天注入更多活力，希望今天过得比昨天充实，就试着记住自己

微笑的时刻吧！期盼你也希望只将能让自己崭露笑颜的事物留在身旁。跟著作者的脚

步，试着寻找让自己开心的事物、让自己崭露笑颜的事物吧！纪录下来的幸福，打造

出不被遗忘的坚强的每一天，今天寻找微小喜悦的态度将让自己未来成为幸福的人。 

ABOUT THE AUTHOR 

Madame L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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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画家，曾与 SM娱乐公司、Market Kurly、Outback、三星电子等企业合作。着有

『The Post Book』，参与封面绘制的作品有『无尽夜晚』、『这不是幸福是什
么』。 

Instagram: @madame_lolina_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818277 

CONTENTS/IMAGE 

Prologue 

1 决定只记住美好的事 

彻底准备的喜悦 

决定只记住美好的事 

像闪光般闪耀的这瞬间 

寻找隐藏的幸福 

期待明天的理由 

地方小镇的旅行者 

说不定根本没有所谓的人生意义 

活着真好 

2 有时必须把眼泪净空 

必须把眼泪净空 

某种药水 

有时候逃避也是一种解答 

无伦有幸还是不幸，都没有永恒 

决定对自己良善 

朋友的空缺告诉我的事 

即便突然遭遇不幸 

与世界保持距离的一天 

3 决定努力打扮自己 

照顾自己 

努力订定的日程 

如果疼痛只是一种肌肉酸痛 

被拿来跟他人做比较时背诵的咒文 

致从最坏的方向开始想的我 

适当的自恋 

临时场合的真心 

做自己 

4 作想做的事如何呢 

数字不代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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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才能 

每天零烦恼 

从失败的购物中得到的决心 

比起完美，完成更重要 

可以尝试看看想做的事吗 

厚脸皮也没关系 

当变成老奶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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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自顾不暇 

제 코가 석 자입니다만 

AUTHOR 之安, 杜鲁咪 

지안, 두루미 

PUBLICATION 2021/03/1 

PAGE 220 

SIZE 130*195*14mm 

GENRE 插图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因为自顾不暇 

所以不得不担心自己的人生 

「无论今天还是明天，我最担心自己」 

一觉睡醒后艺人们就多了一栋建筑、棒球选手在海外身价暴涨、朋友的儿子成功地在

海外留学、上司为住家铺至了华丽的大理石地板、偶像歌手在温布利举行历史性的公

演、电影导演在戛纳电影节举起奖杯…。对此，作者说「我不得不为自己担心」。经

历 25 年的上班族，在辞职与退休年纪间烦恼、没有可以依赖的对象、降低音量穿梭于

办公室走道上无法轻易向他人搭话的作者，将其愉快的牢骚收录在这本书中。  

没有人知道人生的方向 

所以，现在就是该幸福的时间！ 

大多数人都带着成千上万的误会生活，好像其他人都过得比自己好、其他人的东西看

起来都比较厉害，总是有种自己是电影末日列车中坐在发出臭味的后半部车厢的乘客

的错觉。但在我们身旁，有谁的生活不艰辛呢？虽然电视上或社群平台上含着金汤匙

出生的人看似无忧无虑，但现实生活中的他们真的过得如此安然顺遂吗？无论从什么

样的层面来看，或许大家都过着辛苦、郁闷、没有答案的人生。 

书中共分成六个章节。第一章「唉，我最担心自己」，「独自一人赚钱要养孩子还要

照顾只身一人的母亲，在公司里天天被剥削，熬起夜来骨头都要化开了。有伴我一起

老去的丈夫吗？时候到了有能够照顾我的男朋友吗？」。第二章「因为吃了就必须生

存…」，公司里一定会有一个为难人的上司，决定再也不隐忍无法说服但却认为不合

理的是，一定还有值得以礼对待的人！第三章「恋爱的时间也需要」，即便是如春天

樱花盛开般美丽的爱情也有离别的时刻，但就算如此也没必要提前畏缩往后退，因为

明知是快乐结局的浪漫爱情戏剧电影我们也看得津津有味不是吗？。第四章「偷闲玩

乐不保密」，虽然无趣但做着喜欢的工作赚钱的人，他们将那珍贵赚来的钱投资在

‘喜欢的事物’上，这就是 YOLO不是吗？第五章「即便如此，依旧雀跃生活」，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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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自己的东西、用自己喜欢的事填满自己的一天、将那样的每一天累积成更长的时

间，现在我所专注的事只有这些。第六章「现在是该幸福的时间」，人类对于被使用

在辣椒酱汤的酱汁被丢弃感到可惜而寻找能再次利用他的料理，而在那个新料理中可

能会发现新的料理秘诀。像这样，若没有尝试就什么都不可能。所谓人生，就是由不

一样的尝试点滴组成。 

书中收录了 35 篇平淡无奇却时而潇洒的内容，现在试着翻开书页，让我们哈哈大笑

的同时得到安慰怎么样呢？ 

「直到四十岁之后，我才学会不去在意他人的人生方向找到自己想走的路，才领悟到

世上所说的理想人生不适合自己的事实。对于其他人称赞的事，我自己却不感到高

兴。当然，我可以假装高兴，但内心深处一点也感受不到满足或幸福。如同每个人长

得不一样，感受幸福的方法与程度也不同。接受‘假装’生活的自己只是困难，只要

说服自己后自然会出现方法」 
截自内文 - 「我人生的全盛时期」 

ABOUT THE AUTHOR 

之安 

毕业同时就业，一位工作 25年的上班族。为了顽强地坚持下去，努力拥有与业务知识

无关的闲杂能力。不挑领域地读、看、写。「那时该做的…」的事情有数万件，为了

不再说出这样的话从此竭尽全力。碍于世界性传染病，暂时停止了喘息、走跳、玩

乐。虽然想留学、休学、利用父母给予的机会，但却未能尝试；虽然不想经历离别、

离婚、老化，但却是正在进行式。现在在 Brunch网站上连载文章。 

Brunch: brunch.co.kr/@zian 

杜鲁咪 

Instagram: dalgona_99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918843 

CONTENTS/IMAGE 

作者的话 

第一章 唉，我最担心自己 

我最担心自己 

「早生」年代怎么了 

假如今天是人生最后一天 

决定选择讨人厌的那一边 

过着美女生活是什么样的心情？ 

回来啊，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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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谓的门风吗？ 

第二章 因为吃了就必须生存… 

年资 25 年的上班族的上班模式 

用说话表示吧 

应对无理的姿态 

不是你的错 

别再说没关系的话 

抓住准备离职的我的三要素 

向你学到一样东西 

第三章 恋爱的时间也需要 

春天是樱花 

猫咪与她与我的星期一 

你有什么样的喜好呢？ 

谈恋爱是大人的事 

虽然有不好的爱情，但没有恶劣的结果 

男生跟女生能够成为朋友吗 

第四章 偷闲玩乐不保密 

致计划一人之旅的你 

想去深夜食堂 

出发去看超级乐团 

大人的饮料，咖啡跟可乐 

刺中神眼的少女<恋马狂> 

第五章 即便如此，依旧雀跃生活 

年纪越大，月圆滑 

最近最集中的事 

酒量缩减了 

丢脸与犯罪之间 

我偶尔流泪 

第六章 现在是该幸福的时间 

我人生的全盛时期 

我是我，你是你 

我也需要给自己礼物 

胆小鬼的虽小却珍贵的幸福 

没有人知道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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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虽然没人叫我去应征，没有半点人气 

오라는 데도 없고 인기도 없습니다만 

AUTHOR 李修融 

이수용 

PUBLICATION 2020/09/17 

PAGE 220 

SIZE 120*182*20mm 

GENRE 散文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一本纪录就业时彷徨无助心情、为自己的人生找到解答的散文 

平行移动也是一种成长 

当我们在创造自己人生的瞬间，遇到了现实障碍、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刻，这一切可以

用「不安」这个单字来概括。不安的时期、持续投下硬币完成这一局的比赛才能进入

下一阶段的人生时期、貌似无法再用既有的方式生活所感受到的茫然与害怕…，大学

毕业后，没人叫自己去应征、没有半点人气的作者，藉由去炸鸡店打工度过那段彷徨

的时期。而那段彷徨无助的时期，尽收录在这本书中。 

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 

毕业后，人生第一次遇到的「无归属」的「暂时停止」时光 

出生在这个世上的我们，一步步地走着人生阶梯。因为今生是第一次，所以总是跟着

前人的步伐向前迈进。走完第一阶就踏上第二阶，走完第二阶就踏上第三阶，走完第

三阶又继续往下一阶…。好像因为大家都在走，所以自己也必须跟上才行。但是，我

们注定会碰到必须自己下决定的时刻，就是当「照你说的去做了」、「照你的要求去

了」行不通的时候。同时，也一定会碰到听到「这些都是你自己选择」的话的时刻。

有时候时代论会令人感到陌生，「年轻人」、「千禧世代」、「90年代」、「无

meaning世代(在无谓的事物上找到幸福的二三十岁」等词汇，我们可能将作者或是同

龄朋友归类于各类别，但现在没有进行这样归类的意义。 

结束学生生涯后的作者，在炸鸡店展开新社会生活，体验了「小型社会」。为什么在

明亮的白天炸鸡店还要开灯呢？在最热门的餐点与自己喜欢的餐点中该向客人推荐哪

一种呢？客人为什么炸鸡没有吃完呢？是因为不好吃吗？原来洗碗机偶尔也需要关掉

电源休息。工作的过程中产生许多疑问，在寻找这些问题的解答的过程中，作者也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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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去炸鸡店打工，晚上做就业准备，偶尔晚间跟朋友见面或自己出门散步。像这

样，作者将自己推向世界，不断「无聊寂寞地」向前走。不是走向人生的下一个阶

梯，而是用「暂时停止」的状态，不上也不下的保持走在同一层的移动步道上。怎么

能够说因为没有往上走，这样的移动就不是成长呢？ 

读者作者的文章，我们也会进入自己曾经也有过、或是正在经历不安的时刻。因为对

我们来说，这样的动摇未曾停止。那么现在的我们该怎么做呢？那就是依照自己的步

伐，相信即使是平行移动也是一种成长，展开行动吧！ 

ABOUT THE AUTHOR 

李修融 

虽然大学毕业后没有人叫我去应征、没有半点人气，但总希望能做点什么，所以去了

炸鸡店打工。从那时开始，维持着「没有所属」的状态。自认为是一个享受不安的

人，处女座『虽然没人叫我去应征，也没有半点人气』，是一本写下为了找到自己的

用处而彷徨的青春时期纪录。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2809540 

CONTENTS/IMAGE 

前言 开始在炸鸡店打工 

没有所属 

比想象中来的更灰暗 

推荐隐藏菜单 

因为五万韩元 

既然如此，围在后面的围裙也麻烦了 

洗碗机也需要清洗 

爸爸说了，自己还在赚钱 

余热已足够 

他说可能吃饱了 

妈妈，为什么我 

至少见个十二次吧 

究竟会成为水蒸气还是冰块 

没有什么事 

子女的有效期限 

肆无忌惮的心

你过的还好吗

自主性孤独

我自己最先跟自己变亲

彷佛正在找路而徘徊的初行者

没有错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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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人，第一个爱情 

好奇过得好不好的人 

除不掉的事物 

理所当然的离别 

贴在从他人身上得到伤口的 ok蹦 

马马虎虎 

无聊寂寞 

第一个人 

认证照 

不是开玩笑 

结束后终究会再来 

再见，许久的你 

经历的价值 

氛围胜过滋味 

第七名 

依赖也没关系吗 

谢谢这句话 

三分熟人类 

名为你的旅程 

梦想殒落的那一天 

不要遗失自己 

活出自己 

必须做具有生产性的工作吗？ 

莫名其妙或无条件的 

白天月亮也会升起 

6点的故乡 

不是一个人 

椅子的角色 

名为不安的搅拌 

开始与结尾 

会再访，欢迎再来 

我们可能都是有名字的 

被卖的人类 

了解自己 

结语 灰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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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犹太人妈妈的富人教育 

유대인 엄마의 부자 수업 

AUTHOR 吕正美 着/赵宇硕 监制 

여정미 저/조우석 감수 

PUBLICATION 2021/07/11 

PAGE 311 

SIZE 150*210*20mm 

GENRE 自我开发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应付入学考试的国英数专横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现在立刻让孩子「学习金钱」吧！ 

『犹太人妈妈的富人教育』讲述了变化多端的世界里不变的犹太人的金钱法则，超越

时间与空间，是一本讲述让家长们产生共鸣的教育本质。本书的作者长期以来直接或

间接地与犹太人接触交流，效仿了他们的富人教育。采用与过往书籍不同的方式走向

犹太人。 

「教孩子金融知识？在说什么呢？」、「跟孩子说明股票、金钱、投资？」，至今不

少人还是对于这样的相法感到吃惊。但时代不断地变化，近年来更是日新月异。若想

在这样的时代下生存，就必须学会金融教育。从现在起，经济、金融知识、金钱教育

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义务教育，甚至比国英数的学习还要来的重要。为什么呢？因

为这个时代的金钱教育攸关生存问题。 

「不教导年幼的孩子如何赚钱，等同教他们成为小偷」 - 塔木德 

仅占世界人口 0.2%却支配着世界经济的巨大资本家，以及在艺术、科学、政治等领域

蓬勃发展的犹太人！他们是在富人教育方面做得最确实、最得到大家认可的成功民

族。他们是父子教育中最可靠、最经得起考验的成功民族。数千年来走过贫困的历

史，努力守住珍贵的财富智慧。比起任何人，妈妈必须成为第一个享受「学习金钱」

的人，并将所学的新的金钱价值传授给自己的子女。富人教育的成功秘诀取决于母亲

的幸福，因此妈妈必须享受学习金钱一步步成长的过程。如同用愉快的心情工作是储

蓄的秘诀，用愉快的心情学习金钱就是成功的富人教育的秘诀。 

如同沃伦巴菲特说的，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自由」。钱是将我们送进自由怀抱的伟大

发明。钱之所以被视为万恶根源，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太有恶意，而是人类的贪婪。钱

能够带给我们经济资由、时间自由、甚至是灵魂自由。长时间作为奴隶生活的犹太

人，比任何人都来的讨厌奴隶生活。这本书是曾为奴隶的犹太人告诉我们，他们如何

成为支配金钱与人生的主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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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推荐给所有家长甚至老师。透过书中分享的犹太人富人教育方式，不仅能学会立

即适用的金钱原则，还能获得洞察生活本质的洞察力。若享守护心爱的子女与珍贵的

家庭，家长们就必须先挑战金钱学习。犹太人的富人课程将成为守护你以及你的子女

的最佳武器。 

ABOUT THE AUTHOR 

吕正美 

在光听到名字就令人兴奋的「芬兰」与「苏格兰」读书，还很幸运地做了工作。与在

英国留学时遇见的丈夫结婚后，成为了五个孩子的母亲。在圣诞老公公居住的雪白世

界芬兰度过四年的交换学生生活；在 JK罗琳执笔哈利波特的「Elephant House」咖

啡厅所在的苏格兰首都爱丁堡艺术大学取得硕士文凭；在格拉斯哥世界上最大的全球

工程企业 Jacobs 工作。直到生老二前，每天拖着临盆的大肚花两个小时的上下班之

旅，身体虽然沉重，但内心却像飞起来般轻松。 

原先沉迷于梦想、自由、与真理等抽象的事物，以及书籍与冥想，后来结了婚成为一

位母亲。向极为平凡的人生找来的苦难…，每天都在思考苦难的尽头在哪里。为了活

下去，开始悲壮地学习。学习改变了想法，意识改观后遇见的人也变不一样，人生彻

底改变了。现在正开创着 Art&Design 事业，进行教育与咨商活动。 

赵宇硕 

经营人气 Book Tube 频道「书追男 TV」的读书专业教练，追书男蝴蝶俱乐部的 Co-

Coach。 

毕业于延世大学经营学系，取得首尔大学经营学硕士文凭，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完

成公共行政学硕士 MPA的课程。历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招生事务委员、世界上最

大的社会企业 Goodwill Industries 战略顾问、世界品牌古鲁戴维阿克教授的国际合

作伙伴公司的总管副社长，开发了浦项理科大学创意 IT 融合工学系创意人才选拔招

生事务流程。首尔大学 SAM青少年指导企画的选拔委员、国会青少年养成夏令营咨询

委员、总统直属中小特别委员会青少年企业家精神教育 Bizcool 企划研究员、大学生

导师项目「生活导师运动」策画者、国际学校首席战略负责人等，参与众多教育相关

项目。 

着有『妈妈投资家』、『实现梦想的 6天课程』、『幸运的旧兔子』、『游戏狂欢』

(共着)等，翻译作品有『伟大的教练约翰乌登的人生指导』(共译)。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342670 

CONTENTS/IMAGE 

前言 – 拉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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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如果梦想财富，效仿犹太人 

1. 召唤幸运的犹太人的智慧

2. 效仿犹太人的妇人教育

3. 祝福犹太人

4. 犹太人用心学习，用生活教育

5. 金钱学习，马上开始

6. 犹太人富翁们的赚钱智慧

7. 为什么是犹太人的金钱原理呢？

PART 2. 犹太人的灵性教育 

8. 财富与灵性的时代

9. 设计富人的大脑

10. 打造富人大脑的提问

11. 唤醒内在沉睡的富人

12. 财富种子，创造种子

13. 培养才能的富人教育

14. 比犹太人更像犹太人

PART 3. 犹太人的富人心态 

15. 像富人般感谢

16. 像富人般想象

17. 像富人般感受

18. 像富人般正向

19. 像富人般思考

PART 4. 犹太人的富人课程 

20. 挑战赚钱

21. 明智消费

22. 愉快储蓄

23. 单纯分享

24. 享受投资

结语 – 藏在贫困之石底下的真正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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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小学每日写作的力量 

초등 매일 글쓰기의 힘 

AUTHOR 李恩京 

이은경 

PUBLICATION 2021/02/15 

PAGE 284 

SIZE 128*188*16mm 

GENRE 子女教育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小学写作的一切 

从每天写 10分钟日记到各年级写文章战略 

「机智的小学生活」李恩京老师的小学写作讲座！ 

现在小学生要写的文章太多了。日记、读书笔记、书信、报告等，文章种类多样，主

题无穷尽。此外，考试题只以叙述型、论述型出题的比重也不断地增加，甚至从国中

和高中开始将正式进行论述评价。写作的比重越来越大妈妈的心都快烧焦了，家里的

孩子拿着铅笔坐在书桌前，坚持不了 5 分钟。为了写日记，如果坚持让他坐着，就会

扭动身体，撇着嘴的孩子，该怎么办才好呢? 

大韩民国小学家长的导师李恩京建议说「每天要从一行开始」。就像孩子刚开始学步

时一步一步学步一样，鼓励孩子写文章也一样。把一天连写一行字的习惯都没有培养

的孩子送到论述补习班，就像是让刚开始吃断奶食品的孩子咀嚼肉一样。首先，要养

成在家里每天写作的习惯，再去补习班也不晚。为了养成每天写作的习惯，父母要做

的事情不是拿着红笔修改拼写法，而是用荧光笔漂亮地画好孩子写的好的部分，然后

全力称赞孩子。 

同时，书中还介绍了父母在家中可以轻松效仿的「按写作训练战略」。日记是每周一

次，每天一行，自由写作就像孩子在游乐场玩耍一样，没有任何规则地自由写作，读

书笔记是从书中的 3 个关键词开始，论述只要知道简单的公式，任何人都可以写，所

以无需担心，英语写作可以跟着英语书写就行。如果让每天写一行字的孩子每天能以

五行、十行的方式逐渐增加写文章的数量，相信写作将不是枯燥、吃力的作业，而是

实现孩子知识成长的翅膀。 

本书推荐给所有的学童父母。相信透过书中作者提出的见解以及引导孩童一步步与写

作亲近的教学，学童父母们将能正确且有效地帮助孩子战胜写作的困难！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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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京 

她既是教了 15 年小学生的教师，又是养育两个儿子的母亲。以近 20 年积累的信息和

教育经验分享文章进行演讲。在过去的 2年里，她在 YouTube 和 Naver 音讯 Clip 上共

享了以小学学习、学校生活、父母成长为主题的 600 篇演讲，因此成为了小学妈妈们

可靠的导师。目前，名为"机智的小学生活"的 4个频道成为了 10 万名学生信赖的小学

教育代表内容。代表作有《小学自主学习法》、《小学完成每天读英语书的习惯》、

《小学每天学习的力量》、《小学每天习惯的力量》等书。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305133 

CONTENTS/IMAGE 

序言 

1部 小学每日写作的力量 

第一章 写得好的孩子为什么学习也好呢？ 

1.小学写作，所有学习地核心理由

2.读书和写作是密友的理由

3.非常讨厌写作的小学生

4. 擅长在教室里写字的孩子们的共同点

5. 在小学教室按年级写作

[为妈妈准备的秘诀] 小学 6年，我们家的孩子写文章路线图

第 2章 每日写作习惯的准备 

1.正式地写作，什么时候开始呢？

2.小学写字用笔记本，书写工具选择法

3. 端正又漂亮，字体矫正法

4. 拼写、分写、听写练习法

5. 最好的文章练习，跟着写

[为了妈妈的秘诀] 为了写作基础能力，学习日常中的词汇

第 3章 小学写字的习惯，请这样养成吧 

1.帮助好用的最佳秘诀，每天使用的习惯

2.让日常生活成为文章的方法

3.为写作插上翅膀的国语词典活用法

4.非常讨厌写作的孩子，怎么办？

[为妈妈准备的秘诀] 我们家孩子的写作，检查一下吧！

2部 挑战小学各领域写作 

第 4章 小学写作的开始，每天写 10分钟日记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305133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30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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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人对日记的误解，孩子们的错觉

2. 养成每天写 10 分钟日记的美丽习惯

3. 现在马上就能写出的有趣日记主题 100

4. 让日记持续的温暖妈妈式回馈

[为妈妈准备的秘诀] 整理并保管孩子的文章

第 5章 流畅写作的自由写作 

1. 神奇又难能可贵的小学自由写作

2. 成为作家的魔法第一句

3. 自由写作，成为每日例行的写作方法

4.小学自由写作，请这样尝试

[为妈妈准备的秘诀] 说明速度慢的孩子的方法

第 6章 一个人也能顺利解决读书笔记作业 

1. 一定要写小学读书笔记吗？

2. 循序渐进的小学读书笔记

3. 扩展为正式读后感（读书欣赏文）的方法

[为妈妈准备的秘诀] 计算机写作指导法

第 7章 从对话开始的小学妈妈牌论述 

1. 小学论述，你到底是谁

2. 写得好的论述的共同点

3. 小学论述题的写作

4. 各领域的论述，用妈妈牌尝试的方法

[为妈妈准备的秘诀] 活用论述课外辅导项目

第 8章 从小学开始的英语写作 

1. 小学英语写作是什么

2. 开始英语写作的三个条件

3. 尝试英语写作的方法

4. 英语写作，养成每天的习惯

[为妈妈准备的秘诀] 英语写作笔记本的选择法

结语 

附录 小学生容易出错的拼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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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不让妈妈的情绪成为话语 

엄마의 감정이 말이 되지 않게 

AUTHOR 金善浩 

김선호  

PUBLICATION 2021/2/26 

PAGE 244 

SIZE 140*210*10mm 

GENRE 子女教育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畅销书《初级自尊感的力量》的作者 

教了 15 年小学生并进行咨询的资深小学教师 

在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咨询中关注「让孩子们受伤的妈妈的话」！ 

新冠疫情使妈妈们和那些不能上学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变长了。但是，比想象中的

更多的母亲们表示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快乐和幸福。因为就连平时不经常发火

或不唠叨的父母也认为在这段时间里，自己经常发火，感到很难过，并对此自责不

已。虽然说我们最爱孩子，但我们真的没有伤害孩子吗?作为小学教育专家和现任小学

教师的作者在《不让妈妈的情绪成为话语》一书中介绍了一边说着最爱孩子，一边对

孩子说出充满个人感情色彩的话语的父母，特别聚焦于妈妈们的话语。 

作者是小学教育专家，也是现任小学教师，他非常关注父母对孩子说出「最爱孩子」

的话，特别是母亲所说的话。作者指出，其原因在于身为父母的我们误解了「爱」和

「所有」。越是对孩子大声说话的父母，在无意识中认为孩子是「自己的所有物」的

倾向就越大，认为孩子是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处置的存在。 

虽然是为了孩子好才说的话 

但无意间给孩子带来伤痛的只有妈妈不知道的妈妈的话语！ 

在作为家长的时期，会经历不安和复杂多样的负面情绪和表现，这种消极的感情和表

现大多是从对孩子的「忧虑和担心」开始的。根据感情和心情，习惯性地不经意间说

出伤害孩子的话。特别是与「学习」相关的评判话语，还是以「训育」为名开始的持

续而习惯的「炸弹式唠叨」，用「学习或生活态度」来比较的话，让人觉得羞耻的

话，是应该让小学生心痛和在意的话。作者主张剔除情感，不回给孩子带来伤痛的妈

妈的话很重要。这本书从小学生的角度出发，将给父母们提供一个真实了解小学孩子

内心的好契机。 

让上小学的子女最受伤的妈妈的话语！ 

比起孩子的学习方法，学习妈妈的话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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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别人已经把所有题都解出来了」、「为什么连 100分都得不到？」、「那你打

算做什么？」、「为什么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你到底擅长什么！」、「这样下

去就不能上大学了」、「小心谨慎……」、「即使不懂也要装懂！」、「脑子里都是

什么？」、「只带嘴不带脑子」、「想一想吧」、「弟弟也在做啊…」、「连班长都

当不上？」。这本书从小学生的角度出发，成为了真实地了解小学生心灵的绝佳契

机。第一章讲述了给孩子带来伤害的妈妈的话语，第二章讲述了打破与孩子关系的妈

妈的话语，第三章讲述了读懂孩子心灵的妈妈的话语。通过不经意间说出的话，让人

看到了受伤的孩子的真实内心。另外，书中还包含了与上小学的孩子的关系中重要的

话，对与孩子沟通困难、关系恶化而辛苦的妈妈们给予实质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

不仅是孩子的心，在无意间中说出充满个人感情色彩话语的妈妈的心。从这点来看，

如果是小学生的妈妈，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 

孩子们也需要不越线，给与尊重的话语！ 

不管是妈妈、爸爸还是老师，对孩子们不可能每一句话都经过深思熟虑说出来。和孩

子对话真是件难事，也是件累事。但是可以提前想一想，从开始到要说到哪一步。因

为，对孩子们来说，守住底线也很重要。如果需要教训孩子时也要适时教训，但是要

把握好度，教训孩子时就事论事，不再添油加醋，因为那以外的话纯粹是为了发泄情

感。最好是只说孩子的错误，不要说出消除愤怒的话。这也许一次性实现并不容易。

但是一点点努力的话，孩子们就觉得妈妈在注意着不感情用事，在尊重自己。如果最

终把孩子们看成和我们具有同等人格的人，并与其交谈，就能与现在的孩子维持更好

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可以逐渐减少因为对孩子说一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话后后悔的时

间。 

作者小心翼翼地告诉孩子们，母亲自己也留下了自己父母没有治愈的伤口，而那些没

有治愈的伤口又反复地传递给孩子。最终通过观察孩子和妈妈的内心的过程，帮助他

们从彼此的话中抹去「伤痛」。因为没有伤痛，会让孩子和自己建立更牢固的关系，

让孩子真实地看待自己。 

ABOUT THE AUTHOR 

金善浩 

小学教育专家。曾在釜山教育大学专攻小学教育，目前担任汉城私立乳石小学教师。

他是《韩民族新闻》的教育评论员，在每周六 KBS1 广播《广播周刊与温情》在《心灵

成长的教室》栏目中提出了对小学生子女的教育方案。最近通过 youtube频道《金善

浩的小学同学》讲述了「小学生家长要知道的 100个故事」，并持续开展子女教育相

关研究、演讲、写作活动。代表作有《小学自尊心的力量》、《妈妈的书签人文

学》、《小学青春期战胜妈妈的孩子战胜世界》、《小学妈妈的话的力量》、《小学

生的真正内心》、《小学直观课》、《我的孩子没关系吗》、《即使略有不同也没关

系》等，《小学妈妈的话的力量》将在台湾出版。 

CONTENTS/IMAGE 

[前言] 孩子们需要有存在感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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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1. 

给孩子的内心带来伤害的妈妈的话语 

01.毁掉孩子一天的话

02.让孩子陷入恐惧的话语

03.否定孩子存在本身的话

04.给孩子留下深刻创伤的话

05.说某人坏话的大人的话

06.压制孩子感情的话

07.虽然冷静地说话，但会成为伤害的话

08.让孩子自责的话

09.让孩子不信任世界的话

TIP. 读取孩子心灵的对话法 01.

"如果理解孩子们的'想象中的不安'，对话就会变得轻松。"

CHAPTER 02. 

让自己和孩子的关系崩塌的妈妈的话语 

01.可耻的比较和歧视的话

02.用体罚和训育的名义带来伤害的话

03.贪婪的父母的话

04.学习时打消自尊感的话

05.动感情的话

06.控制孩子感情的话

07.过度的忧虑和担心的话

08.评价和判断孩子的话

09.只会使关系变坏的话

TIP.解读孩子心灵的对话法 02.

"经常对孩子发火，为因此而辛苦的妈妈们提供建议！"

CHAPTER 03. 

阅读孩子内心的妈妈的话语 

01.承认孩子的努力并称赞的话

02.为孩子加油打气的话语

03.孩子伤心的时候带来安慰的话

04.迎合孩子目光的话

05.能接受孩子消极情绪的话

06.尊重孩子的话

07.不给孩子带来羞耻心的话

TIP. 读懂孩子心灵的对话法 03.

"妈妈说话的温度是多少度？"

CHAPTER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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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阅读妈妈内心的妈妈的话语 

01.反思成为家长的不安感

02.承认父母地内心问题

03.比起孩子，反思父母自尊感

04.回顾自己父母的话

05.了解因孩子的话而受伤的自己的心

TIP.读懂孩子心和自己心的书 04。

"有助于父母阅读的心理、人文、教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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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今天又对孩子情绪失控了 

오늘도 화내고 말았습니다 

AUTHOR 朴允美 

박윤미 

PUBLICATION 2020/4/20 

PAGE 272 

SIZE 150*210*18mm 

GENRE 育儿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冲孩子发火的时候 

重要的不是不生气，而是表达生气的方法！ 

养育孩子的时候，从来不会生气吗？大多数父母都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本书讲

述了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想法而控制感情的要领和和与孩子一起的各种状况下，不像从

前那样急躁，而是非常明智地发火的方法，制定出只属于自己的感情调节处方并进行

活用的方法。 

在孩子的欲望和父母的欲望相互碰撞的情况下，不可能一切都迎合在孩子。相反，满

足孩子所有的需求反而会妨碍成长。因为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还需要让他们体验遭

受挫折的经历。养育孩子不生气是不可能的，但表达火气的方法完全可以改变。孩子

学会了如何从与父母的关系中调整和处理自己的感情。这样学会如何处理自己感情的

孩子，在生活中偶尔遇到生气的事情时，会知道如何处理和表达自己的愤怒，很少被

愤怒所左右。作为父母，我们可以通过处理愤怒的方法让孩子知道该如何做。 

不要后悔不会再回来的时间！ 

从今天开始的情绪调节育儿法！ 

没有一开始就对孩子发火的父母。开始就像书上看到的一样，读着读着「好伤心

啊」，孩子哭个不停或者一直不停耍赖时总会放大声音呵斥其停止。甚至有时候会抑

制不住怒气而说重话。但是事实上，在育儿和人际关系中，只要能够理解和处理自己

的感情，完全可以改变状况。即使周围的情况没有变化，但反应也会完全不一样。改

变了我们看待和理解现状的方式，父母的反应不同，孩子的行为也就不同。 

思考发怒的目的，开始寻找如何做的答案！ 

现在该学会发火了！ 

经常跟孩子说，回家后先洗手再玩耍，但孩子一回家就摆弄客厅里的玩具。这个时候

是在经历什么样的阶段呢？通常刚开始用柔和的声音让还孩子想起规矩。「回家后应

该先洗手吧？」，如果孩子装作没听见，就坚决提醒他。「忘记妈妈说回家后要先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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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吗？」，如果孩子不去浴室，就会大喊大叫或威逼「你妈妈说过几次，回家后要先

洗手？ 一定要大声说话才能听话吗？」。 

是熟悉的风景吧？ 

在父母看来，孩子总是因为荒唐的事情而发脾气。刚开始，会按照之前所学的那样，

理解孩子的孩子的内心「你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才伤心的吗？」。如果孩子更加固执

地哭闹，父母就会把积累怒气，然后大声呵斥「不要再闹了！」。分明是想纠正孩子

的错误行为，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但总是忘记这个目的。怒火中烧，孩子最后还

要为父母生气道歉。如果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孩子也不会学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感

情。遇到不如意的情况，就会用不适当的方法发泄愤怒。作为父母，我们要学习如何

好好发火。 

没有完美的父母！ 

如果你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孩子发火，那就制定自己的感情调节处方吧！ 

这本书分阶段向没有具体学习如何处理感情，尤其是如何表达愤怒的父母们传授「不

发火的技术」和「不伤害孩子，安全地训育的方法」。另外，不光是观察孩子表面的

语言和行动，还有通过学习了解其中的感情和需求，培养出「高自尊感的孩子」的具

体实践方法。特别是，作者推荐通过此前进行父母指导并取得效果的情感日记和感情

调整处方，照顾父母自己的感情，并使其成长的方法。如果是为与孩子较劲而苦恼的

父母，通过这本书可以摆脱不必要的感情消耗，改善与孩子的关系质量，提高育儿功

效。 

本书推荐给所有拥有子女的父母，期望透过本书，父母们将能习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用正确的情绪表达方式教导孩子。 

ABOUT THE AUTHOR 

朴允美 

当发现自己下定决心「绝对不要对孩子…」时，是否会像自己一样对自己感到生气和

挫折感！虽然希望生孩子后成为一个好妈妈，但总是担心自己能否成为一个好妈妈。 

「我知道如果有想给孩子的东西，作为母亲的我必须要有才能给」。在结婚前，为了

纠正内心的自我，她将自尊心强化文章背了 1年。结婚后在「沟通、共识、有趣地生

活」的家训下和丈夫一起制定家庭规则，并写了 15 个月的夫妻日记。 

2012年首次接触非暴力对话，在学习指导过程中学习了「认同对方的话并倾听的方

法」和「认识到自己内心的感情和欲望并坦率说话的方法」。从 2011 年开始一起作为

成长研究员活动，边读书边写文章，边反省自己的内心世界。写了感情日记，让孩子

们能够原封不动地看到和接受孩子的感情，并观察和照顾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感情。非

常关注父母的养育态度和父母教育，为寻找在生活中实践互相尊重、说话和倾听的方

法而不懈努力。她正在学习美术治疗和心理咨询，并通过个人指导、父母教育课程与

妈妈们交流，学习，分享自己的心得。 

部落格 http://jsmpym.blog.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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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AO朋友圈

「发火妈妈处方指导 TALK」 YouTube：发火妈妈

处方 

NAVER父母 i「发火妈妈语言学习」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0048169 

CONTENTS/IMAGE 

序言 “没有必要那么生气……”你曾经这样后悔过吗？ 

Chapter 1. 冲孩子发火时应该记得的事 

当孩子不分青红皂白地耍赖，什么话都说不通时:利用感情传递的信息吧 

好话说了好几次还是不听话的时候:需要打开耳朵的话 

无法理解孩子哭闹的行为时:请认可孩子的价值体系与父母不同 

Chapter 2. 冲孩子发火时应该记得的事 

感情是忍耐不会消失的:父母的心也很重要 

当孩子做出错误的行为时:请记住正确要求孩子的方法 

发火时要记住的 2个原则:要学会发火的方法 

Chapter 3. 不因与自己不同心而暴躁的技巧:父母感情调节 TIP 

摆脱生气后悔又生气的模式的方法 

与我的心不同，为了不暴躁的 3个必要检查事项 

一. 察觉我的前兆现象

二. 掌握生气时出现的愤怒模式

三．正确认识我的感情调节模式

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感情调节处方

就是不暴躁，安全消解感情的方法

聪明机智的处理方法，当你想要指责孩子时，你就不会暴躁

孩子要我陪他玩，但我想休息的时候，战略性的应对方法

对生气时看我眼色的孩子做出明智反应的方法

Chapter 4. 改变孩子的感情沟通训育法:调节孩子感情的 TIP 

孩子的感情调节能力后天培养 

自尊感，守护孩子内心的方法 

改变孩子的感情沟通训育法 

事例 1 孩子发脾气不能随心所欲的时候 

事例 2 孩子因为兴奋而做出过激行为的时候 

事例 3 和孩子发生感情上的对峙时 

比起心理上的支持，更应该坚决地教育孩子的时候 

好言好语，孩子不听话 VS孩子听话时的明智应对法 

支持和安慰不想去幼儿园的孩子的方法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0048169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004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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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 减少反复的生气，改变父母说话习惯的技术 

即使熟悉了对话法，说话习惯也不会改变的理由 

减少反复的怒气，改变父母说话习惯的战略性方法 

第一， 确认引发不必要的矛盾的内心想法模式 

第二，检查必须要做的期待和强迫，只属于我的理所当然的期待 

第三，不要和孩子等同，要保持警惕 

第四，寻找愤怒背后的真情实感 

为了减少生气，改变说话习惯的路线图和检查方法 

Chapter 6.不伤害孩子，明智地发火的方法 

父母生气时错过的东西 

违背不买玩具的约定时 

时间紧迫，需要准备上园，磨磨蹭蹭的时候 

不守规矩，固执己见的时候 

开玩笑打人的时候 

兄弟吵架的时候 

稍微累一点也会发脾气发牢骚的时候 

想一直看电视的时候 

我都会配合孩子，但孩子却并非如此，感到很委屈的时候 

到了该回家的时间了，但还在游乐场固执地坚持玩的时候 

孩子总是缠着妈妈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书中附录：情感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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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连孩子想要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顾着

说自己想说的 

아이가 원하는 것을 모른 채 부모는 

하고 싶은 말만 한다 

AUTHOR 吴妍晶 

오연경 

PUBLICATION 2021/06/30 

PAGE 260 

SIZE 148*210*16mm 

GENRE 子女教育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致凡事尽心尽力却依旧搞不懂孩子心思的父母 

得到 10 万名父母支持的养育顾问 – 吴妍晶博士的爱的表现指南！ 

透过「传承的爱父母教育中心」、YouTube、部落格等帮助 10万名父母解决育儿烦恼

的作者吴妍晶，身为儿童发展专家以及父母教育专家的她以数十年的现场经验以及自

身拥有的理论知识背景为基础，出版了第一本子女教育书！书中收录了如何解读哭闹

耍脾气的孩子真正内心的方法，以及如何透过话与声音、眼神与表情、行动与亲密动

作来表达父母的爱，详细地介绍如何帮助父母解决孩子们问题行动的方法。 

父母的爱的表现将左右爱的形成、决定训育的效果、影响孩子们的智慧与情绪以及身

体发展 

所有父母都是用爱养育孩子，有的孩子能够健康、聪明、快乐地成长，但有的孩子却

不然。为什么会这样呢？作者说「因为父母的爱的表现将左右爱的形成、将决定训育

的效果、将影响孩子们的智慧与情绪以及身体发展」。因此，即使很爱自己的孩子，

若无法好好地将这份爱传递给孩子便一点用也没有。假如没有用孩子的角度、孩子能

够理解、孩子希望听到的话或收到的行动方式表达父母的爱，孩子们就什么都感受不

到。也因此，本能地怀疑父母对自己的爱的孩子很容易将父母认为是好的训育方法视

为讨厌自己的表现。能够解开或消除这样的误会的方法，只有通过正确的爱的表达，

让孩子们从日常中感受到父母爱的是真正的自己才有办法解决。 

本书推荐给所有家长，也推荐给幼教老师阅读。这本书帮助父母能够没有差错地好好

传达爱意给自己的子女，收录了众多正确的爱的表现指南。透过作者的经验分享以及

值得信赖的建议方法，相信读者们将能亲眼目睹凭靠日常的爱的表现孩子们的言行将

会产生多大的变化！ 

ABOUT THE AUTHOR 

吴妍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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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发展专家，父母教育专家。透过数十年的现场经验与相关的理论知识背景，了解

到孩子们哭闹、固执、乱发脾气等行动问题，可以透过父母的话与声音、眼神与表

情、行动与肢体接触等方式得到改善。带着「没有问题儿童，只要父母改变反应方

式，孩子的问题行动就能产生变化」的信念，研究父母的幽默方式为孩子发展带来的

影响，并以此取得博士学位。曾在首尔氏家族学校担任专业讲师、在上明大学担任外

来教授、在建国大学未来知识教育学院担任指导教授。现为「传承的爱父母教育中

心」的代表，为对育儿感到困难的父母进行执着育儿与训育、依照气质校正孩子的行

为、游戏训练，以及演讲等课程。在网络上以 Naver 父母 i的父母教育专家的身分连

载文章，透过 YouTube、部落格帮助 10 万名父母解决育儿烦恼。曾以行动校正专家的

身分出演过 MBC「淘气鬼的吃饭教室」等多数节目，介绍在不带给孩子伤害的前提下确

实解决孩子问题行为的方法。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471436 

CONTENTS/IMAGE 

前言 – 比起爱孩子的心，表现方式更为重要 

Chapter 1. 与孩子沟通，为什么这么困难？ 

#发展稳定情感的条件 

假如不向孩子表达爱 

让孩子感受到得到父母的爱 

比情感类型更重要的事 

控制孩子的愤怒的情感表现 

向孩子表达爱意永远不嫌晚 

孩子拒绝父母的爱的理由 

父母也对爱感到生疏 

#妨碍父母的爱无法好好传达的事物 

从拒绝表现开始减少 

孩子的怀疑流程 

幼儿时期孩子们的思考方式 

倘若孩子怀疑父母的爱 

孩子发出的情感危险信号 

#孩子与父母，谁比较爱呢？ 

不安与愤怒，也是一种爱 

一直对孩子发火的理由 

请不要试着想改变孩子原有的性格 

真的都是为了孩子吗？ 

孩子无条件的爱 

#确认清单 1. 了解父母的爱的分数 / 父母的爱有确实传达吗？ 

Chapter 2. 对孩子而言，变成毒的爱，变成药的爱 

#父母的养育信念与养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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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爱与训育来左右 

假如想要改变孩子现在的行为 

#虚荣的父母毫无保留地给予爱 

真的都能接受吗？ 

过度关心的反效果 

需要一致标准的孩子 

提高父母权威的方法 

#权威性父母单方面引领的爱 

都是为了你 

无论是关系控管还是垄断控管都有害 

没有选择权的单向控管的反效果 

尊重孩子的方法 

#只留下责任的放任型父母的无动于衷的爱 

想放弃一切逃离 

身为父母的责任与爱之间 

在外面寻找爱感到愤怒的孩子 

从无力的育儿中逃离的方法 

#孩子们想要的有权威的父母的爱 

不想遗传给孩子的样貌 

想让孩子记住的样貌 

假如想要拥有权威型父母的力量 

在孩子各个发展阶段，父母的明智角色 

#确认清单 2. 了解父母的纠结行为反应 / 我是能够让孩子依赖的父母吗？ 

Chapter 3. 成功的训育，从正确的表现开始 

#让孩子产生误会的父母亲的失误 

「不要哭！」，不限制孩子的负面表达方式 

「你自己想想看哪里做错了」，不要放孩子独自一人 

「妈妈现在生气了！」，直到孩子主动靠近前不主动拒绝 

「好笑吧？这样也不好笑吗？」，不要不了了之 

「好好说的时候听话！」，不要说的暧昧不明 

#父母的训育中带有爱的原则 

表现果断，讯息温暖 

训育的理由，以「孩子为焦点」 

让孩子确认训育的正面成果 

训育的价值在和平的日常里开心传达 

问题为中心的坚持训育 < 日常中的正面训育 

#温暖的实战训育的话 

训育大赛的基本类型 

孩子因为不顺心而哭闹的时候 

当提出父母不能答应的要求时 

当孩子拒绝必须做的行动时 

#确认清单 3. 了解父母的拒绝式训育程度 / 用训育的教育方式会带给孩子多少伤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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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打开孩子心房并改变他们行动的爱的表现技巧 

#育儿也是一种恋爱 

#提升亲密感大作战 

与孩子度过一对一时光 

让孩子的日常变特别的密技 

#提升自信大作战 

小事情也像大事情、有趣的事情 

用期待感塞满孩子的日常 

#让感叹词变成一种习惯大作战 

「好可爱！」孩子存在本身的感叹 

对没有一处不可爱的孩子有效感叹的秘诀 

#寻找共同点大作战 

孩子们最想变成的人是父母 

能够找到无数个与孩子的共同点的秘诀 

#幸福反复大作战 

如果是幸福的回忆，可以一说再说没关系 

让与孩子的平凡回忆变特别的秘诀 

#改变孩子心意的表达技巧 

表达父母爱意的最佳时机 

让声音像爬音阶般有趣 

用丰富的表情，不再用老一套 

用肢体接触的范围与孩子欲擒故纵 

在愉快氛围下自然而然与孩子对眼 

用节奏、行动、节拍画龙点睛 

#用爱的分数累积一天一分钟的日常游戏 

孩子要上学时 

想为孩子加油时 

称赞孩子时 

帮孩子洗澡时 

孩子刷牙时 

孩子穿衣服时 

跟孩子玩游戏时 

帮助孩子学习时 

孩子睡着时 

孩子吃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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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七八年级生的爸爸育儿指南 

85년생 요즘 아빠 

AUTHOR 崔贤育 

최현욱 

PUBLICATION 2021/05/15 

PAGE 256 

SIZE 152*215*18mm 

GENRE 育儿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如果无法像妻子一样拥有那么多时间陪伴孩子该怎么办？ 

一本为七八年级生的爸爸准备的兼具工作与家庭的育儿指南！ 

这本书充分地有感于七八年级生爸爸们的不安与负担，在确切地告知读者们爸爸育儿

的重要性同时，也揭示了能够实践的公平育儿方法。与子女们相处时间不足的爸爸们

该怎么做才能更明智地育儿、身为父亲若想拥有独处的时间该怎么做、该如何理解妻

子的心情等，书中介绍了以育儿为主轴等连带的家人幸福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法。 

七年级生的作者，现任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爸爸。因为上班而反

复早出晚归的日常，渐渐地在家里孩子们只会找妈妈而不找他。因此，让他不自觉地

开始担心自己与孩子间的距离将越来越远，妻子与孩子间的距离只会越来越近。 

那么与家人相处的时间相对来的少的爸爸，什么样的育儿方法最适合呢？这个问题的

答案，绝对不是要爸爸不向家人们坦承工作的疲惫、对孩子们更有爱、更认真分摊家

事、成为 Superman，真正的解决方法为接受自己能够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稀少、并在

那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能够胜任的育儿工作。妈妈幸福了孩子们才会幸福，因此丈夫必

须让妻子感到幸福，为此最重要的就是先让自己幸福起来。 

不是帮忙带孩子，而是一起带孩子 

几年前学校举办的各种大小活动主要都由妈妈参加，但近年来随着爸爸育儿的重要性

日渐受到关注，在这些学校活动上或是上下学的家长接送区看见爸爸的机率也随之增

加。这本书也推荐给所有的妈妈们阅读，透过书中作者的分享，妈妈们将能更了解自

己另一半的烦恼与想法。相信夫妻连手一起解决育儿问题，必定胜过丈夫独自一人探

索寻找答案。

假如你是一位想要成为好丈夫、好爸爸但却疲于追求工作与家庭和谐的男性，试着打

开这本书吧！对于该如何做爸爸这个角色能够更幸福？如何让这份幸福延伸至夫妻关

系、父子女关系？等方法，在书中将能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 



Think the world, Link the world! 

474 

ABOUT THE AUTHOR 

崔贤育 

1985年出生，结婚 10年育有两个子女的父亲。毕业于空军士官学校，现为空军战斗机

飞行员。不断努力寻找从军生活与工作及家庭间的平衡点。 

在思考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最有效的育儿方法的过程中，了解到「爱妈妈的爸

爸，呵护我的爸爸」是能够同时成功兼具工作与育儿的方法。努力达到「工作、家

庭、自我成长、健康、经济、关系」的人生重要价值的均衡。虽然日常繁忙，但努力

掌控自己的时间，透过冥想与写作客观看待自己。透过 100人的爸爸社团、on-

line&off-line爸爸团、个人部落格等平台，与世上许多爸爸交流，从中得到极大的力

量。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658869 

CONTENTS/IMAGE 

前言 

工作与家庭同样重要的上班族爸爸的智慧育儿 

Chapter 1 爱妈妈的爸爸 

工作与育儿，哪一个比较困难呢？ 

先照顾妻子的幸福育儿 

给妻子独处的时间 

与妻子商量好对待孩子的方式 

Chapter 2 现在的你做得很好 

爸爸！去哪里？ 

爸爸为我做了哪些事？ 

在大韩民国，「爸爸」这个角色的负担 

畏缩社会，最近不安的爸爸 

对任何人都说不出口的爸爸的忧郁症 

拜托别再比较！ 

一起的公平育儿 

Chapter 3 拍拍，自我照顾的必要 

照顾妻子，从爸爸照顾自己开始 

透过内心学习学到的事物 

有了自己的时间，幸福的育儿才开始 

小小成就感的蝴蝶效应 

成长的道具，一天的纪录 

累了就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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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爸爸育儿，因此而需要 

爸爸存在的意义 

指引孩子走向正确道路的爸爸育儿 

爸爸的陪玩打造为来人才 

培养问题解决能力与自我控制能力的身体游戏 

孩子记得所有事 

爸爸的人生 = 育儿 

Chapter 5 让育儿变简单的技巧 

读育儿书！ 

比起结果，请称赞过程 

即便是小小的约定，请务必遵守 

请承认不了解孩子的事实 

向孩子说出爸爸的真心 

与孩子谈心的方法 

有效的训育方法 

爸爸推荐的爸爸游戏方法 

Chapter 6 为爸爸游戏进行的环境设置 

环境设置占了 50% 

重新分配有效的时间 

享受推拉育儿 

放下野心 

Chapter 7 以父亲、丈夫的身分生活的愉悦 

互相支持梦想的夫妻关系的幸福 

孩子给我的礼物 

孝道的全新定义，自己好好生活 

对职场有帮助的育儿 

成为父亲后才成为了真正的夫妻 

结语 

我梦想中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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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MIRACLE BEDTIME 

미라클 베드타임 

AUTHOR 金妍淑 

김연수 

PUBLICATION 2021/03/09 

PAGE 284 

SIZE 128*188*16mm 

GENRE 子女教育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即使不叫醒，也能主动计划自己要做的事情 

没有经历私教育，独自自主学习的孩子的秘诀！ 

就寝习惯养成终生成功的习惯 

《MIRACLE BEDTIME》是一种育儿和教育方法，通过睡眠习惯培养孩子的规律生活习惯

和自我主导的学习态度。书中不仅讲述了对纠正孩子睡觉习惯有用的具体的睡眠情

况，还讲述了作者的子女教育秘诀、此前作为育儿导师活动时遇到的各种家庭的真实

故事。 

未来学家们预测说，目前 65%的小学生将拥有一份不存在的工作，他们将平均改行 7次

以上。现在应该从「了解很多的教育」转变为「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不断开发的新技术

和革新，迅速适应剧变的世界」，以「享受学习的幸福教育」。此时，必须具备的未

来人才力量之一就是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并将其付诸于实践的「自我主导学习能

力」。自我主导能力并不是某一天突然下定决心就能产生的，与平时自我主导的生活

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父母虽然不能代替子女生活，但可以传承打造成功人生基础的

良好生活习惯。习惯很难养成，但如果以实践该习惯的物理环境和父母一贯性的教育

为基础，就会深深扎根在日常生活中，影响孩子的整个人生。其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就

寝习惯。 

作者经营著名为「MIRACLE BEDTIME」的育儿指导项目，担任众多家庭的导师。在养育

自己的三个孩子时，最重视的就是睡觉的习惯。作者与一般人设定起床闹钟并遵守不

同，将规定就寝时间并遵守这一时间作为育儿守则。因为就寝时间既是决定第二天孩

子状态的标准，也使早睡早起的孩子不需要起床闹钟。以规定的就寝时间为标准定好

晚餐时间，直到入睡为止制作并坚持实践孩子们喜欢做的事情。即，在一天中变量最

多的晚间时间制定规则和程序，利用这段时间提高孩子的自主能力。 

作者在 10 年内将三个年幼的子女都养育在「遵守就寝时间」这一统一的育儿守则下的

结果，从《MIRACLE BEDTIME》一书的题目中可以看出是多么的强大。早睡早起的孩子

们早晨悠闲地读书，并凭借充足的睡眠提高白天的集中力来生活，还具备了在确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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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时间这一天的收尾时间的情况下，制定工作的优先级来安排时间并完成任务的时间

管理能力。养成就寝习惯的奇迹随着三个孩子进入学龄期，变得更加耀眼，但在没有

特殊课外教育说明的情况下，在各种轻视比赛上取得好成绩等，仅靠学校学习和自己

主导的学习来维持学业。 

自主的孩子，幸福的妈妈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如何利用它带来的好处却不同。据说，把子女培养成终

生学习者所需要的时间是 10 年。即，在 10 岁前后，父母只要给予健康的环境和刺激

之后孩子就会表现出自己前进的方向。也就是说，在孩子进入学龄期之前只要养成良

好的就寝习惯，就能为孩子成长准备好坚实的骨架和器皿。之后直到孩子自己在骨头

上贴肉，填满碗为止，父母只要在旁边相信孩子，等待就可以了。如果是懂得珍惜时

间、懂得将时间用到自己速度上的自主的孩子，就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坚强成长的水

芹菜一样，孩子可以带着自己的香气生活。 

作家虽然运营著名为《MIRACLE BEDTIME》的指导项目，作为妈妈们的育儿导师活动，

但是与这个项目相比，她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妈妈，养育了 3 个年龄相差 2-3 岁的孩

子。 把 3 个孩子托付给其他地方后上班的职场妈妈的早晨的风景是，只要是养育孩子

的家庭，到处都能看到的混乱而又没有精神的日常的反复。但很多认为那样的时光不

过是一阵，所以选择了用「这会过去……」这样的硬撑战略来安于现状，我们需要的

不是安于现状，而是想要成为家庭习惯的设计者。 

确保早晨的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

方式，让所有家人都早睡早起。将生活的标准设置为 9 点就寝时间，并以就寝时间为

标准设计了从晚餐时间到孩子们玩时间的晚上所有日程。而且，将此作为育儿守则，

集中精力纠正孩子的就寝习惯，这样度过了孩子人生的第一个 10 年。 

实践奇迹床时间的妈妈们一致表示，自己先改变了。因为孩子睡得早所以有了时间，

利用这段时间享受平时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再充电，可以满足内心的空虚感。而且对待

丈夫和孩子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了纠正孩子的就寝习惯而开始的日常生活的小小

的变化会带来家庭生活变得滋润的创举，还有比这更有生产性、性价比更好的人生设

计方案吗？变化从小动作开始。 

ABOUT THE AUTHOR 

金妍淑  

子女教育的诸多苦恼通过“就寝习惯”这一个关键词，引导子女的生活习惯及学习态

度、家庭根本性的生活变化的节目《MIRACLE BEDTIME》的运营者兼妈妈们坚实的育儿

指导。 

养育孩子的方式虽然每家每户都不一样，但相信所有孩子都需要充分的睡眠，因此建

议给孩子养成早睡的习惯，妈妈哪怕是短暂的休息，也要有谋求成长的时间。因为只

有母亲幸福，孩子才能维持幸福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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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和研究生院专攻钢琴演奏，婚后定居韩国，并在梨花女子大学

教育研究生院专攻音乐教育。 以同首尔大学实用音乐系专职教授弟子、指导前途的经

验为基础，现在帮助 20~40 岁妈妈们成长。 

是韩国的认证教练，《MIRACLE BEDTIME》在 2020年第 17 届大韩民国年鉴公开征集当

选。寻找适合自己的程序，调节育儿中感受到的各种感情，同时运营每天追求自己成

长生活的妈妈们的连带《MIRACLE BEDTIME》，通过多种方式增加与读者的接触点。 

代表作有《9点睡觉的奇迹》、《相比乐器，音乐》。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948571 

CONTENTS/IMAGE 

〈1部〉 就寝时间为何重要 

第 1章 制定育儿标准和目标:制定规则和体系，便于育儿 

-说育儿最难的妈妈们？

-时间控制和感情控制

-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起量，密度更大

第 2章 决定就寝时间:所有习惯由就寝时间决定- 

-就寝时间成为育儿标准的理由 

-昨天的习惯决定了今天的成功。

-父母的实践优先

-随着年级增加，就寝习惯就越重要

〈2部〉 怎样养成就寝的习惯 

第 3章 制作就寝程序:睡前 1小时，是 MIRACLE BEDTIME 的开始 

-孩子情绪生长的黄金时间

-让人酣睡的 SMART 睡眠例程

-通过睡眠例程列表强化习惯

-孩子用补偿排行榜引导的习惯

第 4章 改善养育环境:贤明的父母不指示，创造环境 

- 训育不通的理由

-成为公平的父母

-成为中心枢的父母？

-让丈夫成为我的丈夫

-想象家庭会变得积极的样子

〈3部〉 就寝习惯对孩子的学习态度有什么影响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948571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94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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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韧性和态度制作:有时间概念的孩子，自我主导学习能力强 

-为了不动摇教育的价值观，制定标准

-提高 Meta 认知力的始终如一的睡眠时间

-无需私人教育的自我主导学习能力

-享受学习乐趣的反复学习时间

〈4部〉 就寝习惯是如何改变家庭日常生活的 

第 6章 妈妈的时间:孩子睡着的话妈妈的读书灯会打开 

-创造变化机会的《思考的时间》

-准备心灵碗

-心情不一样的话，会变得不一样的话，是吗？

-在妈妈独处的时间进行的感恩训练

- 重新发现夫妻关系

第 7章 制作我们家例程:程序可以减少时间和感情浪费，强化习惯 

-接近本质的生活

-需要瘦脸的理由

-让您经历无数失败的早晨程序

-提高学习情绪的晚间程序

-制作我们家的程序

-适合制作程序的空间，客厅生活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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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健身&减重战略秘籍！- 开始健身&减重

前须知的基础生理学&营养学 

핏블리의 헬스 다이어트 전략집 

AUTHOR FITVELY(文石基) 

핏블리(문석기) 

PUBLICATION 2021/05/31 

PAGE 184 

SIZE 175*235*13mm 

GENRE 健康减重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运动&减重前须知的基础生理学&营养学！ 

YouTube 频道 80万追踪的美国公认国际教练&运动营养讲师！ 

「为什么不长肌肉，体重也掉不下来呢？因为你在不了解营养摄取与肌成长的状态下

就开始运动！」。作者是一位 YouTube 拥有 80万追踪者的国际教练兼运动营养讲师，

许多人为了减重、健身向作者找来，但作者总是强调同样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正式开

始运动之前，必须了解营养摄取与肌成长的原理。营养摄取将对身体带来哪些反应、

肌肉在什么样的原理下生成，只要对生理学与营养学理论有稍微的了解，就能针对想

要的效果有效地设计出合适的运动与菜单。 

作者是鲜少能够同时担任男女教练的综合教练，经营的 YouTube 频道凭借不分男女都

能获益的生理学与营养学知识以及肌肉运动方法的影片而得到 80 万追踪。现为美国公

认的国际教练，也是运动营养讲师。大学时并非相关科系出身，只是一位单纯喜欢运

动、对于透过运动能够为身体带来正面变化与影响感兴趣的男孩。让他开始深入研究

运动的契机为「该怎么做才能少出点力，有效地打造肌肉呢？」的疑问。往后四年，

他在海外专研运动生理学与运动营养学。一开始只是因为喜欢运动、想要对运动有更

深入的了解，最初的想法不知不觉间成就他成为一位生理学、营养学、运动力学兼具

的大韩民国的顶尖教练。 

作者强调，事先了解营养摄取、肌成长原理、肌肉结构是健身与减重的核心。市面上

运动的专业书籍与相关研究资料琳琅满目，但对于单纯喜欢运动的大众来说内容过于

庞大艰深。因此，为了这些读者，作者只收集了自己在健身房以及 YouTube频道上经

常收到的问题在书中做核心说明与介绍。从在健身与减重时须知的基本生理学与营养

学，到肌肉结构与运动战略，为读者做浅显易懂的介绍与说明。作者也说道如果事先

了解肌肉构造的相关解剖学，不必挑战体力极限长时间运动或超重力训练就能达到同

样的效果。因为肌肉运动的核心在于可动范围与刺激点，只要了解肌肉结构，就能有

效地强化目标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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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共分成两个章节。第一章针对营养摄取与能量消耗间有什么关系、该如何进行体

重管理等营养及体重管理的相关战略。重点式的介绍「吃同样的量为什么只有我变

重？」、「若要长肌肉就要增加蛋白质摄取吗？」、「该在运动前还是运动后运餐

呢？」等健身与减重时最令人感到好奇的疑问。第二章利用身体结构插图让读者一目

了然身体的各部位结构，介绍肌成长与肌肉运动的战略。重点式的介绍「自由重量与

机械式运动，哪一种比较好？」、「有减少运动时筋损失的办法吗？」、「为什么会

出现臀部凹陷呢？」等肌肉运动时最感到好奇的疑问。此外，附加介绍了各部位的运

动种类、步骤、次数、与重量，帮助读者们独自一人也能自己设计运动步骤与强度。 

本书推荐给所有喜爱运动、想要成功减重的读者。简显易懂的说明介绍，即便是一般

运动爱好者也能轻松明白，运动专家也将获益良多。 

ABOUT THE AUTHOR 

FITVELY(文石基) 

美国公认国际教练，运动营养讲师。在健身房做健身教练打工的大学时期，对于不须

经过任何考试就能成为健身教练的国内健身市场感到怀疑，并意识到了问题点。此

后，到国外攻读 4年的运动生理学与运动营养学。 

走访 40 多个国家帮助各式各样体型的人健身的经验，成为他现在经营国内健身中心

「Hip-up工厂」的基础。带着只要了解肌成长与减重的生理学及营养学原理任何人都

能成为健身专家的信念，致力于理论演讲与专家养成。透过经营的 YouTube频道

「FITVELY」与 80 万名健身迷交流沟通。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3hRpIQ4x5niJDwjajQSVPg/videos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893189 

CONTENTS/IMAGE 

前言 – 假如有想好好运动一次的想法 

第一章: 营养&体重管理战略 

˙我们的身体如何获得能量？ 

若想产生最高能量(ATP) – 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如何变成能量 

˙依照体重管理与肌成长目标的不同，运动方式必须改变的理由 

ATP-PC (无氧代谢) – 乳酸系统 (无氧代谢) 

肝醣系统 (无氧+有氧代谢) – 肝醣+脂肪酸系统 (有氧代谢) 

˙依照不同的运动目的，设定不同的运动时间与强度 

˙运动 30分钟后体脂肪才开始燃烧的原因 

˙有氧运动 vs 无氧运动，哪一种对减重比较有帮助 

˙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燃烧脂肪的有氧运动强度是？ 

˙设定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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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真的是让人变胖的食物吗？ 

让人变胖的碳水化合物「纯糖」- 友善的碳水化合物「复合糖」 

˙减重时必须吃碳水化合物的理由 

不变胖的碳水化合物摄取方法 – 运动前请不要吃碳水化合物 

˙地瓜是减重食品吗？ 

˙为什么总是想吃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呢？ 

˙解决碳水化合物中毒的方法 

˙「蛋白质也会让人变胖」是一项令人不悦的事实 

减重或健身时吃蛋白质的理由 – 为什么吃蛋白质会变胖呢 

˙该摄取几次、一次多少克的蛋白质 

˙一定要吃蛋白质补充剂吗？ 

挑选蛋白质补充剂的方法 – 摄取蛋白质补充剂的时机 

˙减重的生理学原理 

增加基础代谢量 – 增加活动代谢量 – 活用卡路里的理想减重方法 

˙假如希望透过调整食欲达到成功减重？ 

拥有饱足感的大脑欺骗 – 为什么变胖后食欲会增加 

˙早上运动 vs 晚上运动，哪一个好？ 

早上运动的优缺点 – 为什么在早上运动前摄取果糖是好的 – 晚上运动的优缺点 

˙空腹运动，是毒还是药？ 

早上运动后整天昏昏沉沉的理由 – 假如想要好好来个早晨空腹运动 

˙运动前吃的食物，会是能量来源吗 

˙打造不变胖的身体 

吃一样的量，为什么只有我变胖 – 肌肉多不变胖的理由 

˙一周内能够成功减重 5公斤的理由 

假如真的想要实行体脂肪减重 – 最适合体脂肪减重的运动顺序 

˙汗水与减重的关系 

˙好好认识生酮减重 

˙咖啡因有助于减重吗？ 

˙红蔘为减重带来的影响 

˙减重时因为一餐过量而胖了 3公斤？ 

˙生理期期间受食欲与便秘所苦？ 

生理期期间减重的方法 – 生理期前受便秘所苦的理由 

˙生理期期间必须减少摄取蛋白质的理由 

第二章: 肌成长&肌肉运动战略 

˙运动中毒者身体虚？ 

必须运动的五个理由 

˙自由重量 vs 机械式器材，哪一种比较好？ 

自由重量 – 机械式器材运动 

˙运动时该如何呼吸？ 

伐式操作呼吸法 

˙必须按摩淋巴的理由 

膝盖痛的原因，软骨 – 膝盖会发出声音也可以运动吗？ 

˙有效的肌成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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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时减少筋损失的方法: BCAA效果 

˙胸部运动的核心？ 

˙打造 Q弹胸部的运动步骤 

上斜卧推 – 平卧推举 

˙刺激到肌肉深层的胸部运动 

胸部推举 – 卧举 – 夹胸飞鸟 

˙打造直角肩膀的运动 

肩上推举 – 侧举 – 肩上推举: 侧举连续动作步骤 

˙打造宽肩膀的运动步骤 

哑铃肩上推举 – 机械式肩上推举 – 哑铃侧平举 

˙前平举 – 反面蝴蝶机夹胸 

˙打造帅气背面体态的腰背运动步骤 

热身+硬举 – 滑轮下拉 – 坐姿划船 – 背部伸展 

˙打造帅气背部肌肉的运动步骤 

正握滑轮下拉 – 双手对握滑轮下拉 – 反握滑轮下拉 – 单臂滑轮下拉 

˙打造圆厚手臂的运动 

杠铃二头弯举 – 杠铃弯举标准窄握 

˙做腹部运动就能减掉肚子上的赘肉？ 

˙一次解决上下腹肌运动 

悬垂举腿 – 坐式提膝 – 屈腿卷腹 – 举腿 – 平板支撑 

˙出现臀部凹陷的原因 

肌肉型臀部凹陷 – 脂肪型臀部凹陷 

˙打造苹果臀的运动步骤 

臀推 – 分腿蹲 – 单脚应举 – 背部伸展 

˙运动可以加宽骨盆吗？ 

˙打造美丽腿部曲线的重量身蹲 

˙女性较容易有下半身肥胖的原因？ 

重量深蹲 – 推蹬 – 腿部屈伸 – 俯卧屈腿 

˙下半身运动，征服深蹲 

全蹲 – 深蹲 – 宽蹲 

˙消除下半身水肿的筋膜松弛伸展运动 

小腿筋膜松弛伸展运动 – 大腿筋膜松弛伸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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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为忙碌的你介绍简单运动 

바쁜 사람은 단순하게 운동합니다 

AUTHOR 朴帧恩 

박정은 

PUBLICATION 2021/03/05 

PAGE 200 

SIZE 130*200*15mm 

GENRE 健康兴趣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为了生存而动！现在的你需要的是基本体力！ 

了解问题所在、调整生活模式，用最低限度的运动活出灿烂人生！ 

期望每个人都能活耀地走完一生的作者，持续不断地进修与身体相关的专业知识，向

大家传播运动的重要性。带着希望从「考虑运动的人」变成「运动的人」的心，将刚

开始运动的人容易提出的该怎么呼吸、运动后抖个不停有关系吗、是否该装上护身配

备等问题完整地收录书中，并向无法轻易开始运动的人介绍最低限度的运动方法。书

仲介绍了肌肉的重要性、增加肌肉量的方法、需要休息的理由等知识，说明读者藉由

认识自己的身体活出更璀璨的人生。假如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知道哪里出

问题，是否就是能够让我们持之以恒运动的秘诀呢？ 

基本体力从基本姿势开始！ 

光靠呼吸、坐姿、深蹲也能征服运动！ 

现代人总是带着痛症生活。随便一个路人，十之八九身体都有不舒服的地方。颈部、

肩膀、手腕、腰、膝盖等，不舒服的部位皆不同，每个部位都是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努力工作得到的额外负担。痛症是身体传来的讯号，假如无视它未来可能带来

更大的后患。人们不该因为哪里不舒服才开始运动，而是该思考自己是不是该试着运

动。现在，尝试所有运动都失败的人、连运动时间都懒得空出来的人、下班后连一根

手指头都不想动的人，他们也想开始边工作边运动了！无论在家还是在外，只要用最

小的行动，在哪里都可以运动。刚开始运动时该烦恼的不是「该怎么样才能做得更

好？」，而是「该如何持之以恒地运动？」，必须好好地考虑符合自己状态与情况的

运动时间与场所。 

人每天呼吸两万次，但有时我们会像忘了呼吸一样呼吸(若没有确实的吸气吐气，身体

就无法确实排出二氧化碳)。整天坐在办公桌的上班族，容易用托出下巴、蜷缩肩膀的

耸肩姿势度过一天(若整个白天维持这样的姿势，晚上睡觉时肩膀将不自觉地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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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生活，但身体状况却日益下降。学会基本的运动是为了能够做出更多安全的行

动，我们必须认知的是，唯有学会正确的运动身体才有办法支撑我们歪曲的姿势。 

期望读完本书的读者，一天不再是以疲惫的身躯收尾，而是能够在下班后还有力气去

咖啡厅坐坐；不再对早起感到困难，而是能够有足够的体力比平常更早起做想做的

事。实践作者希望所有人能够因为健康的身体，活出更灿烂人生的希望。 

ABOUT THE AUTHOR 

朴帧恩 

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体育学系，取得同学院运动心理学系的硕士文凭。担任运动教练

至今已有七年的时间，带着希望所有因为各种理由前来运动的人们最终能够前往更宽

广的世界的心，致力帮助他们运动。相信每个人的身体都不一样，为了给每个人最佳

的运动建议，持续不断地进修身体的相关知识。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682962 

CONTENTS/IMAGE 

前言 

希望在繁忙的日常里，身体跟我站在同一阵线 

第一章 说着今天明天的今天 

这辈子搞垮了 

这样的身体负荷的了一辈子吗？ 

运动教练让我感到有点负担 

没有特别做什么为什么身体会不舒服呢？ 

踢被子也是运动吗？ 

没有去过医院，可以直接运动吗？ 

不舒服也可以运动？ 

该如何制定目标？ 

所以可以减重？ 

第二章 现在该做的是运动还是休息？ 

独自一人也办得到的事 

训练恢复 

希望能够睡好一点 

用恢复目的的进食取代惩罚式的运动 

在蛋白质泳池里游泳 

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的时候 

建立对身体好的工作环境 

第三章 最低限度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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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金仓鱼肚肉更好的是 

假如我们弯着腰走路 

坚持的肌学 

一看脚底发现很有福气 

肌肉是一种用力的方法 

斜方肌也有职业倦怠 

竭尽全力的行动 

将体力设为目标时，裸身运动的重要性 

第四章 老师，我有问题 

该怎么呼吸？ 

按摩滚筒不会痛吗？ 

这么抖也没关系吗？ 

运动后需要休息一天吗？ 

该从哪里开始 

怎么知道适当的体重？ 

护身器具是好的吗？ 

第五章 从基本开始 

从呼吸开始 

从正确坐姿开始 

从深蹲开始 

结语 

你好，我是运动教练朴帧恩 

参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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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原来居家健身也能达到不亚于健身房的

运动效果！ 

홈트의 정석 

AUTHOR Tasawwuf 

수피 

PUBLICATION 2021/06/30 

PAGE 320 

SIZE 153*225*30mm 

GENRE 健康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疫情袭卷日常 

不亚于健身房的居家健身房！ 

从打造居家健身房的方法到各式各样运动方法介绍！ 

自 2016 年起以 2年为间距出版了『健身定式 – 理论篇』与『减复位式 – 肌肉运动

篇』而得到读者好评的作者 Tasawwuf，出版了最新作品『原来居家健身也能达到不亚

于健身房的运动效果！』。最近的运动新趋势非居家健身莫属。打算在个人空间里运

动的趋势，与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居家办公都在家里完成的 ‘All In Home’概念作连

结，是全世界都在进行的新模式。而新冠肺炎的流行，更是促成这项变化快速进行。 

居家健身不仅省下了去健身房的花费与时间，也避免了可能与其他会员产生摩擦的机

会，也让「口罩时代」下的我们减少被感染的机会。尽管拥有这些优点，但三天捕鱼

两天打网的机率还是居高不下，原因很明确。在费用与空间的制约下，有限的装置、

层间噪音震动问题、缺少教练指导、独自一人运动时的安全问题、持之以恒运动的动

机与意志。 

在这些问题的前提下，作者在书中展现了自己「不亚于健身房的居家健身」的强大内

功。读者层跳脱出「居家健身 = 徒手运动新手」的既定观念，还包括了有在健身房走

跳但想要将场所变更为自己家的人、想要从徒手运动晋升至利用运动机械器具调整健

身强度的人、以及想要透过其他的运动项目提高竞技能力的人。书中从打造家健身房

的方法开始，依序介绍了开始居家健身前的须知事项、最适合居家健身的肌力运动、

依照不同情况设计的运动菜单等，也介绍了相关的同步运动与利用生活用品操作的重

量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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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侵袭日常的当下，本书推荐给所有现代人。作者从如何打造居家健身房的方法到

介绍各式各样运动方法与项目的内容，打破了我们对居家健身的既有偏见。读完本书

的读者，将能感受到不亚于专业健身房的居家健身的新世界！ 

ABOUT THE AUTHOR 

Tasawwuf 

为稍微喜爱运动的人士们信任的人气部落客。自 2006 年开始经营至今的部落格，每天

有将近 1万次的观览人次，于 2009年成为人气部落客。 

不是运动选手，也不是专业的教练。但从大学时期的划船开始，中间还尝试过健身、

游泳、马拉松、拳击等运动，一路走来成为了业余性的社会运动人士。除了喜爱实际

运动外，也喜欢运动相关理论，20多年来深入研究。碍于只要有疑问就想打破砂锅问

到底的个性，难以找到的海外论文或期刊都在不曾逃出他的魔爪。详细的信息收集能

力与痛快解开困惑的才智，让他比任何人都容易将运动生理学与营养学的艰深专业用

语或复杂的内容用愉快有趣的文字阐述。 

现为运动新闻记者兼作家，为网络上或媒体报导上散布的错误运动减重信息或商业性

的错误讯息，提供正确的信息。每天早上跑步，一周进行四天以上的健身训练，维持

每天运动与写作的习惯。自嘲地说「或许因为运动中毒加上写作中毒，才让他弄巧成

拙变成成功的部落客」。作为兴趣，以「Tasawwuf」的笔名在网络上连载着小说作

品。着有『健身定式 – 理论篇』与『减复位式 – 肌肉运动篇』。 

CONTENTS/IMAGE 

前言 人们开始喜欢在个人空间运动 

居家健身心态 

01 居家健身？咬紧牙根开始吧 

02 成功居家健身的人，(依旧)做不到的人 

居家健身容易失败的人 / 成功居家健身的人 

Chapter 01 打造居家健身房 

01 徒手运动 vs 居家健身房的机械运动器具 

徒手运动的特点与局限 / 重量机械运动器具的特点与局限 

02 适合居家运动的条件 

噪音与震动该怎么办？ / 居家健身房须具备的条件全面都使用得到吗？ / 会发出多

少噪音与震动呢？ / 是能够放进家里拿来运动的大小吗？ / 互换性是好的吗？ / 中

古买卖与废弃物处理容易吗？ / 100 倍善用生活用品背包或腰包 / 旅行用旅行箱 / 

牛奶罐，水桶，桶装水 / 空水桶，水壶 / 毛巾，尼龙袜 

03 第一阶段 居家健身房 – 在房间里做简单的徒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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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第二阶段 居家健身房 – 徒手运动 + 基本装备 

单杠 门框单杠 / 单双杠提腿训练架 / 悬吊运动器材 (TRX, 吊环) / 俯卧称栏 & 双

杠 / 弹力带 / 阶梯踏板 / 滑垫 & 滑轮 

05 第三阶段 居家健身房 – 拥有基本重量机械运动器具的居家健身房 

杠铃棒 & 圆盘 / 哑铃 / 壶铃 / 减少噪音与震动的装备 – 高强度橡胶垫 / 在地板

上放置重量物运动时 – 杠铃片垫或吊索架 

06 第四阶段 居家健身房 – 拥有家用架的居家健身房 

家用架 & 分离架 / 握推架 / 箱型架 / 可追加在架上的选项 / 地上作业 / 运动用

长椅 / 重量袋 

07 有氧 & 按摩型机械运动器具 

传统的强度跑步机，在居家健身房？ / 居家健身的强者，固定式脚踏车 / 踏步机 & 

步进马达 / 划桨机 

Chapter 02 开始运动前，先大脑热身 

01 激励运动，了解这些后再开始吧 

肌力与肌肉的大小 / 使用哪个部位的肌肉？ / 什么样的强度？想要拥有力气大的肌

肉 /想要拥有世界强的肌肉 / 想要拥有强力的大块肌 / 套组与回合代表什么意思？ 

/ 热身与回温 / 只动一边 vs 两侧同时运动 

02 肌肉控制身体的方法 

杠杆与矩阵 / 复合性运动、孤立型运动、矩阵运动 / 如何抓住物体？ - 抓法 正握 

/ 反握 / 锤握 

03 肌肉运动一览表 

04 套组运动 

优先做的运动，后做的运动 / 套组运动间的休息时间 / 一个项目该做几组？ / 一个

部位该动到几次？ / 一周内该做几次套组？ 

05 是看看分割运动吧！ 

为居家建身准备的无分割运动 / 为居家建身准备的器具 + 徒手无分割运动 / 二分割

运动 / 

 三分割运动以上 / 一般的训练 vs 循环训练 为肌力运动准备的徒手无分割循环运动 

/ 为肥胖人士准备的减重循环运动 / 为增强体力的中级循环训练 

06 固定的条件下提高运动强度 

并行提高难易度 / 休息时间最少化 / 力量训练 / 特慢式 

07 有氧运动 

LISS有氧运动 / 间歇性训练 长周期间歇性 / 短期间歇 / 塔巴塔式间歇 / 吉巴拉式

间歇 / 布拉德式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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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4 居家健身房  最佳的肌力运动 

01 胸部与肩膀，三头肌 

伏地挺身系列 伏地挺身与卧推的差异 / 依据身体角度调整伏地挺身的运动强度 / 根

据手臂屈伸的角度所运动到的肌肉 / 调整伏地挺身强度的其他方法 

卧推与利用哑铃做的卧推 / 让卧推的效果更显著？ / 使用卧推时的注意事项 / 提高

居家健身房用的卧推难易度 / 没有卧推椅的卧推，地板推 

双杠体撑为什么那么困难？ / 让不可能的双杠体撑变可能 / 双杠体撑，提高难度 / 

为什么双杠体撑那么容易受伤？ / 锻炼三头肌的双杠体撑该怎么做？ / 为什么不建

议一般人将双杠体撑作为主要的胸部运动呢？ 

过头举 使用壶铃还是哑铃？ / 过头举的常见失误 

帕克伏地挺身 帕克伏地挺身的运动力学特点 / 帕克伏地挺身的常见失误 

肩举 在家里怎么做肩举？ / 肩举的运动力学特征 / 肩举的常见失误 

三角肌运动，俯身测举 

三头肌独立运动 

02 背部与二头肌 

引体向上 调整引体向上的强度 / 引体向上为什么会造成肩膀受伤？ / 握棒方式与握

把间隔 / 引体向上的注意事项 

利用体重做仰卧悬垂壁屈伸 调整划船运动的强度 / 不同握法的差异 

利用机械器具的划船 双手划船 / 单手划船 

罗马尼亚硬举 作为背部运动的罗马尼亚硬举 / 双手还是单手？ 

03 大腿与屁股 

深蹲系列 只要遵守三个规则就能得到 80分 / 达到 100 分的深蹲技巧 / 利用机械运

动器具与生活用品的深蹲 / 困难版本的徒手跳跃深蹲 / 单脚深蹲 / 利用包包的深蹲 

/ 倒勾深蹲 / 徒手深蹲的各式变身 蛙式深蹲 / CC 深蹲 

弓箭步系列 追加重量的弓箭步 / 各种版本的弓箭步 前锋弓箭步 / 防守弓箭步 / 滑

垒弓箭步 / 原地弓箭步 / 侧边弓箭步 / 步行弓箭步 / 跳跃弓箭步 

髋关节伸展系列 桥式 / 臀部倒挂 / 驴子踢腿 

早晨体操 

屈小腿 

坐式提踵 

04 核心 

过度伸直系列 超人 / 俯卧眼镜蛇式 

飞翔式与卷腹式系列 一般人也需要飞翔式吗？ / 卷腹式取代飞翔式？ / 飞翔式与卷

腹式的常见失误 / 调整飞翔式与卷腹式的差异 / 训练肋部的方法 

抬腿与反向屈腹 / 卷腹抬腿 

帕克与推出 

哈洛巴迪支撑点 

平板支撑 

05 利用最低限度的家具做有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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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 / 爬楼梯 / 脚踏板运动 / 张腿跳 / 壶铃摆荡 / 保加利亚后旋球 / 剥皮跳 / 

反向伐木式 / 登山式 

Chapter 04 各式各样的居家健身企划 

01 正常体重的上班族与学生的居家健身 

02 肥胖型上班族与学生的减重居家健身 

03 提高体重与肌肉量的居家健身 

04 注重体力与健康管理的居家健身 

零负担的低强度 ~ 中强度，每天动 30~50 分钟 / 高强度快速结束 [方法 1] 室内运动 

/ [方法 2] 运动阶段近在咫尺 / [方法 3] 户外健走与权力奔跑

休息 

智能网络时代的居家健身市场 / 放掉冬天吗？ / 背着杠铃想哭的日子 / 瘦却力气大

的人？ / 擅长比手腕 / 从下到上提起 vs 从上到下放下提起 / 拉绳的方法 / 前臂

与肌肉为什么没有变化？ / 不是深蹲机器，而是 CC 深蹲长椅 



Think the world, Link the world! 

500 

SEIERS DESCRIPTION 

把球放在身上柔一柔、呼吸吐气，结束！ 

简单到令人吃惊，效果却不打折的 Good Ball Home Training！ 

曾在 2004 年于雅典奥运会担任国家代表队医务委员的作者李彤珅，负责管理过李龙大

(羽球金牌得主)、柳承敏(桌球金牌得主)、金秀宁(射箭金牌得主)等世界级选手，是

一位拥有卓越实力的专业物理治疗专家。她以自身的经验及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

开发出对痛症与身材管理有卓越效果的 Good Ball 方法，培育了一千多位 Good Ball

教练。该系列共有三册，读者只要用一颗小球就能解决烦恼的痛症、体态、脸蛋问

题！ 

ABOUT THE AUTHOR 

李彤珅 

Good Ball开发者，「Good Ball 学院」的代表。同时兼任美国卓克索大学临床合作研

究教授，以及乙支大学保健科学院物理治疗学系兼任教授。 

2004年于雅典奥运会担任国家代表队医务委员时，负责管理李龙大(羽球金牌得主)、

柳承敏(桌球金牌得主)、金秀宁(射箭金牌得主)等世界级选手，是一位拥有卓越实力

的专业物理治疗专家。以自身的经验及丰富的临床经验为基础，开发出对痛症与身材

管理有卓越效果的 Good Ball 方法，培育了一千多位 Good Ball教练。现在经营着

Good Ball学院与 Good Ball 工作室，展开积极的活动中。 

Good Ball Home 

Training 痛症 

굿 볼 홈트 통증 

Good Ball Home 

Training 体态 

굿 볼 홈트 몸매 

Good Ball Home 

Training 脸蛋 

굿 볼 홈트 얼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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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Good Ball Home Training 痛症 

굿 볼 홈트 통증 

AUTHOR 
李彤珅 

이동신 

PUBLICATION 2018.05.20 

PAGE 208 

SIZE 225*280*20mm 

GENRE 健康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从肩膀、颈部、腰酸等痛症中获得救赎！ 

30天的基本程序 & 30 种对症下药的解决方案 

老幼妇孺皆适用的安全无副作用运动！ 

坚硬如石头的肩膀、不容易转动的脖子、动不动就浮肿的双脚，就算去看医生也不见

好转？就算去接受专家的治疗也不见起色？试试看 Good Ball 运动如何？靠着一颗小

球，一天只要十分钟，就能帮你从各种痛症中获得解放！就从今天开始解决困扰自己

的痛症问题吧！ 

CONTENTS/IMAGE 

Prologue 

Basic Tools 

Why? 

Intro Basic Exercise 

基本动作 

基本动作的注意事项 

Monthly Basic Program for Pain-free Life 

Act 1 Head & Neck 

头痛 

眼睛酸 

耳鸣 

张嘴时发出喀喀声响 

张嘴时就感到疼痛 

不容易转动头部 

后颈总是很紧绷 

i弓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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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 Shoulders & Arms 

肩膀发出喀喀声，感到疼痛 

神经痛 

肩膀硬的像石块 

手经常浮肿 

拿手机的手疼痛发麻 

经常敲键盘而手指痛 

维持同一个姿势用计算机，一段时间后肩膀无知觉了 

Act 3 Pelvis & Legs 

起床时腰痛 

髋关节发出声响，一点也不滑顺 

因为膝盖痛而无法久坐 

弯腰时疼痛 

后仰时腰部感到吃力疼痛 

双腿容易抽筋 

脚底异常发热或冰冷 

感觉要下雨时膝盖酸疼 

Act 4 Silver 

预防摔伤 

预防与缓和尿失禁 

预防痴呆 

预防与缓和驼背 

预防与缓和前列腺肥大 

膝盖退化性关节炎 

手脚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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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Good Ball Home Training 体态 

굿 볼 홈트 몸매 

AUTHOR 
李彤珅 

이동신 

PUBLICATION 2018.05.20 

PAGE 156 

SIZE 225*280*20mm 

GENRE 健康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No艰苦运动！No痛苦饮食！ 

一颗小球帮你打造美丽身材！ 

30天的基本程序 & 24 种特级解决方案 

挨着饿做着生不如死的运动，却依旧未达到减重效果吗？与其这样做，不如试试看

Good Ball运动吧！只要一颗小球就能帮你打造匀称动人的体态！每天只要 10 分钟就

能看见一个月后的奇迹！ 

CONTENTS/IMAGE 

Prologue 

Basic Tools 

Why? 

Intro Basic Exercise 

基本动作 

基本动作的注意事项 

Monthly Basic Program for Ultimate Body 

Act 1 Bust & Shoulders 

拉提松弛的乳房 

打造匀称美丽的胸部(矫正半边乳房) 

消除不美观的副乳 

消除屹立不摇的背部赘肉 

打造美丽的背部线条 

改善变宽的肩膀与整个上半身 

消除不美观的蝴蝶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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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 2 Waist & Pelvis 

不必运动也能减少腰围 

矫正歪曲的骨盆 

打造从骨盆到腿部的美丽曲线 

伸缩肚子 

彻底消除小腹 

有弹力的苹果臀 

说谎般简单的棒式 1 – 检调腹部赘肉与大腿赘肉 

说谎般简单的棒式 2 – 打造美丽身材 

Act 3 – Legs 

没有浮肿的纤细脚 

不必运动也能减少腿围 

矫正 O型腿/内八 

矫正外八 

打造纤细小腿 

矫正姿势让自己坐姿端正 

打造动人腿部曲线的效果满分的方法 

打造柔软的膝盖关节与髋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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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Good Ball Home Training 脸蛋 

굿 볼 홈트 얼굴 

AUTHOR 
李彤珅 

이동신 

PUBLICATION 2018.05.20 

PAGE 156 

SIZE 225*280*20mm 

GENRE 健康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用一颗小球管理皱纹、修整脸部线条、解决肌肤问题！ 

书中收录了同时满足童颜与美貌两种需求的 30项基本项目与 25 种特别解决方案，只

要身边有一颗小球，不受场合与时间的拘束，时时刻刻都是属于我的脸蛋专门管理空

间！想要拥有漂亮脸蛋却不敢动手术吗？现在就用每天十分钟的时间，等待一个月的

奇迹吧！ 

CONTENTS/IMAGE 

Prologue 

Basic Tools 

Why? 

Intro Basic Exercise 

基本动作 

基本动作的注意事项 

Monthly Basic Program for Your Face 

Act 2 Ultimate Skin 

拉提下垂的肌肤 

给如沙漠般干枯的肌肤注入水分 

桃色养颜 

诱导成为美人的睡眠 

改善经常浮肿、产生角质的嘴唇 

改善黑眼圈 

3分钟的按摩打造上妆好肌 

解决伴随生理而来的肌肤问题 



Think the world, Link the world!
 

510 

Act 2 Perfect Face & Wrinkle 

打造美丽的 V脸曲线(改善四方脸) 

变身茂密秀发 

改善眼周纹路 

缩小颧骨 

改善法令纹 

矫正下八不对称 

改善脖纹 

Act 3 Neck & Shoulders 

打造彷若天鹅般优雅柔和的颈部线条 

美女的象征 – 打造一字锁骨 

不靠手术解决低斜方肌 

简单且效果显著的淋巴按摩 1 – 上半身 

简单且效果显著的淋巴按摩 2 – 骨盆 

Special Solution – 打造美丽体态与肌肤的端正姿势 

打造柔软的手腕关节 

打造柔软的肩关节 

矫正成美丽的颈部线条 

说谎般简单的棒式 1 – 为了美丽肌肤的紧急处方 

说谎般简单的棒式 2 – 打造美丽肩膀与颈部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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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只要了解生理时钟，不管是谁都可以睡个好

觉 

생체시계만 알면 누구나 푹 잘 수 있다 

AUTHOR 李宪正 

이헌정  

PUBLICATION 2021/2/5 

PAGE 256 

SIZE 145*210*16mm 

GENRE 健康兴趣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人为什么要睡觉？ 怎么能睡个好觉？ 

最棒的睡眠医学者对睡眠的理解和最强睡眠技术 

最近，出现睡眠障碍患者人数迅速增加。据悉，成年人中约有 10%患有慢性失眠症，包

括患有间歇性失眠症的人在内，有 25%的成年人患有慢性失眠症。睡眠不足不仅会降低

免疫功能，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肥胖以及忧郁症、躁郁症等神经精

神疾病的危险。 

在睡觉期间，我们的身体虽然看起来停止了活动，处于休息状态，但是大脑在睡觉期

间也活跃地运转，白天期间因新陈代谢受损的细胞也会得到恢复。在此过程中，可以

增进免疫功能、调节代谢过程、储存记忆、消除大脑中累积的废物。特别是睡眠对精

神机能的影响很大，很多精神疾病与睡眠不足有很深的关系。睡眠与我们的身体和精

神息息相关，但还有很多地方被蒙上了一层面纱。 

地球上的大部分生物都有根据地球自转一天为周期制定生活规律的「日周期生理时

钟」。生理时钟如睡眠、荷尔蒙、心率、血压等，根据一定周期以反复的规律运转，

这种生理时钟坏了会打乱睡眠规律。睡眠医学的权威作者向因睡眠节奏被打破而感到

疲惫的人介绍了能够回收出故障的生理时钟的最准确的方法。让我们再用这本书仲介

绍的简单习惯来回顾一下生理时钟的指标吧! 

睡眠精神医学权威所描述的睡眠技巧 

作者是世界上首次证明只要纠正生理节律，就能恢复忧郁症和躁症的睡眠精神医学界

权威人士。通过对睡眠医学的科学研究和多年的治疗经验，作者为患有失眠的人提供

了多种处方和建议。不仅对慢性失眠症，还会对鼻骨和睡眠无呼吸症、下肢不安综合

症、睡眠障碍等带来睡眠障碍的各种症状进行说明，还对最佳卧室温度、照明等使人

熟睡的条件进行讲解。另外，还将揭露 ASMR、咖啡因、酒精、夜宵等妨碍睡眠的具体

根据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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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种疾病中保护我的健康生活的开始，睡眠 

睡眠的奥秘还没有完全揭开，但据说睡眠在控制感情方面具有很强的治愈力。特别是

与精神疾病有相当的关连，因此在精神疾病的产生和治疗方面，睡眠发挥着比什么都

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睡眠与所有身体健康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睡觉期间，体内

的废物会流失、免疫功能得到加强、代谢过程也得到调整等，这些都要通过睡眠恢

复。因此，睡眠不足包括神经精神疾病在内，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癌症等的危险性。虽然人们对睡眠的重要性的认识在逐渐提高，但对于我们的身体并

没有正确的理解，认为「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睡觉就可以」的错误认识会导致睡懒觉、

周末聚在一起睡觉、长期服用安眠药等，也会打破睡眠规律。 

我体内有时钟，让自己自动入睡的方法「一周期生理时钟」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人们发现了维持白天活动的夜间睡眠生理时钟「日周期生理时

钟」。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类细胞中存在将身体功能像时钟的齿轮一样以 24小时为周

期启动的「日周期生理时钟」基因。这些基因相互交互作用，使我们的身体以 24小时

为周期，形成生物节律。如果我们想每天都睡安稳觉，就要随着日周期的节奏移动才

能有规律地入睡。早晨起床接受阳光的照射，在我身体的生理时钟开关上打开「On」

就等于按下了在晚上睡觉的「预约」键。如果根据日周期的生理节奏配合我们的日常

生活节奏，不但可以恢复幸福的睡眠，还可以保护身体和心理的健康。 

如果睡眠不足，我们就表示自己背负着「睡眠账(sleep debt)」。如同金钱负债累累

会导致破产一样，如果负债累累，最终会引发健康上的各种问题。由于全球性大流行

病，很多人都克制外出，长时间在家里生活，因此得了疫情抑郁症。在比任何时候都

容易打破生理时钟的当今，睡眠精神医学最高权威的作者向我们展示了纠正出现故障

的身体生理时钟的简单但非常重要的「技术」。 

ABOUT THE AUTHOR 

李宪正 

精神健康医学科的专家，也是韩国国内最好的睡眠专家。从高丽大学医学院毕业后，

在同大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目前他是高丽大学安岩医院睡眠中心负责人，也是精神健

康医学科教授。知道睡眠对精神健康非常重要，特别是控制感情方面有很强的治愈力

之后，在精神医学中，他重点研究了睡眠医学和抑郁-躁症，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作为访问学者研究了睡眠医学和抑郁症。他每天与日周期生理节律失衡引起失眠、抑

郁、躁症等问题的患者见面，并忠告说，只有了解体内的生理节律的秘密，才能中止

安眠药，恢复调节睡眠和感情的根本生理节律。 

担任大韩睡眠医学会理事长、高丽大学时间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世界朝郁病学会韩国

支会会长、国际学术杂志《Chronobiology in Medicine》编辑委员长。通过《朝鲜日

报》连载评论《李宪正教授的睡眠技巧》，向因睡眠问题而苦恼的许多人提供了有益

的信息。作者通过这本书介绍了对睡眠的科学理解和睡眠障碍治疗方法，并为不需要

安眠药的最佳睡眠习惯，提供了各种建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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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如何摆脱失眠？如何提高睡眠质量？ 

一本最佳的睡眠指南！ 

睡眠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生理现象，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睡眠是所有健康的基

本，也是人生的三分之一。高质量的睡眠与高质量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失眠症对

正常生活造成致命的打击。本书传达了对睡眠的正确信息和对治疗失眠症的多方面见

解，不仅是对失眠的人，对想要更深度、更充分、更健康的人提供实用说明的信息。

对发现适合自己的睡眠模式、实现深度睡眠的详细内容好奇的人，作为定制指南，提

出睡眠需要做的和要避免的，以及睡眠技术(sleep tech)，引导读者进入睡眠世界。 

如果想知道失眠症的治疗方法认知行为治疗和肯定心理、安全的安眠药使用方法和中

断方法、打鼾和睡眠呼吸的方法、引起睡眠障碍的神经/精神疾病、对睡眠重要的体

温、湿度等强力推荐的枕头等床上用品及其用途、让人睡个好觉的特别床垫，请翻阅

这本书吧！睡眠需要考虑了这么多因素吗？看著书中的内容对不知道的信息会频频点

头。让我们通过最佳睡眠环境营造方法，享受最佳的生活质量吧。 

通过以对睡眠的各种常识为基础，克服睡眠障碍，更好地入睡的总署，不仅能成功睡

眠，还能成功引导日常生活。因为幸福的睡眠创造幸福的日常是正论。以科学整理的

睡眠方法、寻找失眠原因的方法和远离错误的解决方法，为了得到睡眠所需的实质性

说明而整理的详细内容参考本书的话，永远的「摆脱失眠」并不是梦想。本书将成为

包括饱受失眠之苦的人在内的所有希望通过舒适的睡眠来维持充满活力的日常生活的

读者的最佳睡眠指南。 

推荐言 

「我们国家是睡眠负债很大的国家。韩国是把睡得多的人视为懒人的社会，而且在 24

小时激烈的竞争时代，以在疲劳和压力中忍耐为美德的国家，在 OECD 国家中睡眠时间

最低。但是，随着最近全球睡眠产业不断壮大，“Sleeponomics”、

“Sleep+Economics”和“睡眠科技”这两个新词层出不穷，市场飞速增长，因此，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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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技术在生活质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能和过去相比，非常重要。卢东勋院长的《打

鼾的丈夫，失眠妻子》的出版将带领我们快速地接触和理解关于睡眠的正确信息不仅

对维持幸福睡眠生活有很大帮助，还积极推荐健康和竞争力兼顾的幸运机会。」 

- 韩国睡眠产业协会会长林荣贤

「我因 20多岁分娩后发生的皮肤疾病和无力感，远红外线治疗、石蜡治疗、松叶桑拿

等治疗方法都试过了，但是身体持续变弱，甚至很难走一个公交站的距离。丈夫为我

做了有温热功能的石垫子，流着汗睡了 6个月。沉重的身体变得轻盈，疼痛也消失，

血液循环也很顺畅。此后，丈夫为像我这样失眠和因健康问题受苦的人制作了长寿石

床，并普及开来。五颗星长寿石床以现代方式重新诠释了传统的火炕技术，提供了有

益于健康的远红外线，并结合了最新的 IT技术。长寿石床将韩国优秀的火炕文化出口

到海外。熟睡是人生的一大祝福，使用了长寿石床之后才明白。卢东勋院长的书会拓

宽对失眠症的理解，带领您进入熟睡的道路。」 

- 长寿石床副会长张顺玉

ABOUT THE AUTHOR 

卢东勋 

创作《打鼾的丈夫，失眠的妻子》的卢东勋卢东勋经营着康乃馨疗养医院，并担任疗

养医院协会京畿北部会长及疗养医院宣传委员长。 

卢东勋通过处女作《数码医疗保健战争》强调，在技术剧变的时期，医疗环境也要发

生变化。他主张，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如果大韩民国的医疗

不能同步变化，就会与海外医疗拉开差距。就像旧韩末因不接受西欧的先进文明而沦

为殖民地的朝鲜一样。 

卢东勋以第二本书《打鼾的丈夫，失眠的妻子》回归。为了健康和幸福的生活，必需

的睡眠。在新型冠状病毒度过艰难时期的最近，抱着忧郁的心情和不眠永远在一起的

想法，找到了解决不眠的方法。以在疗养医院治疗失眠患者的经验为基础，策划了这

本书。 

写失眠书的过程中了解到睡眠产业比想象的要大，以后的睡眠市场也会更大。所以拜

访了睡眠产业的会长，以及书中提到的很多睡眠产品公司。这让我们惊讶的是，除了

睡眠所需的寝具和床、床垫、枕头之外，还有多种睡眠产品。 

睡好觉才是幸福。你可以开始一个充满活力的一天，在工作和学校里与周围的人和睦

相处。业务和学业成果也会得到提高。睡不着觉的话，头会很沉，容易对周围的人发

脾气，成绩也会降低。选择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 

希望通过《打鼾的丈夫，失眠的妻子》帮助读者了解睡眠和失眠，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睡眠模式和克服失眠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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조금씩 천천히 자연식물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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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20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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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150*210*26mm 

GENRE 健康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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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DESCRIPTION 

「职业环境医学专家李伊哲的自然植物饮食生活」 

和伤害身体的饮食习惯安全离别的最强饮食方法 - 自然植物饮食！ 

这本书以医学、科学事实为基础，介绍了什么是自然植物饮食，为什么要进行自然植

物饮食，并进一步介绍了不被所谓的专家或利益集团所欺骗，使个人和社会、地球生

态界的健康全部成为可能的自然植物饮食食谱的力量。 

作者是职业环境医学、生活习惯医学专家，与 20多岁到 60多岁与不同年龄层的人交

流。如同普通医生一样，作者也进行了治疗和处方的健康咨询。但是对症状的药方处

方次数只是增加，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对此笔者开始产生怀疑。在接触有关自

然植物饮食的纪录片后，亲身体验了其效果，并开始成为「学习自然植物饮食的医

生」。 

让我身体健康的自然植物饮食的秘密 - 「吃了之后瘦了！」 

作者说，首先应纠对正自然植物饮食这个名称的误解。虽然自然植物饮食听起来应该

只能吃草，但在对健康没有太大影响、符合各自所处的环境的前提下，尽量排除肉、

鱼、鸡蛋、牛奶等动物性食品并养成少用食用油或糖的习惯，才是真正的自然植物饮

食。 

现代人经常出现腹痛、便秘、痔疮等令人厌烦、烦躁的症状，而且 50年前还比较少见

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疾病像感冒一样频繁发生，一直被视为老龄层专有物

的各种癌症、脑血管疾病等的发生年龄正在低龄化。作者把这些不健康原因归结为

「饮食习惯」。从韩国开始的、在全世界流行的「吃播」等每个电视台必有的料理、

美食介绍节目就可以看出韩国人对食物的关心程度，同时他们也很关心对和食物不可

分割的健康。各种媒体在积极推介的同时，争先恐后地介绍「健康的」食物，低碳高

地、酮醇、地中海式食谱等各种饮食方法加上一些医学信息进行传播开来。这本书的

作者说，很多人相信并追随的各种健康信息不过是毫无根据的迷信。令人遗憾的是，

医生、教授、教练等所谓专家集团以利害关系为基础流行的错误信息被大众无批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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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特别是，作者对要想塑造苗条健康的身体，就要多吃优质的动物性蛋白质和健

康的脂肪，并切断米饭、面粉等碳水化合物的现状表示担忧。 

那么，作者所说的为了塑造一辈子苗条健康身体的「蒸」的健康食谱是什么呢?作者表

示，无论是从以人体营养生理为基础的医学、科学根据，还是从克服气候危机、保护

动物等伦理、哲学观点看，自然植物饮食谱都是我们应追求的最佳饮食法。简单地

说，自然植物饮食品指的是只吃没有经过加工的天然状态的植物性食品。在强调「自

然状态」的植物性食品摄取这一点上，自然植物饮食与素食不同。进行素食的很多人

都将素食误认为只要不吃动物性食品就可以了，并且以「虽然是植物性食品，但是对

身体有害的糖过度宽容」或「补充不足的动物性蛋白质」为由，过多地摄取豆腐、大

豆等食品。如果长时间保持这样加工的植物性食品或不均衡的食谱，当然会有害健

康。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方法和知识的错误，只经历过素食结果的人们，如果排除动物

性食品的话，也许对动物保护有好处，但是真正对人类来说是非常不足的，因此为了

健康，相信肉、牛奶、鸡蛋等优质的动物性食品是必须要摄取的。 

这本书从营养生理和慢性疾病的观点，一一揭露了一直以来我们随意、盲目信任的动

物性食品的实体。另外，还告诉人们如何排除这些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动物性食品，如

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然植物饮食的具体方法。不仅如此，医生还用自己的视角准确

地指出了最近流行的健康相关话题，为对过剩的医学信息感到混乱的人们提供了有用

的信息。 

拯救陷入蛋白质和营养素泥潭的现代人！ 

「要想增加肌肉，就要充分摄取肉、鸡蛋等高质量的蛋白质、想要强化免疫力，就要

坚持服用欧米伽 3和乳酸菌」之类的话大概听过一次。最近，即使不是专业运动员，

日常生活中也会进行鸡胸肉、煮鸡蛋、蛋白质奶昔等彻底计算好的「食谱」。随着年

龄的增长，被当作是食品的各种健康食品、营养剂的消费也扩大到 20~30多岁的年轻

人。随着这一代人对健康和减肥的关心，在各种媒体和 SNS上，在没有医学根据的情

况下或扩大解释部分事实。健康生活的核心是培养肌肉和免疫力，而这只有吃到含有

优质动物性蛋白质和特定成分的营养剂才能实现。这本书的作者列举了觉有权威性的

医学根据和客观研究结果，警告这种偏爱动物性蛋白质和过分执着于营养剂会造成多

么严重的营养不均衡，会恶化血糖、血压、胆固醇等人体重要的各种数值。另外，如

果把由健康的碳水化合物、植物性蛋白质、未加工的脂肪组成的自然植物饮食谱生活

化的话，即使不辛苦减肥，我们的身体也会自动恢复健康和苗条。 

本书推荐给所有的现代人，特别是留意健康、寻求健康饮食的读者。本书将能导正读

者们对健康饮食的观念，透过了解并实践后，相信读者们除了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外也

能拥有健康的体态！ 

ABOUT THE AUTHOR 

李伊哲 

职业环境医学专家，生活习惯医学专家。目前，他任职医院的职业环境医学中心担任

主任。 同时，他还担任 vegaactor（vegedoctor.org）事务局长、大韩生活习惯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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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院副院长，还兼任茶医科大学综合医学研究生院教授，教授"生活习惯医学"。曾

合着了《Begining》、《素食就是答案》等，翻译了《你生病的理由》，还承担了

《吃什么》及与自然植物相关的多种图书的翻译。最近，为了健康、气候危机、与动

物共存，需要转换成自然植物的事实正在努力宣传。关自然植物的各种信息和经验，

可以在"李伊哲自然植物(www.koreawfpb.org)"的网页上进行查询。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548652 

CONTENTS/IMAGE 

推荐语 

序言 

Part 1 为什么是自然植物饮食? 

chapter 1 改变韩国人的健康状态 

01 流行病的转换 / 02 肥胖、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脑心血管疾病、癌症 / 03 

炎症生长疾病 / 04 渐渐变年轻的初经 / 05 性早熟症和各种生殖器疾病 

chapter 2 韩国人饮食习惯的变化 

01 碳水化合物很冤枉 / 02 面粉很冤枉 / 03 植物油和畜产的纽带 / 04 牛奶能拯救

骨头吗？ / 05等绿色鱼真的对健康有益吗？ /06 光靠多吃蔬菜和水果是不够的。 

Part 2 慢性疾病的一切 

chapter3 有助于了解的营养生理基础 

01 碳水化合物 / 02 蛋白质 / 03 脂肪 / 04 消化生理 

chapter 4 公共之敌，胰岛素抵抗性 

01 胰岛素作用 / 02 胰岛素抵抗性是？ /03 胰岛素抵抗性的主要原因 1.动物性蛋白

质 / 04 胰岛素抵抗性的主要原因 2.脂肪 

01 只喝水也会变胖？ /02 胆固醇增加的原因 / 03 血压高啊 想要健康地调节血糖

/05年韩国人死亡原因 1位，癌症/06 年第三型糖尿病，痴呆/07年常见而痛苦的煎熬

/08贫血和痔疮的关系/09 年反复的炎症/10 避免食困症的方法 

Part 3 实践自然植物饮食 

chapter 6 自然植物饮食食用方法 

01 自然状态植物性食品 / 02高度加工植物性食品 / 03 烹饪和最小加工 / 04 嚼碎/ 

05 喝水、喝汤、喝饮料、吃水果的最佳时间 / 06 适合自己的吃饭次数和时间 

chapter 7 逛街和外出就餐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548652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548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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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阅读营养成分表的方法 / 02 加工食品选择标准 / 03 在餐厅点餐 / 04 餐饮推荐

菜单 / 05 提前点机内餐 

Part 4 围绕着自然植物饮食的各种担忧 

chapter 8 为了健康成长 

01 大个子和快速成长引发癌症/02 生长图表的理解/03 健康成长和危险成长/04 被环

境荷尔蒙污染的母乳/05 产妇和胎儿全部排毒妊娠/06 各年龄阶段的自然植物式注意

事项 

chapter9 营养素的沼泽 

01 钙悖论 / 02 强健骨骼的蔬菜和水果 / 03 围绕维生素 B12 的争论 / 04 欧米茄 3 

钓鱼 / 05 太阳礼物，维生素 D / 06 对于维生素 C的误解 / 07 不需要补充剂 /08 

过滤蒙古大夫 

Part 5 可持续的生活 

chapter 10 可持续健康 

01 食物不是全部 / 02 对生活的态度决定健康 / 03 运动和睡眠 

chapter 11 可持续的食物 

01 肉食和气候危机 / 02 工厂式畜产消失 GMO 才会消失 / 03 家畜的粪便会污染土壤

和水 / 04 引发超级细菌的家畜抗生素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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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家庭免疫革命 

가정 면역 혁명 

AUTHOR 尹京惠 

윤경혜 

PUBLICATION 2021/03/15 

PAGE 288 

SIZE 148*210*17mm 

GENRE 健康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家常饭是爱」 

疫情时代下家庭的健康指南！一起提高免疫力！ 

这是一本经历 5次流产经验后切身感受到健康在人生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的 40多岁

主妇的家常饭奋斗记！《家庭免疫革命》以「健康的家常饭」为概念，成立了家庭饮

食研究所，讲述活跃在部落格和 YouTube上的饮食顾问加强免疫力的故事。这本书从

清除健康的第一步，毒素的解读开始，将饮食、食物的营养、免疫力的强化秘诀传达

给作者，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非常轻松地负责自己的健康，甚至家人的健康。 

在网络小区上经营「梅执事」节目，《每天的家常饭就是爱》的作者原先不是热爱

「厨房」的主妇。起初，她一直认为饮食行为是无用的事情，浪费时间。但为了好好

抚养经历 5次流产后得到的女儿，她开始关注各种与「下厨」有关的事情，这成为了

她新生活的开始。确实，世界会像所知那样成长。对于作者来说，珍贵的女儿是为了

唤醒健康的生活，为了告诉食物的重要性而送来的礼物。这本书是完整地记录了作者

成长故事的一部人生逆转电视剧。 

从成为饮食顾问开始，作者通过与众多咨询者的接触，认识到所有疾病的根源在于错

误的饮食习惯。作者通过自己的个人媒体，自称是「宣传家庭免疫并帮助实施的革命

家」。健康的饮食习惯最重要的是「不吃不该吃的东西」，那么不应该吃的东西是什

么呢? 

这本书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最迫切的、疫情时代国民健康指南书。书中装满了这样逆转

作者人生的各种配方，希望所有家庭都能以正确的家常便饭实现免疫力的强化！ 

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KEUAj4dxZQ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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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京惠 

家庭食品研究所代表。食品顾问讲师，正以点评《enjactta减肥》的方式进行活动。

虽然她自负健康地长大，但婚后经历了 5次习惯性流产。在身心疲惫的时候再次降临

的孩子，奇迹般地在 36周内生下了 2.23公斤的女儿。为了让这个出生得矮小的孩子

健康成长，有过一段苦恼的时间。开始研究健康类书籍和育儿类书籍，学习提高免疫

力的食物和真正有利于健康的食物。通过学习饮食顾问，才认识到以前我们家吃的食

物是美丽的垃圾。此后，她吃空装满假食品的冰箱，开始准备提高免疫力的“健康家

常饭”。依靠正确的家常饭可以治疗子宫疾病，不知道原因的孩子高烧得到了治疗。

目前，正在家庭食品研究所频道上介绍好的食品材料、低储量烹调方法和治愈食品。 

CONTENTS/IMAGE 

序言  提高免疫力不是药而是食物 

Part 1. 我不想再生病 

01 神都抛弃的我的子宫，又被流产 

02 因无力感而崩溃的饮食习惯 

03 原来我，丈夫，女儿都是病人 

04 我家里是化验室 

05 为了女儿开始改变 

06 成为食品顾问 

07 邻居生病的妈妈，生病的孩子 

Part 2. 降低免疫力的真实身份 

01 免疫力下降的真面目 

02 呼吸都会产生的活性氧 

03 西方化的饮食习惯和不规律的饮食习惯 

04 食品添加剂加工食品 

05 烹饪工具的重金属 

06 成为日常的微尘 

07 压力是万病之源 

08 睡眠和运动不足 

Part 3. 免疫力从家庭食物开始 

01 用健康的饮食保护我孩子的免疫力 

02 孩子饮食习惯越快越好 

03 养育无病无灾的孩子的食谱 

04 提高母乳品质 

05 咀嚼后得到的免疫力 

06 体温温热才能保持免疫力 

07 打造能吃的孩子的 4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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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排出体内毒素的饮食习惯 

01 不要无视毒素发出的信号 

02 不知不觉进入的外毒素，体内生成的内毒素 

03 错误的烹饪方法制造的毒素 

04 解毒的器官--肝 

05 毒素堆积引起的疾病 

06 健康检查中观察的毒素检查法 

07 排出体内毒素的方法 

08 帮助排毒的饮食方法 

09 毒素排出后的变化 

Part 5. 真正的食物 VS 假食物 改变饮食模式 

01 真正的家常饭 VS 假家常饭 

02 现在马上把冰箱空出来 

03 饭也有品味 

04 减少蔬菜营养损失的水份烹饪法 

05 新鲜蔬菜水果，应季食物是补药 

06 提高吸收率的烹饪方法 

07 一定要吃营养剂吗？ 

Part 6.家庭食物研究所的免疫力配方 

01 保持免疫力的治愈果昔 

02 强化骨骼的凯尔果昔 

03 恢复肝脏的甜菜果昔 

04 营养丰富的高蛋白甜菜果昔 

05 免疫力的最高峰，启动细胞的希波克拉底汤 

06 保持免疫力的家常饭食谱 

07 健康的早餐配方 

08 克服难孕，不孕的食谱 

09 为忙碌的双职工夫妇准备的食谱 

10 利用冷波的食谱 

11 最强减肥食谱 

12 帮助解毒的配方 

Part 7. 挽救我的家常饭项目 

01 每天爱家常饭的方法 

02 在厨房里度过的时光拯救了家人 

03 与病房 1小时互换的厨房游戏 1小时 

04 "每天家常饭都是爱" 

05 免疫力家常饭 Q&A 

06 10年后也不会后悔的家常饭食谱的 5条规则 

梅执事 项目体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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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真正的家常饭的时间，我得到的是健康，还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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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我的身体日记 

내 몸 일기 

AUTHOR 金圭南 

김규남  

PUBLICATION 2021/8/13 

PAGE 152 

SIZE 128*180*13mm 

GENRE 健康减肥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记录我今天的身体！」 

带领 1000 名学生在 14 年的时间里 

从食谱到运动、生活习惯，改变我生活的方法！ 

在线家庭训练第一服务 Quat 的家庭训练内容总监兼健身讲师的作者出版了过去 14 年

间带领 1000 多名学员成功减肥的《我的身体日记》。以 14年的研究和经验为基础，

只选取了将减肥引向成功的日常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生活习惯等精髓信息。另外，

读者可以在 90天里观察自己的身体，记录自己的变化，自然地掌握自己健康的身体习

惯的方法。 

我们所具有的遗传、生物学特性是只有自己所特有的。所以对有些人来说成功的减肥

方法可能对我来说可能不合适，效果甚微！如果决心改变自己的身体和人生，首先要

了解自己。为了了解自己，要记录「今天的我和我的身体」，检查自己的习惯和身体

状态，专注于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 

这本书将 90天分为 5个步骤，阶段性地制定目标，让人感受到成就感。Step1，专注

于身体；Step2，发现未知的自己；Step3，开始寻找合适的减肥方法；Step4，养成让

我的身体健康的习惯；Step5，跟着和新的我相遇的过程走下去。仅通过「记录、回

顾、实践我今天的身体」就会遇见「比昨天更好的我」！ 

在《我的身体日记》中，每个记录阶段都有相应的激励语句，不会让读者感到疲倦或

者放弃。而且每完成一个步骤之后，都会有回顾过去过程的页面，所以可以确定需要

补充哪些内容，需要注意哪些内容。书的最后还有能确认在 90天里如何实践运动习惯

和饮食习惯的网页，所以中期检查也可以轻松。吃的东西、活动、运动，还有身体的

状态等，慢慢记录下来的话，就会知道自己的身体喜欢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和生活

习惯。这样掌握的自己的身体好习惯，把适合我身体的减肥方法作为第二天目标，至

少反复 3个月的话，就会发现不知不觉间减肥就成了我身体的习惯！只要记录下来，

我的身体和人生就会发生改变，这是一次惊人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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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决心打造在镜子前更加自信的我，比现在更轻松更帅气的我，那么就用《我的身

体日记》每天只记录 10分钟的「今天的我的身体」吧！让我们记录一下睡眠时间，今

天的状态，今天要为健康的身体习惯做些什么，在睡前实际实践了什么。 

ABOUT THE AUTHOR 

金圭南 

韩国体育大学体育学硕士健康管理专业。 

健身内容总监、健身教练。 

14年来，通过饮食管理、个人训练、网上家庭训练项目，与 3000多名学员见面。通过

积累对运动和减肥的积极经验，把重点放在可持续的健康管理上。通过这种方式，

1000多名学员不仅减肥，还成功养成运动的习惯。目前，他正以该技术为基础，作为

教育健身领域指导者的讲师、在线家庭训练第一服务 Quat 的家庭训练内容总监进行活

动。 这本书以活动期间获得的减肥技巧和减肥哲学为基础，介绍了养成健康身体习惯

所必需的信息。 

CONTENTS/IMAGE 

PROLOGUE 

〉 养成越吃越健康的饮食习惯 

〉 养成与厌烦感告别的运动习惯 

〉 健康是必需幸福是附加价值，塑造塑造人生的生活习惯 

〉 养成 30 年变化的心理习惯 

〉 我的身体日记使用说明书 

〉 我的身体日记，这样使用 

Step 1. 现在是照顾自己的时间_1~10 日 

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照顾好自己，现在请把视线转向自己。冷静地记录下自己的一

天。 开始一段旅程，去见完全专注于我的时间，比昨天好起来的我，全新的和轻松的

我。 

Habit Check 10日后 

Step 2. 发现未知的自己_11~30日 

你对自己了解多少？认识自己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只要和我的身体日记一起，就能

完成这个旅程。记录下来的话，我也会像魔法一样发现自己之前不知道的样子。 

Habit Check 30日后 

Step 3. 了解适合自己身体的减肥方法的时间_31~4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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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所有人有效的减肥方法。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身体的最佳减肥方法。已经了

解了自己所拥有的食物、运动、生活习惯，现在可以找到只属于自己的减肥方法了。

让我们体验一下了解答案的激动旅程吧。 

Habit Check 45日后 

Step 4. 习惯减肥的时间_46~75 天 

现在是开始培养真正负责未来的健康习惯的时候了。为了遇见健康轻松的自己，请体

验一下以减肥开始的努力成为习惯的惊人体验吧。 

Habit Check 75日后 

Step 5. 遇见全新自我的时间_76~90 天 

快完成了！保持迄今为止的习惯，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每天经历惊奇旅程的自己身上

吧。最后会站着健康，轻松，帅气的我。 

Habit Check 90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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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敬畏的大脑 

경이로운 뇌 

AUTHOR 崔城范 

최성범 

PUBLICATION 2021/04/30 

PAGE 272 

SIZE 150*220*20mm 

GENRE 健康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透过贴近日常的事例了解有趣的脑科学故事！ 

每个人之所以表现出各自的特征是因为脑的状态。书中向读者介绍脑的状态有多么重

要，以 脑科学为基础，告诉读者经过什么样的动物学过程构成了现在的大脑以及在这

样的过程中经验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从脑的结构与机能到其作用与结果，作者以具

体的事例说明让读者了解到人生的质量与人类向往的幸福最终取决于大脑的支配。 

大脑在精神与身体机能面向担任最重要的角色，对人生带来直接性的影响。但即便大

脑担任左右我们人生质量的角色，我们却未深切感受到其重要性，因为大脑肉眼既不

可见也无法轻易意识到其担任的角色。本书参照一般人对于大脑的认识，举出与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事例，尽可能说明读者轻松认识大脑。例如，为什么小时候的经

验特别重要、为什么难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或想法、为什么他人做出令人无法理解的言

行举止、无意识在有意识的行为上带来多大的影响、为什么会有 ADHD(注意力不足过动

症)与阅读障碍、为什么男女的视觉会出现差异、若要健康大脑有多么重要等，透过无

数的例子提高读者对大脑的认识与理解。 

本书推荐给对脑科学感兴趣、希望活出更幸福人生的读者，期望透过本书读者们在了

解大脑的伟大后，能够正确管理、善用自己的大脑，引领自己走向幸福大道。 

「有很多特征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个性、性向、价值观、行动与习惯、思考方式、

说话方式、情绪表达的方式、社交性、抑制能力等，这些都与人的大脑相关。只要大

脑正常作用，就能做出正确的言行与举止，因此拥有健康的大脑可以说是幸福与健康

人生的最佳祝福。期望这本书能够说明大众正确认识与建立健康的大脑。」 

- 作者的话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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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城范 

体态矫正器 iSPINE 代表兼三育大学终生教育学院临床图学系教授。延世大学机械工学

系毕业后，前往美国进修，毕业于 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Chiropractic 

College，并取得了相关证照。于韩瑞大学水眼复健福祉学系完成博士课程，并于该大

学的健康管理学系担任兼任教授。着有『给治疗师的临床诊断评价』(第四版，共

译)。 

Doctor of Chiropractic 

Chiropractic Physiotherapy 

国际应用肌神经学(ICAK)认证医师 

Functional Neurology结业 

Duke University Medical Neuroscience 结业 

美国 Bridgeport Optimus Health Care 医院常务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408014 

CONTENTS/IMAGE 

前言 – 敬畏的大脑 / 变成怪物 

chapter 1.为什么儿时经验重要？ 

害怕狗？/ 罗马尼亚孤儿院 / 待在子宫里的经验 

chapter 2.无意识操纵你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 / 无意识的惊人能力 / 想要镇定却镇定不了 / 与无意识谈

判 / 自由意志？ 

chapter 3.人类文明能够形成的秘密: 神经可塑性 

神经可塑性，其伟大 / 变化的大脑 / 再也听不见警示声！/ 经验塑造我 

chapter 4.大脑长什么样子？如何作用？ 

奇迹般的视觉 / 时而相同 / 预言家小脑 

chapter 5.左脑与右脑 

都重要 / 不对称的优点 / 没有精确的必要吧？/ 必须放远看 / 加速器与煞车 / 协

调的美妙 

chapter 6.女性的大脑，男性的大脑 

去狩猎的男性，留在洞穴的女性 / 仁寺洞美味店家的位置？/ 如何释放压力？ 

chapter 7.「我」这个本体的核心，记忆 

记忆消失了，灵魂也跟着消失 / 害怕雷声 / 你确定你的记忆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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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8.理解与我不一样的他人 

每个人的大脑不一样因此我们都不一样 / 想要成为高人气人物 / 只要看到字就头痛 

/ 我了解你的心情 

chapter 9.大脑，有效利用 

集中 / 记忆 / 发表 / 心情管理 

chapter 10.让大脑维持更健康的方法 

头不接收冲击 / 适当的睡眠 / 形成社交关系 / 学习: 学习新事物 / 运动 / 冥想 / 

健康的饮食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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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照明装修，自己动手来！ 

조명 인테리어 셀프 교과서 

AUTHOR 金恩熙 

김은희 

PUBLICATION 2021/07/05 

PAGE 232 

SIZE 172*235*12mm 

GENRE 装潢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照明设计！自己动手来也办得到！ 

种类、亮点、采购、设计！一手包办照明装潢！ 

无论什么事情，只有用轻松简单的方式思考才能长期保有关注力。觉得室内设计很困

难的想法，或许是因为基于能力、财力、服务等原因而找不到理想中的委托处的记忆

也说不定。事实上，只有亲手装修才是室内设计的正解！ 

利用美丽的灯光提高空间格调的方法！ 

只要依样画葫芦就能完成的模拟照明设计！ 

这本书循序渐进地带领读者进入照明设计的世界。在一开始，作者先说明了照明在室

内设计中扮演的角色，让读者们了解到照明的重要性。接着，举出各种拥有杰出照明

设计的空间图培养读者们的照明感性。下一步则开始介绍照明的种类、各种照明的亮

点，如若隐若现的崁灯、开灯不开灯都有韵味的台灯、把屋子变成画廊的轨迹灯等，

进一步指引读者如何挑选适合自己居家空间的照明。同时作者还提供了可以参考及购

入照明的网站，并依照不同坪数提供不同的设计参考，可以说是一本照明室内设计的

宝典！ 

最简单改造空间的方法就是照明。空间应该跟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不断地改变，空间持

续成长，人生的质量也跟着提高。本书推荐给对室内设计、装潢感兴趣的读者。现在

就试着翻开本书，培养各种照明感性吧！相信阖上书页的你也能亲手打造出融合自己

品味与个性的居家氛围！ 

ABOUT THE AUTHOR 

金恩熙 

照明设计师。KCL 照明公司的代表。毕业于仁荷大学建设工学系，在同所大学研究隶属

建筑环境领域的光环境，取得建筑工学的硕士学位。上建筑课时陷进照明的魅力，成

为了建筑与照明一体的照明设计师。



Think the world, Link the world!
 

540 

曾在照明设计公司的设计组工作，参与过仁川大学与德寿宫的夜间游览、新罗酒店迎

宾馆与云端餐厅等各种照明设计。经营着「KCL照明公司」的同时，也担任着南阳州市

都市计划委员会与安阳市公共设计审查委员。于汉城大学附设的设计艺术教育学院，

以及有汉大学的技术产业设计系与室内设计系，教授照明设计。持续不间断地努力打

造建筑与光线美丽融合的空间。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381269 

CONTENTS/IMAGE 

前言 – 改变照明，日常的感性也随之改变 

照明的种类与扮演角色 

自主照明装潢须谨记的四阶段 

从挑选照明的美感培养开始 

仔细观察酒店照明 

跟着新罗酒店一起发展 / 打造饭店形象的照明设计 

靠着照明把家打造成饭店感 

从四角形的客厅灯开始撤换吧 / 玄关与化妆室也不放过 

北欧风的照明装潢 

为什么北欧风在韩国享有人气呢 / 北欧风的设计中照明很重要 / 利用间接照明简单

做出北欧风 / 北欧风照明的代名词「刘易斯波尔森」 

什么样的空间该放什么样的照明 

亲手装潢照明很简单 / 挑选适合自己家的照明 

认识各式各样的照明 

任何地方都不违和的轨道灯 / 打造高级度假村感的吊扇灯 / 装饰墙壁的对象，壁灯 

/ 任何地方都能放置的小夜灯 / 适合极简生活的台灯 / 用过一次就上不了岸的间接

照明 / 带出温暖感的爱迪生灯泡 / 点亮家庭派对氛围的装饰灯 / 室内设计的亮点 

吊灯 / 决定视觉疲劳度的照明方式 / 随心所欲调节的滴灌式照明 

找到适合自己家的照明装潢风格 

一看再看，找到照明风格 / 照明必须亲自实际看过 / 活化家的氛围的光色与亮度 / 

黑暗中也有好的照明装潢 / 反应取向与目的的照明设计 / 我的取向跟家人不一样 

COLUMN – 北欧的夜晚比白天动人的秘密 

亲自设计照明，该从何开始？ 

设计的终结者 照明 

改变屋内气氛的照明更换 / 照明也必须像挑家具搬挑选 / 一定要使用满意的装饰灯 

从小变化开始做起吧 

小小的一盏烛光也能改变整个空间 / 只是改变个灯罩就能变成另一个照明 / 简单利

用更换照明带来改造效果 

为了成功的亲自照明装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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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平面图就能看出照明的位置 / 利用 MD图纸安光照明 

能够挑选适合屋内照明的地方 

寻找照明街 / 透过直购网寻找适合家中的照明 / 不亚于国外产品的国内产品 

观察各式各样的照明设计 

植物装潢的照明设计 / 高级的视觉照明装潢 / 改造空间的吊灯装潢 / 将厨房化身为

咖啡厅的轨道灯装潢 给屋内亮点的餐桌照明装潢 / 打造卧室温馨感的台灯装潢 / 性

价比高的购入照明装潢 / 打造感性的爱迪生灯泡装潢 

为租屋处准备的照明装潢 

易于安装的插头式照明装潢 / 壁灯照明装潢 / 悬吊式餐桌照明装潢 / 营造若隐若现

氛围的落地式装潢 / 房东也羡慕的餐桌照明替换装潢 / 为孩子准备的照明贴纸装潢 

完美的自主照明装潢信息 

影响空间气氛的光色 / 运用少量的照明打扫花俏的家 / 易于调节亮度的实用照明装

潢 / 利用购入的照明颜色改变屋内氛围 / 令人心情愉悦的玄光感应式照明装潢 

COLUMN – 梵谛冈博物馆的天花板很美丽 

依样画葫芦就能完成的亲自照明装潢 

客厅照明装潢跟着做 

客厅照明，该挑哪一种？ / 符合客厅平均高度的照明 / 轻松设置线条灯的方法 轻松

设置吊扇的方法 / 轻松设置枝形吊灯的方法 / 增加空间感的立式照明装潢 / 认识立

式照明用语 / 灯罩改造 / 单一个也能带来效果的活用台灯 / 清潭洞夫人的必须收藏

品「Ingo Maurer」/ 提高艺术感的名牌照明 带来幸福感的客厅照明 

将北欧风照明装潢带到我家的方法 

北欧风照明装潢的特征 / 带入北欧温暖照明感的方法 / 带入北欧温馨照明感的方法 

/ 带入北欧冷酷照明感的方法 / 带入北欧自然亲近照明感的方法 / 带入北欧实用照

明感的方法 

营造出咖啡厅的照明感 

营造咖啡厅照明感的必要事物 / 营造出如咖啡厅般的「照明灯光」 / 营造出如咖啡

厅般温馨的「吊灯」 / 营造出如咖啡厅般抑扬顿挫的「轨迹灯」 / 营造出如咖啡厅

般若隐若现的「崁灯」/ 营造出如咖啡厅般有品味的「壁灯」 

用 IKEA 的照明打造优秀空间 

IKEA照明的特征 / 用 IKEA 照明打造优秀的客厅 / 用 IKEA照明打造优秀的卧室 / 用

IKEA照明打造优秀的孩子房间 / 用 IKEA 照明打造优秀的浴室 / 用 IKEA照明打造优

秀的厨房 / 用 IKEA 照明打造优秀的书房 

值得参考的照明装潢网站 

Pinterest / Google Image / Internidecor / Naver LIVINGHOME 

值得参考的名牌照明公司网站 

Ingo maurer / Flos / Vibia / Louis Poulsen / Artemide 

值得参考的名牌照明直购网站 

Nordic Nest / RoyalDesign 

COLUMN – 照明决定设计的完成度 

模拟亲自装潢照明设计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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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在 84平方公尺内能做的照明设计 

客厅照明设计范例 / 卧室照明设计范例 

模拟在 109~131 平方公尺内能做的照明设计 

客厅照明设计范例 / 卧室照明设计范例 

仿真不同空间功能的照明设计 

客厅照明设计范例 / 卧室照明设计范例 / 书房照明设立范例 / 厨房照明设计范例 / 

浴室照明设计范例 

模拟不同颜色的照明设计 

利用日光色的设计 / 利用株白色的设计 / 利用灯泡颜色的设计 

COLUMN – 单纯改造照明也能变身成所有人羡慕的空间 

结语 – 我的空间，我的日常，都闪闪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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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和植物一起生活 

식물과 같이 살고 있습니다 

AUTHOR 植物管家里皮 

식물 집사 리피 저 

PUBLICATION 2021/6/9 

PAGE 208 

SIZE 140*200*13mm 

GENRE 生活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以更有趣的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 

17万植物管家的主治医生「植物管家里皮」的伴侣植物常识词典 

寻找我喜欢的世界！超越喜欢的对象，积极深入探究传播的人们的故事的《探探》系

列第一本书问世。该系列将分别以植物、YouTube、皮拉提斯、树酯艺术、红酒等各领

域为主题，由专业创作者将介绍世界上所有的兴趣爱好。 

这本书为那些决定与植物一起生活的管家们讲述了一段非常基础但却无人知晓的植物

基础知识和管理方法。以咨询众多初级植物管家们的经验为基础，整理出了实践中可

以使用的信息。我们不仅能了解植物管家们的基本常识，还能知道如何管理植物种

类。 

「做一个植物管家原来这么辛苦啊」 

与你所喜爱的事物共度人生的话，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最近在家里养植物的人很多。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植物视为单纯的道具，而是

一起生活的一部分，是「伴侣植物」。他们被称为「植物管家」。将原本应该在大自

然中适应气候和环境而生的生命放置在家中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浇水、换花盆、施

肥，每次都要让植物们晒太阳。这所有的一切都要在适当的时期进行，并且不能多也

不能少，这样才能和伴侣植物一起生活在家里。《和植物一起生活》为了决定和植物

一起生活的植物管家，讲述了非常基本但却无人知晓的植物知识和管理方法。 

公布 50 种伴侣植物不同难度管理秘诀 

根据植物的特性和良好的生长环境来管理植物，几乎没有人在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开

始栽培植物。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植物不小心被我照顾到死掉了」，并埋怨自己

说「我养不好植物」、「我养植物的话容易死掉」。17万名植物管家的主治医生「植

物管家里皮」表示，和伴侣动物一起工作时应具备的条件和需要事先准备了解的东西

一样，和植物一起工作时也有需要事先准备和应该了解的东西。而且，通过这本书，

不仅要告诉植物管家们基本常识，还告诉他们适合培育植物种类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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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管家特别选定了 50个宠物植物，整理了植物的基础信息和浇水、阳光、温度等适

合植物的管理方法。不仅是单纯的管理方法，还讲述了植物如何生长、具有什么特

性，帮助它们真正理解共同发展的植物。另外，以咨询众多植物管家们的资料为基

础，公开大众最想知道的问题和实践中可以使用的信息。 

资深植物管家讲述的和植物共处的生活 

从将自然的一部分带入人类制造的空间的瞬间开始，就会产生必须要做的事情，但也

会产生可以得到的东西。了解和自己共处的植物的名字和特性，并给它们起名字和进

行管理，学习和自己以外的生命在一起的生活，获得情绪上的安定。这本书讲述了如

何让更多人享受植物带来的快乐的方法，并介绍了最近受到高度关注的室内装饰活用

方法，通过植物帮助打造更加健康、有活力的室内空间。另外，还为在家养植物感到

负担的人介绍了在外部空间感受植物的代表性植物咖啡厅，提供体验植物的机会。 

这本书讲述了喜欢植物的人为了和喜欢的东西一起生活必须了解的基本故事。跟随资

深管家里皮介绍的过程走，就能成为真正能享受植物在日常生活中带来的快乐的植物

管家。 

系列规划 

第一册 植物 (2021.06) 

第二册 YouTube (2021.07) 

第三册 皮拉提斯 (2021.07) 

第四册 树酯艺术 (2021.08) 

第五册 红酒 (2021.10) 

ABOUT THE AUTHOR 

植物管家里皮 

所谓资深植物管家是指韩国国内最大的植物专门 Instagram频道「植物管家」的管理

层。里皮通过特别的内容，简单易懂地介绍多种伴侣植物，基本的植物管理法和深化

管理法等有关植物的信息，通过专业的 1:1 植物咨询治疗了许多初期管家的植物伴

侣，以丰富的咨询经验为基础，研究和共享实际栽培植物的管家们必需的植物管理方

法。 

他还致力于开发利用植物性废弃物的环保微生物化肥，同时还开发了利用咖啡渣的化

肥「COBBY」。其价值得到认可，被选为中小风险企业部创业支持项目肥料领域首个

「TIPS」，「COBBY」已进入全国易买得销售。不仅如此，还通过家庭园艺、植物园地

授课、植物园地施工等，努力扩大植物的活用范围和价值。 

Instagram: @leafy_cosmicgreen 

CONTENTS/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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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gue 作为“植物管家”而活 

Inside 某一天家里有了植物 

[Check List] 我也能当宠物铲屎官吗？ 

[Infographic] 想要把大自然搬进家的想法 

[Glossary] 为了新手管家的神秘植物用语词典 

[Color Chip] 碎花彩色芯片收集伴侣植物花色 

How To 和植物一起生活? 

Part 1. 为培育植物而准备的东西 

我需要一个适合我的房子 花盆 

土和石头取决于周围的环境 

对装备齐全的你来说，园艺工具 

不能光喝水啊 肥料 

太多太少都不行的世界，浇水 

需要一点自然的帮助，阳光和温度 

土不是一土，外土和内土 

Part 2. 植物管家的伴侣植物图鉴 

新手管家人生第一次见面:难度下植物 

龟背竹 | 橄榄树 | 伞花六道木 

孟加拉国国橡胶树 | 阿雷卡椰子 | 石笔虎尾兰 

金钱树|女人草|香港椰子|发财树 

金丝桃|橙子茉莉|墨西哥苏铁 

芹菜 |  南天竺 | 异叶南洋杉 

无花果树|万岁仙人掌 

万年青| 虎刺梅 

[里皮的咨询日记 Before & After] 

"长新叶的时候 晒黑了" 

"树干承受不住叶子的重量被折断了" 

"花盆长霉了" 

需要更多的关心:难度中性植物 

蝙蝠兰|四季橘子|丹麦木槿花 

黄金莲花香蕉 | 龙舌兰 | 圣诞树 

观音莲 | 山茶树 | 变叶木 | 花苹果树 

[里皮的咨询日记 Before & After] 

“叶子上长了暗红色斑点。” 

伴侣植物高手们的选择:难度上的植物 

桉树 | 海金沙 | 威玛（栗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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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迭香|一品红|熏衣草 

羊骨淡草 | 柠檬树 | 水菊 | 玫瑰 

[里皮的咨询日记 Before & After] 

“里面的叶子渐渐干枯” 

Part 3.植物管家地处方 

初级植物管家 Q&A 

资深植物管家地秘诀 

与植物一起的空间， Planterior 

里皮为您更换 植物装饰 Before & After 

寻找绿色的旅行，植物咖啡馆旅行 

[Recommendation] 추천 채널 & 사이트 

Outside 绿色安慰礼物的人们 

[Hashtag] 植物铲屎官的价值 

[Leafy in Number] 从数字上看里皮的历史 

[Interview] 作为植物管家生活的人们  里皮的故事 

[Space] 植物管家的工作空间 

[Recommendation] 推荐频道 &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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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Doming 的世界童话着色书 

도밍의 세계 동화 컬러링북 

AUTHOR Doming 

도밍 저 

PUBLICATION 2019/10/8 

PAGE 72 

SIZE 200*280*7mm 

GENRE 兴趣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Doming 作家「充满个性」的插图与「世界童话」相遇！ 

给所有人的温暖着色书！ 

《Doming的世界童话着色书》中以卡片形式收录了《绿野仙踪》、《白雪公主》、

《小王子》、《阿拉丁与妖术灯》、《匹诺曹》等长期以来受到全世界人喜爱的 30篇

世界童话作为的插图。不仅有充满 Doming作家个性的原著和素描，还有对各童话的简

要介绍和故事梗概，用韩文和英文文字一起进行了介绍。 

长期以来一直表现「内心情感的叙事」的 Doming作家通过作者自己的视线将我们熟知

的世界童话幻想而美丽地表现出来。从《绿野仙踪》到《艾丽斯梦游仙境》，

《Doming世界童话着色书》中收录的 30篇世界童话经过 Doming作家细致的笔触，带

着不同的故事重新诞生。Doming作家长时间思考了「人们期待等待的新着色书」到底

是什么，最终完成了《Doming 的世界童话着色书》。包括在 Naver Grapolio Story 

Pic上连载的《奇妙病症大百科》在内，通过绘制多样的插图而拥有众多狂热爱好者的

Doming作家花费了很长时间创作的着色书。  

你们准备好拿着彩色铅笔进入梦幻世界了吗？ 

用各自的「心中的手」，完成「只属于我的童话」的时间！ 

很多人为了休闲，或是治愈心灵创伤而使用着色书。但是《Doming的世界童话着色

书》并不仅仅停留在单纯的「治愈」上，而是更加关注着色表达「内心的故事」这一

「图画的本质」。如果说像写字一样上色是能表达感情的事情，那么着色已经超越了

单纯的着色，是能表达各自感情的行为。 

本书推荐给所有现代人。不管是按照 doming 作家亲切说明的色彩方法一个个填色也

好，还是和原著的色彩感完全不同，发挥各自的个性来填色也好。通过这样的过程，

各自的世界童话将得以完成，这将成为人生中宝贵的经验。贯穿整个童话的叙事在细

腻而美丽的素描纸上一一上色的话，就会感觉到超越单纯的「治愈」，正在创造「属

于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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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Doming 

这位插图画家找到了在话语的缝隙中消失的心灵创伤。所有人都清楚的感受着生活，

却也说不清是什么感情。他讲述那些「情绪现象」的故事，并描绘它们的心理形态。

希望画作能不断搭话、交谈、触及心灵，给某些人带来某种安慰，对某些人起到宣泄

作用。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80224199 

CONTENTS/IMAGE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80224199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80224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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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复古感性刺绣 

달눈의 레트로 감성 자수 

AUTHOR 卢智慧 

노지혜 

PUBLICATION 2021/03/22 

PAGE 208 

SIZE 10*200*17mm 

GENRE 手工艺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复古感性刺绣的模拟世界 

用月亮眼(作者)的复古刺绣打造的手绘刺绣！ 

本书介绍用亲自画的手绘刺绣制作的月亮眼作家的复古感性刺绣。抽屉深处的盒式磁

带、与老朋友来往的明信片和一张张的圣诞礼物、邮票以及衣柜上花纹图案的毛衣等

日常中面对的琐碎的模拟感性，以温暖轻快色感的复古刺绣盛装。书中详细、亲切地

介绍了完成手绘刺绣所需的扎实的基本功，以及这本书中使用的缝线和制作一个作品

的过程。特别是为了能清楚地知道刺绣的整体形态和部分，详细拍摄的照片在刺绣时

非常有用。 

用复古刺绣制成的可爱小道具 

为使该书介绍的刺绣在日常生活中也能享受到，同时包含了化妆包、装饰品、钥匙

链、布贴、胸针等突显复古魅力的道具制作方法和应用。与图案一起制作的方法与插

图图案一同收录，循序渐进地学习，就能完成可爱的作品。 

「复古使大家对逝去的时间产生了共鸣，并给大家带来了平静的安慰。即使在那个时

代没有生活过，也会产生模糊不清的乡愁，并以熟悉的新感觉向我们走来。何时那珍

贵的回忆，或对从未经历过的时间闪耀着光芒的好奇心，来感受复古的感性吧」 

- 摘自正文

本书推荐给喜爱手工艺、喜爱复古风小物的读者。现在就让我们慢慢地绣上满含回忆

的东西，用刺绣来绣出逝去的时间的温馨吧！ 

ABOUT THE AUTHOR 

卢智慧（月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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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刺绣插画师。用自己画的画作刺绣，制作小饰品。把画的东西移到刺绣上是一

项有趣的工作。选择和自己画的画最相似的颜色的线或组合颜色的过程也是一种小小

的幸福。 

CONTENTS/IMAGE 

序言 

开始刺绣之前 

看这本书的方法/材料和工具/刺绣的基本/这本书中使用的刺绣缝线/刺绣时了解的好

方法 

复古感性刺绣 

复古风针织衫 

袜子 

打字机，缝纫机，电话，台灯 

收录机和盒式磁带 

些个小物件 

摄像机和胶卷 

转盘和 LP 

旱冰鞋，罗利 POP，心形太阳镜，冰淇淋 

复古玻璃杯 

韩服上衣 

复古蛋糕 

复古罐头 

游戏机 

文具店不良食品 

童年 

复古厨房 

老爷车 

炒年糕和蜜胺碗 

像素艺术 

复古主题 

修鼻子针 

钢笔和明信片 

花瓶和一杯茶 

复古感性 

日历和秒数 

书桌 

韩文字体排印术 

英语字体排印术 

电视和螺钿匠人 

复古四季标志

彩色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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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花朵图案 

传统小饰品 

熊娃娃 

花园式摄像机 

制作小饰品的方法 

空格/锁扣/钥匙链/修整毛圈布贴/tip 边框面料/发夹/缎纹布贴/像素艺术胸针/绳袋/

合盖化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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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用刺绣织出动人的童话故事 

케이블루의 두 번째 동화 같은 자수 

이야기 

AUTHOR 金素英 

김소영 

PUBLICATION 2021/04/15 

PAGE 156 

SIZE 190*250*11mm 

GENRE 手工艺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暖心的童话刺绣！ 

这本书是作者自『童话般的法国刺绣』出版后，时隔六年带来更动人的童话刺绣故

事。作者喜爱四季、花朵、动物、与孩子们的心在书中一览无遗，将为身心疲乏的现

代人带来温暖的安慰。 

基本的针法再加上立体针法，能够绣出更生动的作品。能够看到作者亲自绘制的带有

可爱又美丽的图案，是阅读这本书的另一个乐趣。看到拿着花的兔子的出现得知春天

的来临、能够享受春天的派对即将展开、让人想起儿时回忆的四位公主、在五月的某

一天跟着动物朋友们一起做美味的料理、在微风徐徐吹的日子里到森林里散步如何

呢？跑跳玩耍的小羊、刺猬的散步等…，光看每个刺绣主题就彷佛在阅读一本童话故

事。 

本书推荐给所有喜爱手工艺、喜爱玩刺绣的读者。跟著书中作者的亲切指引，每个人

都能绣出一幅动人的童话次绣故事。 

ABOUT THE AUTHOR 

金素英 

刺绣家、木头玩具家、编辑设计等，从事多方面的工作。总是从大自然中得到治愈，

心里总住着童话世界。喜欢用针线勾勒出动人的季节、花朵、动物、以及孩童，享受

用针线表现出美丽场面的时光。原先只是感兴趣而开始用针线替代画画表现美丽插图

的兴趣，变成了她的天职。着有『童话般的法国刺绣』、『法国刺绣生活』、『字母

刺绣』、『四季法国刺绣』、『法国刺绣针法 106』。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918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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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ngDMKdQYM0 

CONTENTS/IMAGE 

前言 

Basic 开始刺绣前 

Basic 01. 刺绣所需的道具与材料 

Basic 02. 刺绣的基础 

Basic 03. 本书使用的基础针法 

Basic 04. 本书使用的立体针法 

作品 

迷你兔 

四位公主 

Let’s Party 

料理的日子 

Baby Diary 

野餐 

春天华尔兹 

林中散步的少女 

少女的房间 

抱着猫咪的少女 

温馨的家 

跑跳玩耍的小羊 

刺绣道具 

大象 

五月的某一天 

万圣节 

刺猬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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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四季野花立体刺绣 

입체 꽃자수 수업 

AUTHOR 李妍希 

이연희 

PUBLICATION 2021/06/17 

PAGE 216 

SIZE 188*254*12mm 

GENRE 手工艺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第一本四季野花立体刺绣书！ 

15种基础针法 & 33种立体花制作 & 12 种配件制作！ 

藉由前作『花刺绣(2014)』与『花刺绣，绣出日常(2016)』引领刺绣市场的李妍希作

者，睽违 5年带来了全新的作品『立体花刺绣』。如果说前作是因为以初学者的角度

提供一五一十的亲切说明而引人关注，那么这次作品的特色在于是国内第一本用立体

刺绣的方式表现四季野花。书中收录了融合作者固有的淡雅清秀感与独特细腻色感的

传统刺绣与西洋刺绣的 15种基础针法，以及 33种野花的立体刺绣介绍。 

本书是第一本用最简单、最专业的方式教学立体花刺绣的图书。介绍的 15种基础针法

任何人都能轻松上手，且透过这 15种针法就能完成书中介绍的所有立体花刺绣作品。

33种野花立体刺绣分有五阶段难易度，读者可依照自己的程度挑选挑战。为了说明读

者一目了然，每个作品皆附有最佳的结构照片。除了有实物大小的色彩图外，还用特

写照与文字说明介绍立体花的组装过程。「刺绣的基础」中收录的 15种基础针法与立

体花刺绣的基础，除了有绘图说明外，也附上了 QRcode 说明读者透过影像做更进一步

的理解。接着第一章至第四章依序以分成四季介绍各个季节的野花立体刺绣方法，最

后第五章则介绍了 12种百搭配件的制作方法，提高了本书的实用性。 

如字面上的意思，立体花刺绣的特色在于以刺绣的方式表现出如真花的新鲜感与立体

感。跟著作者详细又亲切的说明，不自觉手上将生出一束美丽动人的立体刺绣花。本

书推荐给喜爱刺绣、喜欢植物的读者。 

ABOUT THE AUTHOR 

李妍希 

因缘际会下接触到的传统刺绣书籍带领她进入刺绣世界，喜欢花喜欢刺绣的她，七年

多来一直沉浸在野花刺绣的魅力里。没有太多的参考信息只能凭借自学开始刺绣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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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让她用秀手的笔名在网络上努力分享刺绣信息。为刺绣新手准备的亲切说明让她

得到了高人气，现在她经营的秀手工坊进行着各式各样的手工野花刺绣课程。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266302 

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3cD4MfGFII 

CONTENTS/IMAGE 

前言 

本书的使用方法 

Basic – 刺绣的基础 

道具与材料 

15种基本刺绣针法 

立体花刺绣的基础 

Spring – 提醒春天的到来 

连翘 * 

勿忘草 ** 

地前草 ** 

丁香 ***

北附地菜 **

野玫瑰 **

紫花地丁 ***

桃花 ***

棣棠花 ****

Summer – 装饰炽热的夏天 

大马花齿苋 * 

鸭跖草 *** 

桔梗 **** 

绣球花 *** 

一年蓬 **** 

矢车菊 **** 

红百合 ***** 

石竹 ***** 

Autumn – 点缀晴朗的秋天 

春蓼 ** 

九节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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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覆花 *** 

孔雀草 **** 

马兰 ** 

菊芋 *** 

大波斯菊 ** 

蓝盆花 *** 

百日菊 ***** 

Winter – 在一片雪白中绽放 

爬墙虎* 

菟葵 ** 

獐耳细辛 * 

枸骨 ** 

东柏 *** 

南天竺  **** 

福寿草 ** 

Decoration – 12 种百搭配件 

戒指 

发夹 

胸针 

钥匙圈 

书签 

杯盖 

花球 

帽子 

夹子 

花圈 

迷你花束 

圣诞节装饰 

[内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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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一本就能学会的小巧而美丽的花朵刺绣 

한 권으로 배우는 작고 예쁜 꽃자수 

AUTHOR 张美娜 

장미나 

PUBLICATION 2021/7/5 

PAGE 240 

SIZE 188*255*16mm 

GENRE 手工艺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到处都是色彩斑斓的绣花。欢迎来到美娜乐园！」 

人气兴趣课程学员满意度 100% 

世界上最亲切的米兰乐园的绣花课！ 

《一本就能学会的微小而美丽的花朵刺绣》是一本专为第一次接触刺绣却又想绣出漂

亮花朵的人而设计的书。在平面刺绣和立体刺绣中，只挑选可以有用的刺绣细分为

花、叶、茎等，用照片和影像详细说明了整个过程。用一个针法绣出花瓣都能完成的

图案，熟悉了基本功之后，再组合各种针法就可以完成多样的作品了。 

此前，作者在 Instagram和 YouTube 上与众多国内外粉丝进行沟通，从网上课堂开

始，「回馈细致、亲切的讲师」获得了很高的人气。现在该用书来认识作者的所有秘

诀和技巧了。书中还收录了现有刺绣书中未告知的缝线机的应用方法、创作图案绘图

方法、漂亮地绣出色感的方法等，任何人都可以愉快地享受花朵刺绣。 

从基础缝纫到为多彩的刺绣而进行的立体缝纫 

只挑选花朵刺绣必需的 22种针法收录于一册！ 

本书在数百种法国刺绣中选出了最能美丽表现花朵的 22种刺绣。这 22种包括在刺绣

上使用最多的基本刺绣，到珠子刺绣、蝴蝶结刺绣等在喜爱刺绣的人们之间流行的立

体刺绣。每个针脚都可以分为基本型和应用型，每个阶段都可以熟练掌握。为了使线

和针的动作清晰，不仅可以上传照片，还可以登录 QR 码视频，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跟

着学。 

红色的茶花，白色的白车轴草，黄色的油菜花等 

色彩生动的 32种花朵刺绣图案！ 

仔细观察本书中的花，就会看到犹如水彩画在纸上铺开的隐隐色彩。为了更好地体现

自然的色彩，在布上原封不动地添加了刺绣图案，并将线号和彩片一起标记，以便容

易辨认。为了防止刺绣时出现混淆，还将过程照片放大到能看到布洞的程度，并进行

了详细的说明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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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是美丽的小花，想珍藏的刺绣笔记 

这本书把书背用线捆起来装订，没有中间卡住的部分，可以平铺打开书本。书页不会

被翻过去，便于移画图案，即使手握勺子和针，也可以边看书边绣。另外，各种颜色

鲜艳的花刺绣和漂亮的完成照片一览无余，让人心情愉悦。本书不仅是实用性，而且

充满感性，会让人感觉这是我想要拿出来的刺绣笔记本。 

本书推荐给喜爱刺绣的读者。刺绣新手也能轻松上手的针法教学，在亲切的文字与分

解照的说明下，相信每位读者都能绣出漂亮的刺绣！ 

ABOUT THE AUTHOR 

张美娜（美娜乐园） 

在弘益大学美术学院学雕塑专业后，做了 6年的皮鞋设计师。被因为兴趣开始的法国

刺绣而被迷住，现在正作为刺绣作家踏上新的道路。 在 Class 101运营在线课程，讲

授蕴含美丽花朵的作品，并与众多国内外人士沟通。 

YouTube | Mina Land 花朵刺绣 

Instagram| @_minaland_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519418 

CONTENTS/IMAGE 

序言 

阅读本书的方法 

Basic. 与花朵刺绣变亲近的时间 

1 花朵刺绣准备物 

2 准备花朵刺绣 

3 表现花朵刺绣 

Part 1. 慢慢熟悉的时间 

1 制作花朵的针法 

2 制作树叶的针法 

3 制作茎的针法 

装饰花的针法 

5 针法练习 

Part 2. 绣花时间 

1 紫色和蓝色的花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519418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519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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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衣草（应用:熏衣草花环） 

蓝星 

蝴蝶绣球 

克莱马蒂斯 

2 黄色和橙色的花 

向日葵（应用:向日葵图案） 

油菜花 

冰岛罂粟花 

冰岛波罂粟花花瓶 

迎春花 

3粉红色的花 

苹果花 

梅花 

樱花 

小菊 

4 红色的花 

山茶花（应用:卡梅利亚山茶花） 

彩松花 

罂粟花 

康乃馨 

5 白色花 

雪莲花 

白车轴草 

百合 

蜡花 

6 特别的颜色组合 

四种花盆（应用:日亚辛斯花盆） 

秋季花车（应用:春日花车） 

万圣节南瓜 

圣诞花束（应用:圣诞花环，圣诞树） 

附录 | 实物大小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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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手工编织娃娃 

쪼물딱루씨의 손뜨개 인형 

AUTHOR 金允贞 

김윤정  

PUBLICATION 2021/5/10 

PAGE 224 

SIZE 190*240*13mm 

GENRE 手工艺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制作，即使是第一次使用钩针也没关系！ 

和捏捏小姐一起制作的手工编织娃娃，其本身就是乐趣！ 

这本书讲述了第一次做手工编织娃娃的人会好奇以及感觉有难度的手工编织娃娃，承

载了作者希望任何人都能轻松制作针线手工编织娃娃的心意。本书中为大家介绍了即

使第一次用钩针也能完成的超大的水果玩偶、随着实力的提高可以浮起来的动物玩

偶、以及人偶等各种玩偶。即使是同样的木偶，随着线的粗细，完成的木偶的感觉也

会有所不同。因此即使是针线高手，也涌出想要挑战的欲望。从第一次接触手工编织

娃娃的新手，到成为高手为止，本书中通过介绍编制娃娃的过程，详细说明钩针编织

技法，促使读者顺利地掌握技法。同时，还收录了书中所有玩偶的图案，用过程照片

和插图详细介绍在钩针玩偶中可能感到困难的编织过程。 

初学者也可以马上挑战的水果娃娃 & 可爱的手工编织娃娃 

首先介绍的是即使第一次用钩针手工编织也能完成的小小水果玩偶和小可爱水果玩

偶。在第一次制作玩偶的过程中，通过详细的过程照片介绍基本技法，在掌握技法的

同时，还可以感受到玩偶制作完成的喜悦。如果积累了基本功，就可以制作成所有人

都觉得可爱的手工编织娃娃。通过首次制作的娃娃和动物玩偶，熟悉了钩针玩偶的编

织，手工编织实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带着美味零食的夜猫子朋友们，开心的小狗，

愤怒的小猫，悲伤的熊，快乐的猴子，困倦的水獭，发呆的兔子等多种动物玩偶和万

圣节南瓜，圣诞树，雪人，还有微型小花束都可以在你的手中变得活灵活现。 

现在让我们摒弃手工编织娃娃很难、复杂的偏见吧！如果从初级玩偶开始一步一步地

学习制作玩偶，比起觉得很难，更会觉得很有趣。熟悉编织技法后，从最简单的玩偶

开始一个个亲手制作，看到自己制作的手工编织娃娃越来越多，将会感到无比快乐！ 

ABOUT THE AUTHOR 

金允贞（捏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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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的事情，想做的，喜欢的也很多，但是其中最钟爱的是「手工编织」。 从 2010

年开始举办「捏捏小姐手工编织教室」，教授针线手工编织，从 2015 年开始也坚持在

百货商店文化中心讲课，通过参与手工制作作家展、京畿道终身学习在线授课、现代

美术馆展示会咨询等多种活动，向大众传递手工编织的乐趣。 

代表作有《捏捏小姐的手工沙龙》、《捏捏小姐的基础钩针手工编织》、《和捏捏小

姐一起制作属于自己的手工包包》等。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302739 

CONTENTS/IMAGE 

Basics 手工编织的基础 

Tools 工具 

Crochet sign 钩针编织符号 

How to start 开始 

Part 1 第一个玩偶 

小不点水果（苹果、桃子、西洋梨、鳄梨、橘子、柠檬、樱桃、草莓、香蕉） 

小可爱水果（樱桃、苹果、桃子、西洋梨、鳄梨、橘子、柠檬、草莓、香蕉） 

Part 2 玩偶游戏 

少男少女 

阿罗哈蚂蚁和斑猫 

Part 3 小伙伴们 

西梨熊，苹果兔子 

柠檬淤青，鳀鱼喵 

香蕉猴子，樱桃水獭 

Part 4 喜怒哀乐睡梦 

小狗骨头，猫鱼 

小熊肉，摇滚猴香蕉 

水獭 呆兔子 

Part 5庆典 

万圣节 

圣诞节 

Part 6 我手里的小丑玩偶 

我们结婚啦！ 

0岁甜蜜宝贝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302739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1302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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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蜜蜂，马卡龙，冰淇淋，糖果 

2岁去海边吧 

4岁区森林探险 

6岁 Stay at home 

Part7特别玩偶 

Our Hero蝙蝠侠超人 

New-tro内衣男 无业游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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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让人心情变好的今日入浴剂 

기분이 좋아지는 오늘의 입욕제 

AUTHOR 索克艺术 

소크아트 

PUBLICATION 2021/2/19 

PAGE 208 

SIZE 190*250*13mm 

GENRE 兴趣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用我想要的颜色、香味和形状创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入浴剂 

《让人心情变好的今日入浴剂》讲述了韩国国内第 1号入浴剂专业工坊「Soke Art」

代表兼入浴剂专门讲师作者的 37种入浴剂配方和制作从未见过的入浴剂的秘诀。为了

谋求对入浴剂的理解，从入浴剂理论开始一步一步进行，制作出沐浴球、泡泡浴芭、

浴盐、泡沫果汁等多种入浴剂。所有配方从即使没有理论知识也能轻松制作的难度 1

的入浴剂，到完美掌握所有技法后才能制作的难度 5的入浴剂，阶段的区分让读者们

可以选择符合自己水平的作品进行制作。 

温暖地拥抱你的一天的今日入浴剂 

从基础开始慢慢学 

花花绿绿又软又滑的沐浴剂，看起来很可爱，制作起来也很容易，但是真正体验过之

后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了。因为必须有各种原料的化学特性和环境要素等充

分的理论作后盾。在 PART1，首先学习全面的沐浴理论，奠定沐浴的基础。加入浴液的

原料的目的是什么?制作面包和水果时经常使用的烧烤苏打如果用作洗浴剂，就能起到

我们不知道的有趣的作用。像这样，充分学习和理解沐浴剂原料的功能后，能使洗浴

剂更加容易制作，就连初练者也不会失败，能制造出美丽的沐浴剂。 

从爆炸盐浴，泡泡浴芭到泡沫果汁！ 

用健康材料填满的 37种入浴剂配方 

书中包含了每个人在 10分钟内即可完成的简单配方，以及花费大量时间制作的所有设

计方法。所有配方都标明了难度从 1到 5，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进行选择和活用，从初

学者到想要深层学习入浴剂的熟练者，都可以用这本书制作多种入浴剂。在泡泡浴芭

部分，除了圆形的基本泡泡浴芭外，还可以学习星星和圣诞树形状、在沐浴棒上画画

的技法等，为打造更特别的泡泡浴芭的方法和诀窍。揉揉揉揉搓出的泡沫入浴剂可以

自由自在地做出想要的形状。在泡泡浴部分，从在家里容易做的设计方法到用膨胀裂

开的面团打造细致设计的方法，都可进行学习。除了广为人知的泡泡浴芭和沐浴球

外，还介绍了利用矿物质含量丰富的浴盐沐浴球、可享受芳香冲浪的沐浴球等可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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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浴缸也可以使用的多种形态的入浴剂配方，读者们可以选择想要的类型的入浴剂，

按照个人喜好制作。 

喷出碳酸气的浴盆、浴缸里冒出的泡沫，光是想象就让人感到幸福和心情舒畅。通过

偶然的机会接触的入浴剂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幸福感，还会成为恢复一天的疲劳、鼓舞

精神的维他命。现在用自己想要的香气和设计制造充满自己喜好的入浴剂吧！ 

ABOUT THE AUTHOR 

索克艺术 

国内 1号入浴剂工坊 SOAK ART 的 SOAK 是「扑通掉进水里」的意思，指的是入浴剂。

索克艺术有趣的入浴剂故事欢迎所有人了解。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260253 

CONTENTS/IMAGE 

PART 1 入浴剂原料及制造理论 

小苏打和柠檬酸的相遇 

让你的入浴剂成为最好的 4大亮点 - 香味、保湿、色感、泡沫 

入浴剂的使用方法 

PART 2 爆炸盐浴 BATH BOMB 

什么是爆炸盐浴？ 

基本材料及工具 

爆炸盐浴裂开的原因 

制作爆炸盐浴的方法 

对皮肤自然的有机沐浴露 

01 植物杀菌沐浴乳 

02 乳木果油保湿沐浴乳 

03 可丽露精油沐浴乳 

04 盛满春天的樱花沐浴乳 

05 干草香草沐浴乳 

06 矿物质盐沐浴乳 

07 心形玫瑰叶 沐浴露 

08 婴儿牛奶沐浴乳 

为活泼可爱的你设计的沐浴球 

09 沙滩排球沐浴球 

10 蜂王浆沐浴球 

11 月亮、星星和夜空的沐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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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圣诞树之夜沐浴球 

13 收回沐浴球 

14 向日葵沐浴球 

15 奶泡沐浴球 

16 欧若拉沐浴球 

PART 3 泡泡浴芭 BUBBLE BAR 

什么是泡泡浴芭? 

基本材料及工具 

泡泡浴芭膨胀裂开的理由 

泡泡浴芭制作方法 

宅男宅女玩泡泡浴 

01 用饼干切片制作的泡泡浴芭 

02 奶酪蛋糕泡泡浴芭 

03 可重复使用的泡泡浴芭 

04 彩虹泡泡浴芭 

05 彩虹蛋糕泡泡浴芭 

06 滚筒蛋糕泡泡浴芭 

07 格子图案泡泡浴芭 

08 眼部泡沫泡泡浴芭 

走向金手的路，泡浴芭的设计 

09 西瓜泡泡浴芭 

10 真椰子泡泡浴芭 

11 马卡龙泡泡浴芭 

12 Galaxy Scoups 泡泡浴芭 

13 糖浆流动的冰沙泡泡浴芭 

14 卡通泡泡浴芭 

15 蛋糕泡泡浴芭 

16 设计只属于我的泡泡浴芭吧 

PART 4 没有浴缸也没关系 

01 淋浴膏 

02 浴盐 

03 足浴用入浴剂 

04 浴缸巧克力 

05 泡泡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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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健康享瘦 10公斤的面粉断食 

-10KG 밀가루 단식

AUTHOR 崔善女 

최선녀 

PUBLICATION 2021/06/25 

PAGE 352 

SIZE 188*250*18mm 

GENRE 食谱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累积点赞人数破 100 万！ 

人气网洪分享亲身实践的百日面粉断食纪录！ 

这本书是将作者 100天的面粉断食挑战，从第 1天到第 1100一整理纪录而成的书。不

是单纯为了减重，也视为了重整身体、为身体排毒而进行的挑战。为了防止中途放弃

减重的事情发生，书中介绍的食材皆为市面上可以轻松取得的食材，皆以对健康有益

的蔬菜与蛋白质为主。书中出现的每道餐点皆是作者亲自在挑战面粉断食的 100 天理

摄取的食物，只需准备一次就能完成一个礼拜份的食物。真实地记录下作者完全戒掉

淀粉、重整身体的实际纪录。 

本书共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效仿作者的 100天挑战」，本书的设计将帮助读者

能够完整地效仿作者自己透过实行面粉断食来控制发胖以及重整身体而成功减重 10公

斤的方法。早安、午餐、晚餐、甚至下午茶，100天的挑战完整收录书中，读者们无须

烦恼只要跟着做就能轻松达标。「第二，一次准备一周份的食物」，只需花一次的时

间备好菜单上所需的食材，就能完成一个礼拜份的减重食物菜单。不同于每餐都必须

花时间准备食物的既有减重食谱，本书的设计避免了因为懒的备料而减重失败的情况

发生。Meal Pre是作者能够成功达到面粉减重的秘诀，因此书中还分享的作者自己准

备食材的方法。「第三，每周全新的习惯任务」，作者强调面粉减重的成败取决于

「习惯」。书中作者介绍了自己实行百日面粉减重挑战的过程中，每周并行实施的习

惯任务。让读者们不是单纯地达到减重目的，而是能够从里到外全新重整「自己」。

「第四，生动的百日挑战纪录」，书中以日记与散文的形式记录下作者亲身挑战百日

面粉减重的纪录。当遇到困难或想放弃的日子里看到作者分享的共鸣文字，再看到作

者重拾精神持之以恒的激励文字，将能成为读者们持续完成面粉减重挑战的动力。 

书中分享的内容不仅针对减重，也能帮助身体排毒，重新调整身体的健康状况。因

此，本书推荐给想要健康减重、想要减肥却懒得准备餐点、想要找回健康身体的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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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崔善女 

在 Instagram 上积极活动中的人气影响人物。自 2019 年 8月 19日起持续进行面粉断

食，将每天的菜单分享至自己的社群，至今已不间断地实行超过 660 天。分享着面粉

断食不是减重，而是一种「自我管理」的价值观，强调习惯的重要性。其感性的文字

与建议连日来在社群上引起话题，最近跟着她同步实行「面粉断食挑战」是一种流

行。现在她强调「走路」的重要性，向着长征国土的另一个目标与梦想前进。 

试读连结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263181 

CONTENTS/IMAGE 

前言 

须知事项 

Meal Prep指南 

检康减重的启程，「走路」 

PART 1. 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开始面粉断食 

第一周 

一周的目标 

一周的菜单 

一周的 Meal Prep 

一周的顺序 

1天/2 天/3 天/4天/5天/6天/7天 

第二周 

第二周的目标 

第二周的菜单 

第二周的 Meal Prep 

第二周的顺序 

8天/9 天/10 天/11 天/12 天/13天/14天 

第三周 

第三周的目标 

第三周的菜单 

第三周的 Meal Prep 

第三周的顺序 

15天/16天/17天/18天/19 天/20天/21天 

第四周 

第四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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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的菜单 

第四周的 Meal Prep 

第四周的顺序 

22天/23天/24天/25天/26 天/27天/28天 

PART 2. 正式执行面粉断食 

第五周 

第五周的目标 

第五周的菜单 

第五周的 Meal Prep 

第五周的顺序 

29天/30天/31天/32天/33 天/34天/35天 

第六周 

第六周的目标 

第六周的菜单 

第六周的 Meal Prep 

第六周的顺序 

36天/37天/38天 39天/40 天/41天/42天 

第七周 

第七周的目标 

第七周的菜单 

第七周的 Meal Prep 

第七周的顺序 

43天/44天/45天/46天/47 天/48天/49天 

第八周 

第八周的目标 

第八周的菜单 

第八周的 Meal Prep 

第八周的顺序 

50天/51天/52天/53天/54 天/55天/56天 

PART 3. 渐渐养成习惯的面粉断食 

第九周 

第九周的目标 

第九周的菜单 

第九周的 Meal Prep 

第九周的顺序 

57天/58天/59天/60天/61 天/62天/63天 

第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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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周的目标 

第十周的菜单 

第十周的 Meal Prep 

第十周的顺序 

64天/65天/66天/67天/68 天/69天/70天 

第十一周 

第十一周的目标 

第十一周的菜单 

第十一周的 Meal Prep 

第十一周的顺序 

71天/72天/73天/74天/75 天/76天/77天 

第十二周 

第十二周的目标 

第十二周的菜单 

第十二周的 Meal Prep 

第十二周的顺序 

78天/79天/80天/81天/82 天/83天/84天 

PART 4. 没有你办不到的事 

第十三周 

第十三周的目标 

第十三周的菜单 

第十三周的 Meal Prep 

第十三周的顺序 

85天/86天/87天/88天/89 天/90天/91天 

第十四周 

第十四周的目标 

第十四周的菜单 

第十四周的 Meal Prep 

第十四周的顺序 

92天/93天/94天/95天/96 天/97天/98天 

第十五周 

第十五周的目标 

第十五周的菜单 

第十五周的 Meal Prep 

第十五周的顺序 

99天/100天 

结语 总结 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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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美味与饱足感兼具的减重食谱 

맛있고 배부른 다노 다이어트 레시피 

AUTHOR 李智秀，李爱丽 

이지수, 이애리 

PUBLICATION 2021/05/17 

PAGE 232 

SIZE 180*225*20mm 

GENRE 食谱 

RIGHTS Taiwan Sold 

BOOK DESCRIPTION 

YouTube 追踪人数七十万！累积观看人数一亿两千万！ 

收录 84 道 5~10分钟内、无需特别料理器具就能完成的料理！ 

大韩民国代表性的减重品牌 Dano，严选其与 150万名粉丝分享的食谱成书出版！带着

「透过健康的习惯让大家找到潜在的最佳状态」的使命，为韩国减重市场中掀起习惯

整形热潮的 No1.减重&健身品牌「Dano」的创始人兼共同代表的作者李智秀，根据八年

来为超过十五万人进行一对一的饮食习惯指引以及 Dano 内部自己的科学性营养成分规

则，严选出 84道料理新手也能在短时间内做出简单美味的减重食谱。 

过度饮食隔日、运动后、欺骗日、甜点，以符合 Dano 著名的美味食谱为前提，依照四

种在减种时最容易碰到的情况做分类的结构为本书的最大特征。辣炒年糕、披萨、排

餐、面包虾、煎饼等，书中介绍了以低卡路里做出同样令人食指大动的美味食谱，抛

开大家对减重餐不好吃、填不饱肚子的偏见。详细的过程照与说明以及美味的成品照

不仅提高读者的理解度，也增添了本书的收藏价值。 

本书推荐给屡次减重失败、向往健康饮食的读者。翻开书页，读者们除了能够学到健

康美味的简单食谱外，还能感受到作者想要传达的希望大家能够改变看待饮食的态

度、改变自身与饮食的关系的真心。 

ABOUT THE AUTHOR 

李智秀 

带着「透过健康的习惯让大家找到潜在的最佳状态」的使命，为韩国减重市场中掀起

习惯整形热潮的 No1.减重&健身品牌「Dano」的创始人兼共同代表。 

YouTube累积观看人数达一亿两千万以上，透过 SNS 平台与百万粉丝沟通交流，八年来

成为大韩民国减重人士的典范兼精神支柱，被亚洲福布斯评选为「30岁以下具影响力

的健康/科学领域 30人」。在毁坏身体的错误减重信息下，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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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重信息而开发的第一个 Dano 应用程序，下载次数达到了两百万。此外，减重食品专

门购物中心「DANOSHOP」与在线减重指导节目「MYDANO」，在 2019年与 2020 年获得

大韩民国品牌大奖。着有『习惯整形』、『心态训练』。 

2013年创立 Dano 

2016 STANFORD UNIVERSITY HCI 领导课程结业 

2016 荣获业创业振兴院优秀企业院长奖 

2017 INFLUENCE ASIA健身部门 TOP4 

2017 福布斯亚洲评选 30岁以下具影响力的健康/科学领域 30 人 

Dano品牌 

值得信赖的减重信息 App Dano www. dano. me 

减重食品专门购物中心 Danoshop www.danoshop.ent 

在线习惯整形指导节目 Mydano www.mydano.net 

女性下半身肥胖专门运动中心 Danofit www.dano.fit 

Dano姊姊的频道 

Instagram: instagram.com/dano.fit 

YouTube: youtube.com/danotvday 

李爱丽 

2013年加入 Dano 成为早期成员，工作八年后担任减重食品专门购物中心 Danoshop的

食品 DM，开发并企划了「心动豆奶」、「玄米饭」、「Dano 辣炒年糕」等人气商品。

带着成功减重 15公斤并持续维持的实际经验，开发着任何人都能轻松跟上永续减重脚

步的减重食品。 

CONTENTS/IMAGE 

Prologue 

不必无限循环减重的秘密，「习惯整形」 

Dano食谱的三个特征 

Dano构成一餐的原则 

查看营养成分的方法 

Dano的必要食材 

食材计量 

脱胎换骨的确认清单 10 

帮帮我！Dano 食谱 Q&A 

0 

DANO’s BASE 

开始料理前，Dano 的万能基础 

西红柿酱 

蔬菜汤 

http://www.danoshop.ent/
http://www.danoshop.ent/
http://www.mydano.net/
http://www.mydan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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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椰菜饭 

嫩豆腐蛋黄酱 

1 

BOOSTER 

过度饮食隔日，想简单吃 

焗烤嫩豆腐 

芦笋煎蛋 

碎麦片 

春天野蒜拌饭 

香甜的白菜煎饼 

黑芝麻燕麦粥 

地瓜干酪煎饼 

蘑菇菠菜色拉 

栉瓜奶油意大利面 

燕麦西红柿炒饭 

纳豆三组合 

一口蘑菇玛格丽塔 

鲜辣白菜色拉 

豆腐优格 

栉瓜蛋塔 

腌渍鲑鱼 

燕麦海带芝麻粥 

鸡胸肉冷意大利面 

蟹肉棒鸡蛋炒饭 

[Special page]过度的饮食习惯，可以改善吗？ 

2 

PROTEIN 

运动的日子，想要补充满满蛋白质 

奶油菠菜鲑鱼 

芦笋牛肉卷 

炸鹰嘴豆饼色拉 

奶油鸡胸肉排 

花生豆腐 Poke 

鸡肉排 

蟹肉豆皮寿司 

鸡胸肉茄子披萨 

蒜蓉虾仁炒饭 

南瓜韭菜炒鸭肉 

凉拌海螺 

蘑菇芝麻嫩豆腐 

韭菜鸡肉粥 



Think the world, Link the world!
 

586 

香辣鸡胸炒豆腐 

牛肉豆腐萝卜汤 

青江菜炒鸡胸 

掉进椰子里的鸡 

墨西哥辣味炒牛肉 

萝卜炖鸡胸 

茄子麻婆豆腐 

[Special page]引发宅宅的在家健身计划 

3 

CHEATING DAY 

食欲旺盛的日子，想吃刺激的食物 

路边吐司 

红萝卜鸡蛋紫菜卷 

香辣萝卜辣炒年糕 

豆奶斗魂意大利面 

鱼板炒乌龙 

越南煎饼 

普罗旺斯杂烩千层面 

燕麦马铃薯疙瘩 

鸡胸杂菜 

鸡胸橡实年糕汤 

栉瓜面包虾 

马铃薯色拉披萨 

松露蘑菇浓汤 

青木瓜色拉 

芝麻奶油焗饭 

地瓜炒鸡排 

鲜虾扁水饺 

菇菇丼饭 

芝麻叶猪肉盖饭 

牛肉寿喜烧 

[Special page]Dano姊姊绝对不吃的食物 

4 

DESSERTS 

疲惫的日子，需要补充糖分 

舀着吃的地瓜布朗尼 

地瓜干酪条 

鹰嘴豆慕斯 

南瓜巧克力豆司康 

鸡蛋小点心 

椰子拔丝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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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优格布丁 

黑巧克力冰淇淋 

酪梨抹酱饼 

燕麦黑芝麻年糕 

燕麦香蕉面包 

黑豆饼 

莓果冰茶 

草莓优格思慕昔 

蓝莓思慕昔 

豆奶生巧克力 

香蕉花生夹心饼 

苹果派谷麦 

柠檬格兰妮塔 

葡萄柚甜椒果汁 

[Special page]面包爱好者！戒掉甜食的秘诀 

附录 

Dano的四种情况食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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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一次完成一周！健康的备餐食谱 

한 그릇 밀프렙 다이어트 레시피 

AUTHOR 崔希廷 

최희정 

PUBLICATION 2021/04/01 

PAGE 236 

SIZE 188*235*15mm 

GENRE 食谱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只要一天一餐，一起享受美味而健康的健康餐吧！ 

人气减重达人崔希廷！告诉你只要花一次时间就能做好一周菜单的 12周备餐食谱！ 

著作『装满一碗的减重食谱』、『装满一碗的家常菜减重食谱』、『装满一碗的最佳

减重食谱』蝉联减重食谱排行榜第一名的作者崔希廷，为了因减不下来的体重而烦恼

的减重人士带来新作品！为了想要享用健康低热量却美味的料理的人，书仲介绍了低

钠、低糖、低热量、制作过程最简化的备餐食谱。收录了从 72.8 公斤变 48公斤，共

减掉 25 公斤并连续 5年维持住体重的人气减重达人作者崔希廷，在这段期间吃得饱还

能成功减重的经验分享。 

本书迎合了「提前准备餐点」的意义，读者花一次时间备好一个蛋白质主食就能做出

五种应用料理，完成一个礼拜的餐点。这是一套为了不擅长料理、没有料理时间、懒

得做料理、厌倦每天吃一样的减重菜单的人开发的菜单。不仅食谱简单，为了具体地

帮助读者准备一周的菜单，书中详细地介绍挑选食物容器的方法、维持食材新鲜保管

食材的方法、美丽摆盘的方法等内容。出版后收到了许多好评，「适合当作周末晚起

后懒得料理的一餐」、「因为准备减重餐点而辛苦，但书仲介绍的食谱是可以一家人

坐下来享用的一石二鸟的美味餐点」、「不仅简单美味，外观看起来还很可口」。 

本书推荐给想要透过控制饮食减重但却不知道方法的读者，以及没有时间料理或懒得

料理但却想要健康吃的读者。藉由书仲介绍的简单健康食谱，读者们将成为下一个能

够成功减重并维持体重的成功减重人士！ 

ABOUT THE AUTHOR 

崔希廷 

从 72.8 公斤变成 48公斤，共减掉 25公斤并连续 5 年维持住体重的人气减重达人。著

作『装满一碗的减重食谱』、『装满一碗的家常菜减重食谱』、『装满一碗的最佳减

重食谱』蝉联食谱排行榜，成为高人气的减重达人。在达到人生的尖峰体重后，下定

决心为自己改变减重方法，从此开始亲自调配食谱、食用自己准备的菜单。科学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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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得到验证的一碗食谱，实际上与哈佛大学提出的「一盘菜单」相似，在 KBS1「生老

病死的秘密」中得到介绍。凭借不过度限制卡路里、均衡调配三大营养素、有饱足感

且美味保证的减重菜单，让她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她的努力让她被委任为食品医疗安

全处成立的「低糖&低钠实践部」的委员，持续不断努力推广健康的饮食生活文化政

策。 

转变为不必挨饿也能减重、享用一般餐点体重也不会增加的体质的她，有着「传说中

的体重维持达人」的称号。为了因为没时间或没有料理天分而无法享用健康轻食的

人，作者推出了完整收录自己秘诀的花一次时间就能完成下一周菜单的备餐食谱，是

一份只要备好一个主要的蛋白质料理就能完成五种应用料理的 12 周食谱。带着想要持

续地为寻找一年 365天「持之以恒的减重方法」的减重人士传递健康的减重秘诀的心

意，在新世界百货、乐天百货、现代百货等开设的料理教室，介绍着可以开心享用的

美味减重食谱。 

Instagram: @heejung___ (https://www.instagram.com/heejung___/) 

CONTENTS/IMAGE 

PROLOGUE 

1. 备餐的基本

1 为减重而准备的备餐菜单与食谱

2 装满一碗的备餐菜单核心

3 备餐，实战指南

4 一次解决好奇心与烦恼

5 为备餐而煮的饭

6 本书的计量方式

7 可替代的食材表

8 美丽装饰便当的秘诀

2. 12 周备餐菜单

第一周 一览备餐菜单: 备餐套餐 1 烤肉

- 应用料理 1 烤肉三明治

- 应用料理 2 烤肉包饭

- 应用料理 3 烤肉盖饭

- 应用料理 4 烤肉鸡蛋盖饭

- 应用料理 5 烤肉炒饭

第二周 一览备餐菜单: 备餐套餐 2 番薯色拉

- 应用料理 1 番薯色拉早餐面包三明治

- 应用料理 2 舀着吃的番薯披萨

- 应用料理 3 鸡蛋蒸番薯泥

- 应用料理 4 番薯墨西哥酥饼

- 应用料理 5 番薯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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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周 一览备餐菜单: 酱腌鸡胸肉 

- 应用料理 1 鸡胸肉玉米卷

- 应用料理 2 酪梨鸡胸伴饭

- 应用料理 3 鸡蛋生菜鸡胸盖饭

- 应用料理 4 鸡胸肉紫菜饭卷

- 应用料理 5 鸡胸肉米三明治

第四周 一览备餐菜单: 蟹肉棒色拉

- 应用料理 1 蟹肉棒三明治

- 应用料理 2 蟹肉棒可丽饼

- 应用料理 3 蟹肉棒厚片

- 应用料理 4 蟹肉棒墨西哥卷

- 应用料理 5 蟹肉棒洋葱盖饭

第五周 一览备餐菜单: 辣炒猪肉

- 应用料理 1 辣炒猪肉三明治

- 应用料理 2 辣炒猪肉色拉

- 应用料理 3 辣炒猪肉盖饭

- 应用料理 4 辣炒猪肉菜苗伴饭

- 应用料理 5 辣炒猪肉炒饭

第六周 一览备餐菜单: 鸡蛋优格色拉

- 应用料理 1 鸡蛋优格蔬菜色拉

- 应用料理 2 鸡蛋优格早餐面包三明治

- 应用料理 3 鸡蛋优格三明治

- 应用料理 4 鸡蛋优格墨西哥卷

- 应用料理 5 鸡蛋优格腐皮寿司

第七周 一览备餐菜单: 椒炒烟熏鸭

- 应用料理 1 椒炒烟熏鸭苹果色拉

- 应用料理 2 椒炒烟熏鸭苹果三明治

- 应用料理 3 椒炒烟熏鸭饭团

- 应用料理 4 椒炒烟熏鸭香辣炒饭

- 应用料理 5 椒炒烟熏鸭咖哩炒饭

第八周 一览备餐菜单: 鲔鱼色拉

- 应用料理 1 酪梨鲔鱼色拉

- 应用料理 2 鲔鱼甜椒三明治

- 应用料理 3 鲔鱼色拉饭团

- 应用料理 4 鲔鱼色拉鸡蛋饭

- 应用料理 5 香辣鲔鱼色拉炒饭

第九周 一览备餐菜单: 综合炒菇

- 应用料理 1 综合菇色拉

- 应用料理 2 综合菇三明治

- 应用料理 3 综合菇烘蛋

- 应用料理 4 综合菇伴饭

- 应用料理 5 综合菇洋葱盖饭

第十周 一览备餐菜单: 汉堡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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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料理 1 汉堡排色拉

- 应用料理 2 汉堡排三明治

- 应用料理 3 汉堡排墨西哥卷

- 应用料理 4 汉堡排色拉盖饭

- 应用料理 5 汉堡排炒饭

第十一周 一览备餐菜单: 鸡蛋卷

- 应用料理 1 鸡蛋卷色拉

- 应用料理 2 鸡蛋卷厚片

- 应用料理 3 鸡蛋卷色拉盖饭

- 应用料理 4 鸡蛋卷寿司

- 应用料理 5 鸡蛋卷蔬菜盖饭

第十二周 一览备餐菜单: 煎豆腐

- 应用料理 1 舀着吃的豆腐披萨

- 应用料理 2 豆腐墨西哥卷

- 应用料理 3 豆腐蔬菜紫菜饭卷

- 应用料理 4 豆腐绿豆芽洋葱盖饭

- 应用料理 5 豆腐咖哩炒饭

3. 衬托美味的小菜

SIDE DISH 1 低钠腌辣白菜

SIDE DISH 2 腌梨子块

SIDE DISH 3 大酱茴芹

SIDE DISH 4 萝卜菜

SIDE DISH 5 拌炒花椰菜坚果

SIDE DISH 6 黄瓜炒牛肉

SIDE DISH 7 马铃薯炖香菇

SIDE DISH 8 茄子鸡蛋煎饼

SIDE DISH 9 蟹肉棒蛋花浓汤

SIDE DISH 10 黄太鱼萝卜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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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就算没有碳水化合物也美味 

탄수화물이 없어도 맛있어 

AUTHOR 金美珠 

김미주  

PUBLICATION 2021/6/30 

PAGE 128 

SIZE 170*230*10mm 

GENRE 食谱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不只以减肥为目的，为了塑造健康的身体，介绍低碳水化合物的日常料理食谱！ 

饭、面包、面等碳水化合物具有戒也戒不掉的中毒味道。很多人说如果一天不吃三顿

米饭的话，就没吃饭一样。但是只用碳水化合物制作的食谱会使血糖快速上升，也会

成为肥胖和糖尿病的元凶。所以准备了没有碳水化合物的，让身体更舒服的日常料理

食谱！保留碳水化合物的味道，减少卡路里摄取！而且，还介绍让身体健康恢复的简

单运动法。吃得香且轻松的低碳水化合物食谱，身心也会变得轻松哦！ 

没有碳水化合物的，让身体更舒服的日常料理食谱 

即使看起来也非常美味，想要学的非常简单的图片烹饪书 

作者通过《剩余料理活用词典》、《饥饿时见面》等作品，用图画传达美味料理和故

事，此次介绍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料理食谱。每 100g28kcal！用花椰菜代替大米，

做豆腐酱包饭、魔芋炖蘑菇，一顿饭就轻松多了 想吃年糕汤的时候，可以尽情享受用

杏鲍菇、用凉粉制作的炒年糕等可靠的低碳水化合物韩食料理。想吃担心长胖而暂时

拒绝的意大利面的时候，可以代替意大利面，用角瓜、金针菇、牛蒡来享受。如果需

要调节饮食的便当，可以尝试做没有吉托紫菜包饭或面包的三明治。清新的减肥色

拉、轻便却有品位的低碳水化合物派对料理和早午餐、没有豆腐和面粉制作的面包等

可以放心食用的零食配方正在等待着你。材料和烹调过程用图画介绍，既有用眼睛看

的乐趣，也有用故事介绍的料理，现在马上就会想去厨房了。 

本书不仅推荐给要求健康减肥的读者，也推荐给不谋求减重只希望享用健康餐点的读

者。可爱的插图料理书，将增添阅读过程的乐趣！ 

ABOUT THE AUTHOR 

金美珠 

由插图画家兼设计师。想做的事很多，想去的地方也很多的，莽撞的不懂事的 29岁大

龄女青年。她还出版了绘画料理书《饥饿时相见》、《剩下的料理活用词典》，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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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了 brunch 周刊杂志《或许绘画旅行，墨西哥》。在 naver the influence 食品博客

中当选，并参与了多家企业的网络杂志、杂志评论和插图的制作。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102467720 

CONTENTS/IMAGE 

序言 

搭配低碳水食谱的话，良好的日常伸展运动 

PART 1. 踏实的低碳水化合物韩食料理 

每 100g28kcal！ 低卡路里大米替代式花椰菜饭 

健康美味的炒饭，花椰菜泡菜炒饭 

一碗饱眼福的牛油果明太鱼盖饭 

就算每天吃也不会腻 豆腐酱包饭 

有嚼劲的魅力口感魔芋蘑菇罐头 

没有年糕的年糕汤 杏鲍菇年糕汤 

没有年糕的炒年糕 凉粉炒年糕 

无血卷心菜饺子 豆腐洋白菜卷 

PART 2. 不用担心长胖的假面食 

别样享受的奶油培根芽糖和角瓜糖 

辛辣醒酒意大利面 金针菇意大利面

特别日子的主菜 芦笋油意大利面

香喷喷的意大利面 牛蒡野芝麻意大利面

轻松享用的泰式色拉 魔芋面筋

代替拉面的魔芋 魔芋炒拉面

不会失败的辣甜调料酱魔芋筋面

想吃韩食的日子！牛蒡杂烩

日式炒面豆腐炒荞麦面

用豆腐面做的特色炸酱面 豆腐炸酱面

PART 3. 食谱调节低碳水化合物便当 

没有饭的紫菜饭 酮糖紫菜饭 

任何人都能做的超简单饭团 花椰菜饭团 

饱饱一顿的便当 鸡胸肉豆腐寿司 

清淡的健康料理 豆腐紫甘蓝包饭 

眼馋口福的简单料理 杏鲍菇沙司 

没有面包的三明治 冻汉堡 

一口吃掉！包豆腐鸡胸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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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4. 清新的减肥色拉 

酸甜甜开胃菜 小西红柿秘制三文鱼色拉 

清新的意大利料理 三文鱼干芭蕉 

拉美独特的海鲜色拉酱 

夏威夷式一碗色拉 鳄梨鲑鱼叉 

日式萝卜色拉 萝卜色拉 

PART 5. 轻松却很有范的低碳水化合物派对料理 

鸡蛋的柔软变身 鸡蛋咖啡屋 

用豆腐做成的基本咖啡豆 薯片咖啡豆 

五颜六色的越南料理 包豆腐越南春卷 

有范的意大利面 干豆腐茄子千层面 

外观和味道同时！红灯笼辣椒披萨 

茄子变身的茄子小吃 

五颜六色的法国家庭式豆腐小丸子 

北京传统料理 京酱肉丝 

PART 6. 拜托了 早午餐 

西班牙冰凉西红柿汤加帕佐 

暖心早午餐西兰花奶油汤 

清新的韩式色拉烤香菜蘑菇 

营养满分 可爱的指环食物 蘑菇鸡蛋羹 

意大利煎蛋饼 嫩豆腐菠菜普里塔塔 

PART 7. 放心吃吧，低碳水化合物零食 

你好~ 墨西哥豆腐薯片 瓜卡莫利 

可靠的零食鸡胸肉鱼糕棒 

甜咸的定式！豆腐牛肉串 

冬季代表性零食  没有面包的培根鸡蛋面包 

NO 面粉烘焙面包 

NO 面粉甜点胡萝卜蛋糕 

自制冰淇淋 无糖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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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do eat again 

AUTHOR 尹恩惠 

윤은혜  

PUBLICATION 2021/2/8 

PAGE 256 

SIZE 190*245*20mm 

GENRE 食谱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让珍贵的瞬间更加闪耀光彩的尹恩惠的家庭聚餐食谱！」 

介绍日常生活成为聚会的美丽而别具一格的「感恩一餐」 

简单制作，精心摆盘，今天也请美味地享用吧！ 

尹恩惠 16岁时以歌手出道，2006年转为演员，从《宫》开始，通过《葡萄园的那个男

人》《咖啡王子一号店》等获得了大众的喜爱，不仅在韩国，在海外也非常活跃。在

以幼小的年纪出道，一直被大众视线评价的生活中，料理是唯一可以不用尹恩惠评价

的存在。而且对于不太会表达心意的她来说，料理是传达感激和真心的最佳表现方

式。尹恩惠就这样通过料理学会了安慰自己和别人的方法，并疗愈着自己。这本书

《do eat again》也是如此，每当读者翻过一页又一页时，包含著作者希望读者怦然

心动和幸福的心情，同时也毫不吝啬地给了读者各种各样的实用小秘方。 

了解一起吃饭快乐的人，尹恩惠的第一本料理书出版！ 

尹恩惠根据韩食、西餐、中餐、日式、糕点等订餐者的口味迅速做出料理的样子在节

目播出后立即被多个 SNS共享，她说:“我也想尝尝。"怎么能做得这么简单? "我也可

以吗?!等话题。她的主打领域是“西餐”，这本书《do eat again》中包含了尹恩惠

制作得既健康又美味的 85种食谱。 

这本书的魅力在于，可以随便翻开任何一页来读，但按顺序读《do eat again》也能

够感受到这本书的魅力，还可以增加亲手做套餐的乐趣。在疲惫的日子想要安慰自己

的时候，想祝贺某人的喜悦，想要拥抱某人的心的时候，就来做一道料理吧。不知不

觉间，可以一起享受辉煌时刻的美食即将完成。 

通过食物带给我们安慰的力量，do eat again, do it again! 

对于「真正的分享」，尹恩惠说「不是我拥有的东西很充足的时候，而是在不足的时

候分享我拥有的东西的一部分是更幸福的事情」。所以，虽然她对珍贵的人很朴素，

但是想把自己餐桌上的食物分给大家，所以尝试着开始做料理。尹恩惠也是如此，在

小时候很会做饭，很认生，能遇到好朋友，能向喜欢的人传达自己真挚的感谢。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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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亲手做的食物一起分享价值的人尹恩惠制作的第一本烹饪书《do eat again》将

向你介绍通过做菜分享快乐的乐趣。 

尹恩惠的第一本料理书《do eat again》中有很多开心时一起庆祝，伤心时一起安慰

的料理。可以根据菜单选择喜欢的料理，也可以根据目录逐一制作，不知不觉就会摆

满一桌漂亮的套餐料理。 简单又美味，和珍贵的人一起分享，就会重新获得力量，do 

eat again，do it again！ 

ABOUT THE AUTHOR 

尹恩惠 

16岁时作为「babyvox」的成员出道，2006 年转为演员，从《宫》开始，通过《葡萄

园的那个男人》《咖啡王子一号店》等获得了很大的喜爱，不仅在韩国，在海外也活

跃着。正在运营 YouTube频道。 

试读连接 

http://www.yes24.com/Product/Viewer/Preview/97029490 

CONTENTS/IMAGE 

〈 序言 〉 

〈 CHAPTER 0. 开始料理之前〉 

该书中经常使用的基本材料 

提高这本书中使用的烹调风味的调味品 

这本书里使用的计量标准和常用的烹饪工具 

〈 CHAPTER 1. Appetizer 〉 

布拉塔干酪色拉 

韭菜莫扎雷拉卡普雷泽 

各式各样的水果色拉 

恩代布色拉 

凯撒色拉 

洋葱汤 

西兰花土豆汤 

西红柿炖菜 

〈 CHAPTER 2. Main Dish Ⅰ 〉 

蘑菇培根奶油意面 

蔬菜豆腐意大利面 

八爪鱼油意大利面 

辣味意大利面 

明太鱼子牛油果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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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卷 

燕麦鲑鱼 

薏米红扁豆意式焗饭 

墨汁意式焗饭 

千层面 

蒜蓉虾 

烤里加托尼里科塔奶酪 

自制菠菜意大利饺子 

罗勒酱意大利面 

柿饼汤团 

茄子肉丸芝士烤 

猪颈肉蘑菇大酱意大利面 

鲜辣西红柿汤意大利面 

〈 CHAPTER 3. Main Dish Ⅱ 〉 

香甜芭菲鸡腿 

大麻哈鱼干 

牛肉排 

三文鱼排 

鲈鱼排 

一块带有土豆片的猪马霍克牛排 

永溪烤培根 

牛肉罗勒&菠菜芝士烤 

烤整块猪颈肉 

〈 CHAPTER 4. Asian Cuisine 〉 

炸猪排 

明太鱼子酱 

猪里脊肉 怀旧王炸猪排 

奶酪炸猪排 

松露炸鸡块 

咖喱软壳蟹 

柚子酱油炸什锦 

〈 CHAPTER 5. Side Dish 〉 

土豆泥 

松露坡跟土豆 

烤红椒鸡胸肉 

〈 CHAPTER 6. Dessert 〉 

柠檬杯蛋糕 

蓝莓松饼 

苹果派 

巧克力布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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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米苏 

〈 CHAPTER 7. The grace Home Cafe 〉 

灰土司 

Licota开口吐司 

苹果布梨芝士吐司 

Quatro芝士吐司 

早餐 

基督山伯爵 

鸡胸肉夏巴塔蘑菇三明治 

辣味虾仁牛油果开式三明治 

牛肉蘑菇芝士迷你汉堡包 

黄油西班牙火腿 

戈尔贡佐拉·多蒂亚比萨 

托尔蒂亚塔科 

薄煎饼 

法式烤面包 

糖饼卷 & 巧克力卷 

〈 CHAPTER 8. Drink 〉 

咖啡抹茶施佩纳 

青桃汁 

草莓汁 

水果模仿 

水果酸奶 

排毒果汁 

家庭自制减肥茶 

〈 CHAPTER 9. Sauce 〉 

为减肥而制作的家庭制作豆腐奶油奶酪 

Home Made Ricota奶酪 

万能烤核桃 

桑拿黄油 

拉古酱 

蘑菇咖喱 

贝沙梅尔酱 

柚子酱 



Think the world, Link the world!
 

605 



Think the world, Link the world!
 

606 



Think the world, Link the world!
 

607 

TITLE 曲制调味料带来的美味与营养变化 

발효식탁 

AUTHOR 金奉景 

김봉경 

PUBLICATION 2021/06/15 

PAGE 160 

SIZE 152*225*11mm 

GENRE 食谱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一粒小小米粒创造出的美味与营养变化！ 

近年大众来对于盐曲、乳酸等与曲相关的制品日益关注。在市售的盐巴、酱油、大

酱、辣椒酱、鱼露等调味料中，只要加入曲并给予一定的时间与温度发酵，就能改变

原有的风味与营养！书中介绍了 10种曲发酵调味料的制法，以及由这些曲发酵调味料

制作料理的食谱。 

任何人都能轻松做出曲发酵调味料，且成果的效果惊人。一颗小小的米粒，分解了食

材的细胞，为食材的原始风味增添新鲜感。用曲制成的调味料与发酵食品，能够各自

降低盐度，并保留美味。发酵的过程中，足足产生了 100多种酵素。当中将淀粉转换

为葡萄糖的淀粉酶、将蛋白ˊ转换为胺基酸的蛋白酶、将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与糖原的

核酸酶，被称之为三大消化酶。不仅促进消化与吸收，也帮助提升免疫力守护健康。

此外，美味与特有的甜味及香味，是利用曲制成的曲发酵调味料的特点。 

本书推荐给注重健康、对发酵食品想要有更进一步认识的读者。透过书中介绍的曲发

酵调味料制作方法，让我们也在餐桌上摆上美味与健康兼具的佳肴吧！ 

ABOUT THE AUTHOR 

金奉景 

圣水洞人气打卡地 Australia Caca Rlo的主厨 

毕业于世宗大学烹饪外食经营学研究所。或许因为小时候吃奶奶做的饭长大，因此对

于用当季食材做出美味健康的料理方面的研究深感兴趣，在藉由亲自制作的盐、酱

油、酱料、油缩短料理时间的「基础」方面做了很多研究。担任国际发酵食品指导协

会代表、发酵食品指导专业讲师，每逢周一会在 Australia Caca Rlo 进行发酵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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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菜、季节蔬食料理等更种烹饪课程教学。着有『由西红柿一手包办的料理』、

『一口饭团』、『香蒜酱、酱料、油、酸黄瓜』等。 

Instagram: @bueoke 

CONTENTS/IMAGE 

曲的故事 

曲的种类 

曲发酵调味料的使用方法 Q&A 

曲发酵调味料制成的料理特征 

展开顺利的曲生活的准备物 

曲发酵调味料的保存期限 

由曲制成的发酵调味料 10 

制作盐曲 

制作酱油曲 

制作辣椒酱曲 

制作鱼露曲 

制作大酱曲 

制作味噌曲 

制作柠檬醋曲 

制作优格曲 

制作格丽曲 

PART 01. 盐曲 + 豆腐干酪 

盐曲 + 曲制烤五花肉&凉拌葱丝 

盐曲 + 香油海苔香蒜意大利面 

盐曲 + 蔬菜鸡腿 BBQ 

盐曲 + 萝卜曲腌梅子 

盐曲 + 马铃薯花椰菜浓汤 

盐曲 + 花蛤轻炖菜 

盐曲 + 咖哩酱配豆腐干酪球 

盐曲 + 菠菜豆腐干酪炖萝卜 

盐曲 + 香辣炒茄子 

盐曲 + 干酪豆腐 

盐曲 + 蔬菜豆腐干酪千层面 

盐曲 + 肉桂苹果披萨 

PART 02. 酱油曲 & 鱼露曲 

酱油曲 + 豆皮酱油海苔炒饭 

酱油曲 + 奶油烤比目鱼 

酱油曲 + 酸辣大虾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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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曲 + 黑木耳西红柿色拉 

酱油曲 + 鸡翅 

酱油曲 + 芝麻叶烤猪肉 

鱼露曲 + 腌白菜配包肉 

鱼露曲 + 腌小黄瓜 

鱼露曲 + 茴芹凯萨色拉 

鱼露曲 + 蒜香鲔鱼炒饭 

鱼露曲 + 虾米芝麻叶意大利面 

鱼露曲 + 牛肉鱼露汤面 

PART 03.大酱曲 & 味噌曲 

大酱曲 + 牛肉茼蒿大酱色拉 

大酱曲 + 调味大将汤配香菇石锅饭 

大酱曲 + 芝麻粉大酱盖饭 

大酱曲 + 烤鸡胸肉大酱三明治 

大酱曲 + 萝卜干凉拌辣椒 

大酱曲 + 鳀鱼拌干菜 

味噌曲 + 炸鱼排 

味噌曲 + 大葱五花肉炒豆芽 

味噌曲 + 烤栉瓜卷 

味噌曲 + 奶油炖味噌 

味噌曲 + 味噌香菇饭团 

味噌曲 + 海带豆腐味噌汤 

PART 04. 辣椒酱曲 & 柠檬醋曲 

辣椒酱曲 + 肉丸子辣椒酱汤 

辣椒酱曲 + 海藻腌黄瓜拌面 

辣椒酱曲 + 虾米炖萝卜 

辣椒酱曲 + 炸酱辣椒酱鱼板炒年糕 

辣椒酱曲 + 辣炒脆大葱 

辣椒酱曲 + 辣炒核桃明太鱼 

柠檬醋曲 + 柳橙鲜虾蒜味芥末冷盘 

柠檬醋曲 + 糖醋肉配柠檬酱 

柠檬醋曲 + 红萝卜豌豆色拉 

柠檬醋曲 + 迷迭香腌蔬菜 

柠檬醋曲 + 烤牛肉寿司 

柠檬醋曲 + 蒸白菜佐辣椒酱 

PART 05.优格曲 & 玛格丽 

优格曲 + 烤黑椒芦笋 

优格曲 + 迷你艾草磅蛋糕 

优格曲 + 柚子米曲玛德琳 

优格曲 + 草莓曲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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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格曲 + 南瓜无花果羊羹 

优格曲 + 蓝莓曲思慕昔 

优格曲 + 米曲优格拿铁 

玛格丽 + 玛格丽鸡尾酒 

玛格丽 + 黑糖玛格丽 

玛格丽 + 葡萄柚玛格丽鸡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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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大蒜独占鳌头 

마늘이 다한 요리 

AUTHOR 金奉晶 

김봉경 

PUBLICATION 2021/05/10 

PAGE 156 

SIZE 172*240*18mm 

GENRE 食谱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这次换大蒜当主角！ 

从大蒜的效能到各种料理食谱介绍 

大蒜为世界十大健康食物之一，其效能得到各国认证。然而总是被作为调味料使用的

大蒜，其实也能料理成一道料理的主人公。凭借前一本作品『西红柿独占鳌头』得到

众多读者爱戴的金奉晶主厨，这次改以大蒜为主角，为读者介绍「美味又健康的大蒜

料理」！ 

书中作者公开了能刺激味蕾又能发挥大蒜最佳效能的秘密食谱。本书的一开始即介绍

了大蒜的十大效能，接着依序分章以四种能够缩减料理时间的大蒜酱料为主题，介绍

34道相关料理食谱。另外，除了介绍大蒜相关料理外，也介绍了大蒜的处理方法、保

管方法、不同品种对健康的好处等与大蒜相关的知识。书中介绍的料理，皆为步骤不

超过五个阶段的简单料理。尽可能展现食物原先风味的调理方法、精准的计量介绍，

即便料理新手也能轻易完成任何一道大蒜料理。 

本书推荐给喜爱料理、喜爱大蒜的读者。现在让我们跟著作者的脚步，试着摆满一桌

健康与美味兼具的大蒜料理吧！ 

ABOUT THE AUTHOR 

金奉晶 

圣水洞人气餐厅「Osteria」老板兼主厨 

毕业于世宗大学料理外带经营学系。或许因为从小吃奶奶做的饭长大，因此对于如何

用当季食材料理出健康美味的餐点深感兴趣。亲自制作能够缩减料理时间的盐巴、酱

油、酱料、油等「基本调味料」，对这方面做了众多研究。觉得对健康有益的蒜头仅

能做为调味使用感到可惜，因此将之与韩食、洋食等料理做搭配，并收集成一本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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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理食谱。国际发酵食品指导协会代表、发酵食品指导专业讲师。每周一于餐厅进行

定期性的各种烹饪料理课程，如发酵料理、意大利菜、当季蔬果料理、各种调味料制

作等。 

Inatagram: @bueoke 

YouTube 相关影片介绍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7oviEi5WWU 

CONTENTS/IMAGE 

前言 与食物的味道、香气、风味相搭大蒜 

大蒜的十种效能 

吃大蒜前一定要知道的事 

计量与汤品食谱 

Part 1 冰箱里的必须配备 

只要有香甜大蒜酱料，任何料理都可行 

香甜大蒜酱 

墨西哥玉米饼包饭 

酥脆大蒜辣炒年糕 

猪肉丸炖泡菜 

凉拌蒜蓉辣酱 

辣炒芝麻叶血肠 

只要有蒜油酱料，任何料理都可行 

蒜油酱 

鲭鱼橄榄油香蒜意大利面 

蒜苗蒜味虾 

蛤蜊蒜油炖锅 

蒜油&柚子酱佐鱿鱼色拉 

只要有蒜酱油，任何料理都可行 

蒜酱油 

绿豆芽香油酱油细面 

蒜酱油炒奶油鱿鱼丝 

辣炒大蒜核桃 

牛肉腐皮寿司 

蒜酱油鸡腿肉盖饭 

Part 2 一种材料就完成的大蒜早午餐 

卡芒贝尔干酪蜂蜜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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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滚滚蒜香炼乳面包 

蜂蜜算戈贡佐拉干酪吐司 

蒜片 

大蒜汉堡排 

蒜片可颂三明治 

蒜片吐司 

Part 3 大蒜一道菜 

大蒜腌迷你彩椒 

大蒜洋菇浓汤 

炸蒜牛奶咖哩 

蒜味去骨炸鸡 

大蒜&酥脆豆腐排 

蒜味焦糖优格 

大蒜锅巴鸡汤 

鱿鱼蒜锅饭 

蒜烤蔬菜色拉 

蒜酱苹果鲜虾色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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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现在，你的猫怎么样了？ 

지금, 당신의 고양이는 어떤가요? 

AUTHOR 郑孝敏 

정효민 

PUBLICATION 2021/3/18 

PAGE 376 

SIZE 170*220*22mm 

GENRE 宠物 

RIGHTS 

BOOK DESCRIPTION 

猫咪行动顾问讲述的复杂微妙的猫咪档案！ 

作者既是 YouTube 频道《猫咪的故事》的运营者，也是猫咪行动顾问，本书是作者对

猫咪行为的心理处方书。这本书具体讲述了与猫咪一起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和

问题，特别重点整理了猫咪的问题行动和改善方法。从对猫咪好奇的入门者到梦想着

与猫咪同居的职业铲屎官，为了所有爱猫的人的生活贴近型猫咪伴侣指南。 

为了猫咪和你愉快相伴的指南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猫咪的本能和需求、在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琐碎问题，以及需要专门

咨询的问题，深刻地介绍了猫咪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如果想

要了解猫咪必须知道的基础知识和用行为说话的猫咪的行动语言，以及以猫咪为对象

进行协商的各种方法。第三章和第四章正式描述了猫的问题行动，详细介绍了正确修

正问题行动的方法和帮助猫和猫，以及猫和铲屎官之间顺利沟通的具体、实用的方

法。 

虽然非常漂亮可爱，但不知它会想什么、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很难判断其心思的

猫。通过这本书，我们能够学会真正与猫咪沟通，并集中改善与猫咪的关系。希望所

有铲屎官和猫在一起的日常生活能更加愉快和健康！ 

ABOUT THE AUTHOR 

郑孝敏 

猫咪行动顾问。并不是单纯集中于猫的行动修正，而是全面掌握猫的生活环境和改善

与猫的关系，以及为改善猫的问题行动进行咨询。利用猫原本的好奇心，通过加强适

应力和提高自信心的方法，正在帮助数千件猫咪问题的行动和关系的改善。除猫猫咪

行动咨询外，还运营猫咪行动分析 YouTube《odcat story》，为猫咪保护者等动物医

院相关人士进行猫咪行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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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影片介绍 

https://tv.naver.com/v/1925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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