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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院長相關專訪/文章/推薦書目】  
 (1) 專訪 ─ 廣播節目錄音或錄影 

1. 張艾如（2014）。(1)敲敲你/妳的心門：讓我們來談情說愛、(2)捨不得你/妳的淚：

談愛情衝突化解術、(3)祝福你/妳、我的愛：談分手的藝術與智慧。國立空中大學

「空大橋~ 學習在雲端」節目、「性別平等系列 ~ 樂活素養」專訪。103/07/07-09。 
2. 張艾如（2013）。讓想飛的心展翅高飛 ─ 協助靛藍小孩/新小孩提昇生活適應能力 

(上)(下)。台灣風聲網路廣播電台「放愛在我家」節目、五餅二酒會客室人物專訪。

102/01/08。 
3. 張艾如（2012）。生命的訪客 (第四講)、時間管理 (第五講)、慢活 (第六講)。國立

空中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生涯規劃」教學節目第四講專訪，

「華視教育文化頻道」播出 101/03/06、13、20。 
4. 張艾如（2012）。蛻變 ─ 迎接並認識新小孩 (上)(下)。我的喇舌喲 My Radio 網路

廣播電台「Fun 愛在我家」節目、五餅二酒會客室人物專訪。 101/02/28、03/06。 
5. 張艾如（2011）。(1) 調節情緒的能量 ─ 從葡萄理論談情緒關照、(2) 調節情緒的

能量 ─ 從多重人格/解離談情緒困擾、(3) 開啟內在的智慧 ─ 從多重人格/解離談

多元意識、(4) 開啟內在的智慧 ─ 正確認識多重人格與解離個案。網路電台「我

的喇舌喲 My Radio ─ Fun 愛在我家」節目、五餅二酒會客室人物專訪。100/08/16、
08/23。 

 
(2) 專訪 ─ [報章雜誌或網路] 受訪新聞 

6. 張艾如 (2017)。擁抱靈魂的天使。喀報 262 期人物特寫。106/04/23。 
7. 張艾如（2011）。雞群不懂「鶴」‧聆聽「新小孩」、造就下一個天王。NOWnews 今

日新聞網電子報專訪。100/04/01。 
8. 張艾如（2011）。傾聽、理解、別把他當怪胎。自由時報台北都會版與自由電子報

專訪 100/03/21。 
 

(3) 投稿 ─ 受邀書序或雜誌或網路邀稿 
9. 張艾如（2017）。逆襲揚昇 ─ 為悄然上身的黑色能量來點平衡光吧！。「犯罪人格

剖繪實錄」專文推薦序。台北，商周出版社, 9-13。 
10. 張艾如（2015）。寶貝‧你的腦袋到底在想什麼啊？台北市台北兒童福利中心 104

年度年刊，40-43。 
11. 張艾如（2015）。打開心靈的那扇窗 ─ 從【葡萄理論】身-心-靈健康模式談理性

意識與感性情緒能量平衡的智慧。新北市教育局 103 學年度國民中學情緒教育議

題融入各項領域課堂教學研究「優良實踐案例成果專輯」，2-7。 
12. 張艾如（2015）。 蛻變與成長 ─ 從迎接靛藍、新小孩看台灣教育的現況與願景。

中華身心靈促健會 ─ 覺行生命教育基金會「覺行」季刊第 35 期，100-109。 
13. 張艾如（2014）。親愛的、我在這兒！ ─ 擁抱並沁入心靈一股暖流。「安慰的藝術」

專文推薦序。台北，商周出版社, 3-6 。 
14. 張艾如（2013）。愛的因材施教 ─ 從內觀的功夫開啟內在智慧、展翅高飛心。「全

班都零分」專文推薦序。台北，梅霖出版社, 13-14。 
15. 張艾如（2012）。蛻變 ─ 觸動心靈深處的人性溫馨面。「透視謊言」專文推薦序。

台北，商周出版社 101/10/04。 
16. 張艾如（2011）。看我‧讀我 ─ 盡情揮灑個人的智慧與魅力。「從讀心到攻心」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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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推薦序。台北，商周出版社 100/01/04。 
17. 張艾如（2010）。把愛傳下去 － 一位台灣資深心理醫師從多重人格治療中的體悟。

聯合國 NGO 台灣區世界公民總會 (AWC) 網頁 99/05/31。 
18. 張艾如（2010）。家有啃老族，該如何？ ─ 到底哪裡出問題。中華身心靈促健會 

─ 覺行生命教育基金會「覺行」季刊第 21 期，16-23。 
19. 張艾如（2009）。了解情緒 ─ 談高 EQ 能力的培養。中華身心靈促健會 ─ 覺行生

命教育基金會「覺行」季刊第 20 期，66-81。 
20. 張艾如（2009）。創業驚艷 － 張艾如院長的「心靈之美心理治療所」。台北市臨床

心理師公會蝴蝶飛訊三月號，14，13-16。 
21. 張艾如（2009）。另一種看見 － 那不是我做的。張老師月刊三月號，375，64-65。 
22. 張艾如（2007）。治療室裡的多重人格故事 － 一場心靈意識的鬥智遊戲 (專訪)。

張老師月刊五月號，353，80-87。 

 
【新小孩推薦書目】 
1. 靛藍一點，孩子不難搞 (2012)。白象文化出版社。 
2. 來自宇宙的新小孩 (2009)。橡實文化出版社。  
3. 光的語錄：與宇宙的新小孩對話 (2010)。宇宙花園出版社。 
4. Dear Marko (2007)。宇宙花園出版社。 
5. 別鬧了地球人(2011)。宇宙花園出版社。 
6. 走進生命花園 (2005)。米奇巴克出版社。 
7. 阿米 ─ 星星的小孩 (2005)。大塊文化出版社。 
8. 阿米 ─ 宇宙之心 (2005)。大塊文化出版社。 
9. 阿米 ─ 愛的文明 (2005)。大塊文化出版社。 
10. 地球守護者 (2006)。宇宙花園出版社。 
11. 迴旋宇宙 (2008)。宇宙花園出版社。 
12. 三波志願者與新地球 (2012)。宇宙花園出版社。 
13. 靈魂在說話：聆聽身體的語言 (2013)。宇宙花園出版社。 
14. 靛藍成人的地球手冊─給新世界的先行者 (2010)。宇宙花園出版社。 
15. 養育新時代靛藍小孩：具靈性天賦的孩子與眾不同(2008)。生命潛能。 
16. 零極限：創造健康、平靜與財富的夏威夷療法 (2009)。方智出版社。 
17. 讓天賦自由 (2009)。天下文化出版社。  
18. 愛的溝通與激勵 (2002)。時報出版社。 
19. 第 56 號教室的奇蹟 (2008)。高寶出版社。 
20. 教育應該不一樣 (2011)。天下文化出版社。→ 作者：嚴長壽總裁。 
21. 全班都零分 (2013)‧梅霖出版社。→ 作者：張世傑老師。 
 
【生命能量照顧相關推薦書目】  
1. 為生命祈福 (2009)。原古心靈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洪寬可書房)。 
2. 驚人的人體自癒療法 (2013) 。蘋果屋出版社。 
3. 真原醫 (2012)。天下文化出版社。 
4. 靜坐的科學、醫學與心靈之旅 (2014)。天下文化出版社。 
5. 重生：蛻變於呼吸之間 (2015)。風潮音樂。 
6. 原始點療法 (2013) 醫學講座 DVD。財團法人張釗漢原始點醫療基金會。 
7. 奇蹟 (2009)。天下文化出版社。→ youtube：【你腦內的兩個世界】 
8. 還我本來面目 (2008) 。商周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