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Scientific Ideas And Advice That Will Immediately Double Your
Business Success Rate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Doug Hall 2011-01-22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details data-proven methods that can make your sales, marketing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measurably more effective. What
makes this book unique is that the methods detailed are backed up with hard data. They're grounded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uccess and failures of more than 4,000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more than 6,000
innovation teams. The research quantifies the impact of a back-to-basic, customer-focused approach to sales, marketing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also uncovers news regarding how you can measurably
increase effectiveness in today's super-competitive, time-compressed and overstressed marketplace. It's the perfect book for today's up-and-coming executive.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Doug Hall 2001 Hall has packed this guide with hard-won insight as to what really works in the marketplace according to the six scientific laws that can make any business flow with
good fortune.
Summary: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BusinessNews Publishing 2014-10-28 The must-read summary of Doug Hall's book: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Scientific Ideas and Advice that Will Immediately Double
Your Business Success Rate". This complete summary of the ideas from Doug Hall's book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shows that success in business is not random, but the result of a well-researched, well-thought
out and well-applied framework to get the best ideas and provide the result to your customer. In his book, the author takes the reader through the best marketing techniques and creative stimuli that will bring results.
This summary is a must-read for any manager who wants to differentiate their company and create a business environment where the best ideas are carried forward and communicated to clients. Added-value of this
summary: • Save time • Understand key concepts • Expand your knowledge To learn more, read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and find out how you can engage your business brain and unlock your potential.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2010
勾癮：創造品牌幻想，從心理學與腦神經科學解構行銷創意，觸發消費渴望-達瑞‧韋伯（Daryl Weber） 2019-07-15 亞馬遜網路書店★★★★★讀者好評 廣告就是要讓人發笑流淚，吸引愈多注意愈好？ 商品的選項增加，反而降低被購買的機率？ 美國出身的哈根達斯冰品，為何取個像丹麥語的品牌名稱？ 卡西歐和勞力士錶顯示的時間一樣準，怎麼戴起來感受有差？ 自認為理性的消費者，其實
常在不知不覺中受左右？ 「我們必須在情感上觸動消費者！」無論你處在品牌打造的哪一環，一定聽過類似的言論。當今行銷界對情感十分著迷，認為把人的種種感受注入品牌，就能串起和消費者之間的連結。然而研究顯示，大部分的人對品牌及其傳播的注意，往往並不全面，因為我們是用大腦看東西，不是用眼睛。 大腦是很懶的，它多半處於無意識狀態、受制於情感，而且高度不理性。大腦就像電腦，人的意識經驗
則像螢幕，電腦只把有必要知道的內容顯示在螢幕上；換句話說，大腦會替我們仔細挑選要進入意識的內容，排除不重要的資訊。 在琳瑯滿目的貨架上，絕大多數的消費者會出於習慣選擇自己熟悉的產品，或根據對品牌的印象和感覺來決定是否購買。假設問我們選購某個廠牌新車的理由，答案或許是它的性能、售價或款式很理想；但其實，人的理性思維經常為感性大腦想要的東西巧立名目，我們之所以選那輛車，很可
能純粹只是被它吸引而已――這正是一種對品牌的無意識聯想。這種無意識層面會左右品牌的價值，甚至影響消費習慣及意願。 對此，曾擔任可口可樂創新策略全球總監的達瑞・韋伯，在書中提出「品牌幻想」概念。他認為，品牌的無意識聯想是塑造強大品牌的要素，而打造出能夠與之配合運作的做法，正是品牌幻想模式的目標。他將「心理學」及「腦神經科學」帶入品牌行銷領域，使品牌幻想具體化，有助於破解
我們與品牌之間那種混亂、抽象又微妙的關係。 ◆ 打破傳統行銷迷思：受到注意未必真的好處多多 你是否曾經因為某個電視廣告讓你開懷大笑，就覺得那個廣告很棒，甚至還跟朋友熱烈討論。但是，那個廣告的訴求究竟是什麼？瘋狂播送廣告、短片拍得賺人熱淚、視覺設計花俏醒目……這類推銷手法雖然引人注目，但「巧克力蛋糕VS.水果沙拉」、「隨機社會安全號碼」等種種研究指出，這些做法更容易讓消費
者反過來開始找碴。 ◆ 向時尚界取經：不是只有魔鬼才藏在細節裡，品牌價值也是 為什麼蒂芬妮（Tiffany）的藍綠色盒子，可以讓不計其數的女性產生憧憬？香奈兒（Chanel）的皮包品質不必然遠高於價格只有它十分之一的品牌，還是有人願意為了它的Logo買單？精品品牌是創造無意識感覺的高手，他們不會大聲嚷嚷產品特色或特地去談論產品屬性。相反地，他們創造一個想像的世界，以格調、氛
圍、情緒、外觀和身分訴求來挑逗、引誘消費者；這就是價值所在，也是品牌的賣點。 ◆ 建構品牌幻想：收買大腦，讓消費者下意識對品牌產生認同 品牌幻想是設法引導消費者對品牌產生無意識感覺、產生正面感受，進而選擇你的品牌，而不是你的競爭對手。星巴克（Starbucks）採用發音聽起來有異國情調的名稱、較高的售價，還用悠揚的音樂在店裡創造出舒服慵懶的氣氛，把咖啡從普通產品變身成更特
殊又高級的東西。他們賦予咖啡類產品新的定義，也在過程中培養了死忠客戶。 ◆ 讓品牌留駐消費者內心：行銷人員就像蜘蛛，要織出相互連結的網 品牌就是大型又互連的聯想網絡的一部分，在消費者心中創造、管理和發展這些聯想網絡的藝術，就是行銷的工作。腦波圖、臉部編碼、生物統計學等神經科學技術，或是心智圖、內隱聯想測驗、多面向情緒板、觸發詞等，都是用來勾勒品牌整體心像和感覺的利器。透過
瞭解大腦與心智運作的方式，就能夠協助創意人員拋出更好的問題、找到新的方向，並更聰明地運用行銷策略，將品牌概念傳達到人的內心，最終促成消費行動。 世界不斷地改變，你的品牌也必須隨之進化，才能跟上潮流。透過簡單的用語、動人的故事和現實世界的案例，《勾癮》向讀者說明了要怎麼破解、建立和運用深藏不露的品牌幻想來擴展自身的品牌與事業。與其在行銷流程的結尾才應用我們對人類心理及神經
科學的瞭解，不如在前端就發揮這方面的知識，以激發更棒的品牌與行銷。 【本書特色】 1. 作者在簡介中列舉其他神經行銷學的著作，附上各書摘要，協助讀者多方參考。本書的出版正是為了彌補現有書籍的不足。 2. 作者在品牌領域有多年的資歷，經歷橫跨品牌、創新、廣告與市場調查，使得本書的涵蓋範圍更多元、更全面，提供完整的品牌行銷架構。 3. 本書第一部著重說明理論，第二部則整合品牌幻想，
第三部則將品牌幻想落實到行銷的實務面（包括如何將品牌幻想應用到網路溝通媒介）。架構完整，且理論與實務兼具，實用性與參考價值極高。 【權威推薦】 丁菱娟／世紀奧美公關創辦人 謝伯讓／腦科學家，《大腦簡史》作者 （依姓氏筆劃排序） 【國外好評】 「《勾癮》寫得相當有說服力、深入且優美，促使行銷人員去執行真正重要的工作。行銷擁有的力量如此強大，實在不該被虛耗。」──賽斯‧高汀
（Seth Godin），著有《行銷人是大騙子》（All Marketers Are Liars） 「讓人看了津津有味。韋伯深入探討大腦天生的運作方式，以及我們如何從潛意識與品牌建立關係。理論非常啟迪人心，應用也頗為務實，對任何在運作品牌上握有大權的人來說，都是非讀不可。」──強納森・米登霍爾（Jonathan Mildenhall）， Airbnb行銷長 「『品牌』這個詞在行銷中已
變得有如拼字遊戲裡的空格：人們用它來指自己所喜歡的任何事。在這本傑出的著作當中，戴爾花了寶貴的工夫，以適當的科學為品牌概念扎下基礎。」──羅里・蘇澤蘭（Rory Sutherland），英國奧美集團（Ogilvy & Mather）副董事長 「《勾癮》別出心裁、創意十足、充滿實用的見解，闡述了大腦如何以我們或許從不曾體認到的方式，暗中塑造我們的選擇。對任何一套行銷工具箱來說，
這都是一本絕佳的工具書。」──約拿・博格（Jonah Berger），華頓商學院教授暨《瘋潮行銷》（Contagious）和《無形影響力》（Invisible Influence）暢銷作者 「達瑞・韋伯的《勾癮》裡滿是引人入勝的研究和實用的洞見。韋伯在書中簡單明瞭地分享了有關決策的科學，對行銷從業人員、學者和消費者來說無比適用。假如你對驅使消費者購買的背後因素十分著迷，那本書就是
為你而寫。」──亞當‧奧特（Adam Alter），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行銷學系助理教授、《紐約時報》暢銷作家，著有《粉紅色牢房效應》（Drunk Tank Pink） 「品牌存在於我們的大腦裡。達瑞・韋伯探究了品牌的非意識面，並為以任何規模來建立品牌提供了豐富的實用建言。」──羅傑・杜利（Roger Dooley），《大腦拒絕不了的行銷》（Brainfluence）作者 「藉
由扎實的研究與現實世界的例子，行銷學在達瑞・韋伯筆下顯得更具啟發性和實用性。對任何試圖展現自家品牌威力的人來說，《勾癮》都是寶貴的工具。」──尼爾・艾歐（Nir Eyal），《鉤癮效應》（Hooked）作者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Hall 2002
鍊出商業金頭腦-大師輕鬆讀編譯小組 2006-06-15 大師輕鬆讀 NO.182（中英對照）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行銷物理＋創意化學，你就是商業點子王！ Copyright ? 2015 by Summaries.Com
Jump Start Your Marketing Brain-Doug Hall 2010-06 This is a powerful new approach to marketing that will multiply the impact of every dollar investe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by Doug Hall details marketing
initiatives that will deliver sustained success. What makes this book's teaching more reliable and reproducible than others is its foundation on hard data reflecting customer, industrial, and business-to-business
marketing, not ''guru opinions.'' After reading Jump Start Your Marketing Brain, readers will know how to 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market and sell their brand, their services, their products, and even themselves!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Doug Hall 2002-07-01 Provides methods to help develop businesses, supported by statistical data from thousands of products that have both succeeded and failed.
从优秀到卓越-柯林斯 2002 本书作者和他的研究小组阅读并系统整理了近6000篇文章,记录了2000多页的专访内容,进行了大范围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得出了如何使公司从优秀到卓越的令人惊异而振奋的答案。
Jump Start Your Brain-Doug Hall 2007-03-28 Ideal for inspiring marketers, artists, teachers, and anyone who needs fresh ideas for work and home, Jump Start Your Brain helps readers crank up both their cranium and
career. Featuring smart and creative methods for providing better leadership, igniting sales and marketing, and realizing dreams with breakthrough innovations, this book teaches time-tested practices that generate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Relying on the latest research, the author pinpoints which methods and techniques work best in today's high-stress world so readers can get a leg-up on the competition.
快思慢想-康納曼 Daniel Kahneman 2012-10-3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Thinking, Fast and Slow, Amazon Best Books of the Month, November 2011. Kahneman is psychology professor emeritus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nd
the 2002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富爸爸，窮爸爸（20週年紀念版）-羅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 2018-07-05 暢銷超過二十年，改變數千萬人的人生！ 全球銷售逾40,000,000冊！ 《富爸爸，窮爸爸》是21世紀最偉大的理財書， 想要擺脫窮、忙、困人生，你真的不能不讀！ ★ 《富爸爸，窮爸爸》一書已翻譯成51國語言，銷售109個國家。 ★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商業周
刊》、《今日美國》最佳暢銷書。 ★ 《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在榜長達七年。 ★ 長踞國內各大書店暢銷排行榜，熱銷超過50萬本。 ★ 被全世界讀者公認、推薦、迴響，並譽為「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本」的好書。 ★ 新增20週年紀念版序 財富是一種力量，但更有力量的是「理財教育」。 當你懂了「金錢不是真實的資產」的道理，你就會更快富有； 金錢是一種思想，如果你想要更多錢，請先改變你的
思想。 因為，我們唯一的、最重要的資產，就是我們的「頭腦」。 如果你為錢工作，你就把力量給了雇主； 如果錢為你工作，你就能保有力量、掌控全局。 如果你想致富，就需要學習財務知識。 ★ 先明白為何富人不為錢工作。 ★ 懂得資產與負債的差異。 ★ 提高財務智商，學習會計、投資、瞭解市場及法律。 ★ 除了勤奮努力之外，持續打造你的資產欄。 ★ 克服對金錢的恐懼與懶惰，打造富人的腦袋。 富爸
爸說：「窮人和中產階級為金錢而工作，富人讓錢為他們工作。」 富人買入資產，窮人只有支出，中產階級買他們以為是資產的負債。 《富爸爸，窮爸爸》的架構圍繞在作者羅勃特．T．清崎童年時，兩位爸爸教他面對財務應該要有的想法和體悟。窮爸爸是清崎的親生父親，他跟我們大多數人的爸爸一個模樣：「努力讀書，找一個穩定的好工作！」但是，換來的是鎮日與金錢拚搏，為了錢而工作，最後卻留下一些債
務。而清崎的富爸爸告訴他，要成為有錢人的方法，就是讓錢為他工作，並指導他面對財務應有的IQ。 文中倡導的「現金流」概念，至今仍影響著許許多多人，甚至商業界、金融界也將現金流的遊戲概念運用在組織發展中。誠如書中所言，我們應該告訴我們的孩子，真正財務IQ能讓他們在受學校教育之餘，更懂得財務的現實。該是選擇富爸爸致富捷徑的時候了！
原子習慣-詹姆斯•克利爾 2019-06-01 每天都進步1%，一年後，你會進步37倍； 每天都退步1%，一年後，你會弱化到趨近於0！ 你的一點小改變、一個好習慣，將會產生複利效應， 如滾雪球般，為你帶來豐碩的人生成果！ 一出版立刻風行全球， 企業界、運動界、教育界、瘦身界都在用的習慣養成實作指南！ ★Amazon、《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今日美國報》《出版人週刊》暢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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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商業雜誌《Fast Company》評為2018年7本最佳商業書之一！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站選為2018年最佳自我成長書籍！ ★職涯網站The Muse推薦：最能幫助你增進工作效率的書！ 善用「複利」效應，讓小小的原子習慣利滾利，滾出生命的大不同！ 天天細微改變，會累積成巨大差異，這就是原子習慣的驚人力量！ 本書作者詹姆斯•克利爾在高二
的一場棒球賽中意外被球棒擊中臉，嚴重受傷，甚至被實施人工昏迷。經過好幾個月的治療，雖然痊癒出院，可以重新踏上球場，後來也進入大學棒球隊，卻只能坐在板凳席，幾乎沒有上場機會。 然而，在頭部嚴重受傷之後的第六年，他被選為他所就讀大學的最佳男性運動員，並且入選ESPN的全美明星陣容——整個美國僅有33人獲得這項殊榮。 從運動生涯幾乎結束，到入選全美明星陣容，甚至在畢業時獲
得學業方面的總統獎章，他是怎麼做到的？一切只因他認識且善用了「原子習慣」的力量！ ◎有效建立永久良好習慣的系統化「行為改變四法則」 雖然知道習慣很重要，但你經常為了自己的壞習慣苦惱，想要戒除卻力不從心？或者，你想養成好習慣，卻老是半途而廢？其實，問題不在你身上，而是你遵循的行為改變系統出了問題！ 作者從生物學、心理學及神經科學中擷取菁華，結合自己親身實踐的經驗，創造出簡單
易懂、容易執行的「行為改變四法則」。這套法則可運用於學業、工作、家庭、健康、財富、人際關係等人生各個面向，有效幫助你打造好習慣、戒除壞習慣。 ◎風行各界的習慣養成指南 本書作者是世界知名的習慣養成專家，經常受邀到各界演講，例如NFL、NBA、MLB的球隊，以及美國運通、麥肯錫、美林證券、奇異公司、本田汽車、思科系統、IKEA等知名企業。 本書提供的系統性方法不只適用
於個人，還能運用在…… •商業：讓顧客養成購買你的產品或服務的習慣 •親子教養：讓孩子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教育：讓學生建立良好的讀書習慣 ◎你可以在這本書中學到的10件事： •建立一套每天進步1%的系統 •戒除壞習慣，保持好習慣 •避免多數人在改變習慣時常犯的錯 •克服「缺乏動機和意志力」的問題 •建立更強大的身分認同與信心 •騰出時間建立新習慣（即使你忙瘋了） •設計讓
你更容易成功的環境 •做出可以造就巨大成果的微小改變 •在養成好習慣的路上走偏時回到正軌 •將本書中提到的概念運用在實際生活中 ★各界名人強力推薦！ 艾爾文（理財與勵志暢銷作家）、溫美玉（知名作家╱全臺最大教師社群「溫老師備課趴」創辦人）、宋怡慧（知名作家╱新北市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艾蜜莉（財經作家）、Carol凱若（知名作家╱居家創業社團「HomeCEO」創辦人）、艾
兒莎（知名作家╱「放棄22K，蹦跳新加坡」版主）、謝文憲（知名講師、作家、主持人）、黃大米（職場作家）、許景泰（SmartM世紀智庫創辦人）、鄭國威（泛科知識公司知識長） 激賞推薦！ 「2007年4月，我成功戒除20年的菸癮，直到今天看到這本書，我才體會原子習慣的威力。 本書與我戒菸成功的契合處： 提示（使其隱而不現）：我開始不去超商買菸，家裡的菸、打火機、菸灰缸全都送
給朋友。 渴望（使其毫無吸引力）：菸癮來時，開始想像那些吸菸者的恐怖嘴臉，與身上奇臭無比的異味。 回應（使其困難無比）：加上離開外商職場，遠離可以拿伸手牌的機會，買菸更顯不便（環境很重要）。 獎賞（使其令人不滿）：看見街道、馬路布滿菸蒂，公共場所充斥似有若無的菸味，開始顯得不悅。 當年花了3個月的時間戒菸成功，維持至今已有12年。 好友郭昇（臺師大景美拔河隊教練，同時也是三
鐵選手）於2018年7月遭酒駕撞擊，四肢癱瘓已有9個月，復元狀況已有大幅進步。我一定要把本書作者的親身故事告訴他，希望可以延續他的復健意志與運動生涯。 想要養成好習慣，我推薦這本書。」——謝文憲 「詹姆斯•克利爾花了好幾年研究習慣的科學，並磨練自身技巧。想要破除惡習並建立好習慣的你一定要擁有這本引人入勝的實用指南。」——亞當•葛蘭特（《給予》作者，華頓商學院教授）
「超級實際且實用的一本書。詹姆斯•克利爾提煉出習慣養成的本質，讓你可以專注於更少，卻成就更多。」——馬克•曼森（《管他的》作者） 「這本特別的書能改變你過日子的方法。」——萊恩•霍利得（《失控的自信》作者） 作者簡介 詹姆斯•克利爾（James Clear） 專門研究習慣、決策及如何持續進步的作家與講者，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時代雜誌》及《創業家雜誌》，也曾登
上CBS電視節目《今晨》。每個月有數百萬人造訪他的網站，廣受歡迎的電子報也有數十萬名訂閱者。 常受邀到大學及《財富》500大企業針對行為改變與習慣養成演講，所創造的習慣養成系統，廣受NFL、NBA及MLB的球隊使用。透過他創立的「習慣學院」（The Habits Academy）的線上課程，已教育了超過一萬名領導者、經理、教練及教師。對想要在生活與工作上打造更好習
慣的個人或團體來說，「習慣學院」是首屈一指的訓練平臺。 •個人網站：jamesclear.com •「習慣學院」網站：habitsacademy.com 譯者簡介 蔡世偉 臺大外文系畢業，補教老師，文字工作者，運動員。 譯有《我是GaryVee》《歡迎光臨疑家家居》等書。 教書、寫作、翻譯、運動的同時，也努力養成好習慣。 FB：KingWayne蔡世偉
如何閱讀一本書-阿德勒 1987
一分钟百万富翁-汉森 2003 本书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方法,描述了一个改变人生的“百万富翁系统”,本书是独特二合一读本:一半是小说,一半是论述,单页码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女人的奋斗,为了获得儿女的抚养权,她不得不在90天内赚取到100万元,双页码阐明了现实生活中创造财富的屡试不爽的策略。
孙子兵法-孙武 2014 始计第一 作战第二 谋攻第三 军形第四 兵势第五 虚实第六 军争第七 九变第八 行军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间第十三
如何写作商业计划书-芬奇 2003 本书介绍了商业计划的整个制定过程。主要内容有:计划的结构、摘要、商业背景、市场、经营运作、管理部门、建议、 预测、财务信息、风险、保密性、内部商业计划等。
Jump Start Your Brain-Doug Hall 1995 Doug Hall shares his astonishingly effective ways to enhance day-to-day thinking and find creative answers to real-life and business problems. Jump Start Your Brain is filled with
the practical, tactical advice he uses in his corporate seminars.
North Pole Tenderfoot-Doug Hall 2010-02-01 Why would Doug Hall follow in Robert Peary's 1909 sled tracks to the North Pole, despite the grueling terrain and temperatures between 15 and 62 degrees below zero? His
goal was to resurrect the spirit of Peary's journey in a world increasingly driven by instant gratification, short term business focus, and lack of sustained dedication to great causes. Peary succeeded where some 578
expeditions before him had failed. North Pole Tenderfoot is Doug's attempt to let the reader experience what is possible when one does what Peary did: think big.
Marketing Magic-Compliation 2005-03-30
Transforming Leaders Into Progress Makers-Phillip G. Clampitt 2010-07-28 By using a research-driven model, discussing compelling cases from leading companies, and presenting seven actionable ideas to make
progress, the book blends scholarly research and actionable strategies to empower readers to decide what issues to focus on and in what direction to lead.
運動改造大腦：IQ和EQ大進步的關鍵（運動教學指定用書）-約翰．瑞提 John J. Ratey,艾瑞克．海格曼 Eric Hagerman 2015-06-24 ★15年研究首發！革命性科學發現！運動是天然的健腦丸！ ★風靡全球，影響美、加、日各國教育界、體育界！ ★教育部體育署「SH150：每週在校運動150分鐘策略」、各大學體育休閒科系參考用書。 ★Amazon 4.5顆星
好評推薦！博客來年度百大暢銷書！ 為什麼有些人就是業績好人緣也好？為什麼有些人就是會玩又會念書？ ――因為他們的大腦結構不一樣！ 做事老是鬼打牆、壓力大到想殺人、忘東忘西、無法專注、憂鬱纏身、緊張焦慮殺很 ――注意，你的腦細胞開始變少、海馬回變瘦、突觸萎縮、血清素快要不夠用啦！ 想改造失控的大腦嗎？ ──快繫上你的慢跑鞋，就能工作順利、課業進步、幸福快樂全部來！ 聽聽
「過動兒」約翰．瑞提醫師怎麼說！本書首度公開革命性的大腦研究，透過美國高中的體育改革計畫、真實的案例與作者的親身經歷，證實「有氧運動」不只能鍛鍊肌肉，還能直接鍛鍊大腦，改造心智與智商，讓你更聰明、更快樂、更幸福！ 運動能刺激腦幹，提供能量、熱情和動機，還能調節腦內神經傳導物質，改變我們既定的自我概念，穩定情緒，增進學習力。請別再坐著憂鬱、碎碎念、想個不停，身體只要動起來，
就能騙過大腦，增長腦細胞、避開消極因應中心，重新開拓新迴路，排除諸如焦慮、憂鬱、過動、成癮、經前症候群等困擾，還能減緩老化、預防阿茲海默症！ 別懷疑，你絕對有能力改造自己的大腦！想改善智商與心智？先繫好你的慢跑鞋吧！ 本書特色 ☆第一本全面討論運動與大腦、身心關聯性的革命性著作。 ☆破除知識論上身心分離的迷思，重新連結身心關聯，足證運動為現今醫治身心症的一帖良方。 ☆實用、
易操作、據說服力又深具鼓舞性，許多讀者讀了本書，成為每天運動的實踐家。 名人推薦 洪蘭（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審訂推薦 紀政（希望基金會創辦人）、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蔡淳娟（萬芳醫院小兒部主任）、魏國珍（林口長庚腦神經外科主任）、張金郎（AFAA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PC顧問）、支藝樺（民視消費高手主持人）、楊玉欣（中廣「角落欣世界」節目主持
人）、戴遐齡（台北市立大學校長） 「動很大」推薦！ 各界讚譽 ★本書講的都是跟我們身心健康息息相關的知識，而且都有科學的證據，非常有說服力。瑞提醫師告訴我們，運動對學習很有幫助，體育課不但不該被借，還應該借別的課來上體育才對！ ──洪蘭，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本書從神經生理學的改變及各種臨床或教育的實證，來說明運動能加強大腦的功能，匡正病態的思想，甚至對於一些被認為
是正常的腦部老化現象，有治療的效果。──魏國珍，林口長庚腦神經外科主任 ★我投入體適能教學逾十年，閱讀無數運動相關書籍及研究報告，大多著墨於運動引起的生理變化與促進之身心健康，本書是唯一針對運動能夠提升智商並改善情緒之完整研究報告！──張金郎，AFAA美國有氧體適能協會PC顧問 ★本書作者以強有力的證據與實例，說服人們體認運動的重要與功效。再給頑固的頭腦一次機會，讓運
動先騙一下大腦，大腦就會產生變化，讓我們活出健康快樂的人生。這是一本值得推薦給每一位現代人的好書。──蔡淳娟，萬芳醫院小兒部主任 ★「終於有一本書讓我知道為什麼我晨跑以後會感覺更愉快了！這本可讀性極高的書，不僅解釋了隱藏在身心關聯性背後的科學原理，而且提出新證據，證明運動是保持健康、覺知感和快樂的最佳方法。」──Susan M. Love, MD，《荷爾蒙與更年期聖經》作
者 ★「對於一個同時患有ADHD和輕度憂鬱症的人來說，這本書真的為我多年來一直想要弄懂的問題提供了最重要的解答。就像瑞提醫師所說的，運動不只是一項必需品，它還是一帖良藥。」──Greg Lemond，三屆環法自行車賽冠軍。 ★「《運動改造大腦：IQ和EQ大進步的關鍵》正是我們所要的書，在心理衛生領域裡，運動就像是成長型股票，瑞提則是我們最好的經紀人。」──Ken
Duckworth, MD，全美精神疾病聯盟（NAMI）醫療負責人。 ★「如果你的目標是活出長壽健康的人生，那麼《運動改造大腦：IQ和EQ大進步的關鍵》絕對值得一讀，如同瑞提醫師所給的那句完美詮釋一樣：『你有能力改造大腦，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繫好你的慢跑鞋。』」──Kenneth H. Cooper, MD, MPH，有氧運動之父。
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鲍利斯 2002 本书内容包括:拒聘震撼、你能做到、你能为世界做些什么、你最想在哪里施展这些技能、怎样获得自己喜欢的工作等内容。
聚焦第一張骨牌-Gary Keller 2014-03-05 A guide to help you obtain less of what don't want, and more of what you do, and "cut through the clutter, achieve better results in less time, build momentum toward your goal, dial
down the stress, overcome that overwhelmed feeling, stay on track, [and] master what matters to you.
Jump Start Your Marketing Brain-Doug Hall 2018-07 This is a powerful new approach to marketing that will multiply the impact of every dollar invested. Comprehensive research by Doug Hall details marketing
initiatives that will deliver sustained success. What makes this book's teaching more reliable and reproducible than others is its foundation on hard data reflecting customer, industrial, and business-to-business
marketing, not "guru opinions." After reading Jump Start Your Marketing Brain, readers will know how to 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market and sell their brand, their services, their products, and even themselves!
追逐日光-Eugene O'Kelly 2006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查爾斯．杜希格 2012-10-01 全球瘋行的習慣改造指南 讓你不再好習慣學不會、壞習慣改不掉 《紐約時報》排行榜、amazon書店暢銷書 本書2012年初一出版，就引起歐美主流媒體爭相推薦，暴紅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第二名，並且熱賣至今，高踞排行榜不墜。作者也親自拍了精采的宣傳影片(https://youtu.be/el6kYx6qFmo)，
解說如何有效地診斷並改變習慣、進而改造生活與事業。 一流企業（寶僑、微軟、Google等）與世界級大學（哈佛、耶魯、劍橋、MIT等）都在研究的最熱門學問——「習慣的力量」 不論你想聰明理財、規律運動、成功減重、養育小孩、增加工作效率、革新企業組織 都能利用「習慣的力量」達到目的 林奇芬 （Money錢雜誌顧問） 戴勝益 （王品集團董事長） 丹尼爾．品克 《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作者 強力推薦 「我們的一生，不過是無數習慣的總和。」——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斯 一名年輕女子走進實驗室，過去兩年她整個人改頭換面，不但不再抽菸，開始跑馬拉松，工作也一帆風順。神經學家發現，她的腦部活動模式已經完全改變。 寶僑公司的行銷人員觀察家庭主婦鋪床的過程，他們想知道新產品該如何廣告才能打動人心，之後發現一個細微到幾乎無法察覺的行為模式，於是稍稍改變一下廣告內
容，最終一年賺了十億美元。 ◎寫「飲食日記」可以減肥？ ◎失去記憶的人畫不出住家位置圖，卻能順利走回家？ ◎工廠注重安全措施，結果增加營收與獲利，股價大漲？ ◎星巴克如何讓一個EQ有障礙的人成為明星級店長？ 其實，它們都是透過改變日常「習慣」而達到的。 原來，人每天的活動中，逾40%是習慣，而不是自己主動的決定。 譬如：我們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出門前會跟家人說的話、走
哪一條路到辦公室、上班時組織思緒或安排作業程序、上餐館會點什麼菜、多久運動一次等等，我們生活與工作的方式，很少不是因為習慣。 習慣的定義為：刻意或深思後而做了選擇，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不再思考卻仍繼續、往往每天都在做的行為。一開始，我們會動腦決定自己該吃多少，在辦公室該專心做什麼，該多久去小酌一次，或什麼時候該去慢跑。不過一陣子之後，我們不再深思，也不再選擇，一切變成自動
自發。這是我們神經系統的自然反應。習慣成形後，人腦便停止全心全意參與決策過程，所以除非你刻意對抗某個習慣，或是意識到其他新習慣存在，否則該行為模式會自然而然啟動上路。 幸好，習慣強而有力，卻也脆弱易摧；習慣會自然而然不知不覺出現，卻也能刻意培養；習慣常未經同意便自行探出頭來，卻也能被拆卸重新組裝。本書作者引用近二十年科學家與商業界的「習慣學」研究，包括數百篇學術研究、三
百多位科學家與企業主管的訪談，以及數十家企業的實地研究結果，分成三部分來探討個人的習慣、成功企業或組織的習慣以及社會群體的習慣。他教我們：只要掌握「習慣迴路」，學習觀察生活周遭的提示訊號與獎酬，就能輕鬆拆解習慣的步驟，達成每一件你想做到的事。 只要學會利用「習慣的力量」，就能讓人生與事業脫胎換骨！ 本書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的重點在於每個人的習慣到底從何而來，深入探索習慣養
成的神經學原理，新習慣如何養成，舊習慣又該如何戒掉。 第二部分深入分析成功企業與組織的好習慣，譬如一家面臨瓶頸的公司如何靠著一個核心習慣而成功轉型，變成道瓊工業平均指數裡的第一優等生；也說明當組織慣例亂了調，會犯下怎樣要命的失誤。 第三部分檢視社會的習慣，看一位精神領袖如何替人們建立新的習慣而成功改良社會觀念與風氣。最後還深入探究棘手的道德問題：英國一位殺人犯若能頭頭是道
說服他人自己是因習慣而殺人，能否因此重獲自由？
公司财务与投资-派克 2006 本书分为五篇:财务决策的框架、投资决策与战略、投资风险与收益、短期融资与政策、战略财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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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Pole Tenderfoot-Doug Hall 2009 Recounts the author's high-stakes effort to recreate Robert Peary's history-making 1909 dog-sled journey to the North Pole, describing the factors that motivated the author's
attempt and the harrowing elements that challenged him. Original.
尽管去做-David Allen 2003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即通向从容之道;远离压力,提高效率以及事半功倍的几个敲门。介绍了如何获取更加旺盛的精力,变得更加轻松自如,事半功倍的方法。
Raising Kids Who Can Protect Themselves-Debbie Gardner 2004-07-15 A dynamic program for empowering children to protect themselves In Raising Kids Who Can Protect Themselves, Debbie and Mike Gardner share
their decades of self-defense experience to show parents how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courage—the trait needed to make brave, smart, and safe choices, no matter what their age, no matter what the situation. Raising
Kids Who Can Protect Themselves helps families foster courage in their children at an early age so that it becomes an inherent trait, rather than a situational need. The book features: Age-appropriate methods to instill
courage in children without creating fear Courage coaching as a way to create a “family” defense system Lifesaving skills, such as quality eye contact, voice control, breathing, control of inappropriate crying,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self-talk, and space awareness Ways to reduce children’s vulnerability Site-specific survival strategies, from parties to the mall to sports practice Every time I watch the nightly news, I thank God
my wife and children have been trained by Debbie and Mike Gardner. Please, please, please read this book as a family. You will learn how to avoid the most dangerous situations and fight your way out of the rest. We
live in a very different world today—arm your family with the power of this book. -Cris Collinsworth, Sports Commentator for Fox/HBO Sports This book is brave, bold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ooks I’ve read in a
long time. A must for parents everywhere. -Doug Hall, Author of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Consultants and Consulting Organizations Directory- 2010 Indexes are arranged by geographic area, activities, personal name, and consulting firm name.
富爸爸-清崎 2014
鐵路邊的孩子們（雙語版）-伊蒂絲·內斯比特 2008-07-01 在伊蒂絲的眾多經典兒童文學作品中，《鐵路邊的孩子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是世界兒童文學的經典之作。該書出版一百多年來已被譯成幾十種文字，受到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愛。根據這部小說拍成的電影也同樣在世界範圍內廣受歡迎。在中國，《鐵路邊的孩子們》同樣是最受廣大青少年讀者歡迎的經典童話作品之一。
Library Journal- 2002 Includes, beginning Sept. 15, 1954 (and on the 15th of each month, Sept.-May) a special section: School library journal, ISSN 0000-0035, (called Junior libraries, 1954-May 1961). Also issued
separately.
Where's Your WOW?: 16 Ways to Make Your Competitors Wish They Were You!-Robyn Spizman 2008-03-25 Outlines sixteen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business success by effectively attracting, impressing, and retaining
customers, in a guide that reveals how to transform a service or product into a dynamic brand with a loyal customer base.
超高效心智图学习法-东尼·博赞 2010
從0到1-彼得‧提爾（Peter Thiel） 2014-10-07 ★56萬人造訪、240萬點閱、網路上瘋狂分享！ ★預購即登Amazon.com暢銷排行榜TOP1 ★《財星》雜誌2014年9月封面人物報導推薦 史丹佛大學改變未來的一堂課 矽谷傳奇創業家、PayPal創辦人 彼得‧提爾 第一手分享 複製別人的模式比創新事物容易。 做大家都知道怎麼做的事、提供更多熟悉的東西，這是
由1到n。 不過如果只複製前人的路，就無法學習到他們的精髓。 創新是由0到1。創新獨一無二，創新的時機與開創出的結果也是新鮮奇特的。 這本書講的就是創新的秘密。 這不只是一本商業書，它將帶領你穿越歷史，從哲學、經濟、商業等多元角度，解讀世界的發展脈絡，進一步分析彼得‧提爾創業的心法與思考的角度，期盼帶給讀者超越學術限制、了解更多現實世界運轉的邏輯與經驗分享，幫助你思考從0
到1的秘密，從秘密中發掘機會。 彼得‧提爾（Peter Thiel）是PayPal和Palantir共同創辦人，臉書第一位外部投資人，率先注資Yelp、LinkedIn、SpaceX、Spotify、Airbnb等新創企業。他念哲學與法律，卻在科技、創投世界大放異彩；成立提爾獎學金，鼓勵年輕人休學創業，激發自己的潛力。 提爾獨特的邏輯與眼光，帶你在意想不到之處發現價值。 這不是一般
的商業書。看了這本書，你會學到： ‧「精實創業」（lean startup）錯在哪裡； ‧莎士比亞和馬克思如何預言衝突； ‧「非理性繁榮」（irrational exuberance）在什麼時候是理性的； ‧機器為什麼是人類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托爾斯泰給新創事業什麼啟示； ‧嬉皮式的思考與恐怖分子有什麼類似之處； ‧美國人為什麼誤解中國； ‧特斯拉如何吸引李奧納多‧狄卡皮歐； ‧比
爾蓋茲為何從科技業退休； ‧「破壞」（disruption）有什麼問題； ‧嬰兒潮世代給我們什麼錯覺； ‧哪些話我們以為是愛因斯坦說的，其實不是； ‧矽谷休閒裝扮背後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失敗很好」的想法是錯誤的。 在新科技劇烈改變世界的今日， 想要成功，你必須在一切發生之前研究結局。 你必須質疑你的構想，從零開始重新思考。 從0到1，為自己創造無限機會與價值！ 重量推薦
當一個有冒險精神的人願意寫書，就買來看。如果寫書的是彼得‧提爾，就看兩遍。但是保險起見，請看三遍。因為這本書絕對是經典之作。－《黑天鵝效應》作者 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 這本書傳達前所未見、耳目一新的觀念，教導如何在世界上創造價值。－臉書(Facebook)執行長 馬克‧祖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彼得‧提爾打造多家異軍突起的公司，
《從0到1》說明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特斯拉汽車（Tesla）執行長 伊隆‧馬斯克（Elon Musk） 《從0到1》是大企業要不斷改進提升的重要手冊，才起步的新創事業也同樣適用。翻開閱讀，接受彼得‧提爾的挑戰，開創超乎期待的事業。－奇異公司(GE)董事長 傑夫‧伊梅特（Jeff Immelt） 《從0到1》是每個想要創業與正在創業的人，都必須優先閱讀的一本書。不可錯過。－網景
（Netscape）創辦人 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 這本書是每個人都必讀的第一本、也是最後一本商業著作。在充滿零的世界，這本書是唯一的一。－著名科幻小說家 尼爾‧史蒂芬森（Neal Stephenson） 彼得‧提爾除了是成就非凡的創業家和投資人，他也是這個時代的公共知識份子領袖，閱讀這本書，你就能一探他為何能夠引領思潮。－暢銷書《大停滯》作者 泰勒‧
柯文（Tyler Cowen）
Books in Print-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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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UB]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Scientific Ideas And Advice That Will Immediately Double Your Business Success Rate
Recognizing the mannerism ways to acquire this ebook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scientific ideas and advice that will immediately double your business success rate is additionally useful. You have remained in right site to
begin getting this info. get the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scientific ideas and advice that will immediately double your business success rate associate that we pay for here and check out the link.
You could purchase guide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scientific ideas and advice that will immediately double your business success rate or acquire it as soon as feasible. You could quickly download this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scientific ideas and advice that will immediately double your business success rate after getting deal. So, bearing in mind you require the books swiftly, you can straight acquire it. Its therefore unconditionally easy and so fats, isnt it? You
have to favor to in this sky
Related with Jump Start Your Business Brain Scientific Ideas And Advice That Will Immediately Double Your Business Success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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