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mic Management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In Your Business And Your
Life
Karmic Management-Geshe Michael Roach 2009 Traditional Eastern wisdom and real-life business
experience come together in this brief and practical guide, which offers a step-by-step plan that can
help readers adopt a more successful way of working and living.
當和尚遇到鑽石-Michael Roach 2001
希塔療癒：世界最強的能量療法-維安娜‧斯蒂博(Vianna Stibal) 2020-02-11 快速顯化的奇蹟，就在正面的信念中 讓身心進入希塔波狀態，結合大地的能量， 以無條件
的愛清理內在負面情緒、改造潛意識，進以接收生命的豐盛， 讓生活中的所有美好都能心想事成。 希塔療癒的創辦人維安娜‧斯蒂博本身是一位靈媒，二十多年前因病魔纏身而陷入困境，當時
她使用各種藥物進行治療，但最終都失敗。後來，她嘗試用自己平常用的靈性解讀方式（即後來發展出的希塔療癒法）作治療時，竟而神奇地治癒自己的病痛。 希塔療癒透過意念冥想的力量，結
合靈性的科學，而創造無所不能的夢想。作者認為人類的頭腦處於希塔波（θ波）的狀態，是最適合讓意念起作用而達到身心靈療癒的目的。本書教導如何立即改變內在的任何負面想法、如何和
一切萬有造物主的能量及最高的愛作連結，並進而達到身體、精神、情感和靈性的改造。 希塔療癒能解決生命不同層面的課題，舉凡婚姻、健康、金錢、社會關係等，都有開解的方法，本書收錄
台灣不同的見證實例，讓同處於困境的你，找到一個明朗的出口！ 個案齊聲推薦（按姓氏筆畫排列） 李媛 二○一八年我確診罹患乳癌第三期，人生因而被負面的情緒所困住，在一次偶然的機
會，我聽到了希塔療癒，因而前去上課，老師在這過程中，幫我作信念清理，釋放了我的恐懼與憤怒；在基礎課程完成之後，我的乳癌變成了二期，本來全切的乳房，變成了保乳手術，而我也因
此找到了人生的使命。 恩蒂 我的女兒恩蒂在希塔療癒之前，因外傷而封閉心房，不說話、不溝通，放棄了生命。她有輕微的帕金森氏症，健康狀況越來越差。二○一九年十月我帶她去上希塔療
程之後，恩蒂每天開始變得很快樂，她願意交流，也可以開始四處走動。由衷地感謝希塔和希塔創辦人維安娜老師！ 曾若庭 上希塔療癒之前，我曾破產上千萬，後來發現原來人生被一層又一層
的信念綑綁到無法翻身，透過希塔的學習，我了解到命運是可以掌握改變的；生活，不是看破就是突破，讓自己成為不斷突破的導師吧！ 葉馨儀 幾乎每個算命的都說我這輩子沒有婚姻，直到遇
見希塔，我開始明白我應該學會愛自己而不是符合別人的期待，我知道信念創造實相是真的。現在我有個很疼愛我的老公跟一個非常可愛的孩子，感謝希塔讓我體悟到生命的真諦。 陳奕榮 我兒
子有長期胃出血的情況，嚴重的時候會吐黑血解黑便，看醫生也只能吃藥控制。大約兩年前上過希塔課程，當時請我的希塔老師幫忙孩子做遠距離治療，當兒子又發作吐黑血的當天，經過治療後，
兒子狀況真的改善了，還維持到現在都沒有發作。我心裡很感動能認識這樣一位很棒的老師，也謝謝維安娜老師。 出版社 橡樹林文化 (城邦)
【當和尚遇到鑽石4】愛的業力法則-麥可．羅區格西(Geshe Michael Roach) 2014-11-06 ?還在等真愛來敲門？ 透過西藏的古老智慧，打造專屬於你的愛侶吧！
《當和尚遇到鑽石》作者麥可．羅區格西最新力作 安全感、相處慣性、親密關係、控制欲、尊重、承諾…… 每個人都想要解開的——100個戀愛、婚姻課題 Ann擁有一份不錯的工作，
只是工時有點長。忙碌的工作之餘，她還得孤伶伶的自己做飯、通勤，日復一日過著靜悄悄、沒有人問她「今天過得怎麼樣？」的生活。盼望有個人相伴廝守的Ann求助於格西：「我該到哪裡
去找我的Mr. Right呢？」 格西回答說：「去養老院吧！」 去養老院探訪老太太，探訪某個老人，某個沒人想見的人，某個又皺又被遺忘了的人，某個會坐在那裡、天天重複一樣的話的
人……給予他陪伴，聽他說他的人生故事，即使他已說過一百次；同時也和他分享你自己的故事。你會從他的人生學到很多，他也會給你的人生一些忠告。 當你種下一個關於陪伴的「善種子」，
當這顆種子迸裂開來，你就會遇到你的人選。只要這顆善種子存在，到哪裡去找他就不重要了——在網路上，在熱舞社，或只是坐在自己家裡——他會出現，他勢必要出現！ ◎100個疑
惑，100個你我周遭正在發生的感情故事！ ◎透過西藏的古老智慧——業力法則，你將能夠讓主導權回到自己身上，用自己的力量，讓真愛來到面前…… 在《當和尚遇到鑽石》一書中，
作者麥可．羅區格西親身示範了如何透過種下善種子的「業力法則」，讓現實生活中的財務、職場、人際關係都獲得圓滿。這一次，作者集結了全球各地、弟子最常徵詢的戀愛與婚姻問題，給予
最全面、最具體可行、有現實基礎的業力法則實踐方法。 在成為僧人之前，格西曾有過二十餘年與常人無異的生命經驗，另外，自幼年即親眼目睹相愛卻無法相處的雙親之間，那樣緊張且最終邁
向分手的婚姻關係，格西頗能感應與憐憫一般人對於戀愛、婚姻的困擾。格西明白，如果要獲得渴望的幸福，「戀愛與婚姻」是一條不可迴避的路徑，因此，他開始聆聽弟子們的困擾，並引導弟
子梳理所處、所遇的困擾情境，進而鼓勵他們運用業力法則、循著步驟清晰且可自我把握的辦法來改善戀愛與婚姻狀況。 本書收錄了43大類、100個關於戀愛和婚姻的疑惑。除了提問之外，
更保留了當事人所處、所遇情境的具體描述，及作者循循善誘的殷切說明。 如果你從沒聽過「空性」、「持戒」之類的佛法詞彙，不要緊的，這些詞彙並不多見於此書。或者，格西會以最白話的
方式說明它們，並解構它們以怎樣的面貌出現在生活中？我們又該如何運用「業力法則」？——源自於西藏的古老智慧，在本書中將有最現代、新穎的呈現！ ◎別再為了與心目中的理想伴侶
相遇而尋尋覓覓、心煩意亂……從這一刻起，種下好的種子，一切都能改變，答案盡在其中！ 出版社 橡樹林文化(城邦)
The Mystic Manager-John P. Cicero 2011-06-13 The Mystic Manager is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and a
counterbalance to the disturbing economic times we face - times brought about by greed and misuse
of corporate power. The book is personal and a contribution placed into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to
do what good it can. Mystic Management is a unique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corporate culture. The building blocks for this culture are creativity, empowerment, generosity,
kindness, integrity, and diversity. The inspiration for this culture evolves through the cosmic linking
of two planets, the Planet Eyespell and the Planet Earth. The author promised himself he would
never write a typical management textbook. The Mystic Manager is the fulfillment of that promise
combining solid management theory with a highly developed sense of community and ethical
behavior bound in a fantasy/sci-fi environment. The book fits no genre exactly. It's not fiction, but
certainly not non-fiction . . . and therein lies its flavor, unique.
Be Nobody-Lama Marut 2014-06-03 With an edgy tone and radical perspective, Lama Marut shows
that the quest to distinguish ourselves is the true cause of our dissatisfaction, and it conti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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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es us feeling isolated and alone. Drawing from the spiritual truism that only by losing the self
can we discover our real potential, Be Nobody provides guidance, actions, and simple meditations to
help you lay down the heavy burden of trying to be somebody.
新世紀宗敎硏究- 2009-12
當和尚遇到鑽石5：修行者的祕密花園-麥可．羅區格西(Geshe Michael Roach) 2017-02-14 ★全球暢銷書作者、智慧經營大師、佛學博士麥可．羅區 格西之經典
再現！ 走進修行者的祕密花園，十位佛教大師親自教導，這是人人做得到的快樂生活方式！ ◆在沙漠中的祕密花園◆ ◆展開與十位偉大上師的心靈晤談◆ ◆超越時空的現身說法◆ ◆教導
解脫煩惱的根本智慧◆ 故事發生在沙漠中的花園，少年殷殷期盼「夢中情人」的到來，時間總是半夜，春夏秋冬、朔望都有，歷經二十年—— 但是等待的佳人未現，而佛法大師一一蒞臨，展
開一場又一場的應答，機智深刻，妙語珠璣，邏輯縝密，高潮迭起！ 聽宗喀巴尊者說世間樂猶如刀上舔蜜；蓮花戒大師教導禪修的次第；法稱大師、世親菩薩開示生死及解脫的真相；第一世達賴
喇嘛談因緣果報的道理；功德光大師說修行必須從守戒開始；無著大師指導以呼吸修持施受法和慈悲觀；寂天菩薩開示成為一位慈悲智者的六種方法：世尊示現證悟空性、圓滿佛道的般若智慧。
全書以簡單寓言呈現佛法深義，時而浪漫詼諧、時而慈悲謹言，深刻詮釋重要佛教大師的獨特智慧，掙脫生命的緊箍咒、人所必經的「生老病死苦」！? 出版社 橡樹林文化 (城邦)
杰克·韦尔奇自传/Jack-韦尔奇 2001 本书包括:第一部分早年岁月;第二部分建立哲学观;第三部分商海沉浮;第四部分改变游戏规则;第五部分回顾与展望。
【當和尚遇到鑽石3】瑜伽真的有用嗎？-麥可．羅區格西(Geshe Michael Roach) 2013-11-13 ?超級暢銷書《當和尚遇到鑽石》作者麥可?羅區格西最新力作！
有人做瑜伽，身心合一，日益散發光采。 有人做瑜伽，卻常常受傷，不知瑜伽功效在哪裡。 到底瑜伽要怎麼做才有效，才是真正在做瑜伽？ 麥可?羅區格西第一部長篇小說，引領你深入《瑜伽
經》， 告訴你瑜伽不只是動作，還有轉化身心靈不可思議的力量！ 筆是筆嗎？花是花嗎？你，是你以為的那個你嗎？ 《瑜伽經》說：「是心靈中無數的種子，使我們看見周圍各種事物。」 而
你，在心靈裡種下什麼種子呢？ 時節是西元一一○一年二月，春天的腳步已悄悄來到，冬天卻尚未走遠，天氣依舊冷冽。 一個17歲的西藏少女，遵循上師臨終前的指示，帶著一隻小小西藏犬
和身上僅有的一只紅色毛布包，徒步走了一年，要到印度尋找另一位能教導她的上師。然而就在她準備穿越邊境時，被印度警察攔了下來，罪名是偷竊《瑜伽經》──一本蘊藏神祕力量的珍貴古
書，身體違和者得之能恢復健康，心靈枯竭者得之可重獲平靜，失去愛與慈悲者得之必能重溫幸福。 失去自由的少女，從牢房中看著牢房外的人──因嚴重背傷而脾氣暴躁的隊長，個性陰沉且嗜
酒如命的中士，單純如白紙的下士，還有隔壁牢房那個總是裝瘋賣傻的神祕人……，每個人內心深處都藏著無比的傷痛，以及因傷痛而累積的健康問題。西藏少女如何運用《瑜伽經》的智慧，
解答他們在練習瑜伽的過程中所產生的疑問和阻礙，幫助他們認識生命的真義，將蒙塵的心靈擦亮，重拾健康，身心充滿平靜與愛。 出版社 橡樹林文化(城邦)
与神回家-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2011
CALM IN CHAOS-PHNG LI KIM 2018-03-23 Conflicts are inevitable and happen everywhere and in
all aspects of our life, from the people we meet to where we go, even to what we think. But how do
we manage and effectively deal with our conflicts? Calm in Chaos aim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Just
like how I overcame my personal conflicts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Buddhist teachings and
principles, I will share my experiences and seek to change your perspective towards the
management and resolution of conflicts.
了凡四训-袁了凡 1948 袁了凡先生，本名袁黄，字坤仪；江苏省吴江县人。年轻时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殳的人家；因此，在嘉善县得了公费做县里的公读生。他於明穆宗隆庆四年(西元一
五七○年)，在乡里中了举人；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西元一五八六年)考上进士，奉命到河北省宝坻县做县长。过了七年升拔为兵部「职方司」的主管人，任中刚好碰到日寇侵犯朝鲜，朝鲜向中国
求救兵。当时的「经略」(驻朝鲜军事长官)宋应昌奏准请了凡为「军前赞画」(参谋长)的职务，并兼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 了凡先生家居生活俭朴，但每天诵经持咒，参禅打坐，修习止观。不
管公私事务再忙，早晚定课从不间断。在这当中，了凡先生写下四篇短文，当时命名为「戒子文」，用来训诫他儿子，就是后来广行於世的「了凡四训」这本书。
依附-樂維 2018
Spirituality, Today and Tomorrow-Arbinder Singh 2008 Body/Mind/Supernatural This book is a
unique write up because it is written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any type of audience on
Spirituality and God. Often a lot of people find it intimidating to talk or hear about God, religion and
or spirituality. The book is aimed at looking at the teachings of various Spiritual Masters of the past
and how their teaching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present and future. The gist of spirituality is
about CHANGE and how to bring it about while following practicality.
公主與月亮-池田大作 1991
动机与人格-（美）马斯洛（Maslow,A.）著 2010-06-01 本书共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包括：自我成长与人格力量；新型生活与人格力量；成功心理与人格力量；知识价值与人
格力量。
葡萄园-品钦 2000 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品钦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以少女普蕾丽寻找母亲的流亡生活为线索展开,以80年代为背景描写了60年代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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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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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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菩萨行论- 2000 本书介绍了六波罗蜜多,即何谓彻底的布施、彻底的精进努力、彻底的守戒自律、彻底的禅定、彻底的忍辱和彻底的大智。六波罗蜜多概括了大乘佛教的基本内容。
達賴喇嘛談心經-達賴喇嘛 2017-10-01 達賴喇嘛極度推崇 斷除源於人生本質的苦痛 就從讀、誦、寫《心經》開始 讀誦寫《心經》來觀照空性，是克服煩惱的強而有力的方法 達賴喇
嘛經常往返各個國家講述大乘佛教聖典《心經》。這部經典幾乎所有佛教徒都能琅琅背誦，並於世界廣為流傳。《心經》好比是人體的「心臟」，在佛教典籍中占有相當崇高的地位，達賴喇嘛相
當重視這部經典。本書即是他以《心經》為基礎，透過深入淺出地解說，讓讀者了解什麼是宗教？又何謂佛法？並精闢闡釋佛家經典的中心思想，鼓勵人們從日常生活中觀照《心經》。 達賴喇嘛
於本書開頭即說道：「生氣與仇恨會破壞我們的平靜。慈悲、寬恕、手足情誼、知足和自律，則是外在與內在平靜的基礎。唯有強化這些內在特質，才可能擁有真正而持久的平靜。」當我們讀誦
並努力了解《心經》的深意時，不僅可慢慢感受皈依佛陀的深刻情操，還能從中找到真正讓內心強大而寧靜的力量。 對於想更進一步理解佛教智慧，或是常感煩躁、困惑及強烈欲望和憤怒的人，
建議不妨和達賴喇嘛一起，從讀誦《心經》開始，找回內在的平和。 ◎達賴喇嘛的心經智慧◎ ★如果我們仔細檢視強烈的欲望或憤怒，就會發現這些情緒源自我們對境界的貪執。如果進一步
分析，將可以發現對境界的貪執，是根源於對「我」或「自我」的貪執。 ★當人們在尋找快樂和克服痛苦時，擁有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聰明才智。聰明才智幫助我們找到快樂、解除痛苦，卻也
製造問題。也就是說，由聰明才智引發的不快樂，僅能從聰明才智本身來減輕。因此，合理地運用我們的聰明才智是很重要的。心的特質，能把聰明才智轉變成強大的積極力量，讓心更為寬廣，
甚至當意外或災難發生時，我們才能不受影響、維持鎮定。 ★生氣與仇恨會破壞我們內心的平靜。慈悲、寬恕、手足情誼、知足和自律則是我們外在與內在平靜的基礎。唯有強化這些內在特質，
才可能擁有真正而持久的平靜。這是我所謂的內在成長，我有時也會說成內在裁軍。事實上，在這個社會的所有面向中，從家庭、社會到政治，內在裁軍正是現在人們最需要的。 作者簡介 達賴
喇嘛（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Lama, Tenzin Gyatso） 第14世達賴喇嘛，為西藏人民和藏傳佛教的精神和政治領袖，亦為全球崇敬之佛教大成
就者。 本名丹增嘉措，1935年7月6日生於西藏安多的貧窮農家，兩歲時被認定為第13世達賴喇嘛轉世。1959年西藏局勢丕變，流亡至印度至今，並於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成立流亡
政府。 精通西藏佛法中各派信仰，具各派傳承，亦十分尊敬其他宗教。長年主張以和平方式為西藏爭取宗教與文化自由，經常走訪世界各地，與各領域學者對話及合作。暢談慈悲、寬恕、跨信仰
理解、尊重自然環境，以及世界和平等普世價值，廣獲各界敬重與肯定，於1989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2007年獲頒美國國會金質獎。 五十多年來不辭辛勞，以溫和精煉的話語，將佛教
教義遍傳世界，澤被眾生，著作已達五十餘部。 譯者簡介 鄭振煌 居士 1945年生於台南，台大外文系畢業，政大新聞研究所碩士。現任中華維鬘學會名譽理事長、中華佛教居士會副理事長、
淨覺僧伽大學大乘研究所所長。 致力推展居士菩薩道及佛教現代化、國際化、學術化、生活化。長年於海內外主持佛學講座、研習營及禪修營。翻譯藏傳、南傳佛教英文書籍，也將漢傳佛教等典
籍譯為英文，並曾為達賴喇嘛、顙東仁波切、一行禪師等大師擔任口譯。2007年創立社團法人中華維鬘學會，擔任理事長，於2013年卸任，任名譽理事長迄今。 主要譯作：《西藏生死
書》《當修行者遇見大師》《達賴喇嘛談心經》《認識藏傳佛教》《心靈神醫》《菩提樹的心木》《聖道修行》等四十餘部。 目錄 序 從僧人的低吟聲中觀照空性、克服煩惱 格西圖登金巴 第一
篇．佛法概述 Chapter 1 追求內在成長 Chapter 2 今日世界的宗教 多樣教法和路徑 保留原有的傳統 分享彼此的傳統 取法其他的傳統 Chapter 3 佛教的基礎 佛教
的特質 佛陀 初轉法輪 十二緣起 煩惱 苦因的息滅 Chapter 4 大乘 大乘佛法 龍樹與大乘 大乘的起源 Chapter 5 從苦中解脫 苦與慈悲 整合所有教法 第二篇．心經 《心經》
的經文 Chapter 6 序分 大般若經 經題與皈敬文 教法的起源 空與色 Chapter 7 入菩薩道 觀自在菩薩 善男子與善女人 佛性 諸法實相 Chapter 8 無我觀 勝義菩提
心 無我觀 四法印 Chapter 9 空性的詮釋 二無我 唯識說 了義與不了義 中觀說 兩種中觀學派 空性與緣起 Chapter 10 發展無倒正見 遮無自性 了解二諦 詮釋的傳統 空性與
「八不」 Chapter 11 證果 一切法空 涅槃 般若波羅蜜多心咒 《心經》的隱義 迴向 第三篇．菩薩道 Chapter 12 生起菩提心 漸修道 七重因果 自他平等與自他交換 自利
與利他的抉擇 施受法 生起菩提心 後 記 為了給下一代更公正、祥和的世界 附 錄 《般若心經釋：善明句義》
歇斯底里症研究-佛洛伊德 2000
再也沒有難談的事-Douglas Stone 2014-10-01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of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How to
Discuss What Matters Most by Douglas Ston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notation copyright Tsai
Fong Books, Inc. Distributed by Tsai Fong Books, Inc.
待在家裡也不錯-Gretchen Craft Rubin 2014
拒斥死亡-贝克尔 2000 本书包括:英雄主义的深层心理学、英雄主义的失败、英雄主义的困境等。
莊子-莊子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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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Hinduism?- 2007
Karmic Justice-Louis Porter 2013-03-27 Louis Porter born in Bangor Maine, back when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were such that both parents were forced to work to survive as a family. The entire family
moved to Skowhegan, Maine where I could fi nish high school. At an early age of seventeen, I joined
the Merchant Marines and sailed on cargo ships to many European and South America ports over a
two year period, married and enlisted in the U.S. Navy Air Force based in Corpus Christi Texas.
Completed college work at Texas A&M with honors in Petroleum Engineering. Went to work with
ARCO as a petroleum engineer and handled sales of the companys oil and gas products. Later, I
formed Daleo Petroleum and began building underground storages to handle sales, storage facilities
and set up pipeline distribution of all liquid gases like ethane & propane for Mid-America Pipeline.
We were fi rst to put propane on the Chicago Cotton Exchange as a commodity. I became Bch &
CEO of three separate public companies dealing in Rare Earth, Gold Mining, Drilling for oil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President Ford to Canada for company meetings and
traveled all over North & South America & Europe for business, hunting and fi shing. Beat President
Ford out of $14 playing gin and made him sign the bills. I bagged a grizzly bear in British Columbia
and caught many sail fi sh off Baja. Wrote & sold 5 novels over the internet as E-Books twenty five
yrs. ago.
靈魂的旅程-紐頓 2012
憨第德-伏爾泰 1998-04-05 法國大革命的啟蒙者──伏爾泰，是一位東方曼倩之流的人物，半個多世紀中，伏爾泰專門以他的笑聲震碎人間的虛偽和矯情，把當時政治和社會機構上遮
蓋的假面具撕開，暴露出那些不見天日的內情。在諷刺揶揄的笑聲中，卻是伏爾泰充滿扶助弱小、反抗強暴的慈悲心，他一生的著述繁多，但是最能表達他此種情懷，至今猶為廣大人們樂讀欣賞
的便是這部思想諷刺小說「憨第德」。本質上這是一部滿含悲心的悲觀論調小說，伏爾泰在他本身歷經人世苦難與不平後，以風趣的筆調發而為嚴正的指責，顯示出罪惡到處居於優勢的事實，並
對那些樂觀主義者的無情，與淺薄的看法，予以當頭棒喝。透過書中人物變幻多端的生涯，伏爾泰表達出了他的企圖，靠著理性的引導以進入一個理想國。書中充滿了作者的睿智、諷刺意味及類
似漫畫的滑稽。
子彈思考整理術-瑞德‧卡洛 Ryder Carroll 2018-11-05 要求無止盡的失速時代，我們需要幫我們專注、釋放壓力的思考整理系統 子彈筆記原創設計人首度完整公開 百萬
粉絲跟隨、改變人生的思考整理方法學！ 很忙背後的真相，是生活失控了！數位工具給我們更多的捷徑、無盡的選擇，卻讓我們更分心。從注意力缺失的童年惡夢開始，子彈筆記原創設計人瑞德
嘗試了各種方法，終於開發出改變百萬人生活的思考整理系統。 愈沒有時間，更需要慢下來寫。子彈思考整理術強調手寫筆記，創造離線空間，讓我們專注當下。無論是待辦清單、日常記錄、專
案管理、未來計畫，都可以整合收納在同一本筆記，再也不會找不到需要的資訊與靈感。 用筆書寫像是跟自己對話，把想法攤在眼前一一檢視，更能啟動大腦不同區域，激發創意。書寫也是療癒
的旅程，書中也分享許多人走出強迫症的焦慮、創傷後症候群的經驗。 思緒歸位，就能看清優先順序，設定可行目標，不斷往前進步。 效率不只是速度，而是我們花多少時間在真正有意義的事
情上，做得更少、完成更多！ 在本書中，作者不僅詳細拆解筆記的方法與架構，更完整分享筆記如何連結目標的獨特心法，產生改變人生的強大動力。 • 反思—養成問自己為什麼的習慣，每
天早上反思來規劃一天，傍晚反思來檢視一天。 • 意義—沒有追求心裡覺得「散發光芒」的事，完成再多事，內心還是空虛。 • 目標—時間與精力被切割得愈細、就愈難專注。讓自己專注
於少量目標。 • 時間—我們很容易迷失在過去與未來，很少警覺哪些事佔據我們的時間。 • 控制—憂慮會綁架注意力，接受有些事就是不可控，才能取回注意力。 只需一支筆、一本筆記，
讓我們追蹤過去的重要想法與經驗、有效管理各種任務，讓心中想成為的自己慢慢展開，不再錯過自己的人生。 國際好評推薦 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彭博新聞、金融時報、美
國NBC電視台、快公司、Vogue雜誌 報導 「子彈筆記是我見過最優雅、高效的生產力管理系統。不只助你提升生產力，更能讓你成為更好的自己。我超級推薦這本書給所有對生活有更
多渴望與憧憬的人。」──《深度工作力》作者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 「不管你是筆記老手或很想嘗試寫東西的新手，子彈筆記成功消除了動筆開始寫的障礙，以超乎你想像的方
式改變你的人生。」──《上班前的關鍵一小時》作者哈爾‧埃爾羅德Hal Elrod 「瑞德分享的方法超了不起，提供了一個讓我們把腦中想法（不管是什麼想法！）提煉成具體行動的好用
方法。這是一本讓我們的思考更自由、更有方向性的指南，提供許多祕訣，讓我們在人生的遊戲中，玩到最精采。」──《搞定》作者大衛‧艾倫David Allen
意识的解释-丹尼特 2008 本书全方位探索意识现象,在本书中作者反驳传统的、常识的意识理论,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模型,广泛吸收来自神经科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信息。
抱朴子-葛洪 1924 含 內、外篇。184,476 字。
脆弱的力量-布芮尼．布朗(Brené Brown) 2013-09-26 ◆TED最受歡迎講者，《休士頓女性雜誌》指名最具影響力女性！ ◆歐普拉、CNN、ABC、NBC、
美國公共電視網、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指定專訪！ ◆布芮尼．布朗博士（Brene Brown Ph. D.）創造千萬共鳴的全球暢銷著作！ ◆金石堂年度「10大影響力好書」 ◆榮
登誠品、博客來、金石堂暢銷榜 ◆《商業週刊》1348期書摘介紹！ ◆《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10月號作者越洋專訪！ ◆TED演講全球點閱率前五大，超過千萬人次觀看！
◆蟬聯紐約時報暢銷榜超過18週！ ◆全球熱銷26國版權！ ◆勇奪2013年「美好人生書獎」！ ◆《讓天賦自由》肯.羅賓森，《過得還不錯的一年》葛瑞琴.魯賓聯袂強推！ 每天問自
己三個問題： 生涯遭逢瓶頸、創新可能失敗，令你不敢冒險突破舒適圈嗎？ 社會瀰漫批判，教育缺乏對話，人際充滿比較，讓你更加冷漠自保嗎？ 明知全心投入不保證會有所回報，所以你從不
給自己一次機會嗎？ 成功者勇於追求不確定的冒險與夢想，內心必定承受不為人知的不安與脆弱 這本書點醒我們：「掙扎，才有希望；讓我們脆弱的，也讓我們偉大！」 在脆弱的時刻，我們找
到自己的力量！ 《脆弱的力量》是世界知名情感與同理心專家布芮尼．布朗博士的全球暢銷著作。本書強調「脆弱」是人的本質，是所有創造力和情感的核心，也是人性最強大的力量。展現脆弱
真實的一面，真誠面對自己很害怕的部分，反而一再提升我們人際、情感、求學、職場和教養的能量。 「脆弱」，是面對冒險和不確定時，產生的深刻恐懼和不安全感。當我們因為害怕脆弱、害
怕丟臉、害怕失敗而退縮，我們也犧牲自信參與世界的機會，同時放棄自己得天獨厚的才能。 「脆弱」不是軟弱，不是輸的感覺，更不是毫無保留──沒有走過脆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勇敢。當
我們願意在生命每個當下直視脆弱，同時也撬開了自信、喜樂、創造力與一切可能性。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展現脆弱，別讓自己成為最大的批評者。站出去，讓大家都看見真正的你！《脆弱的力量》
將讓你以嶄新的視野看待生命，幫助你每一天克服瓶頸，自我不再受限。 本書能夠全面扭轉你的人生： ──如果我們想重新點燃生命的熱情和使命感，就必須學習如何擁抱脆弱 ──既然無法逃
避脆弱，我們又該如何因應？ ──展現脆弱的力量之前，如何先克服自卑？ ──脆弱如何化解感情、家庭與校園中的困境？ ──如何運用脆弱激發職場中的領導力？釋放創造力？ ──在鼓吹
強勢的文化中，如何教養下一代脆弱的力量？ 【名家推薦】 ◎戴勝益（王品集團董事長） ◎陳博志（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何飛鵬（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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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藹玲（富邦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王文靜（商周媒體集團執行長） ◎徐莉玲（學學文創志業董事長） ◎許毓仁（TEDxTaipei 策展人、TED亞洲資深大使） ◎蘭萱（廣播、
電視節目主持人） ◎朱全斌（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兼院長） ◎吳福濱（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理事長）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魏德聖（導演） ◎徐瑞娟（魅麗雜誌
社長） ◎盧蘇偉（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歐普拉在節目中坦承： 「讀完《脆弱的力量》，我了解到脆弱是人的本質，也了解到我的成功來自於脆弱。「脆弱」，是自信的基石。唯有
讓自己冒險展現脆弱的一面，才能成為一個全心投入、一個自信的人。」 ◎《讓天賦自由》作者肯．羅賓森盛讚： 「無論你是學生、教師、家長、老闆、員工，或只是想過更充實的生活，你都
應該讀這本書，勇者必讀。」 ◎《過得還不錯的一年》作者葛瑞琴．魯賓強推： 「作者的見解獨到，旁徵博引大量的研究和個人經驗，用以探索勇氣的矛盾真理：當我們擁抱自己的脆弱，反而
能變得更堅強；當我們肯定自己的恐懼，反而能更放膽無畏。這本書讓我讀了就停不住思考。」 ◎《生氣的藝術》作者哈里特・勒納說： 「這個世界需要這本書，作者兼具熱切、幽默、說服力
等獨到特質，是激勵大家放膽展現脆弱的力量的完美人選。」 ◎《夠關鍵，公司就不能沒有你》作者賽斯．高汀說： 「這是本絕妙好書，內容懇切、重要、有趣，令人愛不釋手，讀完後持久共
鳴。」 ◎《動機，單純的力量》作者丹尼爾・品克說： 「這是本重要的書，及時提醒我們凡事追求確定和掌控的危險。作者引導我們了解放膽展現脆弱的真正價值是更大的勇氣。」 ◎《破碎
重生：困境如何幫助我們成長》作者伊莉莎白・萊瑟說： 「作者勇敢地寫出這本書，閱讀它，並在生活與工作中落實書中的精闢智慧，會讓你受益良多。」 ◎《你想成為誰》作者瑪麗亞・施萊
佛說： 「如果你希望自己變得更勇敢，更圓融，更投入，更堅強，你不需衛星導航，這本書就是引領你的終極工具。 ◎台灣智庫榮譽董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陳博志： 「人生很多事是不確
定的，我們的能力也非完美，因此我們常感到脆弱。作者發現面對脆弱的態度是成功人生的關鍵，退縮和冒進都不恰當。本書不是喊口號的勵志書，它以例證和分析，提供我們在許多情況下有用
的態度和方法。」 搜尋關鍵字：「脆弱的力量」 你將可以看到作者激勵人心的TED演講：
www.ted.com/talks/lang/zh-tw/brene_brown_on_vulnerability.html 以及所有發揮「脆弱的力量」的人生進階者的經驗分享 脆弱的力
量粉絲專頁：www.facebook.com/daringreatly 出版社 馬可孛羅 (城邦)
空服員應考特訓班-翱翔者聯盟 2016-04-21 超過千位學員成功考上空服員案例實證? 最專業、最詳盡的空服員應考密技獨家大公開 帶你一次考上理想的航空公司 大學畢業就有高薪收
入 實現環遊世界的夢想 ◎史上最詳盡空服員考試各項清單 照著書準備就OK? 從基本配備、服裝儀容、履歷準備、中英文自傳、筆試及面試、 空服員應考常見Q&A、各家航空考試流程
表等，第一次應考就上手。 ◎空服員考試達人應考秘訣 絕不藏私一次公開 完美履歷表黃金八式、進考場關鍵黃金七秒、面試考題應答實戰、 外商航空考試破關祕笈等，臨場應考展現超水準的
專業表現。 收錄空服員報考Q&A，你想到的和還沒想到的，通通幫妳回答！ ◎內容適用各大航空公司. 不費時輕輕鬆鬆一次考上? 整理最新國內外各大航空公司考試內容，加強說明新增
項目及特殊考題 幫助讀者一舉考上理想中的航空公司。 【本書適用】 1、懷抱飛行夢想，想加入空服員的行列者。 2、目前正在準備報考空服員，期待成功就業者。 3、想要報考空服員的社
會新鮮人或學生。 4、有計畫報考空服員，了解空服員考試內容者。 【攜手推薦】 Emily（知名空姐部落客「空姐報報Emily Post」） 艾兒莎（人氣職場部落客「放棄22K，
蹦跳新加坡」） 許景泰（SmartM 世紀智庫 創辦人） 陳嵩榮（104職涯社群副總經理） 陳麗卿（Perfect Image 陳麗卿形象管理學院總監） 王丰（熱血機師） 【口碑
見證】 當空服員一直是不敢奢望的夢想，直到使用書中的準備方法，讓我清楚瞭解自身的優缺點，做了調整後就順利考上空服員了。如果你還不得其門而入，這本書絕對讓你如醍醐灌頂，功力倍
增，一舉順利考上空服員！ ──蔡小姐（長榮航空） 準備空服員考試三年多來都差臨門一腳，使用書中教授的「分析團體討論氣氛與設定發言定位」，讓我學到考試心理戰在應考中的重要性。
讓我在一路煎熬的空服考試輕鬆插旗，終於別上夢想的金翅膀！ ──凌小姐（國泰航空） 我的年紀和年輕完全沾不上邊，如果連我都可以辦到，你還在猶豫什麼？市場上不曾看過比它還要詳盡
的教材，當別人還在花時間四處搜集資料時，你和錄取已不過一線之隔！? ──張先生（中華航空） 盼望了好久，終於等到這本超級祕笈出版了！真的非常謝謝「翱翔者聯盟」，從履歷、面試、
團體討論、美姿美儀到髮妝的準備和教學，讓我如願以償考上夢想中的阿聯酋。這真是近年來資訊最新、最完整的空服應考必勝指南！ ──洪小姐（中東航空） 大學畢業後就決定往航空業發展，
陸續報考了五、六家航空但卻都無法順利錄取，一直想不通自己哪裡出了問題。直到使用了本書的方法，讓我越來越有信心，面試時更有自信，成功考取日系航空！ ──鄭小姐（日商航空） 人
生有夢，築夢踏實。你欠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經驗、技巧及臨門一腳的祕笈。本書有別於僅止從旁協助考生當優秀的面試者，更站在考官立場，告訴你考官喜歡的考生類型。讓我們一起用笑容與
自信，踏入航空業這個窄門吧！ ──陳小姐（國泰航空） 在我準備考試的時候，使用了書中的準備方法，針對不同的航空公司應試，準備了不同方式的應答。裡面許多的面試技巧和實戰經驗，
讓我這次面試能順利考上，很推薦這本書給新朋友們！ ──王小姐（台灣廉航） 出版社 布克文化(城邦)
宗教社会学-韦伯 2005 本书内容包括:宗教的起源;神概念、宗教伦理、禁忌;“先知”;教团;神义论的问题;救赎与再生;救赎之道及其对生活态度的影响等。
Leap of Faith-Jeffrey D. Millman, M.D. 2012-03-29 Everyone experiences pain. Illness, aging, and
emotional distress touch all of our lives. Each of us has a soul, or Higher self, that has come into
human form to have life experiences. These experience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us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he lessons we need for our spiritual growth. It’s from pain that we grow. Rather than being
afraid or overwhelmed by life’s challenges, we can learn how to connect with our Higher self, using
our intuitive mind. Making the leap of faith to use our sixth sense to bypass our rational mind and
receive inner guidance promotes improved health, greater happiness, and peace of mind. Using case
histories accumulated over forty years of practicing family medicine, Dr. Millman discusses many
different illnesses and emotional issues and the specifi c lessons each one presents. He uses his
holistic and spiritual approach to healing to make sense of the death of our physical body and the
transition of our spirit to the other side.
Lear's- 1992
隔壁那對夫妻-Shari Lapeña 2017
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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