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夺回身体主动权！——科学自我管理》

健康
个人成长

堀田秀吾、木島豪 205页
978-4799328194

『科学的に自分を思い通りに動かすセルフコントロール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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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刊

堀田秀吾（著）

明治大学教授、语言学博士

・长年从事跨脑科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

・著有『科学的に元気になる方法集めました』等

教您科学改善那些“开始不了or 停不下来”

✓工作、生活、健康、心理＝面面俱到

✓主张“行动影响大脑”＝改善行动详细具体

✓结合114项世界最新研究成果成书、提案

✓心理语言学者×心脏内科医师＝作者阵容

看看目录，就问您真不真实？
【目录节选】

第一章工作拖延

・工作堆积如山，可就是不想靠近办公桌

・每隔10分钟就想刷一下手机

・工作的速度越来越慢

・想休息5分钟，却休息了半个小时

・不会切换上下班状态

・让自己后悔不已的错误犯个不停…

第二章生活散乱

・休息日只会刷手机

・和人见面嫌麻烦，没人说话又孤单

・想跑步脚却迈不出门

・没有勇气洗澡

・房间脏乱差

・酒精戒不了、游戏停不下来…

第三章 健康懈怠

・运动量越来越少，食欲却“不动如山”

・垃圾食品吃个没完

・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

・“再吃最后一个…”

・就连护肤也偷懒

・不断外食、持续变胖…

第四章 内心松垮

・总朝坏的方向思考

・自责无休无止

・不再或喜或悲——感情的起伏逐渐消失

・接人待物焦躁不安

・优柔寡断/选择困难

・不想去却又不会拒绝…

木島豪（著）

心脏内科医师、东京メディカル门诊平和台駅前院院长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后入职其附属医院心脏内科

・致力于减缓老化、改善体质，常年主持开展诊疗活动

简、繁体中文已授权



《大人也有成长期——自我培育的指南》

个人成长

中竹竜二 230页
978-4799328033

『自分を育てる方法』

2

1月刊

中竹竜二（著）

管理层人才进修培训机构TEAMBOX社长、日本橄榄球协会教练指导

・早稻田大学毕业后赴英国莱斯特大学攻读社会学

・回国后依次担任早稻田大学橄榄球部指导教练、日本橄榄球U20国家队主教练

・著有『新版リーダーシップからフォロワーシップへカリスマリーダー不要の組織づくりとは』等

成长不求人——自我培育、自主成长

不想再被迫成长？不妨试试自我培育：

・认识自我——了解好恶，摆正位置

・引领自我——明确目标，不怕犯错

・支撑自我——认可+回顾、3个月一对比

最懂你的只有自己，献给想要自主成长的您！

【目录节选】

第一章以真正的自己活下去

・试试这么做——给“很努力却没有自信”的你

・认识自我、引领自我、支撑自我的能力

・不和他人比较，你也可以塑造自我模式

・想做的事放着不做等同于浪费生命…

第二章培养认识自我的能力

・意识到自己的好恶

・外部批评要这么接受

・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因对方而异…

第三章 培养引领自我的能力

・想象“未来的自己”

・试着思考“我想变成什么样”

・1天之内也可以多次启程…

第四章 培养支撑自我的能力

・首先，你要试着认可自己

・回顾今天的言行&成果

・“成长的过程”到底是多久？——3个月一回顾…

第五章 培养持续学习的能力

・在“以自我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的切换中成长

・不困于旧知，永远对新知识保持开放态度

第六章 磨练自我引领力的8个秘诀

・“吃得苦中苦”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转机

・不抱幻想的“万花筒式”职业生涯

・“愉快”是转机的信号

・不会制定目标？你需要这3个视角

・追求“成长”而不是“成功”

・放弃对自我的期待为妙…

简体中文已授权



《你离更美只差一步——美女意识》

个人成长

今村大祐 269页
978-4799328064

『美人マインドきれいになる人の40の考え方』

3

1月刊

今村大祐（著）

体态训练机构PWA代表、个人姿体顾问、步伐姿态专业指导讲师

・致力于以改变走路姿态改变人生，累计指导超15万名女性。其中30人代表日本参选世界小姐。

・指导多名日本影视明星。指导范围跨美国、意大利等世界多国

・著有『人生変わった! 体幹コアウォーキング』等

想让美丽更进一步？这40条送给您

觉得自己还不够美，可能是“美女开关”还没开

・内在+外在，双管齐下魅力升级

・教您美出自己的特点*附作者独家分类测试

・资深形体气质顾问亲传秘诀

内化于心照着做，还不够美告诉我们！

【目录节选】

第一章 “美女意识”的养成方法——美由心而生

・“我不够漂亮…”——兴许是你自己造成的

・美女一定是认可自己的人

・不要忽视语言的魔力，试试这么做…

第二章打开“美女开关”——把自己当做美女

・制定目标，打开“美女开关”

・创造自己主演的故事

・不断想变得更美的你即是美的…

第三章 成为独特的美女——了解你的美

・漂亮的人都知道自己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印象改变→周遭改变→环境改变→人生改变

・自我分析的步骤

・作者独创（今村式）美女分类小测试…

第四章 用日常习惯培育美——美是这么来的

・习惯改变人生

・积极宣传、用自己的理想笼罩身边

・用小仪式将身心保持在理想状态…

第五章 试着请教身边的美女——魅力升级

・借助她们的力量走进“新世界”

・请资深美女为自己设计发型、化一套妆

・用走路姿态塑造理想的自己

・发声练习改变印象…

第六章 作为美女生活——“灵气”这么来

・增加开心的频率

・让人觉得有灵气的3个条件

・不要羞于突然改变，更不要因此放弃改变

・美的最终形态是“简单”…



《概念思考》

个人成长
经营管理

村山昇 324页
978-4799328286

『コンセプチュアル思考』

4

2月刊

村山昇（著）

职场进修、职业咨询公司Career Portrait Consulting代表/团队、人事顾问/概念工作者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出身。先后入职日经BP、NTT等多家大型企业历练，于2003年创业独立

・擅长用画图来表达哲学等抽象问题及概念。面向公务员、企业员工开展各种商业研修培训，备受好评

・著有『働き方の哲学』『スキルペディア』『キレの思考・コクの思考』等

差异化、新概念…要怎么想？

俨然到了好产品也会败给概念的时代…

现象级产品往往伴随着概念的革新…

・好概念怎么想？——循序渐进告诉您

・每一步怎么做？——讲解+练习一步一脚印

好产品×好概念才上道。您，不加双翅膀吗？
【目录节选】

第一章了解“概念思考”

・概论：何谓概念思考？…

・关键①：抽象与具体/关键②：一对多…

・关键③概念、观念、信念、理念…

・关键④“π字”思考的流程…

第二章抓住事物的本质——根源探索、定义

・字典乃根源探索的宝库/词源探索本身即概念

形成的过程/举例＆练习：职业名称的来历…

・用定义赋予事物特性及结构：内包与外延/客

观、主观定义/现象级商品多伴随着定义的改变…

第三章 事物结构的提炼与表达——模型化

・图表的视觉化→概念的视觉化/图解与图观

・图画表达技法一览＆练习：用一张图表达/类

型化作业/绘制市场俯瞰图/战略留白…

第四章 概念的思考运用——类推

・《戈尔迪乌姆之结》/寻找榜样

・“守、破、离”/用比喻思考/比喻的展开与凝结

・伊索寓言、圣经、佛经、古兰经中的比喻世界…

第五章 灵活、敏锐地把握事物——精炼

・精炼概念的方法＆练习

・“胜在产品而不是败在事业”的时代…

第六章 给事物赋予价值——意义化

・目标与目的的区别/团队的目的是获得利益吗？

・团队内个人的分工意识——积木式/岩浆式：

练习1：工作、项目中目的与手段的再认识…

第七章 差异化前提下的做大做强

・确立原则——明确在多个价值间如何取舍、行动

・“知、情、意”的大融合——衍生出独有世界观的思

考魄力…

简体中文已授权



《图解团队开发入门 理论与实践的100个关键》

经营管理

坪谷邦生 267页
978-4799328248

『図解組織開発入門組織づくりの基礎をイチから学びたい人のための「理論と実践」100のツボ』

5

2月刊

坪谷邦生（著）

社壶中天公司代表取缔役/Akatsuki公司人才管理合作伙伴/WiLLSeed公司、PONY CANYON人事顾问

・早年就职于IT企业Sler，因相关潜质被调往人事部门，后任负责人

・2008年成为人事公司Recruit专业人事顾问，参与超50家公司的人事设计

・2020年创办专业人事咨询公司社壶中天，著有『人材マネジメントの壺 ARCHITECTURE』等

团队该怎么建设？100个关键送给您！

不想再被迫成长？不妨试试自我培育：

・图解（阅读快好理解、抽象概念直观化）

・问答式（循循善诱、答疑解惑、印象深刻）

・章末总结（方法论不打太极，一目了然）

・经典商业书内容提炼（精髓不过时）

【目录节选】

第一章团队开发

第二章团队开发工程师

第三章 诊断型团队开发

第四章 对话型团队开发

第五章 团队的学习能力开发

第六章 团队的阶段性成长

第七章 从《基业长青的经营之道》

(Visionary Company)中我们得出

・所谓“伟大企业”・“伟大企业”的特质・如何成为“伟大企业”…

第八章 Zappos鞋王告诉我们的“Delivering Happiness”

・个人的“高次”目标・价值观与行动・幸福感…

第九章 瑞可利（Recruit Holdings Co.,Ltd.，）的员工心理层建设

・动机赋予、团队自律、组织活性化、领导方式、天分、个性化…

第十章 从《创造知识的企业》中学到

・从信息到知识・从知识到智慧・磨练领导力的6个实践…



《超实践！品牌管理入门10步骤》

经营管理

上條憲二 419页
978-4799328262

『超実践! ブランドマネジメント入門愛される会社・サービスをつくる10のステップ』

6

2月刊

上條憲二（著）

爱知东邦大学经营学部教授、日本品牌经营学会会长、日本市场学会理事

・具有丰富的品牌战略从业经验，曾主持大型房地产、汽车、旅行、航空、电视台等企业品牌打造

・2014年转身学者研究品牌战略，同时兼任商业顾问。强调“品牌经营”。

・著有『ブランディング7つの原則』、『21世紀のマスコミ広告』等

品牌管理，如虎添翼

✓从零学起，一本让您成内行

✓图文结合条理清晰、阅读感轻快

✓拒绝纸上谈兵、一切直指实践

✓多视角作者（业界老手+学者）强力指点

让公司做大做强，您是否漏了“品牌”这一环？【目录节选】

第一章 基础知识

所谓“品牌”到底是什么？“品牌”基础的关键

第二章 耕种土壤

首先该做什么？“土壤耕耘”的关键

第三章 草创团队

怎么做团队才能运转起来？团队驱动的关键

第四章 认清环境

认清位置，问题意识共享的关键

第五章 思考方向

目标是打造怎样的品牌？方向评估的关键

第六章 品牌基本盘

品牌概念是什么？又该如何决定？

第七章 确定企业形象

公司内在文化渗透、公司外在形象等该如何决定

第八章 以“企业人设”为基础活动

如何制定、实施一系列“企业人设”活动？

第九章 品牌亮相

初次亮相时的关键

第十章 活用成果

提高“品牌价值”的关键点

简体中文已授权



《目的中心思考法》

经营管理
个人成长

望月安迪 358页
978-4799328316

『目的ドリブンの思考法』

7

3月刊

望月安迪（著）

德勤（ Deloitte ）日本 技术传媒通讯部门高管、讲师

・跳级完成大阪大学经济学、金融工学课程，获得同大学经营学硕士学位

・曾参与德勤的亚洲、欧洲海外事业、内部大型组织调整项目，连续四年获得内部奖项“Exceptional”

・德勤内部讲师，常年从事新人培训、骨干研修等人才培养事业

一切基于目的！德勤（Deloitte）讲师告诉您

・一切基于目的考虑（目的→目标→行动）

・目的的确定方法&落实为目标的方法

・职场通用五大基本动作（认知、判断…）

・这么练——五大动作稳准狠

【目录节选】

第一章一切从“目的”出发

・目的-目标-手段/避免“手段”的目的化

・再小的工作也有目的/明确目的可以减轻负担…

第二章 “目的”要如何设定

・俯瞰视角必不可少/不必顾忌现有能力（行或不行）

・试着这样自问自答/与上司的目的比照、对接…

第三章 从“目的”落实到“目标”，然后实践

・目的落实在实施对象上即目标/目标设定的突破口

・“目的”落实为“目标”的三步骤/…

第四章 所有工作皆可通用的“五大基本动作”

・“认知”判断“行动”是基础/“预测”“学习”让你更进一步

・工作不顺必然是其中一项出了问题

・将其内化于心的五步骤/“守”、“破”、“离”…

第五章 认知——快速洞察问题所在的方法

・问题即目标与现状的差距/首先搞清因果关系

・快速洞察问题的实践四步骤…

第六章 判断——一发入魂的判断方法

・判断即理清要做&不做的事/既往经验的无价值化

・一发入魂的判断四步骤…

第七章 行动——只有成果、没有废动作

・偏离目标的无效行动/速度×正确性＝行动关键

・带来成果的行动四步骤…

第八章 预测——洞彻未来问题的“风险预测法”

・风险带来的伤害取决于威胁度及脆弱性

・预测的实践四步骤…

第九章 学习——从已知推出未知“杠杆学习法”

终章 面向新开始思考（提问）的地图

简体中文已授权



《性格别 毅力养成术》

实 用
个人成长

古川武士 241页
978-4799328347

『性格4タイプ別習慣術』

8

3月刊

古川武士（著）

习惯化咨询公司習慣化コンサルティング株式会社董事长

・致力于“戒除恶习、培养并坚持良好习惯”，开设日本第一家习惯养成机构

・群体指导超过5万人，一对一指导1000人次以上

・“习惯化”著作22本，累计销量突破100万部。

毅力的养成，也要分不同性格而论

毅力并非天性，他有你也可以有

✓先测试再对症下药——“坚持”不再痛苦

✓自我管理、自我磨练…不同性格水到渠成

✓习惯养成专家结合长年经验亲自助力

不要再用别人的“好方法”强迫自己

【目录节选】

第一章谁都能“坚持到底”，方法因性格不同

・行动类型：兔子与龟/动机分类：蚂蚁与蝈蝈

・性格分类测试/1.蚂蚁型2.蝈蝈型3.龟×蚂蚁型…

・不清楚自己是哪类？看这里！…

第二章 四种性格不一样！——自我管理的养成

・坚持与“沮丧期”/人多半拒绝变化而喜顺常规

・习惯养成三原则七技巧/自我管理的5道难关

・明确性格类型→了解相应的习惯化技巧…

第三章 四种性格不一样！——自我磨练的养成

・首先了解自己的长处

・四大性格类型各自的扬长克短法：

1.蚂蚁型、2.蝈蝈型

3.龟×蚂蚁型、4.龟×蝈蝈型…

第四章 四种性格不一样！——社交习惯的养成

・人际交往的前提是认识到各自的不同

・长处可以盖过短板，但短板不能变为长处

・四大性格类型如何活用“不同”/各自的社交方法…

・改善人际关系的三原则…

第五章 应用篇用习惯化改变人生

・习惯养成术如何转化为行动？

・性格分类是入门手段而非最终目的

・没有完美，只有“尽可能最好”，从小事着手…

※著作详情
请见后页↓

简、繁体中文、韩语、泰语
已授权



《新装版 91天减脂实践笔记》

实 用

森拓郎 239页
978-4799328378

『新装版ダイエットは運動1割、食事9割 91日間実践ノー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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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刊

森拓郎（著）

专业健身教练、普拉提教练、整体师、美容矫正师

・曾于大型健身房担任教练。2009年在东京惠比寿独立创办健身房，主打Body Makeup及减脂训练。

・指导多名著名时装模特及女星，备受业界好评并获杂志、电视台广泛关注。

・著有『運動指導者が断言！ダイエットは運動１割、食事９割』销量超41万部。

1成运动+9成饮食＝91天减脂效果看得见！

✖减脂说到底主要靠运动

●正解：运动只占1成，9成靠饮食

✖饮食管理就是强迫自己少吃/不吃

●正解：饮食管理=吃对东西

用笔记记录下属于自己的减脂神话
【目录节选】

・用“MAGOWAYASASHI”食品轻松减脂

・“MAGOWAYASASHI”食品有哪些？

MA＝豆类/GO=芝麻等种子类/WA=裙带菜等藻类…

・减脂的关键在于糖分摄取量

・食品糖分含量一览表

・酒要这么选！喝了也不会增重

酿造酒（啤酒、红酒等谷物/水果发酵酒）✖

蒸馏酒（烧酒、威士忌、白兰地等）✓

・吃对了油就会瘦个不停

・减脂其实并不需要大量的运动

・脂肪含量、除脂肪体重、BMI的计算方法

・食材的量该如何把握？

蔬菜、肉类、豆类、海藻、菌类…

・笔记的使用方法

・瘦身Q&A

・身体数据记录表（现在）

・减脂记录（月记录）

・减脂记录（日记录）

・身体数据记录表（91天后）

・体重&体脂率趋势图



3月刊

《新装版 91天减脂实践笔记》
『新装版ダイエットは運動1割、食事9割 91日間実践ノート』

森拓郎 239页
978-4799328378

简体中文授权中
繁体中文、韩语契约到期

『運動指導者が断言！ダイエットは運動1割、食事9割』

※强烈推荐配套出版

←繁体中文
可授权！41万

部突破



《关于成熟美的77法则》

实 用
个人成长

窪田千紘 205页
978-4799328323

『大人はもっと綺麗になれる 1万人以上を輝かせた人気スタイリストの黄金ルール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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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刊

窪田千紘（著）

专业服装战略指导/外形战略设计+美妆+摄影公司(株)フォトスタイリングジャパンCEO

・曾就职于广告代理公司，摄影作品超1万张，2007年独立创业

・多次出镜NHK、日本电视台、东京电视台、TBS、朝日放送等日本主流媒体

・著有『STYLE SNAP 大人世代リアルクローズの新ルール』（角川）等

调和内外、美而不同——成熟美的关键在这！

“成熟美”更需要内外兼修、双管齐下：

・“美”也需要心理建设？（准备篇）

・穿搭、配色…成熟路线这么走（时尚篇）

・有些生活习惯可以改变容貌！（美容篇）

・心不老，人不老（心理篇）
【目录节选】

第一章准备篇

・衣着外貌是一个人多年来思想的集大成体现

・“时尚＝不舒服、减肥=痛苦”——那些陈旧的想法

・常识也是不断在变化的

・大胆描绘出理想的自己是实现的第一步

・没有必要跟着时间一起变老

・成熟女性的美，重在内外协调…

第二章 时尚篇

・你需要的不是减肥，而是换套衣服

・从面积最大的部分着手错不了！

・用连衣裙烘托成熟感/适合自己的颜色也不断在变

・细枝末节的潮流不追也罢/把握“时代群像”是重点

・1秒改变印象的“三明治法则”/自然≠最美

・成熟要靠白色而不是黑色…

第三章 美容篇

・重要性仅次于衣服的是头发/有没有老看鬓角

・40岁是节点！需要重新审视衣着、审美

・“一步到位”是失败的源头，重在“微调整”

・不用整容也可以改变面容/长年的思考会“上脸”

・脸会变长是事实/舌头是脸的主干，位置要放对

・做运动讲究“微微汗出”

・正常站立其实并不容易，对着镜子看看吧

・事半功倍的美丽小习惯…

第四章 心理篇

・每一瞬间的感受造就了你的外貌及人生

・人生的目标由自己决定/不要小瞧思想的力量

・据说在你觉得短暂的时光里，衰老也会放缓

・越是成熟越容易成就独特而自我的美…



3月刊

《关于成熟美的77法则》
『大人はもっと綺麗になれる 1万人以上を輝かせた人気スタイリストの黄金ルール77』

窪田千紘 205页
978-4799328323



《改变，而非从头再来——职业生涯战略规划》

经营管理
个人成长

田中研之輔 288页
978-4799328422

『今すぐ転職を考えていない人のためのキャリア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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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刊

田中研之輔（著）

一桥大学博士（社会学）、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法政大学职业生涯设计学部教授、职业规划企划机

构明光キャリアアカデミー校长、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墨尔本大学原客座研究员

・曾任30余家企业外部董事、顾问，擅长投资及项目开发

・著有『プロティアン』(日経BP)、『ルポ不法移民』(岩波書店)等26本专著

改变+活用现有资源，“工具人”亦可翻身！

・不再局限于职场的“去或留”

・平衡“工作”、“生活”、“赚钱”三者关系

・职业成长好习惯、每天这样具体办

・给你一双发现资源的眼睛

主导自己的职业生涯，让路越走越宽…
【目录节选】

第一章适合自己的战略规划

・职业规划重在过程而非结果

・“长期、分散、积累”/确保“思考的时间”

・并非是从团队中独立，而是要加深关系

・今后的工作将不再被办公室束缚

・以“空间视点”促改进/以“时间视点”提高效率…

第二章 以赚钱为核心的自我思想转变

・工资是别人给的吗？

・重新梳理收入与人生规划的关系

转变点①：以4L理论为基础看清形势

转变点②：试做“赚钱办法一览表”

・从“替雇主挣钱”到“经历皆财富”

转变点③创业者意识（活用睡眠资产、自身技能等）

转变点④工作中实施自我管理

・转职或创业后的职业生涯形成…

第三章 职业升级需要好习惯的积累

・冥想、笔记/空想练习/用不顺利的事磨练韧性

・戒掉消极！建立积极思考、行为习惯

・不断修正“自我认识”/用目标达成建立自我肯定

・“自我修复”/提供写作能力，向“输出型”转变

・制作“不想做的事”列表/用“人生素描”面对压力…

第四章 活用现有职场平台

・从职场约束到自律发展

・“47%的职业正在消亡”其实是个成长的机会

・享受工作的人身上的共同特点

・用副业职业确定职业规划…



《图解 人事制度的战略规划法》

实 用
个人成长

人事改革顾问机构 Field Management（著）
小林傑、山田博之、野崎洸太郎（执笔）
241页 978-4799328347『図解でわかる! 戦略的人事制度のつくりか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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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刊

人事改革顾问机构 Field Management（著）

小林傑：经JTB等日本大型企业历练后2015年创业独立。担任多家大型企业人事顾问，擅长组织开发、人才培养

山田博之：曾蝉联日本知名营销顾问公司（TANABE CONSULTING CO., LTD. ）2010、2011年契约金额冠军。见长于

人事企划、人事制度改善

野崎洸太郎：多次获知名人才公司Recruit Co., Ltd. MVP、MVG。指导60余家企业管理改革。专长法人营销、顾问、

新项目开发

人事制度战略构建or重建指南

✓找差距——描绘理想，提炼课题

✓立标准——“人才圆锥”一目了然

✓可视&可控化——排除争议，便捷管理

✓明奖惩——提升干劲聚人心

每章附带框架构建模板，人事制度也能DIY

【目录节选】

第0章准备篇

・人事到底是什么/人事的昨天与明天

・战略与组织的关系/经营战略下的人事制度…

第1章 把握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把握外部环境/把握经营战略/把握组织构造

・设定人才管理的理想模式/提炼问题所在

・设定改正方向时的要点/框架构造时的重点

・搭建框架（附带模板+填写例）…

第2章 制定人事制度改善的判断标准

・制定认识制度改善的判断标准

・人才愿景的作用/“人才圆锥”各要素及探讨步骤

・决定人事制度改善的基准/框架构造时的重点

・搭建框架（附带模板+填写例）…

第3章 员工成长、职责的可视化

・等级制度的作用/现状分析/企业成长与其变化

・等级概念的种类/等级数的决定方法

・描绘等级定义/等级设定时的要点

・搭建框架（附带模板+填写例）…

第4章 员工成长、行动的管理

・考核制度的作用/现状分析/种类

・行动考核“硬条件”的制定/成果考核、行动考核…

・MBO达成目标管理体系/搭建框架（模板+填写）

第5章 奖励制度

・奖励制度的作用/现状分析/种类把握/重建方法

・工资提级、降级的设定/打造奖励模式

・奖金设计时的要点/搭建框架（模板+填写）

终章 导入，运用…



4月刊

《图解 人事制度的战略规划法》
人事改革顾问机构 Field Management（著）
小林傑、山田博之、野崎洸太郎（执笔）
241页 978-4799328347

内页详情↓



《时间胶囊公司——来自10年前的使者》

小 说
个人成长

喜多川泰 356页
978-4799328415

*书名、价格及装订方式或有变更

『株式会社タイムカプセル社新版 10年前からやってきた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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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刊

喜多川泰（著）

・2005年以『賢者の書』出道，后发表『君と会えたから……』『手紙屋』『運転者』一系列畅销作品

・2013年『「また必ず会おう」と誰もが言った。』一书电影化并成功上映

・著有『ソバニイルヨ』(幻冬舎)、『書斎の鍵』(現代書林)等

・作品被翻译为简繁体中文、韩语、俄语、泰语、越南语等多语种，收获大量海外读者好评

人到中年、失去了一切的主人公英雄找到了份新工作。

“时间胶囊公司”，专为客户配送他们10年前写下的，寄

给现在的自己的信。英雄就隶属于该公司的“配送困难

者特别工作室”，专为信件无法被寄达的客户提供面对

面交付服务。

大阪、北海道、东京、纽约…英雄与同事海人一起辗

转多地，两周内不仅将信件成功送达五位客户手中，更

接触到了五个一言难尽的人生…

『株式会社タイムカプセル社』

2015/11/19

3万
部突破

繁体中文、韩语、越南语
契约到期

5万
部突破

『運転者 未来を変える過去からの使者』

2019/3/28

繁体中文、泰语
已授权

4万
部突破

『スタートライン』

2009/8/5

繁体中文、越南语契约到期

8万
部突破

『手紙屋～蛍雪篇』

2007/12/25

越南语已授权
两中文、韩语契约到期

13万
部突破

『手紙屋』

2007/8/15

越南语已授权
两中文、韩语契约到期

15万
部突破

『君と会えたから』

2006/7/10

俄语已授权
两中文、韩语、越南语契约到期

...

※本书为2015年版同名小说的润色再编版

简体中文已授权



《AI知道！5%职场精英的时间术》

经营管理
个人成长

越川慎司 250页
978-4799328507

『AI分析でわかったトップ5%社員の時間術』

17

AI分析2.2万人得出的精英时间管理术！

你认为不错的时间术，兴许是在浪费时间…

头部职场精英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时间习惯？

继《5%职场精英习惯》《5%精英领导层习惯》

——见长于AI分析的作者团队推出又一力作！

每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都来自精英们的实践！

【目录节选】

第一章为什么24小时转瞬即逝？

・94%的员工觉得没时间/53%认为效率比效果重要

・67%认为加班是上司的错/45%认为努力就有收获…

第二章 你以为“还不错”的那些时间管理术…

①“做好时间管理就能做出成果”

②“二话不说，先收集重要信息”…

第三章 鲜为人知的5%职场精英的时间术

・信息收集控制在5分以内/主动打断“工作兴奋”

・以情绪从容获得时间从容/带动他人快速结束作业

・剔除一切影响心情的事/办公桌上不放饮品

・偶尔出去转转/使用高级键盘可以缩短工作时间…

第四章 职场精英不加班！关键在于“ABC”

・5%职场精英的特异之处

・A（Accept）：接受沉没成本，从中获取营养

・B（Build）：早期构建可持续工作流程

・C（Concentrate&Continue）：集中、持续…

第五章 “ABC”实践

・A：分离作业时间与思考时间/降低失败率而不

是提高成功率…

・B：首先决定“不做什么”/强化记笔记习惯…

・C：削减“烦恼时间”/了解自我否定的无意义性…

第六章 下班就走！从明天开始！

・时间管理：以45分钟为单位/周五写出两件大事...

・注意力管理、自制力管理、注意力管理的建议…

第七章 带动团队共同缩减劳动时长

・最强的带动力：三步缩短会议时间/自走团队…

・避免误解有效传达/项目推进…

・
越川慎司（著）

商务改革顾问公司Cross River社长、高端人才派遣公司Caster董事会执行委员

・2005年入职微软，后升任业务执行委员、PowerPoint及Office365事业本部长

・2017年独立，创办商务改革顾问公司Cross River

・旗下员工每周三天休假，劳动总时长不超过30小时

・致力于削减无效工作时间提升公司效益，累计指导企业700家以上

※前作详情
请见后页↓

5月刊

“本书主打数据可靠、实践性强。如您想在做出成果的
同时缩短作业时长，还请务必一读！” ——本书编辑

简体中文已授权



《365天天天开心！现代女性健康升级读本》

实 用
健 康

高橋幸子（监修）及川夕子（著）
224页 978-4799328514

『365日機嫌のいいカラダでいたい。現代を生きる私たちのヘルスケア・アップデートブック』

18

5月刊

新知共享、好物推荐…难言之隐不再苦！

生理期、避孕、备孕、哺乳、更年期…

科技已然进步，你还在辛苦自己吗？

新知共享+好物推荐+实用建议+常见问题答疑

女性健康专题撰稿人×妇产科医生↓

最新“女性科技”成果一条龙全介绍
【目录节选】

第0章时下正兴的“女性科技”

・何谓女性科技

・女性科技包含哪些：生理/避孕、不孕/备孕、

妊娠/生产、更年期、女性疾病…

第1章 生理期应对

・生理用品其实也有很多选项…

・记录生理期的工具也在进化

・Q&A：怎样判断经血量的多少？/闭经后会怎样/

什么情况下应该看医生？/“微贫血”可以不管吗？…

第2章 避孕可以更简单

・有关避孕的“女性科技”有哪些？

・Q&A：100%的避孕法？/低剂量口服避孕药有哪

些？/紧急避孕药的选择方法/如何防止意外怀孕…

第3章 减少备孕压力

・备孕的女性科技/提高受孕率的小建议/时间计算

・卵巢年龄与AMH/时间计算关于不孕治疗各种问题

・Q&A：妊娠与年龄/如何塑造“好孕体质”…

第4章 减轻妊娠・生产负担

・妊娠・出产相关女性科技

・胎儿监控设备/哺乳期的身体护理/哺乳小建议…

・ Q&A：产后多发疾变/产后护理服务…

第5章 平稳度过更年期

・更年期因人而异/更年期的短、长期保健

・更年期症状缓解×女性技术/夫妻吵架那点事…

・Q&A：更年期治疗法的选择/情绪不稳定…

第6章 自我愉悦更开心…

第7章 女性多发疾病的预防…

“随着科技进步，女性的难言之隐其实已能够得到相当的缓解。而
要使用其成果，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认知迭代升级。” ——本书编辑



5月刊

《365天天天开心！现代女性健康升级读本》

作者简介↓

【监修】高橋幸子(たかはし・さちこ)

埼玉医科大学妇产科助教、埼玉青春期研究会西部支部长

・每年于各大中小学举办超120场性教育主题讲座

・作为嘉宾亮相NHK「あさイチ」、「ハートネットTV」等栏目

・著有『マンガでわかる! 28歳からのおとめのカラダ大全今さら

聞けない避妊・妊娠・妊活・病気・SEXの超キホン』（角川）等

『365日機嫌のいいカラダでいたい。現代を生きる私たちのヘルスケア・アップデートブック』

【著】及川夕子(おいかわ・ゆうこ)

医疗话题独立撰稿人

・曾任报社编辑，后独立

・近年针对更年期、性暴力等女性健康话题广泛调查取材

・作品多见于主流报刊杂志及网络自媒体

高橋幸子（监修）及川夕子（著）
224页 978-4799328514



《大脑这么用，告别“麻烦感”》

健 康
实 用

菅原洋平 240页
978-4799328576

『「めんどくさい」が消える脳の使い方』

20

“麻烦感”＝大脑未能捕捉到具体指令

↓当你发出抽象指令时，大脑就会觉得麻烦↓

“不要紧张！”→（大脑：所以？要我做什么？）

而麻烦感会加速能量的消耗，让你越发疲劳…

自己≠大脑，本书教您与这颗聪明的器官和谐相处

与“麻烦感”这一强敌对垒，你需要科学来助阵！

【目录节选】

序章 大脑可能没有理解你的指令

・大脑是否理解了指令？（小测试）

・改变指令方法，自己也会随之改变

第一章 发出易懂指令，大脑就不再觉得“麻烦”

・“麻烦”＝大脑不理解/为什么总觉得“麻烦”

・无意识行为消耗了95%的脑能量/大脑的自主节能

・大脑易懂指令的三要素…

第二章 消除麻烦感的7个关键

・提高傍晚时的体温/先做一天中最想做的事

・单位时间内只做一件事/总之先用手摸摸看

・做完准备工作就停手——新任务这么开启…

第三章 工作中的麻烦感

・工作正酣被人打断——离开座位走上10秒

・周围有人闲聊…——摆正坐姿很重要

・刚学会就忘掉——试试立即输出…

第四章 家务中的麻烦感

・大扫除很费事——只做10分钟

・物品散乱——分类收集，而后整理

・食物总是放过期——让大脑习惯万事提前…

第五章 健康方面的麻烦感

・起不来床——醒来后有意识地将头置于高处

・不想刷牙——告诉大脑刷牙有利于放松神经…

第六章 人际交往中的麻烦感

・被要求参加意义不明的会议——想好自己的主题

・部下成长太慢——用数值化来督促…

终章 当你又觉得麻烦的时候

・消灭麻烦感的是工具而不是道德

菅原洋平（著）

职能康复治疗师（日本国家承认资格）、ユークロニア株式会社（睡眠与健康问题咨询企业）代表

・大学毕业后取得职能康复治疗师资格，进入国立医院从事脑科复健相关工作

・现任ベスリクリニック（职场健康问题专科诊所）睡眠问题非药物治疗负责人

・以生物钟与脑结构为主题，在全日本范围内开展企业研修。 2020年后聚焦居家办公问题，备受媒体关注

・著有『あなたの人生を変える睡眠の法則』（＞13万部）『すぐやる! 行動力を高める科』（＞12万部）等

6月刊

“‘怕麻烦’不能怪罪于性格，它的产生是有生理学依
据的。只要反向利用它，就可以克服！” ——本书编辑

作品中文版出版情况请见下页↓



6月刊

菅原洋平 作品中文版出版情况↓

《大脑这么用，告别“麻烦感”》
『「めんどくさい」が消える脳の使い方』

繁体中文：

《告別拖延腦：靠意志力沒用！用認知實驗
提升大腦警醒度，改善8種類低效率症頭》

2022/05/11

《快眠大全：利用光線×溫度×腦科學的123個高
效睡眠休息法，終結身心腦疲勞》

2022/05/13

2019/07/12

《看漫畫輕鬆學：自我管理：生活習慣好‧長大不煩惱》

《提高專注力的最高整理術：不費力、不雜亂的斷捨
離，建立超強工作效率》

2019/12/04

…



《梦想地图&神笔记——圆梦习惯术》

个人成长
实 用

『夢を現実にする最強の習慣術 宝地図・神メモ・自分ほめ』

22

6月刊

明确目标+行动习惯+正向反馈=梦想实现

・梦想地图——让抽象目标具体显像

・神笔记——养成行动习惯

・自我暗示——提高自我肯定感

“梦想地图”与“神笔记”代表人物强强联手

只为让你与梦想（目标）更近一步！
【目录节选】

第1章梦想为何迟迟不能实现

・脑科学视点下的梦想实现/用“宝地图”加速

・只整理出TO DO LIST是徒劳/梦想实现需要自我认

可/左右脑的组合拳最为无敌…

第2章事前准备要做好

・“宝地图”是实现梦想的最强工具！

・自我肯定感上升，人的表现也会显著提升

・人生这7大要素，你是在浪费还是有效利用？…

第3章 “梦想地图”的制作方法

・准备一块油画布/写下你的名字和关键词/搜集能

带来快乐感的素材贴上去/写下愿望的期限及条件

・倾听内心的声音/放在显眼位置，每天都要看…

第4章 梦想要落实到行动

・养成习惯很重要——习惯了就不再需要决心

・朋友会加速梦想的实现/选择有益交流，会使人生

质量不断提高/成功的人也有很多种类…

第5章 用“神笔记”保持行动

・实现梦想的方法要科学/“模糊”、“抽象”、“不可测

算”的东西都要数字化/不要追逐他人的梦想

・要预想到“失落”/尽早着手，每天推进一点点

・明确的梦想要加速实现/看看笔记你会发现，人

生的平衡正一点点被打破…

第6章 用“自我肯定”加速梦想的实现

・高度的自我认可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

・让未来的自己告诉你现在需要做什么

・对明天有所期待的人生会大为不同…

“梦想的实现，需要用‘仪式感’促进行动、进而养成执
行习惯。梦想越大越是如此。” ——本书编辑

望月俊孝、原邦雄（著）
280页 978-4799328385



6月刊

《梦想地图&神笔记——圆梦习惯术》

作者简介↓

【著】望月俊孝(もちづき・としたか)

秘密沒教你的《←《地圖夢想實現法：許願沒成功就是缺了寶地圖》 2012/10/30

“地图梦想实现法”概念、“4C速读法”倡导人

・36岁贷款6000万日元所办公司遭遇危机，运用“宝地图”成功复活

・后将“宝地图”概念体系化，运用于人才培养，指导人数超70万

・著有『見るだけで９割かなう！魔法の宝地図』（角川）、『幸

せな宝地図であなたの夢がかなう』（钻石出版社）等。作品累计

销量达88万部，被翻译为7种语言远销海外。

『夢を現実にする最強の習慣術 宝地図・神メモ・自分ほめ』

【著】原邦雄（はら・くにお）

商业教育机构ほめ育財団代表理事

・运用脑科学及心理学知识开发“ほめ育”教育法

・独创教育法被400家企业、教育机关采用，影响18国近100万人

・著书23本，被翻译为英文、韩文、西班牙文

望月俊孝、原邦雄（著）
280页 978-4799328385



《为了“跨企业多元学习”企业应该做的》

经营管理

瀬戸口航 205页
978-4910286112

『「越境企業」のはじめ方』

24

优秀人才的培养，不应将其局限在企业内部

・作为企业，应怎样实施跨企业多元学习？

・怎样做，员工学习的成果才能作用于企业？

・有哪些雷不能踩，又有哪些事必须做？

・有没有可供参考的实际案例？

这本书，让您将人才放得出去、收得回来

【目录节选】

第一章 随时代而变的人才培养

・COVID-19后的新人培训

・如今，企业人事希望新人是这样的…

第二章 固有观念是变化的天敌

・如何面对“多样性”带来的挑战

・在这个没有正确答案的时代，青年人才的自我思考

能力不可或缺…

第三章 青年人才更需要富有刺激感的跨企业多元学习

・跨企业多元学习是了解自身的机会

・跨企业多元学习的成果最终会回报给企业…

第四章 领导力的提升需要经历，而经历可以设计

・青年人才的培养没有固定模板

・国家及地方层面的跨企业多元学习项目

・课题面前不分新人与老手

・避免“为了培养而培养”的误区

・打造“能力开发×价值创造”的机会

・打破时间空间局限，创造管理层聚合的机会

・“是否有成长机会”是影响离职率的关键…

第五章 跨企业多元学习人才带来的新价值

・事例1：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株式会社

（仅1天的学习，动摇了600人的价值观）…

・事例2：跨企业多元学习者的实际体验…

・事例3：行政视点及官民联动…

・商业现场所需的“loop management”

・统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

・管理层应率先体验跨企业多元学习…

瀬戸口航（著）

人才培训企业ファーストキャリア社长/人才开发、课题解决顾问企业执行委员

・大学毕业后入职经营战略顾问公司LCA Holdings Corporation，专职汽车行业的商业流程构建

・2021年进入人才培训企业ファーストキャリア，经销售管理、企划开发本部长岗位历练，2016年就任社长

・致力于青年人才开发、近年将目光转向“跨企业多元学习”

6月刊

“‘现代社会要求企业是多元的。而企业的多元，需要从员
工的多元培养出发。” ——本书编辑



《魔咒中的科学》

社会人文

中川朝子 200页
978-4799328804

『呪いを科学する』

25

用医学角度解读那些不可触碰的魔咒

你们相信祝福吗？有祝福，就会有魔咒

顽疾、巫蛊、事故、不明生物、超自然现象…

医学部在读作者以专业视角为您解读

魔咒的背后有科学，千古谜题也能用手术刀解剖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目录节选】

第一章 咒从外来

1.即便是现代，魔咒依然存在

・魔咒大国——日本/那些“知名魔咒”们…

解说：不要小看“相信”的力量

2.王室魔咒——折磨着名门望族的顽疾

・哈布斯堡家族的肖像画之谜…

3.神授魔咒——“战或逃激素”

・海地巫毒教＆咒杀利器巫毒娃娃

4.岛屿上的魔咒——封闭环境中的怪病

・撒丁岛与疟疾・弥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恐惧…

5.异变魔咒——鬼的正身

・吸血鬼、巨人、永生人…

6.自然魔咒——土地开发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南极真的是“无菌地带”吗？…

7.灾害魔咒——天灾与心血管系统疾病…

第二章 咒由内生

8.不净魔咒——致命血液

・一切要从输血说起…

9.附身魔咒——面目全非

・控制不住的手舞足蹈…

10.微观魔咒——那些看不见的劲敌

・黑死病的祸根竟是占卜？…

11.梦寐魔咒——命以眠为天

・自那以后再也睡不着了…

12.幻象魔咒——源自“不存在”的疼痛…

・幻肢痛…

第三章 未知领域

13.真假难辨的魔咒——关于超自然现象

・弯曲勺子 /心灵感应/意念书写

・瞬间移动/UFO、UMA/灵异照片…

中川朝子（著）

医学部在籍学生、获得星新一奖等多项文学奖项

・擅长运用医学知识写作，见长于科幻、纯文学领域

・获第8、9届日经星新一奖学生组大奖、第39届大阪女性文艺奖、第17届出版甲子园二等奖

7月刊

“光怪陆离的背后隐藏的是科学因果。用医学视角审视那些千百年
来的魔咒——原来是这副风景…”



《超高效 听觉学习法》

个人成长

上田渉 224页
978-4799328590

『超効率耳勉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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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习效率、促进大脑健康 听觉学习当仁不让！

・听觉学习可以提高效率、提升理解力、改善睡眠...

・脑科学告诉你，学一门语言一定要用听觉学习法！

・比读书更轻松，调动不同大脑部位益于脑健康

・不用听得很认真，但获取的信息量却飞速增加

・作者亲身实证，问题学生用听觉学习法合格东京大学

无需入门、没有方法——听，就好了！
【目录节选】

序章

・听觉学习法是成功者的/听觉学习对大脑的好处

・听觉学习没有门槛/我的人生因听觉学习而变…

第一章 听觉带来的新体验“听觉学习法”

・听觉是语言习得的窗口/听觉在背诵中的作用

・我的东大合格之路/理科也通用的听觉学习法

・学校教育以外也适用…

第二章 听觉学习法的脑科学依据

・只有“听懂”不增加大脑负担

・“听”与“读”使用的大脑部位并不相同

・听觉学习可预防阿尔兹海默症

・老年人一定要试试听有声书…

第三章 用耳朵读书的时代

・4大媒介/高速成长的有声书市场

・有声书的制作是个大工程/爱听有声书的知名人物

・有声书能增加读书时间…

第四章 生活也会随之而变

・想要拓宽眼界增长见识？有声书是首选

・不用听得很认真/诚心推荐：边运动边听

・有声书可以改善睡眠质量

・小测试（你适合哪种学习方式？）

・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各自的使用途径…

第五章听就行了

・这类人最适合听觉学习法

・耳朵的锻炼很轻松

・通过听觉学习法，你可以获得...

・锻炼语言能力的四个技巧…

上田渉（著）

日本有声书协议会常任理事、OTOBANK（有声书制作、销售、管理企业）代表取缔役会长

・因祖父失明，从小立志为失明人群做贡献。高中时学习成绩极差，后借助有声学习法自学并成功考取东京大学

・2004年创建OTOBANK，运营有声书网站“audiobook.jp”。2022年会员突破250万，获奖众多

・著有『ノマド出張仕事術』（実業之日本社）等

7月刊

“提升学习效率之外，听觉学习还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收获。
无论哪一种，都会令人受益终身。”

星野集团董事长

星野佳路 推荐！

繁体中文已授权



《“名著”的读法》

个人成长

秋満吉彦 240页
978-4799328798

『「名著」の読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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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K著名读书栏目制片人教您读书新方法！

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读书法，但如同邂逅新书，

新的读书法也许会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体验

有些书适合有技巧地读，而有些听它的安排即可

ABQ读书法、书与现实的对接、推荐书单…

还记得心里的那本书吗？看完这本再去读读看

【目录节选】

第一章 读书的准备

・读书的契机与目的都无关紧要/从每天5分钟开始

・每本书都有“突破口”，读之前找到它很重要

・以“读完”及“发现新事物”的标准选书

・珍惜书店、图书馆中的“偶遇”…

・如何培养决断力？——蒙哥马利《绿山墙的安妮》

第二章 把书弄脏

・把书弄脏，将它变成自己的专属品

・分类圈出“ A（重要）”、“B（不太懂）”、“Q（完全不

懂”的地方）/用ABQ读书法读三木清的《人生论笔记》

・“A部分”不妨借助解说书来读

・“完全不懂”的地方有时可以跳过…

第三章 与书对话

・对话从问题开始/用问题深化理解/有自己的答案即可

・《奔跑吧，梅勒斯》的主人公是谁？

・不要过分拘泥于“自己独有的读书方法”

・如何打造良好团队？——《法华经》

第四章 听凭书的安排

・也有不能运用读书技巧的书

・内容广大的书让它带着你就好

・除去与书之间的“墙壁”/品味“不懂”

・处理不好职场人际关系时——列维斯特劳斯

《构造・神话・劳动》…

第五章 如何对待已经读完的书

・将书化为人生的拐杖

・试着“编辑”自己的书架

・把你带向新领域的再读体验

・如何面对负面情绪？——阿兰《幸福散论》..

附录 推荐名著书单

秋満吉彦（著）

NHK制片人、NHK教育频道「100分 de 名著」制作指导

・1990年进入NHK，主导「BSマンガ夜話」「土曜スタジオパーク」「日曜美術館」「小さな旅」等节目制作

・主创节目曾获放送文化基金賞優秀賞、ギャラクシー賞優秀賞等多项荣誉

・著有『行く先はいつも名著が教えてくれる』（日本実業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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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大家都会，但如何将书读‘尽’、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大家却未必了解。”



《每周动静养生习惯》

实 用
健 康

『1週間に1つずつ。いつも調子がいい人の体を動かす習慣休める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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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身体该怎么动、又该怎么休息

自然在变，身体的动与静也应随之而变

✓动静比%表示，心里有数

✓该怎么动、该怎么养具体讲

✓动静调节＋内脏调理

一年四季有收有放，你的身体呢？
【目录节选】

第1章影响身体健康的诸要素

・休息与与运动的平衡

・命自“全阳”而始，自“全阴”而终/气、血、水…

・气虚、气滞、血虚、瘀血、痰湿、湿热…

第2章（春）提高自愈能力——缓动、充分休息

・春季的特征：新陈代谢快、整肝利身

・2月（动四休六）：用太阳能唤醒身体…

・3月（动休各半）：避风/饮食尚温/自我检查…

・4月（动六休四）：做好入夏准备/本月宜做决断…

第3章 （夏）整理内心——充分活动、缓休

・5月（动七休三）：面部检查/交感神经活跃时期…

・6月（上同）：出汗防感冒/用冬瓜去热…

・7月（动八休二）：重点就是动起来！…

・第五季节——长夏：整脾…

・8月（动休各半）：强化下半身运动/注意肠胃…

第4章 （秋）提升免疫力——缓动缓休

・9月（动四休六）:把身体切换成节能模式/早睡早起

是秋天最好的养生方法/多吃蘑菇/有氧运动配合拉伸…

・10月（动三休七）:吃辣调气/秋季的肠道护理…

“健康最忌一成不变。身体的动与静须配合自然的节奏。”

鈴木知世（著）
248页 978-4799328781

第5章 （冬）积攒生命力——缓动、最充分地休息

・11月（上同）：补阳/有意识维持体力/黑色食材…

・12月（动二休八）：日落而息/落枕易发…

・1月（同上）：新年始动不要太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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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木知世作品中文版出版情况↓

《每周动静养生习惯》

『1週間に1つずつ。いつも調子がいい人の体を動かす習慣休める習慣』

简体中文：

《四季养生全书》

2019/5/1

《女孩的季節變換
調整體質養生書：
配合生理週期養血
遠離過敏！》

2019/2/1

繁体中文：

【著】鈴木知世 （すずき・ちせ）

日本仁爱中国针灸院院长、针灸师

・2003年于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担任涉外部门指导、翻译

・为将中西医结合疗法引入日本，考取针灸师职业资格

・『女性の不調をなくす 東洋医学式カラダとココロの整え

方』两中文版、韩语版已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