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社會學——相關著作(暨目錄)
《建構生命社會學(１)——初談篇》
【目錄】
序
一、從生命社會學談古典社會學——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的一些反省
二、由《易經》、《道德經》談中國活性概念社會學
三、由生命社會學談哈伯馬斯與年鑑學派的某些問題
四、由生命社會學談集體命運與個體命運
五、由生命社會學談五術

《建構生命社會學(２)——初談反省篇》
【目錄】
序
一、人生於天地之間——生活世界的一種反省
二、台灣開發史研究的歷史問題
三、台灣民間信仰的一些概念性反省
四、從生命社會學談地獄遊記
五、從知識社會學和生命社會學談《紅樓夢》一書
六、從生命社會學談《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
七、活性生理靜坐與活性生理學

《建構生命社會學(３)民間命運觀與媽祖神格的建構(上)——啟肇篇》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西方古典三大宗教社會學的反省
第三章 靈
第四章 中國的宗教
第五章 五術與傳統命運觀
第六章 廟史
第七章 理論、方法論的反省與建構
第八章 台灣移民的開發路線——以中部為例
第九章 台灣媽祖神格的建構
第十章 媽祖神格的歷史問題
第十一章 結論
附錄 宋代帝王封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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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生命社會學(４)——基礎篇》
【目錄】
序
一、《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之詮釋與反省（一）
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之詮釋與反省（二）
三、《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之詮釋與反省（三）
四、《道德經》的詮釋與反省（一）
五、《道德經》的詮釋與反省（二）
六、《道德經》的詮釋與反省（三）
七、談神（一）
八、談神（二）
九、社會科學方法論導論

《建構生命社會學(５)活性生理靜坐——實際與理論(一)》
【目錄】
自序
山路漫漫
再版序 讀書與寫文章

實際篇
一、我竟然開始靜坐——和一些心得 \ 黃洪鈞
二、衝過調整 邁向健康 \ 詹啟宗
三、健康與靜坐——我的經驗談 \ 陳育信
四、絕處逢生話靜坐 \ 林式卿
五、生命中的奇蹟——回首來時路 \ 張淑惠
六、中西醫之外的活性生理靜坐療法——由想自殺到快樂生病人的奮鬥 \ 陳宏洲
七、靜坐甘苦談 \ 張明耀
八、我對活性生理靜坐的實踐與體驗 \ 王國蔘
九、靜坐與我的家庭 \ 張玉燕
十、他山之石——阿州伯 \ 張伯州
十一、靜坐後的生命觀 \ 吳紹存
十二、回到形色世界——靜坐前的我 \ 陳菊芬
十三、從反對到身體力行 \ 李俊龍
十四、靜坐的心路歷程 \ 李月仙
十五、「觀」自在中的靜坐生活 \ 張蕙瑜
十六、從靜坐到調整 \ 吳漢鎮

理論篇
一、靜坐與健康人生
二、從靜坐到積極健康的人生
三、生活與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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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與靜坐
五、談人（一）
六、談人（二）
七、關竅系統、基本病因與靜坐
八、舞動生命拳和舞
九、建構企業體的集體命運觀
十、最簡單積極的生命活動——活性生理靜坐
十一、一種科學方法論的可能與基礎

《建構生命社會學(６)成長之旅一》
【目錄】
再版序 想辦法知道多一點
序
冷的需求與生命的成長
一、積極靜坐兩個月——合歡山 不冷 \ 鍾春月
二、生命中的覺醒——成長的喜悅 \ 歐伸斌
三、反轉低潮期——走靜坐路 \ 程惠芳
四、秋霜累冬雪 點心燈待黎明 \ 張淑芬
五、再見文弱書生 \ 邱瑞裕
六、衝破寒冷——尋求無止境的成長 \ 王國蔘
七、行轉水窮處 \ 張蕙瑜
八、靜坐小尖兵 \ 黃春惠
九、驚異奇航——新知之旅 \ 吳漢鎮

附錄
一、清荒徑涉新生 \ 陳宏洲
二、放開成長的空間 \ 詹薇諍

《建構生命社會學(７)民間命運觀與媽祖神格的建構(中)
——生命社會學的研究》
【目錄】
再版序
感謝辭
第壹章
第貳章
第參章
第肆章
第伍章

導論
主體客觀方法論
神、原神、被崇拜神、靈和命的討論
中間策動理論
媽祖神格的歷史問題

第陸章 集體命運與媽祖神格的建構
附錄一 初談思想的生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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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略談我與疫
附錄三 漫談怪力亂神與理性化

《建構生命社會學(８)活性生理靜坐——實際與理論(二)》
【目錄】
序

挑戰寒冷挑戰人生

實際篇之一

經驗與成長

一、 浴火重生 \ 陳原隆
二、 擦亮蒙塵已久的明鏡 \ 賴明琴
三、 走過這些日子 \ 吳竹雄
四、 靜中求靜非為靜 動中求靜方真靜 \ 賴明瑩
五、 成長和新知 \ 林式卿
六、 荷蘭行 \ 林麗君
七、 清洗海海人生的靜坐路 \ 劉德富
八、 靜坐這條路 \ 林儀政
九、 回首向來蕭瑟處 \ 鍾美芳

實際篇之二

新知探行

序 從生命本體面認知生命界
一、 記武陵農場之旅 \ 王國蔘
二、 無機磁場 \ 歐伸斌
三、 觀察一隻靜坐的狗 \ 李俊龍
四、 鳳凰樹上假鳳凰 相思樹下真相思 \ 吳漢鎮
五、 驚聞馬醉木 \ 吳漢鎮
六、 武陵之行 \ 黃鈴珺

實際篇之三

生命武——刀劍拳舞

序 舞動生命拳和劍——開發本能
一、 掄刀舞劍話靜坐(上) \ 吳漢鎮
二、 生命中的藝能 \ 李月仙
三、 我對生命拳、劍的體驗 \ 王國蔘

理論篇
一、淺談一個新的健康理念
二、談人(三)
三、靈魂初探(一)
四、進階靜坐方法論基礎(含答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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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生命社會學(９)活性生理靜坐—實際與理論(三)破除魔障(一)》
【目錄】
序、破除魔障

實際篇
一、重生前與重生後的我 \ 陳秀如
二、峰迴路轉 柳暗花明 \ 周德治
三、爭回生命的失土 重整身心的健康 \ 梁瀛鑫
四、黃先生實錄
五、蔡小姐實錄
六、破除魔障──處理日期及時間表

理論篇
一、進入生命
二、生理命相學(一)
三、人宅學初步討論(一)
四、綜合講座(一)：靜坐與宗教信仰
五、綜合講座(二)：靜坐與宗教信仰之問答篇
六、談人(四)：個體、主體與本體(一)

側記
一、屋與廟 \ 芎林
二、難題 \ 芎林
三、細說陽明山成長之旅 \ 黃妙瑲
四、記「陽明山冬之溫泉」成長之旅 \ 吳漢鎮
五、觀察與療傷 \ 陳秀如
六、破除魔障側記 \ 王國益

實況記錄目錄
◎1997.01.18 實況記錄
◎1997.01.19 實況記錄
◎1997.01.20 實況記錄
◎1997.01.21 實況記錄
◎1997.01.22 實況記錄
◎1997.01.23 實況記錄
◎1997.01.25 實況記錄
◎1997.01.26 實況記錄
◎1997.02.01 實況記錄
◎1997.02.02 實況記錄
◎1997.02.15 實況記錄
◎1997.02.16 實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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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02.22 實況記錄
◎1997.03.01 實況記錄
◎1997.03.08 實況記錄
◎1997.03.15 實況記錄
◎1997.03.16 實況記錄
◎1997.03.22 實況記錄
◎1997.03.23 實況記錄
◎1997.03.29 實況記錄
◎1997.04.06 實況記錄
◎1997.04.12 實況記錄
◎1997.04.19 實況記錄
◎1997.04.20 實況記錄

《建構生命社會學(10)活性生理靜坐——實際與理論(四)挑戰癌症(一)
——醫學的一些革新性討論》
【目錄】
序

挑戰癌症

實際篇之一

挑戰癌症

一、挑戰癌症 \ 陳燕、蔡明倩
二、牽手情 生命事 \ 莫名

實際篇之二

經驗與成長

一、啟開極限之門——多面相靜坐\黃妙瑲
二、遲來的水痘\黃祿祐
三、青島第一個短袖的冬天\黃志誠
四、東瀛靜坐記\黃春滿
五、長時間靜坐
生命中的六十．八十．二零四．二二五小時 \ 陳宏洲‧林芳蘭
長征漫長山路 \ 黃則偉
坐行九十六 \ 黃妙瑲
進入一百 \ 王國蔘
連盤三十六小時 \ 林儀政
記錄一百小時 \ 林芳蘭

理論篇
一、從活性生理靜坐談整體健康
二、醫的一些初步探討
三、活性生理靜坐(一)
四、面相學初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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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理命相學（二）
六．從針灸尋找某些生命關係

附篇
一、人類生命力的奧秘 \ 陳秉璋
二、初探非形色 \ 林軒

《建構生命社會學(11)活性生理靜坐——實際與理論(五)破除魔障(二)
——周太太復活記—從魔界救回與重建生命實錄》
【目錄】
序（兼理論篇）——個體生命的主體結構

實際篇
一、生命再次的被挑戰 \ 周德治
二、周太太復活記(詳細請參考「實況記錄目錄」)
三、周太太事件討論會
四、贏回生命的尊嚴 \ 蕭昭德
五、從成長路上談周太太事件 \ 吳漢鎮
六、周太太復活記──工作回顧與檢討 \ 王國益
七、工作札記 \ 林芳蘭
八、後記 \ 黃祿祐
九、周太太復活記──處理日期及時間表

《建構生命社會學(12)活性生理靜坐—實際與理論(六)狀態時間療法》
【目錄】
序、狀態時間療法實際篇

一、狀態時間療法
腳痛醫頭記——記錄平躺與療傷的過程 \ 鍾美芳
進入平躺——訪田柏菁小姐 \ 張美惠
我們倆的平躺 \ 林儀政夫婦
靜躺十三 \ 黃玉瓊
平躺八十 \ 黃瓊瑩
我的第一次長時間平躺經驗 \ 王國益
初嚐平躺滋味——訪何明照夫婦 \ 王國益

二、經驗與成長
化危機為轉機——從一根手指頭傷後重建談起 \ 杜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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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肝寶貝——我對女兒腳部調整的煎熬 \ 林坤龍
長時間靜坐與生理感受 \ 陳宏洲
活性生理靜坐與生命拳舞之實踐和思考 \ 梁瀛鑫
長坐靜思——追索個人的調整經驗 \ 鍾美芳
七十二小時後之回顧與檢討 \ 王國蔘

三、課後集錦
１、音樂與生命
音樂與生命——課後隨筆 \ 王國益
從音樂與生命課談個人的感受 \ 吳漢鎮
２、呼吸與打拳
呼吸與打拳課後談 \ 梁瀛鑫
呼吸與打拳課後記 \ 林儀政
呼吸 \ 張美惠
我終於學會呼吸了 \ 黃玉瓊
來自生命的呼喚 \ 林芳蘭
深呼吸與大閘蟹——訪黃則偉夫婦 \ 林儀政
３、論拳
論拳側記——個人對舞拳的新認知 \ 王國益
側記論拳課 \ 黃玉瓊
論拳課程學習報告 \ 黃瓊瑩
論拳課論拳 \ 吳漢鎮
論拳課後心得報告 \ 陳秀如
論拳課報告 \ 張季琴
４、寫字
重溫舊夢畫當年 \ 吳美雲
寫字課側記 \ 王國益
寫字課後記 \ 林儀政
寫字課有感 \ 吳漢鎮
寫字課後心得 \ 梁瀛鑫
寫字課——記拾與一些省思 \ 蔡明倩
寫字有感 \ 王國蔘

理論篇
談經驗
吃與食物（一）
生理命相學（三）

附錄
找尋恩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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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生命社會學(13 )活性生理靜坐—實際與理論(七)破除魔障(三)》
【目錄】
序

破除魔障

實際篇
我兒發燒 \ 劉麗菊
破除魔障──蔡小姐實錄
◎1997.05.03 實況記錄
◎1997.05.04 實況記錄
◎1997.05.10 實況記錄
◎1997.05.17 實況記錄
◎1997.05.18 實況記錄
◎1997.05.21 實況記錄
蔡小姐實錄──處理日期及時間表

理論篇
音樂與生命
文化邏輯
吃與食物（一）
發現一種生命自然保護法

側記篇
我要我自己 \ 吳漢鎮
蔡案中關於魔、老師及處理過程的合理性探討 \ 王國益

附錄篇
蔡小姐手記日誌
蔡小姐自我回顧記錄之一
破除魔障(一)出版回顧與反省 \ 王國益
破除魔障(三)之＜蔡小姐實錄＞編輯體例說明

《建構生命社會學(14 )活性生理靜坐—實際與理論(八)破除魔障(四)》
【目錄】
序──略談非形色世界

實際篇
破除魔障──蔡小姐實錄
◎1997.05.24 實況記錄
◎1997.05.25 實況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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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05.27 實況記錄
◎1997.05.31 實況記錄
◎1997.06.01 實況記錄
◎1997.06.02 實況記錄
◎1997.06.03 實況記錄
蔡小姐實錄──處理日期及時間表

理論篇
心靈歸何處
面相學(一)
風水初談(一)

附錄篇
蔡小姐手記日誌
蔡小姐自我回顧記錄之二

《建構生命社會學(15)─生命探索（一）》
【目錄】
序
再版序
來來去去談兩千
談談我自己
談談我自己 訪談篇
談談我自己 演講篇
談談我自己 問答篇
從生命權談醫
談人(五)──感覺與知覺(一)
談神(四)
得道
運動與生命(一)
運動與生命(二)
吃與生命──少許原則
談氣功與內功(一)
面相學初步(二)
談原神(一)

《建構生命社會學(15-1) 生命探索—談原神（一）》
【目錄】
簡介
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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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生命社會學的建構者 張榮富博士
簡介活性生理靜坐
靜坐與健康人生
談原神(一)
挑戰癌症 序/節錄
個體生命的主體結構 序/節錄
略談非形色世界 序/節錄
山路讀書會簡介

《建構生命社會學(16)——崩解——丁文石 林麗君夫婦的生命問題》
【目錄】
序
林麗君調理過程
林麗君調理日期及時間表
林麗君第一次爆發生命性問題的筆記資料 / 林芳蘭
照顧林麗君：值班注意事項及日誌
丁文石、林麗君事件的一些過程記錄(匯整篇)
丁文石、林麗君研討會
追憶這位為生命掙扎的好友──林麗君 / 黃瓊瑩
我心目中的麗君/黃玉瓊
憶故人 / 王佩瑾
春天的太陽——照顧林麗君之探討
傳真給新聞媒體稿件/林芳蘭
電視媒體對事件報導相關資料
網路媒體對事件報導相關資料
附錄

《建構生命社會學(17)荒裡拾荒（一）——地理學篇》
【目錄】
序
前言
第一講
第二講
第三講
第四講
第五講
第六講
第七講
第八講

地理的形成與地質的問題
傳統堪輿學
新地理學（上）
新地理學（下）
大格局與中小格局
天津漫談
初步介紹陰陽宅
建築體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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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講 綜合討論（一）
第十講 綜合討論（二）
彙編報告

《建構生命社會學(18)——生命探索(二)》
【目錄】
序
命學初談——生命與知識
命學初談——生命與知識 演講篇
命學初談——生命與知識 問答篇
一些「命」議題的專題訪談
談僧
談僧 演講篇
談僧 問答篇
談醫者（一）
談醫者（二）
地理學大要
談神（五）
初探法的研究可能性
對釋迦牟尼的一些思考
生理命相學（四）
生理命相學（五）

《建構生命社會學(19)荒裡拾荒——五術篇》
【目錄】
總序
序
人生於天地之間（上）——山、醫
人生於天地之間（上）——命、卜、相
五術的基礎理論
命運
個體命運
集體命運
命運的總結
解說《般若波羅密多經》（一）
解說《般若波羅密多經》（二）
解說《般若波羅密多經》（三）
解說《般若波羅密多經》（五）
附錄一 靜坐問答
附錄二 關於舍利子的一些補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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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宣讀〈從生命社會學談地獄遊記〉一文
附錄四 九層塔用法一例
彙編報告

《建構生命社會學(20)演講集——1992.11.2～2001.3.5》
【目錄】
敬獻辭
書前說明
親子教育與家庭命運
親子教育與家庭命運 演講內容
靜坐與健康人生 演講內容
與小朋友談如何讀書
從靜坐到積極健康的人生 演講內容
狹縫中的成長 演講內容
從中國宗教大略到台灣民間信仰大略
從中國宗教大略到台灣民間信仰大略 演講內容 與小朋友介紹活性生理靜坐
健康的追求－以農民為例
健康的追求－以農民為例 演講內容
淺談一個新的健康理念 演講內容
營建一個具生命目的的企業文化 大綱
營建一個具生命目的的企業文化 演講內容
健康與風水漫談 演講內容
從活性生理靜坐談整體健康 大綱
從活性生理靜坐談整體健康 演講內容
心靈歸何處 演講內容

《建構生命社會學(21)─解惑集 2002》
【目錄】
寫在書前
【2002 年 第一場擴大讀書會】
寫文章經驗談/訪談篇
寫文章經驗談/問答篇
【2002 年 第二場擴大讀書會】
我們面向婚姻與家庭的一些問題/訪談篇
我們面向婚姻與家庭的一些問題/問答篇
【2002 年 第三場擴大讀書會】
我們用運動來丰富生命的一些步履/訪談篇（一）
我們用運動來丰富生命的一些步履/訪談篇（二）
我們用運動來丰富生命的一些步履/問答篇
【2002 年 第四場擴大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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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住與生命的關係－由自家居住所觀察起/問答篇
附錄一 整理經驗寫文章/大綱
附錄二「觀察小朋友運動過程」的親子座談會/節錄篇
附錄三 關於運動議題的一些討論
寫在書後── 關於擴大讀書會及本書的一些補充

《建構生命社會學(22)─活性生理靜坐》
【目錄】
書前說明
活性生理靜坐（一）
活性生理靜坐（二）
活性生理靜坐（三）
活性生理靜坐（四）
活性生理靜坐（五）

《建構生命社會學(23)─解惑集 2003》
【目錄】
寫在書前
【2003 年 第一場擴大讀書會】
我們生命中冷的直接經驗/訪談篇
我們生命中冷的直接經驗/問答篇
【2003 年 第二場擴大讀書會】
讀書與人生—靜坐前後的比較/訪談篇
讀書與人生—靜坐前後的比較/問答篇
【2003 年 第三場擴大讀書會】
食物與人生—從家庭飲食談起/訪談篇
食物與人生—從家庭飲食談起/問答篇
【2003 年 第四場擴大讀書會】
關於「SARS 徵文」研討會/問答篇

《建構生命社會學(24)─荒裡拾荒(三)面相學篇》
【目錄】
總序
書前說明
第一講 初談面相與研究方法
第二講 一些原則與整體形貌
第三講 面型與貌狀
第四講 耳相（一）
第五講 耳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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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 耳相（三）
第七講 眉 眼 鼻

《建構生命社會學(25)─基礎面相學（一）》
【目錄】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編後語

天庭
眉眼鼻
中庭及部份下庭
地庫

《從科學史的反省論社會科學的重建——孔恩與社會學》
【目錄】
序
前言
壹、序論篇：近代科學發展的背景因素
貳、問題篇：實證論大觀
參、轉折篇：孔恩與科學史
肆、結論篇：從方法論討論社會學知識的重建
附錄：從孔恩對自然科學史的研究——談歷史、哲學、科學重新結合的必要性

《活性生理靜坐十年回顧(一)——迎春六日行》
【目錄】
序、迎春行

第一部

十年之路回顧與座談

李月仙 / 十年靜坐路——堅持與包容
蔡文棋 / 十年的變化——靜坐小家庭的經營
陳宏洲 / 十年走來
王國蔘 / 回看靜坐十年
王國益 / 活性生理靜坐與我——個人的病史回顧整理與觀念的解放改變
2001/4/2「十年經驗談」座談會 老師講評
2001/4/3「活性生理靜坐十年反省」座談內容

第二部

大陸江南六日遊（一）

劉昌裕 / 大陸江南遊側記
宋惠真 / 春之喜悅
林麗君 / 美的禮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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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芳蘭
蔡凱傑
黃瓊瑩
陳秀如
袁秀媛
張貞宜
陳金英
王月娥
蔡明倩
王國蔘

/ 春之行
/ 春天的江南遊
/ 走訪春天——由大陸江南遊引發一些感觸及看法
/ 2001 年 春之江南遊——記中山故居和從化溫泉的一些體驗
/ 江南遊——遊江南
/ 江南遊
/ 大陸江南遊小記
/ 豐富之旅江南六日遊記
/ 煙花四月下江南
/ 大陸江南六日遊有感

第三部
陳宏洲
黃玉貞
梁瀛鑫
梁鈺平
梁鈺府
劉麗菊
程惠芳
劉璋汶
賴子敬
黃雪娟
王國益
吳漢鎮

大陸江南六日遊（二）
/
/
/
/
/
/
/
/
/
/
/
/

大陸——江南行
出去走走真好——江南遊後記
二○○一年大陸江南遊
大陸之旅
大陸江南六日遊
大陸江南遊
江南六日遊
江南六日遊雜記
江南六日遊感想
回味無窮的大陸江南六日遊
呼吸打拳江南行
回顧「十年回顧」——兼記江南六日遊——由江南到江中

後 記
賴子敬 / 江南六日遊之承辦緣起與檢討
陳秀如 / 2001 年 春之江南遊——活動籌備及行程轉折
王國蔘 / 籌辦十年回顧感言

《活性生理靜坐十年回顧系列(二)——金山萬里行》
金山萬里行
【目錄】
轉變——活性生理靜坐十年的經驗回顧 / 鍾美芳
從僵直到將直——談十年來的改變與調整經驗 / 陳宏洲
果真都是失敗的嗎——對幾個活性生理靜坐事件的回顧與紀錄 / 吳漢鎮
金山萬里行之迴響與反省 / 梁瀛鑫
觀念的調整——由金山萬里行觸動的程度性反省 / 黃瓊瑩
不同的活動饗宴——對生命經驗的思考 / 黃祿祐
金山萬里行回顧與感想 / 賴子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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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活動學術綜合討論
金山萬里行——夜宴

金山萬里行——別冊
【目錄】
序/ 張榮富
木棉花開的季節/ 吳漢鎮
關於全民健康保險的一場論戰/ 王國蔘
活性生理靜坐十年活動紀事

《活性生理靜坐十年回顧系列(三)——擴大讀書會》
擴大讀書會—專題研討 1——祖先過世處理之種種
【目錄】
目前台灣殯葬文化概況 /林麗君
李月仙女士訪談內容
吳源彰先生訪談內容
黃春滿女士手稿資料 / 黃春滿
目前醫院對垂危病人的急救措施 / 劉麗菊
張榮富博士指導內容
附錄篇：
傳統殯葬習俗問答（一）
傳統殯葬習俗問答（二）
傳統殯葬習俗問答（三）

擴大讀書會—專題研討 2——生兒育女——幾個例子的討論
【目錄】
生命中的奇蹟──吳源彰夫婦努力有成
生育女兒經驗談／王國霖、詹薇諍
旅行中的結晶──賴忠亮夫婦的第三個孩子
一樣懷孕兩樣情──吳美雲女士的生育經驗
人生的一次轉折──林儀政夫婦生女前後的轉變
孕育下一代的經驗反省／黃祿祐
張榮富博士指導內容

擴大讀書會—專題研討 3——旅遊考察經驗探討
【目錄】
旅行經驗談──鍾美芳
淺談我的國外旅遊經驗──周德治
談出國旅遊的經驗回顧──梁瀛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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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考察暨新知探行──吳漢鎮
對旅遊的看法與體驗──賴子敬
張榮富博士指導內容

擴大讀書會—專題研討——別冊
【目錄】
序 /張榮富
擴大讀書會專題研討 1 ─ 綜合討論與老師講評
擴大讀書會專題研討 2 ─ 綜合討論與老師講評
擴大讀書會專題研討 3 ─ 綜合討論與老師講評
關於民間習俗的一些討論
籌辦 2001 年擴大讀書會感言 / 梁瀛鑫
參與擴大讀書會資料整理之感想 / 黃瓊瑩
關於整理訪談錄音帶的一些感想 /黃春滿
參與籌辦擴大讀書會之感言 / 蔡明倩
參與擴大讀書會的一些經驗談 / 黃雪娟
擴大讀書會籌備活動參與感言─—封面製作部分 / 歐伸斌
參與籌辦十年回顧之擴大讀書會感言 /王國蔘

《東方社會學(二)社會學方法論》陳秉璋博士、張榮富博士 合著
《留歐剪影——空手闖天下記》陳秉璋 著
《社會壓力》陳秉璋 著

【山路印行刊物】
《1998 年論文比賽得獎文集 1》
《1999 年論文比賽得獎文集 2》
《2000 年北海道成長之旅》
【目錄】
張榮富 /序
周德治 / 北海道成長之旅專刊出版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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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瀛鑫 / 「北海道成長之旅」專刊出版感言

第一部
黃瓊瑩 / 可以永恆的回憶──北海道冬之旅有感
林麗君 / 我與媽媽一起到北海道旅行
林芳蘭 / 轉變
林儀政 / 北海道之旅──享受寒冷、挑戰自我
蔡凱傑 / 不一樣的感覺──北海道
張美惠 / 北海道之旅
黃彥澄 / 北海道逍遙遊
張季琴 / 成長之旅──北海道
活動剪影 1──千歲機場、鮭魚生態館、小樽運河、雪的美術館、萬國旗休息站

第二部 !
黃雪娟 / 北海道冬之旅
陳宏洲 / 北海道之旅的一些感受、體驗
黃玉瓊 / 北海道遊後記
張貞宜 / 北海道之行
方崑華 / 北海道冬之旅雜記
梁瀛鑫 / 體驗冬之北海道
梁鈺平 / 北海道遊記
梁鈺府 / 北海道之行
劉麗菊 / 北海道溫泉體驗
活動剪影 2──層雲峽流星瀑布、登別海洋世界、昭和新山、大沼國立公園

第三部
歐伸斌 / 2000 年的北海道心情回憶
柯文政 / 北海道成長之旅記趣
周德治 / 北海道冬之旅記聞
黃則偉 / 北海道情結
吳漢鎮 / 因為冷 所以冷──記北海道成長之旅
黃春滿 / 白雪六日遊
鍾美芳 / 我的北海道經驗
活動剪影 3──函館五稜郭、明治館、登別熊牧場、登別地獄谷

第四部
蔡明倩
王國蔘
王國益
黃祿祐

/
/
/
/

北海道成長之旅──體驗與感受
北海道成長之旅──體驗與觀感
生命的考驗與調整──側記北海道成長之旅
寒地遊──試探北海道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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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記
陳介仁 / 北海道籌備與後記
黃志誠 / 山東冷的體驗與生活
活動剪影 4──學術討論會及頒獎、籌辦記要、行程對照圖、綜合剪影
歐伸斌 / 編輯室報告

《育空極光自由行》
【目錄】

序
從冰冷中獲取一點自由 / 張榮富
2002 年「育空極光自由行」出書感言 / 陳宏洲

第一部
加拿大溫哥華、白馬市成長之旅 / 張季琴
去加拿大泡溫泉 / 劉宣廷
加拿大之旅 / 劉曉廷
二度極光行 / 張山丰
加拿大極光之旅 / 吳俊毅
極光之旅 / 吳源彰
加拿大極光成長之旅 / 趙慧貞
加拿大北極光成長之旅（PARTΠ）/ 劉璋汶
生命歷險 之 極光之旅 / 陳秀如
白馬市之行與調整 / 栗一華
享受寒冷－育光極光之旅 / 張藝娜
2002 極光成長之旅回顧與感想 / 賴子敬
加拿大極光成長之旅 / 詹薇諍
育空極光成長之旅 / 王國霖
去加拿大看極光 / 林儀政
我與黃揚一同到育空看極光 / 黃祿祐
難忘之旅－記加拿大白馬市之行 / 蔡明倩
2002 年加拿大育空成長之旅 / 王國蔘
我們帶肚子裡的小 baby 去看極光 / 林芳蘭
2002 極光之旅 旅遊報告 / 歐伸斌

第二部
我的極光、極冷與極（急）熱之旅 / 黃獻輝
加拿大白馬市之酷寒體驗 / 張雅婷
加拿大白馬市極光成長之旅 / 蔡凱傑
二次白馬市極光之旅 / 王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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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冷的進一步體驗－記育空白馬市欣賞極光之旅 / 吳漢鎮
育空 / 黃詩雯
來去白馬市－記 2002 年 12 月加拿大極光之旅 / 周德治
極光成長之旅 / 袁秀媛
我的育空之旅 / 梁瀛鑫
育空之旅－冷能的體驗與初步認識 / 賴芬芳
極光行 / 陳宏洲
在白馬市對冷的一些嘗試和體驗 / 黃則偉 口述
今年的白馬市冷不冷？談 2002/12 在白馬市冷的一些經驗 / 賴忠亮 口述

第三部——講解篇
2002/12/4 加拿大 CBC 電視台記者採訪內容
2002/12/4 第一場座談會 老師講評
2002/12/5 第二場座談會 老師講評
2003/2/28 加拿大國家郵報記者 Dr.John Turley-Ewart
專訪老師之受訪大綱及內容
臨時口譯者的反省 / 賴芬芳
2003/4/18 新聞局「台灣紀事報」記者李雅萍小姐
專訪老師之受訪大綱及內容

第四部——回響篇
我們上了育空新聞！！/轉載自 2002/12/6 YUKON NEWS 頭版及內頁漫畫
與加拿大國家郵報記者 Anne Marie Owens 的來往信函
My experience of cold / Kevin Lai（賴子敬）
My First Encounter with〝Cold Energy〞/ Sonia Lai（賴芬芳）
Bone-chilling cold as path to enlightenment
/轉載自 2003/3/15 加拿大「NATIONAL POST」報導
加拿大「國家郵報」三月十五日報導 譯文－「以徹骨嚴寒為開啟之道」
/ 新聞局 譯
New meditation seek out extremes
/轉載自 2003/5/2 新聞局「TAIWAN Journal」報導
新聞局「台灣紀事報」五月二日報導 譯文－「新式靜坐 尋求極寒」
/ 江月英 譯

2002 年擴大讀書會活動手冊
第一季──寫文章經驗談
第二季──我們面向婚姻與家庭的一些問題
第三季──我們用運動來丰富生命的一些步履
第四季──探索住與生命的關係－由自家居住所觀察起
專題講座：談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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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擴大讀書會活動手冊
第一季──我們生命中冷的直接經驗
第二季──讀書與人生－靜坐前與靜坐後之比較
第三季──食物與人生－從家庭飲食談起
第四季──關於「SARS 徵文」研討會
專題講座：命學初談－生命與知識

2004 年擴大讀書會活動手冊
第一季──對現代生活的一些省思─穿著篇
第二季——拈花惹草——生活情趣 生命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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