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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沉鬱到淡定 : 大學生情緒療癒繪本解題書目 陳書梅 著 2014
國立臺灣大學出

版中心出版
二樓中文圖書區 016.855 7554 103

兒童情緖療癒繪本解題書目 陳書梅 編著 2008
國立臺灣大學圖

書資訊學系
二樓中文圖書區016.81599 7554 97

人生路上的心靈處方箋 韓德彥 作 2013 黎明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2.9 4420 102

小說藥方 : 人生疑難雜症文學指南 柏素德 (Berthoud, Ella) 著 2014 麥田 三樓中文圖書區 812.7 4652 103

比人生更真實的是電影啊! 彭懷真 2016 天下生活 三樓中文圖書區 987.013 4294 105

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 艾爾邦 (Albom, Mitch) 著 2005 大塊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4.57 4415B 94 *

成年孤兒 李葳 (Levy, Alexander) 作 2016 寶瓶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6.5 4044-2 105 *

江漢聲的音樂處方箋 江漢聲 著 2001 時報 二樓中文圖書區 418.986 3134 90

四季饗宴：江漢聲的音樂處方箋2 江漢聲 著 2002 時報 絕版

音樂療癒DIY：江漢聲的音樂處方箋3 江漢聲 著 2003 時報 絕版 *

即使如此, 這一天也不錯 具鏡善 2016 春光 三樓中文圖書區 862.6 7788 105

我親愛的瑪德蓮 康絲坦汀 (Constantine, Barbara) 2014 遠流 三樓中文圖書區 876.57 0243 103

走出受傷的童年 : 理解父母,在傷心與怨恨中找到自

由
費爾茲 (Fields, Leslie Leyland) 著2015 啟示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244.99 5518 104

幸福練習簿 恩佐/圖文 2007 大田 洽購中

解憂雜貨店 東野圭吾 2013 皇冠 三樓青少年圖書區 861.57 5641-63 102 *

被討厭的勇氣 :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 岸見一郎 2014 究竟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7.3 2613 103 *

原諒他, 為什麼這麼難? :原諒就是釋放一名囚犯,

然後發現那名囚犯其實就是你自己
丁克奇 2016 商業週刊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6.56 1044 105

為何我們總是如此不安？：莫名恐慌、容易焦躁、

缺乏自信？一本缺乏安全感的人都在看的書！
加藤諦三 2015 方舟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7.2 4401-2 104

心理韌性訓練：德國心理教練帶你平靜面對每天的

挑戰
 丹尼斯．穆藍納 2015 究竟 洽購中

敬那些痛著的心：蘇絢慧的暖心放映時光 蘇絢慧 2017 究竟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8.8 4425-5 106 *

尋找一本繪本, 在沙漠中...... 柳田邦男 2016 遠流 三樓中文圖書區 815.9 4656 105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水ㄤ 著 2015 商周 三樓中文圖書區 145.59 1240 104 *

跟著心中的孩子，找回‧面對世界的勇氣‧那些電

影教我的事
水ㄤ 2017 三采 三樓中文圖書區 177.2 1240A 106 *

電影饗宴 : 生命中的故事 = Stories in life 游麗卿 著 2013 秀威資訊 三樓中文圖書區 987.83 3817 102

繪本屋的100個幸福處方 落合惠子 (おちあい,けいこ) 著 2008 遠流 三樓中文圖書區 861.679 4851 97 *

詩歌, 是一種抗憂鬱劑 : 40帖帶來幸福的心靈處方 施以諾 2013 主流 二樓中文圖書區 418.986 0820 102

繪本

藍弟的翅膀 路卡杜 (Lucado, Max) 2005 台灣東方 編目中 *

斷嘴鳥 拉胥梅耶 (Lachenmeyer, Nathaniel) 2008 道聲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15.9 3470 *

查克 笨 雅尼許 (Janisoh, Heinz) 2003 小魯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82.259 7070 92 *

沒有朋友的順兒 辛琦玉 2011 漢湘 親子中心繪本區 862.59 8484 *

紅盒子裡的秘密 林培齡 2015 三之三 親子中心繪本區 529.67 4442 104 *

我的姊姊不一樣 瑞特 (Wright, Betty Ren) 2001 遠流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74.594 2382 v.9 *

超級哥哥 趙美惠 1999 國語日報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59.6 2829 v.7 *

輪椅是我的腳 豪尼格 (Huainigg, Franz-Joseph) 2006 臺灣東方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75.59 0074A 95 *

多娜和綠色的鳥 阿卡拉米 2008 飛寶 親子中心幼兒區 815.9 3284 *

破襪子花拉 泰格蒂絲 (Taghdis, Susan) 2006 飛寶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66.59 2246 *

你很特別 路卡杜 2006 道聲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74.59 6724 95 *

有你，真好 布罕-柯司莫 (Brun-Cosme, Nadine)2006 聯經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59.4 4422A 106 *

沒有人喜歡我 克利尚尼茲 (Krischanitz, Raoul) 2002 三之三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82.259 4297 95 *

我想要愛 克里蒙特 (Clement, Claire) 2003 小魯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76.59 4642 92 *

城市狗鄉下蛙 威廉斯 2011 小魯 親子中心繪本區 874.59 5304D 100 *

獾的禮物 巴蕾 (Varley, Susan) 1997 遠流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59.4 7740 86 *

化為千風 新井滿 (あらい, まん) 2005 小魯 親子中心二樓中文圖書 861.59 0253 94 *

DVD

阿甘正傳=Forrest Gump 湯姆漢克斯主演 2009 得利影視發行 絕版

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yness 威爾史密斯主演 1900 得利影視發行 二樓視聽影音光碟區987.83 9434:公 96

冰雪奇緣=Frozen 迪士尼動畫 2014 博偉發行 二樓視聽影音光碟區987.85 3142:家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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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日將盡=The Remains of the Day 安東尼·霍普金斯主演 1993 哥倫比亞發行 絕版

刺激1995=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提姆羅賓斯主演 1900 得利影視發行 二樓視聽影音光碟區987.83 5314 93 

解憂雜貨店=ナミヤ雑貨店の奇蹟 電影上映，尚未發行

失戀33天=Love is Not Blind 文章主演 2012
中影完美世界發

行
二樓視聽影音光碟區987.83 2214B:公 101 

戀愛沒有假期=The Holiday 卡麥蓉·狄亞主演 2006 Universal發行 洽購中

P.S. 我愛妳=P.S. I Love You 希拉蕊·史璜主演 2007 華納發行 二樓視聽影音光碟區987.83 1923:家 97 

四十九日的祕方=四十九日のレシピ 岡田將生主演 2013 前景娛樂發行 二樓視聽影音光碟區987.83 6446:家103 

當櫻花盛開=Kirschblüten 艾瑪‧魏波主演 2008 二樓視聽影音光碟區987.83 9445 97 

愛，讓悲傷終結=Rabbit Hole 妮可基嫚主演 2010 睿客發行 二樓視聽影音光碟區987.83 2012:公 99 

本書展圖書選自107年度「提升圖書館員身心障礙服務專業知能」工作坊 -「書目療法與身心障礙者之心理健康促進」課程，陳書梅教授精選療癒

書目，歡迎讀者下載參考。特別標註本館視障資料中心館藏，歡迎特殊讀者踴躍借閱。


