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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當今的臺灣社會，「療癒閱讀」蔚為時尚風潮，而療癒閱讀即是

所謂的「書目療法」，其係以閱讀作為情緒療癒與促進個人心理健康

的方式。在臺灣，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方興未艾。爰此，中華民國圖

書館學會「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舉辦「邁向健康幸福人生：2017
年書目療法服務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論壇，期讓圖書館從業人員，

明瞭在當今紛擾不安的社會中，施行書目療法服務對讀者心理健康促

進的意義，以及服務運作的模式。本文綜整論壇中各類型圖書館分享

的實務經驗，同時，透過網路搜尋引擎，檢索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

相關資料；之後，運用網路內容分析法，分析檢索所得，以窺見臺灣

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發展現況，並剖析其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最終，提出圖書館施行書目療法服務的前瞻方向與因應之道，藉供同

道參考。 

“Healing reading” has become a trend in Taiwanese society. Healing 
reading is essentially “bibliotherapy”, which refers to reading as an 
approach to promote emotional healing and personal mental health. As 
the popularity of healing reading rises, libraries, as the 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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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s for reading, must face the challenge of transforming their 
roles from “havens of knowledge” to “the healing place of the soul”. 

In Taiwan, 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s provided by libraries are on the 
rise. Because of this, the Reading and Mental Health Committee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ponsored a forum entitled 
“Towards a Life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2017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s in Taiwan’s Libraries”. Throug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those who promoted 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s, the forum 
highlighted how libraries can keep up with the times and respond to the 
trend of healing reading. The author first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s 
shared by libraries participating in this forum. Next, using an online 
search engine, examined how different types of libraries in Taiwan have 
implemented 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s. Finally,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search results using Internet content analysis to uncover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s in Taiwanese local libraries. 

【關鍵詞 Keywords】 
書目療法服務、圖書館、書目療法、情緒療癒、讀者服務

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 Library; Bibliotherapy; Emotional healing;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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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現今臺灣社會變遷快速，人為與自然的災害頻頻發生，凡此種種，

皆容易讓民眾長期積累負面情緒，以致影響心理健康。而健康是普世

的基本人權（世界衛生組織，2004；張玨，2015），但「人生不如意

者十之八九」，身而為人，在生活中難免會遭遇挫折與一些煩憂之事。

觀諸晚近的相關媒體報導，舉凡能促進個人健康的自然療癒方式，儼

然成為臺灣服務業的新利基（林怡廷，2017），其中，如芳香療法、

瑜珈療法、「書目療法」（bibliotherapy）等相繼興起（吳明春、謝明

玲，2008；陳書梅，2014）。而由《康健雜誌》、《天下雜誌》、《全國

新書資訊月刊》等刊物，以及誠品、博客來等書店之年度報告可見，

「療癒閱讀」（healing reading）已成為臺灣社會的時尚潮流（王乾任，

2017；吳明春、謝明玲，2008；林怡廷，2017；陳宛茜、林則宏，2016；

彭夢竺，2015）。由此亦顯見，民眾希望藉由閱讀維持與促進個人心

理健康。而以療癒閱讀作為情緒療癒（emotional healing）的方式，

即為書目療法的運用，其又稱為「書目療癒」或「閱讀療法」（reading 
therapy）（王波，2014）。 

事實上，書目療法的理念，古今中外皆有（王波，2014；Moody 

& Limper, 1971）。書目療法是一種非醫學臨床治療的自然療法，其為

心理治療的輔助方式之一（王波，2014；陳書梅，2014；Tukhareli, 2014）。

文獻指出，透過書目療法，可讓當事者與圖書資料、影音資源等素材

內容互動後，幫助個人從沉鬱、無助的負面情緒，轉移至「認同」

（identification）、「淨化」（catharsis）及「領悟」（insight）等心理狀

態，最終，得以提升心理韌性與挫折復原力（resilience），從而能勇

敢地面對困擾個人的挫折事件或逆境（陳書梅，2014；Moody & Limper, 
1971; Sturm, 2003; Tukhareli, 2014）。 

根據相關文獻，書目療法可分為 「發展性書目療法」

（ developmental bibliotherapy）與「臨床性書目療法」（ clinical 
bibliotherapy）兩大類型；前者適用於無心理疾病的一般人，其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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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遭遇挫折與不順心之事，或是在遭逢重大災難後，而衍生種

種負面情緒者。發展性書目療法可由當事者個人、親友、教師、圖書

館館員、助人工作者、心理師、精神科醫師等為之（Bopp & Smith, 2001; 

Canfield, 1990; Pardeck & Pardeck, 1984; Riordan & Wilson, 1989; 
Sturm, 2003）。至於臨床性書目療法，則是針對心理疾病的患者，施

行者需為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醫師等具特殊專業的人員（Allen, 1980; 

Bopp & Smith, 2001; Conrad, 1990; Rubin, 1978; Sturm, 2003）。 

另外，書目療法亦可依其施行方式，分為「閱讀式書目療法」

（reading bibliotherapy）與「互動式書目療法」（reactive bibliotherapy）

兩種類型（Conrad, 1990; Gladding & Gladding, 1991; Hynes & 

Hynes-Berry, 1986; Moody & Limper, 1971）。其中，閱讀式書目療法，

著重在提供具情緒療癒效用的素材，讓當事者自行閱讀（Forrest, 

1998）。而後者則強調情緒療癒素材、讀者及施行者三者間之關係，

其乃是由施行者直接與讀者互動討論，引導個人經歷認同、淨化及領

悟等情緒療癒的三個階段（Gladding & Gladding, 1991; Hynes & 

Hynes-Berry, 1986）。 

再者，書目療法又可依參與人數，分為「個別式」（individual 

bibliotherapy）與「團體式」（group bibliotherapy）兩種類型。其中，

個別式書目療法係由施行者引領個別讀者閱讀（Rubin, 1978）；而團

體式書目療法則是由施行者帶領參與的團體成員，藉由閱讀與群體互

動的方式來達到情緒療癒之效（Conrad, 1990; Moody & Limper, 

1971）。 

近年來，臺灣社會興起一股療癒閱讀潮流，身為閱讀基本機構的

圖書館，其角色面臨由「知識殿堂」，演進為「心靈療癒所」（the healing 

place of the soul）的挑戰。換言之，圖書館典藏著豐富多元的圖書資

訊資源，其除了扮演傳統的知識傳播者角色外，亦可施行「書目療法

服務」（bibliotherapeutic service）。此項服務是「閱讀指導服務」（reading 

guidance service）的一種方式，其係由了解圖書資訊資源與讀者心理

需求之專業館員或團隊，開列適宜之閱讀素材，以協助個人舒緩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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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進而使之能有健全的人格發展與良好的社會適應，最終得以促

進個人心理健康（陳書梅，2008，2017）。書目療法服務在英國與美

國的圖書館早已行之有年（Tukhareli, 2014），在臺灣則方興未艾。近

年來，許多圖書館刻正規劃或已然推出書目療法服務的相關業務，出

版業界亦陸續出版情緒療癒素材及專書書目。然而，許多館員並未受

過書目療法服務的專業訓練，故尚未具備選擇情緒療癒素材的知能，

更遑論系統性地建置情緒療癒館藏資源，或辦理書目療法服務的相關

活動。 

爰此，2015 年 11 月 12 日，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正式成立「閱

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17）。該委員會與國

立臺灣大學圖書館（簡稱臺大圖書館）及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

合作，於 2017 年 5 月 18 日，舉辦「邁向健康幸福人生：2017 年書

目療法服務圖書館實務經驗分享」論壇（簡稱「邁向健康幸福人生」

論壇），邀請學者專家、各類型圖書館之實務工作者，以及情緒療癒

繪本的出版業者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期讓圖書館從業人員明瞭，在

當今紛擾不安的社會中，施行書目療法服務對讀者心理健康促進的意

義，和服務運作的模式。而透過論壇中實務工作者的分享，亦展現了

不少圖書館用心推展書目療法服務的過程；同時，彰顯出臺灣的圖書

館如何從無到有地規劃與創新讀者服務項目，以呼應社會大眾「想被

療癒」的感性需求，並進一步地創造圖書館的社會價值。 

本文綜整論壇中各類型圖書館分享的實務經驗；另外，透過網路

搜尋引擎，檢索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相關資料；之後，運用網路內

容分析法，分析檢索所得，以窺見臺灣的發展現況，並剖析所面臨的

困難與挑戰；最終，提出圖書館施行書目療法服務的前瞻方向與因應

之道，藉供同道參考。具體言之，筆者除了分析論壇中圖書館分享的

實務經驗外，亦透過「圖書館」、「書目療法」、「書目療癒」、「書目療

法服務」、「情緒療癒」等關鍵字，在 Google 中蒐集 2008 年至 2017

年 10 月之間，臺灣地區近十年之各類型圖書館，推展書目療法服務

相關活動的資料；其次，復檢索文化部「全國藝文活動資訊系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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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以「療癒」或「書目療法」為名之藝文活動；接著，再運用網路

內容分析法，按圖書館類型與活動內容，分類及歸納檢索的結果。 

而透過網路內容分析法可知，臺灣不少圖書館皆曾辦理單一場次

兩小時的情緒療癒素材讀書會、演講、電影觀賞活動等，此等活動，

固然亦屬於書目療法服務的方式，但限於期刊篇幅，筆者並未將之納

入本文探討的範圍。依此，本文所指涉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乃是

圖書館常態性的設置書目療法實體專區或專櫃；或是辦理一週以上的

書目療法主題書展、一個場次以上的情緒療癒影展、系列講座、讀書

會，或是辦理書目療法工作坊、研討會等相關活動。另外，在本文中，

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相關活動之部分資料，係筆者近年來陸續檢索所

得，但活動結束後，部分訊息網頁即告失效，因而在撰寫本文時，已

無法檢索到，但根據筆者蒐集的網頁存檔，相關活動確實舉辦過，故

仍將之列入文中，並註明原本的網址。 

下文即就「邁向健康幸福人生」論壇的內容與網路內容分析法所

得的結果，依序分別敘述臺灣之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與公共圖書

館、國中、高中與國小圖書館以及專門圖書館等，施行書目療法服務

的實務經驗與運作模式。 

貳、大學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實務 

本次論壇首先由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圖書館以及臺大圖書館，介紹其規劃書目療法服務的緣由與推展的過

程。此外，由網路內容分析結果亦得知，有多所大學圖書館，曾辦理

書目療法服務的相關活動。以下詳述之。 

一、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圖書館之「心靈驛站」服務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圖書館，在 2008 年 1 月成立「書目療癒

區」，在其中展示情緒療癒素材，正式展開常態性的書目療法服務。

接著，由全校師生票選，命名為「心靈驛站」。之後，該館持續進行

情緒療癒素材館藏資源的選擇和徵集工作（于美真，2008，2017；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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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真、張金玲、吳育美，2008），至今已達 867 冊之多。 

2009 年 2 月，該館進一步推出「心靈驛站」部落格（國立清華

大學南大校區圖書館，2017），透過網路介紹實體書區典藏的療癒素

材；每筆素材皆詳列書目資料、書影、內容簡介、情緒療癒分析等。

截至 2017 年 5 月，該部落格已累積超過六萬人次的瀏覽紀錄（于美

真，2017）（見圖 1 所示）。 

 

圖 1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圖書館－「心靈驛站」部落格 

二、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之情緒療癒主題書展與情緒療癒電影賞析活動 

臺大圖書館在論壇中分享，該館於 2016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

辦理「圖書館的幸福處方箋－情緒療癒繪本主題書展」，總計展出 180

冊繪本圖書與 30 本專書及論文（李嫣紅，2017）（如圖 2 所示）。而

此場書展的繪本書單，也置於臺大圖書館網站（2016）中，供大眾參

閱。在書展期間，該館於定期舉辦的「午後電影院」活動中，以「療

癒你心」為題，播放四部療癒系電影，期傳播電影的療癒功能，並提

升多媒體館藏資源的使用率（李嫣紅，2017）。 

經網路內容分析發現，該館之前曾辦理過兩次情緒療癒主題書展

及電影觀賞活動。首先，2009 年，該館與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

合辦「樂活心主張」系列活動，包括電影座談會及「樂活書展」（臺

大校訊，2009）；同時，亦將書展的書單置於網站中，並透過參考服

務部落格，以「你快樂嗎？心靈勵志與情緒療癒主題圖書推介」為文

宣傳之（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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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實習圖書館，精心策劃

「Resilience 情緒療癒書展」，針對大學生常見的壓力源與情緒困擾問

題，展示能培養讀者心理韌性的相關圖書（情緒療癒書展《resilience》，

2016）（參見圖 3）。 

  

圖 2 臺大圖書館－「圖書館的幸福處方

箋－情緒療癒繪本主題書展」 

圖 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實習

圖書館－「Resilience 情緒療癒書展」 

三、其他大學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 

除了上述兩所在論壇中分享的大學圖書館外，由網路內容分析結

果可知，近年來，臺灣許多大學圖書館亦不時推出療癒系主題書展、

影展、音樂展，並辦理相關講座、論壇、研討會、工作坊及培訓課程。 

舉例言之，2008 年 5 月 5 日，清雲科技大學（今之健行科技大

學）主辦臺灣首個全國性的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研討會，計有 100 多

位同道參與，迴響熱烈（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2008；健行科技大學

圖書館，個人通訊，2017 年 8 月 25 日）。同年，國立交通大學圖書

館亦主辦「療癒系書展」，以及電影觀賞與座談活動，讓大學生能透

過閱讀，進行自我療癒（國立交通大學藝文中心，2008）。2009 年，

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辦理「療癒系主題書展」，期使師生獲得療癒情

緒的妙方（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2009）。 

而在 2010 年，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經由相關演講，認同書

目療法的理念，乃設置「情緒舒緩專區」，典藏情緒療癒繪本、小說、

心理自助書（self-help books）等。同時，亦在視聽欣賞區，提供可舒

緩負面情緒之影音資源（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2012）。2011 年，

高苑科技大學圖書館則規劃「只有你懂我的心－書的療癒力」主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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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展示療癒系圖書、電影及音樂等，並將書目清單置於網站中（高

苑科技大學圖書館，2011）。2013 年，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辦理「希

望之光－電影中的療癒色彩」影展（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2013）。

2014 年，臺灣發生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導致社會人心惶恐不安，國

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乃推出「溫暖書展」，期協助讀者克服創傷，並找

回正向的力量（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2014）。同年，國立陽明大學

圖書館亦推出「天天心晴天－釋放憂鬱的靈魂」主題書展，展出有關

紓解及預防憂鬱的圖書素材（國立陽明大學圖書館，2014）。 

在 2015 年，有五所大學圖書館曾舉辦療癒系主題書展。例如，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在該年度的圖書館週中，策劃「療癒系繪

本特展－發現繪本的療癒力量」，展出《從沉鬱到淡定：大學生情緒

療癒繪本解題書目》（陳書梅，2014）此專書中所臚列的 53 本繪本；

同時，對全校師生舉辦書目療法演講（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2015）
（如圖 4 所示）。其次，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亦與該校的健康及諮

商中心合作，辦理「心理健康促進書展」，展出由專業心理師推薦的

優質心理健康圖書（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2015）。復次，則如國立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圖書館（2015）與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圖書館（2015），

亦分別辦理療癒系書展。除了書展外，淡江大學圖書館於同年辦理

「Light you up！心靈饗宴」主題影展，蒐集兩百餘部心靈勵志電影，

供讀者借閱，也每天定時在館內播放（淡江大學圖書館，2015）。 

至於 2016 年，亦有五所大學圖書館辦理療癒系書展、影展以及

書目療法服務專業培訓課程。其中，如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與該校

諮商中心共同舉辦「進擊的情緒」書展和影展，精選與情緒、療癒心

靈相關的書籍和電影（國立交通大學諮商中心，2016；國立交通大學

藝文中心，2016）（參見圖 5）；而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則辦理「情

緒療癒」主題書展，提供情緒管理方面的圖書（明新科技大學圖書館，

2016）；再如，世新大學圖書館舉辦之「『情緒療癒』書展‧影片展」，

期撫慰讀者疲憊的心靈（世新大學圖書館，2016）。此外，國立澎湖

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亦於 2016 年，辦理「創新樂活閱讀－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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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療法』談閱讀療癒」之一日工作坊，為該館與縣內各類型圖書館之

從業人員，進行書目療法專業知能的教育訓練（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個人通訊，2016 年 1 月 8 日，2016 年 3 月 3 日）。 

同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辦理「all about you 書展」，展示

有關人生、愛情等方面的圖書；同時特設影展，陳列《那些電影教我

的事》（水ㄤ、水某，2015）一書中所列舉的部分電影，並邀請作者

演講（趙佳，2016）。另外，該館亦與「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合

作，辦理「書目療法種子教師」培訓課程，內容包括書目療法基本概

念、書目療法素材選擇與分析方法，及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的技巧（童

敏惠，2016；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2016）。而在 2017 年，則有國

立中央大學圖書館辦理「幸福處方－療癒系圖書」主題書展（國立中

央大學圖書館，2017）。 

 

 

圖 4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療癒系繪本特展：發現繪本的 

療癒力量」 

圖 5 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 

  －「進擊的情緒書展」 

參、國家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實務 

在論壇中有關公共圖書館實務經驗的分享，係由臺南市立圖書館

及桃園市立圖書館，分別敘述其辦理書目療法服務相關活動的過程。

而經由網路內容分析亦發現，國家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臺中市

立圖書館、新北市立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等，皆已陸續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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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療法服務。茲詳述如下。 

一、臺南市立圖書館之療癒閱讀服務 

2016 年 2 月上旬，南臺灣大地震發生後，臺南市立圖書館體認

到，在物質救援之外，災區民眾的心靈與情緒亦亟需安頓。因此，同

年 3 月初，即與「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合作，推出「翻轉逆境 閱

讀療癒」系列活動，包括舉辦情緒療癒主題書展（如圖 6 所示）、講

座，以及「翻轉逆境，閱讀療癒：『書目療法』一日工作坊」。該館透

過上述活動，讓一般民眾了解，如何運用書目療法，療癒震災後的受

創心靈；同時，培養館員與故事志工引領讀者閱讀情緒療癒素材的能

力（洪玉貞，2017）。  

 

圖 6 臺南市立圖書館－「翻轉逆境 閱讀療癒」情緒療癒主題書展 

此後，該館於館內、育幼院及安養機構等場域，辦理療癒閱讀讀

書會，其由館員、心理師及醫師，共同擔任讀書會帶領人。另外，經

由網路檢索可知，2017 年，臺南市立圖書館總館亦曾舉辦一場「療

癒文學書展」，展出療癒系的繪本、小說等，以此作為心靈療癒的藥

方（臺南市立圖書館，2017）。 

二、桃園市立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於 2015 年，由館員帶領，在國小展

開「心靈處方箋－用閱讀療癒心情」的活動（參見圖 7）。而該館總

館於 2016 年 7 月至 8 月，也分別針對兒童、青少年、青壯年及樂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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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辦理四場書目療法系列講座，期養成讀者療癒閱讀的習慣；同

時，該館亦辦理「探索閱讀的療癒力量－『書目療法』一日工作坊」，

對館員和志工進行教育訓練（胡心慈，2017）。 

  

圖 7 桃園市立圖書館龍潭分館－「心靈處方箋－用閱讀療癒心情」課程 

除了上述論壇中分享的內容外，由網路內容分析亦可知，桃園市

立圖書館中壢分館於 2016 年，曾辦理「書目療法館藏展」，以及「閱

讀，療癒『心』元氣－書目療法的運用」講座（桃園市立圖書館中壢

分館，2016）。 

三、國家圖書館之「送兒童情緒療癒繪本到四川」專案活動 

國家圖書館於 2008 年 6 月，「512 汶川大地震」發生月餘之時，

即曾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共同辦理「送兒童情緒療癒繪本

到四川」專案活動，由跨領域的專家學者，共組選書團隊，挑選 50

本兒童情緒療癒繪本；同時，出版專書《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

（陳書梅，2009a）；最後，將該專書與上述 50 本繪本的套組，分送

至四川災區圖書館，以療癒災區兒童的心靈創傷（參見圖 8）。同年

10 月，國家圖書館亦辦理「兒童情緒療癒繪本主題書展」；並將書目

清單置於網站中，供社會大眾參考（國家圖書館，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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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送兒童情緒療癒繪本到四川」專案活動相關報導 

四、高雄市立圖書館與臺中市立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 

根據網路內容分析結果得知，高雄市立圖書館自 2008 年起，即

提供常態性的書目療法服務。而 2010 年起，豐原市立圖書館（今之

臺中市立圖書館豐原分館），設立書目療法專區；其後，臺中市立圖

書館各分館於 2017 年 9 月開始，全面推展「書目療法主題書展」及

相關活動。詳細如下所述。 

首先，高雄市立圖書館在針對館員辦理兩場書目療法服務的相關

講座後，即於 2008 年起，在三民分館建置「兒童情緒圖書」專櫃；

同時，亦在網站中，增列「兒童心靈維他命」頁面，提供兒童情緒圖

書清單（郭千蜜，2008）。2014 年，新總館啟用後，即在四樓設置「書

目療法區」，蒐集情緒療癒繪本及相關圖書，幫助讀者能快速地辨識

與搜尋適合的素材（高雄市立圖書館，2015）（如圖 9 所示）。此外，

該館亦於「台灣雲端書庫＠高雄」，開闢「關懷專區」，在其中臚列情

緒療癒素材及書目療法專書之電子書，供讀者共讀使用（台灣雲端書

庫@高雄，2017）（如圖 10 所示）。 

2014 年，該館之大東藝術圖書館，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

育系合作，規劃一系列的「創藝閱讀樂：開啟繪本多元利用之門」活

動，推廣親子共讀情緒療癒繪本的理念（丁上，2014；大東文化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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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2014）。 

  
圖 9 高雄市立圖書館 

－「書目療法區」 

圖 10 台灣雲端書庫@高雄 

－「關懷專區」 

至於臺中市立圖書館方面，則有臺灣八八水災發生後的隔（2010）
年，豐原市立圖書館在館內設立「情緒關懷書區」，陳列兒童情緒療

癒繪本（楊螢，2010）；同時，該館亦舉辦兩場書目療法專題講座，

教導館員與一般家長引導兒童閱讀情緒療癒繪本。而根據網路內容分

析結果，該館在 2016 年，也曾推出「年度新書主題展－療癒系主題

書展」（臺中市立圖書館豐原分館，2016）。另外，沙鹿鎮立深波圖書

館（今之臺中市立圖書館沙鹿深波分館），也於 2010 年，辦理「情緒

關懷主題書展」（如圖 11 所示），展示《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

（陳書梅，2009a）一書中所臚列的繪本（臺中市立圖書館沙鹿深波

分館，個人通訊，2017 年 8 月 30 日）。 

2017 年 6 月，臺中市立圖書館更進一步與「閱讀與心理健康委

員會」合作，辦理「書目療法種子教師」培訓課程，針對總館館員及

各分館主任進行書目療法服務的教育訓練。同年 9 月起，臺中市立圖

書館即在 30 所分館，全面展開「書目療法主題書展」（如圖 12 所示），

此外，部分分館更特別規劃情緒療癒電影觀賞、情緒療癒讀書會、講

座等延伸活動（臺中市立圖書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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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沙鹿鎮立深波圖書館 
－「情緒關懷主題書展」 

圖 12 臺中市立圖書館 

－「書目療法主題書展」海報 

五、其他公共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 

網路內容分析結果顯示，除了上述圖書館外，亦有不少公共圖書

館，或在館內設置書目療法專區與專櫃，或舉辦各式各樣的情緒療癒

主題書展及影展，茲舉例如下。 

首先，臺東縣鹿野鄉立圖書館，於 2011 年辦理書目療法講座，

並開始在館內設置「書目療癒專區」，集中展示《兒童情緒療癒繪本

解題書目》（陳書梅，2009a）中所臚列的繪本（臺東縣鹿野鄉立圖書

館，個人通訊，2011 年 10 月 7 日，2017 年 10 月 25 日）（如圖 13 所

示）。再如新北市立圖書館，其總館亦曾在 2012 與 2015 年，分別辦

理「逆光飛行‧心靈成長」主題書展以及「心靈補給站－開啟美好人

生的療癒配方」主題書展（新北市立圖書館，2012，2015）。而在 2014

年 5 月，臺北捷運發生隨機殺人事件後，身處事發地點周邊的江子翠

分館（原總館）及板橋四維分館，即於 6 月辦理身心靈療癒書展，展

出心靈療癒等方面的相關書籍，以安撫人心（新北市立圖書館，2014）。

再者，2015 年，該館之新店分館也辦理「療癒書目書展」（江翎，2015）。

同年，蘆洲永平分館與新莊分館，亦分別舉辦「療癒系－勇氣的力量」

主題書展及「療癒心靈花園」主題書展活動（新北市立圖書館新莊分

館，2015；新北市立圖書館蘆洲永平分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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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彰化縣立圖書館於 2013 年，呼應「藉由書目療法提升身

心靈自癒力」的趨勢，辦理「《身心靈保健室》主題書展」，展示相關

圖書（彰化縣立圖書館，2013）。另外，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也曾

於 2013 年舉辦「心靈有氧，減壓妙方」主題書展；2014 年辦理「念

頭轉個彎，幸福很簡單」主題書展（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13，2014a）。

除了書展外，該館亦分別於 2014 年與 2017 年，辦理「療癒影展」（國

立公共資訊圖書館，2014b，2017）；同時，也在 2016 年的「有愛無

礙系列活動」中，與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合作，舉辦「精神健康

主題影展暨座談會」，邀請醫師、心理師等，藉由相關電影，探討家

庭壓力、情緒調適等議題。由上述可見，該館近年來多次辦理書目療

法相關之書展及電影賞析活動。  

而臺北市立圖書館方面，東湖分館於 2015 年，辦理「分手快樂！

療癒性書展」，展出與失戀分手相關之療癒系圖書，以協助有相關情

緒困擾問題者（臺北市立圖書館東湖分館，個人通訊，2015 年 8 月

25 日）。中崙分館則於 2016 年，亦辦理一場「閱讀．停看聽－療癒

系繪本」主題書展（臺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2016）。此外，2017

年 9 月起，景新分館在館內設立「情緒療癒圖書區」，提供常態性的

書目療法服務，展示由專家學者及館員挑選的情緒療癒繪本、小說、

心理自助書等素材外，也鼓勵讀者推薦（臺北市立圖書館景新分館，

2017a，2017b）（參見圖 14）。至於南投縣的欣榮紀念圖書館亦在 2015

年，辦理「心靈療癒」主題書展，期使讀者能透過療癒性的圖書滋潤

心靈（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2015）。 

2016 年，國立臺灣圖書館辦理「心靈健康促進」主題書展，展

出由專業心理師撰寫或推薦之心理健康促進方面的圖書（國立臺灣圖

書館，2016）。再次，新竹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亦於同年舉辦「幸

福閱讀－情緒繪本主題書展」，展出優質的兒童情緒繪本（新竹縣政

府文化局圖書館，2016；羅蔚舟，2016）。至於新竹縣關西鎮立圖書

館，則在 2017 年初，舉辦「療癒好情緒」主題書展（新竹縣關西鎮

立圖書館，2016）。另外，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分別 2016 年與 2017



臺灣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發展現況探析：由「邁向健康幸福人生論壇」談起 / 陳書梅 

3-17 
公共圖書館研究  第 6 期  2017 年 11 月 15 

年，為該館館員及志工，辦理兒童與樂齡者的繪本書目療法兩日工作

坊（斗六市立繪本圖書館，2016，2017）。 

2016 年起，澎湖縣文化局，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圖書資訊館及

白沙鄉立圖書館合作，執行「菊島全民樂活閱讀創新推廣計畫－以白

沙鄉立圖書館為起點」計畫，在縣內推廣書目療法服務；其中，包含

白沙鄉立圖書館辦理之「情緒療癒書目解題展」（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2016，2017；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個人通訊，2016 年 1 月 8 日，2016
年 3 月 3 日）。 

 

 

圖 13 臺東縣鹿野鄉立圖書館 

－「書目療癒專區」 

圖 14 臺北市立圖書館景新分館 

－「情緒療癒圖書區」 

肆、學校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實務 

本次論壇有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圖書館，分享其與該市其他國中與

高中圖書館施行書目療法服務的情況；再次，則亦有新竹高中圖書館、

新竹建功高中圖書館，以及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的服務經驗分享。

另一方面，網路內容分析的結果亦顯示，有一些學校圖書館，業已在

館內設置書目療法專區或專櫃，或是辦理療癒閱讀的相關活動，茲詳

述如下。 

一、基隆市國中與高中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以「我是元氣王」主

題巡迴書展為例 

暖暖高中圖書館透過相關課程認知到，書目療法係一種可以協助

中學生的途徑，遂採用過往科學週的巡迴展模式，於 2015 年起，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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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是元氣王」情緒療癒主題巡迴書展活動，挑選適合中學生閱讀

的情緒療癒素材，在基隆市內之國中和高中圖書館，巡迴展出（甘邵

文，2017）（如圖 15 所示）。 

在辦理書展活動前，暖暖高中圖書館先辦理「青少年情緒療癒與

閱讀：發展性書目療法工作坊」，邀集學校之閱讀推動教師參加研習；

同時，根據《兒童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陳書梅，2009a）和《從

沉鬱到淡定：大學生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陳書梅，2014）兩本

專書，以及工作坊的教材中所臚列者，購置情緒療癒繪本與小說，並

與九所學校展開巡迴書展合作計畫（甘邵文，2017；陳書梅，2016）

（參見圖 16）。 

爾後，暖暖高中圖書館每學年皆主辦基隆地區國中與高中學校的

情緒療癒主題巡迴書展活動。三年來，展出的圖書由 36 種增加至 120

種；同時亦成立閱讀推動教師 Line 群組，彼此緊密聯繫，以在基隆

地區之學校圖書館，持續地推動書目療法服務（甘邵文，2017）。 

    

 

圖 15 基隆各校－「我是元氣王」主題

巡迴書展 

圖 16「我是元氣王」主題巡迴書展 

情緒療癒繪本導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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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中圖書館「書目療法閱讀專區」與「療癒閱讀角落」－以國立

新竹高中與新竹建功高中為例 

2013 年，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由書目療法的演講，體會到具情

緒療癒效用的圖書，對高中生的心理健康促進有所助益；因此，基於

對書目療法的信念，即在館內設置「書目療法閱讀專區」（如圖 17 所

示），展示適合高中生閱讀之情緒療癒繪本與小說，相當受學生歡迎

（傅瑞琪，2017）。 

而新竹建功高中，則除了在圖書館內設置「書目療法閱讀專區」

外，也在學生休憩時經常逗留的走廊或電梯旁，設置「療癒閱讀角」

（參見圖 18）。因其具有方便、開放，自由取用等特色，情緒療癒書

籍因而廣被學生閱讀（傅瑞琪，2017）。 

  

圖 17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書目療法閱讀專區」 

圖 18 新竹建功高中 

－「療癒閱讀角」之一 

三、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 

由論壇分享可知，在臺北市萬興國小圖書館，館員將書目療法

的理念融入日常業務中。該館經常針對一般學童的情緒困擾問題，如

父母教養、人際關係、異性相處等，購置合宜的館藏資源，再透過「談

心」和「聊書」，了解學童個人的情緒困擾，進而引導其透過閱讀舒

緩負面情緒（曾品方，2017）。 

四、其他學校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 

網路內容分析結果顯示，有許多學校圖書館曾辦理書目療法服



臺灣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發展現況探析：由「邁向健康幸福人生論壇」談起 / 陳書梅 

3-20 
公共圖書館研究  第 6 期  2017 年 11 月 15 

務相關活動。舉例而言，臺北市立建國高中圖書館，一方面在館內設

置「心靈加油站」專區，一方面亦在圖書館網站中，規劃「心靈加油

站」專欄，針對師生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困境與不如意事件，如

失戀、喪親等，提供情緒療癒主題書單，作為個人困頓時刻自我療癒

的指引（王鼎中、盧宜安、簡珮珊，2010）。 

再次，則如新竹市光復中學圖書館，在 2013 年辦理書目療法相

關演講後，旋即於館內設置「書目療癒區」（新竹市光復中學圖書館，

2017）；同年，新北市立金山高中圖書館，亦辦理「情緒療癒閱讀」

主題書展，並有以教師為對象的「閱讀教學工作坊：用繪本談情緒」

延伸活動（新北市立金山高中，2013）（如圖 19 所示）。 

此外，基隆市立明德國中圖書館的圖書推動教師，於參加書目

療法工作坊後，認知到音樂與歌曲可撫慰人心，故在 2015 年的世界

書香日，舉辦「我的音樂處方箋」活動，在校內定時播放具有認同、

淨化、領悟等情緒療癒歌曲；同時，也邀請學生推薦（鄭翔榛，2015）

（如圖 20 所示）。 

  
圖 19 新北市立金山高中圖書館  

－「情緒療癒閱讀」主題書展 
圖 20 基隆市立明德國中圖書館  

－「我的音樂處方箋」活動 

至於國小圖書館方面，依據網路分析所得，則有屏東縣玉田國

小圖書館，在館內設立「情緒療癒繪本區」，其館藏係參考陳書梅發

表於《親子天下》之〈用繪本談情緒〉一文中，所列的兒童情緒療癒

繪本書單（陳書梅，2009b）。該館或帶領班級學童閱讀繪本，或運用

繪本於個別學童之輔導上（屏東縣里港鄉玉田國小圖書館志工，2016）。

再者，2016 年，在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圖書館主導下，澎湖縣內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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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圖書館，亦辦理「情緒療癒繪本主題書巡迴展」（國立澎湖科技

大學，2016，2017），藉以整合圖書館的資源，並推廣書目療法的理

念。 

伍、專門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實務 

網路內容分析結果顯示，部分醫學圖書館，也開始推展書目療

法服務。根據「圖書館統計」標準，醫學圖書館屬於專門圖書館的一

種類型（轉引自劉春銀、王珮琪、黃麗虹，2011），因此，本文將醫

學圖書館的服務，歸入專門圖書館中。 

舉例言之，2012 年，國防醫學院圖書館，曾舉辦「圖書館與書

目療法」主題書展，期讓讀者了解療癒閱讀能維護個人心理健康（國

防醫學院圖書館，2012）。而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圖書館，則於 2015

年的圖書館週，舉辦「暖心計畫」募書活動，為該校附設醫院安寧病

房之病童或病患親屬，募集悲傷療癒的繪本，藉以讓兒童學習如何正

向面對死亡的議題（盧怡伶，2016）。 

另一方面，分析網路檢索所得發現，目前專門圖書館的書目療

法服務內容，較偏向於辦理單一場次的演講，而未見有其他服務項目，

例如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圖書分館（2011）、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院區

圖書館（個人通訊，2014 年 8 月 7 日）、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學圖書館

（2017）等。誠如引言所述，限於期刊篇幅，上述辦理單一場次演講

活動的醫學圖書館，並不在本文探討的範圍內。 

陸、臺灣地區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之發展現況分析 

依據論壇主講者的分享與網路內容分析的結果，施行書目療法

服務的大學圖書館及學校圖書館，皆以北部地區居多，包括基隆市、

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及新竹縣市；而在公共圖書館方面，則以中

部地區最多，包括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至於南部、東部及外島

地區的各類型圖書館，則較少施行書目療法服務（參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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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推展書目療法服務的圖書館之地理分佈及服務類型對照表 

區域 

與 

服務 

類型 

 

圖書館 

類型 

區域 服務類型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及

外島 

發展性 

閱讀式

書目療

法服務 

發展性 

互動式

書目療

法服務 

國家 

圖書館 
1 0 0 0 1 0 

大學 

圖書館 
15 1 2 1 19 1 

公共 

圖書館 
14 34 3 2 52 11 

學校 

圖書館 
16 0 1 6 23 17 

專門 

圖書館 
1 0 1 0 2 0 

總計 47 35 7 9 97 29 

而再進一步分析可發現，目前臺灣地區的圖書館所施行之書目

療法服務，皆為發展性書目療法的層面，其係針對一般民眾常見的情

緒困擾問題，提供情緒療癒素材，或舉辦相關活動。另外，許多大學

圖書館與公共圖書館所提供的服務，係屬於閱讀式書目療法的範疇；

亦即，彼等皆著重在提供具情緒療癒效用之圖書資料、影音資源素材

或書目清單，讓讀者自行擇其所需閱讀；有的則是藉由舉辦相關講座、

論壇、研討會等，讓讀者明瞭閱讀能促進心理健康的理念。而無論以

何種方式進行，館員皆未與讀者直接互動討論素材的內容。 

具體言之，這些圖書館之書目療法服務的項目與內涵，有下列四

種類型：1. 設立書目療法實體專區或專櫃；2. 舉辦情緒療癒素材主

題書展、影展、音樂展等；3. 施行網路閱讀式書目療法服務，如透

過圖書館網頁、部落格或社群網站，提供情緒療癒素材主題書目清單；

4. 辦理情緒療癒與心理健康促進的相關講座、論壇及研討會（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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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再者，檢視相關資料亦可見，臺灣部分的大學圖書館、公共圖

書館及學校圖書館，業已開始施行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而歸納其服

務的方式可分為以下兩種：1. 舉辦工作坊或培訓課程；2. 辦理讀書

會，或將情緒療癒素材融入學校閱讀課程中。詳言之，此等圖書館曾

推展團體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其或是針對館員與志工，辦理工作坊

及培訓課程，邀請專家學者訓練學員帶領團體討論情緒療癒素材的技

巧；同時，亦有些圖書館以療癒閱讀讀書會或班級閱讀課程的方式，

由醫師、心理師、館員、教師等，在圖書館、各級學校、育幼院、安

養機構等場域，帶領團體閱讀情緒療癒素材（參見表 2），藉以協助

參與者透過閱讀和群體互動的方式，促進個人心靈上的成長。 

進一步分析資料可得知，不同類型圖書館所推展之書目療法服

務項目與內涵，亦有所不同。首先，在大學圖書館方面，主要是以系

列活動的方式進行，例如辦理為期一個月以上之情緒療癒書展、影展、

音樂展以及講座等活動，有的並將情緒療癒素材清單置於圖書館網頁

或部落格中；另有圖書館將書目療法服務列為常態性的讀者服務項目，

在館內開闢實體專區或專櫃，集中展示療癒性館藏資源；而臺灣兩次

全國性的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研討會與論壇，皆由大學圖書館辦理

（參見表 2）。 

其次，公共圖書館方面，則多以每月主題書展、電影觀賞活動

與座談會、情緒療癒素材讀書會等方式提供服務；一些圖書館則在館

內設立書目療法實體專區或專櫃，提供常態性的書目療法服務（參見

表 2）。復次，國中、高中及國小等學校圖書館方面，除了辦理書目

療法主題書展外，亦會在館內或校內規劃書目療法專區或專櫃；再者，

有學校圖書館以融入班級閱讀課程的方式，推展團體互動式書目療法

服務。而部分學校館員或志工，會進行個別互動式書目療法服務，其

運用情緒療癒素材館藏，一對一輔導學生舒緩負面情緒（參見表 2）。

據知，一些學校圖書館因僅針對校內師生辦理相關活動，並未對外公

告，故筆者檢索到的資料不多。至於專門圖書館方面，由網路檢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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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見，施行書目療法服務者並不多，僅見兩所醫學圖書館，分別辦

理書目療法主題書展，以及展開情緒療癒繪本募集活動（參見表 2）。 

表 2 各類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方式對照表 
服務 

方式 

 

圖書館 

類型 

閱讀式 互動式 其他

活動 

總計 

專區

專櫃 

 

主題

書展 

影展

／電

影座

談會 

音樂

展 

提供

網路

書單 

系列

講座 

研討

會／

論壇 

工作

坊／

培訓

課程 

讀書

會／

閱讀

課程 

國家 

圖書館 
0 1 0 0 1 0 0 0 0 1* 3 

大學 

圖書館 
2 17 9 1 14 2 2 2 0 0 49 

公共 

圖書館 
5 53 4 0 5 9 0 6 17 0 99 

學校 

圖書館 
6 17 0 1 0 2 0 2 17 0 45 

專門 

圖書館 
0 1 0 0 1 0 0 0 0 1** 3 

總計 13 89 13 2 21 13 2 10 34 2 199 
*  國家圖書館之「送兒童情緒療癒繪本到四川」專案活動  
** 成功大學醫學院圖書館之情緒療癒繪本募集活動 

綜合上述的分析結果可知，圖書館藉由在館內設立實體專區或

專櫃，將書目療法服務列為常態性服務項目的比例不高。根據本次論

壇實務工作者的意見，現今臺灣的圖書館，在空間、人力資源及經費

等方面，皆普遍不足；此外，有些館員尚未具備書目療法專業知能，

或不知圖書館可施行此項創新的讀者服務；種種因素，皆增添了提供

常態性書目療法服務的難度（于美真，2017）。另外，書目療法服務

在評估素材是否發揮療癒效用，以及整體服務成效的評估上，亦有其

困難之處。例如，何種素材會對何種讀者產生情緒療癒效用、其成效

多寡，皆受當事者的年齡、閱讀偏好、個人生活經驗等個別差異影響；

而且圖書館設置專區、專櫃，或舉辦療癒素材主題書展，通常以不外

借，在館內自由閱覽的方式為之，因此難以追蹤素材的使用情形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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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使用者的心理影響（傅瑞琪，2017）。 

而再深入探究可發現，圖書館在推展書目療法服務時，尚存在

著其他的困難與障礙。諸如，部分館員尚不了解書目療法的理念，在

彼等的認知上，以為書目療法是一種臨床心理治療法，施行書目療法

所指涉者，係一種醫療行為；而館員未具備心理治療的專業知能，故

衍生書目療法服務並非圖書館業務範疇的迷思，甚至質疑圖書館提供

此項服務的適切性。另一方面，現今臺灣出版的書目療法和情緒療癒

素材專書書目仍不多，倘若館員的書目療法專業知能不足，則在蒐集

情緒療癒素材時，常會有無從入手的困惑感，更遑論系統性地具體規

劃書目療法服務的活動。而若吾人能克服上述種種困難與障礙，則當

能將書目療法服務，更加普及於臺灣各類型的圖書館中。 

柒、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的前瞻方向與困難因應之道 

針對上述館員書目療法專業知能不足、書目療法服務評估不易、

因資源短缺而未能推展常態性服務等問題，筆者茲提供下列數項建議，

供同道參考。 

一、館員宜建立對書目療法服務的正確認知 

在部分館員的認知上，存在著書目療法係臨床心理治療的專業，

圖書館不宜提供書目療法服務等迷思。但事實上，誠如前述，書目療

法並非心理治療（Rubin, 1978），其如同瑜珈療法、芳香療法等，係

屬於心理治療的輔助方式之一，其為一種非醫學、非臨床、非侵入性

的自然療法；尤其，發展性書目療法乃是針對一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

挫折與不如意事件，而衍生負面情緒者，施行者可以是當事者個人、

其親友、師長、助人工作者或館員。根據文獻，在英國與美國等圖書

館事業發達的國家，書目療法服務係日常讀者服務的一環；再者，當

前臺灣社會的民眾，有療癒閱讀的需求，身為閱讀基本機構的各類型

圖書館，需體認到現今社會的脈動，苦讀者之所苦，將書目療法服務

納入日常的讀者服務項目中，使處於孤獨無助、鬱悶不安情緒的個體，

能有一個可安頓身心靈的「心靈驛站」或「心靈療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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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面培養具書目療法服務專業知能的館員 

國外文獻指出，書目療法服務是圖書館專業的一環；因此，讓

館員具備此方面知能，是圖書資訊教育的責任（Monroe, 1978）。而由

前述可知，臺灣不少館員未具備書目療法服務專業知能，彼等雖了解

現今的讀者有療癒閱讀的需求，但常不知如何入手。目前，在臺灣開

設正式的書目療法課程，系統性地教導書目療法理論與專業知識者，

僅有國立臺灣大學與淡江大學兩所；此外，「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

雖亦每年辦理在職館員專業培訓課程；但整體而言，並非所有的館員

皆修習過相關課程。 

針對此問題，建議可在臺灣的各個圖書資訊學相關系所開設必

修課程，以全面地展開書目療法專業人才培訓工作；另一方面，亦可

針對在職的圖書館館員，辦理教育訓練。在施行模式上，可由「閱讀

與心理健康委員會」，與各類型圖書館合作，定期辦理專業培訓課程；

或是由個別圖書館，邀請專家學者針對館員進行教育訓練。而在實務

作業上，各類型圖書館或可參考臺中市立圖書館辦理培訓課程的模式。

2017 年，該館與「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合作，邀請該委員會，

針對各分館主任與總館館員，進行書目療法服務的在職訓練；其後，

即在各個分館同步展開「書目療法主題書展」，藉此全面地在臺中市

推展書目療法服務。 

三、圖書館可將書目療法服務，列為常態性的讀者服務項目 

董氏基金會（2017）的調查結果發現，雖然超過九成六的臺灣

成人民眾重視心理健康，但人們大多不了解如何找到適合的資源，來

協助個人調適負面情緒，長期下來，易影響心理健康；此現象彰顯出

許多臺灣民眾在日常生活中，有殷切的情緒療癒需求。而療癒閱讀係

一種可協助人們舒緩負面情緒，並提升挫折復原力的方式。因此，典

藏各種不同媒材的各類型圖書館，實宜將書目療法服務列為常態性的

讀者服務項目。目前，臺灣地區的圖書館在館內設有書目療法專區或

專櫃者仍不多，計有如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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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景新分館、臺中市立圖書館豐原分館、高雄市立圖書館、臺東縣鹿

野鄉立圖書館，以及一些國小、國中、高中學校圖書館等。 

因此，圖書館可深化既有讀者服務的內涵，例如，在館內設置

書目療法專區或專櫃，長期固定地展示相關的情緒療癒館藏資源；亦

可在平時定期辦理各式各樣的療癒性主題書展與影展；另外，在社會

發生重大災難事件時，更可以特展方式，向一般社會大眾提供情緒療

癒素材；同時，亦可定期在網路上提供情緒療癒素材主題書單。如此，

能使讀者體會到，當處於情緒低谷時，圖書館即是個人的「療癒書房」

與「心靈方舟」。 

四、建置專業書目療法素材網站，以及編製情緒療癒素材解題書目 

目前在市面上雖已出版了一些具專業性的書目療法素材中文書

目，而網路上亦可檢索到一些網頁或部落格，列有情緒療癒素材清單，

例如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圖書館之「心靈驛站」部落格（2017）、
書目療法療癒媒材資料庫「療癒閱讀維基館」（2017）；此外，曾舉辦

書目療法主題書展的部分圖書館，其會將書展書單置於網頁上，供大

眾參考。但整體而言，目前在臺灣具專業性的中文情緒療癒素材書目

仍較為不足。 

針對上述的問題，吾人可參考如英國「處方書計畫」（Books on 

Prescription Scheme, BOP）等既有之專業選書活動的運作模式，建置

書目療法素材專業網站，以及編製解題書目（Reading Well, 2017）。

在具體作法上，可由「閱讀與心理健康委員會」主導；或由不同類型

的圖書館與該委員會協同合作，邀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組成評選

團隊，針對不同年齡層的一般民眾或輕微心理疾病患者，定期評選出

合適的情緒療癒素材，包括圖書資料、影視作品、音樂歌曲等不同類

型的媒材；同時，建置專業網站，臚列素材清單，並印製紙本；或更

進一步編製情緒療癒素材解題書目，藉供圖書館館員與一般民眾查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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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獎勵機制，鼓勵讀者提供情緒療癒素材，及分享參加書目療

法服務相關活動的心得 

為降低圖書館館員挑選療癒性素材，或是撰寫素材的情緒療癒

效用分析等之業務負荷，建議圖書館可辦理徵集情緒療癒素材活動，

並建立獎勵機制，廣邀讀者推薦素材；之後，再由館員挑選出適合者；

如此，一方面可節省蒐集療癒性館藏資源的人力，一方面能挑選出符

合讀者心理需求的素材；另外，亦可增加與讀者互動的機會，並迎合

社群媒體時代讀者參與館藏發展決策的趨勢。 

此外，在書目療法服務的評估方式方面，圖書館或可設計紙本

及線上的簡單問卷，或閱讀心得分享單，且給予小禮物，藉此鼓勵讀

者分享其閱讀情緒療癒素材後的心得感受，以及參加書目療法相關活

動的想法或建議；透過上述種種方式，圖書館可評估所提供的素材，

是否能對讀者發揮情緒療癒與心理健康促進的功能，同時，亦可了解

相關活動內容的成果，進而能評估整體服務的成效。 

六、圖書館可與醫療專業人員展開異業結盟，提供臨床性書目療法服

務 

檢視資料發現，近十年來，臺灣地區的圖書館，並未見施行臨

床性書目療法服務者。晚近媒體報導，一項跨國研究發現，25%的人

口在一生之中有一段時間會罹患心理疾病；而且愈先進國家，盛行率

愈高；而在臺灣，亦可見愈來愈多民眾因心理健康方面的困擾，向精

神科醫師求助（劉嘉韻、陳雨鑫，2017）。 

相關文獻顯示，國外早期的圖書館，常由館員及醫療專業人員

合作，針對心理疾病患者，施行臨床性書目療法服務。事實上，現今

英國的公共圖書館，已和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等醫療專業人員，共組

跨領域的團隊，展開異業結盟，在全國各地推行名為「處方書計畫」

之臨床性書目療法服務；其係依初級健康照護中的「階梯式照護模式」

（stepped care model），針對輕微心理疾病患者，如憂鬱症、長期病

患及其家屬等，挑選心理自助書等情緒療癒素材，並將相關素材置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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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公共圖書館中，供民眾自由借閱；同時，建置網站臚列書單，

供有需求的民眾參考（Brewster, 2007; Reading Well, 2017）。而澳洲的

新南威爾斯州（New South Wales），近年亦以英國的處方書計畫為藍

本，由該州之公共圖書館及心理健康相關機構合作，推動處方書計畫

（books on prescription, 2017）。 

準此，臺灣的圖書館在推展發展性書目療法服務的同時，可參

考處方書計畫，或其他國家的圖書館與醫療專業人員跨域合作，異業

結盟的運作模式，針對罹患心理疾病的民眾，施行臨床性書目療法服

務。如此，一方面可以充份發揮圖書資訊資源的療癒功能；另一方面，

圖書館可以嘉惠此等弱勢族群，並協助解決社會問題；亦可消除因圖

書館館員未具備心理治療的專業，而不適合提供臨床性書目療法服務

的疑慮。 

捌、結語 

自 2008 年，清雲科技大學舉辦臺灣首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研

討會以來，即陸續可見一些圖書館推展此項服務；2015 年以降，辦

理的圖書館日益增多。而至 2017 年，在此將近十年間，書目療法服

務儼然已成為圖書館讀者服務方面，方興未艾的創新項目。 

綜而言之，現今的臺灣，社會氛圍低沉，許多民眾內心鬱悶不

安，對未來抱持著不確定感，此反應在「亂」、「憂」、「苦」等近年來

的年度代表字上（台灣年度代表字大選，2017）；由此，更可想見臺

灣民眾對情緒療癒的需求，將日趨殷切。而療癒閱讀是情緒療癒的方

式之一，爰此，典藏著豐富多元閱讀素材的圖書館，實可積極推展書

目療法服務，同時，亦應努力克服推展此項服務的種種困難與障礙，

使之成為創新的常態性讀者服務項目，從而回應臺灣民眾情緒療癒的

心理需求。在數位創新時代，透過施行書目療法服務，吾人得以發揮

圖書館的人文關懷精神，並善盡社會責任。由此，圖書館更可由「知

識殿堂」，邁向「心靈療癒所」的角色；最終，協助讀者邁向健康幸

福人生，引領臺灣社會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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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臚列之圖書館書目療法服務在臺灣的發展現況，僅限於

「邁向健康幸福人生」論壇中，各類型圖書館實務工作者的分享經驗，

加上筆者近十年來自網路檢索所得的資料，佐以部分向個別圖書館索

取的相關資訊；相信曾辦理書目療法服務相關活動的圖書館，應不止

本文所提及者。臺灣之圖書館施行書目療法服務的確切情況，仍有待

未來展開進一步的全國性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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