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技能 101》

生活技能·情绪管理·青少年成长科普

A VISUAL GUIDE

This book will teach you how to better 
understand yourself as well as your goals and 
wishes,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control your time, body and 
emotions. With these skills, it will be much 
easier to reach your potential and become 
more successful and happy. 

How can I manage my time

effectively?
Why should I care
about my health?

Should I be honestor not?

Do I have a calling

and how do I find it?

How do others
affect me?

How do I understand
what I want?

EVERYTHING YOU NEED,
BUT WON’T LEARN I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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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뻿 一套面向青少年读者的实用人生技能

指南，配有相应的学习手册。

	뻿 学习时间管理、人际关系处理、培

养情商、共情能力、自我控制能力、意志

力、创造力等等人生技能，为踏入社会作

准备！

	뻿 图文并茂，含多个分解图，阅读趣味

性强，亦更助于读者理解。

	뻿 每册书配有活动学习手册，含有多个

相关技能的练习，轻松学以致用。
《我的感受是… …》

《学校不会教你的那些事》系列

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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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技能101》

一本有趣实用的成长科普书
掌握人生技巧
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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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彩精装、配有学习手册及成长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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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技能、生活技巧、人格 & 价值观培
养、情商培养等

成长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苦乐不
均。青少年往往想要自由，而父母则希望他
们有责任感；当青少年为友谊问题、自尊问
题和压倒性的期望中挣扎时，父母常常无法
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这本实用有趣的人生技能指南或许能解
开两代隔阂的：它不仅为青少年解开一系列
青春期的困惑，更能帮助他们掌握人生所需
的软技能，从而在未来的人生中学会让自己
快乐，更容易迈向成功。

- 读者年龄范围广：虽然主要针对 10-
17 岁的青少年，但本书教授的技能终身受
用，为适合大众的自我成长指南。 

- 科学的学习方式：集合信息图表、插
图以及文字来传达知识，更直观有趣。

- 由孩子写给孩子的书：这书的构思来
自一位青春期少女，旨在帮助同龄人更好地
度过青春期，学会成长。

生活技能·情绪管理·青少年成长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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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book will teach you how to better 
understand yourself as well as your goal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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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读这本书？

第一章 我是谁？
一切从原则开始 
什么是幸福？
我对自己的看法重要吗？
我如何找到自己的使命？
我如何设定目标并实现它？
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如何影响我？
毅力还是天赋？
意志力是什么？我该如何发展它？
下一步是？

第二章 我的工具
人们为什么要学习？
我如何有效地管理我的时间？
如何才能不再分心？
为什么我需要批判性思维？
我如何想出新想法？
每个人都需要系统思考？

如何省钱，或者什么是预算？
下一步是？

第三章 我与我的感受
什么是情商？
我体验到什么情绪？
我应该如何处理我的情绪？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失败
下一步是？

第四章 人际交往
我该不该说真话？
我怎样才能真正倾听？
意见达成一致
如果别人评价我怎么办？
我应该如何分享我的想法？
公开演讲我怎样才能写好？ 
下一步是？

第五章 人际关系
为什么我需要朋友？
我如何在团队中工作？
我如何理解我的父母并帮助他们理解我？
对爱的憧憬
一下步是？

第六章 我与我的身体
我为什么要关心我的健康？
我的饮食如何影响我？
我的电子产品如何影响我？
为什么香烟、酒精和毒品对我有害？
运动如何影响我？
下一步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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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受是… …》

一本有趣实用的情商指南
情绪管理与情商培养

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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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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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认知、情绪管理、情商培养等

你总是明白自己的感受吗？ 你知道如何
面对每一种情绪，让它不会被沉重地锁在心
里面吗？ 你能应付愤怒、沮丧、无聊和怨
恨吗？

 
 以上问题的答案都能在这本情商指南中

找到！除此之外，指南还贴心地给出处理各
种情绪和感觉的技巧与方法。 书内含有多种
插图与图解，搭配适量的文字，以简洁有趣
的方式讲解，更吸引读者。

本书配有活动手册与一套三册的情绪日
记，让读者从理论到实践全方位认识、理解
与处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生活技能·情绪管理·青少年成长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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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要读这本书？

第一章 什么是感受？
感受与情绪：它们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会有感受？
感受是如何产生的？
我是感受与情绪的总合吗？
情绪给了你能量还是让你失去能量？
下一步是？

第二章 都有哪些情绪
我不明白我的感受？
理解肢体语言
情绪有好坏之分吗？
人可以只有积极情绪吗？
下一步是？

第三章 我的感受
我感到愤怒
我（没有）感到快乐

我感到羞愧并且自责
我心碎了
呸！
我很焦虑，也很害怕
害羞是我的堡垒吗？
真麻烦！
哇，我的天呐！
我受伤了！
爱会出现在哪？
太多情绪——整理情绪
下一步是？

第四章 如何处理情绪
可以逃避情绪吗？
仅仅停下来观察就好了？
处理情绪：接受并放手
情绪会扰乱我的思想吗？
情绪实验室：还有什么会影响我？
我的身体与情绪是相连的吗？
快乐对你的意义是？

学习表达你的情绪
下一步是？

第五章 别人的感受是？
明白自己也代表明白他人吗？
明白你朋友们的感受？
当两人都受伤时，如何与朋友和解？
明白你朋友的喜好
父母的感受是？
共同面对痛苦的经历
“不一样”就代表了“坏”或“危险”吗？
不伤害他人感受的沟通方式
一下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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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指南内页 学习手册 情绪日历

You can glare at this page when you’re angry

Glare at the crosses being angry is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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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文化

联系我们
contact@bimotculture.com

www.bimotculture.com
Instagram : bimotculture

微信： bi-mot
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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