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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吉出版社是由被称为“日本畅销书创作大师”的神吉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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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所有能力都能够通过“游泳”来培养。

考上日本名校东京大学的学生中，有6成学生都学过游泳。

游泳不仅仅是一项单纯的强身健体的运动，更是能够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自信心，好奇心，以及拉开和其
他孩子差距的非常关键的“元认知能力”。

这本书的作者，作为专业游泳教育专家，告诉大家，游泳不仅能够给孩子打下扎实健康的身体基础，同时
又能够培养孩子的“忍耐力”，“集中力”，“目标设定力”，“坚持力”等，在学校和进入社会中，拉开和别人距
离的一系列核心能力。。

在第1章到第3章中，作者主要解说了，游泳这项运动，为什么能够培养孩子的多个核心能力。

比如，

・好奇心：

在水里可以自由地变换各种动作，可以潜进水里，可以跳进水里，每一个动作，通过五感感受到的自己的
浮动和在水里的状态都是不同的。在尝试各种姿势的同时，也培养了孩子的好奇心。

・目标设定能力

游泳有各种姿势，有蛙泳，自由泳等，也有不同的距离比赛，比如5米，50米，100米等，加上时间限制的
不同，所以游泳的话，在姿势，距离，时间限制这3个要素里，会有多种不同组合。在这样的多种组合下，
孩子可以挑战不同的目标。而心理学上，人只要能够感受到50%的成功，就会有更进一步努力的想法。所以，
可以挑战多种组合的游泳练习和比赛中，即使有一个要素没有达标，但是也能够在另外一个要素上达到目
标，这样也在无形中给孩子提供了多个成功体验。

・能够获取大量成功体验

在足球或者篮球比赛中，会因为教练的战略需求等因素，无法上场。但是游泳竞技中，很多时候都有机会上
场比赛，这样就能够获取大量的成功体验。孩子小时候的成功体验能够增强他们在未来对待事物的自信心。

・元认知能力

在水里面，我们是无法用眼睛来确认自己的身体的。所谓元认知能力，就是开启第三视角来认知自己，或者
说，从自我和当前的情境中脱离，假想出「另一个自己」。游泳这项运动是各类体育竞技中，少数的无法通过
眼睛明确确认自己身体的运动，所以在这样的运动中，无形中就开启了第三视角来认知自己的能力。

・集中力

游泳姿势，游泳距离等多个组合，也能培养孩子的4种不同的集中力。持续性集中力，选择性集中力，实行
集中力，切换集中力。

在第4～第6章中，作者具体解说了游泳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图文的方式，让孩子科学地学习游泳。

在第7章中，解说了在让孩子进行游泳运动时，怎样的亲子互动方式，能够让孩子更积极地对待游泳，并对
他们的能力开发和成长起到正向引导等等。

【書名】
子どもに必要な能力はすべて水泳で身につく
【ISBN】
978-4-7612-7623-2

【著者】

菅原 優
【page】
224p
【発行年月】
2022年8月



很多家长还在忙于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种补习班、为孩子的成绩而焦虑，但是，他们都忽视了：每天规律的运
动才是孩子的“聪明药”。运动可以大幅增强孩子的记忆力、专注力、思考认知能力。

更重要的是，运动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吃得更多、睡得更好、长得更高、增强抵抗力，还能让孩子更聪明，帮
助孩子塑造更完整的人格。

持续而有规律的运动习惯对孩子来说，除了能“苦其心志”，运动过程中的“重复”更是一种磨练——为了把
一个动作做好，他们可能需要一遍遍地重复枯燥的训练。能经得住这种枯燥的孩子，将来进入职场，可能会
更淡定、更踏实。

小小的运动场，对孩子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微观的人生。体育比赛让他们明白，并不是努力就能获得好成绩，
也不是每一场比赛都会有绝对的“公平”。

从这本游泳的书开始了解，运动才是真正的“聪明药”。

author

◉─ 游泳教育家。 Swimmy Co., Ltd. 代表董事 1987年出生于广岛县。

毕业于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部终身体育学科。 以“游泳培养孩子生存能力”为主题，教授游泳14年。 对300
多名孩子进行一对一教学，总课数超过3000节。

通过日本体育厅委托的项目和众筹为发育障碍儿童举办游泳课程。 同时，与东京学艺大学开展针对发育障
碍儿童游泳的联合研究。 在电影《游月》中负责游泳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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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销量扎实学习系列之扎实掌握高中数学基础问题的书。

即将面临高考的学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考试前不知道复习哪些问题比较好

・无法在期限内有计划地做完课题
・明明知道计算方法，却总是粗心失分

・担心无法在考试时间内完成所以试题
・模拟题都能解答入流，但是一到考试，就考不出理想的分数

・不知道计算失误的原因

面对这些问题，这本书以以下6个特色，帮助考生轻松掌握高中数学的基础问题。

●特色1 给出6种学习法，不同类型的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法进行高效学习。

① 〇△×管理法
② 复习预约便利贴学习法

③ 预防粗心笔记法

④ 计时法

⑤ 单词卡片学习法

⑥ 计算失误分类法

●特色2 书中所有的试题都是过去实际的高考试题，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实践技能

●特色3 通过精心挑选的示例和答案，让学生可以掌握每个主题的要点！

即使没有时间的人，只需要阅读例题答案，就可以直接变复习。

●特色4 自测“基础力”

每个主题都会配上简单的问题和更实践性的问题，对于不擅长的主题从左向右解题，对于擅长的主题可以
遮住左边的页面，直接解答右边的问题。书中还附上让学生记录日期和掌握率的地方，让学生能够目测到自
己的“基础力”的提升。

●特色5 解答和解说分开为另外一册，让解答和解说更详细
不同于一些学习参考书将答案附在书后，这本书试讲解答册分为另外一册，这样学生可以更轻松地对答案。
同时，由于分开为另外一册，相当于另外一本书，所以解答非常详细。学生阅读红色部分，就能够了解问题
的思考方法等重点。

●特色6 数学用语清单
就像读英语句子不知道英语单词就无法读懂一样，解答数学问题不知道数学最基本的用语，也会导致很多
数学题解不出来。在这里列出了最基本的一些数学用语清单，只需要1-2分钟就能掌握数学基本用语，在使
用本书前阅读一下，提高学习效率。

【書名】
高校入試の基礎問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数学
【ISBN】
978-4-7612-3071-5

【著者】
清水 章弘 ／著 池 航平 ／著
【page】
128p
【発行年月】
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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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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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销量扎实学习系列之扎实掌握高中英语基础问题的书。

即将面临高考的学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考试前不知道复习哪些问题比较好

・无法在期限内有计划地做完课题
・明明知道计算方法，却总是粗心失分

・担心无法在考试时间内完成所以试题
・模拟题都能解答入流，但是一到考试，就考不出理想的分数

・不知道计算失误的原因

面对这些问题，这本书以以下6个特色，帮助考生轻松掌握高中英语的基础问题。

●特色1 给出6种学习法，不同类型的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法进行高效学习。

① 反针记忆法（将单词分成几个组合，进行反复背诵，练习）

② 领读，复读记忆法（把自己当成主持人的练习法）

③ 〇×△管理法

④ 填空阅读法

⑤ 词汇颜色分类法

⑥ 门上贴满式暗记法

●特色2 书中所有的试题都是过去实际的高考试题，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实践技能

●特色3 通过精心挑选的示例和答案，让学生可以掌握每个主题的要点！

即使没有时间的人，只需要阅读例题答案，就可以直接变复习。

●特色4 自测“基础力”

每个主题都会配上简单的问题和更实践性的问题，对于不擅长的主题从左向右解题，对于擅长的主题可以
遮住左边的页面，直接解答右边的问题。书中还附上让学生记录日期和掌握率的地方，让学生能够目测到自
己的“基础力”的提升。

●特色5 解答和解说分开为另外一册，让解答和解说更详细
不同于一些学习参考书将答案附在书后，这本书试讲解答册分为另外一册，这样学生可以更轻松地对答案。
同时，由于分开为另外一册，相当于另外一本书，所以解答非常详细。学生阅读红色部分，就能够了解问题
的思考方法等重点。

●特色6 跨越不同单元的练习题

很多参考书的练习题主要把焦点放在某一个知识点的练习。但是这本书的练习题，跨越不同知识点，帮助学
生掌握自己的学习进度和能力提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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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速脳速读協会编写的，1分钟速读训练法，同时提高阅读的“速读”和“准确度”。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1分钟训练，帮助读者：

・提升阅读速读和理解力，并且驾驭专注力

・节省时间，高效学习与工作

・提升职场人士高效充电效率

・培养超级注意力和理解力

比如，像这样的的问题。

Q：土地里，拥有需要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养分，但是只要具备让植物成长的必要条件，即使没有土植物也能够成
长。

那么请问，下面的这句话对不对？

如果没有让植物成长所需要的必要的养分的土地，植物是无法生长的。

答案会如右图所示，通过详细的标记，分解句子，解说思考逻辑，告诉读者正确答案。

【書名】
1分読みトレ!
【ISBN】
978-4-7612-3067-8

【著者】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速脳速読協会 ／著 柳生 好之 ／監修
【page】
128p
【発行年月】
2022年6月

又比如像这样的问题。

Q：意大利的伽伐尼发现，青蛙受到了电的冲击后会动，而这件事是同为意大利人的著名物理学家亚历山德
罗·伏特之后发现电池的契机。

那么请问，下面的2句话里，哪一句是正确的？

①电池发明的契机，是由于伽伐尼的一个青蛙的实验开始的。

②伽伐尼因青蛙实验为灵感，发明了电池

正确的是①



整本书一共分为5个部分，这5个部分分别以以上的这种形式给出大量1分钟训练的题目，帮助读者锻炼大脑，
提高阅读的“速度”和“准确性”。

PART1 基础
- 发生了什么？ 变成了什么？

PART2 指示语/照应
――这个，那个，哪个？

PART3 同义句

――哪些可以画上等号？

PART4 推理/推论
- 理解没有写的内容

PART5定义和具体例子

——会发生吗？ 不能发生吗？

PART6 图表阅读理解

- 这个图真的正确吗？

整体的内容最小的话，小学4年级（10岁左右）就可以练习，大到初中，高中，大学甚至成人，都可以练习。

而内容的范围涵盖也比较广，比如“磁悬浮列车”、“生物燃料”、、“奥运会”等，在练习的同时，还可以增加知
识。

这本书无论是学生党还是社会人士都适用。

可以解决学生党的“学习不集中”，“题目读不懂”，“考试时间总是不够” 等痛点。

也可以解决社会人士的“读书无法集中精神”，“没有专注力”等痛点。

阅读速读和准确度取决于理解能力，理解得快，阅读效率就高，如果读了没理解，一目10行业没用。

所以，要读得快，先要读得多，读的多懂得就多，读起来自然快。

这本1分钟练习书，帮助你提高在短时间读的“快”而“准确”的能力。

【書名】
1分読みトレ!
【ISBN】
978-4-7612-3067-8

【著者】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速脳速読協会 ／著 柳生 好之 ／監修
【page】
128p
【発行年月】
2022年6月



日本速读协会

成立于1998年。 2019年并入一般社团法人。与SRJ有限公司开发的“速读理解课程”培训系统的策划开发、速
读理解测试和速读理解英语测试的运行、速读的推广和出席有关的活动通过网站和机构杂志开展业务等。

截止2016年6月，速读教室数量已超过2000个。

与全国各地的补习班和学校等教育机构合作，致力于为农村和偏远岛屿以及城市地区的儿童创造阅读支持
和速读的机会。

【書名】
1分読みトレ!
【ISBN】
978-4-7612-3067-8

【著者】
一般社団法人 日本速脳速読協会 ／著 柳生 好之 ／監修
【page】
128p
【発行年月】
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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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考える力を磨く1分間トレーニング』
【ISBN】

978-4-7612-7000-1
【著者】
木村尚義
【page】
192P  
【発行年月】
2014年5月
Have Indesign Data 

1分钟柔性思考力锻炼！

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商业模式创新，寻找新的市场营销机会，挽回旧客户。。。

职场中的这些场面其实只要改变7个要素，就能达成

1.改变时间和空间
2.改变大小和重量
3.通过租借降低成本
4.改变制度
5.改变环境
6.改变标准
7.改变概念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经常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可是，你真的会解决问题吗？解决问题的关键在
于“拆解”，即通过优化思路，把问题化难为易，拆解并重构成具体可执行的步骤，然后逐一突破，
轻松解决。

这本书通过7个角度，70个案例，以一页是问题，后面一页是解答的形式，让读者一边思考解题，
一边学习柔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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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Indesign Data 

【提问】

东京的地铁的拥挤程度世界闻名。相信大家也看到过日本的地铁早高峰，乘客被站员推进地铁里的照片。日本
一直呼吁企业能够做到时差通勤，也就是错开时间通勤，这样可以缓解高峰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新加坡
以前也有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新加坡政府做了一个方法，缓解了早高峰，请问是什么？

【答案】

7:45分之前到达目的地的乘客实行免费，从而让高峰期的乘客数减少了7%

【POINT】
改变时间

【提问】

某商店的户外商品突然销售不佳，睡袋，帐篷，野外烧饭用具等等销售量明显下滑。商店曾经思考过打折销售，
但是考虑到成本和盈利空间，又不想打折。随后，商店通过了某一种手段，在没有打折的情况下把商品卖了出
去，请问是哪种营销方法？

【答案】

将商品以“防灾商品”的名义销售。平时对户外活动并不感兴趣的人，也会去防灾商品的货架。帐篷，睡袋等等
这些在灾害发生时都会派上用场。

【POINT】
改变环境

Pick Up

顾客创造研究所有限公司代表董事。六本木图书馆个体经营研究会会长。

1962年出生。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后，加入了一家OA设备销售公司。他将受托重建
秋田一家无利可图的商店，充分利用熟悉个人电脑的常客帮助客户服务的逆向思路，将销售额提高五倍。
之后，他跳槽到一家 IT 教育公司，磨练了自己作为培训讲师的技能。

2008年，他成立了客户创造研究所有限公司，希望为公司提供一种思维方式，让他们能够提出想法，而
不受先入为主的想法的束缚，他已经研究了30多年，振兴日本。通过向大企业，中小企业提出各种创意，
广受好评。它还为银行、贸易公司、电信公司、保险公司、地方政府等提供“想法研讨会”。截至2014
年4月，已有1000多家企业到访，参会人数超过3万人。
此外，还积极开展对SE和IT公司的销售人员的培训，主题广泛，例如“SE交流”、“将SE转换为销售的
意识转变”和“销售人员的技术培训”。

Author



【書名】
『考える力を磨く1分間トレーニング』
【ISBN】

978-4-7612-7000-1
【著者】
木村尚義
【page】
192P  
【発行年月】
2014年5月
Have Indesign Data 

第一章 改变时空
Q1 便宜租车的秘诀
Q2 榻榻米店销售额翻两番的创意
Q3 几百日元就能上英语会话课！？
…… 和更多

第二章 改变尺寸和重量
Q11 在短时间内提高甜甜圈店知名度的一种方法是什么？
Q12 成熟市场也能成长！
Q13 传送带寿司店最想联系的顾客是什么？
…… 和更多

第三章 改变借贷降本的印象
Q21 成功捕捉不擅长个人电脑的老年人的网购公司的想法
Q22 藤泽武夫的技能让本田信任本田，这是一个小镇工厂
Q23 为提高东京站重建工程的成本而出售的令人惊讶的东西是什么？
…… 和更多

第四章 改变机制
Q31 超级打折的名片店是怎么赚钱的？
Q32 咖啡店的问题
Q33 去很好，但是回来呢？
…… 和更多

第五章 改变环境
Q41 只需更换一个零件，它就会成为非常受欢迎的产品！
Q42 为什么出版商要向所有内容都出版的网站提供一本书？
Q43 带来创新最重要的是什么？
…… 和更多

第六章 改变标准
Q51 如何吸引高傲的有钱人打折？
Q52 中餐厅策略
Q53 边缘村大米如何高价卖？
…… 和更多

第七章 转变观念
Q61 如何把卖不出去的产品变成热门产品
Q62 为什么我的法语能汇聚一流厨师？
…… 和更多
Q70 即使性能低下也很受欢迎

Chapter



只需改变吃法3天，就能养成一生不愁的控制食欲，吃出健康的习惯。

指导了1万人的日本人气营养师，教你如何长期有效的吃出健康。

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关心食物健康。无论是为了减肥，为了美容，还是为了预防疾病等目的，很多人多多少
少都在学习一些食物的健康知识。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持续不下去大有人在，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压力过大。没有专业的知识，却一直尝试过于专业的健康食物挑战，短期内无法获得期待的效果，
就会累积压力，造成最终放弃。实际调查数据也显示，越是过于注重食物营养的人，反而会在营养上产生不
均衡的现象。

另外一个是，要记得东西太多了，该吃什么，什么食物健康等等。这很难在实际生活中去实践。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不需要太过专业的知识，只需要一点很小的判断，任何人都能做到，而且毫无压力地
实现营养健康呢？

这本书，作者结合专业知识和生活经验，用更科学的饮食习惯，拥抱更健康的生活。

在第1章中，主要聚焦在对食物饮食健康的思考模式的改变上，比如，比起记住哪些食物不能吃，大概记住
哪些食物能吃，实践性更强；在饮食健康这一块，同时持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重要性；比起运动，有
时候只需要改变一个姿势，就有可能不容易变胖；等等

在第2章中，主要聚焦在如何通过一些简单的知识，来改变日常的饮食习惯。

比如，只需要通过颜色来判断这个食物多吃好，还是少吃好。像面包，油炸物这样的白色和茶色类的食物，
大多都是糖质和脂肪为主的食物，少摄取比较好，应该多摄取绿色和红色的食物，只需要改变这样一个习
惯，整体的营养摄取就会有所改善；

还有，将食物主要分成3类。糖质（比如面包，甜品等），蛋白质类（各种肉类，豆腐等大豆食品等），以
及“重置”食品（比如海藻类，蔬菜类等）。不需要记忆过多的知识，只需要掌握，吃进去的食物大概保持在
“糖质：糖质以外＝1:2”这个比例，整体的营养就会比较均衡。

在第3章中，解说了如何克服生活中的一些食欲，包括语言暗示法，调整睡眠法等等。

在第4章和第5章中，主要聚焦在如何改变吃法，让食物变得更健康的吃法上。在这里，作者列举了很多生
活中常见的食物，具体的解说了如何吃，才能真正吃出健康。比如蔬菜到底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运动饮料
到底好还是不好，咖啡真的不能摄取过多吗？等等

在第6章中，主要聚焦在那些大多数人都超爱，但是很不健康的食物上，教大家如何和这些不健康的食物
“很好地相处”，而不是不吃。比如，喜欢拉面的人，多放点鸡蛋，葱等等，就可以减少一定的脂肪吸收。

在最后一章第7章中，介绍了一些进阶法，包括思维模式的转变和实际应用的记录法等，真正掌握好“吃”这
门学问。

【書名】
続食べ ～結果が出る食べ方がカンタンに続く方法
【ISBN】
978-4-7612-7608-9

【著者】
岸村 康代
【page】
200p
【発行年月】
202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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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注册营养师。高级蔬菜评鉴师。

成人饮食研究所代表所长。

对超过10,000多人进行指导，改善了很多人的不健康饮食。

在她的饮食指导下，已有2000多人成功，这些人减掉的脂肪总量超过10吨。

自己虽然是注册营养师，但是曾经由于过于沉迷于营养知识，并因暴饮暴食而不断生病。

在阅读了论文、研究资料和专业书籍后，利用自己在医学领域的临床经验，重新认识了食物，并成功减
掉了公斤。

通过这样的经历，作者意识到，越是过度沉迷于营养知识，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并开发了自己独特的一
套饮食法。

现在，她的一套毫无压力并且不会反弹的饮食法，在日本越来越受欢迎。



一本就能理解高中的所有化学基础。

日本高考学辅类书，简而明了解说高考常见关键知识点。

这本书的特色是：

1.简而明了掌握学习内容

2.所有的重点只需要看一眼就能明白

3.最大程度地简明解说
4.大量图文辅助解说，让理解更轻松

5.化学知识含义索引，让背诵更轻松

【書名】
高校の化学基礎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68-5

【著者】
青野 貴行
【page】
112p
【発行年月】
2022年6月

Chapter

第一章 物质的组成

第二章 物质的组成粒子

第三章 化学键合

第四章 物质的量和化学反应式

第五章 酸和碱

第六章 氧化/还原



一本就能理解高中的所有生物基础。

日本高考学辅类书，简而明了解说高考常见关键知识点。

这本书的特色是：

● 短时间内了解高中生物的所有关键基础知识！

● 范围和水平与高中教材相同！

● 每个项目的要点的解说很严密

● 通俗易懂的“解说”和“图解”

● 每章结尾小结知识，让知识记得更牢固

● 衍生内容，满足求知欲

● 从高中一年级甚至到成人，都能体会到生物基础乐趣的终身读物！

内容主要包括以下6部分。

1. 生物多样性和共性

2. 基因及其功能

3. 体内平衡

4. 免疫力

5. 植被和演替

6. 生态系统和保护

【書名】
高校の生物基礎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69-2

【著者】
大森 徹
【page】
192p
【発行年月】
2022年6月



100万销量扎实学习系列之扎实掌握高中数学基础问题的书。

即将面临高考的学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考试前不知道复习哪些问题比较好

・无法在期限内有计划地做完课题
・明明知道计算方法，却总是粗心失分

・担心无法在考试时间内完成所以试题
・模拟题都能解答入流，但是一到考试，就考不出理想的分数

・不知道计算失误的原因

面对这些问题，这本书以以下6个特色，帮助考生轻松掌握高中数学的基础问题。

●特色1 给出6种学习法，不同类型的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法进行高效学习。

① 〇△×管理法
② 复习预约便利贴学习法

③ 预防粗心笔记法

④ 计时法

⑤ 单词卡片学习法

⑥ 计算失误分类法

●特色2 书中所有的试题都是过去实际的高考试题，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实践技能

●特色3 通过精心挑选的示例和答案，让学生可以掌握每个主题的要点！

即使没有时间的人，只需要阅读例题答案，就可以直接变复习。

●特色4 自测“基础力”

每个主题都会配上简单的问题和更实践性的问题，对于不擅长的主题从左向右解题，对于擅长的主题可以
遮住左边的页面，直接解答右边的问题。书中还附上让学生记录日期和掌握率的地方，让学生能够目测到自
己的“基础力”的提升。

●特色5 解答和解说分开为另外一册，让解答和解说更详细
不同于一些学习参考书将答案附在书后，这本书试讲解答册分为另外一册，这样学生可以更轻松地对答案。
同时，由于分开为另外一册，相当于另外一本书，所以解答非常详细。学生阅读红色部分，就能够了解问题
的思考方法等重点。

●特色6 数学用语清单
就像读英语句子不知道英语单词就无法读懂一样，解答数学问题不知道数学最基本的用语，也会导致很多
数学题解不出来。在这里列出了最基本的一些数学用语清单，只需要1-2分钟就能掌握数学基本用语，在使
用本书前阅读一下，提高学习效率。

【書名】
高校入試の基礎問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数学
【ISBN】
978-4-7612-3071-5

【著者】
清水 章弘 ／著 池 航平 ／著
【page】
128p
【発行年月】
202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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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高校入試の基礎問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英語
【ISBN】
978-4-7612-3072-2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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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2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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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销量扎实学习系列之扎实掌握高中英语基础问题的书。

即将面临高考的学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考试前不知道复习哪些问题比较好

・无法在期限内有计划地做完课题
・明明知道计算方法，却总是粗心失分

・担心无法在考试时间内完成所以试题
・模拟题都能解答入流，但是一到考试，就考不出理想的分数

・不知道计算失误的原因

面对这些问题，这本书以以下6个特色，帮助考生轻松掌握高中英语的基础问题。

●特色1 给出6种学习法，不同类型的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法进行高效学习。

① 反针记忆法（将单词分成几个组合，进行反复背诵，练习）

② 领读，复读记忆法（把自己当成主持人的练习法）

③ 〇×△管理法

④ 填空阅读法

⑤ 词汇颜色分类法

⑥ 门上贴满式暗记法

●特色2 书中所有的试题都是过去实际的高考试题，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实践技能

●特色3 通过精心挑选的示例和答案，让学生可以掌握每个主题的要点！

即使没有时间的人，只需要阅读例题答案，就可以直接变复习。

●特色4 自测“基础力”

每个主题都会配上简单的问题和更实践性的问题，对于不擅长的主题从左向右解题，对于擅长的主题可以
遮住左边的页面，直接解答右边的问题。书中还附上让学生记录日期和掌握率的地方，让学生能够目测到自
己的“基础力”的提升。

●特色5 解答和解说分开为另外一册，让解答和解说更详细
不同于一些学习参考书将答案附在书后，这本书试讲解答册分为另外一册，这样学生可以更轻松地对答案。
同时，由于分开为另外一册，相当于另外一本书，所以解答非常详细。学生阅读红色部分，就能够了解问题
的思考方法等重点。

●特色6 跨越不同单元的练习题

很多参考书的练习题主要把焦点放在某一个知识点的练习。但是这本书的练习题，跨越不同知识点，帮助学
生掌握自己的学习进度和能力提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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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文系でも仕事に使える データ分析はじめの一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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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行年月】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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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文科生也能快速掌握的数据分析术。

工作中会有很多时候遇到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客观事实，
也能够帮助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说到数据分析，很多人想到的是和数学相关，从而让文科生望而却步。

但是这本书避开复杂的数学公式，不从复杂的理论出发，而是比如，

○如何从数据分析倾向和原因，
○如何通过数据分析解决问题，找到最佳方案，
○不同种类的数据分别通过怎样的图标进行有效的分析

等等，结合非常多的案例，帮助我们能够学到立刻能够运用到工作中的实
战技巧。

作者简介

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擅长编辑科学类的书籍。统计
学类的书从入门到高阶，以及利用excel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相关的书制作
了30多本。

之后成立了自己的编辑室，成为一位自由编辑人。利用一直以来的经验，
主要制作科学类的书籍。

作者也是日本数学协会会员。基于自己的科学知识和编辑经验，作者擅长
将复杂的科学知识通过简而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了很多好评。

这本书也不例外。



数据分析和数学的区别

数学是演绎法，必须使正确的。
而数据分析是归纳法，根据不
同情况，最后的结果未必是正
确的。

比如，黑天鹅事件。

奥巴马竞选网站

奥巴马竞选募集资金网站由谷歌负责。

通过不同的照片，视频，以及最后点
击投票按钮的文字（sign up/join us  
now/learn more）的组合，找出最佳
方案。

也打破了很多人认为视频比照片更有
说服力的假说，最后是和家人的照片
和learn more的组合，让他获得最多
的投票。

再次佐证人的直觉是不可靠的，需要
通过数据分析才能找到最佳方案。

【書名】
『文系でも仕事に使える データ分析はじめの一歩』
【ISBN】

978-4-7612-7509-9

【著者】
本丸 諒
【頁数】
208頁
【発行年月】
2020年9月
Taiwan ×



【書名】
みんなで考えるAIとバイオテクノロジーの未来社会
【ISBN】
978-4-7612-7611-9

【著者】
冨田 勝
【page】
216p
【発行年月】
2022年5月

大学专攻计算机工学，在美国大学置身于AI（人工智能）研究10年，之后又专注于
生物学研究领域20年的作者，结合人工智能和生物科学的知识，从科学角度，伦理
角度，以及哲学角度和读者一起探讨未来的一本书。

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真的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
人类幸福到底是什么？
在人生约90年左右的有限的生命中，我们应该如何度过这生命时光？
当注定于人工智能相伴的未来，生而为人的意义又何在？

人工智能的出现于生命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延续、是升华、还是毁灭。在人工智能
进化的道路上，生命的价值要如何体现，要怎样绽放生命独有的光辉。

Author

1957年出生于东京。 庆应义塾大学工程系毕业后，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
（CMU）留学，并在计算机科学系完成博士课程（1985年）。 之后，他是CMU  
自动翻译研究所的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和副主任。

1990年起任庆应义塾大学环境情报学部助理教授、教授、院长。 2001年至今，
庆应义塾大学高级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总统鼓励奖（1988年），日本IBM科学奖（2002年），文部
科学大臣奖科学技术奖（2007年），大学创业奖特别奖（2014年），山形县特
别成就奖（2017年），第68届获得开河北文化奖（2019年）和第五届生物产业
奖（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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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展望未来
第1章“人工智能的力量”从历史中解读
第2章 AI 和人类有什么区别？
第3章 基因组和生物伦理学
第4章 未来性别理论
第5章 克隆人技术伦理
第6章 人为什么老
第7章 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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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热爱韩流的粉丝的一本韩语单词手册。

韩流娱乐，SNS投稿等经常会用到的一些韩语词汇，结合可爱的手绘进行解说。记住单词的同时，
对韩国的一些文化也会有所了解。

手冢山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韩国文化系）。 由“もっ韓学院”赞助。 东京外国语大学毕业
（取得韩国语教学执照）后，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完成博士课程。 2021年和2022年
NHK电台“Step Up Korean Course”讲师。 连载于《我想知道更多！韩剧》。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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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让我们比较一下代表人的词
Part2 比较一下SNS和电视节目用语
Part3 让我们比较食物，衣服和住所的单词
Part4 比较表达个性和情感的词语
Part5让我们比较描述交流和运动的词
Part6 比较一下代表状态的词的四种展开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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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看不到句子结构的复杂英语“难句”的必读书籍！一本测验式的书，教你用基本语法永远无
法理解的困难结构的类型和特征，以及如何解开这些结构。英文文本的含义和细微差别被很好地
挖掘出来。

书中收录了多个类似以下问题：

下面哪个是正确答案？

Allan gives his wife anything she wants.
= Allan ( ) his wife nothing.
① accepts ② bans ③ denies ④ permits

下面哪一个回答更贴近真实情景？

“Will Daniel get well? ”“( ).”
① I hope not ② I’m afraid so
③ I’m afraid not ④ Certainly not

(1) 至 (4) 中哪个答案划线部分符合条件？

Revelation of secrets is normally only allowed in the interests of historical accuracy after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no further benefit can be obtained from continued 
secrecy.
① Revelation ② normally ③ allowed ④ after以下

本书每读一个英文句子，就能学会“信息结构”、“词序倒置”、“重复避免遗漏”、“远距离
修饰”等难点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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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倉 弘

出生于静冈县静冈市清水。

5岁时，他对《芝麻街》产生了兴趣，从而开始学习英语。

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院英语文学系毕业。 师从鸟栖典光教授学习信息结构，并将理论融入到预科世界的高
考解说中。 讲座中，他与母语人士多年结对，其划时代的英文作文教学深受好评。 对历史也很熟悉，曾
获得日本史一级、世界史一级、日本历史大学博士。 他有在不到四十秒的时间内说出第126位皇帝的特
殊能力。

Jack Barker

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 毕业于大都会州立学院。 在大学期间，他学习了英国文学和日本文化，毕业后
他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帝京洛雷托高地学院担任英语教师。 他于 1994 年来到日本，在英语学校和公
司教授英语会话的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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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1 句型
介词 + B + 主语 + A / SVMO / 及物动词 + 介词 + B + A / 添加到 B + A 等等。

PART2 倒置
地点指示词 + V + S / C + V + S / O + S + V / p.p./-ing + be动词+ S等

PART3 那 / 它 / as
省略 that / so much so that ... / it is noun that ... etc.

PART4 从属
关系代词从句的中断 / fake have to / fake have + p.p. 等。

PART5 非限定动词/修饰语
have only to do ～ to see ... / be 不定式 / 介词 + 关系代词 + to do ～ 等

PART6 成语和名词结构
相对代词/被动/不定式、过去分词、how、what、强调句法等。

PART7 比较
下面省略 as / than / Tolerance as ... as ～ / nowhere + v + S + contrast + than ... 等。

PART8 否认
not ～ because ... / 收到序言 not / not that S V ～ / cannot ～ too ... etc.

PART9 虚拟语气/条件/让步
虚拟语气后半部分的反转/条件从句的意外隐藏/条件的可能等。

PART10 其他盲点语法
共同关系 / 省略避免重复 / 遗漏是 / 插入等
确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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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佛教和日本神教的，拥有850年历史的庄严契密法，教你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使用能量，
辟邪保平安。

只要认真地对待每一天的生活，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保护神。

本书通过可爱的手绘，将庄严契密法的一部分以通俗易懂地的方式，介绍了如何避免厄运和吸引
好运。

Author

童年两次濒死体验。 根据父亲教育要求，从 16 岁起就一直生活在美国。 22岁那年，了解到庄
严的密宗佛教（密宗佛教）。 此后，修行密宗达四十余年。庄严契密法已有850多年的历史，是
神道和佛教都熟悉的古代日本独有的秘法，据说被古代武士和权贵广泛使用。 有多种方法可以
通过使用“Ki”（气）来提高你的运气。 但是现在有七位继承人，其中唯一的一位就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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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给“燃尽症候群”的“死灰复燃”的自救手册。

什么是“燃尽症候群”？这是1970年代，美国精神分析医生费洛伊丹贝尔格提出的。
这个词汇本身源自于英语中的Burn out。燃尽症候群或者燃尽综合征是指那些身处极大压力下身心能力耗尽，产生
疲惫空虚、自我厌恶的状态。就像燃尽的燃料，似乎没有复燃的可能。

“哎，上班又赚不到很多钱，只是温饱而已，我何苦把命都卖了呢？差不多得了。”
“梦想是什么？都是骗人的。人生苦、短，及时行乐。”
“一个人过挺好的，两个人在一起只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聚会？Party？野餐?算了，懒得出门。”
“工作有什么意义？不过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爱情有什么意义？彼此牵绊成为幸福的绊脚石?”
“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人到最后都是个死，那么认真做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们走出倦怠区，重新斗志满满？
这本书给出了解答。想要“死灰复燃”，需要3个要素。

1 火种—也就是热情，目标，努力的理由
2 薪木—为了保持火种的具体的行动，和时间分配等等
3 环境—人际关系，任务负荷等等这些外部环境因素

这3个因素缺一不可，犹如篝火，比如有了火种，但是没有薪木很好地维持或者环境不佳，火种也会灭掉。或者薪木
很好地排列，但是环境不好的话，火种也始终无法变大。

作者说、燃尽症候群里也有3种类型，
第1种是燃烧地过于激烈，从而导致燃尽的类型
第2种是有火种，但是总是燃烧不起来的类型
第3种是没有火种，根本烧不起来的类型

这本书详细地一步一步地解说了燃尽症候群如何死灰复燃，或者重新熊熊燃烧，让自己不断壮大，充实，走出倦怠
去，重新斗志满满，为自己的梦想努力，过上幸福人生。

在第1章中，解说了，燃尽症候群的状态，读者可以自我审视，了解自己的状态。同时解说了会变成燃尽症候的原因。
信息过多，疲劳累计，雇佣形态，价值观的变化等都是造成燃尽症候的原因。

在第2章中，解说了，当我们是燃尽症候群的一员的时候，如何在第一步，做一个最基本的身心呵护，打好重新复燃
的“基础”。了解①安全生活 ②日常生活 ③社会生活 逐渐到达④健全生活 这4个阶段，并在每个阶段如何分别
进行调整。

在第3章中，在第2章在做好的一定的呵护基础上，对3个要素中的“火种”和“薪木”进行了解说。如何重新审视
我们心中的“火种”，并且如何将火种燃烧起来的薪木排列方法（具体的行动等等）等等。

在第4章中，对3个要素中的“环境”进行了解说。如何改善环境，包括人际关系，职场环境等等。

在第5章中，如果身边有“燃尽症候群”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比如，应该使用的词汇和应该避免的词汇，
让已经没有斗志的人不再消沉，重新振作。这些方法不仅适用于职场，对属下，同事的身心呵护，同样适合于家庭，
亲子，恋人等等。

在第6章中，针对企业组织架构也给出了建议。如何减轻对员工的身心负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无梦、无爱、无动力，没有上升渠道也没有逃避空间，不想活也不想死----这是现在很多人的真实写照。总感觉耗
尽身心精力，总认为不会再爱了，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橡皮人，麻木地卡在人生的瓶颈，然后偷偷羡慕别人的冒险和
任性。

用这本书，让我们告别“橡皮人”，重新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



【書名】
「燃え尽きさん」の本
【ISBN】
978-4-7612-7604-1

【著者】
池井 佑丞
【page】
208p  
【発行年月】
2022年4月

◉-日本产业医生。 2008年取得医师执照。 在从事内科和家访医疗的同时，他以职业格斗家的身份工作，从医生、
职业跆拳道运动员、教练员三个角度看待“健康”。
◉ ――意识到应该追求的不是“治愈疾病的医疗”，而是“不让自己生病的医疗”，从而走向了产业医生的道路。 积
累了职工健康管理和企业健康管理经验，先后担任主管大公司的产业医师和多家企业的产业医师，目前已经为约
10000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 ――2017年，本着“使日本的不健康人为零”的愿望，通过将迄今为止积累的知识转化为服务，建立了“为所有公
司提供健康”的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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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倦怠”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现象
倦怠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① 猛烈燃烧并耗尽火力的“过火”
②即使有火也不会燃烧的“我不能燃烧”
③“不燃烧”因为没有火而不能燃烧
一个可能发生“倦怠”的现代社会。不管是谁
作为一名医生，到目前为止，我已经精疲力尽了两次。

第2章烧完，先准备好“烧基础”
“好好休息”也是天赋之一
Step 1 安全生活“睡好，常起”
Step 2 日常生活“你可以让你的正常生活正常”
Step 3 社交生活“努力工作，尽情玩乐”
Step 4 健康生活“未来我可以做到最好”

第3章 再次燃烧需要“火种”和“薪木”
你需要一个“正确的理由”才能很好地燃烧
目标是成为独一无二的你的必需品
让我们掌握如何使用“柴火”！
通过决定做什么来防止能源浪费
加强消除二氧化碳的过滤器（压力管理）

第四章如何准备好“环境”才能持续燃烧
如何改善您周围的环境
有一个“五秒钟”保护你
你也需要“孤独”来拯救人际关系的压力
如果“环境”存在明显问题，请与适当的联系人合作。

第5章如果你觉得身边的人可能会“精疲力竭”
区分倦怠（抑郁）的两个问题
对倦怠（抑郁）说的五个字
不应该被烧掉的五个字（抑郁状态）
在工作中，我们建议获得报酬。检查工作量和负载也很有效。
在家里，仔细听人说话，支持生活节奏。

第 6 章 易倦怠组织的处方
措施 1 长时间工作（过度工作）的措施
・ 采访和照顾长期工作人员是必不可少的
措施 2 骚扰措施
・ 不烧掉下属的上司是什么行为？
・不会引起权力骚扰的责骂和指导要点
措施 3 奖励和激励措施
・您是否清楚地显示了作为组织的“指示灯”？
・愿景、评价体系、心理安全
措施4 支持休假和重返工作岗位的措施
・ 一步步助你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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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观察力”，从小培养孩子观察事物底层逻辑的能力。

孩子缺乏观察力的本质原因，来源于错误的语文教育。

这本书指出，导致很多孩子学习成绩不佳的原因，其实是来源于错误的语文教育，以及比如看电
视就是对孩子学习不好这样的“教育误区”。

正是这些错误的语文教育误区，让孩子丧失了“观察力”。让孩子不仅无法正确阅读文章，也无
法“观察”到文章背后的含义。而这些又是间接导致孩子其他学科成绩不佳的原因。

并针对以下3种，常见的阅读坏习惯类型的孩子，分别给出了具体的改善方法。

①跳读类型（跳着阅读，会漏掉很多文章内的重要信息）
②主观阅读类型（用自己主观思想去阅读，从而误解文章本身的内容和信息）
③只读字面意思类型（只会读文章中的文章，却无法推测，揣摩文字背后要表达的含义和信息）

书中不仅分析了造成这种阅读坏习惯的原因，给出具体的改善方法。而且还结合具体的案例，让
读者更直观地感受，具备良好“观察力”孩子和以上3种阅读坏习惯的孩子，对文章理解的差别。

同时也给出了大量练习题，分别对这3种类型的孩子进行一步一步逐渐进阶式的“阅读改善”，
提高他们的“观察力”。

一位教育大家曾经说过,数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而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 语文是孩子学习基
础之根,学不好语文,就会连最基本的理解能力都没有,学好其他科目也就无从谈起。

有研究机构发现，那些语文学得好的孩子，成年后通常体现为情商高，逻辑能力强，更有全局观，
进而成为人际关系的焦点，更受他人欢迎，也更能体现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

如今，随着新考纲的出炉，语文分值将增加到180分，语文学习重要性不言自明。

现在很多教育论都认为语文是逻辑思维的基础，培养逻辑能力的基础。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指出，逻辑能力只不过是大家掌握后，会导出“同一个结果”的能力。而当今
社会，是一个具有很多不确定性的社会，具备“观察力”才是更高阶的高质量逻辑能力导出的
“源泉”，形成创造力的“源泉”，更是今后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始终能够保持竞争力的一种能
力。

就犹如达芬奇是人类智慧的象征,达芬奇的双眼是他理解和影响世界的主要通道。Saper 
Vedere("知道如何看")正是达芬奇揭露大自然创造成果背后普遍形式和过程的工具。对他来说，
发现和洞见的窍门是直接观察和体验。毋庸置疑，达芬奇自己的观察力必定非凡。

提升孩子的“观察力”，才能提升孩子的认知，培养孩子观察事物底层逻辑的能力。让孩子长大
以后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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イデア语文教室创办者。

高中时在全国模拟考试中取得语文第一名，恩师对他说“要成为语文专家”。

之后就读立教大学期间，在媒体人培训学院学习写作技术，毕业后作为报道记者、剧本作家在电
视业界工作了20年左右。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发现，本应该是语言专家的新播音员们的词汇量
和表达能力逐年下降，感受到语文教育的危机，2010年，在高知市开设了个别指导读书和作文
的语文教室。不久之后，在其语文教室上课的学生不仅语文成绩有所提高，其他学科的成绩也有
所提升，考进日本难考的名校的学生也不计其数。

在自己创办的语文教室内，对学生一对一的观察和记录，总结出了主要3种类型不好的阅读习惯，
并且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进行正对性的指导，帮助学生改善，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这本书是作者将她的经验，结合详细的案例和练习题，非常详细地解说的一本教育实用书。

Author

第1章 解说了语文教育和观察力的重要性

第2章 解说了造成孩子语文能力和观察力欠缺的原因和教育误区。并且利用具体案例，帮助读者
客观了解观察力强的孩子和缺乏观察力的孩子，对文章阅读理解的差距。

第3章 解说了针对第一种类型，跳读类型的孩子进行改善的具体方法

第4章 解说了针对第二种类型，主观阅读类型的孩子进行改善的具体方法

第5章 解说了针对第三种类型，只读字面意思类型的孩子进行改善的具体方法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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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读类型的孩子进行改善的具体方法

跳读类型的孩子会跳读，是因为本身掌握的词汇量不够，和对词汇本身不感兴趣，所以会在阅读
的时候，有意识地跳掉那些自己看不懂，或者没有兴趣的词汇。

想要改善，可以通过一些让他们对各种事物产生兴趣的“观察作文训练”来改善。具体方法可以
根据以下的步骤循序渐进。

Step 1 利用一些简单的场景绘本或图形，用5W1H 进行“一句话作文”练习

Step2  逐渐使用一些比较不常见的场景的图形，进行“一句话作文”练习，目的是增加孩子的
“词汇量”

Step3 在step2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具有季节感的图形，进行作文练习。有了季节感后，文章不
仅仅停留在事实的描述上，还会增加一些观察到的气氛，通过语言表达。这个过程中丰富了词汇，
丰富了孩子的表现力。

Step4 五感观察作文。当季节感的练习到一定程度，可以开始写一些五感观察作文。视觉，听觉，
触觉，嗅觉，味觉。比如用一个冰激凌，通过五感，用文字进行描述。

Pic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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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阅读类型的孩子进行改善的具体方法

主观阅读类型的孩子，会用自己主观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文章，造成对文章信息的误解。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一直以来，没有足够的客观看实物的经验和环境。
想要改善，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法。

・进行客观度确认测试，让自己意识到自己不够客观的事实
・都和不同类型的人交流，提升自己的眼界
・把自己的文章给其他人看，接受不同角度的意见
・不断试错，直到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方式的错误
・通过“绘画观察”练习，从空间角度学习多角度思考
・通过“比较观察”练习，从时间角度学习多角度思考

Pic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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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孩子逻辑思维能力。这是一本手把手教孩子，如何通过3个步骤，同时也是3个能力

①把握（收集信息和整理的能力）
②思考（基于信息进行思考的能力）
③传达（适当地将信息表达出来的能力）

掌握逻辑思维能力的一本书。作者认为，小学6年级的语文教学足以锻炼孩子一生受用的逻辑能力。
所以，这本书除了非常详细地解说，如何通过这3个步骤掌握逻辑能力，同时也介绍了如何运用语文教
学内容去做强化练习。

逻辑思维也叫抽象思维，是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按照一定的规则与规律，逐层有序地推导出结论
的思维。

很多孩子说话反反复复，并且没有重点，往往就是由于缺乏思维逻辑能力所导致。

逻辑思维能力会影响学习成绩。无论是理解学科本身的知识还是考试的时候理解题目的含义，都需要
逻辑思维能力。

当孩子长大后，逻辑思维对她们工作后能够取得的成就也会有巨大影响。

优秀的逻辑思维能力能够更好的理解领导的指示，公司的方针，也能够和同事，客户，上司，属下更
好的沟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也能够更有计划，更高效地执行。

所以，从小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是让孩子长大后拉开和别人距离的一个十分关键的能力。

这本书在第1章中，简单介绍了逻辑思考能力的基本知识和重要性。

在第2章中，介绍了掌握逻辑思维能力的第1步，“把握”的方法。掌握逻辑思维的第一步是要“把握”
信息。在这一章中，详细介绍了，如何做收集信息前的准备，具体如何收集信息，通过身边的简单案
例解说收集信息后的归类方法，甚至还导入了MECE这样的框架，以及收集到的数字类信息的看法等等。

在第3章中，介绍了第二个步骤，同时也是第二个能力，思考的的能力。通过简单的案例，解说了思考
的3个步骤，1分析，2解释，3验证。同时穿插了逻辑思维的基本，抽象化能力，对比思考等思考方式。

在第4章中，解说了第3个步骤，传达。教孩子传达的时候通过结论＋说明＋结论的方式等具体的传达
方法，以及避免情感冲突的传达方法，以及如何客观观察对方，站在对方立场上思考的方式等等。

在最后一章第5章，是练习的一章。通过几个日本名校的语文考试题，让孩子练习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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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攻初中考试的SS-1专业辅导班的代表。 《如何使用智慧学校》总顾问。
1973年出生。 京都大学法学部毕业。 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在大学入学考试预备学校和主要的宿学校积
极担任招牌指导员，并开设了专门针对初中入学考试的专业辅导班。 我们将通过将学科教学技能与语
音呼叫方法、反算思维和习惯教学相结合，建立在短时间内提高成绩的独特知识。 除了为入学考试而
学习外，他在婴幼儿和低年级的技能发展以及如何建立亲子关系的指导方面享有盛誉，并积极写作和
讲课。

Author

Pick Up

小学6年级，掌握逻辑思考能力的6个阶段

小学1年级：学习主语，谓语为主的文章基本构造
小学2年级：学习时间序列的感觉和对比思考的基础
小学3年级：练习信息的收集和发表的基础
小学4年级：整理信息，并且学会有依据地交换意见
小学5年级：学习理解对方的心情和想法，有逻辑性地
且顺利地传达给对方的基础
小学6年级：通过客观观察自己和有效的表现手法，提
高逻辑性沟通能力

通过身边的事物手把手教孩子如
何收集信息并且进行分类▼

解说MECE框架教孩子高效获取自己
想要的信息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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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如何通过读取图表获取信息
▼

解说如何通过故事类的文章
强化逻辑思维思考能力▼

解说逻辑性地传达的方法
▼

通过分解的方式思考
▼

教孩子想要高效传达，
要学会站在对方立场思考▼

日本几个名门中学
小升初中的考试题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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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贵族学校100字日记法，养成超高分写作力：一天10分钟打好孩子作文基础，翻转文字
表达力。

日本知名LCA国际小学
给孩子与世界接轨的写作力！
国际文凭学校都在用，思考与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
培养阅读+分析能力，教孩子写作文的第一本书！

ＡＩ时代，写作力将变得更重要
每天只要10分钟，从100字日记开始
透过家长的带领、对话，让孩子不再讨厌作文

利用100字日记，让孩子赢在起跑点
‧画图、做笔记，丰富孩子的想像力
‧由家长提问，带领孩子找出「看到的事物」
‧只要将「看到的事物」化为语言，就能养成思考力

作文好的孩子，这些能力也会好
‧思考力
‧判断力
‧论述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写作是学习的基础，喜欢写作的孩子就会喜欢学习
‧训练精准表达能力
透过作文整理思绪，能加强孩子的逻辑，在语言学习上佔优势
‧提高语言敏感度
写作的思考过程会磨练孩子的洞察力，同时增加词彙力、阅读力、理解力
‧打好人际关係
语言表现丰富的孩子能顺利表达自我情绪，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也较为擅长与人交际

往来
‧激发解决问题的能力
透过写作时正确阅读并理解题目，能养成以现有条件加以思考的想像力，能够活用自身

具备的知识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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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设立的小学「LCA国际小学」的校长，与「LCA国际幼儿园」的
园长。除了聘请外籍讲师负责英语教学外，也致力于日语作文的指导，希望透过写作，培
养孩子的思考能力，与能确实传达个人意见的能力。自横滨国立大学教育学科系毕业后，
便在公立小学执教鞭。1985年退职后，成立私人补习班「LCA」。因办理美国寄宿家庭生
活活动的关係，在累积多年的经验后，成立了英语会话学校。并在2000年，成立英语教学
的幼稚园「LCA国际幼儿园」。2005年，设立「LCA国际小学部」。该校在2008年4月，
获得文部科学省的正式核准，成为「LCA国际小学」。

Author

Chapter

第1章 只要写出「看见的事物」，就能逐渐培养写作能力
「讨厌写作」会夺走孩子们的思考习惯
利用100字日记建立孩子喜欢学习的基础
讨厌写作的孩子也能写出丰富的内容
只要写出「看见的事物」即可的100字日记
不论是日记还是作文，最重要的都是「个性」
养成「写作的持久力」，发展「思考的持久力」
只要将看见的事物化为语言，就能养成思考能力

第2章 利用亲子对话引导出孩子的「写作能力」
利用做笔记，让不会写作的孩子变成会写作的孩子
由母亲发问，引导出「看见的事物」
从「看见的事物」中寻找「可以写的内容」
对于不会写的孩子，可由母亲代笔以增加他的自信
100字日记是激发斗志的绝佳机会
对于孩子自发性的谈话要给予回应
不使用「怎麽样？」，有效使用「是○○吗？」的问题
以引导孩子画图的方式发问，孩子的想像力会更丰富
培养和大人不同的、只有孩子才有的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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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3章 让写作变快乐的100字日记的关键
帮助孩子成长的日记的「讚美重点」
不要写「很大」，而要表现出大的程度
只要使用「好像～」就可以传达得更清楚
户外体验最适合做为利用五感写文章的训练
不要拘泥于100字，「一口气」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猜动物游戏」可以培养掌握特徵的视点
利用「咻～」「啪！」创造临场感
只要使用连接词，文章就升级了！
思考如何起头可以掌握读者的心
增加词彙量、100字日记的效果

第4章 思考能力与谈话能力突飞猛进
情感是写不出来的，只能自然萌芽
即使发现「孩子间的问题」，也不要著急
孩子的「谎言」是促进成长的机会
培养思考对方心情的想像力
尝试写「不要‧讨厌日记」
面对孩子的「为什麽？」，并一起思考
朝著「梦想」踏出一步的经验会成为一种财产
让亲子关係变成随时都能谈论「幸福是什麽呢？」的关係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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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脑在12岁之前养成。

孩子聪不聪明，学习是不是优秀，在12岁前是十分关键的时期。
只要用对方法，你也能把你的孩子培养成能考进一流名校的精英。

作为一位亲手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东大，又拥有专业coach（教练）资格的作者，分别从0-6岁，
6-12岁，以及12岁之后这3个阶段，解说了如何不惩罚、不娇纵地管教孩子的“黄金准则”，掌
握让孩子从小就养成“变聪明”的大脑的关键教育方式和作为父母的思考模式。

在日本，想要考进一流名校，一般都需要进入私塾补课才有希望。然而作者她的儿子，在没有参
加任何私塾补课，并且除了东大没有填写其他志愿的前提下，如期考进了日本的一流大学，东京
大学。在加上她本身具备专业的coach（教练）知识，这本书值得很多家长参考。

在前言中，作者直接指出了培养一流聪明大脑的3个关键步骤。
step1 6岁前刺激孩子的五感
Step2 12岁前培养孩子的自信
Step3   13岁以后放任

在第1章中， 帮母亲理清了如何不惩罚、不娇纵地管教孩子的7条“黄金准则”。在家庭教育中，
母亲对孩子的潜意识的影响尤其重要，母亲的思维模式会不自觉地反应在行动上，而这一举一动
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孩子。

在第2章中，解说了一定要让孩子做的5件事，其中包括，给孩子选择权，让孩子自己做决定，让
孩子沉浸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等等。育儿的目标，不是培养服从指令的孩子，也不是培养为了得
到奖励才肯去做的孩子，而是要通过强化孩子的内部动机，培养出“自觉主动的孩子”。

在第3章中，针对6岁前给孩子刺激五感的教育方式进行了更细分的解说，也给出了具体的方法，
比如培养孩子数字感觉的方法，让孩子听大量童谣培养语感等等。

在第4章中，针对6-12岁这个阶段，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进行了更详细的解说。母亲的每一句话
都会给孩子造成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积极的语言更容易培养孩子的自信。在这一章中，着重就
如何和孩子说话培养孩子的自信，以及生活中常会遇到的各种场景该如何说，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第5章中，针对面对过了12岁以后的孩子，该如何“放任”孩子的方式进行了解说。过了12岁
以后，孩子进入青春期，叛逆期，那个时候父母的指指点点不仅不管用，还会引起孩子的“反
感”。这个时候学会适当的“放任”才是育儿的智慧体现。

3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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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ious Mommy Co., Ltd. 总裁

名古屋市立女子短期大学毕业后，在富士通株式会社担任IT讲师。 1988年结婚，23岁。 26
岁生下一个男孩，做了三年全职家庭主妇后，重返工作岗位。从那以后，他在家里开了一所
补习班。 2004年学习教练并成为一名独立的教练。

2006年6月，41岁的他创立了Musee Co., Ltd.，支持人员和组织的振兴，并以辅导和即兴的
方式进行了许多企业培训和育儿课程。与此同时，他的独子于2003年进入私立东海中学，并
于2006年进入同一所高中。高中三年级一年级奖学金全免。

2009年春天，儿子没有上补习班，只参加了函授教育，就通过了东京大学理科二班考试，考
进东大。

以此为契机，作者建立了一个将育儿知识和指导相结合的项目，并于2010年3月成立了
Precious Momm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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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岁前，将孩子大脑打造成“东大脑”的魔法语言。

父母的语言，就是孩子心中的“预言”。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暗示效应，即是说人们会有意无意中接受他人的语言和行
为，并做出相应的反应。

意念是暗示，暗示影响潜意识，潜意识主宰人生。而语言是表达出来的意念，同
样影响着潜意识，并且同样威力强大。

也就是，语言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作用，是因为语言在作用于我们的潜意识，
从而左右我们的行为。

比如有些家长会，经常说孩子"笨”，“笨”这个词就会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一旦进
入潜意识，孩子的行为就会慢慢向“我很笨”的方向发展，就让孩子对学习越来
越没有信心，最后孩子就会真的“如你所愿”变成一个“笨孩子”。

而父母相信孩子，给予孩子积极暗示，孩子就会在正向反馈中向着越来越好的
方向发展。
用积极的暗示包裹孩子，让孩子在暗示中健康成长。

这本书的作者，作为一位成功将自己孩子送入日本第一学府东京大学的妈妈，
通过这本书告诉家长，在孩子成长中，在多个不同场景中，如何“说”，才能给
孩子积极正向的引导，让孩子变得越来越聪明。

书中不仅介绍了，让孩子提升自信的语言，提升孩子学习动力的语言，让孩子
变聪明的语言，在孩子低谷时的鼓励的语言，还给出了在责备孩子时，如何用
正确的方法和语言进行责备，才能在不伤孩子自尊心的前提下，让孩子改正。

在书的最后，作者也给出了多个，从小培养孩子自立能力的，日常就可以开始
着手的习惯。

父母的话语，影响着孩子的未来。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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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生下一个男孩，做了三年全职家庭主妇后，重返工作岗位。从那以后，他在家里开了一所
补习班。 2004年学习教练并成为一名独立的教练。

2006年6月，41岁的他创立了Musee Co., Ltd.，支持人员和组织的振兴，并以辅导和即兴的
方式进行了许多企业培训和育儿课程。与此同时，他的独子于2003年进入私立东海中学，并
于2006年进入同一所高中。高中三年级一年级奖学金全免。

2009年春天，儿子没有上补习班，只参加了函授教育，就通过了东京大学理科二班考试，考
进东大。

以此为契机，作者建立了一个将育儿知识和指导相结合的项目，并于2010年3月成立了
Precious Momm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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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序言 为什么措辞很重要？
1、妈妈的嘴巴习惯塑造了孩子的人生观
2. 积极的话语创造积极的行为
专栏 日本人有谦虚谦逊的文化
3.文字有瞬间改变空气的力量
4.用父母的话塑造孩子的自我形象
按年龄列的措辞

Part1 产生自信的话
1.感谢你的诞生
2.为为人父母而欢欣鼓舞
专栏 Skinship 传递爱
3. 传达存在是有用的
4. 告诉他们你是最强大的盟友
5. 传达自由的爱
列调用名称
6. 为孩子的成长而欢欣鼓舞
7.不要获得额外的印象
柱妈应该是演员！

Part2 励志赞美
1. 与过去比较，而不是与人比较
2.夸大
3. 不仅要表扬结果，还要表扬努力
专栏别忘了打招呼
4. 告诉人们他们在赞美什么
5. 赞美显而易见的事，就好像你不时记得一样
6.只关注优点
专栏 和这对情侣交朋友
7.承认你的孩子正在开车
8.塑造实现目标的形象
9.相信你能做到
10.问你怎么做
专栏 “做不到也顺其自然”的理念让妈妈心情舒畅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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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3 培养天才的妙语
1. 把孩子当老师
2.闪烁的可能性
3. 假设你是一个伟大的人
专栏 煮饭一起吃
4. 让人觉得自己是天才
5.告诉他们他们超越了父母
6.说它会自然发生
7.对知识程度感到惊讶
8.沟通天才父母的感受
专栏带我去玩

Part4 凹陷时的鼓励词
1.视情况改善
2.把你不能做的变成可能
3.在正确的时间服用
第一栏让我们用消息传达
4.让他们思考他们从中获得了什么
5. 传达体验的重要性
6.让它变得简单
7.让人们从广阔的角度思考
8. 捏就是机会！
专栏 看和说

Part5 如何说服
1. 只骂你真的做不到的
2.首先，听你说什么
纵队就算造反也不骑挑衅
3. 将事实与情绪分开
4. 责骂行为，而不是人格
5. 简明扼要地表达
专栏 父母自己不能骂的行为
6.当场骂
7.不要挖掘过去
8. 与 I 消息沟通
9. 坚定地沟通原因
10. 在请求模式中告诉
11.让人们思考该怎么做
专栏 控制不住的时候就冲天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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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培养生活力量的习惯（独立）
◆ 如何释放父母的双手，是培养生命力的关键
1. 现在享受这一刻
2.做好搜索
3.家长学习
4. 传达朋友的重要性
5. 制作清单
6. 让我决定日程
7、有决策权
8. 娱乐冒险
9.感谢你现在所拥有的（不要发誓或诽谤）
柱妈妈的黄花鱼是谦虚的
10.给予成就感（设定目标并实现它）
11.想象一个光明的未来
12.倾听孩子的“想”
专栏 不要否认孩子说的话
13.支持你想做的事
14.父母享受生活，实现梦想
专栏我会把孩子的情绪化成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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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变现，让单价提升十倍的爆款文写作技巧。

明明很有才华，为什么文章阅读量却总是很少？
别人都靠自媒体写作暴富了，为什么你的收入还那么低？
试了很多方法为什么还是不行？

因为你用错了方法！
仅仅只会写作，犹如凳子只有一支腿，无法稳定。想要稳定并且通过写作带来高收入，需要4支腿。

这4支腿分别是：

第1支腿：技能（Writing, Input, Research）
第2支腿：展示（销售，营销）
第3支腿：理解不同领域自媒体的种类和特性（KIND）
第4支腿：持续性（Continuous）

这本书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讲述了在不同种类的自媒体中让自己的写作单价提升十倍的爆款文写作技巧，
以及让自己和别人拉开差距的自我营销方法，让写作变现变的轻松又持久。

在第1章中，解说了通过写作做副业的基本法则。
包括，理解自己写作单价的原因，正因为是副业，所以可以更强势的尝试讨价还价这样的思维方式。此
外，还有为了钱的副业，和为了名气的副业的不同思考方式等，给读者展示了通过写作做副业的一些基
本法则。

在第2，第3，第4章中，详细解说了第1支腿：技能。包括写作(Writing)的18个技巧，输入（Input ）的15
个技巧，调查（Research）的13个技巧。

除了写作技能外，收集适合的词汇，做详细的调查是拉开和其他写手差距，提升单价的关键。在这3章中，
作者分别就这3个方面一共给出了46个技巧。包括针对不同文章分别去哪里去收集词汇，如何做详细调查
等。

在第5章中，解说了自己如何行动，如何给自己营销，以获取更多，单价更高的订单。

在第6章中，分别对不同种类的媒体的特征进行了解说，并且给出了如何对不同媒体，比如交易平台，
SNS，视频，网站，图书原稿，业务手册等的写作技巧。

在第7章中，解说了让写作副业保持订单和高收入的一些交涉方法，和自己所需要做的准备等等。

全民写作时代，适合全媒体时代的所有人的写作之书！
写作不是作家的专利，是每个人的必杀技！
在这个文字密集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
全媒体时代，全民写作，这是一本人手必备的写作之书!

文中的99%的技巧和方法同样适用日本国外。其中一部分的关于日本的网站等等，可以根据国情进行删减，
报价时请提前确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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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数字营销顾问、专业写手。1968年生。京都府出身。高中毕业后，18岁成为工程师。此后的34年间，
我一直从事业务应用程序的企划提案和开发，以及电子商务网站的导入、运用、揽客等咨询工作。长年
从事IT业务，至今已为企业导入了300多个系统。

除了IT方面之外，自己也是一位专业写手。至今为止，作为写手的业绩也十分可观。

SEO内容：2000条以上
销售文案：100条以上
网站文案：50个网站
商务平台：8个平台
视频剧本：130个剧本
案例内容：100个文章以上
图书原稿：5本以上

・・・・・・

作者开始尝试写作副业的时候，一开始一个字的单价只有1日元，后来通过多个技巧和方法，让自己的单
价提升到了10日元一个字。

Auhtor

有效利用半杯水思维

“半杯水思维”可以运用在写作中。

杯子中有半杯水的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思维模式。

・杯子中只剩下半杯了
・杯子中还有半杯水。

为了让自己的文章能够唤起读者的乐趣和行动，使用“半杯
水思维”，让读者感觉杯子中还有半杯水十分重要。

比如：
这张积分卡，可以在制定的30家商铺消费。
只有有了这张积分卡，可以在指定的30家店铺快乐地购物。

这两句虽然意思相同，但是下面一句更能够给读者一种期
待感。

这个就是给读者“还有半杯水”哦，这样的期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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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拉开和别的写手的差距，调查是很重
要的。
同样的表达，如果有能够更抓住读者心
的词汇，文章整体的质感就会立刻提升。

在收集词汇的技巧中，作者介绍了多个
方法。比如，想要收集一瞬间能够抓住
读者眼球的词汇，可以在影视的预告片
中去找等等。

为了让写作提升一个高度，对文章的读
者的了解是十分重要的。对读者的属性，
爱好，行动模式越熟悉，就越能够在文
章中让目标读者产生共鸣。

作者用非常详细的图文，解说了具体如
何通过收集，采访，甚至自己去体验来
让读者的属性可视化，并运用到写作中
的方法。

通过调查，拉开差距

读者属性可视化，让写作提升一个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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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锻炼9成靠食物。一本教读者如何“吃出肌肉”的指南书。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健身，希望通过健身达到减肥，或者增加和锻炼肌肉的效果。

想要获得理想的运动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吃什么，和怎么吃。

科学的营养策略可以使增肌效果更佳显著，减值效果立竿见影。

这本书深度解说，身体营养摄取原理，以及让增肌效果，减肥效果达到最佳的食物
和吃法。

在第1章中，作者指出，想让运动效果达到最佳，最重要的是提升代谢。并且给出
了身体营养摄取的基本机制。

在第2章中，给出了多个能够补充身体蛋白质，提升身体代谢的食物。

在第3章中，给出了具体的高效吃法。比如2个月增量期，1个月减量期交互进行，
从长远角度来说，更能够有助于增肌效果。此外，还有还指出了一些比如不能摄取
糖分等的健身饮食误区，等等。

在第4章中，传授了坚持健康的健身饮食，让身体“吃出肌肉”长期持续的心得。

Auhtor

◎——高蛋白、低热量饮食餐厅“肌肉食堂”经理。

◎—— 1983年出生于大分县。毕业于福冈大学体育科学部。

◎——大学毕业后，在运动员、艺人众多的健身房“TOTALWorkout”，为顶级运
动员、歌手、演员等进行身体改造10年。在与众多客户接触的过程中，意识到要
想保持身材，改善饮食是必不可少的。以此为契机，2015年，开始了“肌肉食
堂”，可以吃美味的料理的同时，还可以锻炼身体。为了提高健身者的表现，还致
力于饮食启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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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Up

・肌肉体质可以改变人生的科学原因
・为什么肌肉喜欢西蓝花？
・鸡胸肉和鸡脯肉哪个更佳？
・准备“欺骗日”欺骗大脑，是坚持的秘诀
・为什么健身后“蛋白质＋糖分”是最佳选择？
・肌肉增量需要遵循101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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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35万册突破的『小学校6年間の算数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和
25万册突破的『中学校3年間の数学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的同一
个作者著作的高中数学教辅书。

本书的特点有：

1     在每个解说中都标注重点
2     可以在短时间内“牢牢”理解高中数学的内容！
3 关注学生的“学习秩序”，让学生学起来更高效
4 更仔细的解说
5 为了加深对术语的理解，书末还有“意义索引”！
6     是一本从高中一年级到大人都可以用一辈子的书

Auhtor

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现为辅导学校“志进研究班”的校长，亦是
活跃在日本辅导线、预约大排长龙的人气数学讲师。其指导方式能切实
提高学生的学习力，因此获得学生、家长极高的评价。他还致力于心算
方法的开发和研究，著有多部数学教辅书。

由他创办的“志进研究班”从事中小学辅导工作，尤以指导中学升学见长，
具有让学生成绩突飞猛进的教学实力，每年培育出很多考入中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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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35万册突破的『小学校6年間の算数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和
25万册突破的『中学校3年間の数学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的同一
个作者著作的高中数学教辅书。

本书的特点有：

1     在每个解说中都标注重点
2     可以在短时间内“牢牢”理解高中数学的内容！
3 关注学生的“学习秩序”，让学生学起来更高效
4 更仔细的解说
5 为了加深对术语的理解，书末还有“意义索引”！
6     是一本从高中一年级到大人都可以用一辈子的书

Auhtor

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现为辅导学校“志进研究班”的校长，亦是
活跃在日本辅导线、预约大排长龙的人气数学讲师。其指导方式能切实
提高学生的学习力，因此获得学生、家长极高的评价。他还致力于心算
方法的开发和研究，著有多部数学教辅书。

由他创办的“志进研究班”从事中小学辅导工作，尤以指导中学升学见长，
具有让学生成绩突飞猛进的教学实力，每年培育出很多考入中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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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会在外太空传播吗？
- 为什么吃胃药后胃的重量会减轻？
-为什么冬天日本海一侧容易下雪？
- 为什么一直嚼米饭会变甜？

这本书通过我们身边经常会遇到的疑问，以解谜的形式出题，然后将中学的理科知识融合在答案里，帮
助孩子对理科更感兴趣，并且加深对理科现象的理解。

同时，这本书也汇集了很多中考时的高频出题题目，帮助学生能够掌握高频出题题目的回答方法以及，
高分回答描述问题的能力。

书末还总结了入学考试中经常被问到的40条“实验/观察”，加深理解。

<本书的五个优点>
1 理解理科知识的底层逻辑
2 由于接近生活的题目，所以更容易想象
3 所有关于理科的重要知识都浓缩在这本书里
4 中考容易出题的知识点，并附有实验，观察要点
5 索引用语集，对理科相关知识俯瞰化理解

整本书汇集了物理23个问题，化学23个问题，地学23个问题，生物23个问题，以及实验观察，各10个知
识，内容十分丰富，含括了大多数中学生需要掌握的理科重点知识。结合可爱的手绘，让学生学习不枯
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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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htor

◉――京都大学毕业。在招聘运营的视频分发课程“学习补充初中课程”中负责科学
课程。以传递科学精髓的热情导师而著称，以关西地区为中心，培养了大量最困难
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成功申请者。
◉ ――旨在让学生从根本上理解“为什么？” 以熟悉的现象为基础，从导论开始上
课，通俗易懂地解决物理和化学的难题，让枯燥的生物和地球科学的记忆成为有趣
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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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结合「大脑发育」X「生活作息规律」X「潜能开发」的全方位亲子游戏书
一次囊括幼儿发展三大关键：吃的好、多运动、睡的香！

★不需特别器材★在家也能潜能开发★促进语言发达★身心平衡发展★增进亲子感情！

＼专业脑科学研究证明：孩子的大脑发展，就从刺激身体开始！／
▌有效促进 ✔意志力 ✔集中力 ✔社交能力 ✔智能发展 ✔增强体力 ✔增加自信 ✔心理健全

幼儿近年三大问题：睡眠时间不规律、用餐时间不固定和运动不足，自律神经和脑内荷尔蒙失调，
导致学习力及体能下降、情绪不稳定。日本婴幼儿发展权威，结合大脑发育、生活作息规律、体温影
响等基础知识，配合孩子各月龄阶段的成长发育状况，研发潜能开发亲子游戏。

●幼儿运动状况确认表
11个确认项目，协助爸妈确认孩子是否运动不足。

●6大月龄阶段87款亲子游戏
每项游戏均明白标示适合月龄、帮助培养的能力、进行方法、注意事项。

●涵盖4大类运动技巧
移动型X操作型X加强平衡感型X临场反应型运动技巧

●培养幼儿10大能力
肌力、持久力、平衡感、瞬间爆发力、手眼协调、动作敏捷、韵律感、柔软度、灵巧度、速度。

●潜能开发亲子游戏速查表
爸妈可依月龄、生理发育状况，马上找到适合孩子的游戏！

●幼儿生活规律说明&健康一日行程建议，例如：
早餐吃鱼类稳定心灵、豆类制品增强记忆！
午睡让大脑降温，身心作好准备迎接下半天！
晚上9点入睡，早上7点起床，睡饱10个小时的孩子最聪明！……

●婴幼儿发展专栏、Q&A
孩子的运动量该多少？点心怎麽给才好？宝宝不想照顺序玩游戏怎麽办？
孩子不爱动，如何吸引他的兴趣……一次解答爸妈最想知道的疑问。



早稻田大学人类科学研究所教授、医学博士。

婴幼儿潜能开发亲子游戏开发者。

鹿儿岛大学、美国南奥勒冈大学毕业，于密苏里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冈山大学医学部取得博士学位。曾任仓
敷市立短期大学教授、密苏里大学客座研究员、维蒙特大学客座教授、诺里奇大学客座教授、圣麦可学院客
座教授。

长久以来研究儿童的健康生活学。目前于大学执掌教鞭的同时，也积极于全国推广「潜能开发亲子游戏」。他
以专业脑科学研究为基础，以及对婴幼儿生活作息的长期研究，在多场演讲中，打破一般的幼儿照顾迷思，
深受家长及幼稚园、托儿所、育婴中心等幼保人员的支持。他所推广的「潜能开发亲子游戏」引起广大的迴响，
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也相继採用。前桥明教授进一步与新北市社会局推广「婴幼儿体力 UP 新运动」，他
所研发的「 0~2婴幼儿体操」DM范本，已授权新北市政府社会局翻译发行中文版，免费提供给现代家庭父
母作为亲子运动的参考。

著有《0~5岁儿童的运动游戏指导百科》、《0、1、2岁小孩年年健康成长的软绵绵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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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法”断舍离。

这本书的作者，借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房间，进行了一次100天的“加法断舍离”。
规则是，每天只能给自己增加一样东西。

这本书记录了这100天的“加法断舍离”的体验记录。

在第一部分中，介绍了作者在这100天，每一天增加的是什么东西，以及原因。

比如：
第一天，她没有马上选择手机，而是她选择了床垫。因为在一无所有的房间里，光坐在地板上屁股会疼，晚上
还不能睡觉。床垫的话，晚上可以睡觉休息，早上卷起来还可以当沙发用。

第二天，她选择了牙刷。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人士，不刷牙出门真的无法见人。所以，虽然由于一天只能增加一
样东西的原因，不能同时增加牙刷和牙膏，但是也要选择一支牙刷刷牙。

在第二部分中，介绍了作者在这100天的加法断舍离体验中，从①食物②居住③时间④清洁⑤读书⑥工作⑦娱
乐⑧物品，这几个方面中，对物品的新的发现以及感受到的物品的价值。

比如：
她在第11天选择了洗衣机。在这11天前，她都用手洗，其实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唯一脱水费劲。所以她
发现，其实洗衣机的价值，比起“洗”，真正的价值是在于“脱水”。

又比如，她在第15天选择了冰箱。一直以来买来的冷饮，或者需要冷藏的食品，由于没有冰箱的原因，只能
当下吃掉。但是有了冰箱之后，她发现，可以将食物冷藏起来，冷饮可以过几天再吃，食物可以过几天再做，
可以为将来的自己的所需做准备。所以，冰箱的价值比起“冷藏”，更像是一台“时间机器”，可以为将来的
自己提供价值。

山下英子的《断舍离》提出的人生整理观念一时风靡全亚洲。
断舍离也就是透过整理物品了解自己，整理心中的混沌，让人生舒适的行动技术。

断舍离的本质是“做减法”，在做断舍离的时候，从一堆被物品包围的房间和空间内，找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一点一点去除。

很多年轻人被本书感动，开始了自己的“断舍离”，各大社交网络上也充满了关于断舍离的体验，心得。
然而，在实践的过程中，很多人会发现，断舍离其实很难坚持。无法坚持的原因之一，是还没有彻底意识到，
哪些是真正需要的物品，以及物品的深层价值，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理解自己的需求。

当我们拥有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发现其价值的。就像我们每天都呼吸空气，觉得理所当然。然而，如果哪一天
突然没有了空气，才会意识到空气的重要性。

物品也一样。所以，通过这样的“加法断舍离”，从无到有，每天又只能选一个，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意义上
发现物品的价值，审视自己，理解自己当下的需求。

这样的断舍离才不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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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穿同样的衣服，会被别人笑话。

作者以前也是以为自己是有这样想法的人，所以会买很多衣服。

但是在“加法断舍离”中，由于每天只能选一样东西，所以会反复思量，
选一件自己最中意，最喜欢的衣服。

然后发现，其实自己并不是介意别人的眼光而买很多衣服，而是自己本身
是容易腻的性格。真正应该审视的是为什么自己那么容易腻。

然后还发现，只要是自己真正意义上喜欢的衣服，即使每天穿一样也不会
腻。
通过这次的经验，意识到了自己的性格，也发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衣服类
型。

Pick Up

从选择衣服感受到的事情

对于时间的感觉

在什么都没有的房间里，时间的感觉会产生变化。

1个小时会感觉是4个小时。

以前觉得“要是有时间就想花时间好好思考思考的事”，其实2天就能完成。

甚至会发现，想要好好思考的事情，追求的并不是答案，而是思考这个过
程。

这就是“加法断舍离”给我们带来的对时间概念的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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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 年出生。 毕业于上智大学综合人文科学学院。 作家，电台名人。 2015年“电台节目榜”
（SansaiBooks）最受欢迎DJ排名AM类别第1名。

・ 学生时代开始视频制作，是纪录片《Tarinai》（2018）和《keememej》（2021）的制片人。

・在他的书中，“Shaplanir式改变生活的工作方式”（Espre），“藤冈南的鲜为人知的猎人去了！
在北海道”（北海道新闻）

作者这次写这本书的契机，是被专栏邀请写一篇关于德国电影《100 Dinge》（中文：一百样东西）
的影评，自己也开始尝试了和电影主人公一样，从无到有，每天只能增加1样的东西的100天加法
断舍离。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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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学家排行榜榜单共10次挤入第一名的作者，用最简单的语言解说外汇的基本知识。

理财是一场持久战,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初涉战场,有些金融的基本知识
一定要了解。其中，外汇就是一个。

全球金融一体化，外汇其实可以反映出每个国家的货币实力和经济情况。这本书涵盖了从日
元升值和贬值的含义到与外汇市场的交易机制、汇率波动的原因、典型货币以及市场读数和
预测等方方面面。

通过了解外汇，可以看到世界货币的全部力量，从日元、美元、欧元到虚拟货币！是一本通
过外汇了解全球经济和金融动向的一本书。

不仅仅是做和外汇相关工作，投资的人，即使是投资入门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这本书的外汇
知识，从另一个侧面了解金融市场。

Author

瑞穗证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

1963年生于青森县，成长于东京都国立市。

85年毕业于上智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法律系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入学后,国家公务员行政职位的
首位i种考试合格,86年国家审计署入厅。

88年进入富士银行(现在的瑞穗银行)。曾任外汇交易商，后在外汇、资金、债券等领域担任
市场经济学家。

2000年在瑞穗证券成立之初就任现职。质、量、速度兼备的面向机构投资者的报告投递，准
确的经济和市场预测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从2002年开始在“日经公债信息”经济学家排名中连续6年排名第一。

20,000 copies



Chapter

● Part 1 外汇 对我们的生活非常熟悉
● Part 2 让我们了解外汇交易的基础知识
● Part 3 让我们了解经济推动汇率的基本机制
● Part4 让我们仔细看看汇率变动与经济之间的联系。
● Part 5 推动外汇市场的玩家
● Part 6 美元以外的货币的强弱程度如何？
● Part7 汇率变动规律以及如何阅读和思考

2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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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学家排行榜榜单共10次挤入第一名的作者，用最简单的语言解说利率的基本知识。

理财是一场持久战,要想打赢这场战争,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初涉战场,有些金融的基本知识一定要了
解。其中，利率就是一个。

从利率的计算，到金融市场的构造和最新情况,决定利率的经济的各种因素和影响度,世界各国的金融
政策和利率水平，以及预测利率动向的技巧等等，以及追加了最近成为热点的“负利率”等知识和动
向。

利率反应着经济的一切，也驱动着经济的一切。经济的好坏，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国家财政预算的状
况、企业的业绩、个人的投资和贷款等等。我们现在和将来的生活，都会被利率的变动所左右。掌握
利率知识，也可以说是掌握了经济和金融的必备知识。

书中不仅仅对利率的基本知识进行解说，也解说了和利率分离不开的国际贸易，外汇，债券，股票等
金融商品。同时也解说了美国，欧盟，赢过，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Brics等世界中央银行对政策
利率的影响。

通过了解利率解读日本、世界经济的现状和未来。

是一本即使是普通的投资者或者刚入门投资的人也适合阅读学习的金融知识的书。

Author

瑞穗证券首席市场经济学家。

1963年生于青森县，成长于东京都国立市。

85年毕业于上智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法律系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入学后,国家公务员行政职位的首位i种
考试合格,86年国家审计署入厅。

88年进入富士银行(现在的瑞穗银行)。曾任外汇交易商，后在外汇、资金、债券等领域担任市场经济
学家。

2000年在瑞穗证券成立之初就任现职。质、量、速度兼备的面向机构投资者的报告投递，准确的经
济和市场预测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从2002年开始在“日经公债信息”经济学家排名中连续6年排名第一。

20,000 copies



【書名】
No.1エコノミストが書いた世界一わかりやすい金利の本
【ISBN】

978-4-7612-7333-0
【著者】
上野泰也
【Page】
288
【発行年月】
2018年4月

Chapter

● Part 1 利率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济规律
● Part 2 了解金融市场决定利率的基本机制
● Part3 让我们仔细看看金融市场和市场利率的趋势
● Part4 让我们了解经济如何影响利率
● Part 5 移动利率的玩家
● Part 6 看世界各国央行和政策利率
● Part7 理解利率趋势的思路和技巧
● Part 8 让我们在投资利率和收益率上变得更强
● 第 9 部分 让我们提高借贷的利率和收益率

20,000 copies



【書名】
『英語は20の動詞で伝わる』
【ISBN】
978-4-7612-7193-0

【著者】
佐藤 洋一
【page】
192p  
【発行年月】
2016年7月

英语其实只需要掌握20个动词，就能立刻提升英语水平。

很多人想提高英语的时候，往往会误认为只有使用了复杂的英语单词或者短语才更高级。

比如，想要表达彻底遵守法令，这句话，很多人都会去使用“observe”这个词去表达。

会说，Please observe our compliance policy strictly.

但是，真正英语母语的人，往往用更简单的单词。

Please keep our compliance policy in mind.

又比如，想表达这个软件太占内存了，很多人会去用占用的动词“occupy”.

This application occupies too much memory.

但是，英语母语的人的表达，往往是：

The application takes up too much memory.

这本书，教你用英语中最常用的20个动词，只需要通过适当组合，就能说出最地道的英语。
一般表达中大的归类有5类。

①人的自己行动（get, go, come）
②人让别人或者事物动，使之变化（put, have, take, turn, give, bring, make）
③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感知到什么（feel, think, hear）
④准备做什么（keep , stay, try）
⑤和别人一起做什么（tell, talk, speak, meet）

书中对着20个基本动词进行基本解说，并且衍生一些组合，让觉得英语学习很困难，或者总觉得英语
不地道的英语学习者，轻松掌握英语的精髓。

4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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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大学院文理科博士课程结业，博士（学术）。 现为东洋大学经营学部副教授、东京大学文学
院兼职讲师。 在日本的国际公司提供英语学习咨询，主要在关东、关西和北九州地区。 由白山教育研
究论坛赞助。

Author

40,000 copies



【書名】
『小学校1～３年生の算数が１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57-9
【著者】
小杉 拓也
【Page】
128
【発行年月】
2021年12月

小学1-3年级的算数只需要这一本就能彻底理解。

在日本超过30万部的『小学校6年間の算数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小学6年
的算数只需要这一本就能彻底理解》虽然是一本面向日本小学生的学辅类书籍，但
是由于深入浅出的解说，简体字和韩语的版权也已授权。

上一本『小学校6年間の算数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小学6年的算数只需要
这一本就能彻底理解》中，虽然是涵盖小学1-6年级的算数，但是小学高年级的内
容相对比较多。

在日本也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希望能够出一本更倾向于小学低年级的书。而这次
这本书就是为了响应读者的需求而出版的，小学1-3年级的低年级的算数学习书。

这本书在编辑的时候非常用心，不仅通过大量图文解说，还为了让家长更高效地辅
导孩子，对算数学习的顺序也进行了用心编辑。

更添加了用词含义的一览表，以及在学校不会教的解题技巧。

在日本这套“彻底理解系列”已经超过100万部。

Auhtor

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现为辅导学校“志进研究班”的校长，亦是活跃在日
本辅导线、预约大排长龙的人气数学讲师。其指导方式能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力，
因此获得学生、家长极高的评价。他还致力于心算方法的开发和研究，著有多部数
学教辅书。

由他创办的“志进研究班”从事中小学辅导工作，尤以指导中学升学见长，具有让
学生成绩突飞猛进的教学实力，每年培育出很多考入中学的学生。



第 1 章 10 以下的数字 / 数字 / 100 到 1000 的数字 / 大于 10000 的数字 / 更大或更小的
数字......等

第2章 加减法四舍五入的单词题/计算的单词和三个数的课文/带进位的加法/带四舍五入的减
法/加减法的单词问题……等

第3章 长除法和减法长除法/长除法长除法/长除法长除法/使用加减法长除法的单词题

第4章
什么是乘法表/如何思考乘法表/乘法表/使用乘法表的句子标题/0×数、数×0、0×0

第5章 乘法长除法2位数×1位数，3位数×1位数长除法/2位数×2位数，3位数×2位数长除法
/乘法长除法的单词问题和独创性

第6章 除法 什么是除法？/0或1除法/除法过多/除法的单词问题/除法过多的练习

第 7 章 □ 加减乘除的公式

第8章 时间和时间几点钟和半小时/如何读时钟/时间和时间/时间和时间文本标题/12小时和
24小时，秒

第9章各种单位长度单位（mm、cm、m）/长度单位（距离和距离，km）/水位单位/重量
单位

第10章小数和分数小数的工作原理/小数的加法和减法/使用小数计算的文本标题/使用小数计
算的文本标题/小数和分数...等。

第 11 章表格和图表 表格和图表/表格和条形图

第12章形状三角形和正方形/直角三角形、等腰三角形、等边三角形/盒形/圆形和球体
有意义的索引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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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小学算数の解きかた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02-9
【著者】
小杉 拓也
【価格】
1,1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5月

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答案，囊括数学的“解题方法”!不明白的问题的疑问
马上解决。

●针对小学数学教科书水平+α进行简单解说

不仅有符合2020年新学习指导要领的教科书内容，还有学校不教的发展性
问题，还刊载了算术的等189技巧，彻底地帮助学生一起咀嚼难解数学题。

●给想教好数学的家长

除了解说如何对您的孩子教最容易理解的“解题方法”之外，还介绍了消
除粗心过错的窍门、验算的方法等需要知道的要点。本书会成为在家学习
的坚实伙伴。

●给想复习和预习的小学生和初中生

在解答教科书和习题集的问题时，脑海中会浮现出“?”的话，请像字典一
样使用这本书。为了能马上查到不明白的地方，卷末还会有能马上找出术
语、公式、问题的“有解说的索引”。

●给想重新学习和做头部体操的大人

即使不擅长的算术或者忘记解决算术也没关系，只要读这本书，就能轻松
解决。真本书的尺寸，很适合上班和上学等的空闲时间使用。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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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食べて飲んでおなかからやせる』
【ISBN】
978-4-7612-7267-8

【著者】
柏原ゆきよ
【page】
240p  
【発行年月】
2017年7月

吃吃喝喝，照样能减肥。

想要减肥

一天只吃一顿
早上是排泄的时间所以不吃早饭比较好
碳水化合物容易胖
断食更健康
・・・

为了减肥，大家有没有也尝试过类似这样，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呢？

但是，不吃不喝，断食，这些方法，虽然可以一时见效，但是往往最终被自己的食欲战胜，无法持久。

人之所以吃了会胖，其实除了吃的原因以外还有几种原因

1 食材的选择和组合不佳
2 吃的方法不对
3 身体的功能的下降
4 压力

其实，有一种方法，不节食，不断食，和平常一样吃吃喝喝，照样能够减肥，大家知道吗？

这本书从选择食材，吃法，饮食习惯等多个角度，解说了打造不节食依然可以减肥的身体打造方法。

此外，还根据不同场景，比如晚饭要很晚吃，聚会吃多了，无论如何想吃甜食等等我们常会遇到的情
况该如何处理，以及不同的身体状态，比如拉肚子的时候，在备孕，头痛，白发多等等的时候，怎样
吃能够改善等等。

Author

1973年出生。从共立女子大学毕业后，就职于 Seijo Ishii Co., Ltd.之后，他参与了健身俱乐部运动员
的食品支持、美容风险公司的启动、公司的健康管理，在担任保健品制造商的官员后，他意识到“如
何吃米饭会改变你的生活” . 2007 年开始创业，将饮食系统化，让你吃得好，减肥。 2011年，将成
立日本保健食品教育协会。

通过40000多人的饮食支持经验，开发了一种“瘦身健康”的饮食方法。

通过对女演员、模特和顶级运动员的饮食指导、护理饮食建议、提高生育能力的饮食和儿童饮食教育
等广泛领域的食物提供支持。迄今为止的讲座人数已超过2000场，现在培养出来的保健食品教育高级
硕士也活跃起来。自200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推动套餐连锁Ootoya的食品教育项目。我们在国内外
举办“成人食品教育研讨会”。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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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食”打造不胖体质

1 先和2-3口味增汤，然后吃汤里的食物。这样做的目的是暖肠胃，并摄入食物纤维
2 吃1-2口饭，仔细咀嚼一直感受到米饭的甜味
3 吃一口菜

这样的三角食方法叫做口中调味。

口中调味能够增加唾液的分泌，通过增加咀嚼的次数，防止吃的过多，以及血糖急速上升。

体温保持36.8 能够提高新陈代谢

体温降低1度，基础代谢会下降12～13％，理想的体温是保持36.8度左右。扎实的饮食能够让
身体体温维持在这样一个温度，提高新陈代谢。

吃晚饭的时间会很晚怎么办

如果从午饭到晚餐的时间会超过8小时以上，在这中间吃些零食也没有问题。

中间相隔时间太长，吸收率会变高，中间不吃零食容易变胖

没有节食，按照作者的方法依然瘦下来的案例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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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序言 为什么你可以吃、喝但是依然能够减肥

PART1 饿了！基本的饮食概念
PART2 养胃瘦身！如何选择“食材”
PART3 改变身体的“吃法”
PART4 饮食习惯让你从肚子里瘦下来
PART5 吃这个不胖！按场景吃
PART6 清爽不爽！“按症状”吃法
PART7 吃吃喝喝继续减肥！如何按年龄吃
结语 肚子习惯和米饭伴侣

10,000 copies



【書名】
『人生を変える 正しい努力の法則』
【ISBN】
978-4-7612-7015-5

【著者】
増田 英次
【page】
216p
【発行年月】
2014年7月
Indesign Data 〇

努力和勤奋是一种人生态度，而正确的努力是一种稀缺能力。正确努力的法则。

作者的长子一生下来，就有重度障碍，生命中的9成时间都靠着人工呼吸器维持着生命。在长达3年10
个月的治疗中，作为父亲的作者，翻遍了所有的医学学术文献，做了所有能够拯救自己孩子的一切努
力，然后在3年10个月后，自己的儿子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认识，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长达3年10个月的岁月的努力白费了吗？这本书从作者的亲身经历出发，和读者一起探讨了努力的
意义以及正确的努力方法，让我们“精准努力”，拒绝“无效努力”。

我们天然的以为，成绩和努力、勤奋是必然的线性关系，就是我付出100分的努力，就得有100分的收
获。

然而努力的意义并非在于此。而且，很多人对努力的定义都有着错误的认知，所以对努力的姿态和行
为也出现了偏差。

在第1章中，首先指出了我们的努力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收获的一个关键性原因，那就是“你真的想要
吗？”。很多时候，我们的所谓努力和坚持只是感动了自己和看客们，但这并不能获得多大成果，因
为这些都是无效努力。“有效努力”的关键是，你对你想要达成的目标有多大的欲望，而测试这种欲
望的方式，就是看一看，你为了达成这个欲望，不用闹钟就能醒来吗？为了达成这个欲望，哪怕身体
已经很疲劳，依然想要继续前进吗？哪怕在短期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被打垮，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后又重新振作继续朝目标奋斗吗？这个“是不是真的想要”的欲望之所以是“精准努力”的关键原因，
在于，如果一个人真的很想要一样东西，这种欲望会植入他的大脑，形成他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下
的努力才是“精准的努力”、

在第2章和第3章中，探讨了“宿命”和“命运”的区别。“宿命”确实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是“命
运”确实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那么，当努力付出，并没有回报的时候，是不是努力没有意义呢？
在这里作者通过多个案例指出，即使被置入绝境，所以的努力看似没有回报，但是却是在从另一个层
面带领我们上升到另一个高度。就像小王子说过：“最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

在第4章和第5章中，提出了“静态努力”和“动态努力”的概念，并且指出努力也需要休息。努力有
两种方式，一种是“静态努力”，一种是“动态努力”。努力，并不是拼劲全力的“动态努力”就一
定是好的。想要“精准努力”，适当的“静态努力”也十分重要。“静态努力”是指在遇到挫折，遇
到困难，默默地忍受，坚持，这其实也是一种“努力”。我们只有学会适当的“静态努力”，才能看
到平时看不到的风景，才能发现新的切入点，找到新的方法。“静动结合的努力”，才是正确的努力
方法。

在第6章和第7章中，提出了努力过程中的情绪管控和心理状态的建议。尽人事，听天命。

在第8章和第9章中，指出了努力的“科学方式”，以及金钱和爱和努力之间的关系，从更高一个层次
探讨了努力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努力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回报，但是不努力，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
我们的努力和勤奋，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只有不断的提升我们的格局和层次，努力和勤奋的效用才会
提升，而且这种提升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幂数效应。

和作者一起探讨“努力”的意义，学习正确的努力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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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美国纽约州律师。增田partners法律事务所代表。

中央大学法学部法律系毕业后，进入西村综合法律事务所(现在的西村朝日法律事务所)。之后
担任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客座研究员、美林日本证券株式会社法务部长(个人客户部门)兼执行
董事。曾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LL.M.)，设立了增田partners法律事务所。

目前身兼多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合规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从事企业、金融法务、m&a、诉讼
等法律业务的同时，作为法律合规第一人进行了多次演讲，大受好评。2009年、2010年、
2012年及2013年度被选为“Best Lawyers in Japan”之一。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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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认真生活
第2章 改变命运
第3章 从终极努力中产生自豪感
第4章 用安静的努力忍耐
第5章 努力需要休息
第6章 美丽努力的磨练方法
第7章 努力的结果只有神知道
第8章 努力就是科学
第9章 爱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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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团队热情，推动项目进度。
同时实现组织架构和项目成长的G-POP式管理方式。

所谓G-POP式管理方式指的是：

G：Goal（定目标）
P：Pre（事先准备）
O：On（执行・修正）
P：Post（复盘）

能够实现高效管理的管理人员无论做什么都能定下一个十分明确的
目标，然后再忙也会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事先准备，在执行后，进
行复盘。

这本书的作者通过多年的为企业提供提升经营业绩咨询以及经营者
的管理培训的经验，介绍了让个人和组织都能实现自律的G-POP式
管理，并且在书中对这4个部分进行了具体的方法的解说。

Auhtor

毕业于大阪大学，是日本知名公司RECRUIT GROUP总经理、董事
长。有30年的经营、管理经验，曾创下过辉煌的职业记录——6年
间使公司销售额扩大了30倍，店铺数扩大了12倍，职员数扩大了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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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面向日本学生考大学的教辅类书，但也是一本适合任何国家的历史教养书。

历史考题circuit training（循环训练）

circuit training是一套结合有氧和无氧训练的非常流行的健身方式，透过一系列动作循环连贯进行，结合
肌肉力量和心肺锻练，从而提升身体综合运动能力。

而这本书也是结合这样的概念，通过Input和Output的结合，让读者高效学习历史知识。
这本书的特点是，不同股普通历史教辅类书，按照年代死记硬背，而是左边一页是年代的集中训练
（Input），右边一页马上就是基于昨天Input的练习题（Output），通过这样的Input和Output的有效
组合，就像circuit training一样，循环连贯进行，最终提升历史知识综合能力。

整本书的编辑也是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去进行分章解说，也能让读者清晰地掌握这个国家的历史流程。

虽然是一本面向日本学生的教辅类图书，但是对于那些对历史感兴趣但烦恼总是记不住的社会人士，也
可以作为一本可以高效学习历史知识的教养书。

书中如有不符合国情的情况，在报价前请确认，可和作者商量，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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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出生。在早稻田大学就读期间开始在补习班教授世界历史，毕业后成为预科讲师。

目前，他在东京都会区各地的预科学校就读的同时，还担任一心教育集团视频课“Wing Net”、
在线预科学校“Learning Aid”、预科学校“RGB Sullivan”的讲师。 不仅在学校，还向其他
公众在各个领域扩展他的活动，例如世界历史相关活动的讲师和老年人文化课程的讲师。

最大限度地追求“逻辑”、“兴趣”和“实用性”的讲座深受学生欢迎，很多学生反映：“我第
一次了解了世界历史！”“我喜欢世界历史！”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参考书作家，受到了高度评价。

Auhtor

第1章 古代东方伊朗
第2章 古希腊希腊化时期
第3章 古罗马
第4章 古印度
第5章 中国历史
第6章 伊斯兰教史
第7章 中世纪的欧洲
第8章 近代早期的欧洲
第9章 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第10章 19世纪的欧美
第11章 欧洲向亚洲的扩张
第12章 帝国主义时代
第13章 一战后的欧美
第14章 一战后的亚洲
第15章 大萧条和二战
第16章 战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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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一本面向日本学生高考的地理学辅类书，但是其知识面网络了全世界的
地理知识，通过阅读图表和资料，学习地理知识。

书中如有不符合国情的情况，在报价前请确认，可和作者商量，谢谢！

Auhtor

日本著名私塾駿台予備学校讲师

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后，在一家测量设计公司工作。 同时拥有高中教学经验。
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他是理科领域的地理讲师，主修自然地理学。
通过将地理定义为“位置科学，比较研究”，旨在建立不依赖于记忆的知识。
由于其逻辑性的课程教学方式，获得了广泛考生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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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自然地理（地形/气候/环境问题）
问题 1 冰川特征及其对生命的影响
问题2 南美月降水量
问题 3 日本城市月平均气温变化
问题 4 世界自然灾害
问题 5 世界各地的火山爆发和地震
问题 6 世界上发生过的自然灾害
问题 7 日本的气候
问题 8 世界主要河流流量特征
问题 9 美国水资源
问题 10 密歇根州和华盛顿州的气候和农业生产

第2章 农业、林业和渔业（农业和渔业）
问题 11 世界捕捞和水产养殖产量
问题 12 世界大米产量和进出口
问题13 中国和巴西的农业产区
问题 14 原产国和主要农作物的比例
问题 15 世界分地区农地比例及化肥用量
问题 16 土耳其和摩洛哥的人均食品年供应量
问题 17 主要小麦出口国的特点
问题 18 世界粮食自给自足和人口增长
问题19 日本的农业区位与农业用地面积构成比例
问题20 主要粮食生产和出口

第3章 采矿业（资源能源/工业区位）
问题21 锰矿进口变化
问题 22 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问题 23 金砖国家制造业产值及分项百分比
课题 24 大分市的产业变化
问题 25 日本东部的工业区位
问题26 世界矿业资源产出比
问题27 世界能源资源储量及可采年限
问题 28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最高的国家
问题29 主要国家制造业工业增加值比较
问题30 钢厂选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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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人口/城市（人口问题/城市人口）
问题 31 世界人口超过 100 万的城市分布
问题32 澳大利亚、韩国和肯尼亚按年龄划分的国家和城市的人口构成
问题 33 印度人在世界上的分布
问题 34 东京都市、区、镇和村的人口增长率变化
问题 35 密歇根州和华盛顿州按种族和民族划分的人口百分比
问题 36 美国各州的城市人口率和社会经济指标
问题37 300万以上人口城市数量变化
问题 38 香港工人总数及其构成的变化
问题39 日本各县之间的进出人数
问题40 日本50万人口城市的人口构成
问题 41 在日本的外国居民人数的变化
问题 42 世界宗教分布和人口
问题 43 移民新西兰和加拿大
问题44 世界主要国家的人口密度
问题 45 人口金字塔
问题 46 总和生育率和人均 GDP
问题 47 日本一个 30 万人口的城市的状况
问题 48 欧盟国际移民
问题 49 山梨县北斗市的人口增减
问题50 静冈中部的人口分布

第5章 流通（运输/贸易）/消费（旅游）
问题 51 外国游客在日本的动向
问题 52 日本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问题 53 大分县别府市的游客人数变化
问题 54 日本的商业形式和地点
问题55 澳大利亚、泰国、中国和老挝之间的出口价值
问题 56 欧盟成员国与国民总收入的人均会费
问题57 太平洋岛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问题 58 大分市保育园不足
第59题台湾台北市交通网
问题 60 世界饱腹感、饥饿和健康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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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塚 治虫 跨越壁障的语言。

手塚治虫是现代日式漫画（manga）的鼻祖。
手塚治虫首次把电影技法带入了漫画，构图、故事结构和演出方式都运用了电影的
思维和技法，而且用电影式分镜头讲故事。
这一切都奠定了现代的日本漫画技法。

在很多行业里都有类似“没有×××就没有×××”的完形填空。

在日本动漫业，这个完形填空是：“没有手塚治虫就没有现代漫画业”。

为何手塚治虫被誉为日本最伟大的漫画家？

这和他的：

不依赖自己的才能，而是“努力”
重视支持自己的“伙伴”
无论到了什么年龄都保持“热情”
到最后的最后都贯彻自己的“信念”

都是分不开的。

这本书通过25句手塚治虫说过的话，从“努力”，“伙伴”，“热情”，“信念”
这4个方面阐述了成就手塚治虫成功的那些对工作的态度，对人生的信念。

1973年欠下三亿巨额债务，仍然不停止漫画创作活动。他医生完成了超过15万页纸，
300部作品，去世前还在工作，进行创作。
哪怕都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日本动漫，世界文化依然被他的光辉照耀。

而这本书，就如同一道光，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努力和信念。

“如果可以的话，你会怎么度过你的医生？”

“尽可能燃烧它，然后照亮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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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问手塚治虫，在自己的作品中，哪一部作品是最推荐的。

手塚都会回答说“请看下一部作品”。

这就是坚持，永远不满足，永远关注于未来的一种态度。

手塚是那种“贪婪”的人。无论被怎么赞扬，都不会因为这而满足。因为他知道，一旦自
己对自己满足，觉得自己完美，就不会再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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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下一部作品

author

手塚 治虫
1928年出生于大阪府丰中市。在战争体验中接触到生命的珍贵，立志成为医学博士，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漫画家。

1946年作为漫画家出道。《森林大帝》、《丝带骑士》等大热作品问世。用新的表现方法确
立了故事漫画的类型，把漫画提高为魅力的艺术。1963年播放了第一部国产动画片《铁
臂阿童木》。广泛渗透动画文化。1989年2月9日因胃癌去世，享年60年。

松谷孝之
1944年出生。 手冢制作所社长 1967 年从中央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在担任了多个职务
后加入了日本社。 1973年加入手冢制作所，担任手冢治虫《漫画星期天》的主编。 要当
经理。 1985年4月起任公司总裁。 到目前为止。
在为手冢的作品制作多部动画的同时，他继续担任手冢治虫的经纪人长达16年直至去
世。 2003年5月任日本动画协会会长，2009年辞职。 自2010年起，他被任命为视觉
产业促进组织主席。
在管理手冢作品版权和制作动画的同时，他继续开展活动，继承手冢治虫的心愿，将手
冢治虫的心意传达给全世界的孩子们，并将动漫和漫画传播给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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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画什么？

在一些公开场合，手塚都会遇到被粉丝包围要求签名的情况。

虽然作为助理的手塚制作公司的社长尽可能地防止手塚被过多的人包围，但是手塚每次
遇到粉丝索要签名，不仅会很快的答应，而且甚至还会问粉丝，你想要我给你画一个什
么人物？

这个时候粉丝就会眼睛一亮，要这个要那个。

手塚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都是为了让眼前的人感到快乐。

如果不能让眼前的人快乐的话，自然不能让更多的人快乐。

正因为手塚是这样一个把和每个人的关系都非常重视的性格，才能让那么多人爱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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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JO的奇妙冒险》是由日本漫画家荒木飞吕彦所著漫画。漫画于1987年至2004
年在集英社的少年漫画杂志少年JUMP上连载（1987年1·2号刊-2004年47号刊），
2005年后在集英社青年漫画杂志Ultra Jump上长期连载，日本本土发行量超过一
亿册。

由这部漫画改编的动漫在豆瓣的评分高达9.1分。

《JOJO的奇妙冒险》这部漫画讲述了JOJO的八代人如何分别遇到哪些困难，并共
同克服的热血漫画。

而这本书，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这部漫画中的经典场景，从每一个小故事中悟
出一个心理学知识和启发的同时，揭秘JOJO家族始终能赢的关键都缺少不了那些
“心理战略”。

比如

“强硬的交涉力”
“让对方说YES的心理操纵术”
“不让自己失去方向的”冷静的判断力“等等。

书中通过这5个方面的46条内容，带领读者感受JOJO这部漫画的乐趣的同时，又能
学习到很多心理知识。

1. 任何时候都站在对方那一边的心理战略
2. 将不利的状况改变为“机会”的心理战略
3. 让自己站在有利地位的心理战略
4. 成为“有行动力”的人的心理战略
5. 让自己的成长“看得见”的心理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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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

立正大学客座教授，安吉尔德董事长。

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以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为基础，致力于
通俗易懂地解说以商业为中心的实践性、应用性的心理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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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去除金钱烦恼的魔法课。

你知道「贫穷会遗传」吗？

假设今天你中了乐透1亿元，你会怎麽用它？

著书累销16,000,000册，
日本畅销作家•叶月虹映帮助你14天内摆脱财务困扰。

本书特色

★1天1个观念，课程+实践双管齐下，14天后效果必然显现。
★成功将吸引力法则用于金钱上，逾100,000名读者从此不再为钱所困。

生活中的各项所需都跟钱脱离不了关係，来到现在这样薪资所得倒退16年，物价却快速
飞涨的时代，谁不为钱烦恼呢？日本社会也面临同样的情形，当社会福利、公司规范再也无法
保障我们退休后的权益，反思自己有多少可动用资金成为我们唯一的生存利器。

「金钱」被称作「人类史上最重大的发明」，确实，没有「金钱」，文明就不可能发展到
现在这种程度，今天我们能过著如此便利舒适的生活，都是託「金钱」的福，这点绝对正确无
误；然而「金钱」正是扩大贫富差距、让战火蔓延世界各地、加速破坏地球环境的元凶，这也
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著书累销16,000,000册的日本畅销作家叶月虹映，用「14堂课，14句魔法咒语」协助逾
100,000名读者摆脱财务困扰，没有艰涩的理财观念，没有让人眼花撩乱的运算公式，简单又
纯粹的几句话，就能点破你一直以来为钱所困的根源，只要14天，不再被钱牵著鼻子走。

书中还穿插着各种让读者做的练习，让读者深度消化知识点，转化为行动。

3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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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魔法课程」开始前的「入门讲习」
有效活用「魔法课程」的重要事项
关于「魔法咒语」的8个约定
「魔法咒语」的8个约定

第1天 课程篇 法则1 「金钱就是我们的意识能量」
第2天 实践篇 「认清自己当下的财务状况」
第3天 课程篇 法则2 「把自己从扭曲的价值观中救出来」
第4天 实践篇 「先从自己『拥有』的部份开始」
第5天 课程篇 法则3 「先付出，后获得」
第6天 实践篇 「用欢喜的心情，养成『付出』的习惯」
第7天 课程篇 「让人生出现奇蹟的『魔法咒语』」
第8天 实践篇 「只要说『谢谢』就够了？」
第9天 课程篇 「做好接受富饶的准备」
第10天 实践篇 「准备一处空无一物的空间」
第11天 课程篇 「将富饶能量转变为金钱的方法」
第12天 实践篇 「钱包会左右你的财运」
第13天 课程篇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富裕』」
第14天 实践篇 「决心活在没有金钱烦恼的世界」
结语

Chapter

Author

•「IMAJIN股份公司」董事长。

生于兵库县西宫市，毕业于关西学院大学经济系。

经营过广告代理公司、企划公司，业绩顺利成长，经历1995年的坂神大地震后，自我
的「内心」世界觉醒，此后便以心灵领域为中心，不断进行鑽研与实践。

•运用被称作古代犹太智慧结晶的「喀巴拉（ Kabbalah ）数秘术」，加上自己独创的
命运诊断法，成立「诞生数秘学」，累积制成两万人以上的个人诊断病例，系列著作热销
超过1,000,000本，「惊人的准确度」蔚为话题。

•著有《二週内改变一生的魔法咒语》（KIKO书房）、《命运波澜中的魔法特徵》
（KIKO书房）、《被金钱喜爱的魔法钱包》（永冈书店）、《生日占卜》（中经出版）等
多部畅销著作，上述著作累积销售超过1,600,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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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和金钱哪个更重要？

水和金钱哪个对生命更重要？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相信很多人都会在这个问题前面犹豫一下，觉得
好像金钱更重要。

如果再有钱，金钱也只不过是一张纸，并不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但是如果我
们没有水的话，就不能存活。

水和金钱，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水更重要。

那么电和金钱哪个更重要呢？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有钱，但是没有电了，生活会多么地不方便。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会觉得金钱更重要。

这个就是我们对金钱认知的盲区。这本书的魔法课程，就是帮助我们消除这
些对金钱认知的盲区，让我们从被金钱束缚的中解放出来。

第4天课程练习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钱，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全部列出来，换成金额算一算有多少。
把自己买过的东西，使用过的钱列出来，换成金额算一算有多少？
把父母给自己的，兄弟姐妹，朋友给自己的东西列出来，算一算有
多少。
如果把自己的身体标上价格，又是多少钱呢？

从把我们拥有的东西开始计算，你就会发现你不是没有钱，而是很
有钱。

不做金钱的努力，先从正确的金钱认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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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事的人，九成九都是爱操心的人：将焦虑，不安化为行动的科学方法。

本书从脑神经科学角度，解读成功人士如何成为顶尖人士，原来他们都懂得如何「轻鬆驾驭焦虑」，让心裡的不
安焦虑徬徨，成为让自己变强的力量。

松下幸之助、贾伯斯、铃木一朗……
这些成功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特性，
就是──爱操心。
他们都懂得善用「担忧，焦虑」，把心中的思虑转化成让自己变强的动力！

「不安不是无时不刻如影随形吗？我总是认为，像我这种演员就算离开了，也不会有任何人感到困扰。即使
我忽然消失，不是还有其他许多演员在吗？（中略）现在有工作做很好，但这股不安总是随时存在。」──日本
演艺界泰斗竹中直人

「提醒自己总有一天会死，是我所知避免掉入畏惧『失去的陷阱』裡最好的方法。」──苹果电脑创办人贾
伯斯

「经营，需要近乎病态的担心。」──日本最大系统整合顾问公司大塚商会创办人大塚实
「担心，就是社长的工作。」──松下电器创办人松下幸之助
「正因为爱担心所以才认真努力、谨慎小心。这才是本来的我。」──日本歌舞团体放浪兄弟团长HIRO

爱操心，是种「天赋」
爱操心、想太多的人，智商通常比较高，比较有创意，危机管理能力也较好。
所以，爱操心，是让人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驱动力」。
然而，更多人的经验是，当心中升起一丝不安，反而无法再往前迈进……
本书将为读者介绍如何控制心中的多思多烦，并将不安化为行动的方法：

‧试著改变单一模式化的行动
改变单一模式化的行动，就有可能从过去的思考习惯中解放，带来解决问题的契机。

‧不安的时候不要接触资讯
收集过多资讯，反而导致选项变得太多难以判断，而更加不安。

‧暂时保留，不要立即回覆
只要从「必须立刻回覆才行」的压力中解放，就能冷静地重新检视自己的状况。

‧正确评价自己的实力
因紧张而无法发挥实力，是由于自我形象意识过高造成的。

‧不要擅自想像对方的情绪
有些爱操心的人，会过度解读对方的脸色，产生偏离现实的想像。

‧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
如果无法对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说「不」，就永远无法过自己的人生。

‧试著停止「自己想办法」
请鼓起勇气，找可以信赖的人商量吧！

不需要改变自己谨慎多虑的个性，勉强自己正向思考。因为爱操心对于成功而言，反而是加分的特质！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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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神经外科医师。菅原脑神经外科诊所院长。1970年出生。杏林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便进入国立国际医疗研究
中心任职，专门治疗蜘蛛膜下出血与脑中风等紧急脑部疾病。

2000年起，在脑神经外科专门医院北原国际医院（东京八王子市）任职15年。该医院的目标是建立与提供
从急救到自家疗养的一贯化医疗体系，菅原便根据当时的诊疗经验，确立其「从人生目标出发的医疗」风格，展
开连心灵与生活方式都一併支援的治疗。

2015年6月开设菅原脑神经外科诊所。为了让任何人都能快乐地享受人生，每天都以达成人生目标的医疗为
目的而进行诊疗。

主要著作包括《浪费钱的习惯可以戒掉》、《保持健康直到生命终点的5个习惯》等。

Author

Chapter

【前言】愈成功的人，愈爱操心

序 章 担心，是一种人生武器！
‧爱操心是种「天赋」
‧人为什麽会感到不安？
‧爱操心的人智商高、有创意
‧你是穷担心，还是对事留心？
‧能够做出成果的人之条件
‧勇于改变与裹足不前的决定性差异
‧未能採取行动的人之心声

第1章 控制不安的诀窍
‧「模糊化」欲望
‧极端、常识、过度在意气氛
‧「习惯化」将使思考停滞？
‧客观看待自己，解除思考停滞状态
‧取得后设认知的魔法咒语
‧「先入为主」是爱操心的最大敌人

第2章 摆脱不安的诀窍
‧试著改变单一模式化的行动
‧不安的时候不要接触资讯
‧暂时保留，不要立即回覆
‧正确评价自己的实力
‧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
‧封印「我是对的」与「但是」
‧试著停止「自己想办法」
‧不要擅自想像对方的情绪
‧「姿势」与「心理」密不可分
‧向尼采学习如何承认卑劣的自己
‧腾出倾听心声的时间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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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将不安化为行动力的诀窍
‧把风险视为带来幸运的机会
‧将不安化为行动力的超准备术
‧如何改变「爱拖延」的自己
‧瞬间打开「动力」开关的方法
‧「质」与「量」出乎意料的关係
‧简单转换印象的方法
‧用「做得到」切换视角
‧简单的通讯软体活用术
‧当摆脱不了讨厌的主管时
‧如果觉得「错的不是自己」
‧意识到人生目标，就不会迷惘

第4章 提高行动力的诀窍
‧人生只有三万天
‧提高行动力的目标设定诀窍
‧别拿自己的目标与他人比较
‧挑战永远不嫌晚
‧培养专属自己的幸福

终 章 成功的人，积极地负面思考
‧别掉进正向思考的陷阱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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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好盐，大量摄取也没关係！
破除减盐世纪迷思──少盐并不会让你远离疾病，吃对盐才会！
[ 盐的科学 × 好盐饮食 × 生活实践祕笈 ]

◎盐吃少一点才健康吗，原来是迷思
【迷思一：高血压患者必须进行低盐饮食？】
如果减少盐分摄取就能降低血压，为什麽许多人执行后仍不见改善？研究高血压的世界级

权威──青木久三博士发现，减少盐分摄取并不会对血压造成直接影响，反而会导致身体倦怠、
无力工作等情形。

【迷思二：少吃盐，对身体比较健康？】
摄取好盐，是维持健康的必要条件。但现今大部分的餐饮店大多使用精制盐，氯化钠（化

学工业制造的成分）含量高达99％以上，几乎不含其他矿物质，当然无法维持体内矿物质的
平衡。所以你需要的并不是「减盐」，而是减少外食并且「吃好盐」。

【迷思三：减盐酱油、减盐味噌，美味又健康？】
有些人使用减盐酱油，反而因为味道太淡加入超量。减盐酱油虽然将氯化钠减少，但氯化

钾却会增加，反而会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减盐」可能会致病！

【减盐危机一：引发尿失禁、心肌梗塞、脑中风、骨质疏鬆症、白内障】
一边减盐一边大量摄取蔬果，肌肉细胞因为钾过量而鬆弛，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白内障、

尿失禁等症状，如果加上限醣饮食，更易加快血栓造成心肌梗塞。

【减盐危机二：导致肾功能衰退、记忆力衰退】
减盐会使身体裡的钠钾量失衡，钠太多会让血管变得又细又硬；钾太多血管会鬆弛，两种

情形都会阻碍肾小球的过滤，引发肾功能障碍；而钾过量也会造成脑细胞鬆弛，导致失智、记
忆力衰退。

【减盐危机三：情绪抑鬱消极、心理倦怠感、性冷感】
体内细胞钾过量也会将造成脑细胞鬆弛，脑神经失调而引发心理及并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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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对盐，改善健康的饮食奇蹟
1.避免食用精制盐
便宜可大量供应的精制盐是造成现代人健康问题的元凶，无法摄取到微量却重要的矿物质。

还需
减少外食，减少吃下精制盐的风险。

2.好的盐，带来丰富且完整的矿物质
盐是最佳矿物质的供给来源。用日晒法取得的海盐，含有镁等七十种以上对人体有益的矿

物质，为身体带来平衡的矿物质。

◎本书教你好盐饮食×生活，全面实践
1.好盐的祕密─从科学角度探索盐的奥秘：
一一推翻你对吃盐不正确的传统观念。本书举出许多研究证实，多吃好盐反而不会高血压！

补充微量元素，才是健康生活之道。

2.好盐有这些！长寿饮食专家严选的换盐指南：
换好盐比减盐更重要！详细解说盐的名称、制造工法、标示等，并罗列出各种盐类，教你

从日常挑选好盐的祕诀，为全家人的餐桌健康把关。

3.除了吃还可以这样用！好盐的全方位运用：
让你取代化学加工品、添加物等用品，学习天然无害、无毒性残留的好盐10种独门应用

法。

4.「外食族」该如何自救的妙方？
非不得以食用过多化学盐、食品添加物时，该如何实践健康的解决之道，书中为你逐一解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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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生于爱知县。他研究超过50年的长寿饮食、东方医学和心身医学。根据自己的理论，
根据饮食开发独特的健康和治疗方法。是日本食品和长寿医疗领域中的领导者。

Author

Chapter

对身体「好的盐与坏的盐」
前言 盐供养著你的生命

第一章 疾病的原因在于减盐
假盐制造出现代人的疾病
你知道盐的标示方法改变了吗？
好盐与坏盐被混为一谈
【盐分＝不好】的观念定型，病人持续增加当中
吃盐以后「血压上升的人」与「血压不会上升的人」
减盐是造成愈来愈多人情感淡漠的原因？
钾过量会导致细胞鬆弛
大脑细胞鬆弛会引发失智症
限醣饮食会使老废物质增加
「减盐与限醣饮食」的下场是心肌梗塞
便利商店的便当是造成高血压的原因？
食品业者或餐饮店使用的都是氯化钠含量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盐
持续减盐会导致肾功能衰退

第二章 没有盐就无法维持健康的身体
矿物质究竟是什麽？
现代人太缺乏矿物质！
盐是最佳的矿物质供给来源！
蛤蜊在化学盐中无法生存
用海水输血的法国医生
最好的盐非「烧盐」莫属
觉得好吃的盐分浓度就是最好的！
曾经我也执行过严格的饮食生活
吃早餐会使老废物质增加太多！
老废物质累积在身体的哪裡？
淋巴液会输送老废物质
「早上的水果是金」是天大的误解！
因为高血压或癌症而正在减盐的人，不妨试著改变盐的种类如何？
失智症、尿失禁增加的理由
钠与钾是重要的矿物质
钙与钠或钾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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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摄取好盐就能恢复健康
真正的盐大量摄取也无所谓
食用长时间放置的芝麻盐很危险！
芝麻盐的效果保证惊人
内心生病的人很多都是因为缺盐？
超过五十岁血压正常值一三〇／八五mmHg真的没问题吗？
持续减盐也会导致性慾下降

第四章 体内环境混乱是致病的原因
保持心脏与血液乾淨就不会生病
提高细胞品质的注意事项
如何才能制造出正确的细胞？
只要肠道环境佳，就不会产生异常细胞
食品添加物、味精、农药会致病
将食品伤害减到最小的饮食搭配祕诀

第五章 好盐能让女人与男人都健康美丽！
独家好盐美肌＆健康法
●百分之十盐水的制法
●盐水胜过肥皂
●盐水的使用方法
●盐浴泡澡很舒服
盐浴的方法○1   盐浴的方法○2
●用盐水洗头髮
●用百分之〇・三的盐水冲洗鼻腔
●用百分之〇・三的盐水点眼睛
●用好盐刷牙
也可用于治疗异位性皮肤炎
小鱼乾高汤会导致骨质疏鬆症！
高汤只能用昆布熬煮
快速清洁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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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快速提高卵子质量？

优质的卵子是受孕的基本，很多不孕，流产，试管婴儿失败的根本原因其实也在于卵子的质量。

卵子质量的好坏可是直接影响受精卵质量的,好的卵子能提高受精卵质量,受孕后胎儿发育也好，
所以也会影响以后宝宝的健康。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针灸院院长。他开的诊所很多日本名人也经常光顾。

在这本书中，他结合中医理论，解说了难受孕的原因，以及如何通过食疗，按摩等手法，提高
卵子质量的方法。

在他的治疗之下，有些常年不孕的女性在接受治疗后仅1个月就受孕成功。也有48岁高龄在他
的治疗下受孕成功等。

这本书不仅适合不孕，流产，在进行试管婴儿的女性阅读，也适合准备备孕的女性阅读，提前
学习。

Pick up

普通的不孕症治疗的步骤是：
初诊→检查→timing疗法（通过粘液（白带）的状态，卵
泡的大小，血值等正确判定排卵日，指导夫妻同房以达到
自然怀孕目的的方法。）→人工受精→体外受精

这几个步骤每一步执行下来至少需要1-1年半以上。

而通过作者的指导，结合食疗，自我调养，穴位按摩等方
法，提高了卵子的质量，有了容易受孕的体质，这样执行
timing法的时候最短1个月就能受孕。而如果自然受孕没
有成功的话，由于卵子的质量提高了，即使人工受孕和体
外受精也会在3个月，长则1年左右就能受孕。

这样就大大缩短了受孕期间。

女性的卵子质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弱，短时间内提高
卵子质量，及时受孕十分关键。

15,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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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up

卵子质量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卵子没有得到充分的营养。

影响营养无法到达卵子的原因主要有3个。

1 血液的质量不好

卵泡液的营养状态是决定卵子质量的关键。卵泡液的营养状态好，细胞的新陈代谢更好，优质
的细胞多了，卵子的质量也就提高了。

2 消化功能不好

如果消化功能不好，吃下去的东西的营养就不能吸收。血液所需的营养没有到位，自然无法给
卵胞输送营养。

3 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差。如果消化器官没有很好运作，血液循环不良，血液就无法将营养搬
运到身体的每一个端部地方。这种状态叫做血流障碍。

造成血流障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血糖值。血液内高浓度的血糖值会造成毛细血管堵塞。

另外，自律神经的紊乱也会造成血管的收缩。

15,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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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up

了解自己的阴阳体质，并有针对性的食疗，达到阴阳平衡

自我检查，食疗，运动，穴位按摩改善血流，荷尔蒙等方法

15,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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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kimura针灸研究所所长。 1970年出生。毕业于关西学院大学。毕业于清莱学园东洋针灸专科学校。
东京医科大学针灸师资培训部讲师。所属机构：日本东方医学会/日本针灸学会/日本针灸学会/日本生
殖医学会。

大学毕业后，他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程。他在旅途中受了伤，西医也没能治好，却被一个偶遇的针灸
师治愈了，他醒悟了东方医学，开始走针灸之路。
2003年，在涩谷某公寓的一个房间内开设了专门治疗不孕症的针灸专科诊所。之后，西新宿院于
2011 年开业。迄今为止，它已经治疗了 10,000 多名妇女。通过中医的手法进行分析和治疗。

擅长治疗“气”，祛除“邪气”，增强自然治愈力，改善卵子质量，让40岁以上的女性也能受孕，年
龄最大的甚至有48岁。

目前，众多知名艺人也前来治疗，预约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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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1课 熟悉你的身体！
● 如果你想要一个孩子
● 了解不孕的原因
● 我们先做个测试吧！（验血能看到什么）
● 先做个检查吧！（妇科检查能看到什么）
专栏 什么是生育贷款？

第2课 提高卵子质量，怀孕！
● 提高卵子质量，更接近怀孕
● 鸡蛋不再有营养的三个原因
● 怎样做一个好鸡蛋 1
选择适合您体质的食材，改善您的饮食习惯
● 怎样做一个好鸡蛋 2
调理胃肠道，促进消化和吸收
● 怎样做一个好鸡蛋 3
改善血液流动并滋养鸡蛋
● 怎样做一个好鸡蛋 4
调节荷尔蒙平衡
● 怎样做一个好鸡蛋 5
保持适度的免疫力
● 身体也有适应医院治疗方法的方法
● 开始治疗时选择医院和转院的要点
专栏 国家收到的不孕不育治疗补贴是多少？

15,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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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课帮助您怀孕的食物
● 通过改变“摄入的物质”来提高卵子质量
● 你是阴阳体质？
● 阴阳体质和脸型
● 以均衡饮食为目标的中度体质
● 食物的阴阳和饮食指南
● 加入时令食材，改善体质
● 结合季节的推荐食谱
专栏 “绿色冰沙”走红是有原因的

第 4 课制定您的怀孕时间表
● 考虑家庭结构的怀孕时间表
● 如果您没有生二胎
● 一边工作一边改善不孕症患者的体质
● 生育治疗期间压力管理的重要性
专栏 制定您的怀孕时间表

第 5 课 自我保健才能做出好鸡蛋
● 了解身体所需的自我保健
● 消化吸收功能较弱的人，调整肠胃状况
● 通过沐浴促进血液流动，提高卵子质量
● 让我们通过饮食来控制血糖水平
● 睡眠以平衡荷尔蒙
● 随时随地的自理
・用鼻子吸气
・竹踏
・ 拍拍你的脚
· 推阴毛
・ 大腿内侧拉伸和按摩
・ 按摩脚部
・背部按摩
・ 背部伸展和胸部伸展
·步行
・腹式呼吸
・ 腹部 peco 体操
・从鼻子吸入冷空气
・ 姜片
・薄荷毛巾

15,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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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你不知道的猎才市场真实面、剖析企业真正想要的人才，专业解答所有关
于转职的疑问！

该留？该走？该创业？要决定就趁现在！
破除错误认知、踢翻业界内幕、让猎才专家告诉你如何越跳越成功！

该怎麽从业界的「下游」换到「上游」？
面试时，人事单位、部门主管、公司老板分别看重的点是什麽？
履历表最多不要超过两页？
什么样的人绝对会被打枪？什麽样的人适合跳槽？
犯下哪些错误会让你求职落空？

作者与8000名以上的企业老闆与高层主管面谈后，得出了「理想人才的必备条
件」。

传授如何创造理想职涯、吸引猎人头公司挖角、履历表写法、面试技巧以及录
取秘诀。

▌猎才专家不留情面老实说▐

换工作老是被打枪、收到感谢函？别再怨天尤人了！原因就在你自己身上。

扪心自问吧！
□若你是面试官，收到自己的履历表、遇上自己这样的面试者，会想录取吗？
□若你是业界对手，会想挖角像你自己这样的人吗？
□你的工作表现符合你的薪资水准吗？你知道该怎麽写自己的负债资产表吗？
□你是否有损益观念，知道该怎麽帮公司赚钱，提升自己的价值？

只要身为上班族，不管几岁，都不可错过的职场生存法则！

具有丰富经验与实绩的作者告诉你如何创造独一无二的人才价值与转职资本，
成为超抢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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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JP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CEO。

1989年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进入「Recruit」公司，历经人事部门、宣传室、
社会人教育事业暨NET媒体之新兴事业成立等职务后，于2000年进入独立体系的人才顾问公
司担任董事。2004年起，担任「Recruit」子公司专业猎才顾问公司的顾问及事业企画室长
后，担任董事总经理。

2010年2月成立「经营者JP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4月创业），就任董事长社长、CEO。
负责各种业态、规模、各阶层的企业人才、组织战略顾问等职务，提供企业经营人才採用支
援、转职支援、组织谘询、经营人才育成课程，能够精准且快速掌握委託企业及个人的各种
状况，所提供的谘询服务深获好评。

以亲自面对超过8千名经营者、经营干部的实绩与实际体验为基础，鑽研企业想要「何种人
才」，进而帮助众多商务人士提升职业生涯。荣获多次业界MVP。以逻辑性、简明易解的方
式，说明从实例、实践案例所导出的公式，获得各行各业、各种规模之委託企业的好评。活
跃于电视、报纸、广播等各种媒体，经常应邀接受採访、发表评论。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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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现代人得要工作到七十岁！要下决定就趁现在！～揭露「转职」真实面～
‧【现实】现代人必须工作到七十岁
‧【人生规划】将人生划分成「三学期制」
‧【定论】「三十五岁是转职的年限」，真的吗？
‧【资料】绝大多数人都对老后生活感到不安
‧【选择】留下？跳槽？独立？
‧【计画】立志当上领导者，职涯变稳定
‧【创造未来】让人生最后一次的转职大获成功

Chapter 2：经营三十岁以后的「理想职涯」～具有成就感、高年薪、理想环境的未来规划～
‧【职涯规划】三十岁时多努力，前途更光明！
‧【前进方式】三十岁后如何创造理想职涯？
‧【提出问题】续留公司也是一个选项
‧【危机管理】「年轻人」、「便宜的人」会来抢你的饭碗！
‧【出道】成功者皆于三十岁后迎接大转机
‧【优先顺位】比平衡工作与生活更重要的事
‧【必备条件】发挥优点？或是改善缺点？
‧【愿景】具体描绘职涯蓝图！
‧【战略】比起「职衔」，更该确立「个人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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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聪明战胜「年轻又便宜的人才」～在转职市场过关斩将的方程式～
‧【重点】明确知道「WHAT」的人赢定了！
‧【对策】别变成一个不断换工作的人
‧【猎才】想当上老闆的人须具备的三件事
‧【重新看待】三十岁后，不容许因「重视企业品牌」而跳槽
‧【收入】年薪八百万日圆、一千五百万日圆、三千万日圆大关
‧【企业想知道】沉潜培养能量的人，转职才会成功
‧【时机】何谓理想的转职时机？
‧【薪水】企业需要能够「收益思考」的人
‧【转换跑道】「从下游到上游」的方法
‧【职涯模式】转职的成功方程式
‧【三十岁后的主题】将职涯极大化的动能

Chapter 4：成功掌握三十岁后的最后转职机会～最有效的「求职方法」、「履历表写法」、「面试
技巧」～
‧犯下这些错误会让你求职落空！
‧上人力银行网站找工作？求助人力仲介？自己找？
‧调查该公司的「价值基准」与「行动基准」
‧人事主管最不喜欢的事情
‧与企业老闆面试时的三大重点
‧履历表别超过两页？没这种事！
‧以「现在→过去」的顺序列出职历
‧少用形容词，用事实、数字、逻辑来呈现
‧即便换过很多工作也别气馁！
‧面试时须注意的说话方式
‧先讲结论
‧不说客套话，拉近与对方的距离
‧让人觉得「何必来面试」的人
‧「有好机会就想跳槽的人」为何有负面评价？
‧外表显老的人不容易转职成功
‧面试一定要传达的两件事
‧对方问「还有没有什麽问题」时，你应该发问
‧拿家人当挡箭牌，令人敬而远之
‧要有自己的观点
‧能靠转职「提高年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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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5：吸引伯乐的自我宣传技巧～「自我品牌」的推销术～
‧二大条件让你成为抢手人才
‧「物超所值」、「品质保证」的人才大受欢迎
‧提升「被知道的能力」，机会才会上门
‧录取的关键在于「速配感」
‧运用「彩色浴效果」找出自我宣传的武器！
‧创造「意料中的巧合」
‧猎人头公司也会参考社群网站
‧向名人学习自然的「推销方式」
‧使命能够吸引「人」、「资讯」、「缘分」到来

Chapter 6：立志成为领导者，职涯更稳定！～消除对于未来的不安，你必须具备的力量～
‧喜爱阅读者能步上理想的职涯
‧乐在游戏当中的人表现出色
‧持续经营职涯的人不会选择「环保驾驶」
‧三十岁后的失败，对公司乃小事一桩
‧优秀主管具有高超的「经验力」、「直觉力」、「分析力」
‧有成长潜力者会磨练提问的能力
‧用心经营职涯的人会靠近那些幸运的人
‧发挥领导力的顺序
‧先「情感」、后「逻辑」的法则
‧抢手的人才都具有「金钱知识」
‧获得稳健职涯的经营者五大能力
‧建立无利害瓜葛的人际网络
‧持续工作、不断自我投资的人，将来无虞！

特别附录：先知先赢！揭露职涯真实面
‧当上顾问就好？
‧「通才」与「专才」哪个好？
‧一生该站在顶点一次？
‧考取证照对转职有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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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定得住才能行得远。

心有定力者能不为物役、不为境转，遇事淡定从容、沉着冷静。「定力」决定了职场的成就高度。

你不是没有工作能力 只是不懂得运用定力！

为什麽杰出的人总有优秀表现？因为他们拥有绝佳定力，不受周遭的压力‧杂音‧情绪影响，不做无意义
的能量消耗，保留实力发挥在重点上。

「定力」是一种「头脑」与「心理」的整理术，解决工作中一遇小状况就慌张的毛病。

日本脑科学专家从结合脑科学，告诉你如何养成定力。

★本书精彩Topics

‧总是很在意「周遭其他人」
Keywords：强迫性观念∕压力∕适应障碍∕抗压性∕贯彻自我的方法

‧保持专注，不受「杂音」干扰
Keywords：处理杂音/ 主动与被动的注意力/ 维护自尊心的方法∕面对他人贬低的对策

‧不被「负面情绪」左右
Keywords：他人的不幸甜如蜜∕被认同的渴望∕自我感觉良好∕心理创伤∕手忙脚乱∕笔记∕反向学习∕自

我设限

‧思考的艺术！不盲目被「社会」控制
Keywords：不易之流行∕群体的安全感∕放手的快感

‧请好好对自己
Keywords：气压的影响∕天气的影响∕安眠技巧∕营养均衡∕预防感冒

‧别为小事抓狂
Keywords：迁怒他人∕面对他人忌妒的对策∕助人与求救∕氛围∕稳定情绪

不受职场流言伤害，不易被负面情绪摆布；

在吵杂的环境下，随时保持专注，集中精神；

和他人意见相左时，坚定自我，不再言听计从；

面临压力时，逆势向上成长，不被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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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生兼医学博士。现任日本自治医科大学讲师。

1970年生于日本石川县。东京医学齿科大学毕业，曾任日本国立精神与神经医疗研究中心、哈佛医学院研究员等。拥有
日本精神神经学会专科医师、睡眠医疗认定医师等多项资格。

除实务临床经验丰富，诊断者无数以外，亦曾担任精神科产业医师，提供企业员工心理谘询服务。另发表大脑活化与睡
眠研究之脑科学论文，对医学生与研习医生之教育与指导更不馀遗力。曾任日本反禁药机构审查员，对运动员之心理知之甚
详。

Author

当工作环境发生变化，例如突然被调职、组织更动或者转换跑道等时刻，有些人能够一如往常发挥实力；有些人
却可能会受环境影响，导致表现失常。

此外，即使工作环境变化不大，也有人会因为「办公室很吵」、「主管很唠叨」或「下属不中用」等日常琐事而
压力缠身，无法专心工作。相反地，也有人可以丝毫不受影响，气定神閒地展现实力。

事实上，凡是能够创造佳绩的人都拥有良好的定力，不轻易受到周遭影响。他们不会迷失方向，总是做自己该做
的事。

那么，该怎麽做才能维持稳定的心情呢？

这本书从医学的角度教各位读者如何「保持定力」。

首先，第一章带领读者探讨我们为什麽会在意「周遭」的原因。事实上，日本人本来就是个容易受「周遭」影响
的民族。因为日本人向来注重自己与环境的相处关係，从小就被灌输「尊重他人，却又不可以落后」等複杂的人
际概念。

第二章，介绍如何处理办公室裡恼人的「杂音」。其实只要适当地控制大脑，就算不塞住耳朵也能不受干扰。

第三章， 解说了人际关系与「情绪」的处理方法。这个章节中介绍的方法特别适合做事严谨，又容易因为心情
焦躁或精神紧绷而突然暴躁的人。

第四章，介绍了当「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时，如何不受影响的诀窍与不被「群众」吞噬，贯彻自我的方法。

第五章，说明了如何不受气压变化或气温高低影响，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同时，介绍了消除每日疲劳，让
乱哄哄的大脑充分休息的舒眠方法。

第六章则以「人」为主题。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麻烦，人与人之间一定会有个性合不合的问题。在这个章节中，
我将告诉读者如何相互妥协，同时沉淀自己的情绪。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如果只是我行我素，多少会引起衝突。但一味尊重他人，压抑自己，就会无法尽情表现自我。
即便我们委曲求全，最后恐怕也只是让自己被烙下一个「逊咖」的印象。

因此，重点在于如何尊重他人，又不被他人牵著走。如果读者能配合本书学习如何「强化定力」的话，以后不管
遇到什麽状况，都能展现出最佳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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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个投资误区！

・1亿真的就是一笔大钱吗？
・想要存钱的终极方式就是节约是真的吗？
・投资是那些想要增加资产的人才会做的，是真的吗？
・投资回报率高的基金就是好的，是真的吗？
・只要能够保证一定的租金收益，即使借钱也要投资房产，是真的吗？
・・・・・

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打击也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次疫
情对金钱，投资变得更关心。

然而，很多人却对投资有着相当多的误解，而这些错误的投资误区不仅不能帮助投资者增加资
产，反而还会造成资产损失。

特别是这次疫情，美国大量印钞，中美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强大崛起等等，
今后的世界格局可能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中，一边有效预测将来的走势，一
边理解投资误区，做对投资变得十分关键。

这本书的作者，运用外资金融公司多年的经验，通过图文以及有依据的数据，从投资理解的错
误，到具体的债券，股票，房地产等金融产品理解的误区，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书中提及的投资误区包含：

投资的误区
投资信托基金投资的误区
外汇投资的误区
股票投资的误区
债券，经济政策的理解误区
房地产投资的误区
对于金钱理解的误区

此外，书中虽然包含日本房地产等投资信息，但是随着中国房地产征税制度将来会执行的可能
性，越来越多的中国投资者将目光放到了相对便宜的日本房地产上。所以，书中的日本房地产
信息也会对投资者有一定的启发。

整本书的内容更倾向于宏观的解说，只适用于日本的内容仅仅为很小一部分。可以根据出版国
的国情进行一定的删除。

在报价前请确认，谢谢！

10,000円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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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金融人士。 加入大银行后，他在多家日本和外国金融机构担任产品开发和
战略规划的重要职位。

从事投资信托、房地产基金等多个领域的投资管理业务，熟悉股票、债券、外汇、
REITs、衍生品等多种金融产品。

Author

Chapter

第1章【投资】误区
× 如果写着“安全和确定”就是安全的
× 赌博比投资更有利可图
× 投资风险 = 价格下跌
× 投资是由“想赚更多钱的人”做的
× 投资是用“可以赔的钱”来完成的
× 到成熟期较短。获利了结应该做
× “投机”比投资更赚钱

第2章【投资信托】误区
× 低基价的基金比高基价的基金便宜。
× 如果您获得分配，您将获得该金额的利润。
× 基金比较和基金选择对于投资信托很重要
× 要获得投资信托的成功，您可以模仿 GPIF 投资组合。
× 指数基金是“最强”的

第3章【交流】错误
× 你只需要看对日元的汇率
× 如果汇率下跌，国家就会堵塞
× 经济不好的国家的货币不升（经济好的国家的货币升）
× 外汇比其他投资更有利可图

第 4 章 [股票] 中的错误
× 长期持有股票无利可图
× 日股涨太多，不会再涨
× 我认为中国会增长，但中国股市不会上涨
× IPO总是有利可图的
× 在 NISA 中放置分配基金是没有意义的。但获利了结是可以的
× 选择股票作为股东利益是有利的，即使股价不上涨，也是利益的加分项
× 购买流行的 JPX-Nikkei Index 400

10,000円 copies



【書名】
『投資のまちがい』
【ISBN】
978-4-7612-7143-5

【著者】
ジョン 太郎
【page】
272p 
【発行年月】
2016年1月

Chapter

第5章【债券】【经济政策】错误
× 购买AAA级国债是安全的。
× 新兴市场债券是危险的
× 高收益债券的收益率高于政府债券，且有利可图
× 过去3年价格稳定的银行贷款是安全的
× 日本政府加息
× 日本将不再出现泡沫
× 日本国债即将违约
× 日本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第6章【房地产投资】误区
× 如果附上“租金保证”，就可以确定未来20年或30年的现金流。
× 房地产投资仅靠所谓的“节税”就有利可图
× 死了也没关系，因为你在群里。像“保险”之类的东西留给家人
× 即使借钱投资房地产也比投资股票更有效率，因为您可以利用它。
× REITs 的风险低于股票
× REITs 是抗利率上升的产品

第7章[财务报表和公司]中的错误
× 你只需要看 ROE 是否高（你只需要在这里看财务报表）
× 簿记对于普通大众来说难以理解
× 年销售额10亿日元相当惊人

第8章【金钱】错误
× 保险暂时应纳入风险对冲。有事时心安
× 节省教育经费，毕竟是学校经费保险！

10,000円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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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运动培养内心强大的孩子。

面对困难,如何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在重重困境中,又该怎样调动内心能量来突破,是我们一生都需要面
对的课题.而这个课题,要从孩提时代抓起.

这本书是日本知名足球选手，也是在世界上知名的亚洲选手在本田圭佑小时候培养本田圭佑训练的大
叔父结合本田圭佑以及自己同样为运动选手的儿子（多闻）的故事，解说了运动是如何培养内心强大
的孩子，家长如何做，给孩子怎样一个家庭环境，并且揭秘了让本田家运动员都能非常强大的“本田
笔记”的秘密，如何通过这样的训练笔记，让孩子在一次一次的训练中都能获得身体上和心灵上的成
长。

书中的内容不包括如何帮助孩子设定目标，如何让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健康，父母应该给孩子提
供怎样的环境等等。我们相信看完这本书的家长，绝对能够理解运动给孩子带来的不仅仅是体能上健
康上的好处，更是如何通过运动这个过程，孩子学会如何面对困难，如何面对自己，如何超越自己。

本田圭佑是中国球迷很熟悉的一位球员，2010年世界杯他攻入大空翼式的任意球给球迷留下深刻印
象，他也是日本足球这十年来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孙兴慜之前，本田圭佑是当之无愧的亚洲留洋旗帜。

这位前米兰10号球员，在世界杯上有4粒进球入账，是迄今为止世界杯进球最多的亚洲球员。就是这
样一位有着光辉履历的球星，足球之路却并非一帆风顺。

出生于日本大阪一个体育世家的本田圭佑，从小便立志成为足球运动员。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便
加入了当地的摄津足球俱乐部开始接受启蒙训练，之后顺利进入大阪钢巴青训系统。但在少年队升入
青年队的关键时刻，教练认为他在球场上的表现过于平庸，本田圭佑被大阪钢巴抛弃。本田圭佑的职
业足球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无奈之下，本田圭佑只能选择回归校园，在远离家乡的体育学校石川县金泽市的星陵高中，本田继续
足球训练。日本体系完善、历史悠久的校园足球最终拯救了本田圭佑，高中时代的他球技飞涨，在全国
高中联赛中一鸣惊人。曾经抛弃他的职业足球开始重新向这位希望之星投出橄榄枝，本田圭佑最终在
2005年高中毕业后加盟名古屋鲸鱼，开始了自己传奇的职业生涯。

但是即使在足球生涯的低谷，本田圭佑依然坚持自我，成为了梦想中的自己。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又因为坚持，所以必须更加热爱。在小学毕业的作文中，本田圭佑这样写道—
—“等我长大了，我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球员，前往意甲联赛穿上10号球衣”。长辈们觉得这只是小孩
子随口说说的玩笑话，没有人会想到眼前这个有些叛逆的男孩日后会真的成为国家骄傲。

内心强大的孩子就是这样，即使陷入低谷，依然能够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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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出生于熊本县。从小体育万能，进入八代高中后担任手球部队长。

该校毕业后，加入自卫队，在自卫队体育学校第一教育课担任手球和橄榄球的指导。之后投
入皮划艇比赛，作为日本代表队队长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1000米加拿大双人划艇”，世界锦
标赛等。

退役后，作为教练跟随了慕尼黑奥运会代表团。

40岁的时候，被横滨市消防局猎头，就任体育训练担当课长。

用体育运动将消防工作体系化等，致力于强化职员的体力。现在，作为体育教室“maholova
honda kanou school”(神奈川县三浦市)的代表，面向青少年指导各种体育运动。

亲属中也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作为哥哥的孙子，足球选手本田圭佑代表日本参加了北京奥
运会和南非世界杯。

长子职业摔跤选手本田多闻也在业余选手时期连续参加了洛杉矶、首尔、巴塞罗那等3届奥运
会。留下了8次全日本锦标赛冠军的成绩。由作者设计，指导圭佑和多闻写作的练习日志“本田
笔记”，被媒体多次介绍，引起了很大的话题。

Author

引言 有多少眼泪，孩子的内心就会变得多坚强

第1章 通过体育培养孩子
第2章 父母应该承担的职责
第3章 打造强大的身心
第4章 设定孩子也能做到的目标
第5章 “本田笔记”的秘密与巧妙使用方法
第6章 寻找优秀指导者的方法和交往方法
第7章 对立志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孩子们的期望

Chapter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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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以文字为主，但是会穿插一些漫画，让读者读起来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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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个英语语法比较题，让你从普通水平步入高水平。

英语学到一定水平就会有一个“就差最后一点点”的阶段。而这个阶段就是和普通水平的人拉开差距的
最后一个阶段。

这本书通过250个英语学习者比较容易混淆的稍微有点难度，但又在考试中频繁出现的语法问题，
通过以下的顺序，让处在“就差最后一点点”阶段的英语学习者，有一个英语学习上的最终的“质的突
破”。

1 让读者解题
2 解说
3 类似题解题
4 解说

这本书的特点是：

1 精选250个，容易搞混，但是搞明白就步入高水平阶段的语法题
2 详细解说每道题背后的底层逻辑，让学习者彻底搞明白，弄清楚
3 所有书中的问题都配有英语发音，美语发音的语音

比如：以下这道题，应该选哪个呢？

很多人因为看到问句中的“Have you seen”，就会去选②。但是实际上，由于这件事发生在过去，所
以选择③

接着，作者就给出非常详细的语法底层逻辑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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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多个类似的语法问题让读者解题，然后再针对每一个问题进行底层逻辑说明和比较。

Eureka 是希腊语的“尤里卡”，也就是“好啊!有办法啦”的意思。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让读者彻底了解
语法的底层逻辑，让他们在遇到类似语法题时，再也不迷茫，找到正确答案。

此外，这本书还有一本别册，是收录了最基本的英语语法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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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私塾河合塾讲师。 毕业于东京大学。 指导范围从基础课到高级课，从高中1年级到3年级，还作
为河合塾课程文本创作团队和国家模拟考试制作的成员，专注于制作教材和模拟考试创作团队。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讲座活动，例如学习方法讲座等等。 强调句法的逻辑课以“通俗易懂”、“切实
提高成绩”而知名，每年都带领大量考生通过高难度考试。

1 时（过去时和完成时） 2 时（小时/条件状语从句）
3 个动词（动作动词和静态动词） 4 个声部（被动）
5 助动词（意为助动词+ have done） 6 虚拟语气（没有if 的虚拟语气）
7 虚拟语气（直接语气和虚拟语气，代表未来的表达） 8 虚拟语气（现在的虚拟语气）
9 非限定动词（动名词和不定式的语义主语） 10 非限定动词（完整不定式、完整动词） 11 非限定动词
（句法僵硬，形容词使用不定式）
12 非限定动词（作为参与短语的形容词） 13 非限定动词（使动词）
14 非限定动词（知觉动词） 15 非限定动词（分词结构）
16 relatives（亲属的机制） 17 Relatives（区分关系代词和关系副词）
18 亲属（关系同义词什么，复合关系） 19 亲属（连锁关系从句）
20比较（比较机制） 21比较（不+比较，不+比较）
22 比较（鲸鱼语法） 23 比较（+ 比较）
24个代词（区分一、它、那）
25个代词（区分another, others, the other, the others）
26个名词（可数和不可数名词）
27 连词和介词（坐标连词/从属连词和介词）
28 同位词（同位词） 29 疑问词（间接疑问句、附加疑问句、否定疑问句）
30 Emphasis（强调句法） 31 Inversion（副词和句子否定的倒置/位置短语的倒置）
理解32 SV（理解核心句子结构）
33区分that和what或which（相似形状区分）

单独的卷附录
第一节 英语语法的基本机制
（词性/基本句型和句子结构/语法事项）
第二节 重要的英语语法知识
（从属动词 / 动词 / 阐明过去的短语 / 使用助动词的重要表达 / 假设的惯用表达 / 不定词 / 部分 / do 
not take to do, but take do 动词 /doing to objects 动词 that take to do / 动词 that根据宾语是在做
还是要做而有不同的含义/动词的重要表达/名词/形容词/副词/what的重要表达/比较/同一等级的重要表
达/缩写/表达/否认/动词用法的重要表达“...尽快”使用反转）

Auhtor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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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概念沟通术！

人际关系的9成取决于帮助对方进行思考整理。

不需要共鸣，不提意见，没有idea,没有方案，依然可以▼▼

√帮助客户解决根本问题，提升业绩
√职场上如鱼得水，获取同事信赖
√属下无需调教，自己行动
√让恋人对你依依不舍
√帮助家人解决问题
√消除线上沟通不安

・・・・

很多沟通类书都是讲述如何将自己的思考整理清楚，然后清晰地表达自己，输出自己的意见。

然而这本书是讲述，只需要帮助对方整理思考，不需要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依然能够让
对方打开心房，帮助对方解决问题，让对方自己行动，还让对方对自己产生信赖，加深人际
关系，并产生成果的一种全新概念的沟通术。

为什么是帮对方进行思考整理更有效呢？

因为人真正能够解决本质问题的只有自己。而了解自己真正需求的也只有自己。

比如客户想要解决某个问题，你的意见可能会给他启发，但是如果这个方案或者意见他并不
是真正意义上认可或者你给的方案并没有直击到他痛点，他可能并不是从心底信任你。

又比如，同事或者恋人诉说烦恼，他们其实也没有在征求意见，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怎么
解决，而你从旁人的角度给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可能并不符合他们的预期，那么他们以后
可能就不愿意再和你诉说了。

或者，你的属下在工作上遇到了困难，你一方面的指导和命令，属下可能表面上会听从，但
是如果不是从心里的认可，那么就无法真正挥发实力，你的团队就可能无法拿出好的成果。

大多数时候，人和别人沟通的时候，追求的并不是意见和建议，而是自己找到某个出口，自
己找到某个自己能够信服的解决方案。

而这本书就是教你，通过帮助对方整理思考，让对方自己找到出口，解决方案，让对方自己
行动的沟通方法和技巧。而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只是起到了一个引导的作用，即使不提
出自己的意见，即使自己没有方案，依然能够在职场，生活中等各个场景中获得大家的信赖
和热爱，让自己的人际关系，职场成果都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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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整理的关键是

○整理事实
○整理感情

通过这种技巧，帮助对方自己找到解决的方案，然后自己行动。

而具体如何进行思考整理，只需要4个步骤，那就是：

①决定主题
②了解现状
③描绘理想
④寻找条件

这本书在第一章解说了帮助对方进行思考整理的基本技巧。比如，如何打造周围的环境，表
情，假说式交谈法等等一些基本。

在第二章，分别对整理思考的4个步骤，结合案例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①决定主题
②了解现状
③描绘理想
④寻找条件

在第三章，解说了在帮助对方整理思考的7个不同的切入点。
在第四章，解说了在进行整理思考时会遇到的瓶颈和突破法。
在第五章，解说了如何通过图解的方式辅助整理思考。
在第六章，解说了如何增加能够辅助整理思考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拥有多年丰富经验的咨询师。他认为，最高级的咨询并不是提供方案帮
助客户解决问题，而是帮助客户一起寻找问题，让客户自己找到问题，让客户自己想出解决
方案，让客户自己行动，解决问题。因为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大脑，自己的行动去做的事，才
真正认可。

而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作为咨询师没有提供任何方案，依然能够让客户觉得信赖。因为有了
他，才能找到问题所在，并最终解决。

所以他把这套方法总结出来，写在这本书中，可以运用在工作中，生活中等各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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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出生。以“专业思维整理”为卖点，帮助管理层从愿景和财务都实现成功的有远见的
合作伙伴。鳄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代表董事。在业界被称为是独立顾问的“榜样”。

在一家月薪25万日元的会计咨询公司工作后，27岁独立，成为管理顾问。从每月拜访一次，
一个月15万日元的合同开始起步，现在已经有很多每个月支付30万日元以上的客户，年薪已
经超过3000万日元。咨询合同的平均期限为 9 至 12 年，最长可达 20 年或更长。

他开展的关系整理思考的培训营总是爆满，受到了要学习“合伙人式”咨询方式的咨询师和
专业人士的好评。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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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长篇阅读练习的同时，还可以练习听力。

这一套系列的英语学习书是针对长篇英语阅读练习的书。他和普通英语长篇练习书的最
大区别是，他精选300字左右的文章，而且是非常容易放声朗读的文章。过短的文章不
利于长篇阅读的能力培养，过长的文章不易于放声朗读。

在做长篇阅读练习锻炼自己的英语读解能力的同时，每一篇文章都读10遍左右，就可
以同时锻炼到听力，自然而然地培养用英语思考的”英语大脑“。
1,2,3分别为基础水平，中等水平，以及超高水平。

这套书和2020年9月出版的3套不同的是，分别加入了难关大学的常考的主题的长篇练
习。具体请看下一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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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内容】

《人类和其他生物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动
物传播》《普通和稀有物种》《塑料垃圾问
题》《坐在椅子上的不良影响》《英国人和
狗的关系》《人类科学危机》《生物复杂性》
《从艺术仪式中解放出来》、《动物的高级
认知能力”》

【练习内容】

《太阳能》 《个人信息泄露问题》 《塑料垃
圾造成的海洋污染》 《素食主义》 《人工智
能的优点与优点》 《牛奶摄入量与骨密度的
关系》 《食物处理问题》 《读取情绪的软件》
《远程学习面对面学习《工作作风改革》

【练习内容】

《睡眠剥夺》 《情商指数》 《人脸识别系统》
《移动设备的使用与睡眠》 《人工智能带来
的变化》 《自动驾驶汽车》 《减少雨伞灰尘》
《男女性别差异》 《气候改变和自然声景》
《孤独的问题》



●严选最适合音读的300个左右的长句

为了完成本书推荐的“朗读10遍”的方法，我们精选了最适合朗读的300个字
左右的英语文章。让学习者一边意识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节点一边进行10次朗
读，就能培养“英语大脑”，用英语去思考英语。

●掌握英语能力的4个要点

有助于理解每一段句子的“语句结构POINT”、了解句子和句子之间联系的
本质的“逻辑POINT”、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解题POINT”、了解词汇
本质的“词汇POINT”，从这4个角度提高英语能力。

●句子结构一目了然的句法图解

每一段英语文章都标上了SVOCM的标识，还标上了省略关系代名词和it指代
的内容以及语法事项等指南。根据本书的语法图解，自学者也可以轻松学习。

书中还通过简单可爱的手绘，以及不同颜色的文字，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不会
感觉枯燥。循序渐进的学习和练习帮助孩子掌握英语的本质，告别死记硬背。

●附有提高词汇能力的单词列表

附有为了记住长篇文章中出现的单词的列表。为了让出现的单词当场记住，设
置了单词10次复选框，可以一边读长篇文章，一边增强词汇能力。

本书特点

长文阅读 SVOCM句法图解 单词列表 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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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长篇阅读练习的同时，还可以练习听力。

这一套系列的英语学习书是针对长篇英语阅读练习的书。他和普通英语长
篇练习书的最大区别是，他精选300字左右的文章，而且是非常容易放声
朗读的文章。过短的文章不利于长篇阅读的能力培养，过长的文章不易于
放声朗读。

在做长篇阅读练习锻炼自己的英语读解能力的同时，每一篇文章都读10遍
左右，就可以同时锻炼到听力，自然而然地培养用英语思考的”英语大脑
“。
1,2,3分别为基础水平，中等水平，以及超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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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选最适合音读的300个左右的长句

为了完成本书推荐的“朗读10遍”的方法，我们精选了最适合朗读的300个字
左右的英语文章。让学习者一边意识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节点一边进行10次朗
读，就能培养“英语大脑”，用英语去思考英语。

●掌握英语能力的4个要点

有助于理解每一段句子的“语句结构POINT”、了解句子和句子之间联系的
本质的“逻辑POINT”、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解题POINT”、了解词汇
本质的“词汇POINT”，从这4个角度提高英语能力。

●句子结构一目了然的句法图解

每一段英语文章都标上了SVOCM的标识，还标上了省略关系代名词和it指代
的内容以及语法事项等指南。根据本书的语法图解，自学者也可以轻松学习。

书中还通过简单可爱的手绘，以及不同颜色的文字，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不会
感觉枯燥。循序渐进的学习和练习帮助孩子掌握英语的本质，告别死记硬背。

●附有提高词汇能力的单词列表

附有为了记住长篇文章中出现的单词的列表。为了让出现的单词当场记住，设
置了单词10次复选框，可以一边读长篇文章，一边增强词汇能力。

本书特点

长文阅读 SVOCM句法图解 单词列表 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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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3年的理科只需要这一本就能掌握！

这套しっかり“扎实学习系列”在日本已经超过100万部。帮助学生能够快速高效并且扎实地掌
握学科知识，并能够灵活应用。这次推出理科学习书。

【特点】

●将中学学到的物质、能量、生命、地球等各类理科知识浓缩在176页。考试前没有时间，也能
通过这本书扎实掌握。

●涵盖了学校里不太教的考试中的“常见错误”以及术语的定义。帮助学生高效预习和复习。

● 配有丰富的插图，图文并茂，不让学习枯燥。即使是想要进一步深造的社会人士，也能活用这
本书，最快速度重拾理科基础知识。

【本书7大优势】

1 每一项目都通过图像对比帮助读者更深入理解
2 每一项内容都提示“一句话重点”让读者快速掌握要点
3 对话形式让读者读起来更轻松
4 通过常见误答发现自身问题
5 “重要的用语说明”和“知识点拓展”加深理解
6 大量丰富的图文让知识更直观
7 对整本书构成用心，让读者不需要在意“学习顺序”，依然能够掌握各项内容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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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出生于静冈县。 从东京理科大学毕业后，他在知名私塾市进学院教书。目前，他在 Z-
kai 入学学校任教，该学校因难考大学高考通过率高而知名。

通过通俗易懂的课程教导学生，还成立了自己的中考数学研究所，传播信息，帮助学生提高数学
和科学技能。
他的著作累积超过30万部。

Auhtor

Chapter

[1场材料/能源]
PART1 熟悉的物理现象
PART2 我们身边的物质
PART3 化学变化与原子/分子
PART4 电流及其用途
PART5 化学变化与离子
PART6 运动与能量

[2 场生命 / 地球]
PART7 各种生物及其共性
PART8 地球的起源与变化
PART9 生物体的结构和功能
PART10 天气及其变化
PART11 生命延续
PART12 地球与空间
PART13 自然与人类
重要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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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趾健康，全身健康。

★亚马逊畅销排行榜第一名(“健康法”“老化”类书籍)
★奥运金牌得主、模特儿、高龄者、孩童都亲身证实

腰痛，肩膀酸痛，脚麻，腰疼・・・・身体很多的亚健康和我们的脚趾有着深刻的关系。
如下图所示，如果我们的脚趾没有完全展开，脚的支撑就会变得不稳定，而当脚部不稳定的话，
全身的身体也会变得不安定。不安定的身体会付身体的各部位肌肉和骨骼产生负担，引起脊椎
侧弯，肩膀酸痛，腰痛，腿部血液循环变差，等多种身体疼痛和亚健康。

下图是一个实验。当我们的脚趾被限制以后，身体全身的力量和稳定性就会变得非常弱。

这本书详细解说了脚趾对全身身体疼痛和健康造成影响的科学机制，并且给出了通过脚趾操以
及通过脚趾的锻炼等方法对脚趾进行改善，从而缓解身体疼痛，改善身体健康的方法。

7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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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坐上班族
工作资历增加，肩颈痠痛也跟著增加。身体沉重，动不了。
→舒缓状况，让身体变得轻盈、慢性腰痛消失。

●年轻妹妹族
懒得做瑜伽，搞不清楚劈腿、深蹲在红什麽。
爱穿高跟鞋，造成脚部变形。

→可舒缓拇指外翻不适情况。
→不用花大钱整骨，乔来乔去，就能调整身体曲线。

●老化银髮族

不是恐吓你，老化就在瞬间。
你现在可以自由行动，所以无法瞭解动不了的辛苦。
无法做重力运动、锻鍊肌肉。
→避免跌倒、丢掉拐杖、不用轮椅，活到老，走到老。
→已证明只要做10秒，握力、往前弯曲力立刻进步。最夸张的是还能举得动75公斤重的作者。

●未来主人翁
小孩总是弯腰驼背、找不出原因经常摔得鼻青脸肿。
→大人帮小孩按，能增加互动。又能调整姿势，跳得更高，弹得更远。

人的姿势不正确，不是因为你肌肉没锻炼，而是脚趾变形，才是姿势崩坏的起点。
穿错鞋袜，压迫脚趾，血液循环不好，营养无法送达。
只要做“足趾操”，就能打败这些问题，克服地心引力，好好站、好好走。

★日本各大媒体热门话题
★亚马逊畅销排行榜第一名(“健康法”“老化”类书籍)
★奥运金牌得主、模特儿、高龄者、孩童都亲身证实

踏出一步轻盈，原来20岁是这种感觉！
找回有力腰、强健脚，不是梦！
日本最有名的趾头医生，专治“别人治不好的病患”，顾好你的一身健康。

全日本超过500间的幼儿园、小学、医院、看护中心，都在做超神奇“足趾操”！
万名以上患者争相投靠、日本各大媒体相继报导，连其他医师都想自学、效法的“足育”

健康操。

7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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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诊所院长／内科医生／日本东洋医学会汉方专门医师／日本病原疾病研究会理事长。

经过多年研究，发现脚趾头是造成身体疼痛或不适的 原因，因而提倡“足育”健康法，
主张健康从脚部 开始。许多人为疼痛及姿势不良所苦，来挂“足科 门诊”，目前为止已诊察
过超过一万人的“脚及脚 趾”。诊所裡挤满其他医院治不好的患者。

与福冈县县内的保育园合作，而开发的“足趾伸展体 操”是人人都能轻鬆学会的足部自
我健康操，以福冈 县为首，全国有超过五百家的保育园、小学、医院、 照护中心引进，并且
确实实施。这个脚趾伸展体操不 仅能减轻足部及腰部的疼痛，还有降低跌倒机率，提 升运动
能力（跳跃力、跑的速度）的效果。

现在在全国各地演讲“足趾伸展体操”，举办“足趾 伸展体操讲座”。每次都是人潮挤
爆会场。

作者每天都会收到感谢函，内容不外乎“困扰我二十 年的疝气治好了”、“原本卧床，
现在竟然能走，还 可以出国旅游”、“患有佝偻病的孩子能走路了”等 好消息。

除了NHK《早安，日本》、《朝一》、TBS《JOB TUNE》等电视节目，广播节目、新闻
报导等多数媒 体都邀请过作者上节目，畅谈他的足部保健理念。

著作（监修）有《穿著魔法袜走路就能瘦！》（主妇 与生活社）等。

Author

7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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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钟足趾伸展操（附实际示范QRCODE）
★序-我是内科医生，却诊察“脚趾”的理由

第一章 检测一下你的脚趾是否呈伸展状态！
●小趾的趾甲、脚趾的活动……脚趾变形有迹可寻
●你是未来的被照顾者预备军？现在马上观察你的脚！
●处于黄色警示的脚趾状态！
●鞋子的摺痕和歪斜情况，也许就是徵兆？
●你的站姿稳定吗？检查双脚支撑力！（附实际示范QRCODE）
◆挑战看看01 脚踏地测验 你的身体是不是歪了？
◆专栏01 王室成员也因为脚的问题而困扰

第二章 为什麽脚趾歪了，就无法走路？
●伸展的脚趾能确实支撑身体
●“小趾缝隙”是导致全身不适的原因
●“小趾变形”跟“姿势不良”关係密切
●脚趾未完全伸展的话，脚底足弓会变形
●小趾是支撑三个足弓的重要部位
●就从伸展小趾、笔直站立开始吧！
◆挑战看看02 橡皮筋测验 感受脚底足弓的力道！
◆专栏02 患者忘记拿走拐杖，拐杖变成失物的诊所

第三章 “足趾操”脚趾慢慢伸展了！
●想一辈子行走自如，深蹲运动落伍了，快来伸展脚趾吧！
●“足趾操”一天三分钟就可，随时随地都能做！
●“足趾操”可以一瞬间提升身体的各种能力
●想伸展脚趾，也要留意穿的袜子
●小心会让脚趾日益变形的鞋子！
●能让脚趾伸展，鞋子的判断重点是“穿著麻烦度”
●鞋款不同，合适的鞋子尺寸也会跟著改变
◆挑战看看03 手推车 弯曲的脚趾无法顺利行走！（附实际示范QRCODE）
◆专栏03 脚型非“天生”

Chapter

7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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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足趾操”健康全身！肩、腰和膝盖都能恢复健康！
●让全身变歪的小趾 膝盖、髋关节、肩膀、脸都会受影响！
〈姿势〉治好驼背、反弓腰！
〈腰〉椎间盘突出的痛感消失了！
〈腰〉椎管狭窄症的人先不要急著动手术！
〈膝盖〉严重膝盖痛竟然烟消云散！
〈腿〉治好O型腿没问题
〈腿〉水肿、下肢静脉瘤消失不见！
〈脚〉惧冷症治好了，脚尖暖呼呼！
〈脚〉让人不舒服的脚麻现象消失了！
〈脚〉大拇趾外翻的痛感不见了！
〈脚〉只要肯花时间，捲甲也能治癒！
〈血液循环〉血压下降，变稳定！
〈肠道〉便秘等肠道不适症状也消失！
〈头∼肩膀〉肩膀僵硬、头痛也不见了！
〈头〉嘴巴张不开的颞颚关节症也获得改善！
〈姿势〉慢慢长高了！
〈其他〉脚能抬高，不再跌倒！
◆专栏04 奥运金牌得主也确实体验了“足趾操”的效果！

第五章 “伸展脚趾走路运动”加强伸展脚趾！
●“伸展脚趾走路运动”让你永远拥有健康的脚趾！
●走路是不是让你的腰和脚痛呢？
●挑战看看！“伸展脚趾小步伐走路”
●挑战看看！“伸展脚趾大步伐走路”
●意外的盲点？双脚的幅度是让人老化的凶手！
●正确姿势让你回春十岁！挑战“脚碰脚走路”
●如果会痛，建议挑战守护身体的“小步伐走路”
●目标不要订得太高，慢慢增加步数即可
●“边走路边做事”让走路变成快乐的事
●走路速度决定你的寿命
◆专栏05 日本的未来和脚型都会变成棺材型？

7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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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请告诉我！关于脚及走路的Q＆A
●鞋子一定要是球鞋吗？
●夏天每天穿海滩凉鞋！这样脚趾不会受束缚，不是很健康吗？
●穿草鞋会运动到脚趾，有益健康吧？
●在公司穿护士鞋，在家裡穿室内拖鞋，让脚放鬆。
●明明有穿分趾布袜，却还是严重的大拇趾外翻。
●脚会长茧和鸡眼，表示我的脚不健康吗？
●我是丝质五趾袜爱用者，请问有效吗？
●我爱穿隐形袜，会对脚有影响吗？
●我是走路运动新手。比起分次短时间走路，一次就走数十分钟会比较好吗？
●我怕冷，冬天会穿两双袜子，可以这麽做吗？
●捲指甲该如何修剪？
●包包的背法，会影响姿势吗？
●家母跌倒住院。还是要让她起床走路比较好吧？
●我想帮照护的病人做“足趾操”，但是不晓得如何控制力道及时间长短。
●“足趾操”做越久越好吧？
●膝盖会痛，走路很辛苦。
◆专栏06 肯花钱买好鞋，却对袜子毫不在意

实践篇 从今天开始做足趾操！“足趾操”进行程序
●事前检视①检查你的脚型
●事前检视②观察身体的歪斜状况
●事前检视③确认自己能否不摇晃地安稳站立
●伸展脚趾①来做“足趾操”
●伸展脚趾②来做“伸展脚趾走路运动”

后记 脚趾是让你一生活力健走的重要基础

7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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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案，一句就够了。

作为30年资历的日本广告教母的作者，教你用一句话说重点。4步骤、7方法、刻进右脑的20
个关键字，写出精短的爆款走心文案。

「我明明知道自己想表达什么，却不知道如何说出来。」
「想说的话很多，却不知该如何精简，以至于愈说愈长。」

相信有许多读者都有这样的困扰。社群网站、电子邮件、说明文、企划书、提案书、网路商店
的商品介绍……日常生活中有许多时刻，我们必须以浅显简洁的文字来传达我们心中的想法。

过去当我们有事想说，会打电话或面对面沟通，但现在会因为不想占用对方的时间，就透过电
子邮件，社交媒体等文字传达。

现代人生活忙碌，没人有空仔细阅读长文。不仅如此，大多数人每天接触大量资讯，只要与自
己无关，或觉得无趣的讯息，就会立刻略过不读。

若我们想在这样的时代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可能有人从头到尾、钜细靡遗地读完长篇大论。

以简洁明快、浅显易懂的俐落文字表达意见，让人在看到的瞬间右脑就能立刻反应，理解内容
并感觉有趣，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此外，网红经济时代，写文案，拍视频，做直播，人人都需要的打造爆款秘籍，普通人也能一
夜涨粉千万，把私人流量变成印钞机，实现流量到财富的指数级变现。

本书将为各位介绍只用一句话表达想法的方法。

小到email主旨、社群回文，大到策划标题，做到一秒抓住人心。
4步骤+7方法+刻进右脑的20个关键字 = 短‧精‧劲‧趣的走心文案

本书介绍的都是文案撰稿人的写作技巧与诀窍，即使是平时很少写文章的人，也能轻鬆模仿，
立刻使用。学会本书内容就能轻易写出属于自己的经典名句。

学会用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想法，不但有助于发展事业，也能解决别人不懂你的压力，让人际关
系更顺利。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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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广告教母，京都府出身。京都艺术短期大学（现・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美学美术史学科毕
业后，进入一般公司和广告製作公司LIGHT PUBLICITY。因为大塚食品SINVINO的系列广告
而身名大噪，进而获得「TOKYO COPYWRITERS CLUB（TCC）新人奖」。

之后，因为生产而离开公司，独立创业成为自由工作者，并为大型广告代理商承接工作。至今
合作的企业有，资生堂、佳丽宝、POLA、兰蔻、FLOWFUSHI等女性化妆品、卡西欧的女性
腕表、花王、Lion等以女性为主要客群的广告服务，现在仍活跃在第一线。

习惯在街头聆听女性间的对话，以及电视、杂志和少女漫画的女性台词，对于女性商品的特徵
掌握和致命的一句话非常有研究。再加上与各企业的宣传经验，这本书集结了作者30年来工
作精华和研究心得，全书最后还集结了如何攻略女人心的特别话语。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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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前言 让文案走进你心
用金句力拓展职场的无限可能
任何人都能写出点中需求的爆买金句

序章 字超过两行就没人看！
长文最讨人厌！
1句写不完的，才让人最想知道
1句力，改变人生

第1章 4步骤瞬间重点精华浓缩
先找出「最想说的那句话」，接著才是磨练文字
刺中对方的心！四步骤最基本
因为理所当然，才更应该做好
STEP1 锁定：具体浮现想传达对象的模样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对象越具体，成功率越高
STEP2 扩大：想传达的先全部写下来
写下自己想说的话
一张纸只写一件事（手写、电脑打字皆可）
STEP3 选择：从写出来的文字中，选中代表句
先分门别类
选出重点类别
再从重点类别中选出最适合的句子
STEP4 磨练：精炼代表句，最后才能一句完结
选中代表句后，就是磨练再精简
没选中的也别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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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7方法让废文变洗脑文
文字精炼的SOP
方法一 抽掉助词
抽掉助词，一句的雏形就出来了
抽掉助词，社群PO文最好用
标题式语言的好帮手
方法二 替换技巧
顺序调换，平淡也变得刺激
和「名词结尾」搭配使用，效果惊人
方法三 重覆技巧
因为重要所以讲三遍都不够
加强语气处，就要不断不断地重覆讲
与押韵句的组合技法
方法四 喊话宣告
用喊话开头，更有临场感
用动词开头最有效果
方法五 文字换写
标记文字的不同，给人的感觉大不同
方法六 图文+1法
文字搭配照片，情报量无穷
有没有照片差很多
方法七 对比的组合拳法
对句，化身感动专业户
对比，让人更有印象
善用对句创造给人勇气的金句
虚假的对句毫无效果！用心的金句才能打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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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只要有这20个关键字，看过就忘不了的触购点！
响彻右脑的烧脑句是什么？
不要卖商品！而是卖触购点
短‧精‧劲‧趣的二十个关键字
1. 小、轻
2. 微
3. 刚○○
4. 生（生鲜）／裸／真实
5. 浓稠绵密／融化
6. 疗癒
7. 映衬／晒（IG、美照）／看起来
8. 飘逸／蓬鬆／微乱
9. 自然／简单
10. Non／Free／Zero／Less
11. 犒赏
12. 偶尔
13. 奢侈、奢华
14. 大人感／大人味
15. 唯有○○／限定／专属／只要
16. 第一名／NO.1
17. 顶级／进阶／优质／极上／超值
18. 浓密／丰富／多层次／浓郁
19. 一流
20. 拟声词及拟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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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收录 撩拨女人心！一行让对方心痒痒的诀窍
忽然不高兴的女人和觉得莫名的男人
女人心入门1 从少女漫画看女人的点
女人的弱点1 寻找幸福感是没有终点的
女人的弱点2 到死都想要的心动感
女人的弱点3 想要的永远只有Only one
女人的弱点4 相信命运的邂逅
女人的弱点5 总想变得更漂亮
女人的弱点6 贪心女子的外貌欲望

女人心入门2 要女人听得进去的4诀窍
诀窍1 只有负面情绪是不会有共感的
诀窍2 新提案一定要全肯定的语气
诀窍3 没有温柔就没有坚强
诀窍4 不要用正攻法，而是侧击法

女人心入门3 收集范本，建立女人心资料库
建立女人心资料库1 跟女人一起大排长龙
建立女人心资料库2 随时都要仔细观察女性
建立女人心资料库3 下载女性向的app
建立女人心资料库4 把女性杂志的大标抄下来

结语 动手写、多练习，就是磨练文案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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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产翻100倍的“株鬼流”股票投资法

投资理财不用靠理财专家、看消息面
自己掌握技术分析的技巧，就能确实将资产越滚越大！

本书是广纳日本市场投资大师，累积30年市场经验所整理出的投资手法。经过缜密分析，并经
受2000多名门生的多年实战验证。通过清晰明瞭的说明与重点标示，一步步带你掌握“株鬼流”
技术分析的精髓！

‧什么是“株鬼流”？
“株鬼流”是作者透过在证券公司工作学会的图表分析，加上自身进行股市投资与多年市场研究
的成功经验，发明的一套股票投资法。“株鬼流”致力于培育个人投资者，是个聚集了知晓如何
在各种市场环境都能立于不败的人们的常胜集团。其中不仅有人成功将资产提升100倍，更有翻
到1000倍的强者。现在，透过本书，你也能学到他们的绝招。

‧“株鬼流”的基本哲学就是“强势”
世间一般的投资手法，通常是在股价下跌，变得便宜时买进，等到重新涨回去后再卖出获利；但
株鬼流锁定的却是股价创下高点，并且确信“未来极可能会再上涨”（市场很强）的股票（买
进）。也就是在高点布局，在高点收手（使部位归零）。

这本书通过大量案例和K线图，解说了“株鬼流”最基本的技巧和操盘方法，帮助读者快速上手，
通过K线图及技术分析抓到牛股，并在股市里赚的盆满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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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株鬼（The Kabuki）

●――经营股票投资网站“The 株鬼”的市场投资大师。1947年生于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证
券公司就职。发现了图表分析的有效性，研究过各种技术分析方法，领悟到股票市场的乐趣。从
证券公司辞职后，一边实际进行股市投资一边研究市场，基于自身的成功经验发明了一套独特的
股市投资法。曾在实战中将本金增加超过200倍。

●――2000年开始在股票投资讲座教授“株鬼流”股票投资法，致力于培育个人投资者。受讲
者共达2200人，曾在作者自家道场参加寄宿课程的徒弟一共超过600人。弟子中许多人不仅成功
将资产提升100倍，当中更有翻到1000倍的强者。“株鬼流”发展为一种股票投资的流派，株鬼
门下的门生自称“株鬼一门”。“株鬼流”认为“股票投资是一种格斗技”，教导门生以强势主
动的态度与市场战斗。

●――自2000年起创设“株鬼日记”，专门分享各种股市资讯，除了门生之外更受到各方读者
支持，已成为热门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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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的“防御经营法”。

稻盛和夫曾经这样说过：我投身于经营，因为不懂经营而烦恼不安。“究竟该怎么做，经营才能顺利
进展？

就像稻盛和夫这样的影响巨大的像“神”一样存在的经营者，也曾经有过不懂经营的时期。

而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的众多企业的经营者，都不懂经营。

这本书的作者作为为几千家公司提供创业经营咨询的专家，通过从这些成功和失败的创业公司的经验
指出，很多时候，企业经营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企业经营这件事本身困难，而是因为很多企业家不知道
如何做“防守”。

不知道如何“防守”的原因的本质，就是不懂经营。

进攻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一点突破。而防守确是困难的，因为防守是全方位的。

这本书从“防御”的角度，全方位的解说了如何通过防御，能够让企业维持盈利，持续发展的具体方
法。

在第1章中，作者叙述了“防御”对于一家企业的重要性以及原因
在第2章中，解说了很多经营者没有注意到“防御经营”的重要性的原因

①没有做好攻守的切换
②模仿大企业和创业公司的战略
③被媒体中报道的”成功者”的言论所迷惑
④以为“强者”＝攻击
⑤沉迷于一时的成功而失策

在第3章中，解说了防御的基础力，也就是理解学习经营的重要性，经营的扎实基础是如何帮助经营
者全方位地理解经营，以及可以做到全方位地防御的

在第4章中，解说了防御的3大方向：备，散，流，也就是：储备，分散，提高流动性。并对每一个方
向的具体方法进行详细解说。

在第5章中，解说了如何从7个威胁中进行防御。这7个威胁分别是：社会，竞争对手，顾客，合作商，
社员，家族或友人，自己。

在第6章中，解说了作为经营者的压力管控的重要性以及防御压力带来的威胁的方法。

整本书一共380页，可以说是从头到尾地非常扎实地对防御性经营的方法进行了解说。相对其他同类
型的经营书籍，这本书把焦点放在“防御经营”这个点上，是和其他书籍最不同的一点。能够帮助读
者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经营的本质。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有很多企业在这次疫情中破产。相信越来越多
的企业意识到“防御”的重要性，而这本书能够给很多现在的经营者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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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计师事务所和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后，他在 20 多岁的时候以“将日本的开户率提高到
10%！”为使命创立了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面向创业者的写字楼租赁“开放式办公室”业务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称为租用办公室。之后，
他将“开放式办公室”的业务转移到了自己的使命中。公司名称变更为商业银行集团有限公司
他是拥有多家提供创业支持服务的企业的企业主，如创业会计师事务所、风险投资公司、创
业教育企业，也是投资早期创业的投资人（天使）。公司已进入第二个创始期，并持续发展
壮大。

他也是一位“创业专家”，亲眼目睹了上千家企业的创业管理现实，从他难得的经验中升华出
的忠告，让很多企业走向了<成功与延续>。主办的研修班遍布全国，独特的管理理论得到
了从老板、总裁到青年企业家共7000多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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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00万册的字根系列汉字版。我们公司出版的英语字根，韩语字根系列书已经超过100万
册，这次出的是一本汉字字根的图鉴。

通过可爱的手绘，解说汉字字根的图鉴书。

对某一个特定的字根进行解说后，然后再对这个字根进行多个汉字的展开和解说。每一个解
说我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汉字，里面还有很多中国的历史。

比如，耳这个字，由“耳”衍生出来的“取”这个字，右边的这个“又”是手的象形文字，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人们会去取杀掉的敌人的右耳进行收集，以展示自己的杀敌数。所以就
形成了“取”这个会意文字。

这本书就像这样，对多个汉字进行解说和由此衍生出来的词汇，结合历史解说每个汉字的来
源。

这本书是面向刚开始学习汉字的儿童，可以增加他们学习的乐趣，也可以在学习汉子的同时，
学习到历史知识。

而成人也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很多以前不知道的隐藏在汉字后面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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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毕业于学习院大学文学部日本文学系，1973年完成学习院大学人文研究
生院日本文学系。

日本学者、大学讲师、预科讲师、小说家。 专攻文学哲学、日本文学、川端康
成研究。 川端康成会常任理事。

作为国家学者，他在关东学院大学、东洋大学、千叶大学等教授“现代文学”
和“日本表达”课程。 同时，他还曾在东心高中、早稻田研修班、一桥学院等
多所预科学校担任特级进修班讲师，也被称为当代写作和散文教学专家。 1947
年出生。 很多书。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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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恋爱，如何谈？

随着网络发达，加上疫情叠加，很多女性利用APP认识男性，希望能够在APP上结识自己的另一
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但是，

对方是假头像
对方已婚
对方只是在找性伴侣
一不小心就陷入杀猪盘陷阱

等等。

似乎在交友APP上很难找到那个“真命天子”。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作为在日本非常人气的恋爱博主，通过这本书告诉女性如何通过交友APP找到那个“TA”。

从分析怎样的女性容易陷入爱情“陷阱”，到如何分辨“好男人”，以及如何做才能找到自己的
“真命天子”。

不同于一般的两性关系的理论书，这本书从选择APP的方法，有效利用各种APP的方法，如何写
自己的介绍文，放怎样的照片，如何对话，如何提问来识别等等，手把手地帮助女性在交友APP
中找到“好男人”。

书中介绍的一些APP虽然以日本的为主，但是可以根据出版国的国情进行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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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LIVE 和 Pococha 综合第一名的恋爱顾问。而且，由于它一直是月度活动的第一名博主，这意味
着它已经多次获得综合第一名。当作者举办一场现场演唱会时，可以聚集超过5000人。 。
・ 15 岁时赴美留学。他总是一个人，但片刻之后，他成为了朋友的挚爱丘比特，成为了学校的英雄。感
受到了连接别人缘分的快乐和幸福。
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大公司工作的他，于2010年开始调解婚姻，最终被称为“魅力红娘”。
・ 目前，作为地区振兴和少子化对策，为了普及将人们联系起来的“婚姻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积极举
办讲座活动和活动，以宣传婚姻的重要性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到目前为止，已经连接了1000多对。
・日本电视台“Monday to Night Show”、TBS“N-STA”、富士电视台“Nonstop！
NONSTOP！”、扶桑社“Weekly SPA!”等众多媒体亮相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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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90%的女人都被“既定的爱情论”骗了……
・你知道的“爱情论”现在根本行不通
× 与对方不匹配值 / ○ 与对方匹配值是正确的
× 男人喜欢粉红色的衣服 / ○ 男人喜欢能展现女人身体线条的衣服
× 男人喜欢“暴露的衣服” / ○ 男人想要不暴露皮肤的衣服，女人想要成为他们的最爱
× 一定要瘦 / ○ 男人不喜欢太瘦的女人
× 男人喜欢手工饭盒和糖果/ ○ 最近有很多男孩上瘾。避免手工制作
× LINE 消息应该通读并弄乱/ ○ 不要乱搞。让我们直接发送“我爱你！”
× 命中注定要在一起的人，吵吵闹闹的人 / ○ 长久的人，是一起昏昏欲睡的人

【第2章】男女如此不同！
・ 放松时调情的男人 VS 不安时调情的女人
・想独自解决烦恼的男人VS想倾诉烦恼的女人
・ 喜欢的候选人是“几十个”男性 VS 喜欢的候选人是“几个”女性

【第3章】你也申请的可能性很大！
・笨拙和坏性格并不是一个抽搐的女孩的唯一特征。
・它不像流行的女性那样有效
・ 和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没用。
・完美主义者会生气

【第4章】如何成为“匹配APP”中的“赢家”？
・ 什么是让您继续成为赢家的“3个月规则”？
・个人资料照片，你不应该做的5点
・让我们遵循如何放置照片的“黄金法则”
・这才是坏人的真实身份。我也会教你如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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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用短信吸引对方的秘诀
・ 为什么男人的信息在约会后突然改变？
・如果您仍然担心会面，请尝试使用电话。
· 一组问题，找出对方的真实身份
・让他牢牢记住的讯息技巧
・ 如果我厌倦了应用程序怎么办？
・ [当你陷入谈话时可以使用的“Aiueo”

【第6章】决战！日期版。如何让男人追逐并赢得喜欢的女人
・不要让男人选择第一次约会的地点
・ 80% 的男人在第一次约会时都是正确的
・ 7个问题，可以详细检查对方！
・ 推荐在咖啡厅 2 小时内第一次约会
・实现下一个约会的提示
・被追的女人会在第二次约会之前这样做！
・“被追女”的诊断

【第7章】以性为武器让目标男人认真起来的禁术
・我们将回答与性有关的常见问题。
・让你认真对待性爱的 5 件事
・ 一个晚上做不完的女人也可以在她身边做爱！
・让自己喜欢的女人在做爱后渴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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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帮助日本高考学生扎实地掌握高考数学的要点的学习参考书。

由日本著名的私塾老师执笔，在书中直接指出学生最容易犯错和出现的问题，
并给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帮助学生掌握高考数学的要点，让自己的学习效率最
大化。

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可以确认基础知识

这本书通过“hop→step→jump”的3个阶段帮助学生掌握实战力

首先，通过hop（单脚跳）确认基础知识。做一个准备体操。

②通过融合问题确认已经掌握基础知识

接着通过step这个阶段，确认自己已经掌握基础知识。如果融合问题都解开了，
那么就说明掌握了基础知识。如果没有解开，就再次确认基础知识。

③确认自己的实战力

最后的jump（跳跃）这个阶段，确认是否能够解开高考的数学题。

通过3个步骤的执行，让学生不仅可以掌握基础知识，也能够了解自己现在的水
平，当最后能够都解开的时候，也更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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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名私塾河合塾讲师。 负责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医学部等一
流大学的考生的班级。

由于通过开发高分课程赢得了极大的信任，由于曾经担任过个别辅导计划师
（负责个别辅导的大学生指导员）的经验，他会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贴合学
生的水平。制定学习计划。

在担任辅导计划师的同时，利用将教练、演讲、角色扮演等系统地融入培训的
经验，还为公司和个体经营者开展培训和咨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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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1章 公式与证明
第2章 微分/积分
第3章 形状和方程
第4章 三角函数
第5章 索引/对数
第6章 序列
第7章 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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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copies

成为全球性通用化人才必备的5个才能。

33岁赚了3个亿的作者通过自己的经验讲述，能让自己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能处于不败
之地的全球通用的5个能力。

1. 计划人生战略的能力
2. 解读信息本质的能力
3. 提升自己技能的能力
4. 建立赚钱机制的能力
5. 突破能力

这5种能力并非独立，而是紧密相连，如果能够掌握这5种能力，无论在什么时候，被置于怎
样的环境，都能够“乘风破浪”。

当新冠病毒袭击整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因此而失业，更多人也因此而开始对未来充满了不
安。

相信在这个时间点，很多人都在后悔如果多一种能力，即使陷入职业困境也能快速“华丽转
身”。

而其实在新冠来袭之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已经被卷入了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而今后，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化，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为自己做好准备。所以，虽然这本书是2011
年的，但是相信这本书对现在的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这本书中，作者结合自己的经验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并且还有让读者思考模板，帮助读者结
合自身情况，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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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で戦える自分をつくる5つの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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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4-7612-6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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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出生于日本冈山县，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经济学部，拥有美国执业会计师资格。曾在
会计事务所工作，后来进入大型流通企业，负责店铺经营及市场营销，也曾在SHI界级战略
经营咨询企业理特咨询公司（Arthur D. Little）担任经营顾问。现经营着两家公司，一边担
任不动产投资顾问，一边举办与投资及商业技能相关的讲座。
他的作品有《33岁赚3亿的DU家方法》《孤独力》《你可以善良，但要有底线》《金钱的才
能》《30岁拉开差距的“人生战略”笔记》《你坚持的原则其实害了你》等。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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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划人生战略的能力

现在重新肯定自己
设计个人战略计划
跨界战略
获得独自完成的力量

2 解读信息本质的能力

想象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
了解世界与日本的位置关系
注意局部气泡并快速上手
拥有世界资源
在全球中成功的战斗方式

3 提升自己技能的能力

向世界销售“自己株式会社”
获得生存所需的能力
训练你的思维
你可以通过教导和告诉人们来接受培训
必须具备英语能力的阶段
我的英语学习方法

4 建立赚钱机制的能力

创建您自己的 CIA（中央情报局）
响应任何时代
狡猾和智慧是一张纸
创建炼金术机制
适时开始下一步准备

5 突破能力

一切从“行动”开始
没有挑战就不是创新者
传播和分发您的信息
扩展更多的可能性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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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停止不开心。52个方法帮助你情绪自救。

如果你总是：

总是情绪悲观
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充满自责
有一颗玻璃心，动不动就觉得满腹委屈
习惯于患得患失，杞人忧天
没有目标，浑浑噩噩，感受不到快乐
敏感多虑，经常忧心忡忡
喜欢和别人比较，羡慕嫉妒他人
坚持完美主义，总想得到所有人的肯定

・・・・・

那么请拿起这本书。

这本书的52个方法帮助你：

认识情绪背后的深层原因
面对和接纳所有的情绪
不再焦躁，忧郁和不安
一点点地理清掉内心的情绪“淤泥”
克服处理情绪问题时的痛苦或自我怀疑
破除“执着心”，不再痴迷或排斥任何情绪
真正地置身于当下

这本书并非一本理论说教式的书，而是一步一步指导你摆脱情绪问题，
书中教授的52个方法，从面对自己的内心，到解决人际关系所带来的不良情绪，帮助读者一
步一步摆脱情绪问题，获得内心安宁。

平和的情绪时人生幸福的根基。我们不能逃避自己的情绪问题，而是要勇敢地面对并解决它。
因为压抑和逃避最终伤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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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ness Life Support Institute Co., Ltd. 首席执行官
主持“快乐工作妈妈☆社区”

毕业于筑波大学医疗技术短期大学和神奈川县护理教育大学。在基金会担任了 18 年的公共
卫生护士和心理咨询师后，于 2010 年独立。

他管理着许多职业女性和母亲的咨询和研讨会，专注于为公司和地方政府就女性健康、心理
健康、职业愿景、沟通等主题进行讲座和培训。

以“笑起来、精力充沛、快乐起来”美誉的讲座和培训口耳相传，重复率达95%，讲课记录
达2000次。

目前，她是一名抚养三个男孩的职场妈妈，她以“爱、学习、工作”为座右铭，用自己的育
儿和护理，以及母亲的敬仰，帮助更多女性拥有健康，幸福的生活。

Author

Chapter

为什么序言人会生病？
每个人都可以挤小东西
・ 烦忧人心的空余思想
・空余思维影响一切行动
・ kuyokuyo 思维的良性循环
・取决于你如何抓住你的心......
你为什么会对小事感到厌烦？
·每个人都有用心的习惯

Part1 让我们从认识自己开始
生病的人和没病的人有什么区别？
・没有人没有烦恼
・ 怎样和空约说再见？
・心地善良的人在做什么
让我们知道你的心的习惯
・心的共同习惯
如何制作一个不会吱吱作响的大脑？
<专栏> 好好生活吧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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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Part2 如何做一颗不吱吱的心~我的心~
有烦恼的人有两种
・有烦恼的两种人
有后悔的类型，也有对未来不安的类型
・ 导致空想思维的两种类型
・改变体质的三个习惯
当你认为“你必须这样做”时
・让我们放弃“我必须这样做”
<专栏> 担心的信息是“照顾好自己”和“成长的机会”
当你踩到“我想做，但我做不到”
·改变“我想做，但我做不到”
<专栏> 如何拥有相信自己的力量
当你担心自己能做什么时
・克服焦虑的形象训练方法
当我看不到我想做什么时
<专栏> 一个痛苦的事件是一个加强你内心的机会
・如果你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你的生活方式就会改变。
当你认为“我总是一个人”时

Part3 如何做一颗不吱吱的心~人际关系~
过去和其他无法改变
・改善人际关系的秘诀
当你在意别人的眼光时
・如何成为一个不在乎别人眼光的人？
当你总是羡慕别人
・如果你感到嫉妒，把它当作一个“机会”
<专栏> 建立富贵关系的五法则
当你因对方不愉快的态度或言语而感到沮丧时
当我想说些什么但又说不好的时候
・如果你感到嫉妒，把它当作一个“机会”
<专栏>说话就是释放心灵
当你遇到一个咄咄逼人的人时
<专栏>人人都想被认可
当你对某人生气时
・让我们通过呼吸来感受情绪
当那个人希望变得更像这样的时候
当有人不擅长的时候
如果遇到不擅长的人
当有人总是说脏话的时候
・如何从否定词转述为肯定词
<Column> 我很好，你很好，而且有效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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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改变人生的思维课程
幸福的话语创造幸福的生活
让我们享受生活，因为生活是“有限的时间”
・口号是“生命是有限的”
<专栏> 一切从渴望成为这样开始
・如何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用一杯爱装满你的咖啡
・爱咖啡杯
鼓励您和他人的 6 种思维方式
每个人都有“克服”的能力
“感恩”的感觉吸引幸福
<专栏> 从苦涩到清爽幸福的习惯
“Egogram”测试了解你自己
<专栏> 眼图检查表
・如何阅读eggogram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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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命运由头发改变。

有人说,女人过得好不好,看她的头发就知道了。 确实,一个女人的头发体现了她的气质和生活状态,
而头发永远整洁、干净、爽利的人,生活也必然是精致的。

2016年，日本第一位发型作家，佐藤友美的一本《女人的命运由头发改变》（女の運命は髪で
変わる ），彻底改变全日本女性对头发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相比衣服、妆容，头发时刻与我们在一起，认真与头发相处，掌握对待头发的简单技巧，很多问
题也许会迎刃而解，人生的美好也将不期而至。

头发决定颜值，美人气质来源于头发，即使长相不佳，也能因头发得到赞美。

头发就是这么神奇。

作为一位发型作家，约20年的生活中，见证了约 4 万人次和 200 万次剪发摄影。可以说对女人
的每一根头发都了如执掌。

在这本书中，从找对自己发型，遇见命运美发师，缩毛矫正，染发，掉发，光泽，洗发，护理，
烫发，通过头发改变印象等等293个实用知识和技巧，囊括了所有女人对头发的疑问和烦恼。

只要把头发弄直就会变有光泽？
去美容院前为什么要准备3张照片？
谁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短发的？
女人的头发一生会改变3次？
选发型也有方程式？
刘海1厘米拥有头发10厘米的影响力？
戴了帽子头发会扁怎么解决？
约会吃饭的时候把头发札起来更好？
发胶用指甲去拿？
白头发真的越拔越多吗？
・・・・・・・・・

容颜除了整容无法改变，那么头发就是后天塑造形象的最佳道具。给予了女人另一种可能，善于
利用头发的女人，总能在关键时刻，绽放出自己的光彩。

只需要这一本，就能立刻开始通过头发改变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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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第一位发型作家。

在一个发型作家约 20 年的生活中，他见证了约 4 万人次和 200 万次剪发摄影。 一位专业人士
承认，他比美发师更懂得如何展示头发，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海外都为美发师授课，接受过讲座
的美发师总数超过30,000人。

凭借清晰的评论，他活跃于NHK“Asaichi”和MBS / TBS系列“林先生对第一次耳朵研究感到
惊讶！”等电视和广播节目中，我得到了很高的满意度。 目前，ESSE在线“头发问题黑白附”
和mi-mollet（Mimore）“Satoyumi的”戏剧女性“头发和化妆检查”正在连载。 他的畅销
书包括《头发改变女人的命运》（Sunmark Publishing）和《留头发的女人》（Gentosha）。

Auh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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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重塑（Re-Frame思考法）
解决本质问题，洞察事物底层逻辑，练就直击本质的思考力。
Re-Frame思考法，是对现有的常识|和框架发出疑问，将思考重塑的思考法。

该思考法分成4个步骤。

1 把握既有的框架（内容），对其产生疑问
2 对信息，课题进行优化次序排序
3 定义目标
4 思考重塑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说，思考重塑的重要性。

比如，足球队的一个小球员被教练指导说，你每次只能颠10次球，你要多练习。

但是实际上，这个小球员已经每次能够颠50次了。
如果对教练的要求（既定的Frame）并不产生疑问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球员就会按照教练的要求不断地练习颠球。因为教练的要求是多练习颠球，即使他已经做的和别人一
样好了。

但是，如果它能够对教练的要求产生疑问，又会发生什么呢？

比如：

1 把握既有的框架（内容），对其产生疑问
教练说我颠球不够好，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颠球不好就不行？

2 对信息，课题进行优化次序排序
由于不能很好地控制球所以颠球颠的不好。如果无法很好地控制球那么就没有办法很好地比赛。那么也就
是说，自己最优先的课题不是颠球，而是很好地控制球

3 定义目标
所谓对自己来说，目标不是像别人一样会颠球，而是成为很好地控制球。

4思考重塑
一直以来，自己都只重视颠球的练习，光是这样是无法成为优秀的选手的。所以以后要多增加其他的训练，
让自己成为能够很好地控制球的选手。

像这样，正是因为这个小球员进行了re-frame思考，看清了自己应该解决的本质问题，才有可能渐渐地成
为优秀的选手。

如果没有进行这样的re-frame思考，那么他只会不断地练习颠球，虽然通过了Input（行动）并产出了
Output（结果），但是没有形成Outcome（真正的成果）

这本书通过多个案例，包括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商人出生的尤伯罗斯的“思考重塑”开启奥运会
的大规模商业模式，让奥运会从此告别赤字运营等案例，讲述了思考重塑的重要性和具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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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出生于静冈县。体育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东京大学毕业后加入电通。他在体育营销部门崭露头角，并参与了许多体育赛事，如足球丰田杯、世界杯
（墨西哥和意大利锦标赛）和高尔夫世界比洞锦标赛。

它支持了日本体育事业的发展，从在体育场安装广告标志的合同开始，开创了转播权合同的典范，让大量
企业通过赞助体育提升企业价值。 1994年至1996年借调到世界杯申办委员会秘书处，为申办2002年日本
世界杯而努力。

他与国际足联高管、巴塞罗那、曼城等欧洲大俱乐部的经理、主要赞助商的经理有着深入的交流，同时也
是一位了解世界标准的商人。

2000年独立。在推出日本体育门户网站先驱“Sports Navi”的同时，J联赛管理咨询委员会成员，橄榄球
协会顶级联赛业务委员会成员，多摩大学研究生院/江户川大学教授，中央大学/立教大学兼职讲师，等服务。
即使是现在，他也在自己的“体育研究所”专注于开发与体育业务相关的人力资源。

此外，在与世界打交道时的危机感中，“传统的日式框架在全球商业世界中不起作用”，这成为本书的主
题，以培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竞争的商业人士。此外，他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也享有广泛的声誉，例如教
授“重新构架思维”，一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的思维方式。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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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要自己思考？
■ 为什么东京大学学生的目标是官僚主义，而哈佛学生的目标是创业？
■ 未来无法独立思考的人无法生存
■ 什么是重构思维？

第1章 看问题的本质
■ 获得“看穿框架的技能”
■ 不要像别人说的那样工作
■ 创新只能来自否定现状
■ 你是“水煮青蛙”吗？

第 2 章确定信息和问题的优先级
■ 优先处理无法处理的信息
■ 对信息有“主人翁意识”
■ 不要试图同时解决所有问题
■ 提高“分析能力”，准确组织问题
■ J联赛的改革能否解决问题？
■ J联赛应该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 为什么阿森纳可以在没有大牌的情况下填满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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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创建“思维轴”，设定合适的目标
■ 什么是“定义目标”？
■ 建立一个思维轴
■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 您可以通过重复“为什么？”三遍来查看目标。
■ 客观地认识到你缺乏什么
■ 做正确的事并取得成果

第 4 章 用重构思维解决问题的 4 个步骤
■ 用重新框架思维构建新框架
■ 冈田导演克服“决策力不足”的重新构架思路
■ 重新定义奥运会
■ 如何在不花一美元税收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

第 5 章 将重构思维应用于工作
■ 重新定义“如何传达”
■ 演讲的成败由“介绍”决定
■ 重塑领导力
■ 重构沟通
■ 沟通的基础是让对方有“倾听的耳朵”
■ 重新定义收集信息的方式
■ 重新定义会议方式
■ 如何进行世界标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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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缺的不是努力，而是改变自己的能力。

努力改变却依然无法改变现状的人和最终能够破茧而出改变自己的人，区别到底在哪里？

区别在于有没有找到那个自己的一个想成为的人的“楷模”，有没有去寻找那个人，有没有去
模仿那个人，有没有从他们身上吸收精华，再从自身调节，彻底改变自己。

真正能够从根本意义上改变我们的是找到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当想成为某个人的欲望浮现
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情感动力，这个时候，这个情感才能和自己一个人努力累积的“理论知
识”结合，形成让自己飞跃性改变的成长的动力。

当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楷模，这些楷模就能成为我们行动的范本。
当我们和不同的接近我们楷模形象的人见面，我们想成为那个人的印象也会变得更具体。

当这些印象越具体，我们就能更好地想象自己的人生样本，发现自己潜能，结合自身情况，编
辑自己的人生。

寻找楷模，和关键人物见面，模仿，改编，超越自己。

这本书的作者通过和8000多个在各个领域活跃的关键人物吃饭，再结合自身的改变经历，感悟
到的那些成功人士，能够改变自己人生的人的思维模式和具体的方法，分享在这本书中。

这本书能够最快地改变自己，不再让自己的努力做无用功。

书中介绍了65个高效地能够改变自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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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府出身。

甲阳学院初、高等学校毕业。早稻田大学商学部毕业。

曾在大型信息出版社做过销售，后进入美国大型通信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的日本法人。

2002年，该公司美国总公司的巨额财务欺诈被曝光。当时卷入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营破产(负债
总额410亿美元)，同年12月辞职。

以这件事为契机开始创业。在公司成立的同时，通过独特的“乘法”思考，使商业得到飞跃性的成长，
经营多家高收益企业(其中一家公司之后转让给上市公司)。

现在，担任以上市企业为首的多家企业的顾问，对包括海外在内的超过20家风险投资企业的出资，以及
经营支援等。

同时，为了支持在海外活跃的日本企业家·商务人士，与4位经营者伙伴一起成立了JBN(在留日本人商务
网络)，在世界十几个国家进行志愿演讲等多方面活跃。

兴趣是中午和晚上一起聚餐，一年平均500次。创业以来，聚餐的人超过8000人次。从企业家、经营者
到各界专家，撰写从众多关键人物身上学到的东西的日刊电子杂志《平成进化论》，是日本最大级别的
个人发行商务电子杂志。得到了约20万经营者、商务人士“获得希望、勇气和学习”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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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Pick Up

通过书写人生年表感受自己的人生起伏

15岁的时候，参加了〇〇比赛
20岁的时候，谈恋爱了
28岁的时候，进入了最想进的公司
・・・・

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年表，你就会发现，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处于人生的低谷。

实际上，有些人会有几年，有些人会有10年甚至更久都处于人生的低谷。这些都是正常的。

而看那些成功人士的自传也能发现，真正意义上后来成功的人，都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低谷期
的。

通过书写自己的年表，回顾过去，你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人生起伏，也能够更明确自己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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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功方程式进行语言化

通过见面，读书找到的楷模，发现了他们的成功方程式后，将这些成功方程式进
行语言化。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成功方程式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我们就能够描述出自己的方
程式，然后基于这个方程式行动，当有了行动的结果，就能够对这个结果进行分
析，修正，这样的循环可以让我们找到只属于我们的成功方程式，行动的精度也
会提高。

年轻人也有可以提供的价值

说到人脉，大家想到的是同等价值交换。

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如何能够见到，经验丰富的前辈，成功人士的楷模呢？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资源，比如时间，体力。

帮前辈打扫，帮前辈搬东西，帮前辈跑腿・・・

这些都是年轻人可以做的。只要有诚意，提供自己能够做的，一定能够获得那些
前辈的喜欢。通过这种方式，很有可能就能一下子打开通过这些前辈的人脉圈。

模拟体验不同人的人生

和大量的人见面，读大量的书，有意识地去模拟体验他们的人生，然后想象和寻
找自己理想的人生样子，参考多个不同人的人生，进行组合，找出自己的方向，
并采取行动，再根据结果进行修正。

这个方法不断重复，可以说是改变自己，找到自己人生方向，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的最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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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邂逅改变你的生活

1 被封印的好奇心释放的瞬间
2 触动众多生命，编辑理想方式
3 榜样不是万能的
4 从多个角色模型中创建自己的原始路径
5 鼓舞人心的经历推动了改变生活的开关
6 祖先为恢复提供能量的逆转经历
7 预留时间，为人生画蓝图
8眼见为实
9 学习生活在理想世界的规则
10 通过与正在实现梦想和理想的人互动来提升您的形象
11 研讨会和讲座是直接与人会面的第一步
12 走出日常生活的一步，踏上寻找理想生活的旅程
13请大前辈谦虚地教
14 有资源可以提供，因为你还年轻
15 以千载难逢的精神在他人的生活中留下积极的感觉
16 对伟人的渴望成为生活的动力
17 坏人复活的案例给了希望
18种阅读技巧，带来无数榜样
19 阅读是“按作者”和“按体裁”
20 模拟作者的生活，塑造你的理想生活
21“书x接触咳嗽”的加速学习方法
22 知道“如何”后学习“如何”
23 信息传播吸引人缘
消除24万道难关，等待相遇
25 传播信息最赚钱的是我自己
26 以“沉浸x组合”打造独一无二的场所
27 让自己沉浸其中，点点滴滴成为连接路径
28 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过自己的生活
29 “得到水的鱼”而不是“上岸的河童”
30 打磨你的才华领域，并通过一次突破铺平道路
31 获得最自然的环境
32 一个任何商务人士都可以把“喜欢”变成“工作”的时代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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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我从认识人中学到的成长型人的思维方式

33 聪明人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愚人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
34 磨练您的抽象技能以捕捉业务成功模式
35《生命年表》告诉我们生命的波澜
36 知道“人无完人”，就不怕人生起起落落。
成功人士的模式运用在与37人的关系中
38 从伟人传记中获得的文化支持与老年人的交流
39 为自己编写成功模式并制作教科书
40 如果你不把成功的等式用语言表达出来，那将是一种浪费。
41 口头成功方程式是可移动的无形资产
42 成功的方程式是味道和营养的良好平衡的“分开的米饭”。
43同时学成语和成语的“课”和“集”
44 接受高级英雄故事中嵌入的“经验教训”
45个明确的生活目标推动日常学习
46 向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学习
47 用比喻代替概念，构筑“思想桥头堡”
48 积极向具有高表达能力的成功人士学习
49 良好的思维习惯带来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美好的生活
由 50 个或更少逗号引起的压倒性差异
51 展开和折叠大包袱皮的习惯训练你
52 坚持下去，你将获得时间的力量
53 重要的不是学习，而是每天坚持学习
54 将商业时间投资视为长期而非短期
55 非凡体验成为长期投资
56 尽量减少短期投资和浪费时间，配置为长期投资
57 拥有不断增长的系统，过上舒适的生活
58 “Naru Idea”系统逐步增加无形资产
59 从别人掌控的生活到自己掌控的生活
60个“无用”让你远离危险陷阱提高效率
61 建立自己的差异化因素，瞄准“路”而不是“艺术”
62 用合理的时间享受不合理的时间
63 好奇心（印象）和求知欲的无限循环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64 与效率相反的御宅理念，创造真正的创新
65 在书呆子路的尽头等待着充实的生活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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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开始，日本高考将多一个数据分析和统计推测的选分科目。

这本书请到日本著名私塾代々木私塾的统计领域的专家老师，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学生学
习数据分析和统计推测的一本学习参考书。

第一章典型值与图形基础
主题 1 数据类型和图表
主题2 代表值（均值、中位数、众数）
主题 3 频率分布表和直方图
主题 4 相对频率/累积相对频率和直方图
主题 5 四分位数
主题 6 箱线图
主题 7 分散机制
主题 8 如何求方差和标准差

第二章两类数据的关系
主题 9 散点图和相关系数
主题 10 如何求相关系数
主题 11 如何找到和解释相关系数
主题 12 两类数据的关系 ①
主题 13 两类数据的关系②

第三章 假设检验的基本概念和准备
主题 14 假设检验的概念 ①
主题 15 假设检验概念②
主题16 案例数（结合排列）
主题 17 概率基础和迭代试验的概率
主题 18 随机变量和概率分布
主题19 随机变量的期望值（均值）、方差、标准差
主题 20 抽样调查的概念

第四章 概率分布
主题 21 二项分布
主题 22 概率密度函数和正态分布
主题 23 正态分布和标准正态分布
主题 24 正态分布表和正态分布标准化
主题 25 正态分布标准化的基础
主题 26 正态分布标准化
主题 27 样本均值分布

第五章 统计猜测
主题 28 总体均值和总体比率的区间估计
主题 29 准备使用正态分布进行假设检验
主题 30 统计测试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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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城基督教大学副教授。

曾在代代木研讨会数学系任讲师（负责Yozemi的卫星广播课程、教师培训和电视网络），在顺
台预备学校数学系任讲师，并在多所大学兼职讲师。

东京理科大学研究生院理科教育学博士课程。 数学教育学会会员、日本数学教育学会会员、日
本保育教育学会会员。 专攻数学教育（教材开发理论、统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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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式 世界上最简单的培养副业的方法。

只有穷到了尽头，才知道副业的重要性！
疫情之后，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副业的重要性。

好像突然之间，很多年轻人都不约而同的开启了“双面人生”，而抖音，西瓜等视频网站也出现了
很多如何做副业的视频，可见大家都对搞副业充满了热情。

最近流行一个词叫：副业刚需。

有统计说，70%的青年人都拥有副业，副业成了这届青年人的刚需。
有的是因为工资养活不了自己，有的是重复的工作中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不管哪种原因，这届青
年人，正在以多面的自己来适应多面的生活。

做副业有哪些好处呢？

第一：提高自己的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
第二：增加自己的社会阅历和人缘交际
第三：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活

这本书在第1章解说了开始一份副业，如何先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比如，一天48分钟挑战新事物，
通过教别人，找到自己喜欢的事。

在第2章，告诉那些副业小白，如何跨出第一步，即使从零开始，也依然能够找到目标和方向。
在第3章，解说了让副业成果最大化的高效时间运用法
在第4章，解说了寻找可信赖的伙伴，扩大商务规模
在第5章，如何让自己的大脑和身体进化，让自己在副业中发挥更大的实力。

可以说，这是一本副业小白的入门书。

很多人都要想开始自己的副业，但是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做什么。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做自
己喜欢的、擅长的！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

这本书从如何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开始，一步一步引导读者，找到适合自己的副业，发挥自己的特
长，让副业不仅成为自己的另外一份经济来源，也丰富了精神生活，同时也成为了更好的那个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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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 完成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并
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
● 伊藤忠商事空间信息部和IT事业部成立后，曾任可口可乐日本iMarketing副
总裁、微软日本业务执行官、中央营销部总经理、IMJ执行官CMO、DENA
（DeNA）执行官、总经理媒体管理部主任、MERY副总裁等。
● 目前，作为Everpark LLC 和Hiroto Ebata 事务所的代表，致力于各公司的
数字化转型和CDO 共享，以及下一代数字化人力资源的培训。 由拥有 7,500 
名成员的下一代营销平台研究组主持。 成为2020年开设的iU信息管理创新学
院教授。

这本书之所以叫做“斯坦福式”是因为作者曾经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是一个接受
多元化文化的学校。

想要寻找一份副业并且做好，能够接受多元化的文化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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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是一种病。

“共鸣”本身是这个社会和别人产生链接，时而形成共同责任，时而让社会或者世界变得更好的
一种东西。

“共鸣”这个词汇，一直以来是含有这种积极的含义。

无论是人际关系之间，还是商务来往之间，各大社交软件上，“共鸣”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

但是，现在，我们又似乎闻到了一股“共鸣臭”。

2011年，日本311地震让大家产生都产生了互相羁绊的感觉；面向东京奥运会，似乎所有人也变
得更团结。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所谓的“羁绊”和“团结”的氛围中，确实存在一部分没有感觉羁绊，
没有感到团结的人群。

而对于这些在“羁绊”外，“团结”外的人群的排他性也真实存在。

甚至，有时候，“共鸣”的极端可能会成为一张“杀人许可证”。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德国纳粹
让所有人都对敌人产生负面情绪，这种负面情绪的共鸣，导致了更多的暴力和战争。

过度的共鸣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分裂，正确理解共鸣的利与弊，更能适当处理分裂和纷争。

因为强行共鸣是无意义的。

这本书帮助我们以更深入的角度理解“共鸣”，并且有效利用共鸣的利断和弊端，适当地处理人
际关系，圆滑工作和生活。

作者本身是一位解决纷争的专家，虽然他不是专门研究共鸣的专家，但是在他的工作中，他意识
到很多人和人之间对问题意识的差异性，也让他对共鸣这个东西进行深入的调查和探讨，阅读很
多相关的论文，访谈相关专家，并且结合他自身工作的经验，写下了这本书。



Auhtor

1991年出生于神奈川县。 NPO Accept International 代表董事。 联合国人
类住区计划 CVE（反暴力极端主义对策）导师。 以解决恐怖主义和冲突为使
命，主要在索马里等冲突地区开展支持投降、逮捕、流氓等所谓恐怖组织的去
激进化和平反，防止激进化。 他还参与与恐怖组织的谈判、推动投降、决策和
审查联合国机构和地方政府。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冲突研究哲学硕士。 多次获
得国内外奖项和评选，如“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青年”、“哈马德国王奖”等。

他的著作包括《我们与索马里帮派对话并挑战创造一个不是恐怖分子的未来》
（英二出版社）、《我今年 13 岁，我的任务是自杀式爆炸。 结束恐怖主义和
战争需要什么”（联合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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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你为什么不同情一个恶心又没钱的老人？
2 移情成瘾的负链
3 如何从冲突地区的角度与同理心互动
特别对话 石川由美
4 与陌生伙伴的战略对话沟通
5 基本上，人是一种很难懂的动物
6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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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本身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职业，而随着2020年的疫情的爆发，这种压力更是被
放大。

公司状况不佳，加上更多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人即将被压垮。

在本书中，笔者咨询了500多位遇到麻烦的管理者，解决了1000多个案例，告诉你，
他们独有的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作者是长野县一家中小企业（材料制造商）的嫡女，她不仅是一位支持父亲（创始
人）公司的女儿，也是支持丈夫（第二任社长）的妻子，而自己也是在已经成长了
50多年的优秀企业中工作过的女性。

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几乎所有的管理问题都出在管理人员的情绪上”，并确立了
“情绪咨询®方法”来调节情绪并产生结果的诀窍。

通过为多个经营者进行咨询，帮助他们通过情绪改善的方式提升了公司业绩。其方
法在日本被口口相传，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本书以21个案例为中心，讲述了作者通过情感咨询结识的总裁如何走向成功的真实
故事。通过例子，你可以仔细看看那些容易陷入消极想法的总裁，通过调整背后的
情绪来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最终提高公司经营业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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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咨询®方法”的开发者。情绪治疗协会代表理事。 Nikko Optical Co., 
Ltd.（蓝宝石玻璃加工公司）董事。

出生于信州长野的一家中小企业，作为继承者经历了许多苦难。一天，客户突
然宣布终止合同，管理层陷入黑暗。为了寻找“解决方案”，他参加了各种研
讨会，并在痛苦中度过了日子。有一次，意识到“即使你忽略了自己的情绪，
即使尽力而为，你也不会得到结果，也你不会快乐。”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
与情绪互动3000多次。

之后，她成功地将公司提升为一家创业50多年的好公司，深信“几乎所有的管
理问题都在管理层的情绪中”。“通过谨慎对待情绪，您可以轻松、快速、快
乐地获得结果。” Emotion Consulting ® 方法诞生了。

之后，与500多位经理和总裁共进行了1000多场情感咨询，证明只要改变“经
理的情绪”，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结果”。口碑通过口耳相传。目前，我对传
播“情感咨询 ® 方法”感到自己的使命和热情，该方法无需努力即可产生结
果并完成其使命。

Chapter

1 因为钱睡不着
2 压力大，弱点不显
3 不可避免的创伤和情结
4 我不能信任我的员工
5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6 我担心我的公司和我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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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是一项能够有效调动一群人的积极性、促进高质量合作的能力，它已经成为当今经理人、
团队领导、部门经理、教育培训工作者的一项核心能力。也是建设学习型组织、提高团队决策力
的重要方法。

想象要建造一个房的木匠，如果没有合适的工具，那会是非常低效的。无论做什么，我们都需要
顺手的工具。作为一个引导者，要有丰富的各种工具。

创建愿景，递进式提问，头脑风暴，匿名头脑风暴，引导式倾听，多重投票，差距分析，力场分
析，问题根源分析，决策矩阵，扫清障碍，开放空间技术，离场评估表，征询反馈，供需清单等
等等等。

而这本书，提供了一个突破至今为止很多以文字为主的引导方式，通过一种绘图形引导法
（Graphic Design），让一直以来仅仅靠枯燥的文字无法传达的好点子和氛围，也能有效传达
到每一个参与者，让参与者的对话更积极，让整个气氛更活跃，也能让在场的每个人的点子更容
易被激发，更容易产生共鸣。

这本书通过图文的方式，解说了绘图引导法所带来的的好处，并且手把手的教读者如何进行图形
引导。

疫情下很多公司都导入了远程办公，但是远程线上会议的交流无法达到线下面对面的效果也是很
多职场人士的烦恼。然而通过这种图形引导法，即使线上会议也能激发大家的参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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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形引导协会代表理事，株式会社工研社社长，系统教练/创意引导员。武藏野美术大学
艺术设计学部毕业。大学毕业后，他在经营创作者培训学校的Vantan Inc.担任学校主任和
各学校的主任。之后，他作为人事部的教育负责人，参与了员工/讲师教育和人事制度改革。
在公司，他成立了人力资源业务部，在公司内外担任职业顾问和技能提升培训师。从我在教
育领域的经历，我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个人展示能力的能力有很大影响，然后变得独
立。
◎ ― 2008年成立Work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利用图形引导和系统指导®开发组织
发展、愿景制定和领导力业务。他活跃于从小型组织到大型公司的团队建设、教育和当地社
区等各个领域，迄今为止已经参与了 950 多个组织。此外，还举办了图形引导员培训课程，
2000 多人参加了培训。参与者经常为充满爱的设施而哭泣。
◎ ― 从2017年到2018年3月，在NHK综合性《每周新闻深度阅读》约一年时间里作为图解主
持人定期出现。此外，2021年5月，他作为图形主持人参加了NHK的“Everyone 
Paska！”，一想就改变了世界。
◎ - 翻译书中有 Kelby Bird (Eiji Press) 的“从地方绘制未来-促进对话的“书写”的五种做
法。

Chapter

CHAPTER1 了解图形引导
CHAPTER2 如何打造一个可以“独立”参与的“场所”？
CHAPTER3 “达成目标”以改进讨论和会议
特别课程 图形促进机制
CHAPTER4 你在图形上“画”了什么？
CHAPTER5 无论如何让我们试试Grafashi吧！
CHAPTER6“绘图”时的重要事项
CHAPTER7 谁都可以画图！
CHAPTER8 如何进行图形引导
CHAPTER9“协调人应该如何”
CHAPTER10 图形便利，创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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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国际学生评估结果(PISA 2018)，日本学生在
阅读测试中，仅排15位之外，报告还指出，日本的儿童是世界唯一一个数字设备使用率低下的
国家。

而在全球疫情环境的笼罩下，接受远程课程的学生数量，也是最少的。

在OECD的报告中，出现了很多新词，比如电视成瘾(Binge-watch),推特生活（Livetwet）及超
链接（Hyper-connected）等，体现了日以虚拟的世界对儿童成长，学习，玩耍及交往方式的
影响的同时，也总结了新技术的获得与使用的最新趋势。

报告强调，“数字韧性”（Digital Resilience）是21世纪儿童必须拥有的一项重要技能。

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数字韧性会影响我们在生活工作中的方方面
面。

比如，拥有一定的编程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养成编程思维。学习编程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编程，而
是拥有编程思维：问题分解，模式识别，抽象思维，算法设计。

这种高效且实用的思维方式，尤其在处理看起来很复杂的问题上，非常有效，不仅限于计算机相
关的问题。

这本书对于这种编程思维进行了重点且详细的分析和解说，不仅论证了数字韧性的重要性，同时，
结合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案例，比如简单的地铁换乘等人人都能易懂的例子，帮助读者一起思考
和学习。

此外，家长有一定的数字韧性，对孩子的影响也颇大。在这本书的最后，还给出了很多作为家长，
如何自我进行数字韧性的培养，以及如何和孩子一起学习的具体方案。

由于作者本身也是一位常年的IT从业人员，所以他的论证的实际方法非常具有说服性。

数字韧性指的不仅仅是会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学习和工作，数字韧性更指的是能够有效利用这些
设备和手段运用在学习和工作中，使价值最大化；指的是拥有数字化思维解决复杂的问题；指的
是利用数字化手段收集和传达信息，同时又能够在大量的网络信息中区分优质信息等等。

今后，人工智能将越来越取代人类，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已然处于主导地位，从现
在起，就有必要深度理解学习，并且具备“数字韧性”（Digit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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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作家/ IT教育家。

1970年出生。研究生院~助手时期进行了用户界面的理论研究之后，转到开源
的世界。参与了源自日本的操作系统Vine Linux的开发，主要负责PowerPC版
的开发，担任开发团体的副代表。作为vincurve的一员，从事大学全学教育系
统的开发、维护等各种开发、技术咨询等工作。另外，在2年的时间里，一个
人负责了发布之后的instagram的日语化等，也从事翻译工作。

2014年成为自由职业者,一面进行开发、技术咨询等,韩国鲜文大学校的全球软
件专业客座教授,大前研一先生主持的商业这些儿童编程讲座讲师,东京练马区
公立小学等，面向家长和教师进行教学研讨会等。

【書名】
『シン・デジタル教育 10年後我が子がAIに勝つために必
要なこと』
【ISBN】

978-4-7612-7549-5
【著者】
松林 弘治
【価格】
1,500円
【Page】
256
【発行年月】
2021年7月

Chapter

第1章 为什么需要IT素养?
第2章 编程教育之前应该做的事情
第3章 IT工程师教给了孩子什么?
第4章 理解“编程式思考”的本质
第5章 文科家长也应该知道的IT知识和注意事项
卷末附录instagram创始人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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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领导心理学：从心开始，当一个99％部属都爱戴的领导者。

领导者不需要优秀、强悍与领袖魅力！
只要掌握小技巧就能打造出超强经营团队。

带人要带心！领导者到底该做哪些事才能掳获属下的心呢？本书作者直接在书中条列出75项职
场心理术，帮助“刚被任命为领导者的人”、“团队缺乏一体感而苦恼的领导者”、“今后要
成为领导者的人”，能够与部属愉快地工作，并带领团队创下丰硕的成果。

只要追随者75个心理法则，人们就会“追随”你。

领导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它是一种可以学习掌握，并能逐步提升的思维模式，一旦了解其
中的秘诀，任何人都能很快拥有领导力。

这本书通过7个章节，从最基础的建立信赖，团结团队，委任工作到后面的对团队，成员的共
情，激发属下能力，提升团队温度，到最后的拉拢上司搞定公司内部政治，循序渐进，帮助读
者逐渐进阶，当上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令人追随的好领导。

如何带好现在的90后，是很多新晋主管的一个头疼的问题。这本书教你为“当上主管，当上领
导”做好准备。

名人推荐

新将命（日本知名经营谘询顾问）
组织能否发挥功能，八成以上与领导者的力量有关。不过，什麽是领导能力？该如何磨练？

如何发挥？这本书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告诉大家当中的“原理原则”。刚成为领导者的人、未
来想成为领导者的人、团队缺乏一体感而烦恼的人――担任多年培训讲师的守屋先生以自身的丰
富经验，为上述人士提供明确且具体的指点。这是一本让人想放在身边再三阅读的好书。

小宫一庆（日本知名经营谘询顾问）
这本书浓缩了守屋先生栽培众多领导者的心得。领导者不只要身先士卒，更重要的是要与

部属协调，激发部属的能力，并使部属自动自发地发挥能力。领导的本质与诀窍在书中俯拾即
是。今后要成为领导者的人，以及已是领导者的人绝对不能错过这本书。

John Kim（日本商业理财类畅销作家）
重本质而非表面；重共情而非说服；重信赖而非统制；重行动而非言语；重感谢而非得失。

今后的时代，将是以感性与共情为主，理性与说服为辅的右脑社会。守屋智敬先生正是引导右
脑社会的“共情型领导者”榜样。本书是他的“灵魂之书”，希望各位都能感受到他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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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读者好评不断！

“反覆细读本书内容后，实际用于日常工作中，真是获益良多！”

“领导者所烦恼的事都列于书中，在书店一翻阅就直击我心的内容，一定要马上结帐买回家。”

“书中传达许多结合观念与行动的内容，一读就懂！让我不但可以检视自己的行动，也可反省
自身的观念，真是深得我心的好书！”

“信赖关係并非由对等关係、上下关係中产生，作者所提出的观点非常值得身为领导者与下属
的各位深入探讨、瞭解。”

“作者将许多会被忽略的、会被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大小事，都深入浅出、钜细靡遗的列
于书中，让读者看了就能马上执行并加以验证，真是一本千载难逢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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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1970年出生于日本大坂。1995年修完日本神户大学研究所硕士课程后，进入设计事务所，
负责地区再开发计画的谘询业务，并参与地区振兴专案。1999年，参与人才顾问公司
“HRInstitute”的草创期。16年来以主任顾问之姿活跃于业界，透过经营策略规划及组织开发
课程培育领导者。至今已对IT企业、软体开发商、化学品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制药公司、流
通服务企业等领域逾两万名团队队长、课长、经理进行培训磨练“领导能力”，帮助他们藉著
“逻辑思考”与“策略思考”，发挥“创意发想力”、“改革执行力”、“组织开发力”。此
外，也经手不少组织开发谘询专案，协助客户解决实务课题。

◎――2015年，成立守屋谘询股份有限公司。对恩师新将命先生主张的“道理说服人，情感
驱动人”深有同感，因而规划出著重从内在改变行动的培训课程。目前提供领导者培训（改变
领导者的心态继而改变行动）、组织开发课程、领导能力课程（藉由解决本质问题及建立信赖
关係来创造强健的组织）等等。为人笃实正直且满腔热情，不仅拥有众多学员粉丝，企业人事
主管也给予颇高的评价。

◎――自2014年起，就任日本岩手复兴观光推动协议会（复兴厅“新东北模范事业”的一环）
的主任顾问，协助复兴地区规划领导能力培训课程。此外，也以复兴厅的企业重生专家身分，
支援复兴地区的复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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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奠定信赖的基础
1 掌握团队的关键人物与文化 20
■要了解部属之间的势力关係，最好的办法就是开会
2 享受刚上任时的不自在气氛 22
■不自在的气氛是了解自己的好机会
3 先让大家认识自己 24
■只要你先开诚布公，部属就会敞开心房
4 一对一面谈 26
■专注于缩短自己与部属的心灵距离
5 抛开上下关係，建立对等关係 28
■高高在上的态度会反映在你的措辞上
6 以“谢谢”作为沟通的基础 30
■最令我感谢的事，就是能够与你一起工作
7 儘管暴露自己的弱点 32
■敢承认自身弱点的领导者最帅
8 依靠部属 34
■受到他人依靠可以满足贡献需求并提升动力
9 不要强迫部属接受自己的“好办法” 36
■尊重部属做法的氛围可使团队变得活泼
1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8
■不要订一堆规定或强迫部属接受自己的意见
11 看透部属的真心话 40
■如果团队成员常说“应该～”就要当心
12 肯定并接受部属的行动 42
■部属的想法是团队的宝物
13 珍惜价值观的差异 44
■意见的范围越广，越能处理各种课题
14 留意受人注视的后背 46
■不自觉的行动才会感染部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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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2章 有效整合及运用团队
1 敦促部属自愿参与专案，不要自行指定人选 50
■提供能满足部属贡献需求的目的
2 订出团队的目的 52
■团队若没有目的就只是个普通的团体
3 目的越远大越好 54
■目的过于具体反而会使部属的思维变得狭隘
4 让部属思考自己的任务 56
■人都会忠于自己内心涌现的贡献需求
5 试著否定自己的做法 58
■能够捨弃成功经验的领导者才做得出成果
6 推动PDCA循环并且著重C 60
■忽视顾客满意的检查只是自我满足
7 将回馈运用在下一件工作上 62
■顾客和相关人士的意见是帮助团队成长的食粮
8 行动要基于共情，不要基于同情 64
■不要用说的，要以行动回答部属
9 要让大家养成“当自己的事处理”的习惯 66
■憎他责不憎其人
10 盘点团队的工作 68
■只要检视“这真的是该做的工作吗？”就能多出不少时间
11 试著细分业务 70
■早点回家可以促使你发掘出不必要的工作
12 任何能使工作“变得快乐”的方法都尝试看看 72
■正面的氛围可提升团队的生产率
13 试著先停止“不快乐的工作” 74
■令部属无精打采的工作其实不怎麽重要
14 拒绝不必要的工作 76
■考量目的，有些时候需要鼓起勇气拒绝
15 不要忽视部属的问题行为 78
■保护部属的态度能够消除问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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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3章 交办工作
1 为了“做决定”、“宏观思考”、“培育”而交派工作 82
■揽下一堆工作的领导者其实并不能干
2 相信部属并交给他们去做 84
■领导者的第一项考验就是交办工作
3 先考量“要交给他或她什麽工作” 86
■制造部属想做的工作
4 “一对一”地委託 88
■“我想拜託你”这句话能打动部属的心
5 让部属自行选择工作 90
■如果是自行选择的工作，部属就会更加自动自发
6 不要中途抢走工作 92
■只要你能忍到最后，部属就会脱胎换骨
7 支援部属完成工作 94
■要提供精准的支援，重点就是透过报告询问与倾听
8 领导者要主动去倾听“报联商” 96
■工作效率变好，团队也会产生安心感
9 评价的标准是质不是量 98
■顾客要求的是工作的品质
10 肯定“办得到”的部分 100
■只要关注自己办得到的部分就能更快进步
11 以“自我评价＋优点评价”为基础 102
■自我成长循环能产生下一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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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4章 体会部属的感受
1 重视立场最薄弱的人 106
■团队瀰漫著安心感，部属便能产生自信，继而改变行动
2 关注少数派的意见 108
■少数派的意见可防止团队陷入团体迷思
3 无论任何意见都不要否定 110
■对团队而言，意见越多元越好
4 高高在上的态度绝对藏不住 102
■沟通时要懂得体会部属的感受
5 不要“叹气”、“咂嘴”、“自言自语” 104
■你的负面言行确实会影响业绩
6 事先告诉部属自己重视的价值标准 106
■喜怒无常的人得不到信赖
7 控制愤怒的情绪 108
■了解事实，并具体说明什麽事不能做
8 用言词表达情绪 110
■只要开口表达情绪，对方就会坦率接受
9 使部属的心情变得正面积极 112
■你的一句话左右著部属的干劲
10 别被麻烦状况牵著走 114
■只处理可以控制且重要的麻烦状况
11 出状况时别说这些话 116
■告诉部属“不要紧，一起解决吧”，保护部属的自尊心
12 不要追问 118
■受烦躁情绪左右就会迷失原本的目的
13 持续问部属“怎样才办得到？” 120
■人只要拥有希望就会去努力
14 保护部属的私生活与个人状况 122
■牺牲某样事物时无法获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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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5章 激发部属的能力
1 无论如何都要让部属累积经验 138
■一同承担风险可巩固信赖关係
2 失败为成功之母 140
■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可以学到东西
3 提点部属“怎麽做才会进步” 142
■重做可以提升工作的品质
4 “激发”部属而非“教导”部属 144
■能力是靠经验和回顾牵引出来的
5 别事事都给予讚美 146
■“称讚”也有坏处
6 与其称讚不如感谢 148
■感谢要比称讚更能使人成长
7 积极地“请教” 150
■教人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第6章 提高团队的温度
1 激起健全的危机感 154
■灌输部属“我们要改变、只能改变”的观念
2 别说“总会有办法吧” 156
■多加一句“只要有你们在”便能提高团队的温度
3 不要害怕意见衝突 158
■不能评判意见与价值观
4 也有无法用“为什麽”解决的问题 160
■与人有关的问题，即使追究原因也于事无补
5 用行动解决麻烦状况 162
■“藉口”与“自我防卫”只会造成隔阂
6 内省而非反省 164
■以“我们”为主词，跟部属一同讨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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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第7章 拉拢上司搞定公司内部政治
1 坦率地求助 168
■拉拢有权者成为支援者也是重要的工作
2 不要对抗卖弄权势的人 170
■表达感谢之情就能改善关係
3 事先釐清责任所在 172
■只要釐清责任所在，团队就可以放心行动
4 考量过表达方式与场合后再说“NO” 174
■越好的上司越珍惜敢说NO的下属
5 要跟上司一同清楚掌握目的与目标 176
■懂得改变自身做法的领导者能够获得信赖
6 坚定地表达自己的主张 178
■比起能力和方法，坚定的意志更能让上司安心
7 满足上司“想获得他人认同”的愿望 180
■别驳倒不讲理的上司，要优先满足他的需求
8 刻意迎合上司 182
■保持“照上司的意思”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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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觉得你家的小宝贝还只是个孩子，就是这个男孩，他终有一天成为一位兼具责任感和成
熟魅力的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男孩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你给他们做饭洗衣，然后希望某天一觉醒来，他们已经长大
成人，而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的成长要经历一个特定的过程，没有捷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以及他们在不
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状态和活力都会另外吃惊。但是人们的困惑在于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即使知
道他们的需要，也不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给予。

前不久在豆瓣有一个被疯转的广播，Po主晒出了很多朋友给上初中儿子写的信，信件内容由两部
分组成，一部分是近期母亲读到的好词好句，她摘抄到信件中希望可以提高孩子的作文水平，另
一部分则是自己的读后感或者最近期的一些感悟，在这些感悟中不乏对孩子的质问。

你能体会到我在担心你吗？
我多想好好跟你沟通，可是你并不愿意讲话。

从信件内容能看出一个母亲的用心良苦，无疑，她是爱儿子的。她渴望与正在经历叛逆期的儿子
友好交流，但她得到的回应是什么呢？儿子当着她的面将信折成纸飞机扔了出去。

相信这种烦恼是很多家有男孩的母亲和家长所烦恼的。

这位妈妈不爱孩子吗？并非如此，只是她不懂如何正确跟儿子表达爱。不知道该如何和男孩沟通。

家长和男孩的沟通十分重要，正确的亲子相处方式和沟通，能够给予孩子自由与尊重。而这种自
由和尊重就会会成为托举孩子向上的力量，它能帮助孩子抵挡生活中的一切脆弱。

这本书的作者，作为日本中高一贯校的校长，亲眼看见很多男孩子在初中高中这个过程中的明显
变化，他举办了帮助家长更理解孩子的沟通方法的学习会长达27年，帮助没有养育男孩经验的家
长解决了很多亲子间的沟通问题。

他在这本书中解说了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如何消除亲子之间的烦恼，以及帮助孩子成长，
让孩子变得更好的沟通方式，帮助读者深刻理解“养育男孩”的正确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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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中、高中校长

东洋大学企划本部办公室顾问
原京北中学、京北高中、京北学园白山高中校长

1950年出生于三重县。完成了东洋大学研究生院的硕士课程。 1974年被分配到东
京文京区的京北学园。在上智大学咨询学院担任助理 3 年。

亲眼目睹人际关系差的学生的现实，实施教育改革。作为起点，举办了一次以“相
互了解”为目的的学习会。通过将家庭的力量融入教育，如“拉近亲子距离拉近”、
“父母自己变了”等。

每次见面，学生的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大学升学率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

他因这项倡议获得了读卖教育奖和无数教育奖项，

2001年成为三所学校的校长后，与千叶大学教育学部、东京大学21世纪COE“基
础学术成果研究开发中心”合作开展了“拓展学生个体潜能的教育”。

Author

Chapter

1 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2 当孩子产生干劲的时候如何做
3 消除亲子烦恼的魔法沟通方式
4 阻碍孩子成长的语言
5 再听孩子讲5分钟
6 让男孩子变得更坚强的教育方式
7 为了让孩子变得优秀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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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孩子变得幸福的育儿方法。

当你的女儿长大，你能看到你给她的童年与如今她拥有的力量和品质之间的关联。当你离开，一
个优秀的女人会继续生活，她还把你教她的一切传给她的后代！

虽然每个女孩都有不同的擅长领域，但是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什么时候，女孩的能力能够表现出来呢？

・当获得小小的成功体验，获取自信的时候
・拥有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为了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并获得了感谢

等等。那个时候，是孩子产生“干劲”的瞬间，是孩子变得更积极的瞬间。

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瞬间，家长需要做的是：

1. 为孩子打开干劲开关整备环境
2. 为孩子提供“能自己打开未来”的力量。

这本书，给出了很多如何提供这样的环境的建议。包括如何培养女儿的生活习惯，如何和女儿沟
通等等。

作者是日本品川女子学院的校长，她本身是一位女性，作为女子学院的校长，她也更了解女孩子
的成长过程。

她认为女性应该在28岁之前倒算，想象自己28岁幸福的样子，然后对自己的人生进行规划。她
也在日本推进“28岁项目”，在日本的教育界和日本媒体引起了很大的反向。

这本书是她25年的教师生涯中，对收到的很多家长的育儿烦恼和疑问的回答的集大成。



京北中、高中校长

东洋大学企划本部办公室顾问
原京北中学、京北高中、京北学园白山高中校长

1950年出生于三重县。完成了东洋大学研究生院的硕士课程。 1974年被分配到东
京文京区的京北学园。在上智大学咨询学院担任助理 3 年。

亲眼目睹人际关系差的学生的现实，实施教育改革。作为起点，举办了一次以“相
互了解”为目的的学习会。通过将家庭的力量融入教育，如“拉近亲子距离拉近”、
“父母自己变了”等。

每次见面，学生的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大学升学率提高了近 10 个百分点。

他因这项倡议获得了读卖教育奖和无数教育奖项，

2001年成为三所学校的校长后，与千叶大学教育学部、东京大学21世纪COE“基
础学术成果研究开发中心”合作开展了“拓展学生个体潜能的教育”。

Author

Chapter

1 如何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
2 当孩子产生干劲的时候如何做
3 消除亲子烦恼的魔法沟通方式
4 阻碍孩子成长的语言
5 再听孩子讲5分钟
6 让男孩子变得更坚强的教育方式
7 为了让孩子变得优秀该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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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学习对金钱的“未来预测”

只要懂得「回顾历史，预测未来」，你也能成为神ㄧ般的投资人！

俗话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复上演。

变有钱需要智慧，而智慧就是“知识”＋“诀窍”。
“知识”＝“历史”，“诀窍”＝“远见”。

那些从零致富的有钱人，都是懂得有效运用知识（回顾历史）并预测未来的高手。

这本书着重将眼光放在
①历史的循环
②政治经济的循环
③行情的循环

3个角度帮助你从历史中找出脉络，套用正确的公式，算出对的答案！

不只谈历史、讲时势，更要抓住未来投资方向，让你赢在致富起跑点！

中国改革开放、滑铁卢战役、广场协议、太平洋战争、越战……

解析世界史重要事件，连结当前现象，点出投资方向。
每个重大的历史转捩点都是帮助你日进斗金、持盈守成的致富指南！
深入解析、专业预测、确实点出投资方向！
天安门事件对中国造成什麽样的影响？
2018年中国将会发生影响世界经济走向的大事？
今后，欧元何去何从？如何从中获利？
美国的繁荣能永续维持吗？人民币会成为基轴货币吗？

国际金融顾问、投资家、菅下伙伴公司社长、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校长特别顾问。

以在华尔街的工作经验所培养的独特观点，解读预测行情，多次精准预测世界及日本经济的未
来，素有「经济千里眼」的称号。以经验、人脉及知识为依据所提出的一致主张，赢得许多粉
丝支持，在政经界等各业界都拥有许多追随者。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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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前言：瞭解过去的人，必能掌握未来！

第1章 从历史学习，成为有钱人
白手起家的大富豪们
学习历史，就能预测未来？
人，总是在追求安全感
承担风险的富人、不承担风险的穷人
过去到未来，走势一致的经济动向
十字军远征的馀波延续至21世纪
1985年，日本经济开始停滞
新价值观成为常识
恐慌与危机就是机会
典范转移
万古不变的事实
【预测未来】向改革投资！

第2章 从中国历史看未来
一千年前起，人类即重複做相同的事
1978年「改革开放」是改变的起点
允许贫富差距扩大的「先富论」
文革期间，富人及知识分子遭迫害
煽动迫害活动的「四人帮」
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与历史波动
【预测未来】中国下一个重大转捩点何时到来？
经济动向会如何改变
吉姆．罗杰斯的先见之明
会发生类似天安门事件的抗争吗？

第3章 从欧洲历史看未来
促进金融全球化的犹太人
洛希尔家族的崛起
全球策略的先锋
「滑铁卢之役」的巧妙操作
21世纪继续称霸世界
欧洲历史是一部「战争史」
历史预言了欧盟的瓦解
【预测未来】希腊危机是大好机会？

第4章 从美国历史看未来
美国霸权和平的时代
犹太移民执金融界牛耳
犹太人与石油王洛克斐勒
二战后的美国经济
华尔街已死？
纽约道琼指数会持续上涨？
【预测未来】原油价格会一直下跌吗？
量化宽鬆政策的效应即将浮现？
现在正是创造巨额财富的分界点？
美国的繁荣能永续维持吗？

第5章 从日本历史看未来
战败就是出发点
【预测未来】太阳还会再升起吗？
2016年，日股指数会创下历史新高？
为何股价本来就该上扬？
区域差距造成房市上扬
创业率最低的日本
投资基础建设基金！
规制鬆绑促进金钱流动
睽违二十年的股市大好机会
亨利．季辛吉的预言意义？

第6章 从亚洲历史看未来
全球金流再度回到亚洲
【预测未来】人民币会成为基轴货币？
预测未来的中美日关係
不同情况的中美日关係会造成何种影响？
二战结束后，亚洲战争才开始
东西冷战诞生的组织
向日本学习
日本与新加坡的成功
国力与人口数未必成正比

最终章 从算命学看未来
何谓算命学？
从算命学看日本历史
【预测未来】 2016年，日本将出现新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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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图解通俗易懂，读懂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就是企业的DNA，一家企业由管理层，资源，文化理念，员工，服务，营运，战
略，产品组成。

围绕企业的是债权人，合作伙伴，投资人，供应商，客户，政府，竞争者，经济环境。
我们要完全搞清楚企业和围绕企业的各种因素，就需要一份完整的DNA数据---那就是财务
报表。

看懂财务报表已经成为作为商务人士的一种基本修养。然而很多过于专业性的财务报表的书
籍会让初学者感到十分疲累。

这本书通过最简单的图解方式，让0基础小白也能迅速理解。

书中会根据难易度分3步一步一步上阶式地学习，提高读者的理解力和记忆力。

通过交易流程图的方式，学会会计思维。通过财务报表背后的经济活动，了解现金流管理业
务模型的本质。

2013年我们出版的『決算書を読む技術』达到了3万部的好成绩。这次是那本书的图解升级。
此外，由于疫情关系，很多企业的财务报表都发生了和以前的不同的变化，这次财务报表中
的案例，使用的是2020年度的企业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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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75年出生于枥木县。注册会计师。
2000年起在国内大型审计公司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原东门审计公司）主要从事
上市公司会计审计工作。 2006年起在瑞穗证券（原瑞穗证券）负责首次公开
发行的承销审查工作（IPO审查）。 2007年，他成为一家IT风险公司的董事和
CFO。监督财务、会计、总务、法律事务、劳工、资本政策、上市准备等。自
2009 年以来，他在一家独立的会计咨询公司拥有广泛的业务经验，例如 IFRS 
引入、结算支持业务和财务尽职调查。

◎ ――2019年独立。作为为数不多的拥有“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
“风险公司”、“咨询公司”四个岗位“会计”经验的注册会计师之一，赢得
了众多客户的信任。

◎ ―― 基于这些经验，目前正在积极开展有益于实践的会计培训（上市公司员工
培训、公开研讨会、视频讲座）等讲师活动。特别是，他以图形方式解释难以
理解的会计概念的方法享有盛誉，而这正是本书的基础。

Auhtor

chapters

第1章 理解财务报表的基础

第2章 财务报表用图思考就能一目了然

第3章 瞬间理解商业流程的“交易流程图”

第4章 金钱不动，利益却在动，会计特有的思维方式

第5章 通过财务分析指标把握公司的经营状况

第6章 利用财务报表寻找廉价股票第7章分析知名企业的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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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菜鸟也能学会的金融商品的解剖图鉴。

作者是一名税务师，同时也是亲身“流过血”的投资家。

本书并非以税务师的角度“教导”读者了解金融，而是作为一位曾经也在投资世界吃过亏的
投资者的角度，帮助读者“解剖”金融商品的真实面貌。

世界上有很多金融产品，都以各自的优点来吸引我们的注意。但是，没有什么商品会确实涨
价，如果运用的话，一定会有“手续费”等成本。

世界上没有绝对赚钱的金融产品，而且金融产品的买进卖出也伴随着庞大的手续费。

我们能做的，是看到这些金融产品的本质的同时，找到成本低、税收低的聪明的运用方法。
这样一来，即使无法找到切实赚钱的“宝贝商品”，也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找到将来赚钱
概率高的“有前途的商品”。

本书除了介绍信托投资、上市股票等各种各样的“投资商品”外，还将深入探讨支出型金融
商品“住房贷款和人寿保险”的修改方案。此外，身为税务师的作者还将对“资产运用相关
的税收优惠措施”进行详细解说。

这本书的构成也非常有特点。对每一个产品，都通过以下几个步骤渐渐深入分析。
●经常听别人说的是怎样的一个产品。
●简单来讲，就是怎样的一个产品
●稍微深深了解一下，是怎样的一个产品
●图解
●深度解说

非常适合初学者对整体金融产品的学习，也可以帮助中级投资者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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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1967年生。税务师。

明治大学商学部毕业。国学院大学经济学研究科博士前期课程毕业。

1994年，26岁时成立吉泽税务会计事务所。以“个人和公司资产的最大化”作为公司的目标,对经营
者和资产家的建议投资外,帮助他们增加资金,节省税务，制定有效的筹集资金的支援等。

帮助多种领域的企业和个人投资者解决难题,被称为是“融资保镖”。

自己作为个人投资者，迄今为止在国内的股票、信托投资、房地产到海外的基金、虚拟货币等方面进
行了广泛的投资，并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为客户提供资产运用的帮助。

另外，由于对面向经营者的节税保险的机理了如指掌，所以不只是单纯地削减税务负担，还致力于从
整体上考虑最优的人寿保险改革。

Chapter

第一章剖析投资信托
让我们剖析整个投资信托
指数基金和活跃基金
股票投资信托以及公共和公司债券投资信托
牛熊基金
每月分配型投资信托
交易所买卖基金
房地产投资信托
资金包装

第二章剖析个人投资
让我们剖析整个个人投资
上市股票
公众和公司债券
个人政府债券
EB债券
外币存款/外币MMF /外汇
期货/期权交易
黄金相关投资
结构性存款
出租房地产（风险和回报）
出租房地产（减税效果）
加密货币

第三章解剖贷款
尝试剖析全部贷款
私人抵押贷款和公寓35
提前还款
抵押贷款
租赁，租金和贷款

第四章解剖保险
尝试剖析整个保险
定期人寿保险，终身寿险和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癌症保险和伤残保险
个人年金保险
减少定期人寿保险和收入保障保险
互助
付费并转换

第五章剖析拟取得的金融产品的税收制度
剖析要获得的金融产品的整个税制
最终报税表，即使是特定帐户
结转扣减上市股票等的亏损
个人定义的缴费养老金= Ideco（表格版本）
个人定义的缴费养老金= Ideco（后版本）
NISA和初级NISA
新挑选的NISA
小型企业互助
抵押扣除
故乡纳税
公司资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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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10步骤，帮助你高效写出吸金商业计划书。
俗话说，“没有不被看好的项目，只有写不好的商业计划书”。无论风险融资、出售业务单元或是开发一个特定
的项目，商业计划书撰写的好坏都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商业计划书是项目成功的一半。

本书为撰写商业计划书提供一站式步骤解说，只需要通过10个步骤，拒绝画饼，让商业计划和项目变成能够真正
吸金的项目，脱颖而出。

任何一个商业计划书只需要抓住这10个重点，就能够成功。这本书结合松下，优衣库，任天堂等多个知名企业的
案例，在每一个步骤的解说后，通过好的范例和可惜的范例进行案例比较，分析，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只是画
饼的商业计划书和真正吸金的商业计划书的本质区别，了解商业计划书书写的重点和关键。

这10个步骤分别是：

1 将商品策划，事业策划的背景和问题意识明确化
为什么做这个事业？为什么开发这个商品？从根本上问自己这个问题，找到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课题，明确为了

解决这个经营课题所做出的策划的背景和问题意识。

2 对商品策划，事业策划的概念进行假设
是怎样的商品？怎样的事业？谁是用户？能给用户带来什么好处，有什么新颖支出？等等。对整个商品策划或

事业策划的概念进行假设

3 验证概念的假设
调查这个商品或者这个事业真的是有需求的吗？通过各种数据和信息手机，验证事业概念的假设

4 实施基准化分析和最佳分析
和竞争对手的差别化在哪里？确认竞争对手和自己的强项。并且队其他行业的头部企业进行各种分析，寻找能够
拿来用到自己事业中的点。

5 决定领域
在哪个领域和范畴内决胜负？将判断标准明确化，并找到符合判断标准的适合领域。并绘出在这个领域的愿景。

6 试算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有多大？为了算出市场规模，进行环境分析，事业分析，收益分析，具体地计算并预测市场规模

7 设定商业愿景
该商业的理念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将商业理念用简短的文章进行表现，设定定量目标和定性目标。然后再针对
定量目标进行细分化数值设定

8 构筑商业战略体系
通过怎样的商业战略打下市场？为了获取市场，有很多战略，在这里先列出3个最佳战略方案。然后分析这几个
战略的收益性，和公司的目标，愿景的匹合度以及个别战略的优势，最终找到一个最佳战略体系。

9 导出行动方案
如何将这个战略进行实施？导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决定个别战略方针，思考具体实施方案并决定日程以及管理体
制

10 设想事业收支和事业评价

将花费多少费用，能赚多少钱？设定收支计算的依据，对每一个科目进行金额设定。然后对策划的商品，事业制
作行损益计算书，并进行评价。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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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特点主要有：

1 汇集实战案例，启发书写思路，助力高效成果
2 经典案例具体分析，通过正确和错误示范，帮助读者深入理解
3 告别画饼，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吸金商业计划书

Author

HRInstitute

咨询公司。以真正能给客户带来价值的咨询为使命，为客户提供包括商业策划等在内的各类咨询。

不同于普通的咨询公司实施的“内容咨询”(content consult)（由咨询公司为客户企业书写商业策划，并有客户
企业实施），HRInstitute进行的是“步骤咨询”（process consult），也就是最基本的商业策划是由最了解企
业本身的企业工作人员书写，而HRInstitute通过对这些方案以专业的角度进行指导，并帮助企业最终实现这个
商业目标。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不了解企业第一线情况的咨询师做出的商业计划书可行性有限，导致最终只
是纸上谈兵。

HRInstitute20多年的经验，对各种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进行咨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本书就是结合这些经验，
帮助读者真正实现吸金的商业计划书的书写方式。

野口义明
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工学研究生院建筑系。
在建筑设计事务所和商业咨询公司工作后，他于1993年创立了人力资源开发咨询公司HR Institute Co., Ltd.。
目前是该公司的研究员/执行顾问。

他还担任医疗器械制造商 ALCARE Co., Ltd. 和中目黑的意大利餐厅“onda.tokyo”的董事。

迄今为止，我们已为1000多家企业和30000多名商务人士提供人力资源开发咨询。
他还是一位阅读了 5,000 多本书的读者。 这些发现所产生的评论力量直截了当，热情洋溢，得到了许多公司和
商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1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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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和别人拉开差距！想要变富有，从现在就需要学习“金钱”和“经济”。

想要变富有，必须要有正确的对金钱的态度，以及最基本的经济，金融知识和
常识。

在第一章中简单阐述了应该对金钱持有的态度之后，随后，通过对以下7个关键
词的解说，结合日本和世界的经济形势和案例，以及历史背景等，帮助读者学
习最基本的经济和金融的知识和原理。

1.外汇
2.物价（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3.利息
4.估价
5.GDP
6.BRICs
7.投资商品（原油，黄金，小麦，天然气，玉米等）

书中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解说，即使是对金融和经济并不熟悉的人，也能通过
这本书对整个宏观经济以及基本的金融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此外，书中虽有一部分日本的案例，但是也穿插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案例，并
不会太过于偏颇。

Author

国际金融顾问、投资家、sugarcta partners总经理，立命馆亚太大学校长特别
顾问。层任职于美林证券。

他利用自己在华尔街的经验，以独特的视角预测了市场行情，不断预测世界和
日本经济的未来，以“财富专家”闻名于世，也有“经济千里眼”的别名。以经验、
人脉和知识为基础，首尾一贯的主张拥有很多粉丝，在政界、财界等各界都有很
多追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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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期待明天！致富
如果您想成为“有钱人”，请学习经济知识

●为什么需要经济和金融知识？
●如果您不具备经济和金融知识，那么您一生都不会富裕！
●仅仅通过投资，乔治·索罗斯就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日本的通缩是否会在2013年结束？
●为什么人们会被“良好的投资故事”所迷惑？
●如何建立良好的联系？
●有两种有钱人！
●在“抽象”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
●两种增加“知识产权”的方式
●在日本出生是不幸还是快乐？
●总统启动的“埃及旅行时期”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日本一样！
●在大学学习过的“经济学”是没有用的！
●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
●如何比人们更快地阅读“通缩结束的迹象”？
●实际了解经济和金融！
●首先，请牢记数据！
●选择重要信息的“杉下信息处理方法”是什么？
●下一代恒星一定会从您那里诞生！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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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3年的结果！改变您行为的“经济”基础（1）
理解世界经济的“七个关键词”㈰交易所㈪价格（通货膨胀和
通货膨胀）

●[第一个关键字“交换”]
●交流的历史
●为什么美元只变成“纸币”？
●为什么有必要采取措施阻止日元升值？
●强日元还是弱日元哪个更好？
●进口产品的高成本可以转嫁到产品价格上！
●用图表预测未来的“汇率”！
●阅读“日元-美元”图表！
●阅读“日元欧元”图表！
●为什么图表可以预测未来？
●[第二关键字“通缩”]
●为什么出现通缩时工资会下降？
●如果通胀过热，您将无法边吃边吃！
●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哪个更好？
●“良好的经济”是什么意思？
●泡沫破灭的历史
●为什么日本会通缩？
●通货紧缩何时结束？
●什么是“房地产投资信托”？
●从“房地产投资信托指数”图表中阅读克服通缩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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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3年的结果！改变您行为的“经济”基础（2）
理解世界经济的“七个关键词”㈫利率㈬股票价格

●[第三关键字“利率”]
●如何确定利率？
●日本银行如何控制经济？
●什么是“政策利率（短期利率）”？
●“日本银行印钞”是什么意思？
●摆脱通货紧缩的两种方法
●什么是“长期利率”？
●代表该国“实体经济”的指标是什么？
●世界上的“长期利率”是多少？
●即使您在日本的银行存款，
也几乎达到0％的利率！
●[第四个关键字“股票价格”]
●哪些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最大？
●什么是“日经平均指数”？
●阅读“日经平均指数”图表！
●阅读“纽约道琼斯指数”的图表！
●阅读“上证综指”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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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3年的结果！改变您行为的“经济”基础（3）
理解世界经济的“七个关键词”㈭GDP㈮BRICs㈯产品（商品）

●[第五个关键字“ GDP”]
●GDP有两种类型！
●为什么日本的GDP不会增长？
●日本公司生存的方式是“加拉帕戈斯”
●日本能否捍卫世界第三？
●世界经济的未来中心将是“金砖四国”
●[第六个关键字“金砖四国”]
●到2030年，金砖四国将占全球市值的一半！
●金砖四国为何兴起？
●金砖四国有什么问题？
●PIGS为什么下降？
●为什么负债一万亿日元的日本不会破产？
●希腊的其他问题
●欧元可能是“南北分割”！
●几乎可以肯定，将来会有一个上升的市场！
●[第7个关键字“产品（商品）”]
●什么是“期货交易”？
●为什么商品价格上涨？
●阅读“原油”图表！
●阅读“黄金”图表！
●阅读“玉米”图表！
●阅读“小麦”图表！
●阅读“天然气”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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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五年富裕！“杉田式”投资研究方法可赚取1亿日元的年收入

●我现在真正想传达的是
●[STEP1]广泛而浅薄地阅读信息
●[STEP2]深入挖掘
●[STEP3]了解现实与信息之间的差距
●不要指望批评家的意见！
●哪些因素弥合了现实与信息之间的鸿沟？
●[STEP4]掌握人类心理学
●影响市场的“多数决定”是什么？
●如何掌握“多数投票心理”
●看穿逆势信号！
●[特刊]应对通缩时代的三项投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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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钟柔性思考力锻炼！

开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商业模式创新，寻找新的市场营销机会，挽回旧客户。。。

职场中的这些场面其实只要改变7个要素，就能达成

1.改变时间和空间
2.改变大小和重量
3.通过租借降低成本
4.改变制度
5.改变环境
6.改变标准
7.改变概念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经常面对纷繁复杂的问题。可是，你真的会解决问题吗？解决问题的关键在
于“拆解”，即通过优化思路，把问题化难为易，拆解并重构成具体可执行的步骤，然后逐一突破，
轻松解决。

这本书通过7个角度，70个案例，以一页是问题，后面一页是解答的形式，让读者一边思考解题，
一边学习柔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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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东京的地铁的拥挤程度世界闻名。相信大家也看到过日本的地铁早高峰，乘客被站员推进地铁里的照片。日本
一直呼吁企业能够做到时差通勤，也就是错开时间通勤，这样可以缓解高峰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新加坡
以前也有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新加坡政府做了一个方法，缓解了早高峰，请问是什么？

【答案】

7:45分之前到达目的地的乘客实行免费，从而让高峰期的乘客数减少了7%

【POINT】
改变时间

【提问】

某商店的户外商品突然销售不佳，睡袋，帐篷，野外烧饭用具等等销售量明显下滑。商店曾经思考过打折销售，
但是考虑到成本和盈利空间，又不想打折。随后，商店通过了某一种手段，在没有打折的情况下把商品卖了出
去，请问是哪种营销方法？

【答案】

将商品以“防灾商品”的名义销售。平时对户外活动并不感兴趣的人，也会去防灾商品的货架。帐篷，睡袋等等
这些在灾害发生时都会派上用场。

【POINT】
改变环境

Pick Up

顾客创造研究所有限公司代表董事。六本木图书馆个体经营研究会会长。

1962年出生。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后，加入了一家OA设备销售公司。他将受托重建
秋田一家无利可图的商店，充分利用熟悉个人电脑的常客帮助客户服务的逆向思路，将销售额提高五倍。
之后，他跳槽到一家 IT 教育公司，磨练了自己作为培训讲师的技能。

2008年，他成立了客户创造研究所有限公司，希望为公司提供一种思维方式，让他们能够提出想法，而
不受先入为主的想法的束缚，他已经研究了30多年，振兴日本。通过向大企业，中小企业提出各种创意，
广受好评。它还为银行、贸易公司、电信公司、保险公司、地方政府等提供“想法研讨会”。截至2014
年4月，已有1000多家企业到访，参会人数超过3万人。
此外，还积极开展对SE和IT公司的销售人员的培训，主题广泛，例如“SE交流”、“将SE转换为销售的
意识转变”和“销售人员的技术培训”。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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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改变时空
Q1 便宜租车的秘诀
Q2 榻榻米店销售额翻两番的创意
Q3 几百日元就能上英语会话课！？
…… 和更多

第二章 改变尺寸和重量
Q11 在短时间内提高甜甜圈店知名度的一种方法是什么？
Q12 成熟市场也能成长！
Q13 传送带寿司店最想联系的顾客是什么？
…… 和更多

第三章 改变借贷降本的印象
Q21 成功捕捉不擅长个人电脑的老年人的网购公司的想法
Q22 藤泽武夫的技能让本田信任本田，这是一个小镇工厂
Q23 为提高东京站重建工程的成本而出售的令人惊讶的东西是什么？
…… 和更多

第四章 改变机制
Q31 超级打折的名片店是怎么赚钱的？
Q32 咖啡店的问题
Q33 去很好，但是回来呢？
…… 和更多

第五章 改变环境
Q41 只需更换一个零件，它就会成为非常受欢迎的产品！
Q42 为什么出版商要向所有内容都出版的网站提供一本书？
Q43 带来创新最重要的是什么？
…… 和更多

第六章 改变标准
Q51 如何吸引高傲的有钱人打折？
Q52 中餐厅策略
Q53 边缘村大米如何高价卖？
…… 和更多

第七章 转变观念
Q61 如何把卖不出去的产品变成热门产品
Q62 为什么我的法语能汇聚一流厨师？
…… 和更多
Q70 即使性能低下也很受欢迎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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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是可以防止的！
帮助包括人气偶像团体在内的ARASHI成员，樱井翔，二宫和也等明星解决头发烦恼的作者，
书写的，日本第一本真正全面帮助读者解决白发烦恼的书。

头发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如果是初次见面，8成都是由视觉决定，而大多数的
人的第一眼的眼光都会放在对方的头上。

如果头发很整齐，就会给人清洁并且值得信赖的印象，但是如果是头发很伤有没有光泽，又或
者是早上睡醒头发还翘在那里的话，就会给人脏乱的印象。

至于白发，有一份向20-60岁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对于有白发的异性的印象，很多人都表示会
感觉疲劳，苍老，以及邋遢。

但是白发的对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要么染，要么放弃。

根据2009年的研究报告，白发是由于色素干细胞没有很好地起作用而以你的，但是，为什么色
素干细胞，没有办法让色素传达到头发的原因，还没有找到。

所以，很多人对于白发，虽然十分发愁，但是却也只能染或者放弃。

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作为专业经营头发沙龙，并且拥有日本美容外科・皮肤科医师/日本抗加
齢医学会专门医资格，结合自己亲自的体验以及帮助1万人解决白发烦恼的经验，认为，其实通
过一定的调养和改善，白发是可以改善和防御的。

在这本书中，作者先分析了白发的原因，然后介绍了在日程生活中我们可以在合理范围中做到
的改善行为，包括吃的东西，如何摄取营养，如何保养头发等。

另外，还针对白发所长出来的不同的地方分别解说了引起白发可能的原因，以及可以做的防护
以及改善措施。

最后，作为头发专家，告诉读者如何“正确染发”。

日本市场上虽然有很多关于白发相关的书，但是都是简单的关于头发生长周期的知识以及一些
简单的对策，或者染发的技巧等。

但是，这本书是第一本，结合西洋和中医，帮助读者从根本上从身体改善出发，并且结合日常
护理，以及专业的染发技巧的一本及其扎实和实用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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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发师/理发师/前美发沙龙经理/头部SPA管理。
・ 1979 年出生于埼玉县浦和市（现埼玉市）。完成东京文化美容学院和伦敦
TONI & GUY 学院。
・在美容行业工作后，在浦和开设了头部水疗专卖店“PULA”。 95%以上的
人的头发状况都得到了改善，成为了一家非常受欢迎的店，所以半年多都无法
预约。在神户、冈崎、宇都宫等地设有店铺，拥有全日本最多的头部SPA专卖
店。
・ 在颁发给亚洲杰出企业家的“亚洲金星奖2017”中，只有两位日本大师获
得了大奖,而他是其中之一。他着有《世界上最简单的增发方法》（Ascom）
等书籍，累计已超过10万册。
・ 富士电视台，日本电视台，日本文化广播等多家媒体，都邀请他上过节目。
・ 还曾为许多名人发型工作，如樱井翔、二宫一成、田村淳、川村由纪惠和浦
和红人牧野智明。

Auhtor

chapters

【第一章】这就是白发的原因！
--可能是营养不良或血流不畅所致，而非衰老或遗传。

【第二章】“白发不愈”的意外原因已成常识
--为什么美发美容行业的大多数人仍然放弃？

【第三章】预防/减少白发
――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在合理的范围内我们能够做的事。

【第四章】按类型增加白发对策
-瞄准白发集中的地方进行相应的改善，可以期待更进一步的效果

【第五章】染白发，错综复杂……
――我会教你如何专业地染头发，让它变得美丽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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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万日币就可以开始的选择优良股票赚钱的股票投资。

这本书是针对中长线投资者的股票买卖技巧的书。

一开始，解说了具备优良股票基因的股票的基本条件和股票基本面分析的方法后，告诉读者如
何通过板块确认，均线等信息，提升投资胜算，以及风险管理方法。

在最后一张给出了作者预期的可以长期持有的行业，板块以及推荐的个股。

包括，新型冠状疫苗的普及，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半导体，5G，FA（工厂自动化），健
康，医疗，基础设施老朽化对策等等。

在推荐股票中，不仅解说了行业的情况，还通过图表等方式，通俗易懂地让读者能清晰理解相
关的技术和供应关系。

虽然这本书更倾向于日本股市投资和以日本股票为主，但是现在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对国外的
投资者也能够提供一定的帮助。

特别是现在全球都在关心的疫情疫苗情况，碳中和概念，以及日本，中国，韩国等都拥有同样
的老龄化问题，自然对健康，医疗方面的关心也有共同之处。

此外，由于不仅仅是疫苗，碳中和概念，还有健康，医疗，5G等科技相关的市场，虽然是不同
的国家，但是供应链上会相关。

也能够给国外的投资者一个更宏观的视野来做投资决策。



【書名】
『1万円からはじめる 勝ち組銘柄投資
【ISBN】

978-4-7612-7557-0
【著者】
和島 英樹
【Page】
304
【発行年月】
2021年6月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经济记者1985年进入日本劝业角丸证券公司(现瑞穗证券)。

1988年进入股票新闻社(现在的晨星)。负责对企业的高层访谈和市场采访等。

2000年进入NIKKEI电台。历任东证记者俱乐部主席、解说员等。

35年间共采访了2000家公司。

2020年6月独立成立公司。现在的正规节目有《市场快报》(kei)、《进攻的IR》(日经CNBC)、
《存量之声》(MX电视台)、《和岛英树的每周股票!》(收费内容)。

公司四季报在线(东洋经济新报社)，周刊经济学家(每日新闻出版)，日经money(日经BP)，股票
探等投稿多数。

作为国际认可的技术分析师(CFTe)、日本技术分析师协会评议委员活跃着。

Auhtor

Chapters

第1章 其实难度很低!个股投资

第2章 中长期投资的五大魅力

第3章 提高胜率的选择优良股票的3个条件!

第4章 基本分析

第5章 提高胜率!最低限度的技术分析

第6章 买卖的基本操作与风险管理

第7章 保持10年不灭的6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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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部销售量「战略图鉴」的续篇，「经营者图鉴」。

这本书通过图鉴的方式，介绍了30名世界知名经营者，从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中
学习他们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

这30名经营者包括，稻盛和夫，亨利·福特，丰田喜一郎，华特迪士尼，本田宗
一郎，松下幸之助，森田昭夫，霍华德·舒尔茨，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
孙正义，柳井正，杰夫·贝索斯，马云，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
林（Sergey Brin），，马克·扎克伯格，雷军等。

Auhtor

铃木博毅

商务战略顾问。

1972年出生。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学院，于京都大学经营管理大学
院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进入商社从事加拿大，澳洲的资源进口业务，其后
在日本国内的顾问公司工作。

在2001年独自创业，分析战略论与企业史，试图找出败北与胜利组织架构的
差异，同时也将失败的结构之中找寻全新革新灵感视为一生的志业。

现在以商务战略顾问活跃于日本与国外，服务对象包括在Oricon顾客满意度之
中获得第一名的企业，以及在特定产业之中获得日本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企业。

著有《「超入门」失败的本质》，《当别人被淘汰的时候，只有你能生存下
来！》，《胜利法则》，《超译“君主论”领导学》等多部著作。

←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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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女性的工作术。

职业女性快乐公式：工作顺心，家庭幸福。

当代职业女性的快乐，不外乎工作顺心，家庭幸福。

而作为职业女性，烦恼最多的部分主要围绕在：

1 时间管理
2 职业生涯规划
3 人际关系
4 情绪管理
5 产休，育休时期的度过方式

本书从以上5个方面阐述了作为职业女性的母亲，如何在这5个方面寻找到平衡点，让自己不
仅工作顺心，家庭也幸福。

作者作为一个在事业上做的风生水起的女强人，在工作上做的非常出色。然而繁忙的工作导致
身心疲劳，加上40岁第一胎正遇上金融风暴和日本311大地震。所有的契机都让她开始认真思
考如何才能实现工作和家庭都顺心幸福的方式，通过采访了1万多名职业女性并通过自己的实
践，创立了一套方法。由此她创立了一个专为女性实现工作和家庭幸福的学校，通过自己的方
法，帮助更多的女性。

Author

女性限定职业生涯的学校“Happy Career学院”代表。东京都出身。1991年，进入recruit株
式会社(现recruit holdings株式会社)工作。从事销售工作，获得新人MVP奖。1994年，作为
创业成员参与株式会社职业设计中心的策划。广告销售在该公司首次实现销售额1亿日元。虽
然历任广告营业局次长、宣传室室长，但由于无法把握与工作的距离感，身心俱伤。

以这次体验为契机，“幸福地工作是什么?”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2001年，创办了日本
第一本针对综合职业女性的职业转职杂志。2005年独立，成立了forwoman有限公司(现在的
股份有限公司是Happy Career)。

采访了1万名职业女性，形成了爱上工作的方式进行体系化，并结合统计心理学“i-color”创
了了让女性工作顺心，家庭幸福的原创方法。日经女性经济学项目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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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职场妈妈的工作和育儿都顺利进行的时间规划法
第2章 职场妈妈的育儿加分职业规划方法
第3章 让职场妈妈成为朋友的人际关系诀窍
第4章 职场妈妈不勉强自己的生活方式
第5章 职场妈妈在怀孕、产假期间要做的事情

Chapter

一天只有24小时，很多妈妈都感叹有了孩子以后，自己的时间就减少了。但是有一种方
法可以让24小时变48小时。

那就是“顺便”法。

比如，看电影。去看自己不感兴趣但是小朋友想看的电影，和去找一部自己也喜欢，小
朋友也想看的电影，看完还可以亲子沟通对话，增强亲子情感，这两者之间，选择后者，
其实也是在有效利用这个时间。

兴趣学习也一样，从自己重拾兴趣的角度来看，可以选择自己也感兴趣的东西让孩子学。
当然所有的前提都是要孩子也能开心。

Pick Up

不要为了育儿而放弃自己的时间

职业女性的职业规划要有效使用“偶然”

生孩子前，已经想过好几次要换工作，但是生了孩子之后，感觉自己不敢再冒险了。

相信这是几乎所有生了孩子之后的母亲的心情。很多人因为生了孩子之后而对将来感到
不安。

普通人设定几年之后的目标，倒算出现在该做的的事，而有了孩子的母亲很多时候受限，
无法做出这样精确的规划。而这个时候，就要有效使用“偶然”。一次“偶然”的机会
可能就是遇到你想做的事，一次“偶然”的机会可能就是找到了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如果对现在的工作总感觉哪里不对的话，提高“偶然”的精度，有效利用“偶然”，形
成自己新的职业生涯。



绝对想要考进顶级名校的人，大学高考数学解答技巧120。

这本书通过120个数学解题技巧，帮助读者能够“又快又准”地答题。迅速拉开
和其他学生的差距。

数学高考追求的是快又准，这本书

1.帮助读者瞬间了解解答对和错的区别，从而掌握最佳的解决方案
2.全面分析最新的公立高中考试题
3.通过解说最佳解决方案→示例→练习 的顺序，帮助读者吸收。
4.在回答如何解决的描述性问题上变得更强

本书包含了120项“最佳解决方案”。

同一道题有很多解答方法，但是只有掌握最佳解答方法，才能理解问题的本质，
更利于考试发挥。

比如，“函数”是一个典型，有很多函数相关的问题，都是好像知道，但是又给
不出答案。这样很容易浪费时间，因为所需的时间和计算的复杂度可能会根据
求解方法而有很大的不同。

另外，图形类的题目，如果没有注意到问题的重点，那么就很难解开。

“最佳解决方案”在克服这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面对问题本质和根源的“最佳解决方案”将是高考数学中压倒性优势战斗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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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対に公立トップ校に行きたい人のための 高校入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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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习转化为金钱的技巧。

学习很重要，努力也很重要，但是学习了，努力了，但却没有办法转化为金钱，相信这也是现代很多年轻
人的焦虑的原因。

学习的质和量决定了人生的价值，决定了人生的高度。
但是为什么明明很努力了，就是没赚到钱呢？

原因其实就在于没有掌握到“转化”的技术。
想要把学习和努力转化为金钱，需要

“对金钱意识”的转变
“对时间观念”的转变
“对个人价值”的概念转变
“对人际关系”的观念转变
“对自身行动”的转变

这本书的作者作为同时获得牙医博士和经营学博士，以及多个身份的角度，结合自己的经验，解说了如何
让学习和努力不浪费，转化为金钱和自身价值的方法。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牙学博士、经营学博士、教练、心理治疗师、经营顾问、医疗法人社团及牙科医院理事长。

岛根大学医学院临床教授,东京牙科大学讲师,北海道当地学讲师,布加勒斯特大学医学院客座讲师,印第安纳
大学牙科学院客座讲师,纽约大学牙科学院, ，日本顾问协会认证的合伙人顾问。

世界首位约瑟夫·墨菲学院公认的大师。1963年出生于北海道，毕业于东京齿科大学研究生院。作为牙科
医生，为了提供世界水平的治疗，在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耶特伯里大学等海外取得了
世界水平的技术。利用6万多人的咨询经验，重视与患者的细致对话的治疗方针也在国内外得到广泛支持。
此外，在本职工作之余，还不断学习世界各地的各种自我启发、经营项目等。现在作为研讨会讲师在全国
各地演讲，会场经常爆满，成功举办了1000人规模的演讲。其著作累计销量超过110万册。

Author

●购买他人的时间，让自己的时间发挥出最大价值
●花大钱去见比自己更强大的人
●开始一个新事物的时候，就舍弃一个旧事物
●明确想做的事，不想做的事。将精力放在想做的事。
●接触一流的东西，了解真正的价值
●和波动良好的人多交往
●每一个瞬间一瞬间就变成过去，珍惜每一个瞬间。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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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び」を「お金」に変える技術』的图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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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美味，动力源！
“个人咖喱”
只需要一道菜即可调节健康的最强的健康食品。

这本书是由注册营养师和医生推荐的可改善精神和身体疾病的食谱。让读者平时在家做咖喱
的效果加倍！

书中分别从11种健康效果的角度展示了各种咖喱菜谱，帮助读者“对症下药”。

·抗衰老
·饮食
・预防高血压
・改善便秘
・提高了对寒冷的敏感性
・疲劳恢复
・压力关怀
・预防痴呆
・睡个好觉
・加强力量
・提高免疫力

介绍每天可以使用的60种食谱，例如主食，配菜，或者当零食吃的菜等。

作者设计的“个人咖喱”是一种食谱，可以进一步增强我们通常吃的咖喱的健康益处。

在本书中，介绍的食谱中只列出了一个人的食材，每个人可以根据家人的数量更简单的增加
食材，也更方便理解。

在这本书中还减少了香料的搭配，即使是不喜欢吃香料的儿童和老人也可以食用它们。读者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调整。

以“个人咖喱”作为日常做饭的参考来养成健康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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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松 佑梨

健康顾问。注册营养师。
大学毕业后，在医疗保健和福利等健康领域担任注册营养师后，自主创业。他是活跃于世界
各地的顶级运动员的独家注册营养师，在为改善运动员的表现做出贡献的同时，他还致力于
为将带领下一代的年轻运动员的饮食教育。近年来，针对社会目的重新设计了高级运动员的
饮食训练方法。此外，将饮食文化x营养学”作为座右铭，提高商务人员的绩效和健康管理以
及地方振兴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凭借17年的注册营养师经验，为20,000多个不同年龄和不
同需求的人提供了个性化的调理服务。

加贺康弘

霞关诊所主任。普通内科专家。日本胃肠病学会专家。日本胃肠内窥镜学会专家。
从昭和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大学医院和当地社区医院工作后，他于2017年成为霞关临床
主任。作为综合医学科，我们以生活习惯相关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为中心治疗内科疾病。

他还通过改善生活方式成功减轻了12公斤的体重。参与日本人气电视节目《世界上最想上
的课》的监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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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传达法则。

真正的说话高手是不会让对方动脑筋的，但却无形中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
真正的说话高手是不会使用花哨的语言，仅仅是简单直接的语言却能直击对方内心。

大家知道为什么电视节目，特别是综艺节目总是会吸引你一起看下去吗？
这里面就拥有大量的说话（传达）技巧。

每一个剪辑和剪辑之间的结合，都蕴藏了大量的智慧。

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为电视台制作了大量电视节目，为众多企业制作宣传片的专家，将电视节
目的“必胜模式”进行文字化，形成这本书，让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个“必胜模式”掌握高级别
的说话之道。

1. 在平时经常说的那句话里的某个位置，只要加上某一句话，就能让语言瞬间引人注意。
2. 只需要加上某一句话，就立即能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3. 只需要改变语言的顺序，就能立刻提升谈判能力。

职场沟通，商务谈判，日常对话，沟通人人都会，但重点是牢牢抓住对方的心。

这本书和其他沟通类书籍不同的地方是，这是一个从制作吸引人眼球的电视节目的角度，解
说如何让自己的说话更有魅力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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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出生。节目制作公司spinhoist代表理事。●大学毕业后，在专门制作综艺节
目的制作公司工作，进入制作纪录片的forties公司。师从该公司代表、日本纪录片界的巨匠
东正纪先生。之后，在多家制作公司担任导演，制作了《国王的早午餐》(TBS)、《排队的
法律咨询所》、《暴风雨吧》、《追捕007》(全部日本电视台)等多档人气情报、综艺节目。
◎——之后，当过制片人，2017年独立，成立了株式会社spinhoist 。包括TBS在内的多加
电视台的人气综艺节目。
另一方面，以本书为基础，将电视业界的“传达方法的胜利模式”体系化，并开始使用该技巧
制作企业宣传视频。“能够利用电视的手法制作出极具诉求力的动画”，获得了好评，住友林
业、新日本制药、日本邮政等日本众多大型企业都纷纷前来委托。



为什么一些节目中，明明可以通过电视台专业人士对信息进行筛选，却偏偏会
在节目开通去街上采访一下素人，倾听素人的意见呢？

“对自己的老公的抱怨”
“对某个公众人物的不满”

这些素人发表的哪怕是再无聊的意见，但是只要一点点能够引起坐在电视机前
的观众作为普通人的共鸣，这些观众就愿意花时间往下看。

街头采访的目的就是“共鸣”。

同样的手法，如何运用在工作或者生活中呢？
比如，你是企业打印机的销售。

“最近公司的打印机是不是经常卡纸呢？”
“是不是偏偏在最忙的时候卡纸呢？”

通过这种像无意的提问，引发对方共鸣，激起对方需要更换打印机的想法。

无意地提问能够让对方引起共鸣的问题，就能让你的谈判和交涉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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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电视节目经常会在开头进行街头采访？

给自己的语言涂层漆

对产品或者服务的诉求也好，请求别人做事也好，同样的话可能会反复重复，但
是重复会让人烦。

让自己的语言增添多样化，从不同角度诉求，就犹如给一个容器涂漆，一层一层
地越来越艳丽。增加多样化的方法，就是从不同人的角度，不同人的意见中提取
精华。

比如，一家烤肉店的诉求，
●从店长的角度诉求：这家店的店长是在高级烤肉店修行10年以上的大师
●从点评上的角度诉求：收集点评，引用点评诉求
●以杂志风的风格诉求：切肉的角度完全不同・・・等等以专家评论的角度诉求。

犹如左图爬一座山，有很多条路线可以选择。



当自己的父母遭遇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我们该如何对应？

2020年，比尔盖茨父亲在家中去世。比尔盖茨当天也在其网站上发文致敬父亲：“我父亲的
智慧、慷慨、同情心和谦逊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其父亲的病，就是全美排行第六位的阿尔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真的是一种病。

阿尔兹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 简称AD），是老年痴呆最常见的类型。是一种致命的神
经性疾病，会消除患者记忆的残酷病症。

作为患者的家人，最难接受的，恐怕是眼前的人今非昔比，熟悉的面容背后却是陌生的灵魂。

然而，很多人听过这种这种病，却很少知道，当家人真的患上这种病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中国步入老龄化，老龄人群越来越多。20年前国内65岁以上人群的痴呆患病率略高于3％，
现在65岁的患病率是5.6%。其病有几十年的潜伏期（酝酿期），所以推迟和延缓它的发生
＝治疗／治愈。

这本书以春夏秋冬这个方式，通过各种实际案例，解说了阿兹海默症从初期的症状到后期严
重症状，以及护理的方法，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能正确认识阿兹海默症。艾滋海默正不仅
仅是老年痴呆，还会造成家庭分裂，也可能是离婚的导火线。甚至老人开车还可能造成无法
挽回的交通事故等等。

通过这些案例观察身边的家人和爱人，尽早地让家人得到关爱或治疗。以及在不易的照护中，
如何为照护者减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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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出生于名古屋市。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部毕业。痴呆症专门医生、医学博士、日本
神经学会专门医生、日本内科学会综合内科专门医生、日本老年病学会专门医生。

因为祖父有过患痴呆症的经历，所以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作为一名生活医生，不仅要治疗疾
病，还要治疗生活和家人，从医疗、护理、社会保障服务到民间保险的有效利用，都有涉及。

在家庭医疗方面，自开业以来，已经实践了超过50,000次的上门诊疗，500人以上的家庭
护理。现在，作为医疗法人brain集团的董事长，在医疗、护理、福利等各个领域，将居家
生活正在开展服务。



父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变得越来越顽固。
容易生气。
把自己的假牙放入冰箱。
将寿司放进微波炉加热。。

这些可能都是阿尔兹海默症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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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奇怪的春天—初期症状

让人困惑的秋天—中后期症状

阿兹海默症发展到中后期，患者
会产生幻觉。

但是很多患者的家人会跟患者说，
不要瞎想，这种对应方式只会让
患者更加痛苦。

正确的做法是，带着关心的心态
认真倾听患者，才能让患者减轻
痛苦。



当家人患上认知症，也称阿兹海默症， （俗称老年痴呆症），是会影响整个家庭命运的。

日本每年有几十万人因为家人患上认知症而不得不辞职，忍受着经济上，心灵上的折磨。

随着阿兹海默症的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也对这种病有了一定的认知，但是却很少有人
会真正的重视。

根据日本的计算，到2025年，65岁以上的老人，每5个人就有1个人会患上认知证，也就是
说会有700万人患上这种病。

加上轻度认知障碍，将有1000万人会患上认知症，而这个数字是日本人口的1/10。

在日本，因为有疑似认知症的症状而到处徘徊，不知去向的人每年有接近1万人。而且更有
很多老人由于不记得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而被政府机构收留。

这也让日本政府将解决这一问题提上了国家战略。

这本书，结合世界上的有关研究报告，从医学角度，生活习惯，饮食，等多个方面解说，如
何做，才能预防认知症，才能远离认知症，给自己一个健康的身体，也给家人一个健康的生
活。

除了日本以外，东亚国家的中国，韩国，几乎都面临着老龄少子化的问题。

当父母患上认知症的时候，子女大约是40以后，而为了照顾老人不得不辞职，由于没有兄
弟姐妹，不得不自己照顾的时候，不仅没有收入来源，而且再就职也会面临困难。

所以，当家人患上认知症，是关联着整个家庭命运的。

如果你是老人，请拿起这本书，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养成不会变痴呆的习惯。

如果你还年轻，也请拿起这本书，为了你的父母，也为了自己，帮助你的父母养成不会痴呆
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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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出生于山梨县。
作家、医生(医学博士)、神经内科医生。

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医学部毕业。1998年辞去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第二内科副教授一职，
正式开始著作活动。

日本老年学会评议员、日本脑中风学会评议员、日本营养品评议会代表理事、日本脑力健康
协会理事。在圣玛丽安娜医科大学进行了使用超音波测定脑血流量、通过血压变动评价自主
神经功能等研究。

致力于解决老人医疗、认知障碍等问题。

现在，他每周有3天在东京都秋留野市的米山医院继续诊疗。

以《防止遗忘90%的方法》(三笠书房)、《让大脑返老还童的30个方法》(中经出版)等畅
销书为首，著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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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决定是否痴呆的关键就在这里!
第2章:痴呆症是一种生活习惯病
第3章:预防痴呆症的食物及吃法
第4章:锻炼大脑的生活方式
第5章:远离痴呆症的生活方式

Chapter

・高学历是不是就不容易得痴呆症？
・嫉妒也会影响痴呆？
・退休后女性负责料理，男性负责购物更有助于双方预防痴呆
・牙齿没了更容易痴呆
・适度饮酒反而能帮助预防痴呆

・・・・・

Pic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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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英国海兵队经验打造超级团队。

在错综复杂的新生态下，预测已经成为不可能。

二战结束后，先进国的军队就几乎没有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争，面对的却是拥
有大量不确定性的恐怖组织。

恐怖组织的人会出现的地方，他们会携带的武器，他们的目标。。。一切都是不
确定的。所以，军队的管理方式也必须从中央集权型改变成任务指挥型。
(mission commend）

任务指挥是透过以任务命令为基础的分权式执行实施军事作战。

因为不确定性，无法给出具体的指示，取而代之的是，和团队共享愿景和使命。
而团员为了达成这个愿景和使命，自己思考和行动。

这样的管理方式，同样适用于如今需要不断应对新变化的企业。

命令至上，绝对服从，上意下达的管理模式不能再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价值，而是
需要员工的内动力，自己思考和行动进行创新，才能让企业始终保持一定的竞争
力。

然而，很多企业都因为企业文化无法渗透，员工不听话等诸多问题烦恼。

曾在英国海兵队服役的校将，damian mckinney，在退役后投身商业世界，创
立了Mckinney Rogers咨询公司，运用英国海兵队的管理经验，为众多企业提
供管理咨询，为企业打造超级团队。他也获得过英国女王的授奖。 Mckinney
Rogers咨询公司所服务的企业有奥尔玛，英国大使馆，GSK，瑞辉，罗森，全
日空，第一三共制药，可口可乐，三菱食品等著名企业。

这本书的作者，是Mckinney Rogers咨询公司的日本代表，他结合英国海兵队
的等战斗案例，解说了英国海兵队的管理方式，以及通过阿波罗计划等世界经典
案例，告诉企业如何将这套英国海兵队的管理模式运用到企业中，并且使其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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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内容，其实有点类似中国著名讲书专家，拥有4000万粉丝的樊登曾经
解说过的《赋能》这本书。
《赋能》这本书是从美军特种队学习去中心化的管理模式，而我们这本书则是从
英国海兵队学习mission commend任务指挥型管理模式。

Author

东京工业大学毕业。

曾就职于世界上最顶尖的管理和技术咨询公司之一, 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后进
入美国剃须刀品牌schick（舒适）公司

1995年，成为产品“保护者”的负责人，起用了K-1名将“南非大炮”迈克·伯纳多(Mike 
Bernardo)作为广告主角，并设计宣传语“刮掉吧~ ~”，实现了打破记录的业绩。

96年以32岁的年龄成为第一个担任舒适美国总公司总监的日本人，2000年1月担任舒适公司
日本社长兼亚太负责人vice president。上任后不久，schick美国总公司被辉瑞收购，3年后
又被energyiser收购，虽然经历了这样的考验，但业绩却稳步增长。2004年1月，法国
LVMH公司(mo轩尼诗路易威登公司)和英国帝亚吉欧公司从jaden massson商会收购股份，
在日本成立了MHD(帝亚吉欧)，他被任命为总经理。在任期间，使连续13年萎缩的该事业恢
复了V字形，实现了连续3年增收、增加利润。

2008年10月就任总部设在英国，为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国的多种行业提供咨
询服务的麦肯尼·罗杰斯Mckinney Rogers的日本·亚太代表。



大学入式考试中的生物题中，实验考查问题的比列增加，需要学生通过阅读，分析各种数据
才能解题。

这本书专注于生物资料题的解读方法，如何阅读“图形”，“表格”和“图形”！

第1章 从图表和数值中读取趋势的问题
第2章 比较多个实验结果和现象的问题
第3章 比较相同格式的多个图时出现的问题
第4章 不同格式图的比较问题
第5章 关于图的意义的思考
第6章 从给定条件估计图形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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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駿台予備学校生物系专职讲师。 东京大学文理科学研究科生命科学系毕业。

自从他还是一名学生以来，就曾在各种预科学校和补习班任教。

在学校，他负责许多模拟考试的出题，包括国家模拟测试以及东京大学实际战斗模拟测试。

他的黑板笔记十分仔细，又加上柔和的叙述方式，吸引了众多考生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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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后的年表。

相继日本之后，中国也进入了老龄社会，甚至老龄化的速度急速上升。
我们的父母将相继老去，而我们自己也在慢慢变老。

每个年龄段都会遇到意料之外的麻烦和烦恼，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有本钱可以改变，然而当我
们老的时候，很多时候，无论是身体，环境，金钱，房产，职业，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等等，
可能都无法再由自己掌控，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陷入更深的困境。

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事先知道发生的时候该如何预防，我们就能
够回避，或者即使无法回避，也能将风险降低。

这本书从50岁开始到100岁，指出了每一个年龄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对应方式。

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专业的老后问题解决专家。就职于房地产公司的日本财托事业部，帮助
包括大学教授，原国会议员，资产超30亿的富豪等，解决了这些人老后资产问题。

[50岁]照料年老的父母，患上长期照料抑郁症的概率上升
[51岁]妻子长期以来的愤怒由于更年期而爆炸
[53岁]父母去世，继承权之战爆发
[55岁]退休年龄。减薪的同时，工作干劲也没了
[56岁]进入中年离婚后备组
[60岁]年收入折半，工作重返新人水平
[61岁]因“退休”而不是“父母之死”而感到沮丧
[62岁]听从银行的建议，房地产处于“半冻结”状态
[63岁]随着第一个孙子的诞生精神生活充实
[65岁]想要活的久，还不要领养老金！
[66岁]癌症发病率迅速增加
[70岁]平均资产持有量将在10年内耗尽
[72岁]孩子变成了啃老族。女儿离婚回家生活
[75岁]患病率，需要护理和痴呆症的概率翻倍
[77岁]廉价出售自己的房屋以筹集资金。然而与几个孩子一起生活的并不顺利...
[79岁]突然进入长期护理机构。选择设施时的支出超出了想象
[80岁]“我不会被骗子欺骗”是最容易受骗的人
[82岁]因痴呆而被冻结财产
[90岁]住院卧床不起
[100岁]生活方式占据长寿秘诀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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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除了列出了每个年龄会陷入的问题之外，还给出了很多遇到问题的时候，该如何解决的建议。
比如，60岁的时候，年收只有原来的一半，工作内容也变成新人水平，这个时候有4条路可以选择。

1. 在同一个公司请求继续雇佣。
2. 换工作
3. 创业
4. 享受退休生活

第1种在原来的公司留下继续工作，相比其他选项是风险最低的，也是大多数人选择的。利用一直在
公司积累的经验和同事的信赖，继续留下来工作。但是必须接受收入只有以前一般的残酷现实。选择
第一条路的人，容易在60岁以后因为不满年龄和收入的反比，从而陷入犹豫。

第2种是换工作。但是60岁换工作，如果没有特别的区别于别人的高技能可能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第3种是创业。但是创业开公司即使一分也不盈利，仅仅维持公司也需要花费很多钱。但是可以想一
想利用现在的网络，分享自己的知识等方式，获得收益。

第4种，是彻底享受退休生活。虽然大多数人无法退休后有足够的资产，仅靠养老金过得丰富滋润，
但是年轻时候就开始关注投资等，累积资产的人来说，是有这个能力，退休后不工作也可以过的人。
但是这种人有一个问题是，年轻的时候过于热衷于投资，赚钱，以至于退休后都没有一个能让自己开
心的兴趣。
想要彻底享受退休生活，仅有钱是不够的，从现在开始就培养一个真正热爱的兴趣。

----------------------------------------------------------------------------------------

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这些建议，我们就能知道，从现在开始做些什么。

比如从现在开始增强自己的技能，这样老后就可以避免不得不选择第一条路的悲哀，也可以在第2条
路中显示出自己的优势。

如果选择第3条路，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想一想，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有哪些知识是别人没有自
己可以传达并且收费的。同时为了在网上传达自己的知识，从现在开始培养表达能力等等。

这本书不仅仅能够帮助即将进入50岁的人，对于现在的80后，90后，也是十分有启发的一本书。至
少，让他们知道今后会发生的事情，就知道更明确的努力的方向了。

推荐理由



只要看一眼，就不会忘记的韩语词根图鉴。

从10种词根衍生，可以学到1000多个韩语单词！

由NHK电视台的人气作者的权威词汇宝典！

通过图鉴的方式，了解词根，可以更高效率的提高韩语学习，也增加了学习的乐趣。

相继90万部的英语词根图鉴系列的韩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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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外国语大学，武藏大学和国际基督教大学的兼职讲师。

除了在多家语言学院担任讲师，同时也在NHK广播电台“ 每天韩语课程”，NHK电视台“ 韩
语课程”，“升级韩文课程”，等担任讲师。

著作过多本韩语学习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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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英语。

只需要100句例句，中学2年级的水平也就能达到英语商务水平！
学英语和健身一样，不需要太多花式的东西，只要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循序渐进的练习。

1.了解原理
2.有意识地锻炼身体的某个部位

英语也同样如此。

这本书不像其他英语学习书，汇入大量的语法和词汇，而是精选100句例句。仅仅靠这100句
例句，通过像健身一样的学习方法，帮助读者循序渐进地联系，复习，衍生应用，哪怕只有中
学2年级的英语水平，主要不是过于专业的场合，都可以很顺畅地表达自己。

具体怎么操作呢？举个例子。
1.结合图片我们也放声阅读例句。反复阅读1分钟。
2.阅读图下面的语法解说，理解之后，在反复阅读图片上方例句1分钟。
3.阅读右边的image（想象）解说项1分钟。这里解说了可以运用的场景等。放声读这个解说，
能够对例句的理解更加深刻。
4.阅读右边的发音解说项，阅读练习发音1分钟
5.阅读右边的例句。这里列出了5个例句，花3分钟的时间，阅读这些例句，并尝试用自己的词
汇代替例句中的词汇，渐渐学会用例句的基本型运用到自己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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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计划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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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神奈川县出身，立教大学毕业。受母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在文学座附属戏剧研究所读研究生。
经过演员之后，走上了主持人旁白的道路，活动了10年左右。雷曼事件后在工作中尝到了逆境
的滋味。
·在那里埋头学习英语，2个月的学习，托业超过900分。之后在教练型英语学校，走上了英语
讲师的道路。
·11年来从事英语指导4500人次。在该学校主办的英语演讲比赛中，连续4年带领负责的学生
获得冠军。2017年独立。
通过阿德勒心理学和NLP的英语指导，两个月之内托业成绩提高200分的学员不断涌现。私底
是一位健美大师，精通肌肉锻炼，也参加过健美日本大赛。 (全国大赛)。

语言学习者都会陷入在大量单词，语法的背诵中，学的非常痛苦。

而这本书仅仅选出了100个中学生水平的例句，通过短时间的学习，短时间的复习，巩固，然后几天后
的复习巩固这样的，像健身，练肌肉一样的方法帮助读者循序渐进，学习到最基本的英语语法和表现方
法，增强记忆，并能够迅速运用。

此外，这本书还有其他的几个特点。

1. 看似简短的例句，却都是英语中最常用的表现形式。所以只需要换置其中的一些单词，就能衍生出
大量的句子。

2. 给出具体的练习日程和时间，从每一页，每一章的学习时间到上午学习，下午复习的时间，3天以
后复习的时间和顺序都有了明确的标注。帮助读者能够按照计划和规律，有效学习。

3. 所有例句附属的图片都带有黑色幽默，让读者在学习的时候不枯燥而且结合图片更容易记忆。
4. 作者本身除了是一位英语老师之外，私下也是健美大师。所以把健身的方法和理论结合在英语学习

中，不仅用自己的案例证明，也帮助无数个学生在2个月之内，托业成绩提高200分等。

推荐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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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法哲学，该舍弃的41种阻碍成功的想法。

上下关系忍耐，完美主义，安定感，利益得失，付出与回报

・・・・・・

看似正确，理所当然的道理，或许正是阻碍成功的绊脚石。

那些能力和自己并无太大差距的人，为什么可以步步高升，进入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世界
呢？

・日本一位屋顶修理公司的精英社长具有恐高症。
・在夏威夷拥有最大免费报纸发行商的知名社长，自己却没有英语洽谈的能力。
・某大企业传奇王牌销售员，自述自己患有无法解读他人情绪的学习障碍。

但是，这些并不阻挡他们的成功。
那是因为他们只做自己擅长的事，放弃他们不擅长的事。

想要让人生更加顺遂，重要的并非「增加什么」，而是「清理自己」。

很多人都会藉著获取证照、增进自己的技能等方式来试图改变自我。可就算不转职、不特意
增强能力，只要抛下一些「固定观念」，无论是谁都能乘著眼前的上升气流，轻盈地抵达另
一个世界。

这本书主要从6个方面，给出了41个该抛弃的想法。
一，抛弃“无益的做法”

二，抛弃“理所当然”

三，抛弃“固定观念”

四，抛弃“扮好人”

五，抛弃“得失”

六，抛弃“心理坏习惯”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摘录：该抛弃的事1--照章行事以免挨骂的“聪明选择”

有些人为了免于受到责难，因此选择“照章行事”，绝不会做得比上司交代的更多。

刻意不去挑战缺乏自信的事，如此一来就不会失败，也不会挨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聪明的选择”。

坦白说，这样的态度落在旁人眼中会解读成“消极”。而社会的环境并未轻松到连消极的人也得到回报
的程度。

哪怕很可能被打回票，能够积极提方案的人更受欢迎。
所以要学会“一公分的多管闲事”。

我们会发现，那些只是对客户的要求唯命是从的策划或销售，并不会做出惊人的方案，有时候甚至因
为太中规中矩导致客户流失。

然而，那些明明客户没有要求，也明知会被打回票，依然不断的为客户提供个人真心认为良好的方案
的人，更容易受到客户赏识，争取到合作的机会。

其实我们应该害怕的并非是“受到责难”。

我们应该恐惧的是，被他人贴上消极的“标签”。

要相信，机会总会是在“那一公分以外的地方”。

Author

●──1969年生于京都。1991年进入人力银行瑞可利（Recruit）集团，从超过4万次的登门销售中
学习到「别做多馀的事，全心投入能创造成果的部分」，运用此一策略在销售岗位上大展身手。在销售
及管理两部门四度荣获年度全国顶尖员工奖，总计受公司表扬超过40次，升任营销经理。后来在30多
岁就任FROM A CAREER公司总裁职位，年纪轻轻便担任过各项要职。

●──2011年，成立经营企业培训课程的RASISA LAB公司。为提倡彻底找出

工作上的多馀行动、成见及心理障碍并加以抛弃，是想在短时间内创造压倒性成果的重要关键，亲自
向各种行业举办一年超过200次的集会（营销培训、营销领导者培训、谘询、演讲），并担任压力因应
训练师协助商务人士强化心理韧性。

●──诸如「由于是划掉多馀事项而非增加处理事项，可轻鬆做出成果」、「具体地解说技术知识，效果
将直接反应在成果上」、「仅靠参与就能提升动机」等等，他所提倡的观点获得各行各业莫大的支持，培
训课程的顾客回头率高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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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顶尖人才在实践的思考法则。

现在的世界瞬息万变，无论你是创业者，还是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面对的都是不透明的未
来。那么如何在只有胜利和失败的两极分化的游戏中提高自己的成功概率，拉开和别人的距
离呢？需要的是“创新”和“育新”。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不断的新的问题，无论的职业是销售，还是
会计，只有创新和育新才能让你在变化中能够不断解决新的问题，也只有创新和育新，让你
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甚至创造游戏规则。

这本书给了我们一套“5A循环法”，通过这套循环法，你就能掌握1%顶尖人才在实践的思
考法则。

1.顾客痛点的“认知”（Awareness)
2.未解决问题的不同切入（Approach）
3.Idea的迅速执行（Action）
4.对假设和执行结果差异的分析（Analysis）
5.配合市场的柔软适应性（Adjustment）

选定一个中心理念，给顾客提供核心价值，然后通过这个5A法则，就能将商务变得更强，更
准，给顾客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只要掌握这个5A循环法则，任何激烈的商务环境中，都可以
不断地创新。

这本书在第1章分别结合案例解说了这5个法则，然后在第2章中，给出了18个问题，让读者
先对每一个问题进行选择回答，然后对问题进行深度解说，最后提供商业规则框架和创新的
思维方法和灵感，帮助读者通过这种自行训练的方式，加深对这套5A循环法的理解。

在这18个问题里，还融入了大量的案例，其中还包含一些知名企业的案例，比如

●为什么Amazon能提供“大量小额订单”?
●为什么谷歌能编制出“独自的搜索系统”?
●为什么迪士尼乐园可以卖“梦想”?
●为什么戴森能开发出“没有叶片的电风扇”?

就像互联网思想家尼葛洛庞帝那句话所说的: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任何一个对未来抱有成功的期望，希望能够打破现状，更上一个台阶的人，都能够从这本书
中获得启发。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書名】
『トップ1%の人だけが実践している思考の法則』
【ISBN】
978-4-7612-6883-1

【著者】
永田豊志
【page】
216p  
【発行年月】
2012年12月
Indesign data 〇

1966年出生于福冈。九州大学毕业，株式会社showcase-tv代表理事社长。

在recruit负责新事业开发后，先后在出版社和版权管理公司工作，之后创立了
showcase-tv。创业第9年带领该公司在东证mothers上市，第11年带领该公司在东证
一部上市。另外，作为知识生产研究家，他还致力于图解思维、框架分析等商务人士
的知识生产力研究，在国内外通过写作活动和演讲来普及商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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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这一本，就能理解高中英语的所有语法！

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易于阅读，即使是初学者也容易理解！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将英语语法从简单的干燥规则列表转换为活生生的让人
容易理解的规则，通过评估每个规则的背景，原因和具体示例，将知识通
过线条连接起来，可以享受学习英语语法的真正乐趣。

■从儿童到成人都可以终生使用！
用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语言进行解释，并通过大量的插图以便各个年龄段
的人都可以使用它，从初中到高中的初中生到高中生，甚至到已经工作的
社会人士。

■可以进行4项技能训练！
英语语法是是四项技能（阅读，听力，口语和写作）的基础。在这本书的
最后，您可以集中聆听母语发音，大声朗读并练习写作。利用本书中学习
的英语语法和词汇知识来提高您的四种英语技能。

■每节课的总结帮助你运用更快！

在每节课的最后，都总结了马上可以应用的语法项目和英语的豆知识。让
英语学习不再枯燥。

■在专栏文章中探讨了英语语法的奥秘！

通过英语语法标准规则的原因和背景来探索这个奥秘。探索那些比较容易
混淆的英语语法的奥秘，帮助读者对英语语法的记忆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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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の英文法・語法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34-0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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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累了全国各地的各种预科学校的任教经验后，现在他在Recruit
赞助的在线讲座服务“ Study Supplement”中任教，并获得了高中生，
应试者和重新学习英语的在职成年人的压倒性满意度。

该课程每年有25万名学生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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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打败羽生结弦，星球大战，6月新刊却在4月就登上亚马逊图书综合榜第1名，乐天图书第2名。

到底是怎样一本书能够引起日本人如此大的反响？

这就是现在日本超级话题的终极减肥料理“沼”料理。

沼料理是由活跃于肌肉塑造界的Shiny Yasushi和日本综合格斗家Smile井上两人创造，是经过反复
试验后在比赛前作为减肥饮食而产生的。他利用曾经在医院做饭的经验，思考如何做出美味却不胖
的饮食。

关于减肥，有各种各样的饮食方法，但是最近，通过限制总卡路里，摄入并保持蛋白质（蛋白质），
脂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的PFC平衡，是现在的热点话题。

但是，实际上，“沼料理”是最前沿的。因为它的 PFC平衡非常好。

理想的肌肉塑造的饮食的PFC占比为“ 3：2：5”是最平衡的，一天1800㎉的摄入是减肥的理想数
字。

只需将鸡肉，秋葵，米饭，咖喱粉等一起烹制，就成为了一道类似咖喱味稀饭之类的神秘菜肴。

他们的菜谱在youtube上播放数高达430万，在菜谱的类别中属于次数非常高的。

看似不怎么样的外表，确是一道无法从外观上想象的美食。

这本书为读者展示了多种鸡肉料理的做法，以及关于食物相关的知识，帮助读者“轻松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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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抖音上一个“看牙看破产”的热点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而最近在各大社交平台非常火的电动牙刷，洗牙神器的推广视频也到处
刷屏，可见现在年轻人对牙齿健康的关心度有多高。

然而，你以为看牙只是贵的问题吗？
牙齿不好可能还会让你变笨！

●人生始于嘴巴，终于牙齿
诊治过二十万名以上认知症患者的长谷川医生，在看诊过程中发现

「牙齿」与「大脑」有著非常密切的关联。光是「咀嚼」，就能够大范
围地活化大脑。一旦牙齿状况不佳而无法好好咀嚼，减少对脑部的刺激，
就会造成脑部和整体健康逐渐退化。

想延长自己的「健康寿命」，只是用年轻时的刷牙习惯绝对不够，你必
须跟著年龄增长进行「升级」。

●改变牙齿护理，省下一千万日币以上的医疗费

长谷川医生特别为不同刷牙习惯的人，打造三种不同的牙齿护理方法，
并传授一些简单的技巧， 譬如：

◎ 閒来无事时，请用「旋转舌头」清洁口腔
◎「放舌头的位置」不正确，口腔就容易滋生细菌
◎ 咀嚼口香糖可冲走大脑垃圾，但不是随便哪种口香糖都可以

这些方法和技巧让你随时都能感受到牙齿整洁的快乐，又能防止大
脑老化，降低罹患失智、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每天只要花短短的时间，
省下来的医疗费绝对能让你快乐享受人生下半场。

↑Scan and wat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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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业于名古屋市立大学医学系。为医学博士、日本神经学会专科医生、日本内科学
会专科医生、日本老年医学会专科医生。每个月诊察一千名失智症病患，是日本首
屈一指的脑神经内科、失智症专科医生。

因祖父罹患失智症，于二○○○年在岐阜县土岐市开立失智症门诊及在宅医疗诊
所。至今为止已经诊治过二十万名以上的失智症患者，最先察觉到失智症与牙齿、
口腔环境的关联性。

现在，在进行访问诊疗时，会积极导入由牙医师、口腔卫生师进行口腔护理的
观念，甚至还让口腔卫生师常驻在自己的诊所中，改善、预防失智症并得出成果。
以「医科牙科合作」第一人的身分，受到各界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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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为50万人的心灵注入元气的87岁修女讲述了告别人生众多苦痛和烦恼的
唯一真谛: 上机嫌（积极乐观的态度）

只要我们能够遇事不惊，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时而幽默，人生就会顺利。

如何享受一个人的时光？
我们是弱小，但是我们并不是一无是处。
和别人吃饭，享受心灵链接
穿的衣服是关心对方的一种体现。
・・・
这本书和畅销书松浦弥太郎《100个基本》这本书类似，看似简单的人生哲学里蕴
含了不简单的生活智慧。

从对自己的态度，到对他人的姿态，从平凡中寻找乐趣，到苦痛，沮丧时帮助自己
走出阴霾。

我们只需要在一些小事上做一些功夫，困难和烦恼就会远离我们。

【書名】
『機嫌よくいれば、だいたいのことはうまくい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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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生于静冈县。圣心会修女。东京大学人文研究生院完成博士课程。文学
博士。

曾经在法国和意大利留学。他在夏威夷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执教。在圣心大学（日
本现代文学）担任教授之后，他担任国际圣餐学会名誉理事长。圣心大学基督教
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圣心学会会员。受国内外邀请，举办讲座和讲习班，与听众
一起思考“生命的意义”，并提供各种指导。

她的主要著作包括“真正的自我”和在人格九型人格中发现的最佳关系”（PHP
研究所），“让我们放弃，让我们放弃”（アスコム）和“只照顾一个人” ”
（文响社），“将自己的心投入面前的事物”（海竜社），“如何使自己的花朵
开满花”（致知出版），“ 日本的希望”（讲谈社/合着） ） 等多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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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用的桌子，是谁从森林中将树砍下，
然后经过加工，组装成为桌子，来到你
的身边。

你吃的面包也是谁种下小麦，然后最终
以面包的形式来到你的身边。

世界上很多看不见的东西其实都在你的
身旁。

你并不是一个人。世界上看不见的东西其实都在你身旁

让心灵充实的最佳方法就是和多种事物产生“接点”

和各种各样不同的事物产生“接点”，
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幸福，心灵变得更充
实。

而产生“接点”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学习。

无论多大年龄都保持学习，增加体验，
才能让自己的心灵成长。



通过9个“框架”，掌握解答现代文考题的技巧，让自己的思考能力“觉醒”
的学习类参考书。

这本书通过9个“框架”帮助学生改变现代文的阅读方式，看穿文章的形态，
在短时间内导出正确答案。

9个框架的形式同时让学生掌握逻辑思维方式。

书中收录了众多名门大学的考试例题与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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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recruit集团旗下学习网站的现代文写作讲师。专注于名门大学入试的私塾
“现论会”的代表。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综合人文学系，日本文学系。

他负责许多考试准备课程，例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具有难度
的国立公立大学，具有难度的私立大学以及大学入学考试。

提倡遵循“语法”和“逻辑”的客观规则的阅读理解方法，并提供可以使任何
人在最短的时间内撰写现代句子和论文。

由于它具有极高的可重现性的阅读理解方法，因此得到那些想在最困难的大学
（例如东京大学）和不擅长现代写作的大学学习的学生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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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后资产选择年金式美元储存保险。

作为世界上有数的负债大国，日本常年不振的经济，2020年的一场疫情对日本经济更
是雪上加霜。再加上日本老龄化问题，今后日币贬值可能是长久性的。

而在日本，有一句退休后还缺2000万日币的民间说法，但是其实如果想要在退休后获
得优质的老年生活，仅仅是2000万日币是不够的，而是需要4000万。

如何避免日币长期贬值的风险，虽然不能脱贫致富，但是可以在退休后稳妥地读过安详
的晚年呢?

在以世界顶尖金融公司等外企企业为中心的金融行业摸爬滚打30多年的作者，通过这
本书告诉大家，如何选择年金式美元储存保险，每个月仅需3万日币，累积1000万日
币资产的方法。

整本书从分析日本经济现状和世界经济走势，以及影响外汇的因素后，通过各种数据验
证选择美元储存保险的可靠性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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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工作从从瑞士银行开始，之后分别在美联蒙太古证券、巴黎国家银证、瑞士大众
银证、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证券、美国美林日本证券、外资寿险公司等多个金融行业构
筑了职业生涯。

特别是在美林日本证券的销售交易员时代，她对影响个别公司业绩的主要国家的经济指
标、汇率、商品市场状况、利率政策等趋势进行跟踪分析，学习到很多。

2012年11月，他以“金钱老师”的名义独立。2013年11月成立蓝力有限公司。基于交
易员时代积累的丰富的经济经验和知识，以“谁也不会教的保护日币的方法”为主题，向
大家传授日本经济和汇率的前景，100年生命的货币策略等。

该讲座已举办500多次，也为1000多人提供了资产运用的咨询。



前言

我的建议是“增加美元并保护日元”
●以美元计价的终身寿险将稳步增长

第1章老年资产指南针

第2章进攻性美元防守性美元

第3章 回顾货币的历史

第4章 推动交流的因素
推动交流的6个因素

第5章美元管理技巧
不要选择高利率货币

第6章如何启动以美元计价的终身寿险

【書名】
『老後資産はドルで増やしな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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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该如何继承？

白手起家的公司该如何继承才能最好地保住公司价值？
继承给谁才能给公司一个良好的未来？
如何避免被继承人纷争？
继承给血脉外的“外人”的好处和坏处是什么？
如果把公司卖掉，怎样给自己的公司做估值？
继承给自己的孩子需要注意什么？
如何做股东对策？

至今很多50多岁的一代社长，甚至60,70岁的社长依然活跃在第一线。
但是，考虑到今后公司的发展，都希望能过顺利地继承，延续公司的事业，甚至企业文
化。

但是，很多社长却对如何继承公司的方法了解甚少。

这本书解说了多个不同继承方法以及其中的利弊，结合继承公司的成功案例和失败案例，
帮助那些考虑继承公司的社长对今后的决断有一个初步但又全面的了解。

【書名】
『社長、会社を誰に、どう継がせますか?～事業承継の新
しい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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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总统开始思考业务接班人的14个问题

第1章 请先了解这一点，以免您错过退出时间
什么是辞职的快乐方法
成功所需的时间比您想象的要长
首先，请咨询您的顾问税务会计师
继承给谁？

第2章 总裁，可以采取“股东措施”吗？
股票是多元化的吗？
五种股票合并方法
您通常会采取针对股东的措施吗？

第3章 是否有继承候选人？
选择自己的孩子还是选择公司员工，还是选择外部人员？

第4章 亲属内的业务继承-传给孩子时要注意的要点
继承“管理理念和使命感”
继承“股票”
共享业务继承的里程碑

第5章 传给员工
股份和管理权将由雇员继承
管理权将由高级职员和雇员继承，股份将由现任总裁的亲属继承
个人担保可以取消

第6章 外部邀请管理人员
将管理委派给外部人力资源
如何在创始人与员工以及受邀经理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第7章 通过并购保护员工和业务合作伙伴
总裁在销售项目前迷失是自然的
并购（公司销售）有三种模式
公司销售的时间表和程序

第8章 也可以选择结业
在决定关闭公司之前
在关闭公司之前知道流程
在关闭公司时要注意的要点

【書名】
『社長、会社を誰に、どう継がせますか?～事業承継の新しい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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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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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油管）上的视频播放率高达1亿2000次，拥有40万粉丝的日本著名分
析国际形势的专家，通过这本书分享了

获取优质信息的方法
将优质信息通过自己语言传达给别人的方法。

当今世界信息快速却复杂，竞争激烈，形势在不断的变化。

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取成功，需要两个关键技能。

第1个是你拥有和别人足够的信息差。
可以说，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就是通过信息差赚钱一点也不为过。

第2个是你有能够将你掌握的信息很好地传达出去的能力。
能够将信息语言化，你就拥有了话语权，拥有了主导权。

首先这位作者是一位世界形势分析专家，他本身就需要在世界各国各种信息中找
到关键的信息进行分析，区分真假，并做出预测。

接着他在对他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粉碎及整合，通过他的自媒体（YouTube，
Twitter等）进行传达。

拥有别人没有的信息，并且能够很好地表达出来，成就了他40万的粉丝，成为这
个领域的专家。

这种收集信息的能力和传达的能力，能够帮助你在任何场景中获取成功。别人对
你的印象，你获得的成果，你的意识・・・所有将发生改变！

在职场，你可以利用信息差和与各部门，领导的传达能力，比别人先升职加薪。
在投资中，你拥有的信息越精准，你的投资回报就会越高。
在生意场上，你拥有足够的信息差，就能比别人捷足先登，占领某一个市场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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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YouTuber。

拥有40万订阅者，其视频的完播数高达1亿。

几乎每天都提供有关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最新信息。

1960年生于神奈川县。 毕业于上智大学文学院，国际基督教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
院。

曾经在美国的美林（Merrill Lynch）和英国的景顺资产管理（Invesco Asset 
Management）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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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第1章“信息收集”是沟通魔力的关键
第2章 通透假冒！收集信息以最快的速度接近真相的秘密
第3章 阅读英文新闻并获得世界一流的信息收集能力
第4章 传达的最基本的“知识诚实”是什么？
第5章 重要的是想象力！如何善于“公开演讲”
第6章 最强大的交流工具，可以抓住对方的心！掌握“幻灯片”和“视频”

【Column】
●国际形势成为YouTuber的最大失败经历
○日常录像制作
●健康和放松方法
○关于声音和发声
●成为YouTuber的成功要点

Chapter



适用于任何考试的“超级思考力”！

考试，解答都离不开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思考能力。
掌握了正确的思考方法，无论是什么科目的考试，都能迅速抓住重点，
轻松解答。

这本书是日本私塾的讲师，结合他早年考取律师资格证书，以及为法律
事务所编制律师考试试卷的经验，基于像通过一定的思考能力把复杂的
法律问题一步一步解决一样去解答试题，就能提升正确率，从而攻破各
类考试难题的想法，公开了很多马上可用的思考工具。

比如，

●“怀疑的力量”是思考的前提。
●谎言是否扩散了维恩图？
●可以用作谎言的“可疑词”是什么？
●当被问到为什么时，请考虑“必要性”和“可接受性”。
●将未知事物视为“相似事物”。
●考虑带有“降雨温度图”的区域。
●专注于图表中的“极端事物”。
●从“理性”和“情感”的角度看待世界。
●在写句子时，请注意“短句”。
●描述问题从“具体”变为“抽象”。

等等。

不同于一直以来，只针对某一个科目的学习参考类图书，这本书专注于考试解答
问题的思考能力，公开了很多适用于各种考试科目的考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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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試験対応! わかる・書ける・受かる 超思考力』
【ISBN】

978-4-7612-3028-9
【著者】
善方 威
【価格】
1,540円
【Page】
208
【発行年月】
2021年2月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書名】
『全試験対応! わかる・書ける・受かる 超思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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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of this book第1章 “正确思考”从“准确的信息”开始〜什么是“怀疑的力量”？
1以“怀疑能力”为思考前提
2作为思考的前提，即使“公开”也是“可疑的”！
3以选择题为基础的令人惊讶的效果是思考“怀疑的力量”的前提
4撒谎毕竟是维恩图的思想前提
5作为思考的前提，法律具有宽的维恩图
6不要以“抽象正确性”作为思考的前提而上当！
7作为思考的前提，“可疑词”是谎言的标志

第2章 <思维工具>应该考虑哪种问题？
1“我不明白思维方式”被这个解决
2当被问到为什么时，请考虑入学考试的问题“必要性”和“可接受性”
3考虑必要问题的“必要性”和“容忍性”
4考虑社会问题的“必要性”和“宽容度”〜主题的“有效性”和手段的“有效性”
5未知的问题很有可能!!考虑“相似的事物”！
6即使在入学考试题中的“与未知相遇”中也要记住“相似的事物”！
7考虑“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很好”和“多样性”
8同时考虑“多样性”和“特殊性”
9学生没有注意到的“多样性”观点
10用“特价商品”考虑工作，经济和管理
11在政治和公民权方面，“公共利益”比“利润”更重要
12“货币专项”供求关系
13用“气候记录仪”考虑区域问题
14从“气候记录仪”中猜测具体事实
15在图表中，我们关注“极端事物”
16从“理性”和“情感”的角度看世界“ Nispewan”
17让我们使用“ Nispewan”
18从“自信心”和“妥协与合作”的角度看世界
19用“ Nispe”回答“简介”问题

第3章 思维输出中有技巧
1输出想法
2如果写的是简短的句子，则可以写出可以传达的句子
落后3分
4写作技巧，从具体到抽象
5写作技巧从抽象决定词思考特定内容
6注意因果关系
7不要忽略中间
8首先，不要误会



从例句学习英语语法，英语词汇，英语表现以及英语思考法的一本书。

整本书每一篇从3个例句出发，引导学生学习考试中常出现的英语语法
问题以及表现方式和相对的英语词汇。

对于要写英语作文的学生来讲，一开始的难关就是在各个场景下该如何
表现。如果掌握了每个场景的英语表现方式，语法和关键词汇，就能一
句一句地写出英语作文了。

是一本写英语作文的入口级的书。

【書名】
『大学入試 英作文が1冊でしっかり書ける本 和文英訳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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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文捕捉中的重要事项
1找出问题所在
2根据正确的语法写英语句子
3知道如何挂

PART1常用语的英语组成
第一课谈论日常生活
例如：“我每天早餐前学习30分钟英语”
Lesson2现在谈论这一刻
示例“我属于足球俱乐部”
Lesson3谈论过去到现在
例如：“当我们到达车站时，火车已经出发了。”
Lesson4准确代表过去和未来
例子：“我曾经放学后和他一起去唱卡拉OK。”
Lesson5代表时间的流逝
例如“我三年来第一次去水肺潜水”等。

PART2语法和措词的英语写作
Lesson42掌握被动语态
示例“音乐视频在YouTube上的观看次数已超过1亿次” Lesson43比较：写“ same ... times”
示例“他的薪水是我的薪水近四倍”
Lesson44比较：写“ Ichiban”
示例“新iPad的性能比旧iPad好得多”
Lesson45比较：写“你做得越多”
示例“阅读的漫画越多，您将了解到更多日本文化。”
掌握不定式的Lesson46
例如“学校应该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等。

PART3思维英语作文
Lesson71英语写作原则：传达信息
例子“我很紧张，我的心从我的嘴里冒出来”
Lesson72掌握疑问词转换的内容和方式
例如：“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阅读的美妙程度”
Lesson74平假名转换：将汉字转换为平假名
示例“这本书很难，所以我正在考虑重读。”
Lesson75主题转换
示例“听她的故事使我想学习更多”
Lesson76交换“确认”和“拒绝”
例如“只有我们的员工才能访问此信息”等。

【書名】
『大学入試 英作文が1冊でしっかり書ける本 和文英訳
編』
【ISBN】

978-4-7612-3029-6
【著者】
関 正生,桑原 雅弘
【価格】
1,430円
【Page】
232
【発行年月】
2021年2月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日本著名私塾老师通过这本书帮助初中学生在一个月记住初中3年级关
键短语500个。

ZONE1对话表达

早上好/晚安/见到你很高兴
专栏 我记得我喜欢的感受

ZONE2基本动词中心成语
坐下/洗个澡/散步等
专栏 学校给人的印象

ZONE3介词中心成语1
到达/停留/中午/在任何时间等

ZONE4介词中心成语2
从A到B /从〜/从〜听到
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专栏！

ZONE5以语法为中心的学习
想要/决定/需要/尝试等等
可以一起记住的单词和表达

基本动词/基本介词/以不定式为宾语的动词/
将动名词作为对象的动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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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先来做一个测试！
请看下图。当你站立时，双手放下的时候，你的食指是朝左图的哪个方向？

如果是① 你的背部可能已经驼背，你的肩胛骨
可动区域非常少，而且骨盆也可能已经松懈。

如果是② 没有问题。

如果是③ 胸背挺直，屁股和骨盆也十分紧，是
一个不容易疲劳的身体！

像骆驼或者大象这样的大型动物，是通过一种叫做
“侧对步”的方式走路的，这种走路方式是不会让
头上下摇动的走路方式，这样可以减轻身体的负担。

然而人类由于头部很重，为了不给身体造成负担，
需要让头始终保持在身体的正中央。很多人之所以
驼背就是因为将头部前倾，给颈部和肩膀，甚至整
个身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但是，人类的退化以及自然的重力，想要保持正确
的姿势是非常困难而且疲劳的。

作为整骨院的医师的作者，找到了一个可以通过
“稍息”这个姿势来减轻头部对身体的负担的方法。
并且通过衍生“稍息”这个动作，结合作者20多年
的整骨经验，教大家如何针对身体不同部位的病痛
和问题，进行自我治疗。

书籍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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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医师。他经营了20年的整体学校聚集了来自日本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学生。通过自
己的专业对身体结构的了解和多年的整体经验，开发了自己的一套通过“稍息”姿势衍生
的“骨盆力”自我治疗法，受到了广泛好评。

自己为了测试自己开发的“骨盆力”自我疗法，以54岁的高龄，零经验的参赛者参加了被
称作是世界上最严苛的马拉松大赛“撒哈拉大沙漠马拉松大赛”，在途中昏倒后通过自己
开发的自我疗法完成大赛，

之后，在“稍息”的姿势中加入呼吸法和精神护理，59岁时，在海拔3000米地带、有高山
病危险的印加丛林中跑完了240公里。在迎来花甲之年的一个月前，他连续7天湿着身体跑
完了玛雅遗址丛林200公里的路程。用生命证明了“稍息”的姿势的可能性。

这张图是82岁的一位女性。左2图是左1图在练习40
分钟后拍的照片。右1图是左1图在每天练习15分钟，
1个月后拍的照片。
本来这位女性是坐轮椅的，结果通过作者的方法，3
个月后，可以站立走路，并且去国外旅游了。

因为驼背加上生理期半年才1次，通过作者的方法，
不仅驼背也没有了，生理期也回复了正常，而且疼痛
难忍的生理痛也消失了。即使已经过了1年依然没有
再复发。

作者简介

整本书针对从头到脚，包括肩部，肩胛骨，手，腰部，膝盖，脚等多个部位的病痛症
状，提供了减轻负担，预防等运动方法。

并且结合生活中的一些生活场景，比如为了防止开冰箱，系鞋带这些动作闪到腰如何
做，在地铁里看手机用怎样的姿势防止驼背等等。

通过作者的一系列简单的运动方式，已经花甲的老人，都告别了身体的病痛，甚至告
别了身体不自由。



1983年1月18日出生。位于东京都港区三田的针灸院“专注良治”院长。
早稻田医疗专门学校(现人类综合大学针灸医疗专门学校)毕业。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临床解剖研修结业。

2010年开院，至今已为20,000人实施手术。从中医和西医两方面来帮助患
者进行治疗。

由于自己学习了芭蕾者有效的身体的使用方法，结合这些使用方法对患者
疼痛处一针见血地进行治疗，获得了大量好评。

也被称为“芭蕾舞演员的治疗院”。2019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芭蕾按摩
手册》，在学习芭蕾的人们中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另外，在YouTube上，
他还亲自拍摄了从舞蹈演员到一般人的芭蕾整体舞，并进行了解说，博得
了好评。

【書名】
『体が思い通りに動くバレ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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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4-7612-7527-3
【著者】
島田 智史
【価格】
1,430円
【Page】
112
【発行年月】
2021年1月

芭蕾整体！

芭蕾×中医×解剖学

告别僵硬疼痛的身体，让身体柔软，行动自如。

本书结合中医的经脉原理，和解剖学知识，让身体僵硬疼痛的原因可视化，并
通过芭蕾舞中，身体，肌肉运用的方式，帮助身体僵硬疼痛的人的身体变得更
柔软舒适。

本书总结了从孩子到老人自己都能做到的调整身体的方法。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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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系でも数式なしのPython×Excelで稼ぐ力を上げ
る!』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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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日比野 新
【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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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272
【発行年月】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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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生也能懂！Python×Excel提升赚钱能力！

工作，副业，创业...
可以在任何商业场合使用，都能增加你收入的一个技巧，

就是“数据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你能获得的工作优势有：

●可以缩短会议时间
○不再是那些声音大的人的天下
●您可以拒绝不负责任的意见
○了解“销售趋势”
●变得“更有说服力”
○对固定的方法进行改变
●易于制定销售策略
○成为可靠的人

等等。

而有效进行数据分析的工具就是Python和Excel。

这本书通过简而易懂的方法，不需要特别的公式，帮助文科生也能
轻松掌握结合Python和Excel，有效进行数据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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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和“解得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事！

在日本考生中获得压倒性支持的超人气讲师，通过这本书公开最强的通过
框架解开物理难题的方法!

本书是彻底执着于“解开”的一本书。

只要掌握了“电磁”“波动”“原子物理”领域的24个框架，无论在考试
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都能看穿解题方法!

【書名】
『物理の解法フレーム[電磁気・波動・原子物理編]』
【ISBN】

978-4-7612-3026-5
【著者】
笠原 邦彦
【価格】
1,430円
【Page】
180
【発行年月】
2021年1月

↑Scan and wat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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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电磁
框架1 如何找到静电场
框架2 静磁场
框架3 电路的状态
框架4 电容器的内部结构
框架5 瞬态现象/电振动
框架6 电路能量
框架7 电磁感应①
框架8 电磁感应②
框架9 交流电路

第二章波浪理论
框架10 波形图
镜框11 反射
框架12 驻波
框架13 自然振动
框架14 咆哮
框架15 多普勒效应
镜架16 折射
框架17 如何制作波动公式
框架18 干扰条件
框架19 光线干扰
镜架20 镜头

第三章原子物理学
框架21 浅颗粒感
框架22 物质波特性
框架23原子结构
框架24 原子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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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EN7的代表，原駿台予備学校物理系讲师。

从东京大学理学部物理系毕业后，进入东京大学的一等理科课程，博士学位课程（专门
研究重力波）。

自从成为研究生以来，他一直在日本知名私塾SEG和駿台予備学校讲课，他在班级满意
度调查表和班级客户数量中排名第一。他还负责创建大学的教材和模拟考试。

除了追求提高学术能力的效率外，这些讲座还传达了物理的乐趣，并介绍了超越学科范
围的通用学习，这些课程让200人的教室也坐无缺席，并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

他还擅长将学生的答案立即反馈给学生的小组课程，并为老师举办了30多次教学方法
研讨会。
2019年4月独立，成立了合资公司JUKEN7。

通过各种媒体（例如app，pdf和paper）开发和传播教育内容，例如教材，学习方法
和考试信息。
此外，在开发一种将视频和LIVE相结合的新型课程的同时，也注重和学生，以及学生家
长的交流。

Author



高考中的历史考试中，有很多学生都对“阅读历史材料”和图形解答问题
非常头疼。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案例，帮助学生掌握解答这些题的方法和技巧。

【書名】
『大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世界史Bのグラフと資料の読み方
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27-2
【著者】
吉屋 大樹
【価格】
1,540円
【Page】
272
【発行年月】
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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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日本知名私塾駿台予備学校世界历史讲师。 在庆应义塾大学文学研究生院
完成了硕士课程后，担任现职之前曾担任过预科学校的工作。

重点放在“看历史的观点”和“使用地图学习历史”上，开发了独特的教
课方式，被学生赞赏为“绝对不会睡觉，很开心”的课。

同时还创建各个级别的模拟考试题，其质量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 “也许
是当今世界上日本模拟考试题最多的世界历史讲师”。

以这种方式获得的研究结果在高中教师的研讨会上分享，帮助提高年轻教
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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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图形问题
图问题的特征
问题1 世界人口的变化
问题2 中国人口的变化1
问题3 中国人口的变化2
问题4 中国大陆的温度变化
问题5 法国的“人口危机”
问题6 英格兰的长期人口变化
问题7 英国人口的年龄构成
问题8 法国妇女外出工作的变化
问题9 妇女就业率
问题10 东德和西德的大学生人数和女学生百分比
问题11 伊斯坦布尔按宗教和宗派划分的人口
问题12 塞尔维亚人死亡
问题13 军事人员在男性人口中的比例
问题14 英国军事成本趋势
问题15 欧洲国家的军事成本趋势
问题16 两次世界大战
问题17 国家参与冲突中的死亡人数
问题18 美国的公务员人数
问题19 每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比率1
问题20 每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比率2

第二章实质性问题
文件问题的特征
问题41古希腊
问题42古罗马
问题43关于金封
问题44中国王朝与邻国的关系
问题45清史
问题46伊斯兰教的历史
问题47从西方看的外部世界
问题48启蒙思想
问题49税收和贡税的历史
问题50世界历史上的家庭和家庭

第1章图形问题
问题21：英国棉花工业课
问题22 帆船和轮船的过渡
问题23 国家铁路营业公里数
问题24 工业统计1
问题25 工业统计2
问题26 移民到美国1
问题27 移民到美国2
问题28 移民到美国3
问题29 20世纪美国社会
问题30 中国学生人数的变化
问题31 印度移民趋势
问题32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难民身份申请数量
问题33 菌落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问题34 国土和殖民地
问题35 欧洲小麦价格的变化
问题36 英国谷物进口
问题37 英国原棉进口
问题38  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贸易
问题39 汇率和原油价格分类
问题40 世纪下半叶每个国家的GDP

第二章实质性问题
习题51美国历史（1）
问题52 19世纪的亚非人民起义（1）
问题53 19世纪亚非人民起义（2）
问题54现代日本/中国/韩国
问题55第一次世界大战
问题56俄罗斯革命
问题57第二次世界大战
问题58美国历史（2）
问题59巴勒斯坦问题
问题60世界末日时钟



・日本yahoo !金融股价预测2012年胜率第一，实现39连胜的证券分析家。
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行市的福神”（由日本NIKKEI无线电命名），其独特
的清晰明朗的口条广受欢迎。

・1965年生。毕业于关西大学工学部。在日兴证券(现SMBC日兴证券)从
事面向机构投资者的篮子交易业务。日兴证券成立时，作为创始成员转籍
到日兴证券。此后，他先后任职于minex证券、kabu.com证券(现au 
kabu.com证券)、TRADERS证券、moneypartners、SBI证券的多个证券
公司，现在在ZAISAN Net担任企业调查部长。

Author

【書名】
『株は社長で選べ! コロナ継続・収束問わず確実に勝ち
続けるたった一つの株式投資術』
【ISBN】

978-4-7612-7523-5
【著者】
藤本 誠之
【価格】
1,650円
【Page】
248
【発行年月】
2020年12月

选股票就是选社长！真正股票投资的达人都是通过社长来选择股票的。
新冠病毒席卷世界，也让很多日本的企业陷入了危机。
但是，在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环境中，却隐藏了很多机会。

本书的作者是一位经历了多个证券公司的投资专家，并且在日本雅虎网的金融
区域的股票预测专栏中，达成了39连胜的成果。当时其他人都停止于10连胜
的时候，他的预测率却比其他人高了近4倍。

就是这样一个作者通过这本书，公开了选择股票，提高投资胜率的具体方法。
加上作者本身也是在日本见过上市企业社长最多的第一人，通过和社长的交谈
获取的信息，也结合在这本书中，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投资者进行判断。

这本书在第一章公开了很多其他投资人没有预测到的事实。比如为什么航空业
比旅游业更不安，比起中小企业，大型企业可能更危险等。
第二章说明了通过社长选股票的原因，第三章更是直接公开了50个严选股票。
第四章给出了素人也能够通过社长选择优良股票的具体方法，第5章则是进阶
技巧。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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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个优选股票，包括股票Code，优选的原因等

进阶阶段，通过图表说明买和卖的时间点以及具体的技巧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作者的YUKA&れいたま 是由YUKA(渡部佑香)和れいたま(塩野恵利)两位构
成。幸福恋爱顾问。

两位作者都经历过多次不幸福的恋爱，劈腿，被分手，不被爱等等。
YUKA甚至经历了30多次的恋爱都以失败告终。

两位作者以恋爱失败为契机，转为提高自己的自我肯定感，通过吸引力法
则最终都获得了美好的爱情和婚姻。

Author

【書名】
『自己肯定感を上げるだけで最高の恋がすぐ叶いまし
た。』
【ISBN】

978-4-7612-7524-2
【著者】
YUKA&れいたま
【価格】
1,430円
【Page】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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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恋爱需要技巧吗？ 不需要。

只要能够提高自己的自我肯定感，就能实现最完美的爱情。
恋爱技巧只不过是在有自信的前提下的附加调味料。

穿着他喜欢的衣服。
做他喜欢的料理。
配合他的日程。

明明自己都做的几乎完美，最后他却劈腿和自己分手。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没有人想要一个没有价值的东西。人也一样。想要获得最高的恋爱，先要爱自
己。

这本书分析了众多女性恋爱失败的原因，并给出了提高自信，提高自我肯定感
的具体方法。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没有自信的女孩子在恋爱
初期就开始“无私奉献”
自己。
但是，男性是对自己给别
人付出感到愉快的动物。

过于降低自己的价值认为
只有自己无私付出才能换
回爱，只会适得其反，让
男性更加不珍惜自己。

【書名】
『自己肯定感を上げるだけで最高の恋がすぐ叶いまし
た。』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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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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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总是没有结果的女孩子的特征

提高自我肯定感的7个步骤

1.了解自己的100个魅力
2.接受自己不喜欢的地方
3.取悦自己
4.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为
自己辩护
5.表扬自己
6.累积成功体验
7.制作自己的使用说明书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書名】
『自分史上最高のキレイが手に入る顔タイプメイク®』
【ISBN】

978-4-7612-7515-0
【著者】
岡田実子
【页数】
144p
【発行年月】
2020年11月

找到适合你的妆容，激发你的最大魅力。

很多女性都通过各种媒体学习化妆，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失败。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妆在别人脸上就显得特别漂亮，但是同样的妆到了自己脸上似乎
总是差强人意。

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脸其实不一样。脸型，骨骼，五官的大小等等。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妆容，才能引出你最大的美丽。

这本书教大家通过“颜分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化妆，并且手把手地教大家如何化，也解
说了通过改变一些地方，就可以在“可爱”，“酷”，“娇柔”，“清爽”等多个风格中
转换自如。

这本书是作者继《“颜分析”找到你的时尚风格》（图片如下）的另外一部专注于化妆的
书。

作者简介

个人形象顾问。一般社团法人日本脸型分析协会代表理事。
个人形象沙龙 HAPPY SPIRAL负债人。

毕业于立命馆大学，在企业任职3年后结婚。
担任了一年的家庭主妇后，从事化妆品销售工作，获得全国最佳的销售成绩。

为了让女性更全面地展现魅力，不光只是靠着妆容，还有色彩及服饰，接续报名色彩，
个人形象，彩妆，骨架分析，造型等7所学校，深入钻研。2005年开始担任个人形象顾
问，并在银座设立沙龙，至今已为5000名意向的客户提供分析及咨询服务。

多年来，在以骨架和基因色彩分析为客户提供建议的过程中，意识到“脸型”对打扮的
合适与否影响甚大，以此为契机，提出独特的脸型分析发并提倡。将脸型分为8种，依
据个人脸型搭配合适的穿搭，一经推出便备受好评。

2016年，创办个人形象顾问＆彩妆讲师专业人才养成学校”HAPPY SPIRAL Academy"。
2017年，成为一般社团法人日本脸型分析协会。



自我诊断找到自己的脸型和适合的妆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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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行年月】
2020年11月

具体化妆方式

附上书中用到的化妆品，给爱美的女性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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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Leader 根本不会管属下。
只有1%的人才知道的管理的“正确答案”。

管理需要“逆向思维”，就像我们运动，

不是因为你太累了无法运动，
而是运动了从而获取了不容易累的身体和精力。

管理同样，

不是属下有热情工作，团队才能有更好的成果，
而是整个团队沉浸在完成各项任务，最终完成目标，获得优异的业绩，员
工自然能够对工作更有热情，更有干劲。

所以，leader应该把焦点放在“任务”上，让团队的员工明确各自的任务，
让团队变得更高效，然后通过不断地完成任务累积成功体验，提升整个团
队业绩。

这本书对比了大多数企业现在由于过多的管理“人”却无法达成目标的原
因所在，对比把焦点放在“任务”上的团队的差别，在这基础上通过一些
工作中常见的场景具体地解说leader 应该如何将一个大的目标细分成一个
一个小目标，并分配给团队的成员。

除此之外，以任务为焦点的团队如何在会议以及沟通上下功夫，成为一个
真正的“快速处理任务”的高效团队。

现在，在中国，很多领导都烦恼于如何让那些90后，00后听话，相信这本
书能够给这些管理者有一个很好的启发。



大多数企业中团队的做法

扫二维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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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快速处理任务的团队

attax-sales代表董事社长。

进入企业现场，让目标“绝对达成”的咨询顾问。是日本知名的将“予材管理”
的理论体系化，并使其系统化的一人被认知。12年通过1000次以上的讲座，演讲
以及出书，连载的方式，普及“予材管理”。从软银，NTT docomo，三得利等
大企业到中小企业，支援了将近200家公司。并且为东洋经济， 「PRESIDENT」，
日经BUSINESS等著名商业媒体执笔。此外他的个媒体草創花伝，有4万以上的企业
经营者，管理者订阅。其他著作有《创造绝对达成精神的方法》、《绝对达成圣
经》等“绝对达成”系列，还有《用“空气”推动人》、《让自己变强》等。大
部分著作在中国、韩国、台湾都有翻译版。逻辑性的技术，激烈热情地传达方法
是他在研讨会的最大的卖点。

清晰任务有利于团队目标明确，团结一致

Author

不断快速处理任务的团队如下图所示，主树干扎实，才能不断成长。而大多数企业由于
主树干的目标不明确，任务暧昧，导致团队散漫。

Task是Project的再拆分。Task和Project的区别主要有3个。

1.能够估算完成这件事需要多长时间的是task，不能估算的是project。

2.Task是一开始从大目标拆分出来，并且自己亲自设定的东西
工作中有很多突然同事要求帮忙的事情，这个做不做是另外一件事，但是需要意识到这
些都不是task。因为不是最初亲自设定的东西。

3. 自己亲自动手，动脚，动口的才是任务。

明确这个定义后，作为Leader需要掌握数值化的技术。
也就是说把每个工作进行拆分，并且估算作业时间，这样就能够
把任务明确，给每个成员分配任务，通过日程管理，
可以将任务清晰可视化，也能够让每个成员抱有紧张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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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中人才会成长。
危机中人才会成器。

自己负债140亿日元，却靠着“保护公司，保护家人”的强烈意念，通过8
年和债务，甚至疾患的斗争，终于把债务还完。

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三条庆八。

现在作为株式会社J-Life Support的董事长，借鉴他的“起死回生”之术，
为广大的经营者，企业家进行咨询服务，帮助更多企业在战胜危机，获得
盈利。至今已经拯救了1200多家企业。

这本书的构成主要分3大部分。

一，社长的危机突破力：如何对应经营环境的突变
二，社长的危机突破力：如何解决金钱烦恼
三，社长的危机突破力：如何跨越突来的危机

在这3个大部分中，结合多个不同的真实企业如何突破危机的案例，给了
37个建议。

比如，

无论在任何危机下都能保护公司的社长，把眼光放在5年后10年后从现在
开始积极地进行商品开发。

无论在任何危机下都能保护公司的社长，都能回归原点，找到并发挥自己
公司的强项，彻底地逆袭。

在每一个案例中也会插入“这里是突破点”的经营提示，让每个经营者，
或者说每一个leader，都能从中找到经营，管理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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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任何危机下都能保护公司的社长，都能回归原点，找到并发挥自己
公司的强项，彻底地逆袭。

京都的一家米店老铺 八代目仪兵卫的案例。

日本人吃米的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日本用面包和面条代替米饭，使得
整个日本的大米市场不断缩小。

2008年接手的桥本社长以“让更多人吃到好吃的大米”为经营理念，进行
了一系列的新的尝试和挑战。

从以前开始，日本的大米都是混合大米。

由于出现一些商品盲目选择国外的大米而非优选，让很多人对混合大米的评
价日益降低。

现在像koshihikari这些单一大米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顾客都可以去大超
市轻易购买到好的单一大米。这样，像仪兵卫这样的米店老铺的竞争力越来
越弱。

但是2008年，桥本社长任职后，他发挥“混合”的强项，非盲目选择混合
大米，而是对每种大米进行优选，根据不同需求，不同口味，不同目的，不
同风味进行混合，并通过向顾客指导每种大米的炊制方式，因而引起了巨大
反响。他们只选最优上大米混合的品牌“翁霞”甚至成为了京都乃至日本全
国一流料亭使用的大米。

之后通过精致的包装方式挖掘起送礼的需求，让更多人品尝到了好吃的混合
大米。

这样的挑战，帮助这家米店从危机中重振昔日雄风，10年的销售额翻了10
倍。



【書名】
『神マンガのストーリーで学ぶMBA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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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9部大家熟知的漫画学习MBA知识入门。

1.名侦探柯南×逻辑思维
2.境界触发者×市场营销
3.全职猎人×人才管理战略
4. 逆转监督（GIANT KILLING）×领导力
5. 宇宙兄弟×上司管理
6.只有神知道的世界×会计
7.Dr.STONE ×金融
8. 排球少年×经营战略
9. 海贼王×志

通过分析每个漫画中的几个案例，帮助读者学习本来很难理解的MBA的知
识点，通过漫画形式让读者轻松掌握知识点，并且能够快速运用到工作中。

作者简介

作者拥有日本知名MBA教育机构GLOBIS MBA毕业证书。

作者本身是拥有一家叫做DRONE PILOT AGENCY股份公司。以无人机和
图像分析AI的构造物等的恶化诊断为中心扩大事业。

除此之外他的身份是在MBA教育机构GLOBIS的漫画分析社团MBA漫画研
究会的主导人员，专门通过漫画来分析漫画中的MBA理论。他还与日本周
刊《youngjump》连载的商业漫画《stanup start》合作。

他的另一部作品为『名探偵コナンに学ぶ ロジカルシンキングの超基本』
《和名侦探柯南学习 逻辑思维的超基本》。

扫二维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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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柯南的3个故事，讲述了逻辑思维的重要性（柯南自己变小以后如何通
过逻辑思维的方式推测阿笠博士的行为说服阿笠博士自己就是新一），以
及在推理过程中毛利小五郎只根据眼前事项推理无法特定issue导致推理失
败，而柯南却利用特定issue，并利用逻辑框架思维导出结论的方式，最终
破案。而这种思维方式即是MBA中的逻辑思维方式。

柯南×逻辑思维

海贼王×志

学习MBA，运用在工作中。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需要随时思考我
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只有不断地思考工作的本质，才能帮助我们看得更远。

通过海贼王这本漫画中的故事，探讨我们如何寻找“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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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データ分析の先生!文系の私に超わかりやすく統計学を
教えてください!』
【ISBN】

978-4-7612-7505-1
【著者】
高橋 信
【页数】
240页
【発行年月】
2020年9月

统计学逐渐独立于数学、数据，成为一种处理问题的科学方法，并渗透到
生物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学等所有需要整理、描述、分析
数据的学科。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统计学在生活和工作中还能帮助我们认清事实，对事物有一个更清晰的认
知，而不是随波逐流。

然而说到统计学，大家脑中浮现的就是和数字打交道，需要理科的大脑等
等这样的印象。

这本书是一本专为文科生打造的学习统计学的基础书，书的构成由老师和
一位学生通过对话的形式，结合案例，循序渐进地讲述各类统计学的知识。
并结合手绘和图标，让学习过程中也不失乐趣。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1972年生于日本新泻县。毕业于九州大学艺术工学研究科信息传送学科。
曾经在民营企业中担任数据分析和讲师的工作，之后在大学担任讲师，研
究员等工作。现在以作者以及讲师的身份为企业以及大学进行讲课。

其主要的著作『マンガでわかる統計学』（《漫画学统计学》），『マン
ガでわかる線形代数』（《漫画学习线性代数》）等书籍也被翻译成瑞典
语，意大利语，俄罗斯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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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1日1分押すだけ! 医師が考案した くすりツボ』
【ISBN】

978-4-7612-7506-8
【著者】
高橋 徳
【页数】
128页
【発行年月】
2020年9月
简体字12/10 结案

本书结合西洋医学和中国中医学，基于穴位和催产素的关系，从消除压力
的穴位，到帮助女性保养肌肤，体型以及头发的学会，以及治病的穴位等，
针对不同的目的进行各种穴位的功能解说以及找穴位，按摩穴位的方法等。

穴位作为中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维持人体健康的概念，已经具有了悠长
的历史。

然而，却没有从西医的角度来被验证过。

作者特意去了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了穴位和催产素的关系，从
西医的角度再次证明通过按摩穴位产生催产素，而催产素给人体健康带来
的好处。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医学博士。在日本拥有自己私人医院的院长、美国威斯康星医科大学名誉
教授。

1977年，神户大学医学部毕业。在医院的消化器官外科给患者看病的时候
，意识到过于偏重于西洋医学的现状和在日本容易被忽视的东洋医学并认
识到“自我护理”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1988年去了美国。曾
任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杜克大学教授，2008年就任威斯康星医科大学教
授。美国时期的主要研究课题是“针灸的作用机制”和“催产素的生理作
用”。了解到“催产素”才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2013年，在家乡岐阜县开设了综合医疗诊所，该诊所应用西洋医学和东洋
医学各自的优点，提供提高自身治愈能力的护理。2016年，在名古屋市开
设“综合医疗诊所德”。担任“日本健康创造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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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生也能快速掌握的数据分析术。

工作中会有很多时候遇到数据分析，数据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客观事实，
也能够帮助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说到数据分析，很多人想到的是和数学相关，从而让文科生望而却步。

但是这本书避开复杂的数学公式，不从复杂的理论出发，而是比如，

○如何从数据分析倾向和原因，
○如何通过数据分析解决问题，找到最佳方案，
○不同种类的数据分别通过怎样的图标进行有效的分析

等等，结合非常多的案例，帮助我们能够学到立刻能够运用到工作中的实
战技巧。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擅长编辑科学类的书籍。统计
学类的书从入门到高阶，以及利用excel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相关的书制作
了30多本。

之后成立了自己的编辑室，成为一位自由编辑人。利用一直以来的经验，
主要制作科学类的书籍。

作者也是日本数学协会会员。基于自己的科学知识和编辑经验，作者擅长
将复杂的科学知识通过简而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获得了很多好评。

这本书也不例外。

【書名】
『文系でも仕事に使える データ分析はじめの一歩』
【ISBN】

978-4-7612-7507-5
【著者】
本丸 諒
【頁数】
208頁
【発行年月】
2020年9月



数据分析和数学的区别

数学是演绎法，必须使正确的。
而数据分析是归纳法，根据不
同情况，最后的结果未必是正
确的。

比如，黑天鹅事件。

奥巴马竞选网站

奥巴马竞选募集资金网站由谷歌负责。

通过不同的照片，视频，以及最后点
击投票按钮的文字（sign up/join us 
now/learn more）的组合，找出最佳
方案。

也打破了很多人认为视频比照片更有
说服力的假说，最后是和家人的照片
和learn more的组合，让他获得最多
的投票。

再次佐证人的直觉是不可靠的，需要
通过数据分析才能找到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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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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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小学校6年生までに必要なプログラミング的思考力が1
冊でしっかり身につく本』
【ISBN】

978-4-7612-3009-8
【著者】
熊谷 基継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7月

小学6年级前掌握编程式思考力。

编程的基本步骤就和料理一样，“分解”→“整理”→“组合”。

而编程的思考方法是：按顺序执行→反复→按条件分类。而我们的生活很
多事情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通过这样的模式来进行的。

比如，我们的一天。起床后，到睡觉就是按照顺序执行。8点前是慢慢地吃
早饭还是急冲冲的吃早饭，就是按条件分类。而在学校上完一节课，接下
来有课的话，继续呆在学校上课，这个就是反复。

这本书通过Scratch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针对幼儿的编程软件，通过16个
作品的编程，帮助孩子养成思考能力。每个作品的教程后，都有10个挑战
问题，帮助孩子从体验到创作，然后激发他们的兴趣，从而自发的学习。

内容简介

按顺序执行

条件分类

反复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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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4-7612-3009-8
【著者】
熊谷 基継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7月

Scratch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幼儿园团队”开发的图形化编程工具，这
个软件的开发团队称为“终身幼儿园团队”（Lifelong Kindergarten 
Group）。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一眼喜欢上这个软件。建立起做编程的欲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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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肩・首・腰・頭 デスクワーカーの痛み全部とれる 医師が
教える最強メソッド』
【ISBN】

978-4-7612-7493-1
【著者】
遠藤 健司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7月

东京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医师指导消除肩膀，颈部，腰部疼痛以及头疼的最
强方法。

长期坐办公室的职场白领大多都因为坐姿不良，长期伏案工作，以及长时
间低头看时间等原因，造成肩膀疼痛，颈部僵硬，以及腰疼，头疼等。

这本书分析造成僵硬疼痛的原因，并介绍了多个消除疼痛的运动方法，以
及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可以避免僵硬，疼痛的方法。

内容简介

每过15分钟调整一次坐姿，
能够有效化解对背部和腰部的负担

看手机时用一只手支撑另外一只手，
就能减轻对肩膀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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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和颈部僵硬会刺激到眼睛的
三叉神经，导致眼睛疼痛

扫描二维码观看
具体按摩方法的
视频

手臂放在桌子上，用桌子支撑手臂，
可以减轻对肩膀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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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不器用な子どもがしあわせになる育て方』
【ISBN】
978-4-7612-7502-0
【著者】
宮口 幸治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7月
Korea×

接住孩子的求救讯号：同理临界智能孩童的生存难处。

日本热卖五十万册《不会切蛋糕的犯罪少年》畅销书作者，的全新力作！
所有关心并想理解孩子行为的大人都应该要阅读的一本书！

作者原为儿童精神科医师，由于深感自己的无力与医疗的极限，转为投入少年院，担任法务技官十多
年，寻找改善孩童偏差行为的线索。

当站在第一线，实际与犯罪少年相处，才得知这些孩子惊人的共通点──不会均分蛋糕、不会临摹简
单图形、不会加减乘除、看不懂汉字。原来，他们缺乏基本的「认知功能」，急需介入援助或接受特
殊教育。

「四次障碍」，道尽孩子们悲惨的一生

犯下杀人、强暴、猥亵的少年重刑犯，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麽？凶神恶煞、攻击性强？不！回溯这些
少年的国中小成长过程，他们是一群无法适应一般教育的孩子：班上成绩倒数、容易生气、丢叁落四、
无法融入团体生活、遭到排挤和霸凌。

作者以「四次障碍」说明这些孩子艰辛的一生：

【一次障碍】少年本身有「发展障碍」或「智能障碍」。

【二次障碍】学校老师并未发觉其障碍，仅将少年贴上「不会念书的问题学生」标籤。

【叁次障碍】进入少年院，教官也未察觉其障碍，加上管教不当导致少年的情况恶化。

【四次障碍】少年长大出了社会，更不为人谅解，又备受歧视，最后犯下罪行，再度关进监狱。

……这简直是将一群需要协助的孩子们一步步推往地狱的过程！

这些孩子在小学阶段就不断透过「问题行为」发出「求助讯号」。然而，我们看见了吗？又或者当作
一回事吗？

本书前半部分通过多个孩童的真实桉例，比如上课发呆，或者无法理解别人的情绪，造成和同学的关
系恶化，等等，分析了各种临界智商的孩童的行为的原因，在后半部分介绍了多个不会伤害儿童心灵
的「认知功能强化训练」，帮助家长科学地对应“临界智能”的孩子，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临界智商”严重的会进少教所，轻者会影响到孩子的成绩，和别人的人际关系，进入社会各方面的
协调性，影响到孩子一生的人生发展。

正因为这种症状常常被认定为“调皮”，或者“不听话”，而没有引起重视，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结
果。通过这本书，让跟多的家长认知到这个问题，并认知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以“调皮”或者
“不听话”来概括，而是从科学的角度真正关心到孩子，帮助孩子走出困境，走上幸福的道路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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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癥状？

动作笨拙、身体不协调、手脚不灵活、反应迟钝。
有沟通障碍，和同年龄的孩子无法成为好朋友。
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常让周围的人困扰。
根本没有心思学习。
经常忘记东西。
总是对家长反抗。
不听别人的话，只主张自己的意见。
不做不想做的事，逃避自己讨厌的事。
。。。。。。。等等

曾经在少教所担任儿童精神科的医生指出，在少教所的很多儿童和少年都有这样的“笨拙”现象。这是一
种“临界智能”现象。

比起在少教所的孩子给人“暴躁”的印象，作者留下的印象是这些孩子不仅真诚而且友好，但是唯壹就是
“笨拙”。

笨拙不仅体现在身体的不协调上，还表现在无法正确理解别人的话语和行为，沟通能力差等。

这些孩子其实在少教所以外也有很多，他们的IQ在70-84之间，由于不符合“轻度的认知障碍”的标準，
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的，但是他们却处在“灰色地带”。

这种“笨拙”其实是壹种儿童发展性协调障碍，根本上是“生存力”的障碍。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没有办法认知到自己的错误。所以，像这样的孩子如果小时候没有及时指导和改善，很容易犯罪，和社
会脱节，甚至进入少教所，监狱等。

本书分析那些“笨拙儿童”的特征，并出示了具体的改善方法。

任何壹位家长，如果担心自己孩子的状况，都可以通过这本书找到答桉并找到方法。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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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心理师。京都大学工学院毕业后，进入工程顾问公司工作。之后重回校园，就
读神户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于精神科医院、医疗少年院担任儿童精神科医师。2016年起执
教鞭，担任立命馆大学产业社会学院教授，同时是「日本COG-TR学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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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为什么我的孩子“活的很艰辛”？
2 生活困难儿童的叁大笨拙
3 生活困难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的大人？
4 给笨手笨脚的孩子的两个简单礼物
5 让我们和您的孩子一起开始认知功能强化训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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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本上培養孩子的“生存力”的三個要素

1.了解孩子本人的特性
2.支持孩子的大人的存在
3.本人所在环境

这3点缺一不可。
本书围绕这3点，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桉。

不会切蛋糕的少年

缺乏生存力的“笨拙的孩子”主要有3个特征。

1.认知力的缺乏
2.对人力的缺乏
3.身体力的缺乏

少教所里犯罪儿童甚至无法将蛋糕的圆形进行
3等分。这样的认知能力就是造成他们对世界，
对别人的认知错误，导致犯罪。

大量的练习题帮助家长和孩子一起进行改善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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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3分ハッキング サイバー攻撃から身を守る知識』
【ISBN】

978-4-7612-7503-7
【著者】
足立 照嘉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7月

了解黑客攻击手法，从网络风险中保护自己。

我们的电脑和网络充满着危险，密码的泄露，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黑客从我们电脑窃取数据，窃取密码，甚至更多的信息，仅仅只需要3分钟。

这本书讲述了邮件，网页，密码等等潜伏在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风险，
通过实际案例，解说风险以及对应方法。

内容简介

面向读者

●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公司和黑客犯罪无缘的人
〇自己孩子使用网络和SNS的家长
●居家办公等远隔工作环境下工作的商务惹事
〇使用邮件和网站等的公司经营者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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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详细

第1章 3分钟黑客
第2章 诊断Web Application的脆弱性
第3章 注意商务欺诈邮件
第4章 确认WordPress的脆弱性【假想机器】
第5章 确认WordPress的脆弱性【本番】
第6章 通过联赛方式特定密码
第7章 确认暗号化通信
第8章 确认密码设定是不是有问题
第9章 不知道密码也可以登录？
第10章 注入恶意!?
第11章 瞄准Microsoft Office的脆弱性进行远隔操作
第12章 电源拔掉的电脑也会被感染
第13章 在SNS上进行恶作剧投稿
第14章 服务器风险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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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きみを強くする50のことば』
【ISBN】

978-4-7612-7498-6
【著者】
工藤 勇一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6月
Korea ×

小朋友们，

你们想成为怎样的大人？
你们想过一个怎样的人生？

你可能觉得做大人很辛苦
或者你根本不想长大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大人们，他们即使遇到挫折
和失败，也能够一边享受一边越过各种障碍，元气满满地过着他们的人生。

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大人呢？

有两个关键词。就是
“自律“和”尊重“。

“自律”就是通过自己的判断，自己决定，自己行动。
“尊重”就是承认其他人和自己不同，同时也尊重真实的自己，认真对待
自己和身边的每一个人。

今后的时代将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新技术高速发展，我们学习的方法，
工作的方式，以及生活的环境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在那么多不确定性中，如何找出只有自己才有的答案并采取行动，给自己
和别人都带来幸福？能够做到这样的大人，才能无时无刻元气满满幸福的
生活。

日本著名教育专家，日本家长买学区房都想进的麹町中学的前校长，通过
这本书给小朋友50个金言，让小朋友能够得到今后成为优质大人的启示。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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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在做”
“从以前可就是这样的”

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就必定是正确
的。对于一些理所当然的事尝试“怀
疑”，会看到不一样的另一面

对于理所当然的事情，尝试“怀疑”

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需要“忍耐”，
而是想想如何解决。

如果一个人无法解决，尝试利用大家的
智慧一起解决。

比起“忍耐”学会“解决问题”并行动

烦恼的时候，尝试“观察自己”

当心情变得难过的时候，尝试后退一步
观察自己，想一想“为什么会变成这
样”。

找到原因之后，尝试可以脱离烦恼的方
法，或者尝试和以前不同的方法，采取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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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東大の先生! 文系の私に超わかりやすく高校の数学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ISBN】

978-4-7612-7501-3
【著者】
西成 活裕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6月
Taiwan× Korean×

创下20万册记录的前作『東大の先生! 文系の私に超わかりやすく数学を教えてください!』（中
文版：原来数学可以这样学 初中版）的后续，高中版。

５-６小时，掌握高中数学！

东大的老师！请教我・・・・系列书的又一本，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老师，用最简单的方法，
教你高中数学。即使是文科的你，也能够轻松掌握高中数学的要点。

这本书设定了一个超短路径，通过手绘和对话的形式，对高中数学的进行分析，帮助读者轻松掌
握高中数学的精华，同时也帮助读者学习高中数学的心理压力消减了近80%。

这本高中版目前在日本的销售量为4万。

本书特色

【1】人气教授开课萝！不再死背、不必硬记，系统化让数学麻瓜都能懂的「西成式」魔法！
从趣味历史故事导出数列和；从赛马游戏认识排列组合，西成式的数学魔法，组织原本片段

且零碎的课纲，主打让数学实用化。面对数学，你能更从容；面对生活，你能更聪明。

【2】因应台湾111年大学入学测验！文组生不怕数学提早分级检测，无痛搞定必懂内容！
从高中入门「数列、排列组合、指数函数」，到魔王级的「三角函数、向量」通通收录。视

数学为天敌的你不必再独自痛苦，让幽默的西成老师，搭配诙谐插画一步步教会你。

【3】超前部署数据时代预测技能！从「数据分析」到「活用Excel」，升级你的生活工具箱！
现代人，懂得掌握大数据就先赢一半！特别开授收集数据资料库，运用趋势线预测未来变动

的附录课，西成教授贯彻生活应用的概念，让你轻鬆搞懂数据时代必备的科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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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成活裕

一九六七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教授。日本东京大学航空太空工程学
硕士、博士。研究主题为非线性动力学和壅塞学。二○○七年，其所著作《壅塞学》获颁讲谈社科
学出版奖、日经BP・BizTech图书奖。二○一三年时，被选为「对科学技术有卓越贡献者」。同时
并活跃于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体。二○一九年，著作《真希望国中数学这样教》缔造二十万册畅
销佳绩。

乡和贵

1976年生。从初中时就受数学所困，到了高中更是受到重击的男子。上了西成教授的数学课
而摆脱数学麻瓜的称号，决定来挑战大敌高中数学。目前一边育儿，一边持续每月创作一本书籍，
是相当活跃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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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登场人物介绍

第一天 数学的乐趣在哪裡？
第一课 其实并不可怕的高中数学
好想学真正实用的数学！
高中数学比国中数学还简单！？

第二课 超精简的创新数学课！
果断删去八成教科书内容！
世界首创！「西成流」数学分类法
高中数学中最轻鬆的是「代数」
高中数学的颠峰是「微分积分」
超好用的工具「馀弦定理」
真正的几何大魔王是「向量」
Column文组无法理解数学的理由

第二天 轻鬆致胜！搞懂「代数」就能精通高中文组数学！！
第一课 速速学会统计学基础
数据处理的3大必备条件
为什麽增加个数很好用？
「排列组合」是指什麽？
看离散程度的「标准差」

第二课 记住「数列相加」的方法
天才高斯少年发现的「倒序相加」
超好用！任何等差数列都能用
严禁直接死背公式！
导出等差数列和的公式
丰臣秀吉被摆了一道！数学变黄金的故事
等比数列是「相乘后错位相减」
导出等比数列和的公式
先知道处理数列和的符号！
Column把数学记号当作是念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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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東大の先生! 文系の私に超わかりやすく高校の数学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ISBN】

978-4-7612-7501-3
【著者】
西成 活裕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6月
Taiwan× Korean×

第三课 记住「排列组合法」
从赛马了解「排列」与「组合」
Step一了解阶乘的计算方法
Step二了解排列的计算方法
Step③了解组合的计算方法
了解「排列」与「组合」的式子
「排列」和「组合」的符号是「P」和「C」
运用「排列」和「组合」排班表

第四课 搞懂「离散值」和「标准差」
资讯分析的基础是找到「数据的规则」
两个步骤找出离散程度
平均、分散、标准差的深～度关系
平均、离散、标准差的记号
试著用Excel计算标准差
也把「偏差值」的计算公式记起来
附注内容一深奥的平均世界
附注内容二平均值、中位数、众数

第三天 超爽快！掌握高中文组数学的「分析」！
第一课 豁然开朗！函数的世界
函数与方程式的差别？
高中数学的4种函数
Column少年西成的理科脑情书

第二课 来複习二次函数！
速速複习！二次方程式
画出二次函数的图形！
Column 物理学家是名侦探

第三课 指数函数超好用！
记住指数函数的相关用语
基本规则一乘幂相乘时，指数相加
基本规则二乘幂再乘幂时，指数相乘
基本规则③乘幂相除时，指数相减
指数是负数时会怎样？
指数是「0」的时候会怎样？
根号可以转换成指数运算
统整指数运算的处理方式
将指数函数做成图形看看！
顺便来谈谈「对数函数」的内容
天文数字也可以处理的对数函数
指数函数与音乐的深～度关系
用iPhone计算指数函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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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東大の先生! 文系の私に超わかりやすく高校の数学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ISBN】

978-4-7612-7501-3
【著者】
西成 活裕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6月
Taiwan× Korean×

第四天 秒懂高中数学的「几何」精髓！
第一课 不再雾煞煞的「三角比」
以馀弦定理搞懂三角形
画三角形的「西成流」作法
sin、cos、tan是指「边长比」
忘掉tan的存在吧！
直角三角形的定义中必要的θ
三角比经常出现的陷阱题

第二课 俐落导出馀弦定理公式
用三角比可以做的事
导出馀弦定理一事前准备
导出馀弦定理二成立公式、解开
导出馀弦定理③证明sin2θ+ cos2θ= 1
导出馀弦定理四完成
馀弦定理与毕氏定理的关系

第三课 学习最后的分析工具「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只是将θ与y的关系图像化

第五天 特别课程一：几何的最终武器「向量」！
第一课 伟大的「向量」
用代数解几何问题！？
「短短数行」就能证明馀弦定理

第二课 了解「向量」的超崭新概念
向量是集结两种资讯的「特殊容器」
众所熟知的「纯量」
数据时代的主角「张量」
为什麽我们需要向量？

第三课 「向量」是用箭头当作记号育
向量的书写规则
张量的画法
试著把向量画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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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東大の先生! 文系の私に超わかりやすく高校の数学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ISBN】

978-4-7612-7501-3
【著者】
西成 活裕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6月
Taiwan× Korean×

第四课 「向量」的计算超简单！
来算算向量的加法吧
也来算算向量的减法
试著分解向量吧
试著挑战向量的乘法

第五课 靠「向量」秒杀馀弦定理！
用向量瞬间导出馀弦定理！
不论几次元都能处理的向量
Column少年来了！（前篇）

第6天 特别课程二：用「微积分」预测未来！
第一课 人类的宝物！了解微分积分
微分积分与函数的关系
今天的主题是「三角形面积」
牛顿VS莱布尼兹的仁义之战
怎麽区分最合适？
用微积分计算三角形的面积！
来认识微分积分的符号
Column少年来了！（后篇）

第二课 用Excel预测未来！
现代人，用Excel就能预测未来
掌握Excel的使用方法！
「数学家」、「AI」、「统计学家」的差别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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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GAFAの決算書』
【ISBN】

978-4-7612-7500
【著者】
齋藤 浩史
【価格】
1,8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6月

从企业财务报表中了解企业的经营故事（状况）

本书通过分析美国4大企业GAFA和日本类似企业的财务报表，并
结合简而易懂的图表和手绘，帮助读者学会看企业财务报表的方
法，并解说如何通过财务报表，了解该企业的经营故事。

其中也穿插了一些比如丰田，中国阿里巴巴，华为的案例，从多
个维度来介绍企业的情况。

G（Google)----Yahoo Japan
A  (Apple)---SONY
F  (Facebook)----LINE
A  (Amazon)---乐天

通过财务报表可以看到一个企业的市场营销，组织架构，战略，
运营状况等很多内容，不光是经营者，普通的商务人士，无论是
在私生活的投资上，还是今后升职的职业生涯中，能够看懂财务
报表都是一个优秀的商务人士必备的能力。

但是说到财务报表，很多并不擅长数字的人往往都很烦恼。

这本书通过分析和比较美国GAFA和日本类似企业的财务报表，
用简而易懂地方式解说了报表的看法。

读者通过每一个案例，不仅能够掌握财务报表的看法，而且也能
在每个案例中刷新对各种企业的认知，感受到看财务报表的乐趣。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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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GAFAの決算書』
【ISBN】

978-4-7612-7500
【著者】
齋藤 浩史
【価格】
1,8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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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色×形×質感」で最上級の私を叶える #マミ様メイク』
【ISBN】

978-4-7612-7494-8
【著者】
マミ様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5月

日本Instagram8万粉丝拥有者，日本人气化妆师 Mami 的
最高级化妆术

通过

色彩×形状×质感

的角度，揭秘不同骨骼，类型的女性都能实现最真实自我，最高
级的化妆技巧。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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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色×形×質感」で最上級の私を叶える #マミ様メイク』
【ISBN】

978-4-7612-7494-8
【著者】
マミ様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5月

可爱妆容的重点 自然妆容的重点

高贵妆容的重点 Cool妆容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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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勝手に人が育っていく!社員100人までの会社の社長の
すごい仕掛け』
【ISBN】

978-4-7612-7496-2
【著者】
渡邉 良文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5月

100个员工以下中小企业社长的救星！

员工生产效率低下，销售额和业绩不理想，想请外部培训机构进行员工培
训，却没时间，也没预算，离职率高，怎么办？

“公司内部分享学习会“的模式，除了能够帮助企业节省培训成本，省力
运营之外，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增强内部信息共享，比起请外部培训公司
来进行培训的”被要求感“，员工自发的分享学习会更能提升员工积极性，
增强员工爱社情感和公司归属感。也能将“学习”变成公司文化。从而促
使员工“自发”地成长。

本书介绍了如何有效进行公司内部分享学习会的设定方法，人员选择，流
程制定，到资料制作，进行方式，以及反馈等具体方法和细节技巧。让无
论是哪个企业都能简单执行地公司内部分享学习会变成培养人才的最佳手
段。

内容简介

■正式培训
策划主体：经营者，人事部
学习机会：人为地，计划性地
学习提供者：内部讲师或外部讲师
教和学主体：固定

3中学习模式的比较

■半正式
策划主体：现场（组织）
学习机会：自然发生，计划性地
学习提供者：所有内部职员
教和学主体：流动性地

■非正式
策划主体：现场（个人）
学习机会：自然发生，偶发地
学习提供者：所有内部职员
教和学主体：无

半正式的内部分享学习会比
起外部培训的“形式“，不
仅可以直击员工一线的问题，
而且相对于非正式的分享又
具有一定的组织性，计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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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内部学习会的成员

①一线志向的人才

选择那种不仅能够站在经营者角度看问题，也
能充分了解一线的人才。这样的人从不同角度
看问题，能够给学习会带来平衡。

②外部志向的人才

那些积极参加公司外部培训的人。这样的人能
够从公司外部的角度看事物，视野更开阔，能
够给分享学习会带来积极地改进和想法。

讲师和会议主持人的区别

在内部分享学习会中，有效进行会议并推进，
对大家的发言进行引导，以及对大家的意见进
行总结等，会议主持人的职责非常重要。

在这里，比较了讲师和会议主持人的区别，并
指导作为会议主持人如何有效推进分享学习会。

比如讲师的视线是”教授“的视线，但是会议
主持人的视线要和听课的人保持 同一角度。讲
师是以”教“为中心，而会议主持人要以”让
学员“意识到问题点为中心，另外讲师在授课
中讲话占比7，学员占比3， 但是在分享学习会
中，会议主持人要让学员发言为主，所以会议
主持人占比3，学员发言占比7，等等。

【書名】
『勝手に人が育っていく!社員100人までの会社の社長の
すごい仕掛け』
【ISBN】

978-4-7612-7496-2
【著者】
渡邉 良文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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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1億円勉強法』
【ISBN】

978-4-7612-7481-1
【著者】
石井 貴士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3月

著作销售量超过200万部的畅销作者讲述赚取1亿日币的学习法。

×认为即使学习，也不能成为有钱人
〇知道只要学习，谁都可以成为有钱人

很多人都希望成为有钱人，但是有没有学习过如何成为有钱人？

大家都知道考大学需要高考，要进入高考就需要好好学习。
成为职业棒球选手，要通过不断练习。

但是谁都没有想过，成为有钱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实现的。

这本书详细解说了应该通过怎样的思维模式进行思考，才能让人
生获取成功，变成有钱人。

书中不仅从整体给出意见，还分别从10几岁，20几岁，30几岁，
40几岁的不同年龄层，给出不同年龄段的思维模式方法。

并通过×、〇的表现方式，展现不可取的思维模式和正确的思维
模式，整本书非常简明易懂。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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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1億円勉強法』
【ISBN】

978-4-7612-7481-1
【著者】
石井 貴士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3月

10几岁的时候不要去想自己适合什么

10几岁的时候

×寻找自己适合什么

〇寻找自己不适合什么

10几岁的时候对于未来还有很多可能
性，这个时候不应该去找自己适合什
么，而是去找自己不适合，不擅长什
么。这样才能在自己的今后的人生路
上扬长避短。

30几岁的时候

×觉得自己会在努力的延长线上成功

〇知道自己努力之后，在“切入口”
取得成功

20几岁的时候通过努力提高自己的可
能性。到了30几岁，要找切入点。
自己正如一个蛋糕，是巧克力蛋糕还
是芝士蛋糕已经成型，接下来重要的
是如何装饰，如何切割，才能让别人
觉得美味。

让能够找到你有优点的人来切割你这
块蛋糕。

30几岁要找切入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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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マインドフルネスが最高の人材とチームをつくる ――脳科
学×導入企業のデータが証明！』
【ISBN】

978-4-7612-7482-5
【著者】
荻野 淳也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3月

谷歌大学开发的SIY（Search Inside Yourself）课程的认证讲师，也是日
本仅有10个认证讲师的其中一位的作者，通过这本书讲述，通过正念法，
可以有效帮助促进员工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效管理压力，在面对挑
战时充满韧性，发展自我觉察力和情绪调节力，提升工作效率，提升团队
精神等，从而对整个企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在书中，不仅介绍了正念法的具体方法，企业在导入之前的准备，导入之
后的注意事项，以及如何渗透等方法。还介绍了包括雅虎这样的大企业，
以及其他中小企业，初创公司等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导入之后的效果。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2014年2月，《时代杂事》封面故事主推正念，
叫做《正念革命》。
首先流行于硅谷和华尔街，之后风靡全美。

现在世界众多大型企业，中小，创业企业都导
入了正念课程。

在中国，滴滴，阿里巴巴等也引进正念法，帮助员工提升自我能力，从而加
强整个团队，乃至企业的创新力。

这本书引入了这样一个在亚洲还没有完全渗透但是非常先端的理念，并进行
详细的阐述。

＊图片来源以及关于正念法相关信息可参考以下网站
https://www.jianshu.com/p/0c0980aa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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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マインドフルネスが最高の人材とチームをつくる ――脳科
学×導入企業のデータが証明！』
【ISBN】

978-4-7612-7482-5
【著者】
荻野 淳也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3月

让正念法渗透到组织内的4个阶段

1. 个人能力的提升

提升注意力，集中力，获取平静的心情和清晰的大脑

2. 个人领导力的提升

提升自我认知力，自我管理能力，发现自我，提升自我肯定等

3. 提升人际关系

提升共鸣力，沟通力，增强对别人的认知，理解，有效合作等

4. 团队力量的提升

个人对他人的理解增强，有效提升员工之间的信赖，从而提升整个团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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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売上が伸びる 飲食店のインバウンド接客術』
【ISBN】

978-4-7612-7483-2
【著者】
諏訪 昭浩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3月

日本作为全球的最佳旅游地之一，其独特的文化，细致地服务，
越来越受到国外游客的青睐。而伴随东京奥运会的即将到来，日
本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都来到日本观光和消费。

因此，很多日本的饮食店，或者导入了无需沟通只需要通过英语
页面的触屏就可以点菜的平板，或者因为资金和人员的问题，无
法接待外国人。这成为了很多日本饮食店的一个深刻的课题。

然而，这本书的作者，他通过自己独特的一套方法，也就是“什
么都不做”的方法，反而让外国人在他的店里不仅不会日语也能
点餐，还可以感受到独有的异国氛围。

没有会外语的员工的作者，通过这本书讲述如何通过独有的菜单
制作法，让外国人通过简单地日语进行点餐，不仅达到了点餐的
目的，还可以让外国人在日本体验讲日语。

除了具体的引导外国人讲简单的日语进行点餐的菜单，包括料理
的味道如何传达，饮料的菜单如何制作等方法，还提及了因为外
国人的一些特殊情况出现的事应如何事先引导和避免。

最后还附上了如何登陆trip adviser，以及让外国人对自己的店铺
进行评价，让更多的外国人成为自己店铺的粉丝的方法等。

内容简介

338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書名】
『売上が伸びる 飲食店のインバウンド接客術』
【ISBN】

978-4-7612-7483-2
【著者】
諏訪 昭浩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3月

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外国人讲日语

在菜单的最初页面，教外国人通过简单的日语点
餐。

SUMIMASEN: Excuse me. (When you want 
to call the staff.)
~KUDASAI : I want to order～（When you 
want to order)
OISI:  Tastes good!
ARIGATO: Thank you!
OKAIKEI: Check please

给每个日本酒在日本地图标出产地，并通过数字
引导的方法，教外国人如何配合料理品尝各种不
同的日本酒。

有趣的日本酒引导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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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期待以上に部下が育つ高速会議』
【ISBN】

978-4-7612-7480-1
【著者】
沖本 るり子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2月

利用5分钟的“高速会议”来培养人才。

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职场中，年轻人都在职场中追求自我成长，获取优质的
职业生涯。

而企业也为了获得并持续留住优秀人才，也花重金投入职员培训。

然而人才培训的效果不理想或者看不到效果，也是让很多公司的经理级别
以及经营层头疼的一件事。

这本书讲述了，利用“5分钟”的“高速会议”，让每个职员都能真正成为
会议的主人，让会议高效进行的同时，又能培养职员的积极性，调整力，
洞察力，倾听力，提问力，总结力，合作力等多个能力。

某公司通过导入5分钟的“高速会议”，公司里的“帮派”也没了，部门和
部门之间的“墙壁”也没了，公司氛围得到改善，员工的满意度也有所提
高，每个月的平均加班时间从42小时变成17小时，离职率也从10.1%改善
到了1.9%。

内容简介

市面上有很多关于如何提高会议效率的书，和如何培养人才的书。然而通
过会议即实现“高效的会议”，又“培养人才”的书籍非常罕见。

这本书从会议前的准备，会议中的进行方式，以及会议后对下一次会议准
备的一连的循环中，提出了详细的方法和论点。

推荐理由

340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迷你会议

小小仪式感

【書名】
『期待以上に部下が育つ高速会議』
【ISBN】

978-4-7612-7480-1
【著者】
沖本 るり子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2月

将一个会议分解成多个“迷你会议”，让“迷你会议”在5分钟内完成。通
过有效的“高速会议”机制，同时实现会议的高效率和人才的培养。

角色轮流

制作会议座位牌这样的
小仪式，能够让每个人
都更认真对待会议

在每一个迷你会议中，让每个人都轮流担任
时间管理，做笔记和主持人的角色，不仅可
以带动会议的参与感，更能培养员工的各项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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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科学的に正しいずるい資料作成術』
【ISBN】

978-4-7612-7472-6
【著者】
越川 慎司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2月
台湾×

有没有想过做PPT的目的是什么？
85%的人认为制作PPT是“为了传达想要传达的事情”。

错！

制作PPT的目的是“让对方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行事”。

原微软执行官，PowerPoint事业责任人，通过分析5万1544张PPT的资料，
获取了能够“让对方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行事”的PPT成功模型。

这本书正是展现了这些成功模型，并且通过让4513人进行实践，94%的人
获取了成果。可以说是一本能够高度复制成功的PPT制作法的书。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作者是原微软执行官，也是任微软期间负责PowerPoint的事业负责人。所
以说是PowerPoint的专家。

而这本书的很多成功法是基于一定的数据依据的。
作者花费100万日币以上的预算，和526个公司，14个不同业界，826位企
业商务人士，包括拥有预算以及决策决定权的科长，部长，执行官等见面，
并收集了5万1544张PPT，并利用AI（Amazon的AWS，Microsoft的
Azure，Google的GCP，IBM的Watson）对这些PPT进行分析，并导出了
成功模式。是一个基于科学数据的资料作成技巧书。

然后，花费2个月时间让9家公司的4513人的人员利用这个成功模式进行制
作PPT并参加商务会谈，来验证其成功模式的复制成功率。

结果，4513人的商谈成功率上升了22%，并且PPT的制作时间也比原先下
降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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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将重要信息放在对角线更
容易让决策人注意到

不使用红色字体和下划线，
而是有效利用文字前后左右
的空余处，让文字更突出

用收费的图片代替免费的
图片，让资料看上去更具

有高级感

将文字说明贴近图片，才
能让看资料的人更易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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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さりげないのに品がある気くばり美人のきほん』
【ISBN】

978-4-7612-7471-9
【著者】
西出 ひろ子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2月

有一种修养，叫做为他人着想。

女人的最高级别的修养，是不露声色地展示自己的“品性”。站在别人的
角度思考，让自己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都尽显其清丽脱俗的气质。

这本书是一本，向女性传达如何在待人接物中，让别人留下深刻印象，展
现自己“更高一层级别”修养的书。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礼仪咨询师。美道家。

毕业于大妻女子大学，曾经担任过参议院议员的秘书。之后成立自己的公
司。

1998年，和英国牛津大学大学院遗传学研究者在英国创业，回日本后，为
300多家知名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10万人以上进行培训。除了为政治家，
律师，企业家从着装到说话方式提供专业意见以外，还为NHK大河电视剧
《龙马传》，电影《浪剑客心》，以及其他纪录片提供专业礼仪指导。是
在日本杂志界，新闻界知名的礼仪专家。

著作以及监修的书籍多达90多本，并销向国内外，其销售量累积超过100
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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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

去别人家做客时

去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必定会在玄关处拖
鞋。所以要从选择鞋子开始。

首先，鞋子要穿好的鞋，这样是对对方的尊
敬。如果跟太高，在拖鞋的时候可能会站不
稳。如果穿靴子，脱靴子的时候不仅花时间，
还有可能会造成动作不好看。所以穿3-5cm
的高跟鞋去做客为上策。

此外，除了鞋子鹅表面是否干净，高跟的地
方有没有磨损外，脱下鞋后，鞋子内部是不
是干净等，也时展现修养的一种行为。

当别人来自己家做客时

请客人喝茶和吃甜品时，将茶和甜品放在端
盘上，放在客厅的座机上，这个时候记得一
定要用双手端给对方。这是对对方尊敬和感
谢。

递给客人的时候，甜品放在客人的正面，茶
放在甜品稍微右上方。并附上一句“请用”。

此外，作为细节，如果给客人是热的饮料，
记得把杯子也热一下。如果给客人的是冷的
饮料，把杯子也制冷一下再盛饮料。这些都
是看不见的细节，确实体现女人修养和气质
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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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ヒィロのやせる30秒メソッド』
【ISBN】

978-4-7612-7470-2
【著者】
ヒィロ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1月

1个地方只需要30秒，只需按摩和锻炼自己在意的淋巴穴位，每天坚持，就
能达到

①让全身的血液循环流畅
②替换身体中的水分
③排出有毒物质
④改善易冷体质
⑤让肌肉变软

等目的。

坚持按摩不仅能够促进肌肉的新陈代谢，让皮肤的更有弹性和透明感，长
期坚持，还能提高脂肪的燃烧力，让自己的身体变成难胖的体质。

作者不仅是日本超人气美容沙龙的经营者兼美容师，也是开发出自己品牌
的化妆品并荣获日本乐天综合部门和美容品排行榜第一名的对女性非常了
解，坐拥4万推特和instagram粉丝的作者，教大家在脸，肩膀，手臂，腹
部，屁股，腿脚等部位，如何通过简单的30秒的方法进行改善。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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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セールス・イネーブルメント 世界最先端の営業組織の作
り方』
【ISBN】

978-4-7612-7458-0
【著者】
山下 貴宏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12月

亚马逊、推特，微软也在实践的世界最先进的培养强大销售组织，可持续发展人才的
“Sales Enablement”的构筑法。

很多企业都意向于培养优秀的销售人员，并注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去培训，然而，由于培
训内容一次性，理论大于实践，也很少有人去验证培训的效果，更不会利用IT手段去让
培训的数值可视化，从而造成培训并无效果。而接受培训的人员也很难感受到培训带来
的临场感，以及培训带给自己的成果变化。

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知名企业都在导入的”Sales Enablement”是一个从销售成果为
出发点，并通过体系化的具有实践性的培训内容，结合IT的成果可视化，以及伴随培训
效果跟踪的一整套有效的，培养强大销售组织的方法。

这本书详细地解说了Sales Enablement的具体构筑步骤和方法，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
的构筑方法建议，以及如何和市场部，人事部进行有效合作的方法等。最后更通过列举
了包括日本最大通信公司NTT Communications，美国CRM公司Salesforce等3家不同
形态，不同情况的企业是分别如何导入Sales Enablement并取得成果的。

内容简介

关于作者

株式会社R-Square & Company董事长兼共同创业者。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曾经在
美国米国 Baylor University留学。

大学毕业后进入日本HP公司担任法人销售。转职进入船井総合研究所后，又进入美世
咨询日本担任人事制度设计，组织人才开发等咨询项目。离开美世咨询后，进入美国
CRM大手的salesforce担任本部长，负责日本，韩国销售部门整体人才开发策略，全球
化训练项目的开发和执行等。将Enablement部门的规模扩大了4倍，成为全球分公司
中销售部门生产性最强的部门。

2019年开始成立了自己的Sales Enablement的公司。针对从大型企业到中型企业等多
个企业进行Sales Enablement的组织架构构筑，并举办各类演讲，是日本在Sales 
Enablement领域中的第一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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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第一次有salesenablement.com这个域名被登录
2004年 在IBM，Nortel等全球化著名企业中开始使用Sales Enablement这个词汇
2010年 Forrester公司的Scott Santucci在“Sales Enablement Defined”未标题的报
告中对Sales Enablement进行了定义。这个也是在Enablement业界中的正式的起源。

根据CSO Insights: The 2018 Sales Enablement Report，在2018年，在被取样的企
业中的61%的企业有专门的Enablement组织或者培训项目。而该同调查在2016年时为
32.7%。课件导入Enablement的公司每年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增长。

另外，根据LinkedIn的统计，从事Enablement该职称职业的从事人员2016年1月为
3516人，2019年10月为1万多人，可见，Enablement正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实施的项目。

越来越多的企业导入Sales Enablement

① 培训的PDCA有效呈现
② 公司内部形成学习文化
③ 能够验证培训的投资对效果
④培养出强大的销售组织等・・・

通过导入Sales Enablement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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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10万組の親子が学んだ 子どもの英語「超効率」勉強法』
【ISBN】

978-4-7612-7453-5
【著者】
船津 洋
【価格】
1,65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12月

英语教师30年，帮助10万小朋友实践该学习法的作者，从语言学和脑科学
的角度，讲述帮助小朋友学好英语的“超高效”学习法。

打破一直以来的小朋友学习英语的“间接法”的低效率，通过高效的“直
接法”的方法，不仅可以减轻小朋友精神上的负担和学习英语的成本，还
能不受小朋友的爱学不爱学的思想左右，让小朋友自然而然地提高家长期
待以上的英语水准。

这本书不仅讲述了“高效”学习英语的方法，还分解成幼儿时期，小学低
年级，小学高年级和中学以后，针对不同年龄段如何进行有效的英语教育，
使用怎样的教材，学习的时间长度和时间段，注意事项，甚至有兄弟姐妹
时如何分别对应等非常详细的解说，从而让孩子的英语学习更有效。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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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里，经常会用到“知觉和产出”这个词。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
是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并非两个独立的能力，而是
有著紧密的关系，输入的能力强的话，输出的能力也会变强。而在语言能
力发达层面上，也是输入的能力也发达，之后才是输出能力。幼儿在学习
语言的时候也是先是输入爸爸妈妈讲的话，之后才从自己开始说话输出。
这如同阅读小说谁都可以，但是写小说就并非那么简单。所以，任何人都
是输入的能力比输出的能力强。

孩子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也是一样，合理的的正确的英语的输入方法自然也
能够帮助提高英语的能力和英语的输出能力。正确的英语的输入由“方
法”，“质量”和“量”决定。幼儿的时候，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适
合的方法因根据每个年龄段的特征来分别进行。

一直以来，孩子的英语教育一直以让孩子“输出”为主，让孩子写，让孩
子说，但是这样不仅会造成孩子的负担，而且效率低。

但是遵循语言学的人类本身的能力，从输入出发，才能高效地让孩子提高
英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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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起業でも副業でも！「おしゃれが好き」を仕事にして私ら
しく稼ぐ方法』
【ISBN】

978-4-7612-7454-2
【著者】
井上 史珠佳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11月

日本私人服装搭配师介绍私人服装搭配师的工作内容以及如何成为一名私
人服装搭配师的方法。

私人服装搭配师，是一种悄然兴起的高薪新职业。为个人顾客提供搭配服
务的顾问，根据顾客的需求和喜好以及预算，陪同顾客一起逛街，帮助顾
客挑选最适合自己的衣服和搭配。

喜欢时尚，希望能够以时尚作为自己工作，或者以一种副业的方式充实自
己的工作和生活成为私人搭配师的人，都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这个行业的
情况，工作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通过社交媒体等进行宣传和获取核心顾
客等。

这本书的作者，在时尚界作为造型师的经验长达30多年，并为5万2000人
进行了搭配咨询。

2009年成立一般社团法人日本个人搭配师协会，在协会中通过讲座等方式，
帮助了无数的女性，甚至包括没有任何时尚界，服装业界经验的中年主妇，
以个人服装搭配师的身份重新展开新的职业篇章，不仅收获了金钱的成果，
也因为以自己喜欢的事作为工作，而获取了精神上的幸福。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私人服装搭配师是一个非常新型的职业。相比中国，日本发展地更早，拥
有丰富的经验。加上日本细致地服务，这本书也展现了很多陪同顾客购物
时的细节和注意事项。

现在中国年轻人对时尚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这一职业的需求在中国也会越
来越多。另外，日式时尚也是众多中国年轻人热爱追求的，相信这本书会
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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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服裝搭配師提供哪些服務？

①陪同顾客一起购买衣服
②去顾客家里根据顾客持有的衣服进行诊断
并提供搭配计划的方案
③不想把自己的衣柜给别人看到顾客，把自
己的衣服寄给搭配师，搭配师根据顾客的需
求，制作搭配的相册寄给顾客
④1人对多人的陪同购物

推荐理由

私人服装搭配师是一个非常新型的职业。相比中国，日本发展地更早，拥
有丰富的经验。而这一服装搭配师领域的书在中国也相对比较少。

这本书除了介绍了搭配师这个职业的服务内容，也提供了很多如何拍照，
如何展示自己的作品，如何宣传，运用什么媒体等。加上日本细致地服务，
这本书也展现了很多陪同顾客购物时的细节和能让顾客获得最好的体验的
服务方式等。

现在中国年轻人对时尚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这一职业的需求在中国也会越
来越多。另外，日式时尚也是众多中国年轻人热爱追求的，相信这本书会
引起很多年轻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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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失业潮来临？
未来有47%的工作将被人工智慧取代！
AI时代下你要有的竞争力──
强化逻辑思考，打造深度职场力，
不被机器人淘汰！

大脑经常觉得混乱与爆炸，压力大到快崩溃!?
学会逻辑思考，让你一眼看穿表象，设定优先顺序，
如期达成每项计画与目标，人生与事业焕然一新！

★跟著名侦探柯南学逻辑，掌握情报蒐集力、问题解决力！
MBA基础的第一步「逻辑思考」究竟是什麽？本书以柯南破案为基础，搭

配图解说明，以平易近人的表达方式，帮自己的大脑开外挂，思绪变清晰，从
提案、表达到交涉，你也能很有影响力，一辈子受用无穷！

★必胜逻辑思考法，名侦探柯南教你突破盲点，直捣问题核心！
在职场中，面对主管指派的工作时，该如何丢掉纷乱的思绪，像柯南一样

快速检视，抓住重点？你需要5步骤逻辑思考法：
1、确定目的──先找出眼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整理思绪──使用逻辑树画出思考推导的流程。
3、初期假设──先假设执行方向，再利用假设推敲出结论。
4、多方视角思考──验证假设的正确性，再找找看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
5、统整──整合所有的情报和想法，找到结论。

★职场商务情境全收录，複杂事情变简单逻辑！
书中利用工作中常见的情境案例，带入柯南的案件分析，让你看了不枯燥

乏味，只要依照对的方式来练习，马上就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成为职场上
的A咖，从没人理你，到人人挺你！

本书特色

1.以柯南破案说明艰涩的逻辑思考，超简单一看就懂！
2.六大单元循序渐进，有系统思考，突破思维盲点，找出答案！
3.重点提示与图表辅助，掌握思考诀窍，洞悉逻辑要点！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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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问题的核心是什么？--确定论题

问题再多，也有解决的优先顺序

为了做出正确的“思考”，首先要先清除自己到底要思考些什么，充分了解问题所在才行。在此起到重要
作用的是“论题（issue）”，所谓论题，就是“现在应该思考并做出结论的问题”。

比如，负责制作宣传新商品网站的你，想要让这项商品广为人知。你打算办个社交网络服务账号来介绍这
项商品，便和同事商量下列事项。

发什么内容，什么时候发，会比较多人看到？
以前的策划中，多少人通过SNS接触到这个产品？

然而，和同事讨论的过程中，前辈给了以下的意见：

会有多少人想在SNS上看到商品介绍的网站？
为了仅此一次的商品发表通知，特地办SNS账号的意义何在？
利用新闻稿和在发表会上发传单，比较容易让潜在顾客注意到这项商品吧？

于是，你开始思考，是否真的有必要办这个社交网络账号。但是你原版想的不是“要怎么让更多潜在顾客
得知新产品信息”这件事吗？

就像这样，无法在采取行动前确定论题，不清楚“我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什么”，导致思考方向错误而浪费
时间的事情并不少见。

柯南案例3

小五郎和小兰，柯南三人，出席了小五郎高中时代朋友伴场赖太的婚前派对。整场派对因即将成为赖太妻
子的加门初音在场，显得锦上添花。然而，初音为了准备搭配结婚礼服用的彩绘甲片，暂时离开派对会场，
前往美甲沙龙。

初音要回到会场时，赖太打电话给她，在电话里初音跟他说“再见”。过没多久，发现初音停在停车场里
的车子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灭后，在车上发现了初音焦黑的遗体。赶来的警方发现初音彩绘甲片前端残留的皮肤碎片，检验结果和
赖太的DNA一致。

受初音委托，潜入现场调查赖太出轨疑云的侦探安室透，认为把自己误以为初音外遇对象的赖太，出于嫉
妒而杀害初音，展开了一连串的推理。

初音留下了“再见”这种暗示自杀的话后身亡。然而，她的彩绘甲片前端却留有和赖太DNA一致的皮肤
碎片。于是安室便认为，赖太误以为受雇调查出轨的自己是初音外遇对象，处于嫉妒才杀了初音，实际上
确实被初音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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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案发现场的警察，或是正好在场的柯南，你认为目前最该思考的论题是什么？

是“初音为什么会自杀”，还是“赖太是如何杀害初音”呢？

皮肤碎片的DNA并非完全符合，又或许皮肤碎片是其他人想要把杀人罪行推给赖太菜故意沾上
去的，甚至有可能是初音憎恨喜欢拈花惹草的赖太，才栽赃他为杀人犯也说不定。

将眼前信息中，较容易着手思考的部分拿出来当做论题，论题的正确性便十分堪忧。

实际上，安室思考的“赖太是如何杀害初音”这个论题并不正确。当然，安室没有认定赖太就是
凶手，只是认为在这种状况下，赖太的杀人嫌疑最重。

尽管根据现场获得的信息，很容易推断出赖太杀害初音的手法，然而眼前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初
音死亡的真相”。

具体来说，是“初音为什么，又是如何死亡”，把论题聚焦在撇清动机和手法上的话，就能够了
解初音死亡的真相了。

确定论题后，先问问自己，是否只是把当下看到的情况当做判断资料来思考，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柯南的脑中浮现的台词是：

“说不定・・・ 先别太早断定是自杀比较保险・・・”

由于目前只掌握了部分信息，在还无法断定杀人手法之前，还需要继续收集信息。

柯南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相后，发现初音自杀这个悲伤的事实。

实际上遇到状况时，要在大量涌入的信息中，掌握“现在自己应该思考的事情是什么”，并专注
于论题，是非常困难的事。

在商务工作中，常常遇到必须处理大量信息的情况。若是搞错了论题，之后不管花多久时间思考，
恐怕都是白费功夫。

因此，最重要的是先注意到“现在自己应该思考什么”，“论题是什么”。

刚开始有可能会搞错论题，但是只要每次都反省省察“这次的工作当中真正应该思考的事情是什
么”，就能够渐渐确定议题。

日常生活中，也随时留意“论题是什么”吧。
356

10,000 copies



【書名】
『名探偵コナンに学ぶ ロジカルシンキングの超基本』
【ISBN】
978-4-7612-7352-1
【著者】
上野 豪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8年6月
Taiwan × Thailand ×

357

上野 豪

‧DRONE PILOT AGENCY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MBA漫画分析家
‧GLOBIS管理研究所结业（MBA）

生于三重县。任职于电信基础设施人资创投企业期间，全面掌管业务经营同时创立新事业领域，
一路由工程师到主管位置，逐渐累积资历，最后成立子公司，接下董事长一职。其后进入创投企业
HR Tech，担任常务董事。以销售总经理身分管理公司，开发新事业。在管理社员与团队的过程中逐
渐累积经验诀窍，以系统化方式提升劳动者工作意愿。

在GLOBIS管理研究所进行「利用漫画给商务人士带来正面影响，验证效果，并进一步开发活用
方法」的研究。用具体图像表现，构筑出漫画与工作技巧、个人志向之间的关系，对人产生影响力的
系统框架。

编者简介

GLOBIS MBA 漫画研究会

日本最大商业学校GLOBIS管理研究所核淮运作的社团。社团运作目标是「透过常见的漫画内容
来学习MBA、领导能力与志向，并在培养价值观的过程中省察自身。此外，提升能对自身带来影响的
工作技巧，从立定志向的第一步开始培养商务领袖」。社团以商务领袖的自我成长为核心理念，目前
拥有约200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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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睡得好吗？

工作累得半死，晚上还是无法好好入睡；
经常在半夜醒来，醒来后就不易睡著；
就算夜晚睡得深沉，白天仍然感到嗜睡……

这些，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发表，睡眠障碍已经是大家的国民病，而更糟的是成人「每五个人就有一人」抱
有睡眠问题！

睡眠是国人每日必做的事情，但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做吗？

旅游有地图；做菜有食谱；运动有健身器材，那睡眠呢？我们花大部分的时间在睡觉，却鲜少人对睡眠
深入研究。

所以他出现了，安眠博士──大谷 宪。

身为药剂师却不卖药，因为作者自己就曾因为药物副作用而失去亲人，巨大的伤痛之下，让他对现代医
疗产生疑惑，自此致力于不使用药物，更加自然且回归「人」本的治疗模式。

于是，在他的坚持下，这本书问世了，希望能以他过来人的经验，以及专业的知识背景，提倡代替医疗、
预防医学为中心思维，提倡任谁都能迈向健康的方法。

！特别收录！各方『最佳睡眠经验谈』、『专家对睡眠的看法』，不仅专业且更贴近生活，使完美睡眠
不再遥不可及。

！独家收录！让安眠博士告诉你『熟睡的技巧』，这些地方就是睡眠关键，不需要再做毫无用处的尝试。

想像一下，达成理想中的完美睡眠后，你会是什么样子呢？

活动表现提升，做事情增加效率，工作如鱼得水，升官加薪！
白天课业专注度提升，学习效率倍增，小孩越睡越聪明！
身体器官充分休息，大幅提升运动表现，使行动更加敏捷！
荷尔蒙、激素分泌平衡，新陈代谢顺畅，气色宜人！，

想要睡出完美人生，迈向成功，变成人生胜利组吗？
决定权就在你！
今晚，就秒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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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宪

安眠博仕、不卖药的药剂师、日本捶眠医学协会理事苌、PMC股纷有限公司代表董事。

1965年生于富山县，东北医科药科大学药学系毕邺后，取得药剂师执照，曾于世界蜘名的製药公司，
响医阮贩售高血压药物、安眠药等等，担因药物幅做用失去祖父，对现代医疗的看珍坊式产生疑问，任
职伍年后便辞职。认为不用药堤高咱然治疗力的关键，茬于「血液循环」与「捶眠」。

1990年创立批泼贩售替代医疗相关商板的Z-CREST股纷有限公司。

2002年创立医疗器财製造贩售的PMC股纷有限公司。现茬从事「完美捶眠」的启蒙运动，似替代医
疗、预坊医学为中心思惟，堤倡任谁都能健康活到105岁的健康珐。

实践完美捶眠的结果，儘管年届52岁，坪常体温却为37℃，AGE捡测仪粮测的体内年龄为20岁左右、
血管年龄为30岁。

丬坪健一廊

血液循环顾问、日本捶眠医学协会理事、骨盘治疗师协会理事、日本崔眠应用医学会理事、PMC股
纷有限公司东京办事处代表、整合健康（Holistic Wellness）股纷有限公司代表董事。

1975年出生于宫城县，接受超过俩万人血液循环的谘询后，得蜘微血管的血液循环财是影响健康、
亚健康、生病的关键，认为活得健康苌寿的有效坊珐茬于「捶眠坊式」。现茬至力于推广藉由改善血液
循环，完全享受捶眠效果的「完美捶眠」活动。

实践完美捶眠的结果，微血管恢复得非常健康，儘管年届43岁，坪常体温却为37℃，原本应该随著
年龄增苌诚秒的杭压荷尔蒙FHEA-S，汾泌粮媲美12岁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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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睡得不深沉是因血液循环不佳
只要改善血液循环，就能睡得香甜 22
每五人就有一人抱有睡眠问题 22
优质睡眠的好处 24
最棒、最强的睡眠秘诀在于「血液循环」 25
获得100％睡眠效果的「最佳睡眠」 28
打造不易生病的身体，健康活到105岁 29
九成的人不是「病患」就是「病患高危险群」 31
想要健康活到临终再安然辞世的话，就必须改变睡眠方式 32

第1章 想要提升睡眠品质的话，先锻鍊微血管
手脚冰冷是因为血液没有循环全身 38
「血液循环」与「体温」有著密切的关系 38
因手脚冰冷而睡不著 41
生命维持不可欠缺的「血液循环」与「体温」 42
透过微血管控制血液循环与体温 46
透过微血管调节体温 46
微血管充满血液的人能够熟睡 49
健康的微血管带来优质的睡眠 51
全部血管接在一起总长约有十万公里 51
少了微血管的话，细胞就活不下去 53
微血管的年轻程度会影响人的外表年龄 54
每十人中只有一人拥有健康的微血管 56
微血管时而消失时而出现！ 59
在健康业界备受关注的微血管 59
六十岁后微血管只会剩下70％ 60
运动、泡澡、睡眠能够帮助微血管「生长出来」 62
比起改变血液，先改变血管 65
健康血液的条件并不是「清澈通畅」65
长寿血管会是软韧的橡胶状态 67
提高体温能够维护血管 69
热是由体内产生的 71
衣服、暖气机不过是暂时性提高体温 71
养成轻度运动的习惯来提高体温 74
产生热的「共鸣共振」 75
靠远红外线的力量「慢慢」暖和起来 77
因为热不断跑到身体外，体温才会低下 79
即便周遭环境改变，体温也几乎没有变化 79
重要的是产热与放热的平衡 80
不让热从「四处」逸散出去！ 82
专家对睡眠的看法
忙碌的现代人最适合的健康法「完美睡眠」 86
我的「最佳睡眠」经验谈
夫妇俩血压安定！疲劳不带到隔天 87
我的「最佳睡眠」经验谈
血液循环改善后，超低体温也回到正常值！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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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取得优质的睡眠，预防万病缠身
疾病是在睡眠时形成的 90
重要的是不让疾病形成、恶化 90
预防感冒、过敏疾病！ 92
免疫细胞对抗疾病 92
想要提升免疫力，先睡上一觉！ 94
预防癌症！ 96
「癌症」连续37年居日本人死因之冠 96
睡眠不足会让罹癌风险倍增 98
重要的是不让癌细胞增殖 99
心脏与脾脏不会产生癌细胞的理由 100
预防失智症！ 102
睡眠不足的疲劳相当于微醉状态 102
脑是在睡眠中倒垃圾 104
藉由睡眠排除失智症的原因物质 106
预防肥胖！ 108
藉由深度睡眠提高代谢！ 108
食欲控制不了也是睡眠不足造成的！？ 109
空腹反而会睡不著 110
预防老化！ 112
身体生鏽（氧化）会加速老化 112
比起高价的保健食品，好的睡眠更能促进褪黑激素分泌！ 114
受到关注的荷尔蒙DHEA-S也跟睡眠息息相关 115
预防忧鬱症！ 117
又是生气又是笑个不停，熬夜没有任何好处 117
九成忧鬱症患者睡眠不足 119
睡眠也有助于消除痛苦的记忆 120
我的「最佳睡眠」经验谈
父亲的失智症状减轻，生活上多了许多笑容 123
专家对睡眠的看法
温暖身体睡眠，让身心都变健康 124
我的「最佳睡眠」经验谈
增进血液循环后，不再依赖持续服用25年的睡眠导入剂了！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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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改变睡眠方式，人生也会跟著改变
不仅只「让身体休息」而已，睡眠还有超重要的功用 128
脑部的疲劳只有在睡眠时才能消除 128
睡眠品质端看刚入睡后90分钟的「深度」 131
优质睡眠的关键在「刚入睡后」 131
无论睡了多久，不是「深度睡眠」就没有意义 134
早上总是醒不来的人，有可能是睡眠障碍 136
好的睡眠能够维持记忆力 139
睡眠不足会破坏脑细胞！？ 139
「先睡一觉」能够提升作业效率！ 140
能够消去不需要的记忆 141
运动结果会受到睡眠影响 144
靠睡眠的力量进入大联盟的大谷选手 144
大幅提升投篮命中率 145
课业愈好的孩子，睡得愈充足 147
仅多睡3小时，就能提升记忆力！ 147
愈早睡的孩子愈聪明 148
睡得愈好的人，年收入也愈高！？ 151
对睡眠感到愈满足的人愈会赚钱 151
想要有效率地工作，就得好好睡眠 153
专家对睡眠的看法
藉由完美睡眠获得身心健康、丰富人生 156
我的「最佳睡眠」经验谈
容易生病的小犬靠改变睡眠考上京都大学！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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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实践完美睡眠的熟睡技巧
熟睡技巧一 不是早睡早起，而要早起早睡 160
没办法突然「早睡」……    160
「早上的阳光」能够重置体内时钟 161
早上在窗边做杂事！ 163
熟睡技巧二 早上吃香蕉、晚上食黄豆，睡得又香又甜！ 166
早上的食物会影响睡眠！？ 166
傍晚以后不喝咖啡，睡觉前不碰酒精 168
熟睡技巧③ 上午花30分钟到户外走一走 170
太阳光有助加深睡眠 170
熟睡技巧四 傍晚运动与夜晚伸展也有不错的效果 172
让生活配合体内时钟 172
想要引起睡意，建议在傍晚运动 174
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白天睡意」 176
人没有办法「补眠」 178
熟睡技巧伍 睡前2小时不让眼睛接触强光 180
「晚上环境明亮」是睡眠障碍的原因之一 180
入睡前逐渐调暗环境 182
睡前关掉智慧手机、电脑！ 183
熟睡技巧⑥ 睡前2个小时，事先提升体温 186
睡前先暖和身体 186
泡澡请在睡前1～2小时 188
袜子会妨碍熟睡 190
熟睡技巧七 不让情绪高涨的房间较为理想 192
总之布置成能够放鬆的房间 192
有些东西会让你无意识地分心 195
透过「耳朵」与「鼻子」提高放鬆效果 196
熟睡技巧⑧ 选择能够维持「自然站立姿势」的寝具 197
为了能够适度翻身……    197
选择不会太重的棉被 201
穿著乾淨的睡衣，饮用一杯水再就寝 202
趁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改变睡眠方式 203
预防胜于治疗 203
即便已经是「亚健康」……   204
超过100岁仍继续行医的秘密 205
我的「最佳睡眠」经验谈
改善血液循环才是最好的良药！妻子时隔8年为我准备便当 208



【書名】
『トヨタで学んだ自分を変えるすごい時短術』
【ISBN】

978-4-7612-7202-9
【著者】
原マサヒコ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16年9月
【License Situation by Sep. 2019】
Taiwan ×

在丰田学到的改变自己的厉害的时短术。

曾经在丰田销售店工作的作者，结合在丰田学到的体验和之后工作的
经验，传授在丰田公司学到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时短术”的一本书。

内容简介

●时间是动作的影子

在丰田，公司中有一句话叫做“时间是动作的影子”。行动不好的话，会
让时间边长，行动好的话，会让时间变短。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
是丰田之所以强调这个，正是因为对时间的意识十分强烈。在丰田工作，
需要随时思考每一分每一秒的有效性，甚至包括走路的速度，走路的路径。
此外，维持健康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人不舒服的时候工作效率就会非
常低。

●可视化

工作中各个地方通过“可视化”，可以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通过让自己
的工作进行可视化，可以让领导和同时了解工作进程，即使给予意见和帮
助，也能推动时短的达成。考虑对方立场，邮件标题写上重点信息，这样
的“可视化”也能帮助对方时短。而会议记录或者其他信息的共享可视化，
都是帮助组织架构时短的有效方法。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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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多能工

工作中常会出现那种明明不是自己的工作却
要自己做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限定自己
的工作范围，反而让工作更低效。丰田力推
崇的是“多能工”，也就是拥有多种能力的
员工。机械师同时也做销售的工作。

尝试做一些并非自己工作范围的事情，不仅
可以提高和加深自己的技能，也能在工作中
让自己获取更多平时制作自己工作时获取不
到的灵感，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拓宽自己的人
际关系，以后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有更
多人帮助自己，从而达到时短的效果。

三现主义有效缩短思考时间

三现主义指的是，“现地”，“现物”，
“现实”。特别是做策划做方案的人，如何
有效缩短思考时间，应该去现地进行最真实
的观察。去现场收集“不满”，“不安”，
“不便”这3个不，就能思考消除这3个不的
方案。丰田管理层非常重视现场，深刻认识
到真正重要的信息是在“现场”，需要查看
现场，倾听在现场的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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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お金のポケットが増える スゴイ！ 稼ぎ方』
【ISBN】

978-4-7612-7351-4
【著者】
山﨑 拓巳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8年6月

让自己增加7个赚钱口袋的“厉害的赚钱法”！

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作方式的变化，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除了现有
的“正业”之外，寻找更多的“副业”，增加自己赚钱的口袋，才能让自
己始终保持一个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这本书提出55个建议和方法，教你如何让你的“正业”更顺利，让你的
“副业”也充实。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1965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学部中退。20岁创业，22岁
成立自己的公司后，30年来一直同时进展多个事业。20岁创立公司后就取
得大成功，至今为止已经顺利展开20多个不同种类的事业，也同时培养了
很多人才的作者，通过这本书公开他的“持续赚钱的方法”。

已著作40多册书籍，并累积140万册销售量，其多个作品在中国，中国香
港台湾，韩国等多个国家翻译出版。

其讲座也非常有人气，以“沟通术”，“领导力”等主题的讲座已经向世
界上200多万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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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自己的三角形面积成为稀缺人才

【書名】
『お金のポケットが増える スゴイ！ 稼ぎ方』
【ISBN】

978-4-7612-7351-4
【著者】
山﨑 拓巳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8年6月

跨出一步，花费10000小时，成为1/100的人才。
再跨出一步，再花费10000小时，成为1/1万的人才。
再跨出一步，再花费10000小时，成为1/100万的人才。

三角形的面积决定了你成为稀缺性人才的可能性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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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電話だけで３億円売った伝説のセールスマンが教える お
金と心を動かす会話術』
【ISBN】

978-4-7612-7344-6
【著者】
浅川 智仁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8年5月
台湾×

从自我介绍到拿到订单，没有见过一次客户，仅靠电话就卖了3个亿的日本
传说中的销售人员教你的，获取金钱和人心的会话术。

这本书分解了从自我介绍到接单结尾closing的每个步骤，并在每个步骤中
更加深入细分，很详细地分析了客户的购买心理和行为方式，并对每一个
步骤都给出非常详细的方法。

如何和客户缩短距离，如何发现客户的需求，如何提问，用哪些说话技巧
等内容非常丰富。

如“利用价值观的中和”，“认知性的不协和”等，让还在犹豫的顾客购
买下单的作者独有的技巧，都是其他关于销售类书籍中比较少见的。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销售咨询师，经营咨询师。

2009年12月，以“让销售的地位更高一层”，“扩大能力开发的视野”为
使命，成立了Life Design Partners公司。

以自己的成功哲学专业为基础，并积极导入大脑生理学，行动心理学，脑
功能科学等要素，创立了自己独有的指导方法。帮助众多的销售人员以及
经营者的销售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10年8月，被 The Japan Times评论为“代表亚洲的下一代经营者100
人 2010年”的一人。

在成立自己的公司之前，曾经在世界最大的能力开发公司上班，销售零经
验却以入社仅2年的时间便获得了年度最佳销售成绩。以“销售”是一门艺
术为论点，每天都在培养优秀的销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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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提问让顾客下单

人都是对失去持有恐惧心理
的。

利用这种心理特征，通过暗
示提问的方法，让顾客的恐
惧感大于喜悦感，这个时候
顾客就会购买商品。

利用认知性不协调的特性

如果文章的标题是“请男人
不要看”的话，相信很多男
的都会想看。

在和顾客沟通的时候也一样，
利用这种认知性不协调的特
征，并给顾客3个选项，就能
有效获得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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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自分を変えるほんの小さなコツ』
【ISBN】

978-4-7612-7226-5
【著者】
野澤 卓央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1月
台湾×

你不是不够努力，只是还没用对方法：让人生幸福，轻松过的51个诀窍。

人生没那麽难，只要稍微努力一下就行！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发现」幸福，而非「寻找」幸福。

「只要学会那项技术，一定就能做出成效，受到身边的人认可。」
「只要成为更优秀的人，一定就不用再烦恼人际关係。」
「只要让自己变得更好，一定就能遇到真命天子。」

虽然一直抱持著这样的想法在努力，但就是无法改变自己的人，一定要阅
读本书！

「无法获得幸福，是因为我还不够努力吗……」
「是不是我哪裡有缺陷……」想必也有人抱持著这些烦恼吧？

本书将透过51个小诀窍，让你获得掌握人生方向、引导自己走上通往幸福
道路的好方法。

内容简介

●只要具备本书所揭示的技巧，就一定能在人生道路上获得丰硕成果
●只要跟著本书提示稍微改变一下待人方法，任何人际关係难题都能迎刃而解
●只要随著本书小诀窍稍微努力一下，就一定能遇到人生中各种美好人事物

本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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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改变自己之前要做的事

为什么我无法改变我自己？

当感受到现在不改变的自己获取的好处比改变后好处的利
益更多时，人是不会改变自己的。

但是，不改变自己能够获取的好处，是藏在自己的无意识
中，不容易被发现的。所以人会一直说“我想改变自己”。

如果你真的想改变自己，先要尝试倾听自己的心声，不改
变自己到底带给你哪些好处。改变自己会带你你哪些坏处。

把那些不明确的潜意识里的想法理清楚，你就能更清楚地
知道自己到底在意哪些东西，也有助于改变自己了。

区分事实和诠释

我们大多数人的烦恼来自没有把“事实”和“诠释”区分
开来。

比如，一个同事朝你走来，你给同事打招呼，但是同事却
没有回应直接走过去了。这个是“事实”。

你觉得他无视你，这个是你的“诠释”。

分清“事实”和“诠释”，甚至用纸写下来，能够消除哦
们80%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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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１時間の仕事を15分で終わらせる』
【ISBN】

978-4-7612-7225-8
【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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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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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行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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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把1小时的工作在15分钟内完成。超级忙碌外资咨询师的超高效工作法。
从3个阶段，叙述将工作高效化的技巧和方法，有效排除阻碍工作高效化的
“瓶颈“。

输入×选择力
过程×处理力
输出×突破力

★Input（输入）的瓶颈

1. “应该做的事”乱七八糟
→对策：工作内容断舍离
2. “东西”散乱，总是找不到要找的“东西”
→对策：整理空间和信息

★Process（过程）的瓶颈

1. “日程”不明确，什么都去做
→对策： 学习提高思考力的时间术
2. 总是偷懒和推迟工作
→对策：学习马上就做的习惯
3. 对工作内容从零开始思考
→对策：使用思考的“模板”，能够超级节省时间

★Output（输出）的瓶颈

1.策划内容很好，但是周围的人“不协助”
→对策：了解利害关系者的影响力和态度
2. 提案没能有效“传达”
→对策：传达导入后“成果”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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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利害关系

利用利害关系地图工具，将
利害关系者的姿态和影响力
进行可视化，仔细思考观察
每个人物的内心，才是最有
效地让自己方案快速通过的
王道。

思考的质量

提高思考的质量是“宽度”，
“深度”和“灵感来源”。

有意识地注意这3个要素并使
用思考“模板”，才能让工
作中的思考更快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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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齋藤孝の知の整理力』
【ISBN】

978-4-7612-7275-3
【著者】
齋藤孝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8月

智慧的人，是怎样的人?

是学历高的人？
还是学者或者研究人员？

即使有很多知识，但是这些知识都是分散的，也未必是有智慧的人，
顶多也就是一个杂学王。

知识是构成智慧的一个要素，但是知识有没有被整理，有没有被连接，
有没有有效的Output，就不能说是智慧。

智慧可以说是一种传达力，一种沟通技巧。

你只有将你所掌握的知识很好地整理，并有效的传达，才能给人“智
慧”的感觉。

这本书带领读者重新理解“知识”的定义，解说获取知识和整理，连
接自己知识的具体方法，帮助读者重塑自己的“知识”体系，并提示
心得。

学习到的东西成为一个体系，才能让你得以致用，才能让你脱颖而出。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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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齋藤孝の知の整理力』
【ISBN】

978-4-7612-7275-3
【著者】
齋藤孝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8月

将文章图形化，将图形文章化

通过将文章的图形化，能够俯瞰完整的
信息和知识。

而将图形化的东西，通过文字表达出来，
是能够加深自己知识深度的方法。

从时间上，空间上扩大视野

让自己的视野更广阔，知识更深化的2大
方法。

1. 从时间上扩大视野
比如，了解事物的历史

2. 从空间上扩大视野
比如，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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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年間報酬3000万円超えが10年続く 独立系コ
ンサルタントの成功戦略』
【ISBN】
978-4-7612-7443-6
【著者】
和仁 達也
【価格】
2,2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9月

这本书是针对今后想要独立成为个人咨询顾问，或者成为个人咨询顾问
未满3年的人，每天都在矛盾，烦恼和感到不安的，如何被顾客选择并
成为不可替代的御用顾问咨询师等问题，进行各种技巧解说的一本书。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作者（和仁达也）作为独立咨询师已经工作了20多年，向数千名顾问和职
业人士传授他的技巧，并得到实际验证的“和仁方法”分为30个，通过7
章进行详细的介绍。

书中详细解说了独立后的个人咨询师的“与潜在顾客的见面方式”、“人
物简介的制作”方法，如何根据不同社交媒体的特征分类有效使用将自己
品牌化的“战略性信息发送术”，以及作为咨询师时时刻刻都不能停止学
习的“学习法”等内容，可以说是一个将作者经验集大成的一本书。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教材こそが『最強の宣伝ツール』である」
教材才是“最强的宣传手段”。

●「受信する人の『お困りごと』にフォーカスしよう」
发送信息的时候，把焦点放在受众的“烦恼”上。

●「情報はアウトプットしなければ、ただのゴミ」
信息如果不进行输出，就只是一种垃圾。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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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年間報酬3000万円超えが10年続く 独立系コ
ンサルタントの成功戦略』
【ISBN】
978-4-7612-7443-6
【著者】
和仁 達也
【価格】
2,2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9月

通过“金钱的方块拼图”，了解金钱的流向，
才能清晰地提出提高收益的方案

利用“信息传达的远近法”，针对不同对象使用不同的表现，
可以在媒体宣传中达到更好的自我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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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市場を変えろ』
【ISBN】
978-4-7612-7441-2
【著者】
永井 俊輔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9月

一本关于LMI（Legacy Market Inovation）的经营战略书。

LMI是Legacy （遗产）Market（市场） Inovation（改革）的缩写。

本来是织布机起家的丰田开发除电气汽车，本来是生产一种叫做“花札”
的花纸牌起家的任天堂开发了Poketmon GO。做电脑起家的苹果开发
除了iphone的手机。

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开发出这种化时代的产品，正是因为有效利用了过
去的经历中的各种“遗产资源”。

这本书讲述了，企业在今后成长过程中，如何有效利用现有的资源，通
过LMI对自身进行改革，从而创造奇迹，改变市场本身的各种经营战略。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这本书的作者本身是从一个日本夕阳产业的广告牌制作公司的第二代接班
人，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将自己公司变身为零售业的店铺视窗设计，施工，
各种广告宣传物设计制作的给零售业店铺提供综合方案的公司。甚至还开
发出了能够让店铺和网上商城一样可以获取用户属性，感兴趣度等数据的
测量系统，让店铺更正确地掌握顾客数据并加以利用。

这本书除了如何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改革的思考方式以外，还分析了众多企
业难以进行改革的要素以及如何对应的想法，更例举了多个企业的技术和
商业模式的案例，给出很多可以改变企业现状的商业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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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市場を変えろ』
【ISBN】
978-4-7612-7441-2
【著者】
永井 俊輔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9月

业界，商圈，商品的墙壁已经被
破坏，所有产业之间都有可能会跨
界发展。

即使没有像Uber破坏传统出租车行
业这样的直接破坏，也会像如日本
火热的健身房门店的RIZAP，因为
管理会员的伙食而影响饮食界这样
的间接破坏。

拥有“遗产”的企业的成长战略需
要围绕两个轴线进行思考。

第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左下→右下）

第二步，运用在第一步获得的利益
来投资Inovation，实现更大的收益
化。
（左下→左上）

当这两个都能实现的时候，就会产
生右上的“明星产业”，成为生产
效率高并具有成长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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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お金と心を動かす手帳術』
【ISBN】
978-4-7612-7436-8
【著者】
浅川 智仁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9月

日本被称为是“传说中的”销售咨询师的作者，公开了自己能够达成包括“仅靠电
话就达成3亿日币销售额”等众多销售业绩的，手账术。

作者本身在公司工作时，从销售零经验到达成全国销售第一仅用了2年。之后独立
成立自己的公司后，针对企业销售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帮助众多企业的销售达成
了很高的销售额。作者也是被“The Japan Times”评为的，“代表亚洲的下一代
经营者100人 2010”的其中一人。

这本书不仅揭示了具体的手帐书写方式，还介绍了比如“将人生分为8个领域来思
考”的目标的设定方法，引导自己成功的模型设定方法，自我反馈方法等。

内容简介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 目標を達成する痛みがある。ダイエットを達成すると、新しい服を買うための出費が伴うわ
けです。体型を維持するためには食生活変え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良い食材やこだわった油を
買って、できるだけ自炊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す。そうなるとお金も時間も労力もかかります。

目標を達成したあとにも「時間、労力、お金」3大代償を払わないと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なので
す。 目標の達成が近づくと、元の自分に戻りたいという心理学的な働きが起こるのです。し
たがって、目標を達成したいのであれば、達成したときの痛みを先に明るみに出して、意識して
おくことが必要になります。

● 达成目标伴随的痛苦。比如减肥成功后，就需要花费购买新衣服的费用。为了维
持体型，就必须改变食生活。购买优质食材，选择特别的油并自己料理。这样就会
花费金钱和时间还有精力。

也就是说，达成目标后，也需要为“时间，精力，金钱”这3大代价买单。
所以，当接近目标时，心理上会不由地想回到原来的自己。

如果想达成目标，必须明确成功后伴随的“痛苦”，进行事先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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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お金と心を動かす手帳術』
【ISBN】
978-4-7612-7436-8
【著者】
浅川 智仁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9月

利用矩阵明确自己
动力来源

不写TODO，只写和目
标达成有关的计划。

写下成功体验给自己进行反馈，
书写下一个月的目标和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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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自分史上最高の柔軟性が手に入るストレッチ』
【ISBN】

978-4-7612-7432-0
【著者】
村山巧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7月
【License Situation by Sep. 2019】
Taiwan ×

结合脑科学和筋膜释放，让你在短时间内实现柔软的身体。

柔软性指的是肌肉和肌腱的生长能力。这种柔软性很低，也就
是说身体很硬，就更容易受伤。

另外，增加身体的柔软性也能减少背部疼痛。肩部背部疼痛不
仅仅因为后背肌肉紧张，紧张的大腿后侧会拉骨盆向下，下背
部会更多压力。紧张的髋屈肌和髋部肌肉会给腰椎带来更多压
力，这会导致下背部疼痛。

紧张的肌肉还会影响脊柱的正位和体态。如果关节周围的肌肉
紧张，就会拉关节错位，或导致有些关节承重过多。

这本结合脑科学和筋膜释放的拉升方法，可以帮助身体僵硬的
现代人快速让自己的身体变柔软。这种迅速让身体变柔软的方
法，至今只有一小部分的专业体操选手，舞者知道，现在通过
这本书大公开。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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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自分史上最高の柔軟性が手に入るストレッチ』
【ISBN】

978-4-7612-7432-0
【著者】
村山巧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7月
【License Situation by Sep. 2019】
Taiwan ×

帮助了包括日本体操选手在内的2万人实现了超柔软身体的日本“柔软美训
练师”通过“脑科学”和“筋膜释放”手法让你快速告别僵硬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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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世界一効率がいい 最高の運動』
【ISBN】

978-4-7612-7425-2
【著者】
川田 浩志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6月

Taiwan × Korea ×

1天只需要4分钟，就能消除你的“运动不足”，并让你的身体变得更
“有料”。这是一本众人梦想的运动发“HIIT”。

繁忙的现代人最烦恼的就是

“太忙了，没有时间运动”
“跑步什么的，没有办法坚持”

这种HIIT运动法，每天只需要4分钟，20秒×8次进行集中性地高负荷
运动，就可以燃烧你的脂肪，让你的脂肪变成肌肉。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关于HIIT，全世界的医生都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了关于HIIT的研究结果
和论文，是一种由科学依据的有效运动法。

书中除了图文解说，更附有动画说明，在最短时间内帮助繁忙的现代人达
成最有效的运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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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世界一効率がいい 最高の運動』
【ISBN】

978-4-7612-7425-2
【著者】
川田 浩志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6月

Taiwan × Korea ×

众多数据表明无论是减肥也好，降低血糖等也好，都比普通的运动的效果更好

每天只需花4分钟就能达成45分钟的运动效果，让繁忙的现代人更有效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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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最高のアウトプットができる スゴイ! 学び方』
【ISBN】

978-4-7612-7424-5
【著者】
山﨑拓巳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6月
【License Situation by Sep. 2019】
Taiwan × Indesign Data 〇

用最小的努力达成最大的学习效果的最强可输出学习法！

全图解！厉害的人如何学？：用最小输入让效果极大化的40个最高学习法

著作的书在日本以及海外销售量已经超过150万册，并向200万＋人授过课的作者，从学习的
态度，学习时的思维方式，以及具体的使用什么工具，怎样学习等多个角度，讲述有效的学习
输入法和学习工具，以及知识输出法。

★新知吸收、学习应用、升学到资格考都能用的高知识产出法！
★学习管道的Know-How一次图解掌握，从影片、音乐、讲座、电脑、手机、平板到纸笔

「铁血宰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说过：「愚者向经验学习，贤者向历史学习。」
只靠经验法则，不但容易学习方向错误，又太花时间。或是读了这麽多书，依然感觉自己学识
有限、不够用的挫败感。
教你从现在这一刻开始摆脱低度勤奋，从保持学习心态，从自我更新开始。

实证有效！日本350万网友口耳相传的「学习教主」，首度公开密藏的40个学习法则。

【本书适合这样的你】
1. 明明工作很努力，就始终没有成效
2. 想学点新东西，但是找不到方向
3. 喜欢一个人学习，但不擅长和他人分享
4. 之前明明学过，却怎样就是记不住

你需要一本改变学习思维和方法的书！

●正确的学习方法，比努力还重要！学习祕诀大公开
→知道答案的人，是最好的学习管道！让自己瞬间POWER UP
→「图表整理法」是输入时的必备武器
→任何人的话都有值得学习之处，珍惜每次见面的机会！但要遵守「一次一小时」的原则
→含金量高的学习方式是讲座
→超高效记忆术：组合插画与双关语
→透过漫画学习，打造各领域的知识抽屉 etc.

本书特色

1. 日本畅销的作家兼实业家，整理出40个自身实证有效的学习法
2. 以漫画开场，浅显易懂，不擅阅读的人也能凭直觉进入学习模式
3. 每篇内容只有4～8P，搭配重点总结+图解，空档时间随翻随读随应用
4. 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不断学习」才是永远的不变！



【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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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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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行年月】
2019年6月
【License Situation by Sep. 2019】
Taiwan × Indesign Data 〇

百万学员追随的学习导师

1965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广岛大学教育学院肄业。20岁创业、22岁成立「拓有限公司」，之后30年
间同时经营多种事业。

到目前为止出版书籍超过40本，累计销售超过150万本的畅销作家。他的演讲也深受欢迎，以「好运容
易降临」．梦想．实践製造者的身分，对全球超过200万的人演奖，传授沟通术、领导人理论、心灵管理
等多项领域的学问。

拥有实业家、作家和演讲者等多重身分，吸引350万名粉丝推崇，这次作者要首度公开他的成功学习之道。

author

chapter

前言 鳄 学习，才能描绘美好的未来
第一章 学习的正确方法
1向知道答案的人学习
2不要做无谓的努力
3重新检视学习意义
4找出有深度情报力的关键人物
5朋友会加速学习成效，减少时间的浪费
6倾听时抱持诙谐坦率的态度
7任何人都能成为学习的对象
专栏一 不知道「3＋5＝？」的少年

第二章 自学不踩雷！媒体和学习管道的多元运用
8讲座的知识含金量高
9透过影片或音频学习的优点
10利用空档时间浏览网路新闻
11获得新知识的学习步骤
12透过漫画学习
13透过插画学习
14提高记忆力1 组合插画与双关语
15提高记忆力2 撰写成事件，用影像记忆
16有效利用时间法1 善用注意力集中的时间
17有效利用时间法2 利用琐碎时间与人相处
专栏二 擅长科目只有体育、音乐、美术？



【書名】
『最高のアウトプットができる スゴイ! 学び方』
【ISBN】

978-4-7612-7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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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让输出极大化的输入法（传统媒介编）
24图表式整理，简单易懂
25比倾听更有效的输入学习法！
26慎选输入工具
27手写的学习效果
28替身输入法
29在玩乐的状态下激励自己
专栏四 愈是无趣的事物，愈要用喜悦之心接纳

第五章 让输出极大化的输入法（数位媒介编）
30Evernote是个没有底限的「抽屉」
31Evernote的优点
32利用Evernote，打造知识百宝箱
33把创意元素输入Evernote
34Evernote的商务活用法
专栏五 开始经营部落格的原因

第六章 会输出，才是会学习
35为了输出成果，就要输入学习
36透过传达，让学习更精进
37对讲师而言，讲座也是他的学习现场
38准备好能定期发表讯息的媒体
39提供价值，予以社团化
40分类使用免费网志与付费网志
专栏六 一直存在我内心深处的学习理由

后记 鳄 学习是与未来的约定，也是通往未来的护照！
参考文献鳄参考的演讲、讲座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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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的信息像素比书更高

一本书的信息的绝对量比一场
研讨会多很多，但是研讨会的
信息密度和热量会比书多出很
多。因为去研讨会能够感受到
会场的气氛，这和现场观看演
唱会和比赛时是一样的感觉。
通过这样的热度，去研讨会后
将学习到的知识付诸于行动的
概率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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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新东西时的顺序

比如学习“AI”（人工智能）

①现在网上查找关于AI的信息

②在动画网站上观看关于“AI”的动画

③阅读“AI”相关的书

④和别人谈论“AI”

⑤如果了解地足够深，可以自己开研讨
会给别人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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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学习”，就是
增加我们心中的绘画颜料

幼儿时期的各种经验和回忆形成了
我们现在的人生。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的烦恼和问题并
不是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过去的体
验让自己感觉这是个问题。

所以，“学习”可以从另外一个侧
面探究自己，和自己对话，解开自
己的心结。让自己变得多姿多彩。

▲▲上图中，小时候因为被别人说过，“你这个人真的好奇特”
”和别人不一样”而产生过不好的回忆。所以等长大后一直顽
固地觉得这是一句贬义的话。但是，通过“学习”，可以改变
这样顽固的想法，了解“独特”“和别人不一样”也可能是一
种表扬，有些异性正是喜欢这样“独特”的人。这样，就是通
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感情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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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自分と向き合い成長する アニメと哲学』
【ISBN】

978-4-7612-7414-6
【著者】
小川 仁志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4月
Korea ×

动漫和哲学。

很多动漫都暗藏了很多的人生哲学。

动漫以简而易懂地方式描写人的意识和成长的样子，潜移默化地教导孩
子应该如何过好自己的人生。

这是一本由日本的哲学家书写的，以“樱桃小丸子”，“海贼王”，
“多啦A梦”“你的名字”等谁都知道的动漫为主题，从哲学的角度来
解说动漫的一本书。

内容简介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我们从樱桃小丸子中学到了什么？

樱桃小丸子是以作者所经历的1970年代的小学为原型的动漫。在学校上
课时憋尿，憧憬拥有自己一个人的房间，这些都是可以引起小朋友的共鸣
的故事。然而，樱桃小丸子的故事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每个故事都
会将家庭卷入进来，变成家庭的话题。

比如樱桃小丸子因为憧憬自己的房间，虽然被父母反对，但是爷爷却偷偷
帮孙女一起打造自己的房间，最后虽然因为失败而被其他家人大骂一顿。。

1970年代和现在不一样，那个年代无论是谁的事大家都会热心地互相帮
忙，互相筹谋划策，家人朋友围在一起讨论。所以，樱桃小丸子不仅得到
的是小朋友的共鸣，也勾起了成年人的回忆，再次感受到互相帮助的那种
暖心。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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哆啦A梦暗示了我们什么？

哆啦A梦这部动漫有几个侧面。一个是通过未来的道具帮助孩子们实现梦想。
另外一面是伴随几个登场人物的爱和勇气以及勇气，描写大雄的一点点的成
长。

大雄吊儿郎当，懦弱胆小，可以说是不中用的孩子的代表人物。胖虎欺负他
的肉体弱小，小夫嘲笑他的贫穷，连静香也看不起他的懦弱。然而就是这样
一个人物，在哆啦A梦的帮助下一点点地成长。

人是慢慢地成长的。人正是因为有别人的否定才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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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サービスの合言葉 「お客様に真剣」ですか?』
【ISBN】
978-4-7612-7404-7
【著者】
高橋 滋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3月

为4万多人传授过“最高级别服务诀窍”，位于日本六本木的高级餐厅
的Casita的创始人通过这本书，传授最高级别的待客之道。

通过在服务业经常会遇到的38个场景，分别从

“普通的人”会如何对应
“对工作认真的人”会如何对应
“对顾客认真的人”会如何对应

3个层面来分析，并对服务进行标星，可以从中非常清晰地了解“高级
别的服务”和“普通的服务”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Casita的西餐厅，从2001年开业至今从不主动做广告，单靠口口相传就能
天天客流爆满往往还需要提前一个月预定。不少进店消费的顾客都表示
“被Casita感动到哭”！第一次进店的聚餐，服务员分分钟献上绣有客人
名字的餐巾。

为顾客穿上外衣只不过算普通的服务， Casita还帮顾客求婚，为了帮助男
顾客求婚成功，特意在店面门口撒上满满的花瓣，因为女朋友喜欢狗狗，
还特意为女方制作了一杯狗狗模样的花式咖啡。各种为顾客着想的服务，
最终让那位男顾客抱得美人归。

这本书的特点是，这家Casita的西餐厅创始人的作者在结合自己的想法和
经历来阐述服务的本质的同时，在每个相关的服务下都会画上下横线并标
注星标来区分不同级别的服务。可以让读者更了解普通的服务和最高级别
的服务到底差距在哪里。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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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最重要的事情

拿着多个纸袋的顾客在下雨天
撑着伞走出位于3楼的餐厅时，
你会怎么做？

★★随顾客一起到1楼并目送
顾客。

★★★跟随顾客一起，帮顾客
撑伞，并把顾客送到从餐厅出
发要步行7分钟才到达的车站。

服务注重的时人和人接触，对
待顾客时，像邀请自己的朋友，
友人来自己家玩一样的心情来
对待。

如果顾客提出比较难的要求时

★普通的人
根据服务手册拒绝顾客。

★★对工作认真的人
在服务手册范围内尽可能地满
足顾客的

★★★对顾客认真的人
超越服务手册，在“宪法”范
围内满足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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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あなたのお部屋がイライラしないで片づく本』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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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丸山郁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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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円
【発行年月】
2015年12月
Indesign Data 〇

一本运用阿德勒心理学的整理书！

不懂得整理，不代表你是无用的人！
给人勇气的居家整理师，教你利用阿德勒心理学，
从内心到生活撤底解抉整理难题

▎超过七百五十个家庭的热烈迴响：「这是我至今试过最不勉强自己的整理法，而
且心情轻鬆多了！」▎

＊你是不是也经常陷入整理的恶性循环中？
「过于努力→不如自己所愿→责怪自己→更加焦躁→责怪家人与身边的人，导致人

际关系变差→失去力气→变得更乱」

＊你是不是也常为了无法整理感到焦躁，觉得自己很没用，意志消沉？
阿德勒心理学说：｢任何人都会有自卑感，这是健康、而且能刺激努力与成长的正

常心态。｣

房子太小、太忙、捨不得丢东西、收到太多礼物、提不起劲、无法物归原处、难以
克制购物的衝动跟欲望……无法整理的理由或许五花八门，但阿德勒心理学认为：东西
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而东西之所以在那裡，也是你的选择与抉定。

虽然你选择了「不整理的人生」，当你的内心与空间一洋乱糟糟时，其实正代表你
拥有「想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渴望。如果能产生这层觉察，就懂得如何与负面情绪共处，
从接纳自己的挫败感（自卑感）出发，不纠结在过去自己如何失败，进而拥有往未来前
进的「阿德勒式勇气」。

本书作者丸山郁美，在为妻与为人母后，因为对于居家整理的强迫性格，不仅时时
处于自责与焦虑中，也常怪罪无法配合帮忙的家人。但在她于整理技巧中巧妙融入阿德
勒心理学后，发现理想的住家不一定要臻于完美，而该是种这合自己、并令自己感到舒
服的状态。而物品也并非要禁欲式地一味断捨离，生活本是流动的，有去有留的物件正
是我们有温度地活著的证明。此外，她更透过勇气整理术的正能量，让家庭与人际关系
更和谐。

至今她已至超过七百五十个家庭讲解「阿德勒勇气整理术」。在帮助人们在改变观
念、给予自己勇气、克服整理难题的同时，不但空间变得清爽整洁，心情更从容，也让
人逐渐变成未来想要成为的洋子。许多人都说：「这是我至今试过最不勉强自己的整理
法，而且心情轻鬆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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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勇气整理术的三大优点───
●不需丢东西，或是勉强自己过极简生活，在整理术中融入阿德勒心理学的精华，不否定

焦虑感，改变你对于｢整理｣的心态。
●给予自己勇气，将整理的义务，转变成「找出家中的舒适感」；把「整理完又变乱」的

焦虑，化为积极的行动力。
●这样的你，生活得舒服、像自己，家人也会变成伙伴，就连你的「屋子」都会为你加油！

你一定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

───阿德勒勇气整理术让你更了解自己───
●勇敢接受自己无法整理的事实，不需追究原因
否定自己、责怪自己并没有用，更重要的是想像｢你想要在整理好的屋子裡做什麽？｣，这

样才能主动产生｢好，我想要改变！｣的想法。

●东西乱七八糟，就是生活的证据。
学习与｢物品｣和睦相处，即使随处摆放，东西也不是｢不好｣的存在。而且被拿出来的物品

之所以不在原位，是因为你要做某件事，也是你积极生活与行动的证明。

●违背自己风格的整理术，只能换来短暂的整洁。
整理的重点不在于「该不该丢」，而是你「为什麽想留」。用｢舒服｣、「不舒服」的心情

做选择，不要压抑｢感性｣的那一面，让身边充满最适合自己的「舒服」物品！

●为什麽忽视95％已经完成的积极行动，却执著5％未完成的事？
不要只在乎「没有做到」的事情，而要把焦点放在「已经做到」的事情。只要成为自己最

有力的伙伴，不管在以为自己多麽无用的日子裡，也一定会发现值得称讚、夸奖的行动。

●整理不是「我说了算！」，与家人建立横向的分工合作关系
独自整理、孤军奋战的你，最后是不是常生闷气，或对家人发怒？阿德勒整理术能让人放

弃「认知偏见」，察觉彼此的差异，尊重一起生活的伴侣与家人的价值观。

1979年出生于长野县，现居东京都。两个孩子的母亲。

大学毕业后进入饭店业工作，后因怀孕而辞职。待产时从担任褓姆的母亲之处，接触到阿德勒
心理学。

虽然梦想拥有幸福的家庭，但因为带孩子而使家中无法维持理想中的整洁，因而变得心浮气躁。
为了纾缓自己的焦躁，便藉由丢东西与整理屋子排解压力，但家裡变整齐后，又开始责怪把东
西弄乱的家人。

由于体会到一般的整理术无法建立幸福的家庭，于是在二〇〇八年将阿德勒心理学的观念融入
整理中，结果不但空间变得清爽舒适，家人也都觉得自己的行动是对这个家有贡献，自己是有
价值的，因而能获得勇气。

为了提倡每天愉快过生活的好处，因而成为「给人勇气的居家整理师」的整理顾问，曾至超过
七百五十个的家庭，传授阿德勒整理术的技巧，给因为整理而一再受挫的人们带来勇气，产生
「我也做得到！」、「我能够自我肯定了！」、「心情变轻鬆了！」的自信。
于2014年在产经生活报社主办的主妇竞技「SHUFU-1大奖」中获得准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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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推荐序 居家整理，其实是一门与内在自我对话的艺术 李家雯
前言 最不勉强自己的整理法
阿德勒让我成为「给人勇气」的居家整理师
会觉得焦虑，是因为你「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断捨离」太禁欲，学习和物品一起开心生活吧！

学员的迴响
阿德勒心理学概貌
给予勇气、共同体感觉、自卑感

Chapter 1  阿德勒勇气整理术，让你这次一定能成功！
●不懂得整理，不代表你是无用的人！
有勇气接受不完美，才能接纳自我 【自卑感】
●为什麽再怎麽整理也整理不好？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选择 【创造性自我】
●不要追究找无法整理的原因，
只要想像「理想的自己」和「理想的行动」 【目的论】
●焦躁感也是你的朋友，
任何情绪都是帮助你实现理想自我的讯息 【整体论】
●检视自己焦躁的原因，
就能发现需要整理的地方 【目的论‧整体论】
●价值观因人而异，
不勉强自己，也不为难别人 【认知论】
●懂得整理，
人际关系也会变顺利 【人际关系论】
●鼓励自己，
就会产生源源不绝的勇气 【给予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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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透过想像、整理、收纳，打造整齐的房间
●第一步：幸福的理想生活，
就藏在细微的「理所当然」中
●垃圾桶太小，文件堆积如山……
将你的焦躁点一一击破吧！
●第二步：将物品全部取出、分类、减量，
然后进行「整理」
●不需要一口气整理所有空间，
从小地方慢慢进行更容易成功
●虽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也要鼓励自己：「做得好！」
●透过「寻找同伴」的游戏，
了解物品的重要性
●留下捨不得丢的东西，
会让你觉得「舒服」还是「不舒服」？
●在进入第三步的「收纳」前，
先别急著买收纳用品
●东西该摆哪裡？
把用得到的物品，摆在用得到的地方！
●「反正就是会乱七八糟！」
不想面对失败，所以用「放弃」自我保护
●衣架放在厨房流理台下方！
我家收纳与众不同的秘密
●三种收纳方式，三个收纳重点，
解决乱七八糟的空间与心情
●洗好的衣服由左往右放，
挑选穿著的衣服从右往左拿
●不要把东西堆放在地上，
是清爽收纳的重点
●不适合自己的整理方式，
当然会恢复原状，再度变乱
●想像、整理、收纳，
以行前准备的愉快心情进行吧！

Chapter 3  利用收拾、打扫、重新检视，让你的居所更舒适！
●第四步：设定让空间归零的时间，
让所有东西一次物归原处
●第五步：找出你的「打扫黄金时段」，
一天只需要整理一次
●每天都会堆积的灰尘，
就用除尘撢清除
●拥有人味与生活感的居家，
比保持整洁更重要！
●享受物品更换变动的乐趣，
就是享受生活
●因应生活型态的转变，
进行第六步「重新检视」
●勇气整理法也要定期更新升级，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更上手
●年度扫除行事曆，
让你省时又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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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给予勇气的整理，所带给未来的好处
●丢弃物品是「毕业」！
整理就是积极面对人生的方法
●室内布置唯一的重点，
是要让「舒服」变得「更舒服」
●想转换心情？
那就改变物品的摆放位置吧！
●乱七八糟也不是坏事。
不自责，不压抑，培养勇气与自信
●接纳自我、信任他人及贡献他人，
让我们更幸福！
●透过整理，
让家拥有美妙的能量气场
●住家不是样品屋，
生活感与人味能为空间带来真实的温度
●感受不到别人肯定的我，
曾绝望地带著孩子搭末班的新干线离家出走
●为什麽忽视95％已经完成的积极行动，
却为5％未完成的事自责？
●被整理的，不只是空间，
连头脑也变清晰
●「把电视柜上的文件放回抽屉」，
像这样，从决定随时能保持乾淨的地方开始做起
●「魔鬼的耳语」传播负面能量，
「天使的耳语」让你愈挫愈勇
恶魔的耳语（负面自我对话的例子）
天使的耳语（正面自我对话的例子）
●只要三十秒阅读，就能让你变得积极坚强
●每日金句，给自己勇气的一百话

Chapter 5  透过整理，帮助全家人心生勇气
●整理，是家人间的磨合，
也需要沟通的勇气
●整理不是「我说了算！」，
与家人建立横向的分工合作关系
●孩子整理房间后，
不要说「你好棒！」，而是说「你把桌子收乾淨了呢！」
●理想的家，
是整合全家人想法后所打造的
●爱的任务是人生最困难的课题，
但牵绊的感觉也让人幸福
●适度协助不干涉，
让孩子自己完成自己的整理课题
●建立横向关系，
就从说「请帮我」和「谢谢你」开始
●关注孩子已经做到的部分，
就是帮助他们心生勇气
●用「我」当主词，取代命令的口气，
表达请託与情绪
●用温暖的话语，
化解家人不愿丢东西的防卫之心
●隐藏在焦躁背后，
是寂寞、不安、担心、失望的情绪
●想给予家人勇气，
也要增加自己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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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阿德勒心理学

书中从阿德勒心理学的角
度先分析了在打扫中总是
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以及
会产生烦躁的原因，并提
出了如何克服，疏通自己
的方法和思维方式。

制定打扫的年计划

制定打扫的年计划，把打扫分成

橘色部分
每个月需要打扫的地方
白色部分
那个月要打扫的地方
灰色部分
什么都不需要做的地方

将打扫的规划可视化，不仅可以有
效促进打扫，也因目标明确，避免
了多余的烦躁的思考，让打扫变得
轻松又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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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MBA戦略思考の教科書』
【ISBN】

978-4-7612-7112-1
【著者】
安部 徹也
【価格】
1,900円
【発行年月】
2015年8月

MBA战略思考的教科书。

本书将本需要花费至少2年学习的MBA课程中的精华提取，通过

1. 理解Business的构造
2. 制定经营战略
3. 制定市场战略
4. 制定财务战略
5. 制定人力资源战略
6. 生产管理，项目管理的方法
7. 战略性会计操作法

等多个方面，让商务人士从一本书中学习到MBA的战略性思考方
法。

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安部 徹也

MBA Solution株式会社代表理事。1990年毕业于九州大学经济
学部经营学科后，进入太阳神户三井银行(现三井住友银行)工作
。银行离职后赴美，在国际商务领域全美No.1的商学院
Thunderbird留学，取得Global MBA学位。顶级mba组织Beta 
Gamma Sigma会员。商学院毕业后创业，成立经营咨询和商务
教育公司，MBA Solution并出任董事长。由其主持的“商务人
士最强化项目”有2万5000多名商务人士参加，向其学习MBA理
论。并且经常出现在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大众媒体上。 401



整本书对每一个环节的战略思考方式都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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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ずるいくらい思いのままに恋が叶う』
【ISBN】

978-4-7612-7164-0
【著者】
佐藤律子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16年4月

你明明长得很漂亮，明明那么聪明，那么优秀，但是为什么这么
多年来，你还是一条单身狗？

周围的闺蜜姐妹各个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反观自己无论哪个条
件都不差，为什么找不到合适的男生？

一直都没能恋爱和结婚是谁的错？
其实错在“你自己”。

你有没有因为太骄傲而放不下身段去欣赏，赞赏对方？
你有没有给对方一种“其实你不想结婚”的印象？
如果你男友久久没有向你求婚，你是继续粘着还是放手？

恋爱其实很简单，只需要
1. 对恋爱的思考模式
2. 了解男女之间的沟通模式
3. 外表

这本书通过这3个方面，让你和理想中的那个“他”相遇，是一
本让你告别单身狗的超级恋爱操作手册。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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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男人追求什么

男人喜欢“反应灵敏”的女人。

男人喜欢让女人觉得自己很能干，他们追
求在女人的反应中看到这一点。

所以，对男人的言语或者行为进行适当地
反应和表示欣赏，能够让男人喜欢你。

男人会考虑结婚的女人的3个check list

1. 看上去漂亮
对男人来说年轻漂亮是有魅力的。
即使到了30几岁，看上去的年龄比
实际年龄小很重要。

2. 看上去像处女
是不是真的处女并不重要，要给对
方一种清爽的少女感。

3. 性格上没有致命的缺点
主要是是会不会束缚男人，干涉男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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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ミニマル思考 世界一単純な問題解決のルール』
【ISBN】

978-4-7612-7179-4
【著者】
鈴木 鋭智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6年6月
台湾×

思考的断舍离。

问题：左上角的这幅画中的汽车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这辆车在逆行。那么为了阻止逆行该怎么办？

“在入口处设立巨大显眼的标志，提醒司机注意”。
“让年老的司机每个人都进行认知症检测。”
“对所有司机进行宣传教育。”

等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汽车误入逆行道的一种思维
模式，基于“让司机不犯错”这样的完美主义这样一
种思考方式想出来的方法，往往花出去的精力，成本
和达到的效果不成正比。
这个就是“不必要的思考”。

而基于“谁都会犯错”这个基础上思考，让司机察觉
到自己在“犯错”，这个就是“简单思考”。比如把
路上的白色实线改成箭头状，这样司机就能发现自己
犯错，从而避免逆行了。

工作生活中，特别是商务场景中，我们都需要伦理思
考，以做出最好的选择和判断，然而我们的思考中不
知不觉地会出现很多“垃圾思考”，导致慢慢地模糊
了焦点，失去了方向，找不到本质，从而无法实现问
题的解决以及正确的判断。

这本书列出了许多我们在思考过程中会犯的“错误”，
导致“垃圾思考”的原因，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垃圾
思考”进行断舍离，简单地抓住本质问题，合理化地
用最小的精力输出最大的结果。

内容简介

405



解决问题时原因分析的规则

想要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一定的原则。
那就是，

不要想去改变无法改变的东西。

规则1. 比起自己在意的事，更要注意事物结构
规则2.  比起过去，更应该思考未来
规则3. 不要被看到的东西所蒙骗

孩子不做作业是真的因为他们不想学习吗？

观察那些经常忘记做作业的孩子，发现他们和那些准时
教作业的孩子的区别在于，作业打印纸的“折法”。

忘记做作业的孩子他们往往把打印的一面折在内侧，白
色空白的那边在外侧，放进书包，这样会导致他们经常
找不到或者忘记作业的存在。

有人说他们学习没有积极性，其实只是”机制“问题。

教会孩子在折作业的时候先把打印的那一面朝下，那么
孩子从靠近自己这段往上折的时候，就会自然地让打印
的一面在外侧了，也防止了他们忘记做作业了。

可见，只需要掌握“简单思考”，很多看似“问题”的
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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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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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一生伸び続ける人の学び方』
【ISBN】

978-4-7612-7192-3
【著者】
本山 勝寛
【価格】
1,700円
【発行年月】
2016年7月

聪明的人，成功的人，他们有什么共性？

有调查显示，日本名校东大的学生的家庭，平均年收在1000万以上。
也有很多其他数据，让很多人都认为，那些进入名校，然后进入社会高阶层，都
和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有关，也就是所谓的“教育格差”。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作者在12岁的时候失去母亲，15岁的时候父亲因为支援发展中国家而远走。自己
从15岁开始仅靠自己打工一边学习一边赚取生活费，没有家庭经济支援，不要说
进补课学校，连参考书都买不起，甚至在高考期间甚至每天只有吃白米饭和卷心
菜来充饥。

这样的可以说是最底层的条件的作者却考上了日本最著名的大学东京大学。之后
自学英语又考进了世界级顶端大学哈佛大学硕士深造，和世界顶端的精英们一起
学习。之后更进入了亚洲最大的国际NGO日本财团，访问了30多个国家，见了很
多国家首脑和在各个领域的专家和领导。

在这一系列的经历中，发现，凡是那些聪明的人，优秀的人，成功的人，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学习的姿态”。

本书总结了这些优秀的，成功人士的学习特点，提出想要获取好成绩，获得成功，
需要掌握的的核心学习思维和方法，就是

CQ（好奇心）×IQ（思考力）×PQ（实现力）

基于这3个方面讲述了具体的方法。

刺激好奇心保持积极的学习状态，通过思考力和实现力来获取成就。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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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乐高提升思考力

乐高不同于游戏，像游戏那种被设计的有终点的
东西，玩过之后就结束了。但是乐高不同，玩乐
高没有终点，其可能性是无限的。

麻省理工学院(MIT)打造了乐高实验室，世界顶
端企业Google在办公室里放乐高供职员玩耍，
这些都能看出，乐高对激发思考力的重要性。

将长远目标一步一步分解

作者将考进东大的目标分解后的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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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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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高明的目标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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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なぜあの営業マンは1億円の商品をいともたやすく売るのか』
【ISBN】
978-4-7612-7119-0

【著者】
瀧本 真也
【page】
224p  
【発行年月】
2015年10月 Taiwan × Indesign Data 〇

销售就是要玩转情商。8项目×4步骤，独家“契约导航器”，为你细腻解说销售软技巧。

成功辅导超过5000位销售的作者，运用作者的独门“契约导航器”，即使大环境再不景气，顾客再怎麽推
託拒绝，你都能顺利卖出各种商品！

作者泷本真也从事房产中介20多年，还擅长销售保险与汽车，至今已辅导超过5000位销售员。他指出，顶
尖销售员都懂得何时该说什麽、该做什麽，即便卖高价商品也绝非难事，因为他们知道成功的关键在于，
将顾客的潜在欲望转变成明确行动。也就是玩转客户的情商。

因此，泷本真也独创“契约导航器”表格，当中包含8个项目乘上4个步骤，组成32个细节。你只要具备耐
心与韧性，依序确认这些事项，就能跟超业一样，巧妙引导顾客爽快买单。另外，销售主管也可以利用契
约导航器，掌握每个销售员的优缺点，指导部属去除签约障碍，建立高绩效团队。

上完8堂超业必修课，你也能用细节磨出千万业绩！
本书提供整套方法，透过情境与对话，教你实际应用在业务工作上，让买者开心，卖者有信心！

【第1堂课】从动机切入，问出顾客的消费理由
例如 首先你得问：“您为什麽会想买保险呢？”因为顾客只想跟为自己著想的人买东西。

【第2堂课】询问顾客购买时间，告知消费程序
例如 接著询问：“您希望最晚什麽时候取车？”、“在拿到车子之前有一些流程，您清楚吗？”如果顾

客有明确想法，必定会透露答案。

【第3堂课】根据顾客的预算与付款能力，提出支付方案
例如 务必请教对方：“您的购屋预算是多少”，并建议2、3种支付方式，赢得顾客的信赖。

【第4堂课】传达自家优点，突显与同业的差异
例如 适时表明：“跟别家比起来，本公司产品的性能更优异”，藉此突显自家优势。

【第5堂课】探询顾客的消费经验，把握真正需求
例如 向顾客确认：“在什麽情况下，您会买这款商品？”对方便会以购买为前提，说出得符合哪些条

件才会买单。

【第6堂课】瞄准有决定权的人，但不忽略其他成员
例如 为了避免杀出程咬金，得询问：“您父母会资助您买房子吗”等问题，釐清谁才是成交的关键人

物。

【第7堂课】询问顾客中意竞争者哪一点，满足他们的期待
例如 顾客很可能到处做比较再来杀价，因此你得询问：“您觉得它们（竞争者品牌）如何？”找出对

方在意之处，表示自家公司也做得到，并再次强调差异化。

【第8堂课】根据顾客的梦想，拟定实现计画
例如 最后询问：“请您想一下对车子有哪些期待”，帮顾客选出必要项目，并排列优先顺序。

◎每堂课都有4步骤，教你耐心确认顾客的真实需求
【步骤1】确认顾客的状况：消除顾客的戒心。
【步骤2】提出适合顾客的计画：激发顾客的好奇心。
【步骤3】促进顾客理解：提高顾客的购买欲。
【步骤4】获得顾客认同：促使顾客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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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生于日本静冈县。Think Pass公司社长、全国住宅营业认定协会代表理事。

1990年进入连锁房仲业Eyeful Home公司，从事业务工作。之后担任业务指导员，在日本全国成立超过100

家加盟店，并指导其经营者、业务经理及业务员。后来，任职店舖经营谘询课课长，统筹管理业务指导员，
还担任加盟企划课长与西日本分部长。

2006年10月，为了传授成功经商的正确观念，创立建筑业经营顾问公司“Think Pass”。针对大型住宅设备
厂商、土木公司、建筑业者、装潢公司，以及其加盟总部，提供谘询服务，尤其在高价商品业务方面广受
好评。此外，在保险与汽车业务领域也很活跃，客户遍佈日本各地。

希望提升住宅建筑与装修的业务员地位，在2010年4月创立日本第一个住宅业务技能认证机构“全国住宅营
业认定协会”，并担任代表理事。推动“住宅销售师”、“装修企划师”证照制度，目前已有超过1000人
取得证照。

Author

Chapter

前言“契约导航器”让你不瞎忙，就稳坐业绩MVP！

第1章 明明快成交了，却总是发生变数吗？
不想被业绩追著跑，要懂得问4个问题
业绩不如预期，问题不是出在干劲，而是……

想让业绩起死回生，必须改变你的管理方法！

第2章 实践“8项目×4步骤”，耐心磨到顾客签约
超业有共通的行动模式，懂得何时做什麽、说什麽
比起知识与技巧，保持诚恳和求知欲更重要
用“8项目×4步骤”的程序，推动顾客成交
6W2H组成8个必问项目，建构一套必胜话术
4步骤把握顾客的心理变化，刺激购买欲
超业都会用“问诊型业务术”，让对方安心买单
顾客有4种类型，如何瞬间分辨、聪明因应？
熟知AISAS消费心理法则，是超业的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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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超业必修8堂课，教你操控“契约导航器”
用一张“契约导航器”表格，逐步执行32个细节
【第1堂课：Why】从动机切入，问出顾客的消费理由
步骤1确认购买的意愿
步骤2询问购买的原因
步骤3了解对现状的不满与不安
步骤4让顾客想像购入后的情景
【第2堂课：When】询问顾客购买时间，告知消费程序
步骤1确认想购买的时间
步骤2询问在此时间购买的理由
步骤3从购买时间推算出时程表
步骤4让顾客确定预定购买的时间
【第3堂课：Hou much】根据顾客的预算与付款能力，提出支付方案
步骤1询问年收入、现有资金与每月付款金额
步骤2告知总金额，提议支付计画
步骤3确认支付计画是否获得认同
步骤4确认顾客怎麽筹措费用
【第4堂课：What】传达自家优点，突显与同业的差异
步骤1询问选择本公司洽谈的理由
步骤2传达本公司的2项USP

步骤3确定顾客对这些USP有共鸣
步骤4确认顾客是否成为忠实粉丝
【第5堂课：Where】探询顾客的消费经验，把握真正需求
步骤1直接请教是否已有类似商品
步骤2了解顾客如何看待两者差异
步骤3确认在什麽条件下会购买商品
步骤4询问怎样达成所有条件
【第6堂课：Who】瞄准有决定权的人，但不忽略其他成员
步骤1确定家庭成员
步骤2确认拥有决定权的关键人物
步骤3取得关键人物的同意
步骤4获得所有家庭成员的认同
【第7堂课：Which】询问顾客中意竞争者哪一点，满足他们的期待
步骤1确认是否有竞争对手
步骤2询问对竞争对手或商品的看法
步骤3探询顾客做比较的意图
步骤4强调自家提案优于竞争对手
【第8堂课：How to】根据顾客的梦想，拟定实现计画
步骤1倾听需求，排列优先顺序
步骤2提出初步计画，确认需要修正之处
步骤3提出最终计画，进行最后确认
步骤4用最终计画，推动顾客签约

第4章 活用契约导航策略，卖什麽都能业绩倍增！
重视表格没填妥的部分，稳稳签约没变数
你卖的是房屋、汽车还是保险？各有不同的重点
每週检查1次业务进度，订单就多2倍！

第5章 越高价卖得越好，那些超业如何办到？
99%的业务员都陷入“急著卖”的迷思
用ABC法则，从顾客角度销售商品最有效
推销高价商品，该如何消除顾客对钱的不安？
初次接待必须备妥3神器，画面、文字与……

成交的最后关键，在于你是否诚实行销
懂得销售高价商品，什麽样的商品都卖得掉！

结语 顾客觉得商品对自己有益处，自然花钱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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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奇迹般的待客方式“和提供”令人感动的服务“而著称的迪士尼，是如何让员工总是
能给顾客带来快乐呢？其实在迪士尼工作的9成员工都是普通的学生，家庭主妇，或者临时
工。每年都会有将近一半的员工进行替换，所以每年都会大量采用，而工资也并非很高。

让任何员工都能提供令顾客满意的服务，实现”Give Happiness"这一理念的正是迪士尼
独有的“指导手册”和“机制”的力量。“指导手册”似乎给人一种给服务进行条条框框，
使服务变得刻板，不通融的印象。但是迪士尼独有的“指导手册”却恰恰相反，它能够在
组织架构中渗透公司理念，并最大化激活组织架构，让任何员工积极地提供让顾客感动的
服务。这种指导手册的运用并不限于服务业，任何组织架构都能适用。

作者是曾经在迪士尼日本授权公司（Oriental Land Co., Ltd.）工作将近20年的员工，经
历过很多迪士尼项目开发，管理工作，之后更是负责该公司的经营策划，人才教育等。作
者结合这些工作经验，通过这本书解说如何将迪士尼独有的“指导手册”的机制导入到任
何组织的方法。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去过迪士尼乐园的人都知道迪士尼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很多人都会想，怎么对员工进
行培训才能训练出迪士尼乐园里一样的总是工作很积极的员工？有人以为迪士尼招聘的员
工本来就很优秀，有丰富的经验。而有些人认为迪士尼在培训员工上舍得砸钱，其实这些
都是错误的。

迪士尼对于那些会降低团队战斗力的员工，不会进行重新培训来改变他们的意识，而是通
过步骤清晰的”指导手册“，来引导员工，提升整体组织架构的机能。这样”制作精密
“的指导手册，不会因为”谁“来做而改变结果，而是任何人都能很好的完成任务
（Duty），从而进一步使整个组织，团队实现真正的使命（mission)。

众所周知，上海迪士尼于2016年开业。上海迪士尼的总面积约为东京的2倍。投资额约为
6500亿日币，也比东京的3380亿日币高出很多。然而，根据Themed Entertainment 
Association 2017年发表的主题公园排行榜显示，东京迪士尼年度入场人数为3000万人，
比上海迪士尼的1100万人高出了近3倍。当然上海迪士尼刚开业，今后增长的潜力也是不
容忽视的，但是作为已经运营了35年的东京迪士尼依然保持强有力的人气，必定有其独有
的经营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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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团队功能低下的3个原因

1. Stranger
不知道自己在团队里的职责，导致无法
胜任工作，对工作没有热情，甚至会影
响到整个团队。
2. Disregard
轻视工作中的规定，从而导致对工作不
认真。
3. Mindless
在不理解为什么需要提供这个服务，不
清楚任务的本质的前提下盲目工作。

造成团队功能低下的3个原因

迪士尼的指导手册和其他指导手册的不
同的关键是
，
普通的指导手册：
加入太多的项目
顺序和要求的成果不明确
（比如：厕所的洗面台上的镜子要擦
“干净”，“干净”的定义每个人不同
导致会有不同的结果）

迪士尼的指导手册：
明确任务的优先事项，从本质出发考虑
想要达成的成果并逆算出执行顺序并将
顺序最大程度地简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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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的一线的力量。

去过迪士尼的人，都被迪士尼感动过，也被工作人员的元气满满的笑容暖心过，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迪士尼为什么即使地上没有垃圾也会保持打扫吗？
・为什么一颗不小心被误扔进垃圾桶的小小的订婚戒指能在短短4小时之内找到？
・为什么迪士尼内的工作人员一天要换几套衣服？
・为什么在7级大地震311的时候，没有经验甚至只是临时工的职员也能够很好地
领导游客，并有秩序的帮助游客脱离危险，并且没有一丝混乱？
・你知道在迪士尼，不是员工向领导汇报，而是领导向员工汇报吗？

这些都是隐藏在迪士尼一线里的力量。也是迪士尼的“魔法”，更是迪士尼的企
业“哲学”。

迪士尼的把工作分成Duty和Mission。
Duty是工作的内容，迪士尼会给员工提供详细全面的工作手册，让所有员工，无
论是长时间工作的老职员还是刚进来的临时工，都能按照这份具体的工作手册，
有条理地完整自己的Duty。

迪士尼的Mission是“Give Happiness”。迪士尼60%是Duty，剩下的40%让员
工自己思考，为了让游客“Happy”该如何做。

不仅仅是迪士尼，任何行业任何企业，只要能够掌握迪士尼的那套管理运营”机
制”，不仅能够给顾客带来惊喜和感动，也能让自己内部的员工积极地工作。

这本书由在迪士尼的日本运营公司日本东方游乐园公司工作了20年的，不仅在迪
士尼第一线工作多年，而且之后作为迪士尼的策划者参与了无数迪士尼的新项目
的开发等的作者，解说迪士尼的”魔法“内部运营的各种现场运作“机制”。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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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的Duty和Mission

迪士尼之所以可以给游客带来感动，带来快
乐，是因为它内部的”机制“。

他给员工提供的“Duty”和Mission“非常
明确，这个是迪士尼机制的”核心“。

整本书通过发生在迪士尼一线的一些事和物，
比如“白雪公主”这个游玩设施存在的真正
意义是什么，或者隐藏在年卡背后的战略等
等，讲述迪士尼魔法背后的那些管理机制和
经营思考模式等。

日本7级大地震311的时候迪士尼如何对应？

对于特殊灾害时，迪士尼的工作操作手册上是这么写的：

1.把游客的眼睛遮起来
2.把游客的脚绑起来
3.把游客的手绑起来
4.把游客的嘴巴堵住

看似像绑架游客一样的工作手册内容背后其实有神深远的意义。

1. 大声对游客讲说这里是安全的地方，让游客的视线注意到工作人员
身上。
2. 让所有的游客都坐下，防止他们乱跑
3. 把迪士尼的娃娃给游客让游客用手抱住给他们安心感
4. 给游客提供食物和饮料，让他们安心。食物和饮料最后给也是因为
人一旦吃了就想动，所以放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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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奇迹般的待客方式“和提供”令人感动的服务“而著称的迪士尼，是如何让员工总是能给顾客
带来快乐呢？其实在迪士尼工作的9成员工都是普通的学生，家庭主妇，或者临时工。每年都会有将
近一半的员工进行替换，所以每年都会大量采用，而工资也并非很高。

让任何员工都能提供令顾客满意的服务，实现”Give Happiness"这一理念的正是迪士尼独有的
“指导手册”和“机制”的力量。“指导手册”似乎给人一种给服务进行条条框框，使服务变得刻
板，不通融的印象。但是迪士尼独有的“指导手册”却恰恰相反，它能够在组织架构中渗透公司理
念，并最大化激活组织架构，让任何员工积极地提供让顾客感动的服务。这种指导手册的运用并不
限于服务业，任何组织架构都能适用。

作者是曾经在迪士尼日本授权公司（Oriental Land Co., Ltd.）工作将近20年的员工，经历过很多迪
士尼项目开发，管理工作，之后更是负责该公司的经营策划，人才教育等。作者结合这些工作经验，
通过这本书解说如何将迪士尼独有的“指导手册”的机制导入到任何组织的方法。

这本《漫画了解迪士尼的厉害机制》是通过漫画的形式，针对2014年出版的《迪士尼的最强手册》
进行进一步实践深入。

417

漫画中虚拟设定了一家餐厅，解说了这家餐厅如何通过导入迪士尼手
册，从而实现了

员工工作效率提高
团队合作高效
新人在内的员工能力提升
团队，部门，公司整体间的组织沟通氛围活跃
整个公司员工真正理解“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和“公司存在的意义”，
对工作更积极。

是的，迪士尼的工作手册就是那么神奇，它能运用在任何形式上的一
个企业，一个组织。

通过这本漫画，读者能够沉浸式地感受到迪士尼的管理“魔法”。

▲▲迪士尼工作手册▲▲

3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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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一九六五年生，「底力教育研究所」所长、公益社团法人「为罕病儿童与家属带来梦想」代表。

大学毕业后，一九九○年进入东方乐园公司（Oriental Land）工作，发派到公认是迪士尼工作哲学最深
植的综合服务部门清扫员课，学习到关于本书的主题「迪士尼的现场力」。

一九九三年，被调派到新园区事业部，负责处理「东京迪士尼海洋」、「伊克斯皮儿莉IKSPIARI」等大
型专案的开发及营运、管理业务。之后，还包含人才培训、经营企划等从迪士尼乐园的最前线到中枢，
二十年来陆续经历了各种工作。另外，还在公司内成立了「华特‧迪士尼研究会」，致力于提升第一线员
工的工作干劲，推广迪士尼工作哲学。

二○○九年离职。基于「迪士尼的做法所有的企业和人都可以活用，绝非特例」的理念，为进行人才的培
育，于二○一二年成立「底力教育研究所」。为大企业到中小企业、学校、医院等超过一百家的机构，提
供管理、待客、沟通、组织活化、理念推广等主题的研修与演讲。这些活动受到瞩目，以顾问的身分加
入豪斯登堡公司的重建事业。并担任富山大学、东京家政大学的兼任讲师等，活跃于各界。

另一方面，身兼公益社团法人「为罕病儿童与家属带来梦想」的代表理事，致力于给予对抗罕病的儿童
及其家属支援。

另著有《迪士尼的教诲帮你找到一生的工作》、《让人感动的是人才：迪士尼怎麽教出来的？》等书。

Chapter

第1章使用迪士尼手册提升您的团队
第1-1章迪士尼手册的创建是为了提高团队的功能
第1-2章迪士尼手册，不管是谁做的，结果都一样
第 1-3 章未传送的手册有什么共同点？

第2章将迪士尼风格的机制融入您的工作场所
第2-1 迪士尼的系统帮助任何行业和任何公司
第2-2章跟随初学者并使其准备好行动的机制
第2-3章让我们制作一本迪士尼风格的手册

第三章迪士尼教育建立机制
第3-1章兄弟系统是什么？
第3-2章教育成果由沟通决定

第4章迪士尼用机制打造活泼的工作场所
第4-1 迪士尼演员为何如此努力？
第 4-2 章如何将“感谢”融入工作场所的机制？

第5章迪士尼灌输理念和创造最佳员工的机制
第5-1 迪士尼通过机制振兴组织的方法是什么？
第5-2章什么是交叉通信？
第5-3章深入挖掘哲学和创始人
第5-4章如何将交叉沟通引入工作场所？

结语 迪士尼的机械师创造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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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大家去迪士尼玩，都能觉得很开心？

是因为有米老鼠吗？
是因为乐园非常华丽吗？
是因为乐园非常整洁干净吗？
是因为游乐项目特别好玩吗？

当然，这一切并没有错。但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那就是迪士尼的服务。迪
士尼的服务体现在每一个细节，而其中最让人感动，能给人带来幸福的是在迪士
尼园区里工作的每个员工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们的语言。

这本书基于一个一个在迪士尼每天都会发生的小故事中，员工和游客之间的对话，
揭秘了迪士尼之所以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感的语言的力量和秘密。

每一个小故事之后，作者都会对这些小故事进行点评，讲述员工这样说的意图在
哪里，这些语言为何为给人带来感动。

通过这本书，我们不仅仅学到的是，迪士尼在乐园里给游客带来欢乐，带来幸福
的语言魔力，也能运用在工作，生活中，让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能打动人心，让自
己在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也越变越好。

419

20,000 copies

Chapter

第1章让人感动的话语
第2章为特别日子添彩的话语
第3章让不安变得安心的语言
第4章深入人心的寒暄语
第5章让对方信赖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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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1951年出生。招待专家。

1983年1月，在餐饮业担任开业经理和连锁主管后，加入东方乐园公司。在东京迪士尼
乐园开园时，他作为食堂部的教育经理参与了培训系统和手册的创建。此外，他还从事
过广泛的工作，例如担任质量控制办公室的经理和人事部诊所的主管。您将从嘉宾与演
员的对话中亲眼目睹动人的场景，深入思考打动人心的服务精髓。

他于 1987 年离开公司。利用在迪士尼乐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为服务行业提供人力资
源开发和管理咨询。

1993年成立管理及网络办公室。基于对迪士尼乐园的服务、管理理念和育人环境的研
究，他为海外公司、主题公园、酒店、学校等提供咨询和教育。 2009年起在名古屋文
理大学担任兼职讲师，负责“酒店理论”课程。

他的主要著作包括《迪士尼乐园对神奇人们心灵的教导》（Kanki Publishing）和
《Illustrated！Disney Impressive Services》（Chukei Publishing）。

Pick Up

有一天，一位游客的帽子飞进了河里，一位员工帮他捡了上来。捡
上来后，由于帽子是湿的，员工对游客说：你的帽子暂时由我为您
保管。请您在园区内尽兴玩乐，1个小时后我会把帽子重新给您，我
们1个小时后还是在这里见面。

在1个小时后，员工带着弄干净和吹干的帽子回到了原地，还给了游
客。

迪士尼里面有一个“recover service”，也就是，即使是游客自己
搞砸了，员工也需要去做一个“recover”，把这个回忆变成好的
“回忆”。

从这一节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迪士尼里的一个服务的秘密，同时，
如果我们可以有效运用这样的方法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你是不
是会变成一个，人人喜欢的“万人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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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灰姑娘学习幸福的绝对法则。

灰姑娘最终获得幸福的背后，其实是和“灰姑娘思维”离不开的。

学习“灰姑娘思维”，每个女孩都能够获得幸福。

这本书，结合灰姑娘的故事，从

准备
变化
变身
魅力
保持幸福

这5个方面，解说了灰姑娘最终获得幸福背后隐藏的幸福法则。

每个女孩都是灰姑娘的原型，无论处在哪种逆境中，都能够通过这本书成为更好的自己，成为优
雅，有魅力的女人。

Author

心理咨询师。灰姑娘研究员。
Brilliant Style Co., Ltd. 代表董事

第一段婚姻在三个月内就宣告结束。离婚是在分居调解和审判后一年多完成的。成为一个有 1 岁
孩子的单亲妈妈。长期的精神焦虑导致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然而，怀着“重拾女
人光彩！”的强烈愿望，重新学习20多岁时获得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并同时参加了NLP
（Neuro-Linguistic Programming）等众多研讨会。

由于从小就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灰姑娘》，对灰姑娘的生活方式印象很深刻，便开始了对灰姑娘
的研究。之后，他设计了一套“灰姑娘法”。

结果，离婚四年后，他在三十多岁有带有一个孩子的不利条件下，再嫁给了一个年轻的高收入的
男人。目前，在包括东京在内的全国各地举办研讨会，为单身人士、离婚人士和已婚人士提供有
关爱情和婚姻的建议，以及让他们幸福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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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和继母们一起生活，受了很多的委屈。但这并
不影响她追寻自己的梦想。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灰
姑娘具有正面的“钝感力”。正面的钝感力，可以帮
助自己不过多关注在自己的挫折和痛苦上，对周围的
恶意行为和语言具有钝感力，就能有更多精力放在对
自己自身的关爱上。

灰姑娘一直是很有自信的，但是当她的舞会裙子被继
母们弄坏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

很多职场上的能干的女人自尊心都很强，遇到受伤的
事情往往会假装没事，忍住眼泪。

其实，当受伤的时候，哭出来并不是一种输。如果我
们不正直地面对自己的情感，会对自己的情感变得愚
钝，造成更大的负能量释放，起到负面作用。

所以，真诚的接受自己“我和孤独”，“我很难受”
这样的情感。

具备一定的钝感力

毫无根据的自信

自信的女人会吸引更多美好的事物。哪怕那些自信
是毫无根据的，女人也要学会自信。

真实对待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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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倾听沟通术，让你一瞬间让对方打开心房。

很多人都一心想磨炼自己的说话技巧，也有很多人都认为沟通技巧在于能说会道。

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些很能说，大家也都在听，但是这种人却无法让对方从心理信
赖，尊重的那种人？不断地向你推销产品的推销员就是明显的例子。

然而，那些不声不响，但是在认真倾听对方的人，却能让对方从心底安心，让对
方不知不觉地打开心房，也能让透露出更多的信息，建立更好的关系。

阿德勒说，对人不感兴趣的人，他一生中遇到的困难最多，对别人的伤害也越大。
而对人感兴趣的人都是擅长倾听的高手，也是真正的沟通高手。

本书作者、阿德勒心理谘商师岩井俊宪，指导各行各业的人培养沟通力及领导力，
已超过30年。他指出，阿德勒心理学是「赋予勇气的心理学」，擅长沟通能让人
际关係变得圆融良好，而说话技巧固然重要，但沟通的真正关键在于「不带成见
的倾听」，才能赢得别人的信赖。因此，活用阿德勒心理学的倾听技巧，你只要
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能让对方敞开心房，涌现克服困难的勇气。

本书传授12项基本技巧、14个应用方法，搭配职场与日常生活中的33种情境
与对话，易懂易学又实用。不论是口才不佳、个性内向或是话太多的人，都能成
为倾听高手，赢得对方好感、获得丰富资讯、解决自己与他人的种种问题，建立
互相尊重及信任的人际关系。

另外，书中更运用阿德勒心理学，将人们依据生活型态区分成6种类型，解
析各类型的优缺点，帮助你掌握人际相处的眉角，在工作上与生活上都无往不利！

‧攫取者（野心型）：提供机会让他对周遭有贡献。
‧宝宝（婴儿型）：让他担任协调者。
‧司机（火车头型）：让他发挥领导才能。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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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对话中的冷场

1. 沉默等待
当对方把视线下移，多数是在思考接
下来说什么，这个时候先保持沉默

2. 重复刚才说的话
有利于对方整理自己的思维

3.让对方讲述对方整理好的事情

人比起自己听到的话，更擅长记忆对
方讲出来的话，当对方沉默时，重复
刚才说的话，更能让对方整理好自己
的话语并注意到新的事情，从而让话
题继续。

课题的分离

阿德勒心理学中，有一个叫做课题分
离理论。这个在沟通中也同样适用。

当对方因某件事烦恼而讨论时，要学
会课题分离，思考这个烦恼是对方的
课题，还是自己的课题。

无法做课题分离的人，容易把自己的
想法强加于对方，也容易插手，从而
损坏人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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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口可乐、Google都实证有效的硅谷式人才教育管理方式，
1 on 1 meeting「一对一面谈」

在企业内，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只是稍微严格要求部属，就有人抱怨，喊身心俱疲？
‧能委以重任的杰出员工，为何无预警就说出要离职？
‧团队成员全是被动族，不会主动思考也提不起干劲？

其实，只要每个月进行「一对一面谈」，发挥对话的力量，
就能让部属积极主动、充满士气，乐意在公司贡献才能！

作者提出「一对一面谈」的方法与案例，解救冰冷的工作环境，帮每个人找回最
初的热情！

组织改造及人才培育专家世古词一强调，公司离职率高、团队绩效频出问题，主
要是因为主管与部属沟通不良所造成。虽然大多数企业每年都有一两次的考绩面
谈，但内容总是锁定在公事，而不是聚焦在个人，导致主管无法掌握部属真正的
想法、状况及问题。

因此，为了帮助众多企业及主管带人带心，世古词一传授可口可乐、Google、
Yahoo、GE等企业都在用的「一对一面谈」（1 on 1 Meeting）方法，并提供实
例、对话及提问例句。

你只要学会这套方法，每个月花三十分钟与部属面谈，就不会再单向的「说
道理」，而是能温暖「受伤的心」，协助解决问题，使部属愿意接受下一个挑战，
让公司得以留住优秀人才！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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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on1 meeting 7个话题

建立信赖关系阶段

摒除上下关系，以个人的身份相互理解
确认员工的身心健康
提升员工士气

协助成长阶段

任务，组织课题的改善
目标设定，评价
能力开发，职业生涯协助
公司战略，方针的传达

领导自省

在和员工对话的过程中，
领导的自省也是必须的。

通过多个提问自我评分，
有助于理解自己和员工
之间的关系处于哪个阶
段，从而有效地进行自
我定位改善和员工关系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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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工作方法习惯的高密度工作术

工作方式是一种习惯，加班是习惯的结果。

对于工作的高效，很多人都把眼光放在了缩减加班时间的工作技巧上，却忽略了
个人的习惯。

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仅仅依靠一时的技巧，不仅不能持久，而且只能缩减加班
时间，却无法获取好的成果。

这本书是日本著名的“习惯化咨询师”古川老师，从“习惯”的角度，帮助你在
压缩日常工作任务时间的同时，又能获取成果的“高密度工作术”，帮助你从根
本上改变工作习惯，从而达到工作的高效。

内容简介

本书特点

相对于那些零散着写了很多只有缩减工作时间技巧的书，这本书更系统化地在提
醒读者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并获取成果，需要了解的3个原则，即

1. 成果的最大化和任务效率的最大化分开思考
2. 对时间进行限制就能实现高密度
3. 可视化就更容易改善

在提示这3个原则的基础上，再给出了具体实现的步骤，以及固体的技巧和方法。

本书构成犹如古川老师一如既往的风格，思路非常清晰，内容非常实用，没有多
余的噱头和浮夸，一步一步解说，是高效工作类书籍中非常值得参考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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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工作成果最大化的5个步骤

1. 多做有价值的工作任务
2. 死守下班时间
3. 养成早上集中精神工作的规律
4. 从根本上改变工作方法
5. 对任务进行断舍离

如何对应突发任务

工作中难免会出现突发任务，从而破坏我们工作
的节奏。

如何在出现突发任务时也能避免集中力散乱造成
工作效率低下呢？

比如需要花2个小时写的策划书，如果因为一个
临时突发任务花去了15分钟，接下来的1小时45
分钟大脑就比较不容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这时候可以将任务分割成多个15分钟的“模
块”，当临时突发任务出现时，完成一个15分
钟的”模块“的节点进行突发任务应对，整体的
大脑思绪不容易被打乱，自然提高了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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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30岁了，却还没有谈过恋爱。

自己是高学历留过学，就要寻求同样是高学历，海龟经验的男生，却总
是难如所愿结果拖到了40岁

交往的那个男孩子一定要比自己年龄大，而且要有经济实力，不是结婚
前提的就不能约会。被母亲这样严格要求的女生结果一直没能结婚。。

为什么明明男生和你聊的很开心，却还是拒绝和你交往？

过了40岁，却依然能找到年收高的优秀男人，到底有哪个强项？

……

恋爱婚姻总是不顺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这本书的作者是20年来研究了43000多个实际恋爱婚姻案例的婚姻指导
师，从自己接手过的那些成功和失败案例中，分析了那些恋爱失败婚姻
不顺女子的各种原因，并提出了实际的解决方案。

晚婚晚恋已经成为很多女性想要摆脱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书名为”隔壁的婚活女子迷走中“，借用其他在努力往结婚方向努力的
女孩子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给我们启发，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恋爱中不
再失败。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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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男人心甘情愿地为你买单？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带一个1000日
币左右的小小伴手礼送给对方。
选伴手礼的时候精挑细选一下，
避开1.打的东西 2. 重的东西，3. 
容易散开的东西。

这样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吃饭结
账时，男人就会更心甘情愿地买
单，而两个人的关系也可以从男
人请客吃饭开始了。

为什么男人和你聊得明明很开心，却还是拒绝和你交往？

【書名】
『となりの婚活女子は、今日も迷走中』
【ISBN】

978-4-7612-7197-8
【著者】
大西 明美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6年8月

曾经采访一个和自己的女会员聊得很开却
拒绝交往的男子，男子说，当他提起自己
的工作时，希望对方能够就他的工作聊得
更多，但是那些女生都表现出感觉很无聊。

后来那个男的为了和女生聊得更开心，自
己去翻阅了那些女生关心的时尚杂志呀，
电影类信息。

很多男生和你聊得很开是因为他们为你做
了功课，但是并不表示他们喜欢和你聊你
喜欢的话题。 430



【書名】
『仕事の裏ルール』
【ISBN】

978-4-7612-7233-3
【著者】
山本 直人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1月

工作职场的潜规则。

在职场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疑问？

明明人人都在反对的事情，却照样执行。
明明做了很多，却没有得到公平的评价
公司里没有一个认真做事的人
在公司里如何让老板和前辈喜欢你？
如何在公司中立足？
如何消除对公司不合理性感到难受的压力？
如何在组织架构中找到真正的“关键人物”？

在职场中，看似有着明确的公司规则，但是实际上却有很多公司规则上有但依然
没有被执行的，或者更多的那些没有明确的公司规则，却每个人都在做的“潜规
则”。那些“潜规则”的不合理性，让你不断地怀疑这样的公司真的是好公司吗？
这样的做法真的能让公司成长吗？

但是那些看似不合理的，打破常规的公司却依然以它的节奏继续运营，反而痛苦
了看不懂的“你”。

这本书从

组织和上司的“潜规则“
评价和人际关系的“潜规则”
提升“工作能力”的“潜规则”
升职和出人头地的“潜规则”
如何找到自己的“地位”的“潜规则”

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说，解开那些你在职场中一直没有想明白的事情，也帮助你了
解如何打造自己，让自己在公司里立足，打好人际关系，提升自己的评价并获得
升职机会。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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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斜上角的前辈

找到组织架构中的关键人物

我们都被灌输了应该“民主化”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我们进入职场后，发现公司内部在实际运
营时，明明所有人都表示不满的事情，但公司却
照常决策运营。

这个看似“不合理”的地方其实是大多数公司的
“潜规则”，因为公司其实真的不民主，而且是
由少数人进行推动前行的。

所以找到那些关键人物十分重要。

【書名】
『仕事の裏ルール』
【ISBN】

978-4-7612-7233-3
【著者】
山本 直人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1月

很多人在职场中痛苦于和直属上司的关系。

其实除了直属上司以外，找到一个有能力的斜上角的前辈
很关键。

同样有能力的人也是喜欢优秀的人，不要因为和直属上司
关系不好而不认真做事，努力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都处理
好。

公司是很容易有那些碌碌无为却当领导的人的，但是这种
情况必定会在某个时间点瓦解。斜上角的前辈往往在你看
不见的地方看着你的工作，等到时机成熟也会让你去他的
部门。

如果你在公司里找不到任何一个这样的人，那么辞职比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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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2020年人工知能時代 僕たちの幸せな働き方』
【ISBN】

978-4-7612-7254-8
【著者】
藤野 貴教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5月

伴随人工智能的来临，我们是被替代？还是有效驾驭它，并找到属于我
们自己的幸福的工作方式？

通过大量深度学习,人工智能能够实现异常复杂的行为关系,在我们看来,
它或许已经达到了人类的层次，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担心在不久的将
来，自己的职业被人工智能替代从而消失。

这本书通过最新的案例带你了解AI是什么，AI的发展现状，然后就

销售，服务业
制造业
技术相关
事务，管理职

等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如何在AI发展进入我们的工作领域的时候，
不被AI替代，而是有效驾驭AI，并找到自己的自身价值，找到适合我们
自己的幸福的工作方式。

另外，今后在AI环境中，作为公司组织里的领导者，领袖又应该如何行
动，如何进化，带领整个团队进行成长。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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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I不擅长的事情找到人类工作的价值

技术人员应该展开创意思考

【書名】
『 2020年人工知能時代 僕たちの幸せな働き方』
【ISBN】

978-4-7612-7254-8
【著者】
藤野 貴教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5月

最容易被替代的工作是那些已经被构造化的，具有逻
辑性，分析性，统计性的工作。

而那些没有被构造化的，更接近人类感性的部分，人
类比AI更擅长。

Communicator  设定假说的人。发挥想象力，去思
考新的事物

moderator 调节者。发挥人类独有的情感，感性部
分，有效运用5感，倾听人类身体和心灵的声音。

Innovator  创新者。打破常规，不被既有事物所局
限，创造新的事物。

相对于一直以来只追求逻辑思维(logical thinking)的技术人员，更应该展开创意思维
（creative thinking）, 通过进行设计性思考方式，才能打破常规，不被AI 所替代，从而
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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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LV专柜的销售冠军，讲述的那些打动顾客，让顾客信赖并购买的说话技巧。

销售力弱的人，只会说商品的好处。
销售力强的人，懂得去了解顾客。并且通过对话，让顾客信赖，然后再向顾客推
荐产品。

这个看似人人都明白的销售真谛，在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很多人却不知道该如何和
顾客打好交道，说什么话，怎么说，都是很多销售烦恼的一件事。

曾经在单价超贵的LV专柜担任销售并且成为销售冠军的作者，通过

让对方信赖的询问方法
更深一步了解对方的提问方法
让对方行动的说话方法

3个方面，深度解说了具体的方法和技巧。

内容简介

【書名】
『売上が伸びる話し方』
【ISBN】

978-4-7612-7256-2
【著者】
鈴木 比砂江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5月

本书特色

相对于其他比较空泛的销售沟通法的书籍，本书的技巧和方法非常具体并且具有
一定的新颖力，结合手绘也更简而易懂地把要点传达给读者，也同时增强了趣味
性。

此外，这本书的作者是曾经的LV专柜销售冠军，现在为专门为企业提供“服务咨
询”，帮助对企业的销售人员通过销售会话技巧的培训，提升销售额。涉及从商
场，手机销售店，化妆品专柜，服装，汽车，礼品店，运动用品店等多个领域，
拥有相当多的丰富的实战技巧。

另外本书的技巧不仅仅限于销售，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的沟通中也能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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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提问方式更了解客户

通过一个问题立刻缩短你和对方的距离

【書名】
『売上が伸びる話し方』
【ISBN】

978-4-7612-7256-2
【著者】
鈴木 比砂江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5月

在和对方聊天的时候，不要只要把视线停留在“将来”，
通过询问对方“过去”和”现在“的提问，能够让对方打
开心房，说出更多自己的需求。

比如顾客来你这里买一个包

顾客：我想买一个能够放文件的大包（将来）
销售：您现在在用那些比较大的包吗？（询问现在）

or 您一直以来用的比较中意的包是哪种包呢？
（询问过去）

原来你一直以来中意的是那样的功能啊
（过去和现在）

通过这样的方式，顾客也能更意识到自己的需求，从而达
到和顾客进行深刻交谈，从而达到销售的结果。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提问，可以立刻帮助你缩
短你和对方的距离。

比如，在化妆品专柜，

顾客：最近很在意自己的皱纹...
销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顾客：好像是5年前开始的...
销售：已经那么久了啊...
顾客：是的呀，说起这个事....

从这里顾客会更容易打开心房，开始详细述说自己的烦恼。

比起针对顾客的烦恼直接推荐一个产品，这个提问不仅能
够让顾客自行地阐述烦恼，也能拉近和对方的距离。 436



一流的人都重视小小的“缘分”。

说起“缘分”，我们都会联想到爱情。但是其实，在工作中，生活中，那些成功
人士都非常重视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每一个“点”的缘分，可以说能够获得成功，
缺少不了别人的帮助和支持，而这些“别人”，就是平时一点一点的缘分的积累。

“缘分”其实就是“机遇”，“人脉”。

历数那些成功人士,无一不是重视和珍惜机遇和人脉的。

如何将这一个一个“点”的缘分进行连接，形成一个”缘分系统”，有效地引导
出能够给自己助力的”好的缘分“，那么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能够事半功
倍。

小才发现不了“缘分”
中才发现“缘分”却不会有效利用
大才擅长利用“缘分”

这本书从播种“缘分的种子”到链接缘分，扩大缘分，加深缘分等，讲述了如何
建立一个有效的“缘分系统”，的具体待人处事方法，帮助读者让每个一期一会
的“缘分”，有效变成自己成功的“机遇”和“人脉”。

内容简介

【書名】
『 一流の人は小さな「ご縁」を大切にしている』
【ISBN】

978-4-7612-7259-3
【著者】
高井伸夫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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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获取好的缘分，首先要了解自己

建立优质人脉的4个关键

缘分其实就是机遇，想要获得好的机遇，首先要了
解自己的强项。

只有知道自己能够给对方带来怎样的礼仪，才能和
对方结缘，从而转为有效的人脉。

然而往往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通过自我评价和客观评价，找出自己的优点和强项。

1. 一开始避开一对一，尽量同时和几个人见面。
同时和几个人见面会话范围会变广，也能同时获取多个信
息和对同一件事情的价值观。而多人在场的情况下，人也
会注意自己的话语，信息准确度更高。

2. 加入异性一起交流
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有异性在，表现会有所不同。只有
同性的场合的姿态和有异性在场的姿态多少有所不同。另
外男的和女的看同一件事的角度也会不同，加入异性有利
于发现不同的价值观和信息。

3. 见2-3次面
只见一次面无法完全了解对方，只有多见几次，才能了解
对方是不是有自己需要的人脉和资源。

4.记住跟见面的人说了些什么
获得第2次见面的机会，却和第一次见面时说的话题一样，
会给对方留下“不认真”的坏印象。第2次见面时进行更
深入的话题才能建立优质的人脉。

【書名】
『 一流の人は小さな「ご縁」を大切にしている』
【ISBN】

978-4-7612-7259-3
【著者】
高井伸夫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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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因为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曾经经营房地产租借和饮食业的作者因为此
次地震，背负了40亿日币以上的债务。

此外，地震在建过程中，又因银行，证券公司的破产，导致经济滞后，甚至达到
了140亿的巨大负债。

作为中小企业的社长，公司的破产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破产，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苛刻的情况下，作者却在没有“自我破产”的情况下，达到了
自立再生。

之后，以自己的经验为超过1000多人的经营者进行咨询服务，帮助很多中小企业
进入事业的正轨。

本书作者结合在这过程中的经验，讲述了作为想要带领公司走向成功的“社长”
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和心得。

内容简介

【書名】
『1000人の経営者を救ってきた コンサルタントが教える
社長の基本』
【ISBN】

978-4-7612-7307-1
【著者】
三條 慶八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12月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 能够让公司稳定经营的社长，拥有“舍弃”的勇气。

● 能够让公司稳定经营的社长，不会去想要把公司留给子女。

● 能够让公司稳定经营的社长，把”朝令暮改“作为经营的积极要素。

● 能够让公司稳定经营的社长，在做“只有社长才能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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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公司稳定经营的社长，拥有“顿感力”

能够让公司稳定经营的社长，一只眼睛是“近视眼”，一只眼睛是“远视眼”

“顿感力”似乎给人一种不聪明，不麻利的印象，
但是作为社长有一定的“钝感力”未必是件坏事。

过于聪明或者麻利的人，就如锋利的刀尖往往很薄
弱。这样的人不允许自己出错，但是人是不可能没
有犯错的时候的，这类人往往犯错之后，隐藏错误
并想办法自己去弥补。

然而拥有“钝感力”的社长懂得无论做什么都有可
能伴随失败，不会因为一个失败“一喜一忧”，懂
得在失败的时候调整心态，为下一步做的更好。

刚创业的时候，必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经营者
往往因为一开始的赤字而乱了阵脚。

能够让公司稳定经营的社长能够很好地审视眼前的问题并
看清楚现在的赤字状况的同时，也能够拥有一个远视眼，
用更远的眼光来看待未来。

有家房地产公司在初期遇到赤字问题，后来在事务所大楼
一楼开起了面包店，来弥补赤字问题。

成功如同酿酒，需要时间。

问题只是从失败到成功，用什么来衔接。

【書名】
『1000人の経営者を救ってきた コンサルタントが教える
社長の基本』
【ISBN】

978-4-7612-7307-1
【著者】
三條 慶八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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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1日5分で家じゅうどこでもダイエット やせる掃除!』
【ISBN】

978-4-7612-7297-5
【著者】
清田 真未
【page】
120p
【発行年月】
2017年11月
Taiwan ×

做家务减肥。每天打扫兼运动，我家就是健身房

想要瘦身减重，不用特地上健身房，
打扫工具就是最佳健身器材！
不忌口、不挨饿，不用特殊器具、不挑时间场所，
我家就是全年无休的0元健身房！

顽固水桶腰→扭腰擦桌强化核心肌群
松垮蝴蝶袖→伸展擦窗美化手部曲线
健壮大象腿→深蹲擦地打造纤腿美臀
陈年龟背肉→跨步吸地重现美人背影……etc.

抹布是我的哑铃，吸尘器是我的战绳！
利用家中现有的扫除工具，打造全年无休的自家健身房！
由日本当红扫除达人╳爱知县立大学副教授共同开发出的
“美扫除”，让你亲身体会边扫边瘦的神奇效果！

美扫除的5大重点！
1.了解整理收纳的诀窍和重点，又能在家中轻鬆减肥！
2.掌握扫除的基本事项，常保整洁的环境！
3.一边扫除或整理收纳，同时进行有益健康的运动！
4.在整洁环境及适度的运动下，让身心维持美丽，打造不易发胖的身体！
5.养成整理收纳、收拾、扫除的习惯，自然就能持续下去，压力也会因而减少！

再怎麽懒惰，也不会有完全不打扫家裡的人。
既然都要打扫，就来做能瘦下来的打扫！
这是可以让家裡和体态都乾淨清爽、
不会失败的“家事锻鍊瘦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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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1日5分で家じゅうどこでもダイエット やせる掃除!』
【ISBN】

978-4-7612-7297-5
【著者】
清田 真未
【page】
120p
【発行年月】
2017年11月
Taiwan ×

★清田式家事锻鍊瘦身法“美扫除”
什麽是“美扫除”？它是可以让你获得健美体态和乾淨住家的划时代扫除减肥法。一

起来学会扫除的要领和活动身体的方法，打造乾淨整洁的住家和窈窕健康的身体吧！

★收拾的开关就是通往整洁的开关
如果家裡堆满东西就无法进行“美扫除”了。掌握轻鬆且有效率地整理住家环境的收

拾要领，向光鲜亮丽的样品屋看齐吧！

★再怎麽懒惰也能持续！早上的5分钟美扫除
要用“美扫除”来维持住家和体型，第一步就是学会打扫的基础――“撢”、“扫”、

“擦”。即便只在早上做5分钟的打扫，就足以让头脑和身体清醒，保持房间的整洁。

★让尺寸日渐缩小！不同部位的美扫除
了解打扫的基本原则后，就来准备边扫边瘦吧！详细解说在打扫的同时，一边集中紧

实手臂、背部、大腿・臀部、小腿肚、腰部等的方法，让你轻鬆扫扫瘦！

★让家中一尘不染！不同场所的美扫除
“美扫除”可以在家中的任何场所进行。介绍在浴室、厕所、玄关、盥洗室、厨房、

走廊・楼梯等各个场所进行“美扫除”的要领。只要养成在发现髒污时“顺手打扫”，以
及打扫特定场所的“确实打扫”的习惯，大扫除也能轻鬆完成。

检视打扫迷思，掌握技巧，快速完成！
NG动作：以除尘刷用力拍打，这样才能把灰尘撢掉！
达人指点：用力拍打只会让灰尘飞舞，应朝单一方向移动，以刷毛的纤维抓住灰尘。

NG动作：一边收拾一边拖地，拖到哪裡收到哪裡。
达人指点：这样只会浪费更多时间。地上的东西要先收好，再一口气完成拖地。

NG动作：用湿答答的抹布连同食物残渣一起来回擦拭。
达人指点：大面积的碎屑直接擦拭可能会刮伤桌子。抹布要彻底拧乾，以ㄈ字型擦法

进行才能避免漏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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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实在意的身体部位！在打扫的同时锻鍊体态！
★擦窗扫除
背肌伸直，以ㄈ字型擦法进行。伸展手臂，用力慢慢动作。
锻鍊部位：肱二头肌、肱三头肌。
具体效果：消除蝴蝶袖。

★吸地扫除
提起吸尘器机体，往前跨一步。慢慢地移动重心，意识肩胛骨地进行。
锻鍊部位：背阔肌、斜方肌、竖脊肌。
具体效果：紧实背部赘肉。

★擦地扫除
降低重心，抬高臀部，手臂大幅移动，以ㄈ字型擦法慢慢擦拭。
锻鍊部位：股四头肌、臀大肌。
具体效果：打造美腿翘臀。

★擦桌扫除
背对桌子，一边进行腹式呼吸，一边扭腰转身向后擦拭。
锻鍊部位：腹直肌、腹斜肌、腹横肌。
具体效果：让水桶腰变成小蛮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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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扫除®顾问。经营整理收纳・房子清洁的真荣公司代表取缔役。日本整理收纳协会代表理事、日本
house cleaning协会指导员、日本家事代行协会统括指导员。

从不会打扫的失败主妇下定决心，持续不断地从爱知往来于东京，由基础开始彻底学习收拾和打扫，
取得整理收纳清扫（3S）协调人、house cleaning士的资格。以房子清洁、代办家事、整理收纳创业，
10年来已经亲自经手1500件以上的家庭收拾・打扫案件。

也经常进行演讲，以幼稚园、中小学校的学生、指导者、PTA做为对象，进行收拾・打扫的演讲，
在消防署等举办防灾收纳座谈，也在著名企业举办打扫讲座。至今的演讲听众已经超过5000人。

以详尽的辅导服务，贴近各家庭的烦恼，座右铭是让家庭和心灵都变得美好。在对整理和打扫方法
绞尽各种脑汁中，发现到自己和体验者的身体都变得紧实了，于是和在爱知县立大学研究运动健康医学
的稻嶋修一郎副教授共同开发减肥打扫的节目“美扫除®”。藉由座谈会和SNS极力推广普及。

以明朗的角色和充满力量的谈话，经常在TBS电视、读卖电视、中京电视等电视台演出。深受主妇
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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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是Plan（计划），Do（活动），Check（检查），Action（处理）的缩写。

PDCA这个管理学中的通用模型，现在几乎渗透在每个企业中。这个看似可以简单
执行地模型，往往会因为没有被有效运用而无法获取很好的成果。

这本书以1周的PDCA为建议，对PDCA过程中的每个关键步骤都进行了详细的解说，
列举阻碍PDCA无法获取有效效果的原因，并提供多种详细的分析模板和思考模式，
让你能够快速有效地将PDCA运用在工作，生活，学习中，飞跃式地提高工作效率，
生活质量，以及对个人技能和职业发展等也有很大的帮助。

内容简介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PDCAを効果的に回すには、①ゴール設定、②問題仮説、③課題仮説、④手段仮説
が必要。

让PDCA有效运转，需要①目标设定，②问题假设 ③课题假设 ④手法假设。

●Do（実行）は、行動できた・できなかったが一目でわかるように細分化し、実行
のたびに記録する。

Do（活动）的时候，将做到的事和没做到的事，进行一目了然的细分化，每次执行的
时候都进行记录。

●改善（Action）は、①Adjust（調整する）、②Challenge（挑戦するレベルを上げ
る）、③Pivot（強みを別分野に活かす）、④Do’s and Don’ts（技としての「べ
し・べからず集」をつくる）の４つの視点から考える。

改善（Action）的时候，通过①Adjust（调整），②Challenge（提高挑战难度）③
Pivot（方向转换） ④ Do’s and Don’ts（决定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的列表）这4个
角度来思考。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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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PDCA加速的3个“引擎”

1. 从网罗思考到行动志向
因为害怕失败，并追求完美，会导致一直不采取
行动。提出初步假说时就一边行动一边验证，才
能迅速改善。

2. 从搜索思考到学习志向
把时间长期花在搜索能够回答自己疑问的“正确
答案”中，最后不但没有找到解决方案，还浪费
了时间。让PDCA变得更高效的胜负点在于如何
持续“反复犯错”。

3. 从反复思考到累积志向
PDCA的后半部分Check, Action重要的是从行动
中获得的反馈找出更好的改善方案。如果因为执
行失败而反复思考为什么，或者成功后就一直采
用同种方法不进行改善，都不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同一天的Plan和Do并列记录

在手账上记录Plan事项后，在旁边一列记录Do，
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到达成的和未达成的事项，
有助于改善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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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擅长读书和不擅长读书的人。
不擅长读书的人有不擅长读书人的读书方法。

这本书是本来不爱看书的作者通过自身实践经验。总结
的一本各种独特高效的读书方法。

内容简介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零集中力也可以持续的“三角读书术”

●用“直观力”，20页读懂一本书。

●同时阅读几本书的“量子论读书法”

●“似懂非懂”阅读法让自己的知识产生飞跃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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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装知道能够大大飞跃

在阅读的时候，假装知道能够带出
来一种“高扬感”，即使不知道，
但是假装知道，读着读着会变得知
道了。

越境读书解放固定概念

阅读其他领域的书籍，能够将现有
的知识和其他领域的知识结合，从
而发展出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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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等指示的属下自己行动了！结合阿德勒心理学，脑科学的育才管理战术。

领导有没有对属下有这样的想法呢？

总是等领导的指示自己不主动行动。
属下总是不根据自己的指示行动。
开会的时候不发言。没有干劲。
自己查询就可以得出答案的事情总是来问领导
工作中发生不好的事情总是到最后一刻才来汇报。
不知道下属在想什么

但是，另一方面，属下是这样想的。

即使是自己主动行动，结果还不是被领导批评说不经过同意自说自话。
领导只给自己指示，却不教方法。
领导根本就没有对自己有期待。
有问题不问领导的话，就会被领导说“为什么不问”。
领导总是忙很难找到机会沟通。
不知道领导在期待什么。

这些都是领导和属下之间的想法不匹配产生的代沟。只要去除这些代沟，属下就
会积极地自己主动行动了。

作者是活跃在日本第一线的领导心理教练，也是一位指导如何实现目标的专家。
上班族时期，曾经深为培养属下而烦恼。通过这样的经历，结合了脑科学和阿德
勒心理学，开发出独家的目标实现法“行为改革”。能精准剖析问题，曾辅导过
万名主管解决培养下属的困扰，更协助奥运会选手，名模，畅销作家，企业家等
各行各业的卓越人士实现目标，改革行为。因成绩斐然，受到各大媒体竞邀，在
日本各地举办的培训课程也场场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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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属下提升干劲的10秒行动

破解属下“不行动比较安全”的大脑
的防御本能，是“一点一点地”让其
变化，这就是大脑的“可塑性”。

在工作中每天给属下10秒，让他们自
己选择目标，在这10秒内完成。这个
方法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执行并获取成
功体验，有助于属下累积成功体验从
而渐渐提升对工作的热情。

提升属下干劲的目标制定

为了提升干劲，需要制定属下自己想
要达成的目标，在和属下面谈一起制
定目标的5个步骤:
①确认当前状况
②确认公司的布标和属下的职责
③确认属下个人的梦想的目标
④制定属下的个人目标
⑤制定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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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奇跡の69歳が証明!マイナス15歳の顔になれる アップッ
プメソッド』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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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行年月】
2019年2月

让你年轻15岁的按摩法帮助你“自助整形”！

结合脸部瑜伽和脸部肌肉以及头盖骨知识，亲身实践获得效果的69岁女作者用自己的脸证明
的一套，让自己年轻15岁的“提升按摩法”。

这套方法可以帮助你：

★ 法令纹变浅
★ 改善脸颊松弛和眼睑松弛
★ 消除双下巴
★ 嘴角上扬，笑容变美
★ 舌头变灵活
★ 改善眼皮松弛，让人耳目一新
★ 变身小脸、年轻脸
★ 对自己充满信心
★ 面部左右平衡改善
★ 免疫力提升
★ 沟通技巧提升
★ 眼睛更有神

保持年轻的秘诀其实就是在对抗地球引力。这本书讲述了“提升按摩法”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原理，
并详细分解了各种方法，以及日常生活习惯和食物调理方法等。

90后都感叹自己老了，所以抗老一定要乘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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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 1950 年 1 月 22 日。 在第8届日本夫人大奖赛60年代赛段中获得大奖。

作为美容生活领航者，她设计了以“改变脸型！改变生活！”和“成功的面部肌肉方法”为主题
的脸部提升方法。

通过移动面部肌肉，可以保持脸部清洁和微笑。 课程受到广泛好评。现在已经培养了许多经
过认证的讲师。

同时也经常出现在许多电视广告和模特中。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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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觉得同样的教育方式为什么对自己的孩子不起作用。

比如同一个补习班，其他同学的成绩都有所提高，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变化。
人家常说要经常表扬孩子对孩子有好处，但是一直在表扬也没见什么效果。
….

那是因为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需要采取不同的教育对策。
这本书将孩子分为4个类型。

1点集中类型
勤奋努力类型
随波逐流类型
我行我素类型

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孩子时，父母应该如何教育，比如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帮助孩子
养成学习习惯的方法等。

内容简介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1点集中类型）
当1点集中类型的孩子沉迷在”乐高或者读书“的时间时，怎么做？
叫孩子快点做作业（×）
在孩子睡觉时间之前不要打扰，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孩子的集中力。

●（我行我素类型）
让我行我素类型的孩子长时间的学习（×）
每过15分钟让孩子休息一下（√）
让我行我素类型的孩子长时间学习，他们只会更讨厌学习。他们学习的时候每过15
分钟左右就让他们休息一下，或者指定每15分钟玩耍的规定，这样他们就会爱上学
习。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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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认真学习的孩子，适当地让他们自己
选择想学的东西，如果不给他们适当地空
间的话，他们会认真地都学，反而会渐渐
感觉学习的压力和疲劳。

对于总是不学习的孩子，比起个人指导，
应该选择让他们在学习气氛很强的学习班
和别人一起学习。这样的集团生活，能让
他们不知不觉地受气氛影响而学习。

不同场景的时候，对4种不同类型的孩子，应该分别用怎样的语言和他们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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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理屈で動く男と感情で動く女のもっとわかり合える
会話術』
【ISBN】
978-4-7612-7326-2
【著者】
佐藤 律子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8年3月

男人：女人到底想说什么？
女人：男的为什么不懂我？

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沟通困难,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两性存在心理差异,表达亦有别。同一
个意思,却有不同的诠释;同一个说法,却有不同的含义。所以异性之间的沟通难免出现问题。

理解男女的本质区别，才能更好的和异性沟通，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爱情和友情上，
都能消除沟通障碍，让生活更幸福。

这本书在分析男女的本质区别后，分别从商务职场上，生活上，恋爱婚姻上的具体场景上，
更具体的解说了每个场景男人在想什么，女人在想什么，如何对应才能消除沟通问题。

内容简介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商务篇）【男人的烦恼通过战略来解决，女人的烦恼通过共鸣来解决】

女人有工作上的困扰找男性领导时，追求的并不是指导和说教，而是共鸣。因为女人其实
心中早有答案。女人是通过把烦恼说出来整理信息和消除不安的。所以男人只需要共鸣。

男人更重视目的和结论，所以针对男性的困扰时，提示多个战略方案。由于男性自尊心比
较强，需要足以给予建议的时候不能否定对方。

（生活篇）【男人追求一个大的幸福，女人追求多个小的幸福】

点菜时，男人点一个牛排就满足，女人却每一个都想试一试。

生活中也一样，明明男人为了结婚纪念日和生日这两天都有好好庆祝，老婆却还是觉得自
己什么都没做。这就是因为“量”不够。一年365天经常给女人一些小小的惊喜，女人才
能感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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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働き女子が輝くために28歳までに身につけたいこ
と』
【ISBN】

978-4-7612-7296-8
【著者】
漆 紫穂子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11月

职业女性未来今后的成功在28岁前需要掌握的事情。

28岁正好是女性在职业生涯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又面临结
婚生子这些，“升”“生”困惑的迷茫年龄。

这本书的作者是东京都内人气女子学校品川女子学院的第6
代校长。该校提倡“28个项目”，是以28岁为目标，并进行
逆算，帮助学生开发潜在能力，教育出具有自立能力的学生
的一个项目。该项目引起了日本各界的瞩目。

这本书结合了作者作为一个校长在经营管理学校中的困难和
挫折，作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女性的心理历程，为众多女性书
写了很多人生建议。

10几岁的时候不知道20几岁会发生的事，20几岁时不知道
30几岁时会发生的事，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到了那个年龄才后
悔以前那个时候蛮好做“那件事”的。

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让更多的女性在今后的人生道路
上，哪怕只有一点点，也减少一点“后悔”、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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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决断，就是选择其中一样，拒绝另外一样。所以必定会留下
对没有选的那样东西的贵重性的思念。

知道这一点，在犹豫的时候就不会一直犹豫不决，能够做决断了。

没有不后悔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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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35歳からわたしが輝くために捨てるもの』
【ISBN】

978-4-7612-7277-7
【著者】
松尾 たいこ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8月

从35岁为了自己闪耀的人生我扔掉的东西。

35岁才开始自己作为插画家的职业生涯，现在却作为代表亚洲的艺术家的一员
而活跃。

幼儿时期体弱多病，父母离婚，之后自己离婚，这样经历了多重挫折，加上35
岁，比普通人晚很多才开始作为插画家的职业生涯的作者，现在却成为了日本如
三得利，三菱地所等众多大型企业的广告的指名插画家，不仅在日本多次开展个
展，在国外也拥有想打多的人气。

从35岁才开始闪耀自己人生的作者，放弃了哪些事情才成就了今天的自己呢？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中国人常讲“三十而立”，30岁被看作一个人生的分水岭。

有的人依然对未来焦虑不安，迷茫无措；有的人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感到沮丧又
心有不甘。还有的人承受着来自社会对30岁这个年龄的期待，无形的压力让他们常在
夜里陷入恐慌。

特别是女性，青春不在，梦想能不能再出发？

“人生越来越无聊怎么办？”
“我想活得像自己，该怎么办才好呢?”

这本书的作者在32岁之前在日本的一个小城市广岛做着普通的公司职员，心里也曾
经想过， “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吗”，然而这样的她在35岁之后活成了自己想活的
样子。

这本书中很多的建议能够深深地触动广大女性的心，给那些30岁后迷茫中的女性带来
一股精神陪伴的力量，让她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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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柔软的心才是
无论年龄多大都能成功的秘诀

35岁是女人的分歧点。到了这个年
龄很多人都有一个“自我标准”，
导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是一种
“大人病”，对别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开始就否定的人，往往会损失很
多机会。

扔掉“但是”，“可是”的口头禅。

基本上，努力是得不到回报的

很多时候努力是得不到回报的。如
果总是觉得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
那么当没有成果的时候，会灰心。
但是以一种“努力不一定会得到回
报”的心态，反而会觉得在努力的
自己非常帅，从而享受这样的努力
的过程。

扔掉“对努力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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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売上が伸びる手書きPOP 』
【ISBN】

978-4-7612-7276-0
【著者】
井口裕子
【価格】
1,6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8月

提升销售额的手绘POP。

POP是英语“Point of Purchase Advertising”的缩写，意为“卖
点广告”。

由于手绘的POP因为其设计性和可爱的要素，除了可以引起顾客的注
意外，还能提升顾客对店铺的好感。

所以越来越多的店家采用手绘POP来吸引顾客。

这本书从文字的写法，插图的画法，排版方式，颜色搭配，放置场所
等，非常详细地解说了如何手绘POP。即使不擅长画画，不擅长宣
传的人，也能够通过这本书学到手绘POP的精华。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现在很多日本店家都选择使用手绘POP来吸引顾客。

这本书结合案例，图文并茂地解说了手绘POP的方法和提升销售额的
文案和颜色使用方法等。

日本很多产品的设计，广告设计等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比较有名的。
很多亚洲的年轻人都十分憧憬日本的设计。其手绘POP也因独特的细
腻感和颜色搭配感让人感觉独具一格。虽然POP的案例是日语，但是
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手绘POP的文案的表现写法，颜色搭
配，手绘方法，细节体现等。

另外，学习这本书还可用在手账装饰，营销广告等方面，是一本能让
很多人受益的一本书。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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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20代の生き方で人生は9割決まる』
【ISBN】

978-4-7612-7272-2
【著者】
金川 顕教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7月

死之前实现经济自由，时间自由，人际关系自由的20几岁时
应该做的事。

光进名校，名企就是幸福的终点吗？

一个成绩普通的高中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进名校，之后又每
天学习16个小时拿到了被誉为3大难关的国家考试的公社会
计师资格证书，并进入了世界最大的会计事务所德勤工作。

这样的作者却产生了疑问，即使年收再高，每天被束缚在公
司的工作中，没有时间和自由的自己，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
的生活？

之后一边工作一边创业，并在2013年成立自己的公司，在没
有事务所没有下属的前提下，4年的销售业绩达到9亿多日元。

现在住在东京的高级地段的高级住宅区，每天工作4小时，
实现了财务自由，时间自由，人际关系自由的作者，通过这
本书给年轻人提出了很多20几岁应该要做的事的建议。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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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掉维持现状
到死之前一直保持这个习惯

维持现状就是今天和昨天过的一样。
这样的生活从长远来看，维持现状就
是不停地退步。

大的失败往往很高概率会带来大的变
革。所以哪怕是身边的一些小事，比
如尝试便利店里的不同便当口味这样，
每天都尝试一个新体验。

了解自己的
现状和理想的差距

拿出一张纸，在中间画一条线。左边
写出现状。右边写出想变成什么样子。

左边：年收400万，假日在家睡懒觉，
移动手段是满员电车。
右边：年收1亿，假日在国外度过，
移动手段是高级轿车。

写下来你就会发现自己真正想要得到
的是什么，也会发现自己混得有多差，
这会激发你的干劲。

464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書名】
『わたしが子どもをもたない理由（わけ）』
【ISBN】
978-4-7612-7255-5
【著者】
下重 暁子
【価格】
1,1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5月
【License Situation by Sep. 2019】
Korea ×

世界上有想生孩子的人，也有不想生孩子的人，就是这样。

日本著名女星，山口智子因为对媒体说“我选择了不生孩子的人生。夫妻2个人的生活非常
幸福，没有任何的遗憾”而造成日本社会一时的轰动话题。对她这样的举动，有赞成她鼓
起勇气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也有指责她既然结婚就应该生孩子。

从何时起，生不生孩子这件事，社会的言论变成了女性的一种无形的压力。

女性必须结婚吗？结婚了就应该生孩子吗？生了孩子人生就圆满了吗。。。

自身选择了不生孩子的作者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总结的一本“不生孩子”的生活方式
的书。

为因结婚，生孩子而烦恼的众多女性提供勇气的一本书。。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中国的”逼婚“，”剩女“，父母的”道德绑架“等已经成为当今社会问题，思维方式更
开发，价值观越来越多样化的年轻人很多都已经厌倦了老一辈的传统思想及其束缚。这本
书虽然是以日本为前提，但是每一个内容都直击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能够深深获得
价值观多样化年轻人的共鸣的一本书。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以自己的标准问“没有孩子你不寂寞吗”的人】
有孩子的人因为对孩子倾注了爱情，所以会觉得没有孩子，会感觉寂寞。但是没有孩子的
人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感情，自然也不会感觉寂寞。

●生不生孩子，是那个人的生活方式。每个人生活方式不同，自然生不生孩子也不同。选择
的并不是生不生孩子这个选项，而是人生的选择。

●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也有适合自己和不适合自己。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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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之间的丑陋的斗争

亲人之间最丑陋的斗争莫过于遗产争夺。
有争到打官司的，有这辈子从此不再见面
的。

只要有遗产，就必定会引起相争。父母的
遗愿无非是子女和睦幸福，最后却导致这
样的结果。

为了避免这样丑陋的争夺，有孩子的可以
考虑捐献，或者考虑不给孩子留下遗产，
也是一种想法。

为什么要生孩子

越来越多人选择不生孩子的时代里，反过来
考虑一下为什么要生孩子。

很多人都说，“结婚了就要生孩子”，”男
女相爱了就要有一个结晶・・・”这样理所
当然的回答似乎都是没有认真思考过的。

确实有人在生了孩子后感到后悔，会有那种
“作为家长自己是不是能完全履行自己的责
任”。这些都是生孩子前没有考虑到的。

很多人生孩子是因为不知不觉地，想要有个
后代给自己养老，需要有个孩子给自己传
承・・・这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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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ひとつひとつていねいに会社の数字を学ぶ』
【ISBN】

978-4-7612-7252-4
【著者】
竹澤 直樹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4月

一步一步教你轻松看懂公司盈利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一本理解公司销售，盈利，成本，收益损益等的超
级入门级书。没有财务决算报告，没有薄记，只需要小学学
过的算术知识，就能了解公司的销售额，成本，利润等的构
成，轻松看懂公司盈利方法。

这本书推荐以下人士阅读。

・想用更简单的方式看懂公司盈利方法，计算公司盈利方法
的商务人士。

・想重新温习公司数字的计算方法的管理人员或者经营者

・用简单的方式给客户指导建议的税务会计师等的专家

・公司内训

・・・等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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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非常简单易懂！

正如书的标题，这本书是仔细地通过每一
个步骤叫大家看懂公司盈利的一本书。

计算的方程式通过图解和手绘的形式，带
领读者一步一步地学习。

本书的4大特点

２．能增加销售额和利润的行为计算方式。

行为方式也能改变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
打电话的次数，客户访问次数和合同签订
率的因果关系，通过图表手绘能让员工能
更了解公司盈利方法，从而会自觉地落实
到行动中。

3.通过“学习”，“理解”，“尝试”3个
步骤加深读者的理解。

每一章都由“学习基本知识”，“计算式”
和“自己解答”3个部分构成。通过例题让
读者加深理解。

4.有效的赚钱方法

通过实际案例，比如即使会变赤字销售比较
好的情况，通过分析损益分歧点来了解公司
性格等，帮助读者理解有效的赚钱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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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的升官发财的技术。

“为什么那个人总是能够得到好的评价？”

很多商务人士都有过这样的想法。职场中，有那种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评价职员的领导，感觉似乎在职场上混出名堂没有战术可言。

实际上，确实有那些“偶然”升官混出名堂的人。

然而，在公司这样一个追求利益的组织架构力，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
是不合理地运作。升职也一样。仔细观察组织架构，职位变动，升职
这些都可以从“公司的理论”中找出原因。

这本书将升官和企业经营学结合在一起，讲述了，如何脱离公司内部
的政治斗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并合理地混出名堂的技巧。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在很多如何通过提高各种技能获取成功的各类书籍中，这本书的视角
非常独特。

再多的技能和能力，在公司这个复杂的组织结构中，也不免会被复杂
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斗争牵连。

如何避开这些障碍，让自己顺利提升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价值，相信是
很多职场商务人士非常关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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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戦略的に出世す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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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加谷 珪一
【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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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

用市场战略的方法
来策划长期的升官战略

让领导觉得你是
一个很实惠好用的员工

在特定的领域
集中化获取成果

把领导当顾客
进行分析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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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只做自己喜欢的事生存的50个法则。

没有资金，没有人脉，没有经验却能在最短时间内达成梦想的“黄金
法则”。

从负债800万日币，连上网都不会的作者，仅用了3个月就交了5000
个朋友，之后有效运用Facebook，扩展人脉和粉丝，成为了日本媒
体也关注的“Facebook女王”，实现了小时候的“在喜欢的时候喜
欢的时候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的梦想。

如何在短时间内达成梦想，这本书能够带给你很多启示。

内容简介

做喜欢的事赚钱的秘诀

想要做喜欢的事赚钱的秘诀是，

・自己喜欢的事
・自己擅长的事
・经验，技能
・顾客满足度，需求
・流行，趋势

将这5个圆圈重叠在一起的部分做到最大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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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死之外，都是擦伤。

在辛苦的“辛”上加上一笔就能变幸福的
“幸”，只要跨出一小步，再辛苦也能变
幸福。

如何包装自己

Branding原来的含义是给家畜身上烙上
烙印。

想要在别人的记忆上烙上烙印，一定要对
自己和别人的喜怒哀乐敏感，保持思考自
己如何才能打动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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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Apple、P＆G 如何看到10,000倍的市场缺口：大爆发的业绩，得从「假设」思考做起！

✓跳脱既有思考框架，发现突破市场的关键因素
✓瞄准缺口，让业绩成长不只50%，而是超过1万倍
✓从Amazon、Facebook……成功案例，帮你找出解决方案

「许多经理人在面对问题时，没有看到全貌，或是受到先入为主的观念束缚，认为障碍来自传统或习
惯，因此无法找出解决方案。」 ──日产汽车董事长戈恩

‧物联网（IoT）结合感应器、网路及行动装置，让生活中的器具变得虚拟化且有智慧。
‧工业4.0带动智慧化生产系统，机器人大军取代人力，24小时自行沟通合作与生产。
‧因为金融科技（Fintech），手机可当做钱包与理财管家，使购物、借贷、投资更自由便利。

这些前所未有的创新与变迁，都是学校没有教的。身处这样的经营环境，企业与个人想要生存发展，
99%没有正确的答案。究竟怎麽做，才能打造独树一帜的创意与作法，找到市场的缺口，让业绩成长
不只50%，甚至爆发1万倍？

★高明的企业家，如何突破没有正解的难关？

作者高野研一，担任全球最大人力资源集团Korn Ferry日本公司社长超过10年，在企业经营、领导者
培育、人才管理的领域，拥有丰富经验。

他发现世界知名的企业家，能够开创崭新的经营模式，使公司超越同业成为领先者，是因为在面对经
营的课题与挑战时，他们不是仰赖一般常用的分析架构，而是从反覆尝试中发现新的观点，採取「至
今没人想过、网路上也找不到」的对策。例如：

‧Apple贾伯斯不限制在电脑、手机等最终产品，而是开发应用程式。
‧Amazon贝佐斯明明经营电子商务网站，却投入重金打造物流仓库。
‧IBM葛斯纳不用3C分析法，著眼顾客整体需求，成为软硬通吃的霸主。
‧英特尔葛洛夫将公司定位在ＢtoＣ，于是从半导体零件供应商再升级。
‧UNIQLO柳井正将业绩成长目标设定在10倍，用低价量产来控制库存。

本书从实际案例，精炼出看穿市场缺口的关键因素，并提供32道练习题，帮助你跳脱既定架构，能够
自由转换观点并付诸执行。

不论你是专案人员、部门主管或是企业经营者，只要学会这套方法，就能让你提案企画无死角、管理
团队更有效率，并打造新商品与服务，独创商业模式，爆发史无前例的高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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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关键因素，发现别人看不到的10,000倍市场缺口！
关键1：发挥想像力，拓展未知的市场
案例：Softbank孙正义在展开新事业之前，总会模拟100种可能性，他在进军ADSL领域时，发挥创意
在车站发送免费数据机，因此缔造佳绩。

关键2：延伸时间与空间，预言全新的商业型态
案例：Google研发汽车自动驾驶技术，透过车载感测器掌握交通状况，引导驾驶人採取最适路线来节约
能源，同时提供邻近店家资讯，甚至可以直接预约饭店。

关键3：从顾客与海外市场的视野，思考经营策略
案例：生活用品製造商IRIS OHYAMA，配合消费者生活习惯，将收纳箱的功能从「方便保管」转变成
「方便寻找」，推出透明收纳箱，改变收纳的定义。

关键4：当资讯变商品，发掘怎样能牵引顾客情绪
案例：Facebook察觉对使用者有价值的资讯，是他人的讚美和留言，于是提供「按讚」的功能，聚集
16亿会员，广告费收入创造出十兆的企业价值。

关键5：活用商业生态系统，做生意不必单打独斗
案例：Apple串连日本原料和零件製造商、台湾精密製造代工业、APP与电子商务供应商，建立商业平
台，分散成本与风险。

关键6：质疑根深柢固的前提条件，抢攻新领域
案例：在1990年代的东欧，许多企业只敢按照国别採取应对措施，但P&G将其整体视为一个经济体，
向各国提议撤除关税壁垒，带领建构自由贸易圈，结果在东欧业绩飙升30倍。

最后，还有练习「假设思考」的6种技术，以及不再纸上谈兵的执行力修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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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Korn Ferry．Hay Group公司社长。1987年3月毕业于神户大学经济系，1991年6月取得伦敦政治经
济学院硕士，1992年6月取得芝加哥大学MBA学位。曾在日本大型银行担任基金经理人等职务，之后转
任谘询顾问，并在Mercer Japan公司担任董事，2006年10月进入Hay Consulting Group，2007年10月
就任社长。2016年5月Hay Group与Korn Ferry合併后，担任现职。

主要工作为协助日本企业的经营改革与全球化，特别在企业治理、领导者的培育与选别、集团经营、
组织与人才管理的策略与执行等，拥有丰富经验。为厂商、金融机构、企业、零售业者等，提供谘询服
务，获得众多客户的信赖。在Korn Ferry・Hay Group负责日本与韩国的业务。

著作有《阅读优秀经营者的名著》、《超逻辑思考》、《用胜利习惯强化组织》、《集团经营时代
的人才管理》、《商务领导者的强化书》等，并发表过许多演讲与杂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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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受既有知识局限，才能抢进市场缺口

第一章 想成长10,000倍业绩，就得改变看问题的角度
你提案时，是否只谈理论却没考虑第一线的需求？
练习1-1： 思考主管期望看到怎样的提案
思考重点》从经营者角度看问题
你遇到瓶颈时，是否习惯用过往的成功公式来解题？
思考重点》从多面向确认问题本质
练习1-2： 思考企业价值来自哪裡
如何扩大视野？跟著本田创办人这样做！

第二章 成功者如何用「假设思考」，突破没正解的难关？
简化问题导出的唯一答案，为什麽不适用？
练习2-1： 知道3C与ABC分析法的局限
葛斯纳看穿顾客欲望，让IBM成为软硬通吃的霸主
假设思考的目的，是找到连网路上也没有的答案
练习2-2： 杳无人烟的森林，树倒下是否发出声响
没有绝对真理，得接受各种刺激来形塑多元观点
因为葛洛夫的ＢtoＣ，英特尔从零件製造商再升级

第三章 当答案不只一个，该如何打造多元观点？
贾伯斯用「禅修问答」，养成自由转换观点的能力
练习3-1： 或许极乐淨土不一定在西方
小松公司如何做到零库存？如何掌握市场销售趋势？
练习3-2： 小松成功拓销中国市场的关键
经营之神具备灵活观点的诀窍，就是反覆练习与实践

第四章 动脑会议为何想不出好点子？因为保守主义在作祟
员工脑力激盪的许多点子，为何孙正义敢捨弃？
练习4-1： 提高业绩的最佳方法是什麽
练习4-2： 搞笑艺人怎麽维持高人气
顶尖企业的业绩大爆发，源自想像力而非分析力
UNIQLO如何成为龙头企业？关键是设定远大目标
练习4-3： 为何得设定远大目标
练习4-4： 要让业绩成长10倍，柳井正强调什麽
ZARA能异军突起，是因为看到女性市场的缺口
练习4-5： ZARA能业绩6千亿，是因为哪些要素
UNITED ARROWS用TPO做市场区隔，达到差异化的目的
练习4-6： UNITED ARROWS怎麽利用成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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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何突破成熟期的下弯曲线？试著大胆预言
当所有分析研究都失灵，得从扩大想像找出「奇点」
练习5-1： 技术革命的导火线是什麽
统整运用的力量有多大，看Google和Amazon就知道
练习5-2： 资源整合可促进哪些新事业
善用「延伸空间轴」的思考法，创造出３Ｄ革命
练习5-3： 用空间轴想像未来有何变化
运用「奈米科技」，不仅让重症新药的研发一日千里，还能……

练习5-4： 奈米革命将如何改变世界

第六章 为何企划人员总是天龙国思考？因为视角……

基恩斯从「客户视角」思考，让利润率高达5成
艾司摩尔从「生产与获利结构」找缺口，打败Nikon

练习6-1： 艾司摩尔抓住半导体市场什麽变化
IRIS OHYAMA著眼「生活型态」，推出热销商品
练习6-2： 改变生活方式的商品有哪些
GE医疗如何因应「海外需求」，让业绩在中国市场成长70倍
练习6-3： 如何区分低价与高价商品的客群
想看出「供应商成本结构」，得透过不断尝试和练习

第七章 为何提升品质仍无人问津？因为你忘记顾客情绪
Facebook用什麽吸引顾客？让使用者可以「按讚」表达肯定
练习7-1： Facebook和Google的高集客力
当商品从物质转变为资讯，「情绪」才是获利重点
练习7-2： Facebook成功的答案
过去的营运模式著重品质，现在得思考让「客户感到兴奋」
练习7-3： 资讯革命下的经营型态

第八章 为何开发海外市场会失败？因为连结能力……

工业时代创造价值，资讯时代建构互补的生态系统
Apple如何串连鸿海、SONY等世界级企业，分散产品风险？
练习8-1： 商业生态系统为何比单一企业更具优势
想参与商业生态系统，企业得回答2大基本问题
练习8-2： 加入商业生态系统必备什麽能力
英特尔和松下电器，以愿景凝聚各领域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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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遇到困境而被迫改变？记得！没有投降输一半这回事
为何证券业受到网路衝击，导致获利一蹶不振？
练习9-1： 思考传统证券公司为何无法转型
想著环境「无法改变」而投降，还是认为「可以改变」而努力？
练习9-2： 因资讯革命而掘起的产业
练习9-3： 日本跟不上潮流的原因是……
P&G反客为主促成东欧自由贸易圈，让业绩飙升30倍
练习9-4： P&G怎麽控制海外政治风险？

第十章 练习「建立与验证假设」的6种技术！
1、当假设失败，该怎麽做？试著让看不见的问题结构浮现出来
2、消费者为何不买？将顾客的购买决策步骤化，就能突破瓶颈
练习10-1： 促使消费者回购的对策是……
3、如何找到过程的疏失？列出各个决策阶段，找出解决方法
练习10-2： 从哪裡切入可以改善业绩
4、为何问卷找不到真正需求？不如观察顾客生活如何变化
练习10-3： 怎麽验证新产品的市场潜力
5、为何点子没有成功？若是点子在网路上搜寻得到，别做！
6、点子失败怎麽看待？好消息！你已成功发掘一种错误方法

终章 不再纸上谈兵，用实际行动超越逆境
日产汽车起死回生的祕密，竟然只是简单的「知行合一」
练习11-1： 为何日产汽车陷入困境
戈恩展现执行力，就是从可控制的原因下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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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力让销售额增长10%
想象力让销售额增长10倍

在竞争激烈的服装行业优衣库是如何让销售额飞速
增长的，靠的不仅仅是低价多销和发掘热卖商品。
柳井意识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缺货而造成的
机会损失”。

优衣库的公司名称叫做fastretailing，正是参考了
“快餐行业”的fastfood的操作模式，做了一个服
装行业其他公司都不敢做的尝试，提前高速大量生
产。让店铺始终保持在一个“总是会有想买的衣服
的店”，挖掘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实现了销售额
飞跃性成长的现实。

搞笑艺人都会携带一个本子，记录生活中想到的
Idea，用于搞笑的剧本制作。那些一直能保持人
气的搞笑艺人不会选择列出来的Idea的第1个-第
10个，往往用第11个来制作剧本。

因为第1个到第10个Idea，谁都能想到的。而第
11个Idea，并不是谁都能想得到的。想出第1个和
第10个Idea，可能只需要1分钟，但是要想出第
11个Idea，可能需要几天。在这段时间搞笑艺人
会出去走动，和别人交谈，找出第11个，甚至更
多的Idea。

就是通过这样的积累，那些不会过气的搞笑艺人
在想Idea的时候，会跳过1-10个，直接想出别人
想不出的第11个Idea。这就是大脑的进化。

在看不见的世界不断地想象，是接近能够实现超
假说思考的训练方法。

在自己看不见的
世界里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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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脳が知っている 怒らないコツ』
【ISBN】

978-4-7612-7211-1
【著者】
加藤 俊徳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6年10月

大脑知道的 不生气的技巧。

这本书是由看了1万多人的大脑影像的作者，介绍如何利用大脑的特
性，即使遇到那些让人生气的场面，也能控制自己的情感，让自己成
为一个“高情商”的人。

内容简介

关于如何不生气，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商类的书籍在市面上很多，但是
这本书是由看了1万多个人的大脑影像的脳内科医、医学博士，从大
脑的角度来解说如何控制情绪，角度十分新颖，而且非常具有科学性，
说服力。

几句话感受这本书

推荐理由

●右脳優位の人は、自分の声が聞こえなくなる。
右脑发达的人，会“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怒りを筋肉にシフトして、燃焼させる。
将愤怒转换为肌肉，并让其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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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脑生气的番地转移到其他番地

大脑里有“思考系脑番地”，“传达系
脑番地”，“运动系脑番地”等8个掌管
大脑的区域。

某一个区域达到了极限是引起我们生气
的原因。所以，当要生气的时候，尝试
从这个大脑的区域转移到另外一个区域。

比如，因为长时间思考某件事而无法得
出结论觉得焦躁不安的时候，可以尝试
单脚站立或者有氧运动。这样大脑思维
会转移到“运动系番地”，让因为生气
而集中在大脑中的血液通过运动分散到
全身，让大脑冷静。

去除肩膀酸痛，增加大脑容量

身体的疲劳和精神的疲劳会影响到“思
考系脑番地”。思考性脑番地管理着人
的多个活动。如果这里总是感觉到
“疼”，“不舒服”的话，人就很容易
生气。

身体的疲劳会影响到大脑的疲劳。所以
通过运动，放松等让自己的身体和大脑
休息，能有效让自己管控自己的情绪。

480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書名】
『夫のがんを消した最強の食事』
【ISBN】
978-4-7612-7190-9
【著者】
岡田 実子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6年7月

将自己丈夫的癌细胞消除的最强饮食。

日本老铺料理店的老板介绍如何通过食疗，帮助消除癌细胞的饮食建议
书。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真实的事例让这本书更有说服力。

当丈夫被医生告知是“已经有接近第3阶段的恶性淋巴瘤”时，医生建议
其入院接受抗癌药物治疗。

但是当听说药物治疗会对重要的肠产生伤害时，他们决定用“食疗法”来
治疗。

经过半年的食疗法，肿瘤指数显著改善，1年零4个月后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2年3个月后，丈夫开始练习马拉松，半年后跑完全程马拉松。从发现肿瘤
后的第3年，所有影像中的肿瘤都消失了。

现在夫妻两人一边经营者100km老铺料理店，丈夫依然在参加马拉松，
铁人三项等比赛。

这本书不仅介绍了能够帮助人体健康的食材，更是附上了实际为丈夫准备
的菜谱。

除了癌症患者及其家人之外，对健康关心的人也能通过这本书了解通过食
物获取健康的方法。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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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看似对身体健康有益的食
物，其实在治疗癌症时是不能
吃的。

其中代表性的食物是水果。糖
分多的水果会延缓身体组织的
代谢，增加癌细胞的增长。

此外，像红薯，土豆这种在地
下横着生长的蔬菜延缓身体组
织的代谢的能力特别强，属于
阴性食物，癌症患者不能吃。
而像山药这种竖着生长的阳性
食物可以吃。

通过食物调节身体的阴阳平衡，
能够维持健康。

食物有阴性食物和阳性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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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大人の語彙力が使える順できちんと身につく本』
【ISBN】
978-4-7612-7268-5
【著者】
吉田 裕子
【page】
208【発行年月】
2017年7月

词汇能力在语言中就像砖块，有了砖块才能盖起高楼。

大脑中词汇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个人的表达能力，词汇量较少就无法准确的表达自
己的想法。有很多人明明想了很多却就是说不出来，这其实跟词汇量有很大的关系。

词语的感情色彩可以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和情感。词语色彩的锤炼，关系到写作过
程中用词是否准确，表达是否鲜明。词语色彩锤炼好了，你的文章就可以雅如诗美
如画！

词汇量的丰富程度会关系到一个人的表达能力的丰富程度，一个人的表达能力越是
丰富，他越能够把自己想传达的东西很好地传达给对方。这样的人能够给人一种有
能力，值得信赖，有威信的印象，这种印象会间接地印象到人际关系，工作表现和
成果。

此外，如今多媒体时代，文案力表现力也是必要的技能之一，词汇量越丰富，越能
在各种词汇中间灵活切换，应用各种词汇的情感色彩，丰富故事力，感染力。

因此，在本书中，选取了200个词汇，从“使用场景”、“力量”、“细微差别”
等多个角度进行对词语含义本身以及日常生活中使用场景中的含义进行了解说。

110,000 copies



国语讲师。三重县出身。

公立高中毕业，在没有参加私塾辅导的前提下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日本考名校
的学生都会参加私塾辅导）。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在学院和私立高中等地积累
了讲师经验，现在站在大学入学私塾的讲台上。另外，在文化学校和公民馆担任古
典入门、文章写作讲座等，从6岁到90岁，深受各年龄层的支持。以比喻和笑话相
结合，易懂的教学方法广受好评。

以《源氏物语》、《百人一首》为首，他在古典、近代文学、歌舞伎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日语
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致力于面向社会女性的敬语讲座和书籍的写作。

Author

第1章 打招呼的标准表达方式，让工作顺利进行
我害怕/我很期待/我忍不住……等等

第2章 随便让人站起来的表情
心灵 /  慧眼 ...... 等等

第3章 真诚表达反思的表达
没有脸/无法发表声明/分心/感到孤独......等等

第 4 章 文档和电子邮件中常用的表达方式
请爱自己/安排好一切障碍后/笑声/腐败/放松……等

第 5 章 基于传统的日本特有的表达方式
Last-minute / 剃光头 / Critical / ……等

第 6 章 温和地表达难以表达的意思的表达方式
不幸/尴尬/老妇人的心/玩/相持……等

第7章成年人应该知道的表达方式

变离原意的词：坚持/暴风雨/潮/确信犯罪……等
上级不能用的词：好/我没有/我错过了...等
容易误会的词：门槛高/与众不同/缺乏角色……等
在商业场景中看到和听到的片假名术语：利基/摘要/里程碑……等
新地方使用的硬表达：Sontaku / Immortality / End / Tadashi / Fallacy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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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大人の言葉えらびが使える順でかんたんに身につく本』
【ISBN】
978-4-7612-7316-3
【著者】
吉田 裕子
【page】
224
【発行年月】
2018年1月

词汇能力在语言中就像砖块，有了砖块才能盖起高楼。

大脑中词汇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到个人的表达能力，词汇量较少就无法准确的表达自
己的想法。有很多人明明想了很多却就是说不出来，这其实跟词汇量有很大的关系。

词语的感情色彩可以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和情感。词语色彩的锤炼，关系到写作过
程中用词是否准确，表达是否鲜明。词语色彩锤炼好了，你的文章就可以雅如诗美
如画！

词汇量的丰富程度会关系到一个人的表达能力的丰富程度，一个人的表达能力越是
丰富，他越能够把自己想传达的东西很好地传达给对方。这样的人能够给人一种有
能力，值得信赖，有威信的印象，这种印象会间接地印象到人际关系，工作表现和
成果。

此外，如今多媒体时代，文案力表现力也是必要的技能之一，词汇量越丰富，越能
在各种词汇中间灵活切换，应用各种词汇的情感色彩，丰富故事力，感染力。

这本书结合可爱治愈的手绘图，帮助读者掌握更丰富的词汇力。

比如，同样说出不好的话语的情况，也有很多不同场合，比如有“失言”，“谩
骂”，“信口开河”，等等。

书中对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词汇的具体含义进行了解说，并且给出了例句。

25,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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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讲师。三重县出身。

公立高中毕业，在没有参加私塾辅导的前提下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日本考名校
的学生都会参加私塾辅导）。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在学院和私立高中等地积累
了讲师经验，现在站在大学入学私塾的讲台上。另外，在文化学校和公民馆担任古
典入门、文章写作讲座等，从6岁到90岁，深受各年龄层的支持。以比喻和笑话相
结合，易懂的教学方法广受好评。

以《源氏物语》、《百人一首》为首，他在古典、近代文学、歌舞伎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日语
知识，并运用这些知识，致力于面向社会女性的敬语讲座和书籍的写作。

Author

第1章工作顺利进行寒暄的经典表现
不好意思/热切期待/没有人/只有真心/心血……etc

第2章若无其事地引人注目的表现
效仿/顶板/用心/珠玉/夺股/慧眼……etc

第3章真挚表达反省的表达
不好意思/无法解释/让人着急/不胜羞愧……etc

第4章 文书、邮件中常用的表达方式
请自爱/万障交合/笑览/腐心/宽恕……etc

第5章 以传统为基础的日本特有的表现
紧要关头/激烈竞争/紧要关头/接不上话/勉强糊口……etc

第6章 温和地传达难以启齿之事的表达

不巧/自夸/冒昧/老太婆/戏子/胶着状态……etc

第7章 成年人应该知道的表达

从原本的意思变化的词语:拘泥/破天荒/潮时/确信犯……etc
对长辈不能用的语言:高明/无懈可击/您看到了……etc
容易被弄错的词语:门槛高/社会错位/角色不足/太太……etc
商业场景中常见的片假名用语:摘要、里程碑……etc在正式场合使用的具体表现:忖度
/不退转/始末/多寡/谬误……etc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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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香りや見た目で脳を勘違いさせる 毎日が楽しくな
る応用心理学』
【ISBN】

978-4-7612-7167-1
【著者】
坂井信之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6年4月

各种实验和研究发现，香味，味道，外表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欺骗大脑，
让人在无意识地情况下改变情感和行为。

这本书通过脑科学和应用心理学的知识，讲述如何利用这些知识，欺
骗自己的大脑，让自己每天都能快乐地生活。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市面上的关于脑科学和应用心理学的书籍，以偏向理论的比较多，针
对的读者范围也相对比较窄。

但是这本书例举我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的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从脑科学和应用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任何人都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取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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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心理学让孩子不再挑食

孩子偏食，从心理学上可以用负面偏见来说明。就
像害怕生人一样，对不了解的事物会产生负面情绪
从而躲避。

很多家长会尝试以身作则自己吃给孩子看，但是从
孩子的角度会以“因为是大人”这里理由来逃避。

让孩子不再挑食的更有效的方法是，让孩子看到同
龄人在吃自己不吃的事物。让孩子产生一种“想和
大家做一样的事”情绪。另外，利用“单纯接触效
果”，让孩子慢慢地尝试，从而不再偏食。

第一次约会选择甜品店

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发现在有
甜甜的香味的环境中，人会对身边的人变得更加亲
切。

此外，还有报道称，在国外的赌场里撒布某一种特
殊的香味，会让游客使用比没有香味时的1.5倍的钱。

有效利用这种香味效果，第一次约会选择倍甜甜的
香味包围着的甜品店，更有助于恋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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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結果を出す人は「ブリコラージュ」で考える 』
【ISBN】

978-4-7612-7108-4
【著者】
高倉 豊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15年8月

能够拿出成果的人都在运用“「Bricolage」（拼接）思考法”。

「Bricolage」的意思，原本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应急措施”的意
思。后来演变为现在的“利用现有材料找出解决方案的思考法”。

Braicolage思考法，就是在现有的环境，利用现有的材料，不被现有
认知所捆绑，创造出新的东西的思考方法。

一直以来，商务世界都强调Logical Thinking(逻辑思考）和
Framework(框架思考)，但是很多人发现通过这种思考方法并没有
很有效。

因为逻辑思考和框架思考都是基于已有的认知和理论来进行的，而
Braicolage思考法可以脱离现有的已有认知和框架，从零的基础上创
造出新的东西，是一种自由的思考法，把逻辑思考和框架思考进行巨
大的差别化，而这种差别化，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在众多介绍逻辑思考和框架思考的书籍中，这本书的视角十分独特新
颖，能够给读者带来一种全新的自我启发。

除了介绍Bricolage思考法的方法之外，还结合实际事例已经让读者自
己思考的“作业”，帮助读者加深对Bricolage思考法的理解，实际运
用在自己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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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橡皮擦卖出100万个

1. 决定目标

2. 收集Braicolage（拼接）素材

如果想创造出新的Idea，仅仅限于关于橡皮擦
的信息素材是不够的。将现在流行的话题，大家关
心的事情等，自由地用关键字写下来。

3. 然后尝试将这些关键词进行组合，就能产生多
个比较有趣的Idea。比如，

对生理期有效的橡皮擦
绝对不会消失的橡皮擦
等等・・・

无视竞争对手

在商务世界，很多时候都非常重视“彻底调查分析
竞争对手”。

虽然，调查分析竞争对手能够知道对手的弱点，可
以防止和对手开发出同一个产品，但是从
Braicolage思考法角度出发的话，一旦养成了研究
对手的习惯，从零创新的思考力会变得十分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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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なぜかうまくいくバカがやっている驚きの成功法則』
【ISBN】

978-4-7612-7075-9
【著者】
中野 友介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5年3月

Thailand ×

傻瓜在执行的惊人的成功法则。

无论是谁都能成功！

没有学历，没有技能，没有人脉，还是让人头疼的暴走族，这样的作者却成为日
本美容业界的销售业绩最好的销售人员，达成较业界平均年度销售额10倍的4亿
日币销售额，轻松获取年收入1000万，轻松甩掉那些所谓的“精英”。

这本书浓缩了作者从一无所有，到用最短距离赶上精英水准获取成功的精华，让
你的行动力提升10倍的成功法则书。

内容简介

推荐理由

现代很多都市年轻人都在烦恼的是，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没有很多资源（背景，学历，
技能，人脉）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打破贫穷现状，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过上他们想要
的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也曾经是一无所有的一个人，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实践，实现了年收入
1000万日币的成果。这本书是建立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可以实践的成功方法。

比如，
・如果没有足够的技能那么就用速度取胜，让对方惊喜。
・自己擅长的“卡片”是“早起”，“打扫”和“想让对方惊喜”，把这些“卡片”进
行组合和包装来决胜负，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瞬间移动法”是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的必杀技

等等，书写了很多有趣的视角的成功方法，但是看完思考一下感觉确实会有效由方便执
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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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特殊技能，
用速度来决胜负

人都喜欢快一点。

让领导和客户获取好感，提升自己的评价的关键，
如果没有特殊技能，用“速度”来取胜。

这样能给对方留下“这家伙工作速度特别快”的
好印象，这样更容易获得更多工作的机会，也能
够提升自己的评价。

“瞬间移动法”是获得
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的必杀技

人数众多的交流会会场中，如何引起“关键人物”
的注意并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

“关键人物”的周围必定会有很多人围着，找到
机会简短地介绍自己，表达感谢，瞬间离开，会
给对方留下“那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印象。

这样再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对方就会想起来原来
你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人”，自然相比其他陌
生人，对你的印象就会更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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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累积销量80万部的“一本就扎实理解系列”特辑

除了面向社会人士提升自我素养，商务知识，以及教育类等书籍外，日本
Kanki出版社出版的面向考试的学生的“学习参考书”系列也在日本广受欢
迎。

近年来，虽说素质教育为主，但是为了应对应试考试依然占据着学生，甚至
家长的大部分时间。

在课堂之外，告别枯燥的教科书，通过一本网罗关键知识点，又能够不乏味
地学习是很多学生的心声。

我们的学习参考书由于加入可爱的手绘，以及吸引读者的排版，再加上日本
独有的纤细，易懂的解说方式，除了日本之外，来自中国等海外的咨询以及
Offer也日益增多。

在日本，除了要考试的学生以外，已经进入社会的社会人士在需要职场进修，
资格考试等，想要从基础开始扎实地重新学习，复习一遍基本功，也非常适
合阅读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在日本还受到了很多社会人士，甚至活到老，学
到老的老人的欢迎。

在这里，特此选出国外的学生共通的学科的版权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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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小学生のための読解・作文力がしっかり身につく本』
【ISBN】

978-4-7612-7396-5
【著者】
中根 克明
【頁数】
160頁
【発行年月】
2019年2月
Korea ×

这一本基本上可以涵盖公立初高中一贯制学校的录取水平!
从小学低年级到高年级!什么样的孩子都能学会。

这本书的特点：

◎问题和解答·解说一起完结的构成

→选择问题集的时候需要重视的是好用。大部分的书都是问题和解答·解说
分开册，或者解答·解说整理在卷末。这样的话效率就无法提高。

这本书把改善了这一点，帮助学生高效学习。对照解答、解说进行确认，
会加深理解。

◎“重点”传授对问题文、问题的着眼点
→读解·作文问题，要正确理解问题文，正确理解问题的意图才能回答。这
本书在“重点”中指出了其着眼点。

◎详细解说“解方”“答方”的要领
→对每个问题进行很详细的解说。通过理解为了导出答案的“解题方法”
和为了正确归纳自己想法的“回答方法”，掌握无论什么题目都能获得得
分的能力。

作者简介

作文教室“语言森林”代表。1952年生千叶大学园艺学部毕业后，25岁的
时候，开设了以志愿当媒体的大学生为对象的作文教室。1981年，在横滨
开讲了作文教室的开拓者“语言的森林”。开始函授教育。2005年，以客
观评价作文为目的，制作了小论文自动评分软件，并获得专利。从小学生
到社会人大约有1万2000人学习。毕业生中有很多学生考入东大、京都大
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等关大、难中、高中。这引起了热心教育的家
长们的关注。不仅是每周的作文指导，还要在语文能力的基础——阅读、
阅读、背诵上下功夫。举办利用在线的少数人的发表型的学习发展思考能
力，创造力的“寺子屋在线”。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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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小学校6年生までに必要な作文力が1冊でしっかり身につく本
【ISBN】
978-4-7612-7444-3
【著者】
安藤 英明
【page】
168p  
【発行年月】
2019年9月
Korea ×

「安藤瞬間寫作法」讓小學6年級前的小朋友，輕松卻又紮實地掌握寫作技巧！

為什麽孩子們說話的時候可以滔滔不絕，可寫作文的時候卻這麽費勁呢？
作者公開44年來的指導經驗，只要讀完這本書，讓小朋友寫作和說話一樣滔滔不絕。

在學生們的學習過程當中，無論小學還是高中，很多同學因為寫不出作文而苦惱。很多家長為孩子們擔心，不
知道該怎麽給孩子指導，找不到突破口。很多父母給孩子申請了很多補習班，但是看不到效果，反而更退步了，
花了很多冤枉錢。那麽怎麽樣才能正確地提高孩子的寫作水平呢？

孩子寫不出作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 擔心是不是用對詞匯
2 不知道該寫什麽
3 想不出適合的語言
4 腦子裏沒有文案，寫不出來
5 無法很好地連接前後的文章
6 能寫出來，只是字少

這本書通過多個「特殊」練習，一一克服孩子寫作文中會遇到的困難，徹底喚醒孩子的作文細胞，激發孩子對
作文的興趣。

那麽這本寫作指導書有什麽「特殊」練習呢？

1 不用寫助詞的練習
很多孩子明明說話滔滔不絕，但是一寫作，就寫不出作文，其實都在猶豫該使用什麽助詞。作文本身並沒有標
準的正確答案，但是，助詞有正確不正確。所以書中給孩子的練習，都是不用助詞，讓孩子少了助詞的猶豫，
寫作也就更順暢了。

2 像玩遊戲一樣增加詞匯量

腦子裏沒有文案，寫不出來，最終還是因為詞匯量太少。玩遊戲的感覺增加詞匯量，讓孩子不再對寫作文有抵
抗感。

3 6個文章的基本結構

教給孩子6個文章的最基本結構，知道文章的結構，就能解消「不知道該怎麽寫」的問題。

4 連接詞

學會了3的文章的基本結構後，學習連接詞，將前後文進行有效連接。

5 用特殊寫作方格紙解消孩子對寫作的抵抗

一般的寫作作業都需要寫400字的作文，孩子一看到要填滿400字的方格就會對寫作產生抵抗感。但是這本書通
過特殊的寫作方格紙（可供讀者下載），幫助孩子一邊先做筆記，將要寫的內容整理歸納，為寫作做好準備。
讓孩子不會一上來看到方格紙就覺得「心累」。

在整本書的每一個練習中，還為讀者提供了「家長該如何教」，和「日常遊戲感覺練習法」的hint ，讓家長和
孩子一起學習，家長也能夠掌握該如何教的方法。

10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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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出生於北海道。北海道教育大學旭川畢業後，作為小學教師致力於兒童教育。目前，他作為特約講師，
為孩子、老師、學生和家長開課和教育講座，並在他的家鄉北海道主持了一個學習小組「安藤宿」培訓年輕教
師30年。

它以能夠提高學業能力的同時讓不擅長的孩子有信心自己能做到的能力而享有盛譽！其中，獨創的作文教學法，
繼續面向不擅長作文的孩子而設計，贏得了「三天就能寫出流利的作文」的美譽。

他的寫作方法解決了孩子「寫不出作文，寫不好作文」的問題，深受家長歡迎。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人都去參
加了他的課程參觀。

這本書是三天課程寫作指導的濃縮版本，方便家長和孩子在家也可以學習。

100,000 copies

Author

Chapter

第1章讓我們增加可以使用的單詞
習慣寫作，寫得快
讓我們增加可以使用的單詞

第2章讓我們造句
讓我們寫一個簡短的句子
讓我們使用「Kazari 詞」
讓我們用 6 種類型造一個句子
讓我們延長一句話

第3章讓我們連接句子
讓我們找到「連接詞」
讓我們使用「連接詞」

第4章讓我們把單詞和單詞聯系起來
讓我們使用「粘性詞」

第 5 章 讓我們使用手稿紙
讓我們把「，」和「。」
讓我們在手稿紙上寫
讓我們用特殊的手稿紙寫

第6章 認識各種構圖模式
讓我們為學校活動寫一篇文章
讓我們寫一個閱讀印象
讓我們寫一個觀察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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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韩语版

這本書雖然是面向日本小朋友寫的學輔類圖書，但是其中的方法內容同樣適用於國外。

比如，韓國就引進了這本書，並且做了很精致的包裝和翻譯。

不僅將原版的豎版改為橫版，也改為了更吸引小朋友的彩色版。

更加錄製約20分鐘的視頻，為讀者介紹這本書。可見其價值確實在國外也能顯現。



【書名】
小学校6年生までに必要な語彙力が1冊でしっかり身につく本
【ISBN】

978-4-7612-7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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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60p  
【発行年月】
2018年5月

以“查字典学习法”而闻名的深谷圭介教授的划时代的提高小学生“词汇量”的书籍终于问
世了。

这本书帮助孩子快速提高平时在学校学不到的词汇量。

在这本书中，不仅是教科书里经常用到的词，而且电视、报纸、杂志等你在日常生活中经常
看到和听到的东西，都经过精心挑选，并针对每个年级进行介绍。

此外，这本书中并没有其他提高词汇量的书籍那样，要孩子死记硬背的东西，让孩子享受增
加词汇量的乐趣同时，记住大量词汇。

“语言的力量是一切学科能力的源泉。”这本书不仅适用于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不强的孩子，
也适用于想提高思维和沟通能力的孩子！

★本书的六大优势★

１ 因为不是填鸭式的记忆，所以能够然“有用的大量词汇”扎根在孩子大脑里！
２ 提示“教学要点”，让家长和孩子都能享受学习！
３ 涵盖了小学生想要记住的各种重要单词
４ 学习大量的接近的词汇，然孩子的表达能力不断提高！
５ 所有汉字都有读音，小学一年级就可以用了！

此外还可以从末尾的索引进行反向查找。

40,000 cop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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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出生。爱知教育大学毕业，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结业。获得名古屋大学博士
学位（教育）。

2005年任立命馆小学设立准备室副主任，2008年起任该校校长。现为中部大学教授，非盈
利机构儿童与语言研究所所长，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客座研究员。

当他还是一名公立小学老师时，他设计了一种“字典查找学习法”，以压倒性地发展小学低
年级的单词的力量、学习的能力和学习的动力。很多接受“查字典学习法”指导的孩子，成
绩提高，然后考上了一所困难的大学，因此作为划时代的学习方法成为热门话题，并接受了
报纸等媒体的采访，电视和广播。被淹没了。

目前，“词典查找学习法”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海外的语言教育领域也正在普及。除了在英
国和新加坡当地学校进行研究外，字典查找学习方法在伊朗主要报纸 Hamshahari 的一篇专
题文章中进行了介绍，并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迪拜电视台上进行了专题报道。..

40,000 copies

Author

Chapter
● 一年级
人的动作/人的心情/人的样子
事物的状态/世界的状态/自然的话

● 二年级
人的动作/人的心情/人的样子
事物的状态/世界的状态/自然的话

● 三年级
人的动作/人的心情/人和事
生活语言/社会语言/文化语言/自然语言

● 四年级
人的动作/人的心情/人和事
生活语言/社会语言/文化语言/自然语言

● 五年级
人的动作/人和事/人的心情
肢体语言/生活语言/社交语言
文化语言/自然语言

● 六年级
人的动作/人和事/人的心情
肢体语言/生活语言/社交语言
文化语言/自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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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5年级的英语1本全掌握。
小学6年级的英语1本全掌握。

这两本书分别针对小学5年级和小学6年级的学生，分别从自我介绍，买东
西，回忆，将来的梦想等多个学校和生活中的场景，帮助学生掌握最基本
的英语语法，单词以及表现方式。

每一个场景从一个简单的语法和例句出发，慢慢衍生和拓展，学习更多的
单词和表现方式，最后还配上练习题，让孩子在每一个场景关键语法和单
词学习完之后有一个复习，巩固记忆。

书中还通过简单可爱的手绘，以及不同颜色的文字，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
不会感觉枯燥。循序渐进的学习和练习帮助孩子掌握英语的本质，告别死
记硬背。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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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6年生の英語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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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数】

112页
【発行年月】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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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场景从一个基本的句子出发 ↑彩色手绘，文字颜色区分，促进理解

↑从一个场景的基本句子引申出来的
会经常用到的单词

↑练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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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系统地理学习的书虽然是面向日本学生大学入学考试的教辅书，但是由于它是一本没有
涉及特定的一个国家，而是综合地学习地理的一本书，所以可以通过一定的改编，同样适用
国外的学生作为地理学习的教辅使用。

第1章地理信息与地图
第2章自然环境
第3章产业与资源
第4章人口、城市与村落
第5章生活文化、民族·宗教、国家与国家群

这本书由日本著名私塾河合塾超人气讲师编写。

整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色彩丰富的图文帮助读者深度理解
2.详细解说学习重点
3.复习环节帮助学生复盘
4.实操问题挑战解题同时培养思考力

书一共有624页，是一本非常扎实使用的地理教辅书。

Auhtor

曾任西南学院高等学校教师，现为河合塾地理科讲师。

东京书籍文科省审定的教科书《地理综合》的编辑协助者。负责从共同考试对策到东大对策
的广泛的课程。

每周，在首都圈·中国地区·九州地区的校舍间飞来飞去，光是现场授课，到目前为止已经和
数十万名考生一起挑战人生关键时期了。

另外，在全国放送的“河合塾mainavis”的视频课上也出讲，夏季讲习、冬季讲习每年必定
满场道谢等，以超高的人气和实际成绩，成为“地理”应试指导第一人。不仅在校舍上课，
在教育委员会、私立学校协会、地理部会等主办的高等学校教员研修、各种升学演讲会等活
动中也非常活跃。

主要著作有《大学入学共同考试地理B分数有趣的书》(KADOKAWA)、《大学入学共同考
试濑川聪地理B讲义实况转播1[系统地理编]》、《同2[地志编]》(都是语言学春秋社)等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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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大学入試 レベル別英語長文問題ソリューション1 スタンダードレ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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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长篇阅读练习的同时，还可以练习听力。

这一套系列的英语学习书是针对长篇英语阅读练习的书。他和普通英语长
篇练习书的最大区别是，他精选300字左右的文章，而且是非常容易放声
朗读的文章。过短的文章不利于长篇阅读的能力培养，过长的文章不易于
放声朗读。

在做长篇阅读练习锻炼自己的英语读解能力的同时，每一篇文章都读10遍
左右，就可以同时锻炼到听力，自然而然地培养用英语思考的”英语大脑
“。
1,2,3分别为基础水平，中等水平，以及超高水平。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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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选最适合音读的300个左右的长句

为了完成本书推荐的“朗读10遍”的方法，我们精选了最适合朗读的300个字
左右的英语文章。让学习者一边意识句子和句子之间的节点一边进行10次朗
读，就能培养“英语大脑”，用英语去思考英语。

●掌握英语能力的4个要点

有助于理解每一段句子的“语句结构POINT”、了解句子和句子之间联系的
本质的“逻辑POINT”、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解题POINT”、了解词汇
本质的“词汇POINT”，从这4个角度提高英语能力。

●句子结构一目了然的句法图解

每一段英语文章都标上了SVOCM的标识，还标上了省略关系代名词和it指代
的内容以及语法事项等指南。根据本书的语法图解，自学者也可以轻松学习。

书中还通过简单可爱的手绘，以及不同颜色的文字，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不会
感觉枯燥。循序渐进的学习和练习帮助孩子掌握英语的本质，告别死记硬背。

●附有提高词汇能力的单词列表

附有为了记住长篇文章中出现的单词的列表。为了让出现的单词当场记住，设
置了单词10次复选框，可以一边读长篇文章，一边增强词汇能力。

本书特点

长文阅读 SVOCM句法图解 单词列表 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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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标不是系统地学习高中物理，而是帮助学生在物理考试中取得高
分!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书的特点如下。

①注重于和其他知识点相关联的知识重点

比如，第一章讲力学。力学的理解关系对整个物理中的力学相关知识的理
解，比如电磁学和热力学等，所以结合其他知识点的角度来讲解。

②读完这本书可以自己学习其他知识点

正因为结合其他知识点讲解，可以帮助学生对整个物理学习中的关键知识
点进行理解，这样掌握这些关键知识后，学生即使自己再学习其他物理知
识也变得轻松了。

③学者考生不擅长的知识点

针对物理学习中大多数学生都会感到挫折的知识点进行梳理。

是一本专为考生能够取得高分而系统性策划的目标精准的书籍。

内容简介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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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特化了大学考试数学IA类的必要的对策和练习。

灵活运用本书，不仅能掌握解题方法，还能掌握阅读问题文的方法、答题纸
的使用方法、谁也没教过的具体对策法!

●本书的构成

【1】“可以确认基本事项!”

在各个“章”的开头，可以了解媒体题目所必须的解题步骤。
饭岛老师只把必要的东西整理得紧凑易懂。

【2】“提高知识实战水平!”

运用在各章开头掌握的解题步骤，通过解答过去问题进行确认。
为了不成为单纯的纸上谈兵，可以提高到可以用于实战的水平。

【3】“具体了解解答的步骤!”

使用“测验调查”来解说掌握的技巧。

共同测试”的特征是长问题文，怎样读才好呢?一边告诉读者“解答的步骤”
，“问题的摘要”一边解说。

最后，在“解题步骤”中，饭岛老师将为大家演示解题方法。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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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测试古文·汉文”对策只要这一本就OK!
即使是最后一个月，古文·汉文也能获得高分!

“从现在开始学习古文、汉文还来得及吗……”
“总是因为考试时间不够而着急……”
“如何应对多种资料和会话文等新倾向问题……”

等，为了对共同考试的古文·汉文对策抱有不安的考生，河合塾讲师太田善之
老师和学习辅助讲师冈本梨奈老师组成了搭档。
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对共同考试有效的读法和解题方法。
用不浪费的“超效率”学习，瞄准高分吧!

●本书的特长

【1】丰富的例题和图解，容易理解!
每个项目都有例题和图解。一边读例文一边思考，可以加深理解。另外，因
为重要的要点是用图解说明的，所以读法和解题方法的要点很容易抓住。

【2】可以用“攻略法”复习!
各项目的最后附有“攻略法”。不仅是对学习的回顾，对于考试前的总复习
也有帮助。掌握能带来高分的技巧。

【3】能够有意识地进行实战训练!
古文篇和汉文篇都收录了“练习问题”。因为能学到在共同考试中容易被问
的问题和对应方法，所以最适合实战训练。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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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正确有效地解决问题
一本能培养“用英语理解英语的能力”的单词·熟语集。

●用英式掌握800个超重要的词条
例如，“accept”这个词，它的翻译词是“接受”
记住的人很多吧。在这本书里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记忆。
通过英语和英语的对译，了解“accept”的意思是“to take something 
that is offered”。

●标题语的例文、定义句中总词汇量在2000个以上
在800个标题语中分别添加了定义句和例句。包含总词汇量在2000个以上，

●fill-in-the-blank exercise
每4页登载“fill-in-the-blank exercise”。在这个训练中，对于前面出现的
词条，自己在空栏中填入与所示的定义句相符的单词。会给出3个字母给提示。

例子

In acc_______________a formal invit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定义:to take something that is offered

在这道题回答“accept”的人是粗心的人。必须以英文中以适当的形式回答，
所以正确答案是“accepting”。

这种方式也能促进学习者记忆并了解英语的语法。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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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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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了这样的大家，从完全没有做过听力对策的人到想挑战与共同测试相
同形式的预测问题的人，解说适合每个人不同水平的提高听力能力的方法。
用这本书来提高听力。

本书特点

●单词→短文→长句子的听写训练做三种训练，分别是通过听写单词、短文和
长篇文章。单词水平是“看树的训练”短文水平是“看树林的训练”长篇大
论的水平是“看森林的训练”。

●刊载2次共同考试中可能出题的问题对到现在为止进行的试行调查的内容进
行了彻底的分析，刊登了2次预计会出题的问题。在解说中告诉大家应该关注
哪里等，我们挑选了解题时的注意点，以及频繁出现的单词和表达方式，请
仔细阅读解说内容。根本的听力能力的提高和正式考试的得分的提高有关联。

●附有紧接之前对策也最适合的动画讲义的特典在共同考试的听力中应该注意
哪些事情，怎样听英语的流动，解说了取得高分的诀窍，是附有视屏讲义的
特典。本书的作者，对问题文的“先读”的方法等，在考试正式开始前必须
知道的要点进行了解说。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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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中学英语的基础知识和要点！

●适合想全面学习英语基础的初中生及其父母

它包含了学习英语的要点以及记住规则的提示。
它涵盖了在初中学习的所有语法项目，因此非常适合在参加考试
之前进行全面复习！

●致力于再次努力学习英语的成年人

我不擅长英语的原因之一是对英语语法过敏。
本书的特点是通过简单的例句和大量使用插图方便读者理解最低
限度的语法。

通过音频下载，提高四种英语技能：听，说，读，写。

【書名】
『改訂版 中学校3年間の英語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22-7
【著者】
濱崎 潤之輔
【価格】
1,320円
【Page】
160
【発行年月】
2020年12月
（7231的改订）Taiwan ×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書名】
『改訂版 中学校3年間の英語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22-7
【著者】
濱崎 潤之輔
【価格】
1,320円
【Page】
160
【発行年月】
2020年12月
（7231的改订）Taiwan ×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听×读×说×写4种英语能力的问题集!在畅销书的“初中3年的英
语一本就能明白的书”，的基础上增加了练习问题和语音！

●想从一开始就好好学习英语的中学生和他们的监护人

在进行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对经常容易出错的要点和记规则的窍门
都满满的。因为涵盖了在中学学习的全部的语法项目，应试前的
作为总复习的一本书也恰好!

●为了再一次挑战英语而努力的大人

为了回应“想测试自己的能力”“想要更多练习问题”的读者的
声音，充实了每个项目的“练习题”，每个章节的“总结测试”。
还可以一边听语音一边进行4项技能训练!因为可以通过app听声
音，所以在上学、上班等无聊时间学习英语也是不错的选择。

【書名】
『改訂版 中学校3年間の英語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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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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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私塾河合塾世界史讲师。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东京大学大学院
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取得退学。让学生能够简单地理解复杂的
历史，被冠于“世界史魔女”的称号。

在所有的事象都能从历史解明的信念下，从恋爱到国际金融每天都进行分
析。有效地使用地图和年表连接历史的主题，以宏观的视点切入的授课展
开得到了考生极大的信赖。

Author

【書名】
『大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世界史B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
本』
【ISBN】

978-4-7612-3020-3
【著者】
清水 裕子
【価格】
1,760円
【Page】
464
【発行年月】
2020年12月

虽然是一本面向日本学生高考的世界史的书，但是整本书通过53个主题帮助读
者学习世界史，同时以“为什么要这样解答”这个角度帮助学生深度理解。

第1章 东方/地中海世界
第2章 南亚/东南亚世界
第3章 东亚世界
第4章 伊斯兰世界
第5章 中世纪的欧洲世界
第6章 现代欧洲世界
第7章 现代欧洲/美洲世界
第8章 帝国主义势力进军亚洲和非洲
第9章 两次世界大战
第10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

同样是学习，考试类的学习参考类的书籍，日本的学习参考类书籍以丰富的图
表，简而易懂的说明，更能够让学生不乏味。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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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行年月】
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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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大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生物基礎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
本』
【ISBN】

978-4-7612-3025-8
【著者】
大森 徹
【価格】
1,540円
【Page】
144
【発行年月】
2020年12月

这是一本面向日本学生高考的生物基础参考书。但是里面通过彩色图表等栩栩
如生的方式简而易懂地帮助学生高效的学习生物的知识。

这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全面输入要点
书籍中讲解了生物学基础的20个主要类目的内容，并且通过“这很重
要”→“立即检查”→“以防万一”的顺序帮助学生学习，以确保学生学会。

2全面输出要点
通过解决“挑战！”问题，让学生通过解题的方式让学到的知识点落实。

3.不同知识点结合在一起的实验问题可以让学生的学习更牢固。

内容构成：

01生物多样性和共同性
02细胞
03能量与新陈代谢
04 DNA结构
05检查基因主体的结果

主题01实验观察问题1显微镜的操作和千分尺
主题02实验观察问题2 DNA提取
主题03实验观察问题3细胞分裂观察
主题04控制实验
主题05实验设置问题等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Author

【書名】
『大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生物基礎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
本』
【ISBN】

978-4-7612-3025-8
【著者】
大森 徹
【価格】
1,540円
【Page】
144
【発行年月】
2020年12月

本着“合理学习，没有浪费，有乐趣”的座右铭，每天都在努力鼓励不擅长生
物的学生喜欢生物，并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除了为预科学校的学生提
供讲座外，他还致力于为高中教师撰写研讨会，为父母举办讲座以及制作参考
书和问题书。著作过多部关于生物学的学习参考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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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和日语一样，没有冠词的概念，所以很多人对英语冠词的使用不擅长。

比如“a和the的区别是‘特定’和‘不特定’”的区别。

“听者如果不知道的信息(未知·新信息)用a，
如果听者已经知道了(已知、旧信息)，就选the。”

“第一次登场是a，第二次以后是the”等等。

本书介绍了正确使用冠词的方法，
设定3个原则进行解说。

读者可以通过200个例题和100个确认测试题，彻底掌握冠词的感觉。

内容简介

【書名】
『冠詞のトリセツ 非ネイティブがぶつかる冠詞の壁を越え
る!』
【ISBN】

978-4-7612-7490-0
【著者】
小倉 弘
【価格】
1,8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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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冠詞のトリセツ 非ネイティブがぶつかる冠詞の壁を越え
る!』
【ISBN】

978-4-7612-7490-0
【著者】
小倉 弘
【価格】
1,8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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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小学算数の解きかた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02-9
【著者】
小杉 拓也
【価格】
1,1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5月

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答案，囊括数学的“解题方法”!不明白的问题的疑问
马上解决。

●针对小学数学教科书水平+α进行简单解说

不仅有符合2020年新学习指导要领的教科书内容，还有学校不教的发展性
问题，还刊载了算术的等189技巧，彻底地帮助学生一起咀嚼难解数学题。

●给想教好数学的家长

除了解说如何对您的孩子教最容易理解的“解题方法”之外，还介绍了消
除粗心过错的窍门、验算的方法等需要知道的要点。本书会成为在家学习
的坚实伙伴。

●给想复习和预习的小学生和初中生

在解答教科书和习题集的问题时，脑海中会浮现出“?”的话，请像字典一
样使用这本书。为了能马上查到不明白的地方，卷末还会有能马上找出术
语、公式、问题的“有解说的索引”。

●给想重新学习和做头部体操的大人

即使不擅长的算术或者忘记解决算术也没关系，只要读这本书，就能轻松
解决。真本书的尺寸，很适合上班和上学等的空闲时间使用。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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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小学算数の解きかた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3002-9
【著者】
小杉 拓也
【価格】
1,1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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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改訂版】小学校6年間の算数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問
題集』
【ISBN】

978-4-7612-7466-5
【著者】
小杉 拓也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1月

长期畅销的算数问题集更新了!这是在小学学到的数学，父母和孩子一边学
习一边解答的问题集。附有容易对照答案的别册解答!

●配合日本教育局2020年度开始的新学习指导要领!

“代表值”、“点图”、“阶级”等等，能很好地覆盖从2020年开始在小
学学到的项目。

●送给想教孩子算数的爸爸妈妈。

在所有的项目上，都登载了不跌跤的理解算数的要领。不是死记硬背公式，
而是因为能学习本质，从基础能力到应用能力都能掌握。

●给想复习和预习的小学生和初中生。

因为涵盖了小学要学的单元，自己不擅长的地方也能学习。另外，因为学
校里也有不教我的内容，所以也很适合考试前的总复习。

●给想重新学习和做头部体操的大人。

即使不是自己擅长的领域或则已经忘记数学的基础，只要读这本书就能轻
松解决。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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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改訂版】小学校6年間の算数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問
題集』
【ISBN】

978-4-7612-7466-5
【著者】
小杉 拓也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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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 高校の数学Ⅰ・A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7364-4
【著者】
小杉 拓也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8年9月

高中的数学I·A的全范围,这一本书总复习!

从突破20万部的“小学6年的数学一本就能明白的书”，
突破10万部的“初中3年的数学一本就能明白的书”，期待的高中版登场
了！

囊括高中的数学I·A的全范围,只要这一本书就能学习到所有知识点。

●给为了定期考试和大学考试打好基础，想提高成绩的高中生。

满载着减少失误的方法，学校不教的解题方法的诀窍。只要掌握这些诀窍
就能拉开和别人的差距。

●医疗护士系入学考试,高中学历认证考试等的对策中,想在短时间内理解数
学I·A的人。

利用最少的时间,可以最大限度地理解高中的数学I·A知识点。

●想重新学习和做头部体操的大人。

通过让读者容易理解的整理和编辑，对于想要重新学习的大人来说再合适
不过了。数学特有的术语也可以在卷末的“带解说的索引”中查到。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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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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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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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価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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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発行年月】
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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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中学校3年間の英単語が1ヵ月で1000語覚えられる
本』
【ISBN】

978-4-7612-7485-6
【著者】
関 正生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4月

单词学习，一口气做的话才有效果!

“一个月1000个单词学习方法”
初中3年的英语单词1000个一个月就能记住!

不擅长背单词，单词一点也记不住。
那个理由是什么呢?

那就是“孜孜不倦地背”。

“因为孜孜不倦的努力，所以失败”。

在一个月内记住1000个初中单词的书。书中的1000个单词是初中整个3年
需要学习水平的单词。

第一天，give, eat等200个单词，第2天是surprised, excited等200个单词。

书中通过具体的方法，教大家一个月内记住1000个单词。

记住1000个单词后有哪些效果呢？

①记住1000个单词后，会使之后的英语学习压力骤减，学习变得顺利
②因为理解单词的意思，所以能够集中于语法内容
③原本看似黑白的英语世界，变得更生动了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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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
関 正生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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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大学入学共通テスト 数学Ⅰ・Aの読解問題が1冊で
しっかり解ける本』
【ISBN】

978-4-7612-3003-6
【著者】
伊坂 孝史
【価格】
1,400円
【発行年月】
2020年5月

在共同测试数学I·A基础能力+阅读能力是关键!

■数学不好的人也能明白，从基础开始学习数学I·A的内容。
■详细且易懂地解说解读问题的解决方法
■针对3次的实战问题，可以制定有效的共同测试对策

①理解考试的出题倾向!→在共同测试中，包括阅读问题在内，预测出不同
风格的问题。

②掌握解答读解问题的诀窍→从较长的问题中整理必要的信息，导出正确
答案的方法一个一个仔细地解说。

③掌握解答读解问题的基本能力→解答阅读问题也需要基础能力。所以不
擅长数学的人也可以从基础开始培养力量。

④带答题卡的实战问题能很好地应对→以有可能出题的问题为中心，提高
基础能力和阅读能力。用卷末的答题卡测试自己的实力。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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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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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中学校の英単語1800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7438-2
【著者】
弦巻 桂一
【価格】
1,5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9月

中学生必要的约1800个英语单词能牢牢记住&掌握的一本书

记住英语单词和和朋友成为好朋友的过程是一样的。虽然不知道名字但是
知道长相，虽然知道长相和声音但是不知道名字。脸和声音一致才形成了
人际关系。

背单词也是一样的。重要的是“和那个单词遇见几次”。在本书中，中学
生需要的英语单词，在4个阶段中，会不断遇到同一个单词帮助加深记忆。

◆First Stage(把知道的单词和不知道的单词一起区分!)
◆Second Stage 隐约背诵，每天100个单词
◆Third Stage 下载音频，从耳朵开始学习
◆Fourth Stage 反复背诵

并且，以提高英语的效率为目的，按顺序登载单词卡。记住动词和名词的
话，就能读懂英语，所以这本书主要记住动词和名词，然后再读其他的词
类。

让你越来越擅长英语的一本单词记忆书。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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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高校の英文法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7433-7
【著者】
肘井 学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7月

簡体字×

高中英语语法很难…我真的不擅长语法。最适合这样的人!

■流畅易读的解说+形象鲜明的插图本书最大的目标是，将英文语法从单纯
枯燥的规则罗列，变成活生生的规则。把看不见的联系变成看得见的东西，
珍惜各自的规则的背景和理由，以及具体例子。这样一来，原本是点的知
识就能通过线连接起来，体会到英文语法的妙趣。

■进行4种技能训练→英语语法是支撑英语的“读、听、说、写”4种技能
基础的重要规则。本书介绍了将英语语法的力量应用于4种技能的训练。请
最大限度地用在本书中学到的英语语法知识，提高英语4种技能的能力。

■掌握应用能力和各种知识→各课程的“+α”的栏目和专栏，刊登应用语
法和英文语法的小知识。 “使用过去形和进行形为什么会更有礼貌呢?”
等，介绍了适合想要将英语语法发挥到极致的人的内容。

■逼近英文语法之谜!→英文语法有很多规则，但其规则为什么存在,存在规
则的背景是什么?这本书中将它们一一解开。

■不论任何年龄都能阅读的“一生的英语语法”→本书是解说了在高中学习
的英语语法的书，是作为高中入学前的中学生的读物，或者大学生和社会
人的重新学习最合适的一本。入学考试、资格考试、定期考试等都是有用
的内容，可以学到一辈子都用得到的英语语法。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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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高校の英文読解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7434-4
【著者】
肘井 学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9年7月

懂单词却不懂英文的意思…。最适合这样的人!轻松掌握高中英语读解的一
本书。

■流畅易读的解说+形象鲜明的插图→本书最大的目标是，系统且高效地掌
握广阔的英文阅读世界。通过实际场景的插图，有效突破英语读解题。

■通过语法图解，一眼就能看出句子结构→本书所涉及的几乎所有的英文，
都附上了一眼就能看出英文结构的语法图解。通过文字解说+视觉图，即
使是很难理解的英语，也能理解其结构，理解其含义。

■掌握应用能力和各种知识→各课程的“+α”栏目和专栏，登载着英语阅
读的应用和迷你知识。

■可以进行提高阅读理解能力的训练→除了基本的练习外，还刊登了进一步
提高英语阅读能力的训练。通过解答指出英文中的名词的词组和形容词的
词组、读解能力会进一步提高。

■不论任何年龄都能阅读的“一生的英语语法”→本书是解说了在高中学习
的英语语法的书，是作为高中入学前的中学生的读物，或者大学生和社会
人的重新学习最合适的一本。入学考试、资格考试、定期考试等都是有用
的内容，可以学到一辈子都用得到的英语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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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中学校3年間の英語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問題集』
【ISBN】

978-4-7612-7302-6
【著者】
濱崎 潤之輔
【価格】
1,3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12月

听×读×说×写4种英语能力的问题集!在畅销书的“初中3年的英语一本就
能明白的书”，的基础上增加了练习问题和语音！

●想从一开始就好好学习英语的中学生和他们的监护人

在进行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对经常容易出错的要点和记规则的窍门都满满的。
因为涵盖了在中学学习的全部的语法项目，应试前的作为总复习的一本书
也恰好!

●为了再一次挑战英语而努力的大人

为了回应“想测试自己的能力”“想要更多练习问题”的读者的声音，充
实了每个项目的“练习题”，每个章节的“总结测试”。还可以一边听语
音一边进行4项技能训练!因为可以通过app听声音，所以在上学、上班等
无聊时间学习英语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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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中学英语的基础知识和要点！

●适合想全面学习英语基础的初中生及其父母

它包含了学习英语的要点以及记住规则的提示。
它涵盖了在初中学习的所有语法项目，因此非常适合在参加考试之前进行
全面复习！

●致力于再次努力学习英语的成年人

我不擅长英语的原因之一是对英语语法过敏。
本书的特点是通过简单的例句和大量使用插图方便读者理解最低限度的语
法。

通过音频下载，提高四种英语技能：听，说，读，写。

内容简介

【書名】
『中学校3年間の英語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7231-9
【著者】
濱崎 潤之輔
【価格】
1,2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1月

546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書名】
『中学校3年間の英語が1冊でしっかりわかる本』
【ISBN】

978-4-7612-7231-9
【著者】
濱崎 潤之輔
【価格】
1,200円
【発行年月】
2017年1月

547

↑Scan and watch the 
video of this 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